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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逊干涉仪条纹的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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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迈克尔逊干涉仪实验中条纹的判读问题，分析了实验室中应用干涉仪判读条纹时与环境有

关的条件变化时干涉环的变化问题，经过对实验前后数据的对比后发现，观察时若考虑马赫效应、同时补色对

比和心理物理作用，并对相应条件进行控制后，可以有效地提高实验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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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逊干涉仪是实验室常用的仪器，试验仪

的核心就是相干图像的获取，这个问题自当时迈克

尔逊测量时就产生，人们通常都会以暗条纹来标记

条纹的位置，如牛顿环，杨氏干涉等实验中都是这

样做的，人们都基于亮条纹比暗条纹难以确定这样

一个视觉研究结果，其实还有一些现象给忽略了，
如视敏度频率的偏离、马赫现象、色彩的同时补色

效应［１］等，目前，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国
外的几个重要文献（ＰＲＬ，ＡＰＬ）的搜寻也未发现有

关报道．本文将从现象分析、实验方法考虑、实验数

据支持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１　 实验研究设备

迈克尔逊干涉仪 １ 台；波长 ６３２．８ ｎｍ 的 Ｈｅ－
Ｎｅ 激光器 １ 台，参数：Ｐ＝ １．２ ｍＷ，Ｉ＝ ７ ｍＡ．

稳定支架 １ 个，配重 ２ ｋｇ．支架上平面镜平面

到分划板中心距离：４１６．５０ ｃｍ；
激光器出束口到分划板表面的距离 ５６ ｃｍ；
实验环境：温度 １９ ℃，湿度 ７０％ ＲＨ，大气压：

８１２．３ ｋＰａ，暗室；
红纸：Ｃ００Ｍ８０Ｙ４０Ｋ００；绿纸：Ｃ７０Ｍ００Ｙ７０Ｋ００：

黑纸：Ｃ１００Ｍ１００Ｙ１００Ｋ００．

图 １　 实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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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的基础

干涉环的‘“冒出“与”吞食“的判定在以往的

文献资料中阐述：”……这时，观察者将看到条纹

好像从中心向外”涌出”；…．” ［２］ ”……每“生出”
或”消失” 一个圆环……［３］，现代国内的各种教材

表达也很类似［４－６］；在对误差分析的 研究中，有代

表性说明误差来源于①振动；②回差；③镜面垂直

度不够？” ［７］ ．
上述表述对误差的如何确定起始和终点位置

仅仅说明“冒出和吞没”现象，但没有进一步的说

明．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是以从亮到暗还是亮到暗来

标记这点的问题．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有 ２ 个过程非

常关键，一个是干涉中心为亮，环为暗的情况，另一

种刚好翻过来，经过试验我们发现暗中到亮的过程

中间会有一个亮的极值，以此作为标记可以精确地

标记移动距离的改变．同时为了加强这个现象在试

验中我们采用投影方式，将磨砂投影屏幕用平面镜

投射到白墙上，改善了显示的视角（增大），同时我

们更换了绿纸（），红纸（），黑纸（）进行对比测试，
发现红纸能有效地提高条纹的对比度，研究认为这

是色彩同时性互补色导致的结果．暗的条纹再加上

红色纸张补色，绿色的作用更加黑．以下是实验拍

摄到的对比图（Ｃａｎｏｎ ＩＸＵＳ １２５ ＨＳ 拍摄）各彩色

纸四色混合度可以用色卡测得［８－１１］ ．

３　 实验改进前后对比

改进之前：
结论：误差大，起伏大．
方法：记录 １００ 次，连续记录，逐差方法处理，

部分抵消系统误差．百分误差在 ８％～１５％．
改进之后：
结论：误差小，起伏小，正态特性明显，百分误

差在 ５％～１２％．
方法：记录 １００ 次，连续记录，按心里物理学

ＡＢＡＢＡＢ 法处理，逐差方法处理，抵消大部分系统

误差，具体做法是：随机安排实验系列组，有利益减

小习惯、期望误差，交替安排，按照数据增加方向为

序，ＡＢＢＡＢＡ（增减减增减增）来安排实验，同时可

以有效消除心理练习，疲劳误差一影响．由于为了

控制疲劳误差影响，实验中做 ３０ ｍｉｎ 后休息 １０ ｍｉｎ
后再做．

图 ２　 实验投射（黑纸面）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ｌａｃｋ ｐａｐｅｒ

图 ３　 实验投射（绿纸面）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ｐｅｒ

图 ４　 实验投射（红纸面）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ｄ ｐａｐｅｒ

４　 讨　 论

实验改进的关键在于，考虑了以下 ３ 方面的影

响：
（１） 马赫现象　 马赫发现在亮和暗之间的过

渡，亮的更亮，暗的更暗［１］，这一点现代脑科学已

有明确的解释［１］，而在物理上应用却鲜见，在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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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 条纹的判读正属于这一领域．而在实验室

几乎都是用暗条纹来标记位置的［２－６］ ．由于这一现

象暗条纹的最暗并不在暗区的中央．由此导致读数

误差．
（２） 同时补色原理　 当人眼闭上眼睛时，在睁

开时看到的原色彩位置将会出现原来色彩的补色，
另外在原色彩的周围在睁开时也可以看到原色彩

的补色［１，９－１１］ ．实验中用了红纸做反射屏，光环的红

色由于反光得到加强，而暗纹由于纸面是红色的，
亮环的同时对比因数使暗环产生生理上的绿色，绿
色和纸的红色叠加则加强了黑色，这样对比度也就

增加了．
（３） 实验安排考虑了心理物理学的习惯误差、

期望误差、练习误差、疲劳误差控制的规则．值得注

意的是，实验室中的有关条纹的确认问题都与上述

原理有关，所以结果具有普遍性．
致谢：本文的撰写始终得到实验室的李开毅老

师的支持，特此致谢，对文献的作者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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