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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实验设计通过对一维弦上波的能级、能带以及局域现象的观察，模拟一维电子波
在周期性势场中受到的散射等行为。实验过程中对弦上驻波实验仪进行简单改造使其
能够满足实验设计条件，可供其他相关实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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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固体物理中的能带和局域现象在现实中，抽象难以理解。本试验试图使用弦上驻波这种
简单易观察的实验方法，来演示周期性阻隔下一维波的行为。通过了解波在一维周期性结构
中的传播模式（即能级）以及能带现象、观察波在一维非周期性结构中的局域现象，将周期
性阻隔下的弦上驻波形为与周期性原子核势场中的电子物质波对比，从而直观形象地表现出
一维能级、能带与局域等物理图像。加深对固体物理中的能带理论以及局域现象的理解，熟
悉广泛应用于许多物理领域中周期性势场所产生的效应。
2.

实验设计与原理：
本实验设计通过重复弦上驻波实验[4]验证仪器可靠性；以不同排列模式（非周期性、周
期性）排列小球，观察弦的振动行为，并将结果与理论做比较，以此来实现能级、能带与局
域现象。
本实验在金属弦线上固定小球作为周期性质量变化，将之以一定频率振动，以此来模拟
电子波受到原子周期性势场作用的情形，因此可以采用经典弦振动方程对其加以描述。
通过经典的弦振动方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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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 为小球竖直位移，t 为时间，T 为弦中的张力，μ(x)为弦的线密度。

（1）

在周期性边界条件下，可以解得其具体的振动本征解，参考文献[1][7]给出方程的解法及严格
解。
模拟局域态的情形，同样须对式（1）进行求解，不同处在于μ(x)。如引入偏离指标
R = μ(x)[1]，即在不同R值下求解式（1）的本征解。其解法与周期性情形相类似，详见参

考文献[1][2]。
求得这些解之后，便可将其与实验所得振动图像一一对应比较，对实验加以解释和补充。
3. 实验过程与结果：
3.1 实验装置改造：
本实验使用复旦天欣的弦上驻波实验仪（详细结构见参考文献[4]）
，并对实验仪的振动
部分进行一定改造使其满足实验要求：
1) 用吸盘式电磁铁替代原来实验仪使用的感应线圈，使其能够带动质量更大的串球弦
线振动并且达到可明显观察的振幅（见图 1）
；
2) 将原有的弦线固定端改造为能够完全截止弦振动的特殊固定器，使弦能够自由伸长
缩短，但不影响振动；
3) 延长原有导轨至 3m，使得实验时，弦振动稳定频率更加准确；同时能够更加准确

地估计振动整波的长度（半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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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观察无小球的弦线振动（参考文献
）
：
使用长 3m 直径 0.55mm 漆包线作为振动弦，一端挂以配重（使弦中有一定张力，保持
其伸直）
，另一端振动（0～200Hz 连续调节频率）
，观察寻找振幅明显的振动频率（详细方
[4]
法见参考文献 ，弦上驻波实验）
。这一步实验可以检测改装后仪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进行实验之后，得到以下结果：
1) 弦上的波数是可以连续出现的，即存在波数 k=3、4、5、6……的模式，直到仪器频
率限制的最大值，接近 30 个半波。
2) 半波数乘以 3.34Hz 约等于振动的频率，
即每间隔 3.34Hz 可见一个明显的振动模式。
3) 在 7 个半波到 15 个半波之间，没有找到稳定的偶数个半波数的模式。
以上的结果和以前普通物理实验中弦上驻波实验[4]的结果相一致，但缺少偶数个半波数
的现象比较奇特，之后将进行详细讨论。
[4] [5]

3.3 观察非周期性排列小球的弦上的振动：
使用前一步实验同样的弦，在其上穿入数个 0.12g 穿孔塑料小球，并以非周期不规则排
列（见图 3）
，在 0～130Hz 中寻找到一个稳定振动的频率，观察其振动情况。
图 2、图 3 为弦上小球非周期性排列时的振动波形照片：

图2
图3
在图 2、图 3 中，可以明显观察到：
1) 在小球非周期性排列时，波长会受到明显的调制。
2) 原有的波节位置被移动，正常的驻波波形被打乱，
但即使没有半波，或者波形混乱，
这仍然是稳定的驻波。
3) 弦上驻波的波长可以随分布的不同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变化。
4) 小球趋向于分布在波腹振幅最大处或者波节处。如果小球无法很完美地分布在这些
位置，振动半波长也会尽量改变，使它们更接近这些位置。
实验中所观察到的这些局域现象并不是固体物理中研究的电子物质波在周期性被一定
程度打破后所产生的局域行为（一般为安德森局域，Anderson Localization[6]）
，而是由于小
[6]
球的调制作用，导致波形发生的强烈改变，可以称为弱局域 （如图 3 所示，这个振动现象
就是一般的一维弱局域现象）
。
从这一步的实验现象可以看出，小球的分布对弦上驻波波形的调制作用非常明显，可以
简单地推测，小球分布在弦线上的结构是可以模拟一些固体物理的结论[3[5]]。
3.4 观察周期性排列小球的弦上的振动：

将上一步实验使用小球以 20cm 间隔周期性排列在同样的弦上。在 0～130Hz 寻找稳定
的振动频率。在周期性排列小球的情况下，弦振动的行为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只有波数为整数的波才能稳定，或者说小球之间只能有整数个半波。
在 0～130Hz 实验时观察到的四组稳定的振动图像：
1) 波数 K=1 频率范围/30.8-41.6 Hz 中心频率 36.2 Hz（见图 4）
。
（其中 K 为波节之间的整波数）

图4
2) 波数 K=2 频率范围 52.3-60.0 Hz 中心频率 56.2Hz（见图 5）
。

图5
频率范围 66-80 Hz 中心频率 73 Hz（见图 6）
。

图6
3) 波数 K=3 频率范围 109-122Hz 中心频率 115 Hz（见图 7）
。

图7
除了上面所列的四种振动图像之外，20-130Hz 范围内没有其他稳定的振动模式（驻波
模式）
，超过 130Hz 后，弦振幅过小，无法准确观察。
从这组图像中，可以观察并且归纳讨论以下几点：
1) 小球的周期性导致振动弦波不得不选择一些周期性相同的振动模式。
2) 与没有小球相比，模式数只有不足十分之一（无小球时每 3.34Hz 就有一个新的模式，
而有小球时每大约 37Hz 才有一个新的模式）
；而且在周期性排列时，其他的多种模
式都被结构禁止了，无法稳定存在，甚至连不稳定的行波模式都不能明显的观察到。
3) 模式的频率覆盖范围增大了很多。在没有周期性结构的时候，每个模式一般只能在
1Hz 的范围内稳定存在，而有周期性的时候，每个模式都可以在 10Hz 以上的频率范
围内稳定存在。
4) 能够稳定存在的模式，中心频率仍然是周期性分布的。
5) 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了两个波数 K=2 的振动模式（图 5，图 6）
：
第一个 K=2（图 5）并不是实验设计的模式，因为小球刚好处于弦波的波腹（图 5
右侧示意图）
；第二个（图 6）才是真正准确的 K=2 的模式。这两个模式所代表的物
理意义是不同的：频率较高的模式是实验设计时希望得到的，小球处于振幅最小点
的模式；而频率较低的模式小球处在振动最大点，这是实验设计时没有预料到的。
但是从前面对非周期性排列的小球的分析可以看出，小球也比较倾向于分布在振幅
最大的地方，那么第一个振动模式（图 5）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6) 振动模式中心频率有一定偏移，并不是 1：2：3 的完美理论比例。
原因可能是小球对弦线密度的影响：在波长较短的时候，振幅较大，小球质量对弦

线密度影响比较大；而频率很高时振幅已经很小，小球完全不参与振动，对弦线密
度的贡献自然很小了。然而频率的偏移量并不是很大，说明小球的贡献影响比较小。
实验中，特别对放置了小球和没有放置小球时 K=1 的频率进行了测量，发现，当小
球处于振动最小点时，K=1 的频率只有略微减小。这说明小球在振动最小点时，对
振动的贡献非常小
5. 讨论：
5.1 重力对弦线的作用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由于实验中使用的弦线偏长（3m）
，重力的作用就无法忽略了，那么弦线就会悬垂下来。
而驻波形成时，从水平方向看，弦线会随振动按照 直线-曲线-直线-反相曲线-直线-曲线 的
循环运动。在弦线为直线时，长度较长，自然下垂较多，而弦线为曲线时，长度缩短，下垂
会较少。随着横向的振动，
弦线在纵向也发生了很强烈的振动，这就导致了纵波成分的加入。
在纵波成分加入以后，出现了圆偏振和椭圆偏振的二维振动弦波。而产生椭圆偏振的现象也
只有在 50Hz 左右时出现，这就像是只有大功率激光才能引发光学介质的非线性效应一样，
只有大功率的振动源才能引起这种椭圆偏振的效果。由于椭圆偏振是两个方向偏振的叠加，
而经改造后的弦线固定器只能阻隔水平方向的振动，所以，在这一点，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
的分波的反射相位有了明显的不同。
可以初步认为，水平方向的反射相位为半波，而垂直方向反射相位为四分之一波，
这样，
只有在奇数个半波的时候两波才能叠加为椭圆偏振，偶数个半波数的时候不会出现稳定的叠
加波，这就解释了之前实验在这个频段找不到完美的偶数个半波数驻波模式的问题。
5.2 无法观察到高阶驻波模：
实验表明波数 K=3 的模式，弦的振幅十分微小。实验中，在波数 K=4 模式所对应的频
率附近振动，发现弦几乎无振幅。这说明以现有装置无法观察到 K=4 以及波数更多的模式，
这是受到振动源所限，因此想要观察高阶模式必须再进一步改造振动源。
5.3 无法观察到强局域现象：
实验中观察到的弱局域现象也伴随着小球的小幅振动。原则上，小球应该是在平衡位置
附近不动，这样才能观察到非常显著的强局域现象，由于小球平均质量只有 0.12g，与弦线
的质量线密度（0.0846g/cm）之比在 1:1 左右远没有达到原子核与电子的质量比（1:1000 倍
左右）
。因此无法有足够的质量比使小球固定在平衡位置，导致无强局域现象。
6. 小结：
这里的实验初步达到了实验设计时的预期，观察到稳定的周期性势场下的驻波模式（即
单一能级）以及弱局域现象。可以看出，在周期性势中传播的波受到了很多限制，驻波性质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有进一步探索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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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 on normal modes and localization in a
beaded string
Wei Shi, Meng Qiu and Xi Yu
Department of Phys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design to observe the oscillation modes, gaps and
localization phenomenon on a beaded string for the purpose of simulating the effect of
electron wave propagating through 1D solid. We build new experiment equipment and
make it satisfy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xperiment (oscillation frequency, amplitude,
etc.) which is great reference fo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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