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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工类课程设计》实施大纲 

 
 

1 教学理念 

1.1 关注学生的发展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大学学习是同学们不断蜕变和超越自我的过程，我希望通过

对《电工电子基础》课程设计的学习，可以学到一些受用终身的知识和技术。 

着眼于当下才是真正的无悔于人生，课堂是你们实现跳跃式收获与成功的绝佳场所，希望你们

能够抓住机遇，为今后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你们将学会电工电子技术的

基本实践技能，进一步学会与他人分享观点与经验，践行项目的团队协作，请大家保持乐观开放的

心态来参与本课程设计的学习及实验，努力将自己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1.2 关注教学的有效性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合计是工程能力基本素质训练，实践该课程的指导原则是“认真、规范、

基础、科学”，学习的重中之重是“练”。 提倡同学们不拘形式，在实验室练、在课堂外练、在生活

中练，以自主学习为中心，采用创新理验，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实验操作水平。提倡同学们不仅掌

握该门课程的知识，还具备深入学习相关知识的能力和水平，具有发展自己探究知识的能力和思维

技能，以及运用知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1.3 关注教学的策略 

根据学校本科生教育培养要求，提出以下四个教学原则以备大家更好的完成本门课程的修学： 

1）尊重自己、尊重专业并尊重课程。 

专业可能是你今后人生道路上一直坚行和努力的方向，所以请尊重自己现在所学和将来安身立

命之根本，并对自己所遇到的人、事和物表现足够尊重与感恩，只有这样你们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特别强调，这是一门实验课程，特别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多动手、多思考、多联系，课程设计

过程中不许串位，不许谈与实验无关的话题，请大家严格遵守。 

 



 

2）主动学习并加强合作交流。 

天才也不过是不懈努力的结果，希望大家能够将过去的知识、现在的课程和未来的规划联系起

来，主动参与学习及讨论，让知识与兴趣发动你的生活。当然，一颗星星并不能足以照亮整个星空，

只有共同的智慧才会让你们看到事物的多面与美好，愿你们能够更好的学习分享与协同，在收获更

多课程专业信息的同时，也训练了你们倾听和表达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3）重视规划并包容多元化。 

无论是学业还是人生，好的规划定会让你更快的接触到成功。请大家完成对本课程的学习规划，

找到本课程在你们专业学习中的合适定位，加强时间规划与管理，以帮助你们更好的完成专业学习。

此外，鉴于每个个体皆有不同，我会保持开放的心态进行教学，尽我所能为你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

会与平台，也希望你们能怀揣一颗包容的心，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表现并虚心学习，以找到最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式。 

4）确定目标并学会修正与反馈。 

给自己一个预言，并期待它能转化为现实，这既是目标也是你们努力的源泉，希望你们能为本

课程设定一个学习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它。当然，学习的过程如同人生一样总不会一帆风顺，希

望你们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的检测、反思和评价自己，并做到与我的及时沟通与反馈，修正不足以

尽快返回学习正轨。 

5）教学中注重丰富教学手段，将传统教学手段与多媒体教学、实验教学相结合，创设积极有效

的课堂学习氛围，根据课程特点，举例教学注重与实例的结合，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采用启发式教学使学生产生联想，深化理解难点，教学中教师要能使学生能够根据教师

教的风格或特点主动调节自己的学习方法、策略和步骤，同时教师也要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教的特点，

去面对具有差异性的各类学生的特点。 

    花开花谢既是四季亦是青春，让我们共同快乐度过这个美丽学期，收获知识与友谊。 

2 课程介绍 

2.1 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理工院校本科非电类专业必修的公共学科基础课，它是一门理论性、工程性、技术性、

实践性和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同时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技术基础课程，内容广泛，涵盖了电

专业多门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例如电路原理、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控制、仪表测量

 



 

等。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学习并掌握电路电子实验技术方面的知识，通过设计实验，巩固

和加深对电路分析理论、电工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理论的理解；掌握电路、电工学、数字和模

拟基本单元电路的设计、装配和调测方法；使学生掌握数字模拟综合电路、小型数字系统的设计、

装配和调试方法；培养学生根据信号与系统理论设计实验电路、拟订实验方案、电路测量、实验数

据处理和撰写实验报告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科技素质。 

2.2 课程在学科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本课程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获得电工电子技术必要的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实践技能，了解电工电子技术应用和我国电工电子事业发展的概况，具有将电工电子技术应用于本

专业的一定能力。  

2.3 课程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电工电子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应用非常广泛，现代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无不与电有着密切关系。

电工电子技术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及信息科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与融合，孕育着学

科的新生长点，给电工电子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生命力。 

2.4 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设计作为一门实用技术课程，其渗透性极强，在机械、电子、化工、轻

工、医学、国防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熟悉电能在现代生产和

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了解电气信息技术对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的作用，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电工及电

子技术基础知识为专业学习服务。同时它更是一种能力的训练，对我们观察、总结、实践工程能力

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3 教师简介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 

3.1 教师的职称、学历 

李晓花，副教授，女，汉族，1976 年出生，2001 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2009

年电子科技大学系统结构专业，获硕士学位。 

3.2 教育背景 

2015.09-2016.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访问学习； 

2007.03-2009.12  电子科技大学系统结构专业， 硕士学位； 

1997.09-2001.0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大学本科。 

先后讲授了《电工电子基础》、《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主持或主研教改项

目《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等项目。 

3.3 研究兴趣（方向） 

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电工电子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故障诊断、机器人技

术等研究，作为科研项目负责人或主研人员完成科研项目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4 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物理》、《工程数学》、《电工电子基础》等。 

5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强基础，突创新”为课程目标。我们结合理论创新和信息行业自主创新的要求，基

于支撑专业基础平台的角度，以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为出发点，全面开展实验电工电子技术实

验改革，促进学科建设，使大多数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后，能够获得基本的电子实验技能知识，

同时获得实践创新意识和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通过创建一流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担负起培养宽

基础、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重任。  

 



 

具体目标要求： 

课程设计是工科各专业的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是围绕一门主要基础课或专业课，运用所

学课程的知识，结合实际应用设计而进行的一次综合分析设计能力的训练。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设计是针对学生电工电子岗位能力进行培养的一门核心课程。本课程构

建于电工电子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课程的基础之上，主要培养学生电工电子设计初步分析，

并培养学生利用电子元件进行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测试的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和

方法能力。  

1）掌握电工电子电路实验技术方面的知识，通过实验，巩固和加深对电路分析理论、电工学、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理论的理解。 

2）学习电路、电工学、数字和模拟基本单元电路的设计、装配和调测方法。 

3）学习数字模拟综合电路、小型数字系统的设计、装配和调试方法。 

4）培养学生根据信号与系统理论设计实验电路、拟订实验方案、电路测量、实验数据处理和撰

写实验报告等方面的能力。 

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电工电子电路系统的基本分析设计能力。 

6）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力，培养学生开发创新能力。 

本次课程设计旨在培养学生在本课程范围内，初步掌握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时所应具备的查阅资

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为毕业设计及今后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基础。 

6 课程内容 

6.1 课程设计基本要求：（A、B类） 

1） 设计题目 

    多路直流稳压电源设计 

2）设计任务 

（1）在学习掌握电工仪表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掌握稳压电源的设计和计算方法，并设计一个三路

直流稳压电源，要求其中一路输出 5V，一路输出-5V，一路输出可调(6-12V)的直流稳压电源。 

（2）在设计电路的基础上，进行电路调试，并观察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各点波形。 

3） 技术指标 

(1) 输入：AC220V±10%V，50HZ 

(2) 输出：DC（6V~12V）±2% 

(3) 稳定度（△U/U）：小于 0.01 

(4) 波形电压：UP-P < 5mV 

4）电路设计及仿真分析 

根据设计任务，对系统各个功能模块进行分析，并对各个功能模块进行详细设计。同时，在

 



 

Multisim 软件平台下绘制电路原理图并进行仿真分析，观察各个功能模块输出的电压波形。 

5） 电路系统安装调试 

 (1) 学习掌握电路调试的基本知识及操作方法。 

(2)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调试具体内容为：连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完整电路；对每个点的电压及

波形进行测量；分析误差，调节元件参数，查找故障原因等。 

6） 课程设计报告内容要求 

(1) 设计任务及主要技术指标； 

(2) 各单元电路设计计算过程； 

(3) 整体电路设计过程，打印整体电路图； 

(4) 元器件明细表； 

(5) 设计总结和体会。 

6.2  课程设计组织： 

课程设计时间为一周，分五个阶段完成： 

1） 设计准备阶段：  

指导教师准备参考题目，方案论证，软硬件环境准备。分组领取任务，按每小组 1 人的标准进

行分组。 这一阶段 1 天完成 

2）分析设计阶段：  

指导教师引导下，学生积极自主学习和钻研问题，明确设计要求，找出实现方法,按照需求分析、

总体设计、详细设计这几个步骤进行。这一阶段 1 天完成。  

3）调试阶段：  

根据设计分析方案，利用所定元器件实现课题要求的功能。这一阶段在 2—3 天内完成。  

4）测试阶段  

这一阶段在 1~2 天内完成。  

5）总结报告阶段：  

总结设计工作，写出课程设计说明书,要求学生写出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编码、测

试的步骤和内容。这一阶段在 2~3 天完成。  

6）考核评分阶段：  

依据任务书对所完成的程序进行功能检验、提问、相关学生集体汇报等。 

课程设计期间，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考勤，做好出勤记录。 课程设计期间，制定值日表，

轮流做好机房卫生工作。 

通过老师考核、小组互评的方式，结合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总结报告和作品水平以及学习态度综合评价。成绩分为优、良、及格和不及格四等。  

 



 

6.3 课程设计重点： 

（1）直流稳压电源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的原理 

（2）直流稳压电源稳压部分电路板设计、制作 

（3）直流稳压电源稳压部分调试 

6.4 课程设计难点： 

（1）直流稳压电源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的设计 

 （2）直流稳压电源电路板的制作、调试 

6.5 课程设计要素说明： 

1）课程设计的指导教师必须由讲师以上的教师担任，助教可协助指导。 

2）对第一次承担指导工作的教师要提前备课，并试做一遍，经教研室审查通过后方可承担指导

任务。 

3）根据课程设计教学大纲的要求选择题目，拟定下达课程设计任务书。 

4）经常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质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及时解答和处理学生提出的问题；

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注重启发引导，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适当组织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注意发掘学生的创新潜能。 

5）审查学生完成的设计资料与文件。 

6）制定具体考核形式（一般应采用平常考查和答辩相结合方式），认真审核学生课程设计的全

部内容，仔细评阅，评定成绩，做好总结。 

7）指导教师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与学生交流，在指导课程设计期间一般不应出差，若确因工

作需要出差，则必须经系主管领导批准，并委托相当水平的教师代理指导。 

8）严格要求学生，使其独立完成课程设计任务。课程设计教学自始至终要有布置、有检查、有

考核、不能放任自流。 

7 课程实施 

    （适用专业：机械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

院及理学院各专业、计算机学院各专业） 

    实验教学日程安排        专业班级：            实验地点： 

上课周数 1 周 

 



 

学时数 20 学时 

实验时数 8 学时 

每周上课时数 20 学时 

周次 日期 实验项目 

学

时

实验教学内容 

1 2 月 27 日 

（1）讲解直流稳压电源设计

内容 

（2）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和

图书馆初步了解直流稳压电

源的原理，进行初步设计 

4 

1)掌握讲解直流稳压电源设计内容；       

2)掌握所需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3) 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和图书馆深入了解

直流稳压电源的原理，进行初步设计 

4）通过课下初步学习了解所需元器件的工

作原理； 

1 2 月 28 日

（1）学生在课下通过网络和

图书馆深入了解直流稳压电

源的原理，进行电路具体设

计 

4 

1）掌握电路设计的具体方法，能根据选择

的元器件设计出单元电路 

 2) 能从理论上设计出总体电路图 

 

1 3 月 1 日 

（1）学生在实验室进行电路

板制作 

4 

1）了解电路板制作的原理和方法 

2）掌握面包板的布线结构，各元器件的布

置规则 

3）根据绘制的电路初步掌握元器件的测试

方法 

1 3 月 2  日

（1）学生进一步熟悉电路板

的制作 

4 

1)会根据设计的电路图初步制作出电路板 

2）掌握电路板的调试方法 

1 3 月 3  日

（1）进一步进行电路板的调

试 

（2）根据要求完成电路系统

安装，调试及测试结果分析。

完成课程设计报告 

4 

1）根据要求完成电路板的调试 

2）完成设计答辩 

3）完成课程设计报告撰写 

注意：教学日程安排如有改变，我会尽可能提前通知。 

    课后思考总结: 

实验结束后，同学要反复深入思考预习、操作的实验体会，与同学、老师探讨提升自己实践和

 



 

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8 课程要求 

8.1 学生自学要求 

学生自学是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所必需的手段，为了更好地促进和检验学生的自学，必须

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和考核方式。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反复实践训练。这次课程设计内容多，

需要掌握直流稳压电源的原理、设计，同时需要利用电子元器件完成电路板的制作和调试，因此，

要熟练掌握元器件测试、功能电路板测试。所以在学习仪器仪表使用的同时，还要关注并学习元器

件的知识。还需要同学们培养自学能力，查阅相关资料，在以后的学习中逐步体会深入。 

 

8.2 课外阅读要求 

课外阅读是丰富学生知识，提升学习深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课外阅读的书籍分

指定和自选两类。指定书籍主要是和课程密切相关的，经典教材的选读，对于自选阅读，应该从扩

大知识面入手，引导学生阅读和该课程后继课程相关，或者是延伸课程类书籍。 

本课程课外阅读参考资料见 13 章课程资源。 

8.3 课堂讨论要求 

要想很好地完成《电工电子基础》课程设计的学习，掌握各种电路的分析、实验、设计方法，

必须让学生完成适量的作业，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讨论、探究与实验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使学生把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基

于研究探索的学习模式。老师要每周至少一次参与学生答疑等讨论互动。 

8.4 课程实践要求 

课程设计过程一般是单人单组定位进行，严禁在实验室随意串位走动，严禁在实验室谈论与实

验无关的话题，确保实验设备操作安全，保持桌面整洁。 

课程设计分别从基础电路的连接、教学定理的印证和实际电路的测量等方面进行设计，完成由

实验结果指导理论教学，再由理论教学指导实验过程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过程。要求

 



 

学生认真完成并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反复实践训练。所以这次课程设计特别重要。由于课程设计过程

中需要频繁的使用电子电工测量仪器，所以本课程设计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常用电子电工测量仪器。

如果仪器仪表使用不过关，课程设计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9 课程考核 

9.1 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等的要求 

在上课前将手机关机或调至静音；不准在课堂上吃东西，以示对其他人的尊重；欢迎大家积极

提问并参与讨论，但请保持教室内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声音；请学会倾听、分享、尊重和包容。 

出勤:在每次开始上课之前提交请假单。不定期点名抽查出勤情况，不能迟到或早退，两次迟到

（早退）视为旷课一次。 

本课程请假不能超过 2次。 

课程设计报告迟交:报告每迟交一次或是自作主张精简难度及题量，课程成绩自动扣除 5 分，不

交课程设计报告视为本次课程设计未完成。团队课程设计合作项目迟交，团队成员课程设计成绩均

自动扣除 5分，不交团队课程设计合作项目，团队所有成员视为本次课程设计未完成。 

9.2 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A 、B类） 

本实验课程满分为 100 分，60 分及格。 

考核方式 评价依据 

考勤 10% 

（总分 100 分） 

缺席一次扣 20 分，迟到一次扣 5 分，扣完为止。 

平时成绩 20%（总分

100 分） 

电路系统理论设计情况，与师生沟通交流情况。 

电路系统安装调试技

能 30%（总分 100 分） 

电路板安装质量，电路系统调试技能，参数测试和分析技能

等。 

答辩 10% 

（总分 100 分） 

答辩准备 2%，内容陈述 3%，回答问题 5%。 

设计报告 30% 报告逻辑结构清晰，内容完整正确。 

 

 



 

9.3 成绩绩点对照表 

百分制成绩 成绩等级 绩点 

100-90 A 4.0 

89-85 A- 3.7 

84-82 B+ 3.3 

81-78 B 3.0 

77-75 B- 2.7 

74-71 C+ 2.3 

70-66 C 2.0 

65-62 C- 1.5 

61-60 D 1.0 

60 分以下 F 0 

9.4 考试形式及说明 

 

最终成绩=考勤 10%+平时成绩 20%+电路系统安装调试技能×30%+答辩×10%+设计报告×30%。 

最终采用等级记分法，即：不及格（<60）、及格(60~70)、中等(70~80)、良好(80~90)、优秀(>=90)。 

10 学术诚信 

10.1 考试违规与作弊处理 

在实验过程中，一旦发生学生违纪现象，老师应认真、如实地填写情况登记表，实验结束后将

学生违纪、旁证材料等及时送交学生所在系或教务处。由教务处、学生处及相关部门作出书面处理

决定，并由学生所在学院将书面处理决定送达学生本人一份。对犯错误学生，既要热情帮助，又要

严格要求。处理时持慎重态度，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将思想认识问题同政治立场问题区别，

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按照

《四川理工学院学生申诉管理实施细则》执行。 

 



 

10.2 杜撰数据、信息处理等 

     任何人任何形式的学术不诚信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学生一经发现违反学术诚信，本门课程成绩

自动为‘0’。 

1）请他人代写自己的实验报告。 

2）篡改、伪造原始记录、实验数据、调查数据等研究数据。 

3）在未参加工作中署名。 

4）在各类考试中，以任何形式作弊，篡改考试成绩。 

5）其它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 

 10.3 学术剽窃处理等 

    凡违反学术诚信规范者，经查实后视具体情况分别给予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

奖项及学位申请资格等处理。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影响恶劣者，根据《四川理工学院学生违纪处分

条例》给予相应校纪处分。 

11 课堂规范 

11.1 课堂纪律 

学生必须提前写出预习报告，实验过程一般是单人单组定位进行，严禁在实验室随意串位走动，

严禁在实验室谈论与实验无关的话题，确保实验设备操作安全，保持桌面整洁。 

 11.2 课堂礼仪 

1)学生应尊重教师，自觉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学院规定的学生守则、各项纪律和

本行为规范，培养良好的学风，服从校历规定和个人课表计划，认真完成所修课程的教学过程。 

2)学生进入课堂应着装得体，言行文明，举止优雅。不得穿露胸、露腰、露背的服装，不得穿

拖鞋或鞋拖，不得吸烟，不得高声喧哗，不得追逐打闹，不说脏话。男生不得穿着背心，女生不得

穿超短裙。男女生之间不得有过分亲昵举动。 

 



 

3)学生应至少提前 5 分钟到达上课地点，按上下课时间规定，不得迟到、早退或旷课。除特殊

原因外，因病或因事不能到课者，应事先办理有关请假手续并经过批准，不得事后补假，否则以旷

课论处。 

4)学生在上课前应做好准备，携带与上课相关的书籍、资料、笔记本及必备的学习用具。上课

时不得饮食，不看与课程无关的书籍、资料，不影响、不妨碍他人听课，不得随意出入课堂。 

5)学生进入教学楼应保持肃静，不得在走廊和教室内从事有碍上课或自习的活动。学生上课或

自习，要互相谦让，互相照顾，不得抢占座位。 

6)学生在上课期间，应关闭手机及其他与教学无关的电子娱乐设备，集中精力听课，参与课堂

活动。对上课玩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拨打或接听手机，收发手机短信、使用手机上网的学生，任

课教师有权在本次授课期间暂时代为保管其手机和电子产品，情节严重的，按学院有关规定处理。 

7）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学生有问题需要提问时，应举手示意，经教师允许后用普通话发问。 

8）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学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坚持上课的，可向教师举手示意并说明情况后离开

课堂。必要时，教师应安排学生护送患者就医或回寝室休息。 

9）下课时间临近时，学生不能以各种方式催促教师下课，也不应提前收拾书本和学习用具，做

出离开教室的准备，更不许起哄。 

10）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应及时向教师本人或通过课程协调人（班主任）向

教师反映，不得以不认真听课、逃（旷）课、不参与课堂活动、早退、不完成或不提交作业等方式

表达。 

11）学生应自觉维护教室内及走廊卫生，不得踩踏课桌椅，不得在课桌椅、墙壁、讲台、门窗

上涂抹刻划，不得在教室及走廊随地吐痰或乱扔杂物。课间休息时或课后，学生应主动擦抹板书。 

12）学生不得随意搬动教室内的教学设备和课桌椅，不得私自使用各类教学用公共计算机、投

影仪、实验实训设备等。如造成损坏，必须按价赔偿，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处分。 

13）对上课或自习开电灯或电扇的教室，对实验室、实训室、机房等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后一

位学生在离开教室、实验室、实训室、机房前，应通知值班管理员关闭全部电灯、电扇和设备的电

源开关。 

14）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应成为课堂行为规范的模范，并认真带领广大同学自觉遵守课堂行为

规范。团组织、学生会等要切实开展本班级、本学院学生课堂行为规范的学习、宣传、执行和督查

工作。 

 



 

12 课程资源 

12.1 教材与参考书 

1)本课程建议教材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四川理工学院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组，2012 

该教材是我院老师根据我们实验室建设的实际环境，结合我们学院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总结

多年的实验教学和工程创新能力培训经历，精心编写的一本内容较为充实的电工电子基本工程能力

实训教材。该教材既可作为同学们基础实验练习，由于它内容殷实，也可作为大家提升实践能力的

指导书，扩展出去，对工程创新能力形成很易落地。 

    2)本课程主要教学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电子基础技能培训讲义》，四川理工学院，黄常权等（２００９） 

 该讲义是自电学院部分工程能力较强的老师，根据电类本科学生电类工程师培养需要，编写的

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基本实践技能训练讲义，包含焊接技术、仪器仪表使用、元器件基础知识、Protel 

99SE 制版软件应用、电路板设计仿真制作，实用功能电路装配调试等电类工程师必修基本功训练详

实内容。大家可作为主要参考书。 

 基础实践技能，不同于专业理论学习研讨，这里列出比较实用的基本参考资料，重点参阅打“★”

图书，更宽广的学习可以查阅图书馆资料，也可与老师当面交流。 

★[1]  秦曾煌．电工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韩朝．电工学电子技术全程辅导[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  付家才．电工电子学习指导[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4]  李发海，王岩．电机与拖动基础[M]. 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沈嗣昌．数字设计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  丁毓银.数字电路逻辑设计.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  陈明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实用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8]  谢自美.电子线路设计、实验、测试.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9]  陈兆仁.电子技术基础实验研究与设计.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10]  毕满清.电子技术实验与课程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 

[11] 宋弘 编.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教程[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https://book.jd.com/writer/%E5%AE%8B%E5%BC%98_1.html


 

[12] 王庆春，梁俊龙，陈守满 编. 电工电子技术实验教程[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2.2 专业学术著作 

 1)《实验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2)推荐教材《实验电工电子技术》 

 3)推荐参考书《电子基础技能培训讲义》，四川理工学院，黄常权等（２００９） 

12.3 网络课程资源  

 电子阅读资料可在以下课程公共邮箱找到：fxg@suse.edu.cn, 密码：2006。请自行下载选择 阅

读，如若有推荐参考资料也通过此邮箱分享给大家。 

 图书馆网站→电子资源→电子图书； 

 图书馆网站→电子资源→中文/外文数据库。 

 12.4 课外阅读资源 

 1)电子元器件及手工焊接（PDF 文件） 

 2)电子装配工艺（PDF 文件） 

 3)贴片元器件焊接教程（图解版 PDF 文件） 

 4)认识贴片元件（1、2、3） 

13 教学合约 

13.1 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 

1)我已认真阅读 2014 学年《电工电子技术实验》课程实施大纲，并清楚理解其中所陈述内容。 

2)任课教师已预留足够的时间让我咨询本课程实施大纲相关内容。 

13.2 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1) 我认同任课教师针对课程实施所提的课程标准及期望。 

2 )我同意遵守本课程实施大纲中所阐述的课堂规范、报告及考勤等规定。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5%BA%86%E6%98%A5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A2%81%E4%BF%8A%E9%BE%99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5%AE%88%E6%BB%A1_1.html
mailto:xdkzll2014@126.com


 

3）我清楚了解本课程成绩考核规定并愿意遵守。 

14《电工电子基础》课程设计实验室管理制度 

14.1 实验室管理制度 

１)仪器设备、工具、材料由专人管理，并负责总帐册登记、消帐，并做到帐物相符，帐帐相符。 

２)各分室建立分室帐，由有关人员管理。 

３)仪器设备出借，必须不影响教学实验。 

(1) 本室人员借用应向有关管理人员办理登记手续。校内各单位借用须持有借条由有关管理人

员办理。借条期满，负责催还。贵重、精密实验室设备，须经实验室主任同意，归还时须经有关人

员验收。 

(2) 校外单位借用仪器设备，按学校统一规定办理。 

４)仪器设备若遇损坏或丢失，当事人应技术报告，查明原因，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５)对二用物品及工具，认真做好领用从严、借用从严、借期从严，归还验收从严。 

６)仪器设备维护保养，由有关人员负责。维护工作经常化，保证教学正常开展。每年定期组织

有关人员进行校验。 

７)材料由专人负责集中保管。领用消耗材料，必须登记签名，领进、发出帐面做到平衡无错，

领料单存根应保管好，不得短缺。 

８)实验室设安全员一人，负责安全工作。各分室由管理人员负责安全工作，防止事故。清洁卫

生工作经常化，实验室做到清洁整齐。 

14.2 实验室安全用电规则 

安全用电是实验中始终需要注意的中要问题。为了做好实验，确保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在做电

工实验时，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安全用电规则： 

1)接线、改接、拆线都必须在切开电源的情况下进行，即先接线后通电，先断电再拆线。 

2)在电路通电情况下，人体严禁接触电路中不绝缘的金属导线或连接点等带电部位。万一遇到

触电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进行必要的处理。 

3)实验中，特别是设备刚投入运行时，要随时注意仪器设备的运行情况，如发现有超量程、过

热、异味、异声、冒烟、火花等，应立即断电，并请老师检查。 

 



 

4)实验时应精神集中，同组织者必须密切配合，接通电源前须通知同组同学以防止触电事故。 

5)电机转动时，防止导线、发辫、围巾等物品卷入。 

6)了解有关电器设备的规格、性能及使用方法，严格按额定值使用。注意仪表的种类、量程和

连接使用方法，例如不得用电流表或万用表电阻、电流档去测电压，功率表的电流线圈不能并联在

电路中等等。 

15《电工电子基础》课程设计实验须知 

15.1 基本要求 

     1） 以《电工电子基础》为基本教材。实验预习内容为：实验原理及实验电路，实验内容方法

及仪器、注意事项，撰写实验预习报告并由任课老师检查。 

2）每组一人，实验在教师（课程课件）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应认真检查波形、曲

线、数据。 

3）学生应独立规范地完成实验报告，严禁抄袭，下次实验按时交阅上次的实验报告。 

4）培养学生创造精神，鼓励学生设计新的实验电路、实验方法。教师应听取学生对教学内容、

方法等方面的积极建议，及时反馈，认真总结。 

5）凡在实验安排的时间内，已正确完成必做的实验内容的同学可做选做、扩展实验内容。 

15.2 实验的目的和要求 

实验是电工学课程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实验的目的不仅要巩固和加深理解所学的知识，更

重要的是要训练实验技能，学会独立进行实验，树立工程实际观点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对学生实验技能训练的具体要求是： 

1) 能正确使用常用的电工仪器、电工设备及常用电子仪器。 

2) 能按电路图正确接线和查线。 

3) 学习查阅手册，对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具有使用的基本知识。 

     4)能准确读取实验数据，观察实验现象，测绘波形曲线。 

     5)能整理分析实验数据，独立写出完整的、条理清楚的、整洁的实验报告。 

 



 

15.3 实验课前学生应做的准备工作 

1)使用仪器和实验箱前必须了解其性能、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在使用时应严格遵守。 

2）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明确实验目的，分析、掌握实验电路的工作原理，熟悉实验电路内

容步骤及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并进行必要的估算。 

3）完成实验指导书中有关预习要求的内容，复习与实验相关的课本内容。 

4）了解实验中所用各仪器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5）做好数据记录表格等准备工作。 

6）写出预习报告。预习报告内容： 

●正确理解实验原理； 

●完成实验指导书所要求的理论计算； 

●思考实验指导书所提出的问题并在理论上给出答案，在实验中认真观察体会； 

●设计实验详细步骤方案； 

●设计实验记录表格、图纸。 

●准备好实验所需工具等。 

 

15.4  实验总结报告的要求 

一律用学校规定的实验报告纸认真书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具体内容为： 

1)  实验目的。 

2） 实验原理及电路图。 

3） 主要仪器设备的型号规格精度等（准确详实）。 

4)  实验数据及处理：根据实验原始记录，整理实验数据，并按指导书要求加以必要处理、

误差分析。如有曲线应用坐标纸绘出。 

5)实验总结和结论。 

6)问题讨论、实验建议及心得体会。 

15.5 实验规则 

1)严禁带电接线、拆线或改接线路。 

 



 

 

2)实验时接线要认真，在仔细检查，确定无误后才能接通电源，初学或没有把握应经指导教

师审查同意后再接通电源进行实验。 

 3)实验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应立即关断电源，保持现场，报告老师。 

 4)实验完毕后，先由本人检查实验数据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再请教师检查，经教师认可后拆线，

并将实验器材整理好。 

 5）室内仪器设备不准任意搬动调换，非本次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未经教师允许不得动用。

没有弄懂仪表、仪器及设备的使用方法前，不得贸然使用。若损坏仪器设备，必须立即报告老师，

作书面检查，责任事故要酌情赔偿。 

    6）实验要严肃认真，保持安静、整洁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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