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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信工程/自

动化/自动化技术与应用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电路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电路考试是为招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专升本学生而实

施的入学考试。参加本课程考试的考生应理解或了解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电路定理、储能元件、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相量法、正弦稳

态电路的分析、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电路的频率响应、三相电路、二端口网络的基本概念与基

本理论；掌握或学会各部分的基本分析方法；注意各部分知识的结构及知识的内在联系；具有一

定的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准确、简捷地进行计算，正确地推理证明；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并解决较简单的实际问题。电路考试从三个层次上对考生进行测试，较高层次的要求为“理解”

和“掌握”，较低层次的要求为“了解”。这里“理解”和“了解”是对概念与理论提出的要求。

“掌握”是对方法、运算能力及应用能力提出的要求。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包括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和计算题。填空题只要求直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计

算过程；单项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只要求判断正误；计算题应写出详细计算

步骤，并画出必要的电路图。填空题和选择题分值合计为 75 分，判断题和计算题分值合计为 75

分。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一）知识范围：电流、电压及其参考方向、电阻元件性质、独立电源及受控源、基尔霍夫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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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1. 理解电流、电压及其参考方向的概念以及电功率和能量的相关概念。

2. 掌握电阻元件、理想电压源与理想电流源、受控源的参数、性质、电压电流关系、功率关系。

3. 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及应用。

二、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一）知识范围：电阻的等效变换、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一端口电路输入电阻。

（二）考核要求

1. 理解电路的等效变换的概念。

2. 掌握电阻的串联、并联，电阻的 Y形联接与△形联接的等效变换，电压源、电流源的串联和

并联。

3. 掌握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4. 掌握输入电阻的求法。

三、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

（一）知识范围：电路图论、支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网孔电流法、回路电流法。

（二）考核要求

1. 理解电路图论的初步概念。

2. 掌握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及运用。

3. 掌握节点电压法及运用。

4. 了解回路电流法。

四、电路定理

（一）知识范围：叠加定理（含齐次定理）、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替代定理、特勒根定理、

互易定理和对偶原理、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二）考核要求

1. 掌握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最大功率传输定理及运用。

2. 理解替代定理。

3. 了解特勒根定理、互易定理和对偶原理。

五、储能元件

（一）知识范围：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的 VCR、功率、能量、电感串并联的特点、电容串并联的

特点。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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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的 VCR、功率和能量的计算。

2. 理解电感串并联的特点、电容串并联的特点。

六、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一）知识范围：换路定理、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响应、阶跃响应、冲激响应的概念、

三要素法。

（二）考核要求

1. 掌握换路定理、独立初始条件和非独立初始条件的计算。

2. 理解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响应、阶跃响应的概念。

3. 掌握用三要素法求解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4. 了解二阶电路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全响应、阶跃响应、冲激响应的概念。

七、相量法

（一）知识范围：相量法的相关概念和性质。

（二）考核要求

1. 理解相量和正弦量的关系，相量图。

2. 理解相量法的相关概念和性质。

3. 掌握电路定律的相量形式。

八、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一）知识范围：阻抗和导纳的概念、电路的相量图、电路方程的相量形式和线性电路定理的相

量描述、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瞬时功率、平均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和复功率）、最大功

率传输。

1. 理解阻抗和导纳的概念以及电路的相量图。

2. 掌握阻抗（导纳）的串联和并联。

3. 掌握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分析方法。

4. 掌握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关系。

5. 了解正弦稳态电路的共轭匹配。

九、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一）知识范围：磁耦合、互感、耦合因数、同名端的概念；耦合电感的磁通链方程、电压电流

关系、耦合电感电路的分析计算；变压器的概念、理想变压器的条件和特点。

（二）考核要求

1. 理解磁耦合、互感、耦合因数、同名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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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耦合电感的磁通链方程、电压电流关系。

3. 了解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分析计算。

4. 理解变压器的概念、理想变压器的条件和特点。

十、电路的频率响应

（一） 知识范围：网络函数、RLC 串联和并联谐振及网络函数的频率特性、波特图、滤波器。

（二） 考核要求

1. 理解网络函数的概念。

2. 掌握 RLC 串联和并联谐振的条件、电路特点；掌握 RLC 串联和并联谐振电路的计算。

3. 理解 RLC 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4. 了解波特图的意义及绘制方法；了解滤波器的分类、常用滤波器的结构。

十一、三相电路

（一）知识范围：三相对称电源及连接、线电压（线电流）与相电压（相电流）的关系、对称三

相电路的计算、三相电路的功率。

（二）考核要求

1. 理解三相电路的组成。

2. 掌握电压和电流的相值和线值之间的关系。

3. 掌握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4. 了解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5. 了解三相电路的功率。

十二、二端口网络

（一）知识范围：二端口网络及其方程、二端口的 Y、Z、T（A）、H等参数矩阵及相互关系、转

移函数、T型和π型等效电路、二端口的连接。

（二）考核要求

1. 理解二端口网络的概念。

2. 掌握二端口的 Y、Z、T（A）、H 等参数矩阵及相互关系。

3. 理解二端口的转移函数的概念及 T 型和π型等效电路。

4. 了解二端口电路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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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电路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 叠加定理只适用于 电路，因此叠加原理只用于求电压或电流， 求功率。

2、 理想电压源在某一时刻可以给电路提供恒定不变的电压，电压的大小与通过元件的电流无

关，输出电流由 来决定。

3、 应用叠加原理,当某电源单独作用时,其余电压源相当于 其余电流源相当于 。

4、 在一阶 RL 电路中，若 L不变，R越大，则换路后过渡过程越 。

5、 已知负载阻抗为  60-10Z ，则该负载性质为 。

6、 三相对称三角形负载，其线电流 IL与对应相电流 IP的关系为 。

7、 三相交流电动势依次出现正的最大值的顺序，称为三相电源的 。

8、 采用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后，原负载支路中电流 。

9、 RLC串联谐振电路，品质因数 Q=100，若 U = 4V，则 UL= 。

10、用交流电表测得交流电的数值是其 值。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涂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3Ω和9Ω 电阻并联，若流过3Ω电阻上的电流为6A，则流过9Ω 电阻的电流为（）。

A、1A B、2A C、3A D、18A

2、已知下图中的电压源的电压为 6V，I = 2 A，电压源和电阻的发出功率为（）。

A、12W、-4W B、 12W、4W C、-12W、-4W D、 -12W、4W

+

+

- -

U

6 V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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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并联电容器提高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后，测量电能的电度表的走字速度将( )。

A、加快 B、减慢 C、保持不变 D、无法确定

4、电容 C上的电压、电流为同频正弦量，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为（）。

A、电压超前电流 090 B、电流超前电压 090

C、电压超前电流
060 D、电流超前电压

060

5、已知无源二端网络的端口电压 )302cos(10)( ottu  V， )302cos(4)( otti  A

电压与电流为关联参考方向，则此网络电路吸收的有功功率为（）。

A、40W B、20W C、10W D、5W

6、动态电路换路时，如果在换路前后电容电流和电感电压为有限值的条件下，则换路前后瞬间

有（）。

A、 (0 ) (0 ),    (0 ) (0 )C C L Lu u u u     B、 (0 ) (0 ),    (0 ) (0 )C C L Li i u u    

C、 (0 ) (0 ),    (0 ) (0 )C C L Li i i i     D、 (0 ) (0 ),    (0 ) (0 )C C L Lu u i i    

7、对某个对称三角形电源，相电压为 220V，则端线与端线之间的电压为（）。

A、220V B、311V C、380V D、440V

8、两互感线圈 L1 和 L2 的互感系数为 M，反向串联时等效电感 L=（）。

A、 MLL  21 B、 MLL  21 C、 MLL 221  D、 MLL 221 

9、C1=10F，C2=15F 的两个电容并联时，等效电容 Ceq为（）。

A、6F B、9F C、18F D、25F

10、已知空间有 a、b 两点，电压 Uab=10V，a 点电位为 Va=4V，则 b 点电位 Vb 为（）。

A、6V B、－6V C、14V D. －14V

11、在下图中，若线圈 1 的匝数为 500，线圈 2的匝数为 100，已知 Vu 101  ，则 2u 为（）。

A、50V B、-50V

C、-2V D、2V

12、图示电路 su (t) = 2sintV，则单口网络相量模型的等效阻抗等于（）。

A、（1－j1）Ω B、（1＋j1）Ω

C、（1－j2）Ω D、（1＋j2）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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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列动态电路中，已知 Ai 1)0(  ， Vu 2)0(  ，其对应的运算电路为（ ) 。

A、 B、

C、 D、

14、下图所示二端口网络的 Y 参数矩阵为（）。

A、





















9
2

9
1

9
1

9
2

B、





















9
2

9
1

9
1

9
2

C、 







63
36

D、 







36
63

15、下图所示图示电路的时间常数等于（）。

A、8s B、6s

C、4s D、2s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正确的划“√”，错误的划“×”，请将

答案填涂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三相负载作星形联结时，只有在负载对称时，线电流才等于相电流。

（）2、一个线性二端元件在电路中，其端电压值为 10V，流经该元件的电流值为 2A，则可以说

该元件吸收功率为 20W。

（）3、KCL、KVL 两个定律仅适用于线性电阻电路。

（）4、相量是用复数来表示正弦量，复阻抗是用复数表示的，因此，复阻抗是正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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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维南等效电路和诺顿等效电路中的“等效”，均指对外电路的等效。

（）6、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电容，通过改变电容的大小，是可以提高整个电路的功率因数，而

不是提高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

（）7、已知元件的复阻抗为 Z=(3－j4)，则可判断该元件为电容性。

（）8、理想电流源是这样规定的，其输出的电流随外接电路确定，而其两端电压是确定的。

（）9、一只电容器的耐压值为 60V，将其接到 50V 正弦交流电源上，可以安全使用。

（）10、二阶电路分析中，如果某待求量的解是一个衰减的正弦量时，说明该电路属于过阻尼状

态。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55 分。请将解答的主要过程、步骤和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

相应位置上。）

1、 用结点电压法求图 1 电路中的电流 I。（10 分）

图 1

2、用叠加定理方法计算图 2中电流 I。（10 分）

3、如图 3电路中，开关 S 闭合前电路处于稳态，在 t=0 时闭合开关，求换路后 )(tiL 。（10 分）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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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口网络如图 4所示，计算并画出单口网络的戴维南等效电路。（13 分）

图 4

5、已知图 5所示电路中 Vttu o )452cos(4)(  ，求各支路电流和电路消耗的有功功率。（12 分）

1Ω

0.5H0.5F

1i 3i

2i
+

-

u (t)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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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填对得 3 分，未填或填错得 0 分)

1、线性，不能用于 2、外电路（负载） 3、短路，开路（断路） 4、短 5、容性

6、 pL 3II  7、相序 8、不变 9、400V 10、有效值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选对得 3 分，选错、未选或多

选得 0 分）

1、B 2、A 3、C 4、B 5、C 6、D 7、A 8、D

9、D 10、B 11、C 12、B 13、A 14、A 15、B

三、判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填写正确得 2分，填写错误、未填写得 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F F F F T T T F F F

四、计算题（共 55 分，解答过程、步骤和答案必须完整、正确)）

1、（10 分）

解：结点电压方程为

3
2

136

8

1
)

8

1

2

1
( 21  nn uu ………………………………………… (2 分)

0
10

1

8

1
)

40

1

10

1

8

1
( 312  nnn uuu ………………………………(3 分)

503 nu …………………………………………………………………… （2 分）

可解得 Vun 802  ，所以 I= 
40

2nu 2A ……………………………………( 3 分)

2、（10 分）

解：12V 单独作用时：

I(1)=
12 6 0.8

6 6 / /12 12 6
A 

 
……………………………………………(4 分)

8A 单独作用时：

I(2)=
6 6 / /6-8 -4.8

6 6 6 / /6
A

 
 

………………………………………………(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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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I＝I(1)＋I(2)＝－4A ………………………………………………(2 分)

3、（10 分）解：

 0t 时， Ail 4
5
20)0(  ，由换路定理得 Aii ll 4)0()0(   。…… ( 2 分)

t 时， Ail 6
5

10
5
20)0(  ………… (2 分)

电感两端的等效电阻  5.25//5eqR ，所以 s
R
L 4.0 ………… (2 分)

由一阶电路的三要素公式得

  0,26)()0()()( 5.25.2  
 teeiiiti tt

LLLL …………(4 分)

（写出三要素公式得 2分；计算出最后结果得 2 分）

4、（13 分）

解：（1）计算 ocu

列出 KVL 方程： 20 2 5 0ocu u     

20 3 0u u   

求解的 ocu =-20V …………………………………………………… (6 分)

（2）计算 eqR ，含有受控源，用外加电源法
i
uR 1

eq 

列 KVL 方程： 3 0u u  

3 2 1u i u  

解得  2eqR ……………………………………………………………………( 5 分)

戴维宁电路……………………………………………………………………( 2 分)

5、（12 分）

解：

04522 


U V
045211

111
)11(1





 j
jj
jjZ

+ +

--

2

5u
+

-
3u 1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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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
UI o

o

o

02
452
4522

1 








tti 2cos22)(1  …………（3 分）

AjI
jj

jI o452222
111

11
12 







)452cos(4)(2
otti  ……（3分）

AjI
jj

jI o9022
111

1
13 







)902cos(22)(3
otti  ……（3分）

电路消耗的有功功率:

 )45cos(222cos 0
zUIP  4W ……………………………………( 3 分)

注：计算出电流方法不是唯一的，若只写为极坐标形式每个量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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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模拟电子技术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模拟电子技术考试是为招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专升本

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

参加模拟电子技术考试的考生应理解或了解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

集成运算电路、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与处理、功率放大电路的

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掌握或学会上述各部分电路的分析、判断、计算；能利用上述部分的电路

知识完成功能电路设计；能利用上述部分的电路知识解决较简单的实际问题。模拟电子技术考试

从两个层次上对考生进行测试，较高层次的要求为“理解”和“掌握”，较低层次的要求为“了

解”和“会”。这里的“理解”和“了解”是对概念与理论提出的要求，“掌握”和“会”是对

方法、运算能力及应用能力提出的要求。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包括填空题、分析判断题、计算题。填空题只要求直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计算过程；

分析判断题写出结果，说明原因；计算题应写出计算步骤。

填空题和判断题分值合计 65 分，计算题分值合计 85 分。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常用半导体器件

（一）半导体的基础知识

1.知识范围

本征半导体、杂质半导体、PN 结。

2.考核要求

（1）理解本征半导体概念，电子和空穴的形成过程。

（2）理解扩散、复合和漂移的物理概念。

（3）理解 N 和 P 型半导体多子形成过程。

（4）理解 PN 结形成过程及 PN 结单向导电特性。

（5）掌握 PN 结的电流方程，并会画出 PN 结的伏安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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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解 PN 结的两种击穿：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

（7）了解 PN 结的扩散电容和势垒电容。

（二）半导体二极管

1.知识范围

二极管的几种常见结构、二极管及稳压二极管的伏安关系、二极管及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二

极管的等效电路。

2.考核要求

（1）认识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的电器符号。

（2）理解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的伏安关系特性曲线。

（3）了解温度对二极管伏安关系特性的影响。

（4）了解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主要参数：最大整流电流、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反向电流、最高

工作频率；稳定电压、稳定电流、额定功耗、动态电阻、温度系数。

（5）掌握二极管的等效电路：理想二极管、微变等效。

（6）掌握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并会计算限流电阻。

（7）了解其他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

（三）晶体三极管

1.知识范围

晶体管电路符号及类型、电流放大作用、晶体管的特性曲线、晶体管的主要参数、温度对晶体管

特性及参数的影响。

2.考核要求

（1）掌握共射放大电路工作在放大区的外部条件。

（2）理解晶体管内部载流子的运动：扩散、复合、漂移。

（3）掌握晶体管电流分配关系。

（4）掌握晶体管共射特性曲线：输入特性曲线、输出特性曲线。

（5）了解晶体管主要参数：直流参数（共射、共基直流电流放大系数、极间反向电流）；交流

参数（共射、共基交流电流放大系数、特征频率）；极限参数（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最大集电

极电流、极间反向击穿电压）。

（6）了解温度对晶体管特性及参数的影响：对集电结反向饱和电流的影响、对输入特性的影响、

对输出特性的影响。

（四）场效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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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范围

结型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及特性曲线、四种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工作原理及特性曲线。

2.考核要求

（1）掌握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电器符号和工作原理。

（2）理解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和电流方程。

（3）了解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

二、基本放大电路

（一）放大概念和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

1.知识范围

放大概念、放大电路性能指标。

2.考核要求

（1）理解放大的概念。

（2）理解并记住放大电路性能指标的意义和公式表达：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通频

带、非线性失真系数、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最大输出功率和效率。

（二）基本共射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1.知识范围

放大电路各个器件的作用、放大电路设置静态工作点的必要性、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工作原理和

波形分析、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

2.考核要求

（1）了解放大电路各个器件的作用及构成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

（2）理解设置静态工作点重要性。

（3）理解共射放大电路工作原理和输入、输出波形分析。

（三）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1.知识范围

直流通路与交流通路图解法、等效电路法（微变等效电路法）。

2.考核要求

（1）会画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2）会用图解法对放大电路定性分析和定量估算：静态工作点分析、电压放大倍数分析、波形

失真分析、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描绘。

（3）会利用等效电路法对共射放大电路动态参数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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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稳定

1.知识范围

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典型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稳定静态工作点所采取措施。

2.考核要求

（1）理解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

（2）会分析典型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会对静态工作点进行估算，会对动态参数进行估算。

（3）了解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措施。

（五）晶体管单管放大电路的三种基本接法

1.知识范围

共集放大电路、共基放大电路。

2.考核要求

（1）会对共集放大电路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2）会对共基放大电路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六）基本放大电路的派生电路

1.知识范围

复合管放大电路、共射-共基放大电路。

2.考核要求

（1）理解复合管电流放大系数。

（2）了解复合管共源放大电路和共集放大电路、共射-共基放大电路。

三、多级放大电路

（一）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

1.知识范围

直接耦合、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

2.考核要求

（1）了解直接耦合电路组成和特点。

（2）了解阻容耦合电路组成和特点。

（3）了解变压器耦合电路组成和特点，会对该电路进行定性分析。

（二）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1.知识范围

多级放大电路动态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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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会计算多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2）会计算多级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三）直接耦合放大电路

1.知识范围

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的零点漂移现象、抑制温漂的电路-差分放大电路、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级。

2.考核要求

（1）了解零点漂移现象和产生原因及抑制温漂的方法。

（2）了解差分放大电路基本组成。

（3）掌握并会分析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掌握该电路对差模信号的放

大作用，对共模信号的抑制作用。

（4）掌握差分放大电路的四种接法的电路特点及差模、共模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5）了解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级的基本电路，消除交越失真的互补输出级电路形式，了解直接耦

合多级放大电路形式。

四、集成运算放大电路

（一）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组成特点

1.知识范围

集成运放特点、各个组成部分作用、集成运放的电压输出特性。

2.考核要求

（1）了解集成运放的几个组成部分作用，组成特点。

（2）理解集成运放电压传输特性，掌握差模开环放大倍数。

（二）集成运放中的电流源电路

1.知识范围

基本电流源电路、多路电流源电路。

2.考核要求

（1）会计算镜像电流源电流。

（2）会计算比例电流源的电流并了解该电路特点。

（3）会计算微电流源电流。

（4）了解多路电流源电路电流的计算方法。

（三）集成运放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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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范围

集成运放主要技术指标。

2.考核要求

（1）会计算开环差模增益、共模抑制比、差模输入电阻。

（2）了解输入失调电压、电流温漂输入偏置电流、最大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差模输入电压、带

宽、带宽增益、转换速率。

（四）集成运放的种类及选择和集成运放的简介

1.知识范围

集成运放的工作特性、集成运放的种类和选择。

2.考核要求

（1）了解集成运放的工作特性。

（2）了解集成运放的种类和选择。

五、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一）频率响应概述

1.知识范围

研究频率响应的必要性、频率响应概念、高通电路、低通电路、波特图。

2.考核要求

（1）理解频率响应、波特图、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带宽的概念。

（2）了解研究频率响应的必要性。

（3）会求高通电路和低通电路的频率响应，会画波特图。

（二）晶体管高频等效模型

1.知识范围

晶体管混合π模型电流放大倍数的频率响应。

2.考核要求

（1）了解完整的混合π模型。

（2）掌握简化后混合π模型及该模型的主要参数（发射结电阻、跨导）。

（3）记住电流放大倍数的频率响应中的几个重要频率：共射截止频率、共基截止频率、特征频

率。

（三）单管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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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管共射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2.考核要求

（1）会画中频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混合π等效电路，会求其频率响应，会画其波特图曲线。

（2）会画低频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混合π等效电路，会求其频率响应，会画其波特图曲线。

（3）会画高频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混合π等效电路，会求其频率响应，会画其波特图曲线。

（4）了解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增益带宽积。

（四）多级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知识范围

多级放大电路频率特性的定性分析、截止频率的估算。

2.考核要求

（1）了解多级放大电路频率特性的定性分析方法。

（2）了解截止频率的估算方法。

六、放大电路中的反馈

（一）反馈的基本概念及判断方法

1.知识范围

反馈的基本概念、反馈的判断。

2.考核要求

（1）理解并掌握反馈、正反馈、负反馈、直流反馈、交流反馈的基本概念。

（2）掌握反馈的判断方法：有无反馈、反馈极性、交流反馈、直流反馈。

（二）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基本组态

1.知识范围

四种负反馈电路反馈组态的判断。

2.考核要求

（1）了解四种组态：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

（2）会判断组态：电压和电流负反馈的判断，串联和并联负反馈的判断。

（三）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块图及一般表达式

1.知识范围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块图表示法、四种组态电路的方块图、负反馈放大电路的一般表达式。

2.考核要求

（1）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块图表示法、理解每个网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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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四种反馈组态电路的方块图、理解每种组态的 A、F、AF 的物理意义。

（3）掌握负反馈放大电路一般表达形式、理解自激振荡。

（四）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的分析

1.知识范围

深度负反馈的实质、反馈网络的分析、反馈系数的放大倍数分析、理想运放放大倍数分析。

2.考核要点

（1）掌握深度负反馈实质意义。

（2）掌握并会计算四种组态电路反馈网络反馈系数。

（3）掌握并会计算四种反馈组态电路放大倍数。

（4）记住理想运放性能指标。

（5）理解虚短、虚断含义。

（6）会计算集成运放类四种反馈组态电路的放大倍数。

（五）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1.内容范围

稳定放大倍数、改变输入输出电阻、展宽频带、减小非线性。

2.考核要求

（1）掌握并会计算负反馈电路的放大倍数。

（2）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对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带宽、非线性失真的影响。

（六）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性

1.内容范围

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负反馈放大电路稳定性的定性分析、负反馈放大电

路稳定性的判断、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的消除方法。

2.考核要求

（1）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2）会分析、判断负反馈放大电路稳定性。

（3）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的消除方法。

七、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1.知识范围

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电压跟随器、加减运算、电路积分、微分运算电路、对

数和指数运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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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理解虚短、虚断概念。

（2）掌握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电压跟随器、加减运算电路，并会对以上电

路构成的综合电路进行分析。

（3）了解积分、微分、对数、指数运算电路。

八、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

（一）正弦波振荡电路

1.知识范围

RC 正弦波振荡电路、LC 正弦波振荡电路、石英晶体正弦波振荡电路。

2.考核要求

（1）理解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条件及判断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方法和步骤。

（2）掌握 RC 串并联选频网络。

（3）掌握 LC 正弦波振荡电路，会判断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电容反馈式振荡电路、电感反馈

式振荡电路能否起振，会估算起振条件和振荡频率。

（4）掌握 RC、LC、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的特点。

（5）了解如何稳定电路的振荡频率。

（二）电压比较器

1.知识范围

单限比较器、滞回比较器、窗口比较器。

2.考核要求

（1）掌握电压比较器的电压传输特性。

（2）掌握集成运放的非线性工作区。

（3）了解常用电压比较器中的单限比较器、滞回比较器、窗口比较器的特点和各自的电压传输

特性。

（三）非正弦波发生电路

1.知识范围

矩形波、锯齿波、三角波波形变换电路。

2.考核要求

（1）了解三角波、矩形波、锯齿波非正弦波波形发生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波形分析、主要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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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波形变换电路原理。

九、功率放大电路

（一）功率放大电路概述

1.知识范围

功率放大电路特点、功率放大电路组成。

2.考核要求

（1）掌握功率放大器技术指标：最大输出功率、转换效率。

（2）理解功放管的几个极限参数并了解该电路的常规分析方法。

（3）了解单管共射放大电路不易做功放器件的原因。

（4）了解传统的变压器耦合功放和 OTL、OCL、桥式推挽功放电路的组成和特点。

（二）互补功率放大电路

1.知识范围

OCL 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OCL 电路的输出功率和效率、OCL 电路晶体管的选择。

2.考核要求

（1）理解 OCL 功放电路的原理。

（2）掌握 OCL 电路的输出功率和效率计算。

（3）了解 OCL 电路中晶体管器件的选择。

（4）了解功放电路安全运行。

（三）集成功率放大电路

1.知识范围

集成功率放大器分析、集成功率放大器性能指标、集成功率放大电路的应用。

2.考核要求

（1）了解集成功率放大器分析方法。

（2）了解集成功率放大器性能指标。

（3）了解集成功率放大电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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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模拟电子技术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电路如图所示，二极管为理想二极管,则 UO1= ；UO2= 。

2、为了稳定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采用 负反馈，为了稳定交流输出电流采用

电流负反馈。

3、运用 H 参数等效电路来求解放大器动态指标的条件是 ， 。

4、直接耦合放大器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三极管的参数随温度变化，应用长尾式差动放大

器克服零漂的条件是 T1、T2参数 ，RE的数值应 。

5、工作在线性区的运放一般要引入 。此时，分析输出表达式可以运用虚短和 的概念。

理想运算放大器在非线性区工作的特征是 或者 。

6、产生低频正弦波一般可用 振荡电路，产生高频正弦波可用 振荡电路，要求频率稳定

性很高，则可用 振荡电路。

7、当信号频率等于放大电路的 fL或 fH时，放大倍数的值约下降到中频时的 倍，即增益下降

dB。

8、增强型场效应三极管可以采用 电路；而耗尽型场效应三极管可以采用 电路。

9、本征半导体是 ，载流子的浓度 。

10、放大电路中为了实现阻抗变换应采用 耦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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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甲乙类互补功率放大器，可以消除 类互补功率放大器的 失真。

12、差分放大电路有一个输入端加入 1V 的信号，另外一个输入端加入 3V 的信号，这相当该差

分放大电路加入的差模信号 ，加入共模信号 。

13、电流源作为放大电路的有源负载，主要是为了提高 ，因为电流源的 大。

14、在本征半导体中加入 元素可形成 N 型半导体，加入 元素可形成 P 型半导体。

15、欲从信号源获得更大的电流，并稳定输出电流，应在放大电路中引入的负反馈类型是

。

二、分析判断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图中电容对交流信号视为短路，判断如下电路是否能够放大交流信号，简述理由。

（a） （b）

2、LC振荡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是什么反馈方式？判断电路能否起振，若能起振其振荡频率是

多少？

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8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35 分）放大电路如图所示，已知：RB1=50kΩ，RB2=10kΩ，RC＝5kΩ，RE=1kΩ，=80，UBE=0.7V，

UCC=12V，RL=10kΩ。（1）估算电路的静态工作点；（2）画出交流等效电路；（3）计算 、

和 ；（4）若输入端作用有 的信号电压时，求输出电压



25

2、（30 分）所示电路中，已知 V CC＝ 15V，T 1 和 T 2 管的饱和管压降│U C E S│＝ 2V，输

入电压足够大。

求解：

（ 1）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有效值；

（ 2）负载电阻 R L 上电流的最大值；

（ 3）最大输出功率 P o m 和效率η。

3、（20 分）在所示电路图中，设运算放大器为理想运算放大器。

求解：

（1）说明 A1、A2、A3、A4 各组成什么基本运算电路？

（2）分别求出 、 、 和 与输入电压 、 、 之间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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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45 分）

1、1V，3V。

2、直流，交流

3、Q点设置在曲线的线性段，信号幅度不超出线性段

4、对称（或者相等），较大

5、负反馈，虚断，工作于开环状态，引入正反馈

6、RC 正弦波，LC 正弦波，石英晶体振荡

7、0.707，3

8、分压偏置，自给偏压

9、纯净的单晶体，相等

10、变压器

11、乙，交越

12、±2V，2V

13、放大倍数，动态电阻

14、五价，三价

15、电流并联负反馈

二、分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a）不能放大交流信号（2分），静态工作点不合适或晶体管饱和（3 分）。

（b）不能放大交流信号（2 分），晶体管为 PNP 型，电源 UCC、电容 C1、C2极性错误或晶体管应

为 NPN 型（3分）。

2、答：变压器反馈式 LC 振荡电路（3分），能起振（4 分），振荡频率 （3 分）

三、计算题（共 85 分）

1、（35 分）

解：（1）静态工作点：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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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1 分）

（1 分）

（1 分）

（2）画交流等效电路（画电路 5 分）

（3）电压放大倍数

（5 分）

（5 分）

（5 分）

（5 分）

（4） （5 分）

2、（30 分）

解：（ 1）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有效值

(8 分 )

（ 2）负载电流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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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

(3）最大输出功率和效率分别为

(7 分 )

(7 分)

3、（20 分）

解：（1）A1是同相比例放大器。A2是反相求和放大器。

A3是减法放大器。A4是反相积分放大器。 （8 分）

（2） （3 分）

（3 分）

（3 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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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了解PN结的两种击穿：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
	（7）了解PN结的扩散电容和势垒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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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晶体三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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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握共射放大电路工作在放大区的外部条件。
	（2）理解晶体管内部载流子的运动：扩散、复合、漂移。
	（3）掌握晶体管电流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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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了解温度对晶体管特性及参数的影响：对集电结反向饱和电流的影响、对输入特性的影响、对输出特性的影

	（四）场效应管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掌握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电器符号和工作原理。
	（2）理解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和电流方程。
	（3）了解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

	（一）放大概念和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放大的概念。
	（2）理解并记住放大电路性能指标的意义和公式表达：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通频带、非线性失真系

	（二）基本共射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放大电路各个器件的作用及构成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
	（2）理解设置静态工作点重要性。
	（3）理解共射放大电路工作原理和输入、输出波形分析。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会画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2）会用图解法对放大电路定性分析和定量估算：静态工作点分析、电压放大倍数分析、波形失真分析、直流负
	（3）会利用等效电路法对共射放大电路动态参数进行估算。

	（四）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稳定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
	（2）会分析典型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会对静态工作点进行估算，会对动态参数进行估算。
	（3）了解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措施。

	（五）晶体管单管放大电路的三种基本接法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会对共集放大电路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2）会对共基放大电路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六）基本放大电路的派生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复合管电流放大系数。
	（2）了解复合管共源放大电路和共集放大电路、共射-共基放大电路。

	（一）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直接耦合电路组成和特点。
	（2）了解阻容耦合电路组成和特点。
	（3）了解变压器耦合电路组成和特点，会对该电路进行定性分析。

	（二）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会计算多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2）会计算多级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三）直接耦合放大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零点漂移现象和产生原因及抑制温漂的方法。
	（2）了解差分放大电路基本组成。
	（3）掌握并会分析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掌握该电路对差模信号的放大作用，对共模信
	（4）掌握差分放大电路的四种接法的电路特点及差模、共模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5）了解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级的基本电路，消除交越失真的互补输出级电路形式，了解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形

	（一）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组成特点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集成运放的几个组成部分作用，组成特点。
	（2）理解集成运放电压传输特性，掌握差模开环放大倍数。

	（二）集成运放中的电流源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会计算镜像电流源电流。
	（2）会计算比例电流源的电流并了解该电路特点。
	（3）会计算微电流源电流。
	（4）了解多路电流源电路电流的计算方法。

	（三）集成运放的性能指标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会计算开环差模增益、共模抑制比、差模输入电阻。
	（2）了解输入失调电压、电流温漂输入偏置电流、最大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差模输入电压、带宽、带宽增益、转

	（四）集成运放的种类及选择和集成运放的简介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集成运放的工作特性。
	（2）了解集成运放的种类和选择。

	（一）频率响应概述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频率响应、波特图、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带宽的概念。
	（2）了解研究频率响应的必要性。
	（3）会求高通电路和低通电路的频率响应，会画波特图。

	（二）晶体管高频等效模型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完整的混合π模型。
	（2）掌握简化后混合π模型及该模型的主要参数（发射结电阻、跨导）。
	（3）记住电流放大倍数的频率响应中的几个重要频率：共射截止频率、共基截止频率、特征频率。

	（三）单管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会画中频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混合π等效电路，会求其频率响应，会画其波特图曲线。
	（2）会画低频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混合π等效电路，会求其频率响应，会画其波特图曲线。
	（3）会画高频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混合π等效电路，会求其频率响应，会画其波特图曲线。
	（4）了解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增益带宽积。

	（四）多级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多级放大电路频率特性的定性分析方法。
	（2）了解截止频率的估算方法。

	（一）反馈的基本概念及判断方法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并掌握反馈、正反馈、负反馈、直流反馈、交流反馈的基本概念。
	（2）掌握反馈的判断方法：有无反馈、反馈极性、交流反馈、直流反馈。

	（二）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基本组态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四种组态：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
	（2）会判断组态：电压和电流负反馈的判断，串联和并联负反馈的判断。

	（三）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块图及一般表达式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方块图表示法、理解每个网络的意义。
	（2）理解四种反馈组态电路的方块图、理解每种组态的A、F、AF的物理意义。
	（3）掌握负反馈放大电路一般表达形式、理解自激振荡。

	（四）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的分析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点
	（1）掌握深度负反馈实质意义。
	（2）掌握并会计算四种组态电路反馈网络反馈系数。
	（3）掌握并会计算四种反馈组态电路放大倍数。
	（4）记住理想运放性能指标。
	（5）理解虚短、虚断含义。
	（6）会计算集成运放类四种反馈组态电路的放大倍数。

	（五）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1.内容范围
	2.考核要求
	（1）掌握并会计算负反馈电路的放大倍数。
	（2）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对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带宽、非线性失真的影响。

	（六）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性
	1.内容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2）会分析、判断负反馈放大电路稳定性。
	（3）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自激振荡的消除方法。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虚短、虚断概念。
	（2）掌握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电压跟随器、加减运算电路，并会对以上电路构成的综合电路
	（3）了解积分、微分、对数、指数运算电路。

	（一）正弦波振荡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条件及判断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方法和步骤。
	（2）掌握RC串并联选频网络。
	（3）掌握LC正弦波振荡电路，会判断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电容反馈式振荡电路、电感反馈式振荡电路能否
	（4）掌握RC、LC、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的特点。
	（5）了解如何稳定电路的振荡频率。

	（二）电压比较器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掌握电压比较器的电压传输特性。
	（2）掌握集成运放的非线性工作区。
	（3）了解常用电压比较器中的单限比较器、滞回比较器、窗口比较器的特点和各自的电压传输特性。

	（三）非正弦波发生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三角波、矩形波、锯齿波非正弦波波形发生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波形分析、主要参数。
	（2）了解波形变换电路原理。

	（一）功率放大电路概述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掌握功率放大器技术指标：最大输出功率、转换效率。
	（2）理解功放管的几个极限参数并了解该电路的常规分析方法。
	（3）了解单管共射放大电路不易做功放器件的原因。
	（4）了解传统的变压器耦合功放和OTL、OCL、桥式推挽功放电路的组成和特点。

	（二）互补功率放大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理解OCL功放电路的原理。
	（2）掌握OCL电路的输出功率和效率计算。
	（3）了解OCL电路中晶体管器件的选择。
	（4）了解功放电路安全运行。

	（三）集成功率放大电路
	1.知识范围
	2.考核要求
	（1）了解集成功率放大器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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