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落实学校“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方略，培养与造就卓越的高等技

术应用型人才，依照学校 2017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修订完成与之配套

的“上海电机学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是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纲要形式规定一门课程教学内容

的文件。包括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结构、课程

内开设的实验、教学进度和考核方式等。 

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教学和编写或选用教材的主要依据，也是检查和评定学

生学业成绩和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学校要求每位任课教师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精心组织教学内容、精心

备课、精心改进教学方法、精心应用多元教学手段，上好每一堂课。各二级学院、

系的负责人应定期组织和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检查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 

 

 

                                                             教务处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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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02B1        英文名称：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 

后续课程：电力电子技术、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测控电路与系统、设备诊断维

护类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常用半导体器件和集成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特性和主要参数，

并能合理选择和使用这些器件。 

目标 2：掌握基本分立元件电路和集成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目标 3：掌握模拟电子电路的基本应用电路。 

二、课程内容 

（一）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基本应用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本征半导体、N 型半导体和 P 型半导体的结构和导电特性，PN 结的单向

导电性。 （2课时） 

1.2 晶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特性、主要参数；发光二极管工作原理、

主要参数；稳压管的稳压原理、主要参数。 （2课时） 

1.3 单相半波、桥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整流电路参数计算；典型电

容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2课时） 

（二）晶体三极管及其基本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类型、电流分配和放大原理，共射电路的输入、

输出特性曲线和使用常识。 （2课时） 

2.2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共射放大电路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2课时） 

2.3 共射放大电路等效电路分析方法,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和动态参数

（ u i oA R R、 、 ）的分析方法。 （2课时） 

2.4共集放大电路和共基放大电路。 （2课时） 

2.5多级放大电路不同耦合方式及其优缺点，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2课时） 

2.6课程习题讨论。 （2课时） 

（三）场效应管及其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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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场效应管的符号和特性、工作原理。 （2课时） 

3.2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2课时） 

（四）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4.1差动放大电路的电路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2课时） 

4.2集成运算放大电路。 （2课时） 

4.3集成运放的线性应用。 （2课时） 

4.4集成运放的非线性应用。 （2课时） 

4.5课程习题讨论。 （1课时） 

（五）放大电路中的反馈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5.1 反馈的基本概念和反馈类型的判断方法。 （2课时） 

5.2负反馈对放大电路工作性能的影响，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放大电路的分析。

  （2课时） 

5.3 课程习题讨论。 （1课时） 

（六）功率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功率放大电路的概述。 （2课时） 

6.2 OCL、OTL的工作原理。 （2课时） 

（七）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

作原理。 （2课时） 

7.2 LC正弦波振荡电路和石英晶体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

特点，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结构、工作原理。 （2课时） 

（八）直流稳压电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分类、性能指标，稳压管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2课时） 

8.2线性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集成稳压器的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华成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02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1 

4.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习题解答》，华成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1 

5. 《帮你学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释疑、解题、考试》，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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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4.11 

6．电子 CDA----PROTEL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作业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包括课程教学大纲中的课程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桂英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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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常用半导体

器件和集成器件的基本工

作原理、特性和主要参数，

并能合理选择和使用这些

器件。 

目标 2：掌握基

本分立元件电

路和集成电路

的工作原理分

析。 

目标 3：掌握模拟电子电路的

基本应用电路。 

1.1本征半导体、N型半导体和 P型半导体

的结构和导电特性，PN结的单向导电性 
√   

1.2晶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特性、主

要参数；发光二极管工作原理、主要参数；

稳压管的稳压原理、主要参数 

√   

1.3单相半波、桥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原

理、整流电路参数计算；典型电容滤波电

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  

2.1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类型、电流分

配和放大原理，共射电路的输入、输出特

性曲线和使用常识。 

√   

2.2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共射放大电

路的工作原理及其组成 
 √  

2.3 共射放大电路等效电路分析方法,静态

工 作 点 稳 定 的 必 要 性 和 动 态 参 数

（ u i oA R R、 、
）的分析方法 

 √  

2.4共集放大电路和共基放大电路  √  

2.5 多级放大电路不同耦合方式及其优缺

点，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 

3.1场效应管的符号和特性、工作原理。 √   

3.2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  

4.1 差动放大电路的电路组成及其工作原

理。 
 √  

4.2集成运算放大电路。 √   

4.3集成运放的线性应用。   √ 

4.4集成运放的非线性应用。   √ 

5.1 反馈的基本概念和反馈类型的判断方

法。 
 √  

5.2负反馈对放大电路工作性能的影响，深

度负反馈条件下放大电路的分析 
  √ 

6.1 功率放大电路的概述。  √  

6.2 OCL、OTL的工作原理。  √  

7.1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RC

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 
 √  

7.2 LC 正弦波振荡电路和石英晶体正弦波

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

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结构、工作原理。 

 √  

8.1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分类、性能指标，

稳压管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  

9.2线性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集成

稳压器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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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03B1        英文名称：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子技术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常用集成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特性和主要参数，并能合理选择

和使用这些器件。 

目标 2、掌握常用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集成器件的逻辑符号、逻辑

功能及其应用，并能合理选择和使用这些器件。掌握由门电路和 555 定时器组成

的电路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 

目标 3、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门电路 （6课时） 

1.1数字信号，数字电路的基本功能及其逻辑运算。 （2课时） 

1.3 TTL 集成门电路。 （2课时） 

1.4 CMOS门电路，其它各类的门电路。 （2课时） 

（二）逻辑代数基础 （6课时） 

2.1数制，编码，逻辑代数基础。 （2课时） 

2.2逻辑函数和简化。 （2课时） 

2.3逻辑函数化简和仿真。 （2课时） 

（三）组合逻辑电路 （10课时） 

3.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 （2课时） 

3.2 常用的组合电路。 （6课时） 

3.3 课程习题讨论 （2课时） 

（四）触发器 （4课时） 

4.1 触发器。 （2课时） 

4.2 触发器的应用。 （2课时） 

（五）时序逻辑电路 （10课时） 

5.1 时序电路的分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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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寄存器，二进制计数器。 （2课时） 

5.3十进制计数器，N进制计数器。 （2课时） 

5.4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应用。 （2课时） 

5.5 课程习题讨论 （2课时） 

（六）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8课时） 

6.1 555定时器，施密特。 （2课时） 

6.2单稳态，多谐振荡器，集成触发器构成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电路。 

  （4课时） 

6.3 课程习题讨论 （2课时） 

（七）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 （2课时） 

7.1 半导体存储器。 （1课时） 

7.2 可编程逻辑器件。 （1课时） 

（八）数-模和模-数转换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习题解答》，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潘明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6 

4. 《常用电子元器件简明手册》，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作业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程教学大纲中

的课程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群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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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常用集成

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特

性和主要参数，并能合

理选择和使用这些器

件。 

 

目标 2：掌握常用组合逻辑

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集成

器件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

及其应用，并能合理选择和

使用这些器件。掌握由门电

路和555定时器组成的电路

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以及

参数计算。 

目标 3：掌握组合逻辑电

路的分析、设计方法。掌

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设计方法。 

1.1数字信号，数字电路的基本功能及

其逻辑运算 
√   

1.3 TTL 集成门电路 √   

1.4 CMOS门电路，其它各类的门电路 √   

2.1数制，编码，逻辑代数基础  √  

2.2逻辑函数和简化  √  

2.3逻辑函数化简和仿真  √  

3.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   √ 

3.2常用的组合电路  √  

4.1触发器  √  

4.2触发器的应用   √ 

5.1时序电路的分析方法   √ 

5.2寄存器，二进制计数器   √ 

5.3十进制计数器，N进制计数器   √ 

5.4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应用   √ 

6.1 555定时器，施密特  √  

6.2单稳态，多谐振荡器，集成触发器

构成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电路 
 √  

7.1 半导体存储器 √   

7.2 可编程逻辑器件 √   

8.数-模和模-数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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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04C1       英文名称：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s Technique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 电子封装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常用电路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正弦电路的相量法，及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 3：了解常用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掌握共射放大电路，负反馈放大

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以及整流滤波电路。 

目标 4：了解门电路和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掌握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

路的分析、设计方法。 

目标 5：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简单动作电路 

目标 6：掌握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学会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和合理

选择器件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直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理论 12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2课时） 

1.2理想电路元件 （2课时） 

1.3基尔霍夫定理 （2课时）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2课时） 

1.5戴维南定理 （2课时） 

1.6节点电压法 （2课时） 

实验教学 

1.1 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电压电位的测量 （2课时） 

（二）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理论 8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2课时） 

2.2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4课时）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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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2.1 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测量 （2课时） 

（三）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16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3.1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特性 （2课时） 

3.2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课时） 

3.3集成运放的组成和特点及集成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 （6课时） 

3.4反馈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及判断方法 （2课时） 

3.5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滤波电路原理 （4课时） 

实验教学 

3.1 共射放大电路参数的测量 （2课时） 

（四）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理论 10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4.1 门电路和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及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4.2 触发器及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4.3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2课时） 

实验教学 

4.1 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2课时） 

（五）电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0） 

5.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简单控制线路 （4课时） 

5.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2课时） 

5.3 常用低压电器及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 （4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6.1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器件手册的使用  

6.2 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电子技术》（第 1版），刘义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4. 《电工学简明教程》（第 2版），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6 

四、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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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 20%、考勤和作业 20%。 

3.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节点电压法，，相量法，正弦单相电路

和三相电路，共射极放大电路，集成运算电路，负反馈电路，整流滤波电路，组

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红英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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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电路

基 本 概

念，基本

定律及常

用电路分

析方法  

目标 2：掌

握 正弦电

路 的相量

法 ，及单

相、三相交

流 电路的

分 析和计

算 

目标 3：了解

常用半导体二

极管、三极管，

掌握共射放大

电路，负反馈

放大电路，集

成运算放大电

路以及整流滤

波电路 

目标 4:了解

门电路和触

发器的逻辑

功能，掌握

组合逻辑电

路和时序逻

辑电路的分

析、设计方

法 

目标 5：了解

三相异步电

动机和直流

电动机的工

作原理及简

单动作电路 

目标 6：掌握

常用电工电

子仪器仪表

的使用，学

会查阅电子

器件手册和

合理选择器

件的能力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      

1.2理想电路元件 √      

1.3基尔霍夫定理 √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      

1.5戴维南定理 √      

实验 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

电压电位的测量 
√     √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     

2.2 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

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     

实验 2：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测

量 
 √    √ 

3.1 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基

本特性 
  √    

3.2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和计

算 
  √    

3.3 集成运放的组成和特点及集

成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 
  √    

3.4 反馈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

及判断方法 
  √    

3.5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滤

波电路原理 
  √    

实验 3：共射放大电路参数的测

量 
  √   √ 

4.1 门电路和逻辑代数的基本概

念及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   

4.2 触发器及常用时序逻辑电路

的分析 （4课时） 
   √   

4.3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   

实验 4：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  √ 

5.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简单控

制线路 
√ √ √  √  

5.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 √ √  √  

5.3 常用低压电器及电动机基本

控制电路 
    √  

6.1 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

器件手册的使用  
     √ 

6.2 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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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07B1                 英文名称： Theory of Electric-circuit（1） 

学分/学时：3/48（含实验 16）         适用专业：电气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电路 2、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伏安关系；掌握各独立电源的伏安特

性；重点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及其应用计算；重点掌握电路中电压和电位的计算。 

目标 2：掌握电阻的串并联等效及其分压、分流关系，掌握两种实际电源模

型的等效。 

目标 3：掌握弥尔曼定理及其应用计算；重点掌握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及

其应用计算。 

目标 4：学习并熟悉基本直流电路的连接、测量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验证。 

目标 5：学习并熟悉万用表、电工实验台等仪器仪表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理论 14 课时 + 实验 8 课时） 

1.1  理解电路模型和理想元件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1.2  理解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理解吸收功率、发出功率的分析和计算。

  （2 课时） 

1.3  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伏安关系，了解各元件常识。（2 课时） 

1.4  理解独立电压源、电流源并掌握其伏安特性。 （1.5 课时） 

1.5  理解受控源的意义和类别。 （0.5 课时） 

1.6  理解电路的三种工作状态。 （1 课时） 

1.7  重点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及其电路中的应用计算。 （2 课时） 

1.8  重点掌握电路中两点之间电压和某点电位的计算。 （2 课时） 

习题课 （2 课时） 

实验绪论 实验规范要求、实验基础知识 （2 课时） 

实验 1.1  电阻元件的识别和测定 （2 课时） 

实验 1.2  电压和电位的测量 （2 课时） 

实验 1.3  基尔霍夫定律的验证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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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路的等效变换（理论 8 课时 + 实验 2 课时） 

2.1  理解二端网络、等效变换的基本概念。 （0.5 课时） 

2.2  掌握电阻的串并联等效，掌握电阻串联的分压关系、电阻并联的分流关

系。  （1.5 课时） 

2.3  了解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联结的等效变换，理解等值电阻的星形、三角

形联结的等效计算。 （1 课时） 

2.4  理解电感、电容元件的串并联等效。 （1 课时） 

2.5  理解恒压源、恒流源的串并联等效，掌握两种实际电源模型的等效。 

  （2 课时） 

习题课 （2 课时） 

实验 2.1  两种实际电源模型的等效 （2 课时/选做） 

 

（三）电路的基本分析和定理 （理论 10 课时 + 实验 6 课时） 

3.1  理解复杂电路的基本概念。 （0.5 课时） 

3.2  理解支路电流法及其应用计算。 （1 课时） 

3.3  了解网孔电流法。 （0.5 课时） 

3.4  掌握弥尔曼定理及其应用计算，了解多结点的节点电压法。（2 课时） 

3.5  掌握叠加定理及其电路中的应用计算。 （2 课时） 

3.6  掌握戴维南定理及其应用计算，理解最大功率传输定理及其应用计算。 

  （2 课时） 

习题课 （2 课时） 

实验 3.1  叠加定理的验证及应用一 （2 课时/选做） 

实验 3.2  叠加定理的验证及应用二 （2 课时） 

实验 3.3  戴维南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工基础例题与习题》，王云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电工基础》，陈菊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3、《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 20%、考勤和作业 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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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伏安特性、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计算、电压和电位的计算；电阻和

实际电源的等效；弥尔曼定理、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的应用计算。 

五、附件 

 

制定人：  冯  澜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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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

阻、电感、电容

元件的伏安关

系；掌握各独立

电源的伏安特

性；重点掌握基

尔霍夫定律及

其应用计算；重

点掌握电路中

电压和电位的

计算。 

目标 2： 

掌握电阻

的串并联

等效及其

分压、分流

关系，掌握

两种实际

电源模型

的等效。 

目标 3： 

掌握弥尔曼定

理及其应用计

算；重点掌握叠

加定理、戴维南

定理及其应用

计算。 

目标 4: 

学习并熟悉

基本直流电

路的连接、测

量及其相关

理论知识的

验证。 

 

目标 5： 

学习并熟悉万

用表、电工实验

台等仪器仪表

的使用。 

1.1 电路概论 √     

1.2 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 √ √ √  

1.3 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 √ √ √ √  

1.4 独立电源 √ √ √ √  

1.5 受控电源 √  √   

1.6 电路的工作状态 √     

1.7 基尔霍夫定律 √ √ √ √  

1.8 电压和电位的计算 √ √ √ √  

实验绪论 实验规范要求、实验基础

知识 
    √ 

实验 1.1 电阻元件的识别和测定 √   √ √ 

实验 1.2 电压和电位的测量 √   √ √ 

实验 1.3 基尔霍夫定律验证 √   √ √ 

2.1 二端网络及等效概论  √    

2.2 电阻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 √   

2.3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联结及等效  √ √   

2.4电感、电容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    

2.5 电源模型的等效  √ √   

实验 2.1 两种实际电源模型的等效  √  √ √ 

3.1 复杂电路概论   √   

3.2 支路电流法   √   

3.3 网孔电流法   √   

3.4 结点电压法   √   

3.5 叠加定理   √   

3.6 戴维南定理   √   

实验 3.1  叠加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一 
  √ √ √ 

实验 3.2  叠加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二 
  √ √ √ 

实验 3.3  戴维南定理的验证及应

用 
  √ √ √ 

  



 

16 

 

《电路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07B2                 英文名称： Theory of Electric-circuit（2） 

学分/学时：3/48（含实验 16）         适用专业：电气学院各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 1、电路实验 1 

后续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R、L、C 单一参数电路伏安关系的相量形式；掌握 R、L、C 串

联和并联电路的分析和计算；掌握相量分析法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的综合应用计算。 

目标 2：掌握理想变压器的基本分析和计算。 

目标 3：掌握三相星形联结、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 4：掌握一阶电路的三种响应方式及其三要素法时域分析和计算。 

目标 5：掌握基本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连接、测量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验

证。 

目标 6：掌握万用表、信号发生器、交流毫伏表、电工实验台等仪器仪表的

使用。 

二、课程内容 

（四）单相正弦交流电路 （理论 10 课时 + 实验 6 课时） 

4.1  理解正弦电路的基本概念和正弦量的三要素。 （2 课时） 

4.2  理解复数的基本知识，理解相量分析法的概念。 （1 课时） 

4.3  掌握 R、L、C 单一参数电路伏安关系的相量形式。 （1 课时） 

4.4  掌握 R、L、C 串联电路电压、电流和复阻抗的分析和计算，了解串联

电路的谐振条件和特点。 （2 课时） 

4.5  掌握 R、L、C 并联电路电压、电流和复导纳的分析和计算。（1 课时） 

4.6  理解阻抗的串并联等效及其分压、分流关系，掌握相量分析法在正弦交

流电路中的应用计算。 （2 课时） 

4.7  理解 R、L、C 元件及正弦电路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计

算。 （1 课时） 

实验 4.1  元件 R、L、C 频率特性的研究 （2 课时） 

实验 4.2  元件 R、L、C 串联电路的研究 （2 课时/选做） 

实验 4.3  荧光灯电路参数的测量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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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互感电路 （理论 4 课时 + 实验 2 课时） 

5.1  理解互感线圈的基本概念，理解互感线圈的同名端及互感电压的判定。 

  （1 课时） 

5.2  理解互感线圈的串联分析，了解互感线圈的并联分析。 （1 课时） 

5.3  理解变压器的基本概念，了解空心变压器电路的基本分析，掌握理想变

压器的三种变换关系及其计算。 （2 课时） 

实验 5.1  单相变压器变换关系的研究 （2 课时） 

（六）三相电路 （理论 10 课时 + 实验 6 课时） 

6.1  理解三相对称电源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6.2  理解三相电源的星形联结方式及其电压关系，了解三相电源的三角形联

结方式及其电压关系。 （1 课时） 

6.3  掌握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 （3 课时） 

6.4  掌握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 （2 课时） 

6.5  理解三相电路功率的分析和计算。 （1 课时） 

6.6  理解三相电路的故障分析，理解两组负载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 课时） 

实验 6.1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测量 （2 课时） 

实验 6.2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的功率测量 （2 课时） 

实验 6.3  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测量 （2 课时/演示） 

（八）线性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理论 8 课时 + 实验 2 课时） 

8.1  理解动态电路的基本概念，掌握动态电路换路定律及初始值、稳态值的

计算。  （2 课时） 

8.2  理解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及其时域分析和计算。 （1.5 课时） 

8.3  理解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及其时域分析和计算。 （1.5 课时） 

8.4  掌握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其三要素法时域分析和计算。 （3 课时） 

实验 8.1  一阶 RC 电路充电过程的研究 （1 课时/选做） 

实验 8.2  一阶 RC 电路放电过程的研究 （1 课时/选做）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工基础例题与习题》，王云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电工基础》，陈菊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3、《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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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 20%、考勤和作业 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R、L、C

串联和并联电路的分析和计算；理想变压器的基本分析和计算；三相星形联结和

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分析和计算；一阶电路的时域分析和计算。 

五、附件 

 

制定人：  冯  澜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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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 R、L、C 单

一参数电路伏安

关系的相量 形

式；掌握 R、L、C

串联和并联电路

的分析和计算；

掌握相量分析法

在正弦交流电路

中的综合应用计

算。 

目标 2： 

掌握理想

变压器的

基本分析

和计算。 

 

目标 3： 

掌握三相星

形联结、三

角形联结负

载电路的分

析和计算。 

 

目标 4： 

掌握一阶电

路的三种响

应方式及其

三要素法时

域分析和计

算。 

 

目标 5： 

掌握基本单

相、三相交

流电路的连

接、测量及

其相关理论

知 识 的 验

证。 

 

目标 6： 

掌 握 万 用

表、信号发

生器、交流

毫伏表、电

工实验台等

仪器仪表的

使用。 

 

4.1 正弦电路概论 √      

4.2 复数基础及相量法 √      

4.3 R、L、C单一参数电路 √ √ √    

4.4 R、L、C串联电路及串联谐

振 
√ √ √    

4.5 R、L、C并联电路及并联谐

振 
√      

4.6 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 √      

4.7 正弦电路的功率及功率因

数的提高 
√  √    

实验 4.1  元件 R、L、C频率特

性的研究 
√    √ √ 

实验 4.2  元件 R、L、C串联电

路的研究 
√    √ √ 

实验 4.3  荧光灯电路参数的

测量 
√    √ √ 

5.1 互感线圈概论  √     

5.2 互感电路分析  √     

5.3变压器  √     

实验 5.1 单相变压器变换关系

的研究 
 √   √ √ 

6.1 三相电路概论   √    

6.2 三相电源联结   √    

6.3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   √    

6.4 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   √    

6.5 三相电路的功率   √    

6.6 三相电路的举例分析   √    

实验 6.1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

路  
  √  √ √ 

实验 6.2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

路 
  √  √ √ 

实验 6.3 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

电路 
  √  √ √ 

8.1 动态电路概论    √   

8.2 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   

8.3 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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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   

实验 8.1  一阶 RC 电路充电过

程的研究 
   √  √ 

实验 8.2  一阶 RC 电路放电过

程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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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10C1       英文名称：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s Techniqu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成型与控制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材料成型检测及控制工程基础 、无损检测技术、材料成型设备及其

自动化、半导体器件物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常用电路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正弦电路的相量法，及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 3：理解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 

目标 4：了解交流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目标 5：掌握常用电工仪器仪表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直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理论 16课时+实验 4课时） 

理论教学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2课时） 

1.2理想电路元件 （2课时） 

1.3基尔霍夫定理 （2课时）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4课时） 

1.5戴维南定理 （3课时） 

1.6节点电压法 （3课时） 

实验教学 

实验 1.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电压电位的测量 （2课时） 

实验 1.2戴维南定理验证 （2课时） 

（二）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18课时+实验 4课时） 

理论教学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2课时） 

2.2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6课时）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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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实验 2.1元件 R、L、C的串联及并联交流电路的研究 （2课时） 

实验 2.2荧光灯电路的研究 （2课时）  

（三）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 （2课时） 

3.1 磁路的分析方法 （1课时） 

3.2 交流铁芯和变压器 （1课时） 

（四）交流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 （2课时） 

4.1交流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2学时） 

5.1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器件手册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学——电工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秦增煌主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电工电子技术》（第 1 版），刘义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3. 《电工学简明教程》（第 2版），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6 

四、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 20%、考勤和作业 20%。 

3.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节点电压法，相量法，正弦单相电路和

三相电路，磁路的分析，交流电动机，继电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马学亮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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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

基本概念，基本定

律及常用电路分

析方法  

目标 2：掌握正

弦电路的相量

法，及单相、三

相交流电路的分

析和计算 

目标 3：理解磁

路与铁心线圈电

路 

目标 4:了解交

流电动机、继

电接触器控制

系统 

目标 5：掌握常

用电工电子仪

器 仪 表 的 使

用，学会查阅

电子器件手册

和合理选择器

件的能力 

1.1 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

方向 
√     

1.2理想电路元件 √     

1.3基尔霍夫定理 √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     

1.5戴维南定理 √     

实验 1.1：基尔霍夫定理的

验证及电压电位的测量 
√    √ 

实验 1.2 戴维南定理验证 √    √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    

2.2 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

单相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

数的提高 

 √    

2.3 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

计算 
 √    

实验 2.1：元件 R、L、C 的

串联及并联交流电路的研究 
 √   √ 

实验 2.2：荧光灯电路的研

究 
 √   √ 

3.1 磁路的分析方法   √   

3.2 交流铁芯和变压器   √   

4.1 交流电动机、继电接触

器控制系统 
   √  

5.1 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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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16B1       英文名称：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s Technique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成型与控制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材料成型检测及控制工程基础 、无损检测技术、材料成型设备及其

自动化、半导体器件物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常用电路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正弦电路的相量法，及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 3：了解常用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掌握共射放大电路，负反馈放大

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以及整流滤波电路。 

目标 4：了解门电路和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掌握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

路的分析、设计方法。 

目标 5：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简单动作电路 

目标 6：掌握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学会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和合理

选择器件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直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理论 12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2课时） 

1.2理想电路元件 （2课时） 

1.3基尔霍夫定理 （2课时）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2课时） 

1.5戴维南定理 （2课时） 

1.6节点电压法 （2课时） 

实验教学 

1.1 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电压电位的测量 （2课时） 

（二）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8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25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2课时） 

2.2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4课时）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课时） 

实验教学 

2.1 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测量 （2课时） 

（三）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16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3.1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特性 （2课时） 

3.2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课时） 

3.3集成运放的组成和特点及集成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 （6课时） 

3.4反馈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及判断方法 （2课时） 

3.5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滤波电路原理 （4课时） 

实验教学 

3.1 共射放大电路参数的测量 （2课时） 

（四）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10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4.1 门电路和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及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4.2 触发器及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4.3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2课时） 

实验教学 

4.1 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2课时） 

（五）电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0） 

5.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简单控制线路 （4课时） 

5.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2课时） 

5.3 常用低压电器及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 （4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器件手册的使用  

6.2 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电子技术》（第 1版），刘义杰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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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工学简明教程》（第 2版），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6 

四、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 20%、考勤和作业 20%。 

3.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节点电压法，，相量法，正弦单相电路

和三相电路，共射极放大电路，集成运算电路，负反馈电路，整流滤波电路，组

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万军红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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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电路基

本概念，

基本定律

及常用电

路分析方

法  

目标 2：掌

握正弦电

路的相量

法，及单

相、三相交

流电路的

分析和计

算 

目标 3：了解

常用半导体二

极管、三极管，

掌握共射放大

电路，负反馈

放大电路，集

成运算放大电

路以及整流滤

波电路 

目标 4:了解

门电路和触

发器的逻辑

功能，掌握

组合逻辑电

路和时序逻

辑电路的分

析、设计方

法 

目标 5：了解

三相异步电

动机和直流

电动机的工

作原理及简

单动作电路 

目标 6：掌握

常用电工电

子仪器仪表

的使用，学

会查阅电子

器件手册和

合理选择器

件的能力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      

1.2理想电路元件 √      

1.3基尔霍夫定理 √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      

1.5戴维南定理 √      

实验 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

电压电位的测量 
√     √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     

2.2 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

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     

实验 2：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测

量 
 √    √ 

3.1 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基

本特性 
  √    

3.2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和计

算 
  √    

3.3 集成运放的组成和特点及集

成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 
  √    

3.4 反馈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

及判断方法 
  √    

3.5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滤

波电路原理 
  √    

实验 3：共射放大电路参数的测

量 
  √   √ 

4.1 门电路和逻辑代数的基本

概念及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

析（4课时） 

   √   

4.2 触发器及常用时序逻辑电

路的分析 （4课时） 
   √   

4.3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   

实验4：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  √ 

5.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简单

控制线路 
√ √ √  √  

5.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 √ √  √  

5.3 常用低压电器及电动机基

本控制电路 
    √  

6.1 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

器件手册的使用  
     √ 

6.2 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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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18R1        英文名称：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 

学分/学时：0.5/16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实验、电路实验、模拟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电力电子技术、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测控电路与系统、设备诊断维

护类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使用模拟电路中的各种测量仪器仪表和实验设备。 

目标 2：掌握模拟电路中常用的分立元件电路和集成电路的测试方法及数据

分析。  

目标 3： 能够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和在网上查询电子器件有关资料。 

目标 4：初步学会分析、寻找和排除实验电路中故障的方法。 

目标 5：初步学会一种 EDA 工具软件的使用，对模拟电路进行仿真、分析和

辅助设计，并能够实现小系统的组装和调试。 

二、课程内容 

（一）常用电子仪器的提高使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直流稳压源、示波器、交流毫伏表和函数发生器的使用方法 

（二）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使用万用表检测二极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方法，掌握单相半波整流电路、

单相全波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理解二极管的整流作用以及电容的滤波作用。 

（三）共射单级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使用万用表检测三极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方法，掌握分压偏置共射放大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的测量方法，熟悉电路中参数的变化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以及

对三极管的工作状态的影响。掌握放大电路动态参数的测量方法，理解放大电路

的动态特性。 

（四）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运算放大器组成比例、积分等运算电路，调测运算数据，并对运算误差

进行分析。 

（五）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熟悉运放的非线性特性及应用，掌握电压比较器门限电压的测试方法。 

（六）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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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引入负反馈后对放大器主要性能的影响。掌握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电压放

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的测试方法。 

（七）正弦波发生和变换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波形发生电路的调试方法，加深对振荡电路工作原理和特点的理解。 

（八）直流稳压电源和性能指标测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熟悉直流稳压电源的性能、质量指标的含义及其测量方法。掌握三端可调稳

压器构成典型应用电路的方法并测试其性能。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常用电子元器件简明手册》，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1 

2. 《电子技术实验与课程设计》（第 2 版），赵淑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06 

3. 《电子线路实验·测试·设计》（第 2 版），谢自美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

版，2003.05 

4.《Multisim11 电路仿真与实践》，梁青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5. 《电工电子 EDA 实践教程》，孟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2 

6．电子 CAD----PROTEL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实验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各项成绩比例为预习 15%、考勤

10%、操作规程 15%、实验结果验收 20%、实验报告 40%。 

实验总评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实验总评成绩=平时各个实验的平均值×60%+

期末考试成绩×4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桂英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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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练

使用模拟电

路中的各种

测量仪器仪

表和实验设

备 

目标 2：掌

握模拟电

路中常用

的分立元

件电路和

集成电路

的测试方

法及数据

分析 

目标 3： 能够查

阅电子器件手册

和在网上查询电

子器件有关资料 

目标 4：初步学

会分析、寻找和

排除实验电路中

故障的方法。 

目标 5：初步学会

一种 EDA 工具软件

的使用，对模拟电

路进行仿真、分析

和辅助设计，并能

够实现小系统的组

装和调试 

 

常用电子仪器的提高使用 √    √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电路 √ √ √ √ √ 

共射单级放大电路 √ √ √ √ √ 

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一） √ √ √ √  

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二） √ √ √ √ √ 

负反馈放大电路 √ √ √ √ √ 

正弦波发生和变换电路 √ √ √ √ √ 

直流稳压电源和性能指标测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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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19R1        英文名称：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0.5/16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理解 TTL 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分析集成

门电路的参数。 

目标 2：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理解常用中规模集成的组合

逻辑电路的逻辑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目标 3：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理解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应

用。 

目标 4：掌握由门电路和 555 定时器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

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 

目标 5：运用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发现和解决实验中的实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门电路 （2课时） 

1.1数字电路的认识实验 （课外实验） 

1.2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2课时） 

1.3 集成逻辑门电路参数测试  （课外实验） 

（二）逻辑代数基础 （2课时） 

2.1四相步进电机转动  （课外实验） 

2.2门电路的逻辑变换 （2课时） 

2.3集成门电路的应用 （课外实验） 

（三）组合逻辑电路 （4课时） 

3.1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2课时） 

3.2 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 （课外实验） 

3.3步进电机转动数字显示 （课外实验） 

3.4集成组合逻辑电路 （2课时） 

（四）触发器 （2课时） 

4.1 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测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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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时序逻辑电路 （4课时） 

5.1 寄存器及其应用 （2课时） 

5.2计数器功能 （2课时） 

5.3计数器及其应用 （课外实验）  

5.4步进电机置数控制 （课外实验） 

（十）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2课时） 

6.1 555定时器的应用 （2课时） 

6.2  多谐振荡器的应用 （课外实验） 

6.3步进电机转速和定时控制 （课外实验） 

（十一）数字系统的综合分析 

7.1步进电机的点动、光照、声音等控制 （课外实验）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2. 《电子技术实验与课程设计》（第 2 版），赵淑范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3. 《常用电子元器件简明手册》，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四、课程考核 

1、采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查相结合的方法。 

平时考核包括实验报告、实验质量、实验完成时间等。期末考查为开卷实验

操作。要求学生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独立完成某一实验项目并回答有关问题。 

2、实验中，教师指导、检查并记录学生的实验完成结果，根据学生平时表

现、实验操作（70﹪）、实验报告（30﹪）和个别学生考查（抽查数字电路基础

实验完成情况，开卷实验操作考核方式，考查不及格者下学期重修）。由教师给

出实验期末成绩。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群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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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目标 1：

掌握门电路的逻

辑功能，理解 TTL

输入特性和输出

特性，分析集成

门电路的参数。 

 

目标 2：掌握组

合逻辑电路的

分析、设计方

法，理解常用中

规模集成的组

合逻辑电路的

逻辑符号、工作

原理和使用方

法。 

目标 3：掌握时

序逻辑电路的

分析、设计方

法，理解常用时

序逻辑电路的

应用。 

 

目标 4：掌握由门

电路和 555定时器

组成的施密特触

发器、单稳态触发

器、多谐振荡器的

工作原理、工作波

形以及参数计算。 

 

目标 5：运用专

业理论基础知

识，发现和解

决实验中的实

际问题。 

1.1数字电路的认识实验 √     

1.2 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

试 
√    √ 

1.3 集成逻辑门电路参数

测试 
√    √ 

2.1四相步进电机转动  √   √ 

2.2门电路的逻辑变换  √   √ 

2.3集成门电路的应用  √   √ 

3.1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   √ 

3.2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  √   √ 

3.3 步进电机转动数字显

示 
 √   √ 

3.4集成组合逻辑电路  √   √ 

4.1 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测

试 
  √  √ 

5.1寄存器及其应用   √  √ 

5.2计数器功能   √  √ 

5.3计数器及其应用   √  √ 

5.4步进电机置数控制   √  √ 

6.1 555定时器的应用    √ √ 

6.2 多谐振荡器的应用    √ √ 

6.3 步进电机转速和定时

控制 
   √ √ 

7.1 步进电机的点动、光

照、声音等控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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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22Q1        英文名称：the basis of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质量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电子测量技术、工科基本训练（电子焊接）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基本物理量，基本定理和基本分析方法，了解正弦交流电

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半导体基础知识，数制换算及简单的逻辑运算。 

目标 3：学习并熟悉电工材料及常用电工工具。 

目标 4：学习并熟悉常用元器件。 

目标 5：学习并熟悉安全用电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电工基本理论的要求和内容 （18课时） 

1.1电工电子基本概念。 （4课时） 

1.2电路基本定律。 （4课时） 

1.3电路基本分析方法。 （6课时） 

1.4正弦交流电的基本知识。 （4课时） 

（二）电子技术要求和内容 （8课时） 

2.1半导体基础知识。 （4课时） 

2.2数字电子基础。 （4课时） 

（三）电工材料和工具的要求和内容 （8课时） 

3.1电工材料的基本知识。 （4课时） 

3.2常用电工工具的基本知识。 （4课时） 

（四）常用元器件的要求和内容 （10课时） 

4.1 电阻元件及其特性。 （2课时） 

4.2 电感元件及其特性。 （2课时） 

4.1 电容元件及其特性。 （2课时） 

4.1 二极管及其特性。 （2课时） 

4.1 三极管及其特性。 （2课时） 

（五）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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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触电基本知识。 （1课时） 

5.2安全用电措施。 （1课时） 

5.3触电急救常识。 （1课时） 

5.4电气消防常识。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应用机电基础》 （第 1版），万军红，郁斌强等编著， 北航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工学》（第 7版）上册，秦曾煌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2.《电工学》（第 7版）下册，秦曾煌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练习 20%、考勤和作业 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路基本

定理的应用，电路基本分析方法的应用，简单交流电路的计算，半导体基础知识

及逻辑代数的简单求解、电工材料的应用、常用元器件的特点，安全用电常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万军红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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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

基本物理量，基本

定理和基本分析

方法，了解正弦交

流电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半

导体基础知识，

数制换算及简单

的逻辑运算 

目标 3：学习并

熟悉电工材料及

常用电工工具 

目标 4:学习并

熟悉常用元器

件 

目标 5：学习并

熟悉安全用电

知识 

1.1电工电子基本概念。 √     

1.2电路基本定律 √     

1.3电路基本分析方法 √     

1.4正弦交流电的基本知识 √     

2.1半导体基础知识  √    

2.2数字电子基础  √    

3.1电工材料   √   

3.2电工工具   √   

4.1电阻    √  

4.2电感    √  

4.3电容    √  

4.4二极管    √  

4.5三极管    √  

5.1触电基本知识     √ 

5.2安全用电措施     √ 

5.3 触电急救常识     √ 

5.4 电气消防常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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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与现场总线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24A1        英文名称：DCS and Field Bu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编程

序控制器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业控制网络中的集散控制系统（DCS）的基本发展及其体系结

构、组成和分类，性能参数指标，设计步骤及应用。 

目标 2：了解现场总线的技术概貌，掌握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基本特点、系

统组成与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 PROFIBUS 现场总线及其控制网络的结构、相应软件与应用,熟

悉 PROFIBUS现场总线的设计与应用。 

目标 4：掌握基金会现场总线、LonWorks现场总线、CAN总线以及 Interbus

总线的性能特点和技术规范。熟悉 CAN现场总线系统的设计及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DCS与现场总线技术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DCS 与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发展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研究对象。（2课时） 

1.2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与 DCS的比较，现场总线技术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2课时） 

（二）现场总线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了解总线的基本概念与操作。 （2课时） 

2.2熟悉通信系统的基本结构，网络结构及传输介质。 （4课时） 

2.3熟悉通信系统的协议模型。 （4课时） 

（三）PROFIBU控制网络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 PROFIBUS控制系统的结构和组成，执行器的种类和选择，控制器的选择。

  （2课时） 

3.2 PROFIBUS 的通信模型和协议类型，PROFIBUS 的数据传输和拓扑结构，

PROFIBUS的总线存取控制机制。 （4课时） 

3.3了解 PROFIBUS—DP技术、PROFIBUS—PA技术、PROFIBUS—FMS技术，掌



 

38 

握 PROFIBUS的应用。 （2课时） 

3.4 了解 SIMATIC S7 的系统基础，熟悉 SIMATIC S7 系统，掌握 SIEP7 的功

能和使用方法，用 SIEP7开发应用软件。 （2课时） 

3.5熟悉 WinCC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了解其他几种监控组态软件。（1课时） 

3.6 了解基于 PC 的自动化系统，WinAC 软件的使用方法，其他几种基于 PC

的控制软件。 （1课时） 

3.7 PROFIBUS总线的应用。 （4课时） 

（四）各类现场总线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4.1了解基金会现场总线的主要技术，FF通信模型，FF物理层，FF通信栈，

FF现场仪表的功能模块，FF网络管理与系统管理，FF设备描述，FF组态与运行。

  （2课时） 

4.2了解 LON总线的基本概念，了解 Lontalk 协议及其应用。 （2课时） 

4.3 熟悉 CAN 总线的性能特点，CAN 的技术规范，CAN 总线的节点组成和工

作原理，CAN总线的应用。 （6课时） 

4.4 了解 Interbus 现场总线概述，串行数据传输协议，Interbus 现场总线

传输方法的构成和原理。 （2课时） 

4.5 CAN总线的应用。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场总线技术》（第 2版），刘泽祥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场总线技术及其应用》，阳宪惠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0 

2. 《现场总线及其应用技术》，李正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2 

3. 《现场总线技术》，孙汉卿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01 

4. 《DCS 及现场总线技术》，肖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

及考勤作业等（10%）。 

5.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现场总线基本

概念、通信和网络基础知识、PROFIBUS、CAN 总线及各类总线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芳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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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工业控

制网络中的集散控

制系统（DCS）的基

本发展及其体系结

构、组成和分类，

性能参数指标，设

计步骤及应用 

目标 2：了解现场

总 线 的 技 术 概

貌，掌握现场总

线控制系统的基

本特点、系统组

成与工作原理 

目 标 3 ： 掌 握

PROFIBUS 现场总

线及其控制网络

的结构、相应软

件与应用 ,熟悉

PROFIBUS 现场总

线的设计与应用 

目标 4:掌握基

金会现场总线、

LonWorks 现场

总线、CAN总线

以及 Interbus

总线的性能特

点和技术规范。

熟悉 CAN 现场

总线系统的设

计及应用 

1.1DCS 与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基本情况 
√    

1.2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与 DCS

的比较与应用 
√    

2.1总线的基本概念与操作  √ √ √ 

2.2 通信系统的基本结构，网

络结构及传输介质 
 √   

2.3通信系统的协议模型  √   

3.1 PROFIBUS 控制系统的结

构和组成等 
√  √  

3.2 PROFIBUS 的通信模型和

协议类型等 
  √  

3.3PROFIBUS 的三个技术及其

应用 
  √  

3.4 SIMATIC S7系统   √  

3.5 5WinCC 的功能和使用方

法 
  √  

3.6基于 PC的自动化系统   √  

3.7PROFIBUS总线的应用 √ √ √  

4.1 基金会现场总线的主要技

术 
√   √ 

4.2 LON总线的主要技术 √   √ 

4.3 CAN总线技术及应用 √   √ 

4.4 Interbus 现场总线的主

要技术 
√   √ 

4.5 CAN总线的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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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27Q1     英文名称：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 DSP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芯片特点。 

目标 2：掌握 DSP的硬件结构特点和基本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 DSP 的软件指令系统及其编程方法，并能应用 C 语言进行程序

设计。 

目标 4：理解基于 DSP芯片的自动化系统的开发与设计过程，能熟练应用 DSP

开发工具 CCS进行程序开发和调试，设计简单的应用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 DSP的基本概念；DSP的特点、DSP发展现状及其应用；几种常见的 DSP

器件的结构、性能。 （1课时） 

1.2产品分类及主要应用方向。如何选择合适的 DSP芯片。 （1课时） 

（二）TMS320F28335芯片资源 （4课时） 

2.1 F28335的封装信息及内核主要特点 （2课时） 

2.2 F28335的引脚分布及其引脚功能。 （2课时） 

（三）F28335的时钟电路及系统控制 （4课时） 

3.1 F28335的时钟电路及外设时钟。 （2课时） 

3.2 看门狗电路及时钟单元相关寄存器。 （2课时） 

（四）F28335的存储器及其地址分配 （2课时） 

4.1 F28335存储空间的配置。 （1课时） 

4.2 F28335寻址相关指令。 （1课时） 

（五）F28335中断系统及应用 （4课时） 

5.1 F28335中断概述及中断源 （1课时） 

5.2 F28335的 3级中断机制 （1课时） 

5.3 F28335中断向量、中断操作及相关寄存器 （2课时） 

（六）通用数字量输入/输出 GPIO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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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GPIO工作原理 （1课时） 

6.2 GPIO寄存器及编程实例 （1课时） 

（七）增强型脉宽调制模块（ePWM） （4课时） 

7.1 PWM控制基本原理、结构及组成单元 （2课时） 

7.2时基模块 TB、计数比较模块、动作模块、死区产生模块、斩波模块 PC 

  （2课时） 

（八）ADC转换单元 （2课时） 

8.1 AD转换基本原理及转换模块 （1课时） 

8.2 ADC排序器及寄存器 （1课时） 

（九）实验内容 （8学时） 

9.1 基于 F28335 和 CCS3.3 的开发平台搭建实验 （2课时） 

9.2 外部数据存储器数据读写实验 （2课时） 

9.3 基于 CPU 定时器中断的流水灯实验 （2课时） 

9.4 软件置位启动 ADC 模块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TMS320F28335DSP 开发实战－模块精讲》，刘向宇，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TMS320F28335 DSP原理、开发及应用》，符晓、朱洪顺，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08 

2. 《DSP技术实践教程——TMS320F28335设计与实验》，姚晓通等编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4.12 

3. 《DSP 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教程--基于 TMS320F28335 & CCS5》，李全利等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1 

4. 《手把手教你学 DSP—基于 TMS320F28335》，张卿杰等编著，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2015.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课堂表现及考勤作

业等（20%）。 

7.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DSP 芯片的

选择、DSP 系统的时钟、存储器、中断、IO 口、ADC、PWM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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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 DSP

技术的发展过程及

其芯片特点。 

目标 2：掌握 DSP

的硬件结构特点

和 基 本 工 作 原

理。 

目标 3：掌握 DSP

的软件指令系统

及其编程方法，

并能应用 C 语言

进行程序设计。 

目标 4:理解基

于 DSP 芯片的

自动化系统的

开发与设计过

程，能熟练应用

DSP 开发工具

CCS进行程序开

发和调试，设计

简单的应用系

统。 

1.1 DSP 的基本概念；DSP 的

特点、DSP发展现状及其应用；

几种常见的 DSP器件的结构、

性能 

√ √   

1.2 产品分类及主要应用方

向。如何选择合适的 DSP芯片 
√    

2.1 F28335 的封装信息及内

核主要特点 
√ √  √ 

2.2 F28335 的引脚分布及其

引脚功能。 
√ √  √ 

3.1 F28335 的时钟电路及外

设时钟 
 √  √ 

3.2 看门狗电路及时钟单元

相关寄存器 
 √ √ √ 

4.1 F28335存储空间的配置  √ √  

4.2 F28335寻址相关指令 √    

5.1 F28335 中断概述及中断

源 
√    

5.2 F28335的 3级中断机制  √ √  

5.3  F28335 中断向量、中断

操作及相关寄存器 
 √ √  

6.1 GPIO工作原理  √  √ 

6.2 GPIO寄存器及编程实例。   √  

7.1 PWM控制基本原理 √   √ 

7.2 F28335 PWM结构及组成单

元 
 √ √  

8.1AD 转换基本原理及转换模

块 
√ √   

8.2 ADC排序器及寄存器  √ √ √ 

9.1 基于 F28335和 CCS3.3的

开发平台搭建实验 
 √ √ √ 

9.2 外部数据存储器数据读

写实验 
 √ √ √ 

9.3 基于CPU定时器中断的流

水灯实验 
 √ √ √ 

9.4 软件置位启动ADC模块实

验 
 √ √ √ 



 

43 

 

《项目设计与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28A1        英文名称：Project Design and Research  

学分/学时：2/60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现

代控制理论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为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课程综合前面学习到的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EDA技术、单片机技术、传感器与检测电路、DSP技术等，

并将这些技术用于实际电气项目系统设计中，同时通过本门课程的综合培训，为

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作好充分准备，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

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目标 1：掌握电气项目系统设计中传感器的选型方法、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目标 2：掌握最新模拟信号产生电路的原理和实现方法；集成运放、测量放

大器、采样保持器、有源滤波器、频率解码电路等模拟信号的常用模拟信号变换

单元。 

目标 3：掌握电路设计的一些设计思想与原理，同时掌握可靠性设计原则 

目标 4：掌握单片机应用的数据采集通道与接口、输出通道与接口，同时引

入基于 C语言的 DSP技术软件系统开发和基于 CPLD/FPGA的数字系统开发。 

目标 5：掌握电气项目系统设计的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怎样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 （2课时） 

1.1、成为合格工程师的基本知识，怎样算是一个好的工程师 （1课时） 

1.2、如何去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针对工程师的一些职业建议 （1课时） 

（二）电气项目系统设计中传感器 （6课时） 

2.1、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要求       （2课时） 

2.2、模拟传感信号的常用处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2课时） 

2.3、数字传感信号的常用处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2课时） 

（三）最新模拟信号产生电路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6课时） 

3.1、集成运放、测量放大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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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采样保持器、有源滤波器                （2课时） 

3.3、频率解码电路、锁相环电路               （2课时） 

（四）电路设计的一些设计思想与原则 （12课时） 

4.1 、电子产品的开发过程               （4课时） 

4.2 、电子电路的设计流程与注意事项          （4课时） 

4.3 、可靠性设计（EMC、EMI、PCB布局与接地等） （4课时） 

（五）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 （18课时） 

5.1、电路控制方式全析                        （2课时） 

5.2、嵌入式系统详解                       （4课时） 

5.3、基于 C语言的 DSP技术软件系统开发        （6课时） 

5.4、基于 CPLD/FPGA的数字系统开发             （6课时） 

（六）电气项目系统设计的调试方法 （6课时） 

6.1、电路调试工具（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等）  （2课时） 

6.2、调试方法（调试的步骤与一些注意事项）    （2课时） 

6.3、维修方法（维修的一些简单方法与维修原则）   （2课时） 

（七）电子系统设计举例 （10课时） 

7.1 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为例，系统的培训学生的总体电子系

统设计能力。 （10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第 3版）  贾立新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华为硬件工程师手册》  百度文库 

2. 《华为软件设计规范》    百度文库 

3. 《电子产品开发设计与实践教程》  解相吾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11 

4. 《系统架构：复杂系统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美）爱德华·克劳利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2 

5. 《系统分析与设计：敏捷迭代方法》（原书第 6 版）[美]约翰 W. 萨茨辛

格，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7.01 

6. 《创客空间搭建指南 工具 设备与制作实例》 [美]Adam Kemp 主编 人民

邮电出版社出版,2016.03 

7. 《DSP 技术实践教程——TMS320F28335 设计与实验》姚晓通等编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12  

8. 《嵌入式应用项目设计与开发典型案例详解》，熊茂华等主编，清华大学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Adam&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Kemp&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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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2.09 

9. 《CPLD/FPGA 应用项目教程》张智慧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5.08 

10. 《Altium Designer 实战攻略与高速 PCB 设计》 黄杰勇等编著，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5.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8.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课堂讨论（10%）+

考勤作业等（10%）。 

9.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项目设计报告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

拓扑设计、元器件选型设计、原理图及 PCB 设计、抗干扰设计、程序模块设计、

仿真设计报告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海燕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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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气

项目系统设计中

传感器的选型方

法、工作原理及使

用方法。  

目标 2：掌握最

新模拟信号产生

电路的原理和实

现方法 

目标 3：掌握电

路设计的一些设

计思想与原理，

同时掌握可靠性

设计原则 

目标 4:掌握单

片机应用的数

据采集通道与

接口、输出通

道与接口，同

时引入基于 C

语言的 DSP 技

术软件系统开

发 和 基 于

CPLD/FPGA 的

数字系统开发 

目标 5：掌握电

气项目系统设

计 的 调 试 方

法。 

1.1 成为合格工程师的基本

知识，怎样算是一个好的工

程师 

√ √ √ √ √ 

1.2 如何去做一名优秀的工

程师，针对工程师的一些职

业建议 

√ √ √ √ √ 

2.1 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要

求 
√   √ √ 

2.2 模拟传感信号的常用处

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     

2.3 数字传感信号的常用处

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     

3.1集成运放、测量放大器   √    

3.2 采样保持器、有源滤波

器    
 √    

3.3 频率解码电路、锁相环

电路 
 √  √ √ 

4.1电子产品的开发过程  √ √ √ √ √ 

4.2 电子电路的设计流程与

注意事项   
√ √ √ √ √ 

4.3可靠性设计（EMC、EMI、

PCB布局与接地等）  
√ √ √ √ √ 

5.1电路控制方式全析    √ √ √ 

5.2嵌入式系统详解    √ √ 

5.3 基于 C 语言的 DSP 技术

软件系统开发 
     

5.4 基于 CPLD/FPGA 的数字

系统开发  
   √ √ 

6.1电路调试工具（万用表、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

等） 

  √ √ √ 

6.2 调试方法（调试的步骤

与一些注意事项）  
     

6.3 维修方法（维修的一些

简单方法与维修原则） 
  √ √ √ 

7.1 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的题目为例，系统的培

训学生的总体电子系统设计

能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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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37P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Contro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控制系统仿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智能控制产生的背景、起源与发展，掌握智能控制的定义、特

点和研究工具。 

目标 2：掌握现有主要智能控制系统的作用原理、类型结构、控制特性。这

些系统包括专家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神经网络控制系统、进化类算法等。 

目标 3：了解模糊控制系统、神经网络控制、进化类算法的设计要求和 Matlab

仿真。 

目标 4：了解智能控制系统研究和应用领域，把握智能控制的发展方向及相

关技术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智能控制的相关概念 （2课时） 

1.1智能控制的发展过程和几个重要分支 （1课时） 

1.2智能控制的特点、研究工具及应用 （1课时） 

（二）专家控制系统的概念、原理及应用 （4课时） 

2.1专家控制系统的构成和建立 （1课时） 

2.2专家控制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及特点 （1课时） 

2.3 专家 PID控制原理 （2课时） 

（三）模糊控制概念、原理及应用 （10课时） 

3.1模糊控制的理论基础，包括模糊集合、隶属函数、模糊关系及其运算，

模糊推理等 （4课时） 

3.2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和组成、模糊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模糊控制系统分

类 （3课时） 

3.3模糊控制器的设计及其 Matlab仿真 （2课时） 

3.4 模糊控制的发展现状、方向和面临的问题 （1课时） 

（四）神经网络控制概念、原理及应用 （8课时） 

4.1 神经网络理论基础，包括神经网络发展历程、原理、分类、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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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等  （4课时） 

4.2典型神经网络 BP的结构、算法及实例 （2课时） 

4.3 神经网络控制的结构、控制算法 （3课时） 

（五）智能算法及其应用 （6课时） 

5.1遗传算法的起源、原理、特点、算法设计 （2课时） 

5.2 基于遗传算法的应用，如 TSP问题优化仿真 （2课时） 

5.3 其他智能算法概念、原理（学生自行学习，分组报告）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智能控制》（第 4版），刘金琨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控制理论与技术》（第二版），孙增圻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2 

2. 《智能控制》，李士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3. 《智能控制导论》（第二版），蔡自兴等编著，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11 

4. 《智能控制原理与应用》，蔡自兴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1 

5. 《Intelligent Control: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Zi-xing Cai 等

编著，World Scientific，2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0.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平时测验及报告（40%），

考勤等（10%）。 

11.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智能控制的定

义、原理及特点；专家系统的原理和应用；模糊集合运算、模糊逻辑推理；神经

网络结构与算法、BP 神经网络控制；遗传算法的原理及相应算子的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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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智能控

制产生的背景、起源

与发展，掌握智能控

制的定义、特点和研

究工具。 

目标 2：掌握现有主

要智能控制系统的

作用原理、类型结

构、控制特性。这

些系统包括专家控

制系统、模糊控制

系统、神经网络控

制系统、进化类算

法等。 

目标 3：了解模糊控

制系统、神经网络

控制、进化类算法

的 设 计 要 求 和

Matlab仿真。 

目标 4:了解智能

控制系统研究和

应用领域，把握

智能控制的发展

方向及相关技术

问题。 

1.1 智能控制的发展过程和几个

重要分支 
√    

1.2 智能控制的特点、研究工具

及应用 
√   √ 

2.1专家控制系统的构成和建立  √   

2.2 专家控制的基本原理、关键

技术及特点 
 √   

2.3 专家 PID控制原理  √   

3.1 模糊控制的理论基础，包括

模糊集合、隶属函数、模糊关系

及其运算，模糊推理等 

 √   

3.2 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和组成、

模糊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模糊

控制系统分类 

 √   

3.3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及其

Matlab仿真 
 √       √  

3.4 模糊控制的发展现状、方向

和面临的问题 
√   √ 

4.1 神经网络理论基础，包括神

经网络发展历程、原理、分类、

学习算法、特征等 

√ √  √ 

4.2典型神经网络 BP的结构、算

法及实例 
 √ √  

4.3 神经网络控制的结构、控制

算法 
 √       √  

5.1 遗传算法的起源、原理、特

点、算法设计 
√ √   

5.2 基于遗传算法的应用，如 TSP

问题优化仿真 
        √ √ 

5.3 其他智能算法概念、原理（学

生自行学习，分组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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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38Q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Automatio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电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基本

的控制方法、应用范畴。 

目标 2：了解自动化专业培养目标、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专业的教学安排、

学习原理和方法。 

目标 3：了解自动化领域的工程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目标 4： 了解自动化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

源消耗的因素。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 （2课时） 

首先引入控制和自动化的概念，然后介绍我国古代自动装置，最后阐述控制

和自动化技术发展简史 

（二）专业培养目标、人才素质要求、学习原理及学习方法 （2课时） 

（三）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 （2课时） 

讨论恒值自动调节系统、程序自动控制系统、随动系统（伺服系统）、自动

控制系统的组成、自动化仪表、控制器控制和计算机控制、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控

制等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其特点. 

（四）控制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范畴 （2课时） 

分别介绍控制与自动化技术在机械制造自动化、过程工业自动化、电力系统

自动化、飞行器控制、智能建筑、智能交通系统、生物控制、生态与环境控制、

社会经济控制、大系统控制与系统工程等领域中的应用，重点讨论机械制造、过

程控制、电力自动化等领域的自动化技术。 

（五）专家报告（8） 

通过来自自动化领域各岗位的专家报告，了解自动化领域的工程技术发展现

状与趋势以及自动化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源

消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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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化（专业）概论》，万百五，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自动化概论》，汪晋宽等，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自动化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内容、地位与体系》，戴先中，高等教育出版社 

3.《自动化技术》，冯纯伯，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4.《人类手、脚、脑的延伸—自动化新技术》，丁飚，科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2.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出勤及课堂讨论（20%）、专家报告总

结（40%） 

13.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课程报告形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高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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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自动化

的概念和发展简史、

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

和组成、基本的控制

方法、应用范畴。 

目标 2：了解自动化

专业培养目标、专

业人才的素质要

求、专业的教学安

排、学习原理和方

法。 

目标 3：了解自动化

领域的工程技术发

展现状与趋势 

目标 4:了解自动

化产品及工程项

目运行时对人文

和自然环境的影

响以及能源消耗

的因素。 

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 √    

专业培养目标、人才素质要求、

学习原理及学习方法 
 √   

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 √    

控制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范畴    √ 

专家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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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40C1        英文名称：Automation Control Theor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 现代控制理论、过程控制工程、智能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控制的基本方式。弄清楚对于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系统

的组成。 

目标 2：掌握建立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数学模型：微分方程和传递函数；能

够求解一个自控系统的传递函数；掌握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的方框图、信号流图

表示方法。 

目标 3：了解常见的典型输入信号；理解一阶系统的过渡过程；掌握二阶系

统的过渡过程；掌握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方法；掌握控制系统稳态误差的计算

方法。 

目标 4：了解频率特性的表示方法：幅相曲线和波特图，并能够绘制一个典

型环节的频率特性。掌握系统开环传递函数的波特图；掌握利用奈氏判据分析系

统的稳定性；利用波特图来分析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目标 5：掌握串联校正的综合过程；了解 PID 调节器的校正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控制系统介绍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2课时） 

1.1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2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系统的组成。 （1课时） 

（二）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控制系统的微分方程及线性化方程。 （0.5课时） 

2.2拉氏变换及反变换。 （1.5课时） 

2.3传递函数的定义和性质；传递函数的零极点；基本环节的传递函数。 

  （2课时） 

2.4控制系统的方框图及其简化。 （3课时） 

2.5控制系统的信号流图及梅逊增益公式。 （3课时） 

（三）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系统时间响应的性能指标。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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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1课时） 

3.3二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2课时） 

3.4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及其代数稳定判据。 （3课时） 

3.5 线性系统误差分析与计算。 （3课时） 

（四）控制系统的频域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 （1课时） 

4.2开环系统的典型环节分解和开环频率特性曲线的绘制。 （4课时） 

4.3闭环频率特性。 （1课时） 

4.4时域指标与频域指标的关系。 （1课时） 

4.5频域稳定性判据。 （3课时） 

4.6频域的相对稳定性。 （2课时） 

（五）控制系统的综合与校正 

  （6学时） 

5.1控制系统的校正概述。 （1学时） 

5.2串联校正装置的形式及其特性。 （2学时） 

5.3 用频率特性法确定串联校正装置。 （2学时） 

5.4 PID调节器的校正。 （1学时） 

（六）课程实验内容与基本要求 （8学时） 

6.1 典型环节及其阶跃响应实验。 （2学时） 

6.2 二阶系统阶跃响应实验。 （2学时） 

6.3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实验。 （2学时） 

6.4 Simulink在控制中的应用实验。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控制工程基础》（第 3版），孔祥东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控制工程基础》 董景新、赵长德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1 

2. 《控制工程基础》 谭跃刚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8 

3. 《现代控制工程基础》（第 2 版），刘春生，吴庆宪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7.8 

4. 《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6 

5. 《自动控制原理》，王建辉，顾树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6 

6. 《自动控制原理》，胥布工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1 

7. 《自动控制原理》，孟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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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实验、课堂讨论及测验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控制系统的工作

原理、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方框图及简化、信号流图、二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稳定性分析、系统误差分析与计算、开环频率特性曲线的绘制、频域稳定性判据、

串联校正装置的形式及其特性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向锋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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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控制

的基本方

式。弄清

楚对于自

动控制系

统的基本

要求和系

统的组成 

目标 2：掌握建

立系统中各组成

部分的数学模

型：微分方程和

传递函数；能够

求解一个自控系

统的传递函数；

掌握分析和设计

控制系统的方框

图、信号流图表

示方法 

目标 3：了解常

见的典型输入信

号；理解一阶系

统的过渡过程；

掌握二阶系统的

过渡过程；掌握

控制系统的稳定

性分析方法；掌

握控制系统稳态

误差的计算方法 

目标 4：了解频

率特性的表示

方法：幅相曲

线和波特图。

掌握系统开环

传递函数的波

特图；掌握稳

定 性 分 析 方

法；会分析系

统的相对稳定

性 

目标 5：掌握串

联校正的综合

过程；了解 PID

调节器的校正

方法 

1.1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 √     

1.2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系统

的组成 
√     

2.1控制系统的微分方程及线性化方

程 
 √    

2.2拉氏变换及反变换  √    

2.3传递函数的定义和性质；传递函

数的零极点；基本环节的传递函数 
 √   √ 

2.4控制系统的方框图及其简化  √    

2.5控制系统的信号流图及梅逊增益

公式 
 √    

3.1系统时间响应的性能指标   √   

3.2一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   

3.3二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   

3.4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及其代数

稳定判据 
  √   

3.5 线性系统误差分析与计算   √   

4.1频率特性的基本概念    √  

4.2开环系统的典型环节分解和开环

频率特性曲线的绘制 
   √ √ 

4.3闭环频率特性    √  

4.4时域指标与频域指标的关系    √  

4.5频域稳定性判据    √ √ 

4.6频域的相对稳定性    √ √ 

5.1控制系统的校正概述     √ 

5.2串联校正装置的形式及其特性     √ 

5.3 用频率特性法确定串联校正装

置 
    √ 

5.4 PID调节器的校正     √ 

6.1 典型环节及其阶跃响应实验  √   √ 

6.2 二阶系统阶跃响应实验  √   √ 

6.3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实验  √    

6.4 Simulink在控制中的应用实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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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40D1        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Automatic Control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自动化类、电气类、测控类、新能源类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积分变换，复变函数，大学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现代控制理论、DCS 与现场总线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过程控制等

控制类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理解负反馈的概念，了解控制系统的组

成，能够运用微分方程、复变函数、电路原理和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抽

象、归纳典型复杂工程问题的本质，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能够掌握线性系统的传递函数模型及典型环节的建模方法。能够运

用时域分析法、根轨迹法和频域分析法分析线性连续控制系统。能够计算控制系

统时、频域性能指标、判断系统的稳定性，并能对控制系统进行分析、设计与校

正。 

目标 3：能够通过课程实验，初步掌握控制系统数学模拟的方法、系统时域

特性的测量方法、调整系统参数的方法，能分析实验结果，验证或拟合模型参数，

获取有效结论，培养学生结合理论学习进行实际工程问题分析与实践能力。 

目标 4：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分析、设计与验证，学会使用 MATLAB等现代信息

技术工具和仿真软件，正确求解或验证控制系统的参数设计与优化问题。培养学

生正确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 

目标 5：具有一定交流能力，能够就实际自动控制问题和班级同学与老师进

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报告撰写、文稿设计、发言陈述、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二、课程内容 

理论教学内容  （52课时） 

（一）自动控制的一般概念  （2课时） 

1.1 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与方式，理解自动控制的基本含义和负反馈概念。 

  （0.5课时） 

1.2自动控制系统示例，了解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和类型。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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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自动控制系统的分类，掌握控制系统原理框图的绘制。 （0.5课时） 

1.4 对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了解自动控制系统的三大特性，稳、准、

快。  （0.5课时） 

（二）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 （10课时） 

2.1 控制系统时域数学模型，掌握微分方程，对系统的讨论从定性到定量，

建立起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数学模型，并对非线性的系统进行线性化有一定的了

解。  （2课时） 

2.2 控制系统复数域数学模型，掌握自控原理中定量数学模型的复数域传递

函数的建立，掌握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的方框图表示方法。 （3课时） 

2.3 控制系统结构图和信号流图，掌握系统动态结构图、信号流图并求出系

统的传递函数。 （3课时） 

2.4数学模型实验测定法。 （2课时） 

（三）线性系统的时域分析法 （12课时） 

3.1 系统时间响应的性能指标，了解对于线性定常连续系统在时域上分析的

一般过程，了解典型输入信号的拉氏变换，理解系统闭环极点与其性能指标间的

关系。  （2课时） 

3.2 一阶系统的时域分析，掌握一阶系统的时域分析方法，学会计算一阶系

统的时域性能指标。 （2课时） 

3.3 二阶系统的时域分析，掌握二阶系统的过渡过程和时域分析方法，学会

计算二阶系统的四大时域性能指标。 （2课时） 

3.4 高阶系统的时域分析，掌握高阶系统的时域分析方法，学会高阶系统主

导极点的分析方法。 （2课时） 

3.5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了解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掌握稳定的代数

判据方法。 （2课时） 

3.6 控制系统的稳态误差计算，了解无差度的概念，掌握稳态误差计算的定

义公式方法和参数计算方法，掌握消除和减少稳态误差的办法以及了解用复合控

制怎样可以减少系统的稳态误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的原理。 （2课时） 

（四）线性系统的根轨迹法 （8课时） 

4.1 根轨迹的基本概念，理解控制系统根轨迹的概念，了解一般解析画法过

程。  （2课时） 

4.2 根轨迹绘制的基本法则，用根轨迹法分析控制系统的思路，掌握绘制根

轨迹的基本规则，并利用基本规则概要画出给定系统的根轨迹。并在此基础上用

根轨迹法来分析系统的稳定性，动态性能的好坏和闭环主导极点在 S平面上分布

的关系。并掌握最小相位系统的参数根轨迹的画法。最后给出闭环极点，零点分

布和控制系统性能指标之间的关系。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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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广义根轨迹，了解广义根轨迹绘制方法。 （1课时） 

4.4系统性能的分析，能够利用根轨迹进行控制系统分析，应用 Matlab中根

轨迹工具箱对系统进行性能分析。 （2课时） 

（五）线性系统的频域分析法 （12课时） 

5.1频率特性，理解频率特性的概念。 （2课时） 

5.2 典型环节和开环系统频率特性，了解频率特性的表示方法幅相曲线和波

特图，并学会画一个典型环节的频率特性（幅相曲线和波特图），掌握线性系统

频率特性绘制方法 （3课时） 

5.3 频率域稳定判据，掌握系统开环传递函数的幅相曲线和波特图，并在此

基础上利用系统的幅相曲线和波特图来分析系统的稳定性──奈氏判据，用幅数

曲线和波特图来分析系统的动态性能──控制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并判断稳定性。

 （3课时） 

5.4稳定裕度，了解稳定裕度的定义，并学会计算稳定裕度。 （2课时） 

5.5闭环系统的频率性能指标，能够学会对控制系统进行频域设计。 

  （2课时） 

（六）线性系统的校正方法 （8课时） 

6.1 系统的设计与校正问题，了解系统为什么需要校正，采用校正方式和方

法的分类，掌握系统校正的概念。 （2课时） 

6.2 常用校正装置及其特性，结合前面第三章、四章、五章对系统的分析的

情况来分析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规律，了解常用校正装置及其特性。 （2课时） 

6.3 串联校正、反馈校正，掌握串联校正中的超前校正的综合过程，滞后校

正的综合过程以及滞后──超前校正的综合过程，以及按系统的期望频率特性进

行校正的综合过程，采用反馈校正参数的确定。 （2课时） 

6.4控制系统的校正设计，Simulink在控制系统综合与校正的应用。 

  （2课时） 

实验教学内容 （8课时） 

实验一 Matlab基础 及 SIMULINK在控制中的应用 

实验二 典型环节及其阶跃响应 

实验三 典型二阶系统及其动态性能分析 

实验四 控制系统稳定性分析 

习题、机动内容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控制原理》（第六版），胡寿松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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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控制原理》（第 2版），吴麒王，诗宓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 《线性控制系统工程》《Linear Control Systems Engineering》，Morris 

Driels,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3. 《自动控制原理》（第 2版），李友善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4. 《自动控制原理》，刘小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15%）、平时测验（15%）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传递函数的化

简和 Manson 增益公式求解，一阶二阶系统的时域性能指标的求解以及稳定性分

析，根轨迹的画法，系统的频域分析计算以及稳定性分析，校正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周琴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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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自动控制的基

本原理，理解

负 反 馈 的 概

念，了解控制

系统的组成，

能够运用微分

方程、复变函

数、电路原理

和物理化学等

自然科学基础

知识抽象、归

纳典型复杂工

程 问 题 的 本

质，并理解其

局限性。 

目标 2：能够掌

握线性系统的传

递函数模型及典

型环节的建模方

法。能够运用时

域分析法、根轨

迹法和频域分析

法分析线性连续

控制系统。能够

计算控制系统

时、频域性能指

标、判断系统的

稳定性，并能对

控制系统进行分

析、设计与校正。 

目标 3：能够通

过课程实验，初

步掌握控制系统

数学模拟的方

法、系统时域特

性的测量方法、

调整系统参数的

方法，能分析实

验结果，验证或

拟合模型参数，

获取有效结论，

培养学生结合理

论学习进行实际

工程问题分析与

实践能力。 

目标 4：通过自

动控制系统分

析、设计与验

证，学会使用

MATLAB等现代

信息技术工具

和仿真软件，

正确求解或验

证控制系统的

参数设计与优

化问题。培养

学生正确思维

和严谨的科学

态度，培养学

生追求创新的

态度和意识。 

目标 5：具有一

定交流能力，

能够就实际自

动控制问题和

班级同学与老

师进行有效沟

通和交流，包

括报告撰写、

文稿设计、发

言陈述、清晰

表达或回应指

令。 

1.1 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与方

式 
√     

1.2自动控制系统示例   √   

1.3自动控制系统的分类 √     

1.4 对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

求 
√     

2.1控制系统时域数学模型  √    

2.2控制系统复数域数学模型  √    

2.3 控制系统结构图和信号流

图 
 √    

2.4数学模型实验测定法   √   

3.1系统时间响应的性能指标 √     

3.2一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    

3.3二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    

3.4高阶系统的时域分析  √    

3.5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    

3.6 控制系统的稳态误差计算   √   

4.1根轨迹的基本概念 √     

4.2根轨迹绘制的基本法则 √     

4.3广义根轨迹  √    

4.4系统性能的分析    √  

5.1频率特性 √     

5.2 典型环节和开环系统频率

特性 
 √    

5.3频率域稳定判据  √    

5.4稳定裕度  √ √   

5.5闭环系统的频率性能指标   √   

6.1系统的设计与校正问题     √ 

6.2常用校正装置及其特性  √    

6.3串联校正、反馈校正   √   

6.4控制系统的校正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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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43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PLC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测控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电气控

制基本知识，西门子 S7-200PLC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系统配置、指令系统及

STEP7 编程软件。对照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统，学习 PLC 控制系统梯形图设

计、STL 语句表及功能方块图设计方法等。通过理论及实验教学，学生能根据控

制系统的功能要求，采用顺序控制和结构化编程方法编写 PLC梯形图程序，并完

成调试。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熟悉继电器-接触器

控制系统基本知识，掌握电动机的起、保、停和电动机正、反转等基本电气控制

电路。 

课程目标 2、了解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构成及工作原理，熟悉西门子 S7-200 

PLC的系统配置、指令系统及 STEP7编程软件。 

课程目标 3、掌握 S7-200 PLC程序的设计方法，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要求编

写 PLC 梯形图程序，掌握顺序控制和结构化编程方法，了解 S7-200 系列 PLC 的

通信与网络。 

课程目标 4、掌握 S7-200 PLC实验项目设计及调试方法。通过本课程所包含

的实验项目教学理解和掌握 S7-200PLC硬件、输入输出分配表等的功能和设计方

法；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要求采用顺序设计 PLC程序并完成调试运行，实验完成

后需按规范撰写实验报告并进行分析总结。 

二、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40学时） 

1、常用低压电器 （4学时） 

1.1低压电器的基本知识；1.2电磁式接触器； （1学时） 

1.3电磁式继电器；1.4时间继电器；1.5热继电器； （1学时） 

1.6熔断器；1.7低压断路器；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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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令电器；1.9 速度继电器与干簧继电器；1.10 低压电器产品型号；

 （1学时） 

2、常用电气控制电路分析与设计（5学时） 

2.1电气控制系统图；2.2电气控制电路基本控制规律； （1学时） 

2.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2.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控制； 

  （2学时） 

2.5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控制；2.6电气控制系统常用的保护环节； 

  （1学时） 

2.7电气控制电路分析；2.8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方法； （1学时） 

讨论  （1学时） 

3、可编程序控制器基础 （3学时） 

3.1 可编程控制器概述；3.2可编程控制器的硬件基础； （1学时） 

3.3可编程控制器的软件基础； （1学时） 

3.4 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3.5 可编程控制系统与微机及继电器控制系

统的区别； （1学时） 

4、S7-200系列 PLC的系统配置与编程基础 （3学时） 

4.1S7-200系列 PLC的系统配置与编程基础； （1学时） 

4.2S7-200系列 PLC的功能模块； （1学时） 

4.3S7-200系列 PLC的编程基础； （1学时） 

5、S7-200系列 PLC的基本指令 （12学时） 

5.1常用指令及其应用； 

  （6学时） 

5.2定时器与计数器指令及其应用； （2学时） 

5.3数据运算指令及其应用； （4学时） 

6、S7-200系列 PLC的功能指令 

  （6学时） 

6.1数据处理指令及其应用； （4学时） 

6.2程序控制指令及其应用； （1学时） 

6.3顺序控制指令及其应用； （2学时） 

6.4特殊功能指令及其应用； （1学时） 

7、S7-200系列 PLC的通信与网络 （3学时） 

7.1通信及网络基础；7.2S7-200系列 PLC的通信部件； （1学时） 

7.3S7-200系列 PLC的通信网络；7.4S7-200 系列 PLC的通信协议； 

  （2学时） 

机动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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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8学时） 

实验一 STEP7-Micro/WIN编程软件使用  （2学时） 

1、熟悉 PLC实验装置，S7-300系列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方法； 

2、通过实验熟悉 STEP7 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硬件组态和参数设置、

符号表和逻辑块的生成、STEP7与 PLC的在线连接和在线操作。 

实验二  与或非逻辑功能和定时器功能实验 （2学时） 

1、掌握位逻辑功能的编程方法； 

2、熟练运用 PLC的基本指令，编制满足控制要求的程序，并进行模拟调试。 

实验三 定时器、计数器、比较功能实验 （2学时） 

1、掌握定时器的正确编程方法，并学会定时器的应用，用编程软件对可编

程控制器的定时器运行进行监控； 

2、掌握计数器的正确编程方法，并学会计数器的应用，用编程软件对可编

程控制器的计数器运行进行监控；  

实验四 装配流水线的模拟控制  （2学时） 

1、熟悉功能指令的编程方法； 

2、掌握用起、保、停方法或置位、复位方法进行顺序控制的编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与 PLC控制技术及应用》张晓峰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黄永红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电气控制与 PLC》 孙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3.《电器与 PLC 控制技术》（第二版）张万忠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

及考勤作业等（1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

握程度，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

型主要有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分析编程题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崔雪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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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常用低

压电器的基本结构及

工作原理，熟悉继电

器-接触器控制系统

基本知识，掌握电动

机的起、保、停和电

动机正、反转等基本

电气控制电路。  

目标 2：了解可编程

控制器的基本构成

及工作原理，熟悉

西门子 S7-200 PLC

的系统配置、指令

系统及 STEP7 编程

软件。 

目标 3：掌握 S7-200 

PLC 程序的设计方

法，根据控制系统

的功能要求编写

PLC梯形图程序，掌

握顺序控制和结构

化编程方法，了解

S7-200系列 PLC 的

通信与网络。 

目 标 4: 掌 握

S7-200 PLC 实验

项目设计及调试

方法。通过本课

程所包含的实验

项目教学理解和

掌握 S7-200PLC

硬件、输入输出

分配表、变量表

等的功能和设计

方法；根据控制

系统的功能要求

采 用 顺 序 设 计

PLC 程序并完成

调试运行，实验

完成后需按规范

撰写实验报告并

进行分析总结。 

1.1低压电器的基本知识；1.2电

磁式接触器； 
√    

1.3电磁式继电器；1.4时间继电

器；1.5热继电器； 
√    

1.6熔断器；1.7低压断路器； √    

1.8主令电器；1.9速度继电器与

干簧继电器；1.10低压电器产品

型号； 

√    

2.1电气控制系统图；2.2电气控

制电路基本控制规律； 
√    

2.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

2.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控制； 
√    

2.5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控制；

2.6 电气控制系统常用的保护环

节； 

√    

2.7电气控制电路分析；2.8电气

控制线路的设计方法； 
√    

3.1 可编程控制器概述；3.2 可

编程控制器的硬件基础； 
 √   

3.3可编程控制器的软件基础；  √   

3.4 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3.5 可编程控制系统与微机及继

电器控制系统的区别； 

 √   

4.1S7-200 系列 PLC 的系统配置

与编程基础； 
 √   

4.2S7-200系列 PLC的功能模块；  √   

4.3S7-200系列 PLC的编程基础；  √   

5.1常用指令及其应用；  √   

5.2 定时器与计数器指令及其应

用； 
 √ √  

5.3数据运算指令及其应用；  √ √  

6.1数据处理指令及其应用；   √ √  

6.2程序控制指令及其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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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顺序控制指令及其应用；；  √ √  

6.4特殊功能指令及其应用  √ √  

7.1通信及网络基础；    √  

7.2S7-200系列 PLC的通信部件；   √  

7.3S7-200系列 PLC的通信网络；   √  

7.4S7-200系列 PLC的通信协议；   √  

实验一 STEP7-Micro/WIN 编程软

件使用 
   √ 

实验二  与或非逻辑功能和定时

器功能实验 
   √ 

实验三 定时器、计数器、比较功

能实验 
   √ 

实验四 装配流水线的模拟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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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49C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Electrical Machines and Drive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路 

后续课程：自动化系统维护与调试，风电场电气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用变压器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基本

运行特性。 

目标 2：掌握异步电动机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电机

组成拖动系统后的起动、调速与制动方法与特性。 

目标 3：掌握同步电动机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基本

运行特性。 

目标 4：掌握直流电动机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电机

组成拖动系统后的起动、调速与制动方法与特性。 

目标 5：能进行有关电机参数及特性的实验测定，掌握其运行的基本操作方

法，掌握常用测试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能进行简单的运行故障判断与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变压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变压器的的用途和种类，1.2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1.3 变压器的基本结构，

1.4 变压器的型号和额定值 （2课时） 

1.5 变压器的运行分析，1.6 变压器的参数测定，1.7 变压器的运行特性 

  （2课时） 

（二）异步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 异步电机的用途和种类，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2.3 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2.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和额定值 （2课时） 

2.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2.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2.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特性 （2课时） 

2.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2.9 电力拖动系统的稳定运行 （2课时） 

2.10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制动方法 （2课时） 

（三）同步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同步电机种类和用途 3.2 三相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3.3三相同步电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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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构 3.4三相同步电机的型号和额定值 （2课时） 

3.5三相同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2课时） 

（四）直流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4.2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4.3 直流电机的电枢反

应 4.4 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和电动势 （2课时） 

4.5 直流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4.6 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 4.7 直流发电机的

运行分析 4.8直流发电机的功率和转矩 （2课时） 

4.9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制动方法 

  （8课时） 

（五）电机拖动实验 （8课时） 

5.1认识实验 （2课时） 

5.2变压器实验 （2课时） 

5.3三相异步电动机实验 （2课时） 

5.4直流电机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与拖动》（第 3版），唐介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机及拖动基础》，顾绳谷，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 

2. 《电机原理及拖动》，彭鸿才，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  

3. 《电机与拖动基础》，李发海，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 《电机与电力拖动》，朱耀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电机与拖动》，刘锦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6. 《电机学》，汤蕴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7. 《电机学》，戴文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变压器、直流

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萍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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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掌握常用

变压器基

本结构、

基本原理

与电磁关

系、数学

模型、基

本运行特

性。 

掌握异步电动机

基本结构、基本

原理与电磁关

系、数学模型、

电机组成拖动系

统后的起动、调

速与制动方法与

特性。 

掌握同步电动

机基本结构、

基本原理与电

磁关系、数学

模型、基本运

行特性。 

掌握直流电动机

基本结构、基本

原理与电磁关

系、数学模型、

电机组成拖动系

统后的起动、调

速与制动方法与

特性。 

能进行有关电机

参数及特性的实

验测定，掌握其运

行的基本操作方

法，掌握常用测试

仪器、仪表的使用

方法，能进行简单

的运行故障判断

与分析 

1.1变压器的的用途和种类，1.2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1.3 变压器

的基本结构，1.4 变压器的型号

和额定值 

√     

1.5 变压器的运行分析，1.6 变

压器的参数测定，1.7 变压器的

运行特性 

√     

2.1 异步电机的用途和种类，

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

理，2.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

结构 2.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

和额定值 

 √    

2.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分

析，2.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

和转矩，2.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运行特性 

 √    

2.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

性，2.9 电力拖动系统的稳定运

行 

 √    

2.10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

速、制动方法 
 √    

3.1同步电机种类和用途 3.2 三

相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3.3三相

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 3.4三相同

步电机的型号和额定值 

  √   

3.5三相同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   

4.1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4.2 直

流电机的基本结构，4.3 直流

电机的电枢反应 4.4 直流电机

的电磁转矩和电动势 

   √  

4.5 直流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4.6

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 4.7直

流发电机的运行分析 4.8直流发

电机的功率和转矩 

   √  

4.9 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

性，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

速，制动方法 

   √  

5.1认识实验 √ √ √ √ √ 

5.2变压器实验 √    √ 

5.3三相异步电动机实验  √   √ 

5.4直流电机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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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英文名称：Power System Relay Protection  

课程代码：013054A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力系统自动化、智能电网、电力系统基础等 

后续课程： 高电压技术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

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的全面观点出发对其中元件的特征、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能正

确运用电路理论和电机理论等知识综合的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有关问题；训

练和培养学生的计算、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作用、技术发展状况，掌握电力系统

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掌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2：掌握继电保护装置的动作和返回、过电流继电器和功率方向继

电器的原理，理解电网距离保护的原理，掌握圆特性阻抗继电器原理，掌握圆特

性阻抗继电器的动作方程、动作特性及特性分析。 

课程目标 3：掌握阻抗继电器的接线方式，理解高频保护的基本概念与构成

原理，掌握高频闭锁方向保护、高频闭锁距离保护及相差高频保护的基本原理以

及相差高频保护的相位特性和闭锁角整定。 

课程目标 4：掌握重合闸的作用、基本要求，掌握单侧电源三相一次重合闸

的工作原理。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绪论 （2 课时） 

主要讲述继电器与继电保护装置、继电保护的要求及继电保护的发展历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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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重点掌握继电保护的发展历程及继电保护相关术语，理解继电保护装置、继

电保护系统、继电保护的分类、继电保护定义、继电保护任务及继电保护的相关

要求等。（对应毕业要求：2.3，3.1，7.2） 

2、互感器及变换器 （6 课时） 

主要讲述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及变换器等 

重点掌握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的作用及额定参数及误差，掌握它们在电

力系统一、二次回路的接线方式及具体用途。理解电压变换器、电流变换器及电

抗变压器的用途。（对应毕业要求：2.3，7.2） 

3、电网保护原理 （20 课时） 

主要讲述 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线路保护、110kV 输电线路保护、220kV 及

以上电压等级线路保护及电网保护配置等。 

重点掌握电力系统不同电压等级各种线路保护的基本原理、主保护及后备保

护配置原则及整定方法。掌握阶段式线路电流保护的配合原则及整定计算方法。

理解方向电流保护、零序电流保护、距离保护、纵联差动保护的基本原理及用途。

理解所涉及多种电磁式继电器、整流型功率方向元件及微机保护装置的具体用途。

（对应毕业要求：2.3，3.1，7.2） 

4、电网微机保护及应用实例 （6 课时） 

主要讲述微机保护硬件构成及软件构成，简介220kV线路、110kV线路及10～

35kV 线路微机保护应用案例。 

重点掌握电网微机保护的软硬件基本构成、保护装置功能原理框图、动作行

为等外部功能特征。理解掌握采样、采样周期、采样频率、模数转换等概念。熟

悉开关量及模拟量的输入及开关量输出装置及电气隔离等。了解 RCS 微机型继电

保护装置在不同电压等级线路保护中的应用案例。不对微机保护内部的核心算法

作具体研究。（对应毕业要求：3.1，7.2） 

5、元件保护原理 （6 课时） 

主要讲述变压器保护，简单介绍同步发电机保护、母线保护简介及断路器失

灵保护。 

重点掌握变压器故障主要类型及异常运行的特征，理解并掌握变压器纵联差

动保护的基本概念及整定、变压器相间短路后备保护、接地保护后备保护等。了

解发电机保护、母线保护及断路器失灵保护。（对应毕业要求：2.3，3.1，7.2）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继电保护实验平台的学习使用（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2.3，3.1） 

1、掌握继电保护实验平台使用方法。 

2、通过对某电流保护定值的输入和修改来熟悉该平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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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继电器特性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2.3，3.1，7.2） 

1、熟悉几种常见继电器（如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结

构与特点。 

2、掌握电流、电压、时间继电器基本参数的测量与调整方法。 

3、了解电磁型继电器的时间特性。 

实验三  电流电压保护线路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2.3，7.2） 

1、掌握电网相间短路的电流电压保护工作原理及整定方法。 

2、进一步认识系统运行方式变化对电流电压保护灵敏度的影响。 

实验四  功率方向继电器特性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2.3，3.1，7.2） 

1、学会运用相位测试仪器测量电流和电压之间相角的方法。 

2、了解整流型功率方向继电器的构造与特点，进一步掌握功率方向继电器

的动作原理、接线方式及动作特性的试验方法。 

3、研究接入功率方向继电器的电流、电压的极性对功率方向继电器的动作

特性的影响。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3：能对电

气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的计算结

果进行分析和归

纳，获得有效结论。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作用、技术发展状况；

理解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通过学生查阅资料、

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技术应用的不同

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

巩固。 

指标点 3.1：掌握电

气及电子元器件知

识，能用于设计电

气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继电保护装置的动作和返回、过电流继电

器和功率方向继电器的原理，理解电网距离保护的原理，

理解圆特性阻抗继电器原理等内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

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技术应用的不同

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

巩固。 

指标点 7.2: 知晓和

理解电气产品及工

程项目的相关标准

和规范，能评价工

程实践对环境保护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掌握高频闭锁方向保护、高频闭锁距离保

护及相差高频保护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差高频保护的相位

特性和闭锁角整定，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

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分析技术应用的不同领域以及

对自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

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

（1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10%）、实验（20%），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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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

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2.3，3.1，7.2 10 

实验（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2.3，3.1 20 

平时表现（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

学习小论文、查阅资料） 
2.3，3.1，7.2 1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

度，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要

有填空题、选择题、绘图题、计算分析题

等 

2.3，3.1，7.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韩笑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第二版），张保会 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 

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贺家李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 

 

制定人： 衣涛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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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自动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力系统自动化 

英文名称：The Power System Automation  

课程代码：013055A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气工程概论、自动控制原理、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等 

 

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一）课程性质 

电力系统自动化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具有较强的

理论性。该课程内容包括发电机的自动并列、同步发电机励磁自动控制系统、电

力系统频率及有功功率的自动调节、电力系统电压调整和无功功率控制、电力系

统调度自动化等。本课程的任务培养具有电力系统运行、控制、管理的综合知识，

能够从事发电管理及电网运行调度的高素质工程应用人才，为从事电力系统自动

化的管理、调度、运行、设计、研制等工作打下必要的专业知识。 

（二）教学目标 

课程目标 1、 掌握同步发电机自动并列的原理；熟悉各种同步发电机励磁自

动控制系统的特性、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课程目标 2、掌握电力系统调频及有功调节的基本知识及实现方法。学习并

掌握各种主要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及电压的调整方法； 

课程目标 3、熟悉电力系统的调度自动化等。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了解电力

系统自动化领域的前沿和发展动向，培养学生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 

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发电机的自动并列 （6 学时） 

主要讲述发电自动并列、准同期并列的基本原理、恒定越前时间并列装置、

数字式并列装置。 

理解同步发电机并列的意义掌握发电机并列的要求、掌握准同期并列、自同

期并列的方法。理解同期并列的基本原理，熟悉脉动电压、自动准同期装置、合

闸信号的控制。掌握恒定越前时间并列装置，理解线性整步电压、数字式并列装

置。（对应毕业要求：1.3） 

2、同步发电机励磁自动控制系统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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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述同步发电机励磁控制系统的任务和要求，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励

磁系统中转子磁场的建立和灭磁，励磁调节器原理 

掌握同步发电机励磁控制系统的任务，对励磁系统的要求。掌握各种同步发

电机励磁系统的优缺点，主要包括直流励磁系统、交流励磁系统、静止励磁系统、

无刷励磁系统。掌握励磁时间常数、电压响应比、灭磁过程。理解励磁调节器的

功能和基本原理框图，励磁调节器原理和静态工作特性，励磁调节器静态特性的

调整及辅助控制。（对应毕业要求：2.3） 

3、电力系统频率及有功功率的自动调节 （8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的频率特性，调频与调频方程式，电力系统的经济调度与

自动调频，电力系统低频减载 

掌握电力系统负荷的调节效应、发电机组的功率－频率调节特性。掌握有差

调频、主导发电机法、积差调频、改进积差调频、分区调频。掌握等耗量微增率

的概念及发电厂间的经济调度。理解自动发电控制。掌握低频减载的基本原理。

（对应毕业要求：2.3） 

4、电力系统电压调整和无功功率控制技术 （8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电压控制的意义，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平衡与电压的关系，

电力系统电压控制的措施，电力系统电压的综合控制 

理解电力系统电压控制的意义。掌握无功功率平衡与电压的关系电力系统的

无功电源。掌握电力系统电压四种补偿措施。掌握电力系统电压的综合控制。了

解电力系统无功电源的最优控制数学模型和拉格朗日乘子。（对应毕业要求：1.3 

2.3） 

5、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 （6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的概述，远方终端 RTU，数据通信规约，调度

中心计算机系统，自动发电控制，EMS 的网络分析功能。 

理解调度的主要任务，分区分级调度，调度自动化功能概述、发展史。掌握

SCADA/EMS 系统。掌握 RTU 的任务与结构。理解数据通信规约的基本概念。

了解电力系统通信信道。理解调度中心计算机系统。掌握 AGC 的基本功能与一

般过程。理解发电计划。了解 EMS 的网络分析功能。（对应毕业要求：1.3） 

6、配电管理系统 （4 学时） 

主要讲述配电管理系统概述，馈线自动化，负荷控制技术及需方用电管理 

理解 EMS 与 DMS。掌握 SCADA/EMS 系统。了解配电网 SCADA 与 DMS。

了解馈线自动化的实现、就地控制馈线自动化。（对应毕业要求：2.3）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同步发电机并列实验（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 1.3，2.3） 

1）实验要求学生能够对同步发电机并网操作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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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准同期并列条件。掌握微机准同期控制器及模拟式综合整步表的使

用方法。 

3）熟悉同步发电机准同期并列过程；观察、分析有关波形。 

实验二  同步发电机励磁实验（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3，2.3） 

1）理解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原理和励磁控制系统的基本任务。 

2）熟悉三相全控桥整流、逆变的工作波形；观察触发脉冲及其相位移动。 

3）了解微机励磁调节器的基本控制方式；掌握励磁调节器的基本使用方法。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1.3：能够将专

业知识用于解决电气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发电机并网的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

式讲授准同期并列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资

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并网技术应用的不同领域。

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2.3：能对电气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的计算结果进行

分析和归纳，获得有

效结论。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系统调频及有功调节、无功及调压等基本

知识，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学习并

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

（1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10%）、实验（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

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1.3，2.3 10 

实验（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1.3，2.3 20 

平时表现（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资料） 1.3，2.3 1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度，基本分析

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选择题、绘图题、计算分

析题等 

1.3， 2.3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电力系统自动化》（第三版）,王葵、孙莹 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5 

《电力系统自动化》（第四版）,李先彬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制定人：  郑翔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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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气工程概论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Engnieering  

课程代码：013059P1 

学分/学时：1 学分/16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电力系统分析、电器学、高电压与

绝缘技术 

 

一、课程性质 

电气工程概论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专业入门的

介绍性课程。本课程的任务主要是简单讲述电气工程学科的基础知识：电机电器

及其控制技术及应用；电力系统分析，系统规划与运行；电力电子器件与电力变

换技术及应用；过电压及绝缘配合；简要介绍电气工程新技术的发展。使学生初

步认识电气工程学科的内容、建立起电气工程的专业概念、明确专业方向和学习

目标，了解电机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高电压技术的最基本知

识，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的新技术，为今后学好后续各门专业课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初步认识电气工程学科的内容、建立电气工程的专业概念、明

确专业方向和学习目标，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实际问题能够运用先修课程中的理论

进行描述。主要了解电机的类型、功能、结构、应用领域及运行控制方法；了解

发电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解电力电子技术的作用与发展历史，了解电力传动的基

本概念，能够建立相关模型并进行求解分析。 

课程目标 2、初步掌握与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电机电器、电力系统、电力电

子技术、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气工程新技术等知识点的基本概念及发展方向，

为未来从事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系统运行维护等奠定基础。 

课程目标 3、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电气工程中各学科

的研究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能够掌握电机与电器、电力电子、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技术、电气测量技术等各部分的基本常识、基本理

论及基本分析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78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绪论 （2 学时） 

主要讲述电气工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电气科学与工程的发展历史，电气

工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前景。（对应毕业要求：2.1，6.1，7.1，10.3） 

2、电机电器及其控制技术 （3 学时） 

主要讲述电机的作用与发展历史，理解电机的类型、功能、结构、应用领域，

了解电动机的研究内容、选用与运行控制，了解电器的类型、功能、结构，了解

其基本概念和发展历史，了解高压电器与低压电器的基本概念。（对应毕业要求：

6.1，7.1） 

3、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技术 （3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历史，理解发电系统的基本概念，了

解电网基本概念、应用情况和电力市场概况，了解电力系统自动化的主要内容及

其发展动态。（对应毕业要求：6.1，7.1） 

4、电力电子技术与电力传动 （2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电子技术的作用与发展历史，理解电力电子技术的地位、特点、

研究内容与主要应用领域，了解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方向，了解电力传动的基本

概念。（对应毕业要求：6.1，7.1） 

5、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2 学时） 

主要讲述气体放电理论及应用基本概念，了解液体和固体介质的电气特性，

了解其基本概念，了解过电压与绝缘配合的概念。（对应毕业要求：6.1，7.1） 

6、电气工程新技术 （2 学时） 

主要讲述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了解电磁参数的测量的类型，了解超导电

工技术、聚变电工技术、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推进技术等新技术的基本概念

与应用概况，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磁浮悬列车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等电工新技

术的现状和发展。（对应毕业要求：10.3）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无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1：掌握本专

业重要资料来源，能

够利用网络等工具获

取工程问题信息。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通过动画、图片等辅助手段，以常见的

电动机为例进行运行控制及分析方法的讲解，以仿

真形式展示电力传动的基本分析过程；讲授电力系

统分析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讲授电力电子技

术的四大基本变换原理及分析方法。介绍本专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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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料来源，讲解如何利用网络工具获取工程问题

信息方法。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等环

节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6.1：了解电气

工程领域的技术标准

体系、知识产权、产

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

工程活动的影响。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以动画、图片等作为辅助，讲授电机电

器的类型、功能、结构，了解其基本概念和发展历

史；讲授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

的形式讲授电力电子技术变换电路的基本原理、方

法和特点；了解高压电器与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及

基本概念；讲授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史，

发电系统的基本原理及结构；通过自主学习及课堂

讲授了解电网基本概念、应用情况和电力市场概况；

熟悉电力系统自动化的主要内容及发展动态；以实

际案例讲解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及新能源发电、超导

电工等电气工程新技术。结合实际案例介绍电气工

程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法

律法规和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指标点 7.1：了解电气

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

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

的影响以及能源消耗

的因素。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通过动画、图片等辅助手段，向学生介

绍工厂中各类大型的机电一体化的加工设备，较为

先进的生产流水线，较为典型产品的总装过程，工

厂的变配电站等。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电气产品及工

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源消

耗的因素 

指标点 10.3：了解专

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

势和研究热点。 

0.5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通过动画、图片等辅助手段，结合本专

业最新技术、最新论文报道和产业发展热点，介绍

电力电子、高电压、低压电器、电力系统、新能源

发电和超导电器等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和研究热

点。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撰写课程报告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平时成绩*40%+课程报告成绩*60%，平时成绩分为 2 部分：作业

（2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资料（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

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6.1，7.1 20 

平时表现（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

查阅资料） 
6.1，7.1 20 

撰写课程

报告 

报告中能否体现出本专业重要资料来

源途径，体现利用网络等工具获取工程
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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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问题信息的相关方法。 

报告中能否体现出对电气工程科学研

究的基本方法 
6.1，7.1，10.3 2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范瑜主编，《电气工程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肖登明主编，《电气工程概论》，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 

3、王锡凡主编，《电力工程基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4、熊信银等编，《电力系统工程基础》，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制定人： 胡鹏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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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气控制及 PLC 课程设计 

英文名称：Curriculum Design of Electrical Control and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课程代码：013063Q1 

学分/学时：1 学分/ 1 周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路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机与拖动基

础。 

后续课程：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低压电器及其控制、系统集成综

合实验。 

 

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设计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实践课，是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掌握和深化理论教学的内容，要求学生通

过课程设计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 PLC 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

方法和步骤。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并进行初步的技术

设计训练。 

（二）教学目标 

设置本课程是为了使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能运用西门子

S7-300PLC 设计电气控制系统。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掌握 PLC 控制系统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分析项目课题功能及控制要求

细节，列出合理的 I/O 分配表，设计完成流程图及合理的顺序功能图，掌握及结

构化编程方法，完成 PLC 程序设计及调试，并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报告及

设计图纸。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完成一名电气工程师

初步的设计技术训练。（对应毕业要求：4.2，10.1） 

（三）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1、掌握电气控制系统及西门子 PLC 的核心知识，具备电气产品设计、技术

开发与工程设计能力。（对应毕业要求：4.2，10.1） 

2、在设计/开发较复杂的电气控制系统中能体现创新意识，具备电气工程领

域的分析研究能力，能够基于 PLC 的相关知识及编程方法，进行程序设计、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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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对应毕业要求：4.2） 

3、通过本课程的课程设计项目实践，具备电气工程领域的分析研究能力，

能够基于 PLC 的相关知识及编程方法，进行程序设计、接线调试、完成答辩及课

程设计报告撰写。（对应毕业要求：4.2，10.1） 

二、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教学内容 

每组一个课题，每组 4 人左右，共 10 个课题。 

（1）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 

（2）液体混合装置控制系统； 

（3）机械手控制系统； 

（4）自动装料控制系统； 

（5）装配流水线控制系统； 

（6）天塔之光控制系统； 

（7）水塔水位控制系统； 

（8）喷泉控制系统； 

（9）五相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10）电镀车间专用行车的控制。 

（二）教学要求及进度安排 

1、教学要求： 

（1）熟练使用西门子 S7—300 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软件，掌握可编程控制

器软件程序的设计思路和梯形图的设计方法。掌握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的调试、监

控、运行方法。 

（2）根据选题分析工作过程和控制要求，绘出系统的控制流程图。 

（3）掌握控制系统电气控制原理图的设计，掌握电气控制接线图和电器布

置图等工艺设计方法。 

（4）根据控制要求，设计控制程序，完成对编制的控制程序模拟调试。 

（5）书写课程设计报告，格式如下： 

封面：课题名称，学院及系部名称，专业名称，班级，姓名，指导教师； 

目录； 

正文内容：设计课题简介，系统控制流程图，程序设计的思路，输入/输出分

配表，梯形图程序及说明，系统调试报告，系统的使用说明书，课程设计体会； 

附图：程序流程图、电气控制原理图、电器布置图、电器元件接线图。 

2、进度安排 

课程设计时间为一周，安排如下： 

第一天：分组，了解课题设计任务，学习理论课教材《西门子 PLC 应用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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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程》第七章内容：PLC 控制系统设计，根据课题设计任务，画出控制流程图

及顺序功能图。 

第二天：设计程序，画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画出现场硬件接线图，现场接

线。 

第三天：输入程序，调试与修改程序，书写调试报告，撰写课程设计报告。 

第四天：继续调试与修改程序，调试评分，撰写课程设计报告。 

周五天：（半天）：课程设计答辩，答辩评分，提交课程设计报告。  

三、教学方法与课程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目

标值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和评价依据等 

指标点 4.2：具备电

气工程领域必须的

分析研究能力，能

够根据对象特征，

基于科学原理，选

择研究路线，设计

实验方案，安全地

开展实验 

0.2 

教学目标：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 PLC

控制系统设计的方法和步骤。根据项目课题的功能要求，掌

握顺序控制和结构化编程方法，完成 PLC 程序设计及调试；

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报告及设计图纸。培养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完成一名电气工程师初步的设计

技术训练。  

达成途径：在完成“电气控制及 PLC”理论课程教学以后安排

PLC 课程设计，全班分为 8—10 组，5 人左右一组，每组一

个设计项目课题。在一周时间内，通过分工协作，收集资料，

讨论分析和教师指导，完成项目课题设计并在实验室完成调

试。 

评价依据：（平时考勤 20%+调试 20%+答辩 20%+报告 40%） 

指标点 10.1：具有

较强的书写能力，

能够独立撰写设计

文稿、专业报告等 

0.2 

教学目标：掌握电气控制及 PLC 的相关理论知识。仔细分

析项目课题功能及控制要求细节，首先设计完成的流程图，

列出合理的 I/O 分配表，掌握合理完善的顺序功能图及 PLC

程序的设计方法。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报告及设计图

纸。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完成一名电

气工程师初步的设计技术训练。 

达成途径：在一周时间内，通过分工协作，收集资料，讨论

分析和教师指导，完成项目课题设计并在实验室完成调试。 

评价依据： （平时考勤 20%+调试 20%+答辩 20%+报告 40%） 

四、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调试成绩、答辩成绩及课程设计报告成绩四部分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考勤，预习，编程 4.2，10.1 20 

接线调试 接线调试 4.2，10.1 20 

课程设计报告 课程设计报告 4.2，10.1 40 

答辩 答辩 4.2，10.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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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西门子 PLC 应用及课程设计》（第 2 版），柳春生主编，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5.1 

2、《S7—300/400 PLC 应用教程》（第 2 版），廖常初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1 

3、《工厂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第 4 版），张振国、方承远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1.10 

4、《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黄永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5 

5、校内自编讲义：电气控制及 PLC 课程设计任务书 

 

 

制定人：  商雨青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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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与绝缘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67Q1        英文名称：High voltage and insulat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电气工程概论、电磁场 

后续课程：电机设计、电机电器测试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气体的绝缘特性与介质的电气强度。 

目标 2：学习绝缘的预防性试验，掌握电气绝缘的高电压试验，电气绝缘的

在线检测。 

目标 3：掌握基输电线路和绕组中的波过程。 

目标 4：掌握雷电过电压及其防护。 

目标 5：电力系统过电压与绝缘配合、新输电系统所推进的高电压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电介质的电气强度 （4课时） 

1.1气体放电的基本物理过程。 （2课时） 

1.2气体介质的电气强度。 （1课时） 

1.3液体和固体介质的电气特性。 （1课时） 

（二）电气设备绝缘试验 （8课时） 

2.1绝缘电阻、吸收比和泄漏电流的测量。 （2课时） 

2.2介质损耗角正切的测量 （1课时） 

2.3 局部放电的测量（1） 

2.4工频高电压试验、直流高电压试验（2） 

2.5 冲击高电压试验、高电压测量技术（2） 

（三）电力系统过电压与绝缘配合 （6课时） 

3.1波沿均匀无损单导线的传播、行波的折射和反射。 （2课时） 

3.2行波的多次折、反射，波在多导线系统中的传播。 （2课时） 

3.3波在有损线路上的传播。 （1课时） 

3.4变压器及旋转电机绕组中的波过程。 （1课时） 

（四）雷电放电及防雷保护装置 （8课时） 

4.1 雷电放电和雷电过电压。 （2课时） 

4.2 防雷保护装置。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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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切断空载线路过电压、空载线路合闸过电压 （2课时） 

4.4 绝缘配合基本概念，中性点接地方式对绝缘水平的影响 （2课时） 

（五）新输电系统所推进的高电压技术 （6课时） 

5.1超高压和特高压的特征、国外特高压交流输电发展概况 （1课时） 

5.2特高压交流架空线路和输变电设备的特点 （1课时） 

5.3 直流输电系统概述 （1课时） 

5.4 直流电晕与直流电场效应 （2课时） 

5.5 直流输电系统中的过电压及其防护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高电压技术》,吴广宁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电压技术》（第 3版），赵智大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5 

2.《高电压工程》,林福昌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考评（考勤、作业等）占 40%，期终考试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任晓明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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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气

体的绝缘特性与

介质的电气强度 

目标 2：学习绝

缘的预防性试

验，掌握电气绝

缘的高电压试

验，电气绝缘的

在线检测 

目标 3：掌握基

输电线路和绕组

中的波过程 

目标 4：掌握雷

电过电压及其

防护 

目标 5：电力系

统过电压与绝

缘配合、新输

电系统所推进

的高电压技术 

 

1.1气体放电的基本物理过程 √     

1.2气体介质的电气强度 √     

1.3液体和固体介质的电气特

性 
√     

2.1绝缘电阻、吸收比和泄漏

电流的测量 
 √    

2.2介质损耗角正切的测量  √    

2.3 局部放电的测量  √    

2.4工频高电压试验、直流高

电压试验 
 √    

2.5 冲击高电压试验、高电压

测量技术 
 √    

3.1波沿均匀无损单导线的传

播、行波的折射和反射 
  √   

3.2行波的多次折、反射，波

在多导线系统中的传播 
  √   

3.3波在有损线路上的传播   √   

3.4变压器及旋转电机绕组中

的波过程 
  √   

4.1 雷电放电和雷电过电压    √  

4.2 防雷保护装置。    √  

4.3 切断空载线路过电压、空

载线路合闸过电压 
   √  

4.4 绝缘配合基本概念，中性

点接地方式对绝缘水平的影

响 

   √  

5.1超高压和特高压的特征、

国外特高压交流输电发展概

况 

    √ 

5.2特高压交流架空线路和输

变电设备的特点 
    √ 

5.3 直流输电系统概述     √ 

5.4 直流电晕与直流电场效

应 
    √ 

5.5 直流输电系统中的过电

压及其防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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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装置》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71P1         英文名称：Process Control Equip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自动化、电气工程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传感器原理及应用、信号分析与处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过程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过程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系统特

点。 

目标 2：掌握解析法建立数学模型，对象数学模型实验测定法。 

目标 3：掌握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成份等常见过程参数的检测与变送。 

目标 4：掌握调节器的组成原理，电动执行器的组成与原理；气动执行器的

组成与原理。 

目标 5：了解单回路控制系统，调节器的选择及调节参数的整定。 

二、课程内容 

（一）过程控制基础模块 （2课时） 

1.1过程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 （0.5课时） 

1.2过程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 （0.5课时） 

1.3过程控制系统的特点。 （0.5课时） 

1.4过程控制系统的发展与趋势。 （0.5课时） 

（二）过程建模模块 （4课时） 

2.1过程建模的基本概念；解析法建立数学模型。 （2课时） 

2.2对象数学模型实验测定法。 （2课时） 

（三）过程参数检测与变送模块 （8课时） 

3.1 温度检测与变送。 （1课时） 

3.2 压力检测与变送。 （1课时） 

3.3 实验一：单容自衡水箱液位特性的测试。 （2课时） 

3.4流量检测与变送。 （1课时） 

3.5 流量检测与变送。 （1课时） 

3.6 实验二：流量定值控制。 （2课时） 

（四）过程控制仪表模块 （8课时） 

4.1 DDZ-Ш型调节器的组成、电路原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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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ID调节规律（P，PI，PD，PID调节规律的数学表达式，阶跃响应曲线，

调节规律的特点，参数改变对调节质量的影响） （2学时） 

4.3 实验三：水箱液位定值控制。 （2课时） 

4.4 电动执行器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气动执行器的组成、原理与工程设计选

型。  （2课时） 

4.5 实验四：锅炉内胆静（动）态水温定值控制。 （2课时） 

（五）参数整定模块（8学时） 

5.1单回路控制系统概述（单回路控制系统的组成，系统设计的步骤） 

  （1学时） 

5.2调节系统方案设计 （3学时） 

5.3 调节器选择（调节器控制规律的选择，调节器正反作用方式的选择及示

例）  （2学时） 

5.4 调节器参数整定（调节器参数整定的概念，飞升曲线法，衰减曲线法，

临界曲线法整定调节器参数）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第 3 版）廉迎战，林德杰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6.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控制仪表与计算机控制装置》 周泽魁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 《控制仪表及装置》 吴勤勤 北京：化工出版社，2004 

3. 《自动化仪表及过程控制》 施仁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4. 《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第 3 版），杨延西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控制过程建模、

过程参数的检测、调节器的组成及原理、PID 调节规律、执行机构的组成与应用、

单回路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其调节方案设计、调节器选择及参数整定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胥飞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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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过程

控制系统的基本

组成，过程控制系

统的性能指标，系

统特点 

目标 2：掌握解

析法建立数学模

型，对象数学模

型实验测定法 

目标 3：掌握温

度、压力、流量、

液位、成份等常

见过程参数的检

测与变送 

目标 4:掌握调

节器的组成原

理，执行器的

组成与原理 

目标 5：了解单

回 路 控 制 系

统，调节器的

选择及调节参

数的整定 

1.1 过程控制系统的基本组

成 
√     

1.2 过程控制系统的性能指

标 
√     

1.3过程控制系统的特点 √    √ 

1.4 过程控制系统的发展与

趋势 
√     

2.1 过程建模的基本概念；

解析法建立数学模型 
 √    

2.2 对象数学模型实验测定

法 
√ √    

3.1温度检测与变送   √   

3.2压力检测与变送   √   

3.3 实验一：单容自衡水箱

液位特性的测试 
√ √ √   

3.4流量检测与变送   √   

3.5 流量检测与变送   √   

3.6实验二：流量定值控制  √ √   

4.1 DDZ-Ш型调节器的组

成、电路原理 
   √  

4.2 PID调节规律  √  √  

4.3 实验三：水箱液位定值

控制 
√ √ √ √  

4.4 执行器的组成与工作原

理 
√  √ √  

4.5 实验四：锅炉内胆静

（动）态水温定值控制 
√ √ √ √  

5.1单回路控制系统概述 √ √  √ √ 

5.2调节系统方案设计 √ √ √ √ √ 

5.3调节器选择 √ √  √ √ 

5.4调节器参数整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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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监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73C1        英文名称：Computer Monitor Techniqu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电气工程、自动化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计算机基础、计算机程序语言 

后续课程：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项目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目标 2：熟悉 RS-232 与 RS-485接口的原理与编程，了解 PCI总线规范。 

目标 3：能够使用 Visual Basic和 C语言进行通讯管理，掌握数据包的校验

技术，网关技术，以及主要的协议处理技术与通讯调试技术。 

目标 4：通过编程实例掌握组态王软件的编程基础与技巧，掌握应用组态王

进行工业系统控制、工程建模和仿真开发的方法。 

目标 5：掌握 DCS主要模块的作用和功能、系统的建立。 

二、课程内容 

（一）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概论 （2课时） 

1.1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特点、基本要求。 （1课时） 

1.2 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分类和发展趋势。 （1课时） 

（二）接口技术与总线规范 （4课时） 

2.1 RS—232/RS—422/RS—485 串行通信接口规范，了解串行通信控制器，

几种串行通讯总线的比较。 （2课时） 

2.2 了解 IPC/IBM PC 并行口、标准型并行口 SPP，了解通用串行总线 USB、

VGA视频接口、键盘接口及 PS/2鼠标接口，了解 PCI总线规范。 （2课时） 

（三）工业过程通道与远程 I/O模块 （4课时） 

3.1 工控机系统输入/输出信号规格、工业过程板卡的典型单元电路、模拟

量输入板卡（A/D卡）、模拟量输出板卡（D/A 卡）。 （2课时） 

3.2 开关量输入/输出板卡（I/O 板卡）、脉冲量输入板卡、中断量输入板卡

（A）、基于 PCI总线的板卡设计、远程 I/O模块及子系统。 （2课时） 

（四）控制算法与控制规律 （4课时） 

4.1 测量算法、控制算法、控制规律的介绍。 （2课时） 

4.2 详细介绍串级控制、前馈控制、其他控制规律的简介。 （2课时） 

（五）工控机系统的软件结构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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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解工控机系统的软件功能，了解工控软件的基本结构、工控软件的数

据结构。  （2课时） 

5.2 实验（一）：监控软件组态王的工程创建。 （2课时） 

5.3 工业控制组态软件的功能特点、结构、和下位机的通讯、动画效果的产

生，掌握用组态王开发工控机系统的一般过程。 （2课时） 

5.4 实验（二）：监控系统的 IO设备管理与数据采集。 （2课时） 

5.5 实验（三）：监控软件组态王的动画与数据显示。 （2课时） 

（六）中小型 DCS及其通信技术 （6课时） 

6.1 中小型 DCS 的基本结构、面向字符的数据链路层通信协议 ISO—1745、

MSComm控件的使用方法。 （2课时） 

6.2 使用 IPC 和 ADAM4000 构成中小型 DCS、用 IPC 和智能仪表构成中小型

DCS、用 IPC和 PLC构成中小型 DCS的方法。 （2课时） 

6.3 实验（四）：DCS系统的构成。 （2课时） 

（七）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方法 （2课时） 

7.1 了解工控机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途径、设计的一般步骤，了解工

控机系统的规范化设计、测量仪表和执行器的选型，掌握工控机系统的抗干扰设

计、工控机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1课时） 

7.2 学习设计实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测控技术（第 2版） ，张明、 李训涛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计算机控制技术》，王书锋，谭建豪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09 

2. 《计算机测控技术》，刘君、 邱宗明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06 

3. 《计算机测控系统设计与应用》，李正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勤作业等（2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RS-232 与

RS-485 接口的原理与编程，工业过程板卡的典型单元电路，模拟量/开关量的输

入/输出，控制算法的应以及 DCS系统的构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洋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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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 工 业 控

制 计 算 机

系 统 的 基

本 概 念 及

特点 

目标 2：熟

悉 RS-232

与 RS-485

接口的原

理与编程，

了 解 PCI

总线规范 

目标 3：使用 Visual 

Basic和 C语言进行

通讯管理，掌握数据

包的校验技术，网关

技术，以及主要的协

议处理技术与通讯

调试技术 

目标 4：

掌 握 组

态 王 软

件 的 编

程 基 础

与技巧 

目标 5:掌

握 DCS 主

要模块的

作用和功

能、系统

的建立 

1.1 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特点、基本要

求 
√     

1.2 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的分类和发展趋势 √     

2.1 RS—232/RS—422/RS—485串行通信接口

规范，串行通信控制器  
 √ √   

2.2 IPC/IBM PC并行口、标准型并行口 SPP，

通用串行总线 USB、VGA视频接口、键盘接口， 

PCI总线规范 

 √ √   

3.1工控机系统输入/输出信号规格、工业过程

板卡的典型单元电路、模拟量输入板卡（A/D

卡）、模拟量输出板卡（D/A卡） 

 

 

√ 

√ √   

3.2 开关量输入/输出板卡（I/O 板卡）、脉冲

量输入板卡、中断量输入板卡（A）、基于 PCI

总线的板卡设计、远程 I/O模块及子系统 

 

 

√ 

√ √   

4.1 测量算法、控制算法、控制规律 √    √ 

4.2串级控制、前馈控制、其他控制规律 √    √ 

5.1 工控机系统的软件功能，了解工控软件的

基本结构、数据结构 
   √  

5.2实验（一）：监控软件组态王的工程创建    √  

5.3用组态王开发工控机系统的一般过程    √  

5.4 实验（二）：监控系统的 IO设备管理与数

据采集 
   √  

5.5 实验（三）：监控软件组态王的动画与数

据显示 
   √  

6.1 中小型 DCS的基本结构、面向字符的数据

链路层通信协议 ISO—1745、MSComm控件的使

用方法 

√    √ 

6.2 使用 IPC和 ADAM4000构成中小型 DCS、用

IPC和智能仪表构成中小型 DCS、用 IPC和 PLC

构成中小型 DCS的方法 

√    √ 

6.3 实验（四）：DCS系统的构成 √    √ 

7.1 了解工控机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途

径、设计的一般步骤 
√ √ √ √ √ 

7.2 学习设计实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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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机械与仪器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76R1       

英文名称：Precision Machinery and Instrument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零件的材料与热处理方法，掌握精密机械与仪器中结构设计的

强度分析、刚度分析、精度分析和互换性方面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精密仪器仪表中通用机构的结构分析、运动分析、动力分析及

其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特点、选型及其计算方法。 

目标 4：具有设计精密机械传动和仪器机械结构的能力，以及对某些典型零

部件的精度分析能力，并提出改进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精密机械设计基础理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结构设计中的静力学平衡：了解精密机械设计基础知识，理解精密机械

设计的基本原则及一般步骤，掌握零件工作能力计算方法、零件结构设计方法等

内容。的  （2课时） 

1.2. 机械工程常用材料及钢的热处理：了解常用的工程材料的分类、力学

性能，掌握钢的主要热处理方法，掌握材料选用的原则。（学生自主学习） 

1.3 零件强度、刚度分析的基本知识：了解强度与刚度的概念，掌握直杆拉

压和剪切的强度条件及应用、圆轴扭转强度条件与刚度条件和梁弯曲强度条件与

刚度条件。 （2学时） 

1.4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熟悉运动副及其分类，掌握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了解平面机构的组成原理和结构分析。 （2学时） 

（二）通用机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平面连杆机构：了解平面连杆机构的优缺点、作用、组成和分类，掌

握平面四杆机构曲柄存在的条件，掌握图解法和解析法设计平面连杆机构。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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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凸轮机构：了解凸轮机构的组成、优缺点和分类，掌握从动件常用运

动规律，掌握图解法和解析法设计。 （2学时） 

（三）机械传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齿轮机构：熟悉各种齿轮传动的特点、失效形式和材料，掌握圆柱齿

轮和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掌握轮系的用途和分类、传动比的计算。 

  （6学时） 

3.2 带传动：了解带传动的特点、分类和用途，掌握带传动的计算基础，掌

握同步传动带的设计计算了解其他带传动。 （2学时） 

3.3. 螺旋传动：了解螺旋传动的分类，掌握滑动螺旋传动的特点、强度计

算和设计，熟悉滚动螺旋传动的特点和结构型式。 （2学时） 

（四）轴系零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轴、联轴器、离合器：掌握轴的结构设计和强度计算，掌握联轴器与离

合器的结构特点及应用。 （2学时） 

4.2 支承：掌握滑动摩擦支承、滚动摩擦支承的典型结构、特点、基本类型

和选择，了解其他形式的支承和精密轴系。 （2学时） 

（五）通用零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直线运动导轨：了解精密机械导轨的作用、类型和主要质量指标，掌握

滑动摩擦导轨、滚动摩擦导轨的结构和特点。 （2学时） 

5.2. 弹性元件：了解弹性元件的类型和应用、基本性能，掌握弹簧设计和

压力弹性敏感元件设计。 （2学时） 

5.3 零件的联接：了解联接的分类与要求，熟悉常用的可拆联接与不可拆连

接的类型、特点和应用，了解光学零件的连接。 （2学时） 

5.4.零件的精度设计与互换性：掌握尺寸精度设计、形状与位置精度设计和

表面粗糙度的选用原则，熟悉零、部件典型结构的公差与配合标准。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精密机械设计基础》（第 2版），裘祖荣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精密机械设计基础》（第 3版），许贤泽等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9 

2. 《精密机械设计基础》，赵鑫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8 

3. 《现代精密机械设计》（第 2版）， 李玉和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01 

4. 《精密仪器设计》，王智宏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1 

5. 《精密仪器仪表机构设计》，解兰昌等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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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课堂讨论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邹海荣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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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零件的

材料与热处理方法，

掌握精密机械与仪器

中结构设计的强度分

析、刚度分析、精度

分析和互换性方面的

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精密仪

器仪表中通用机构

的结构分析、运动

分析、动力分析及

其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通用

零、部件的工作原

理、特点、选型及

其计算方法。 

目标 4:具有设计

精密机械传动和

仪器机械结构的

能力，以及对某

些典型零部件的

精度分析能力，

并 提 出 改 进 措

施。 

1.1结构设计中的静力学平衡 √    

1.2 机械工程常用材料及钢的热

处理 
√    

1.3 零件强度、刚度分析的基本

知识 
√    

1.4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 √   

2.1平面连杆机构  √  √ 

2.2凸轮机构  √  √ 

3.1齿轮机构    √ 

3.2 带传动    √ 

3.3 螺旋传动    √ 

4.1轴、联轴器、离合器    √ 

4.2 支承。    √ 

5.1 直线运动导轨。   √ √ 

5.2 弹性元件   √ √ 

5.3零件的联接 √  √ √ 

5.4零件的精度设计与互换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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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78A1 

英文名称：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机学 

后续课程：电机控制技术、电机工程与智能控制综合实验、电机电机智能化 

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主

要内容包括电气控制基本知识，西门子 S7-300PLC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系统

配置、指令系统及 STEP7 编程软件。对照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统，学习 PLC

控制系统梯形图设计方法、STL 语句表及功能方块图设计方法等。通过教学，使

学生熟悉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构成，掌握 PLC 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 

目标 1：掌握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基本知识，能采用继电器-接触器及开

关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顺序启停运行、自动往复等控制功能；理解保护电器在

供配电系统中的作用。 

目标 2：理解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构成工作原理，熟悉西门子 S7-300 PLC的

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系统配置、指令系统及 STEP7编程软件。 

目标 3：对照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统，能够利用 STEP7编程软件编写 PLC

控制系统梯形图、STL 语句表及功能方块图程序；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要求能够

采用顺序控制和结构化编程方法设计 PLC 程序。  

目标 4：通过本课程所包含的实验项目教学使学生能根据控制功能要求，设

计 PLC程序并完成程序调试运行，实验完成后需按规范撰写实验报告并进行分析

总结。 

二、课程内容 

（一）电气控制基础知识 （8学时） 

简述电器的作用及分类、常用低压电气，重点讲述电气控制电路。 

熟悉低压电器的定义与分类，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熟悉常用低压

电器的工作原理，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选用。掌握电动机的起、保、停控制电路；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等。为学习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原理及其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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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PLC的硬件组成及工作原理 （6学时） 

简述 PLC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介绍 PLC的分类及西门子 S7—300/400 PLC与

S7—200 PLC 各自的基本特点、主要功能及适用范围，并将 PLC 控制系统与继电

器接触器控制系统进行比较。熟悉 S7—300 PLC 硬件组成、硬件配置以及 I/O模

块和外部设备。 

（三）S7—300 PLC编程基础与指令系统 （14学时） 

熟悉 STEP7的程序结构、数据类型、结构化程序中的块、存储器与寄存器分

类及功能及 STEP7的指令类型就指令结构。掌握 PLC的梯形图与语句表编程的基

本特点及 S7—300 PLC的编址与寻址方式。 

熟悉 S7—300 PLC的梯形图（LAD）、功能块图及语句表（STL），掌握位 

逻辑指令、定时器与计数器指令、数据处理与算术运算指令、程序执行控制

指令等；能采用 PLC指令设计简单的程序。 

（四）PLC 控制系统设计 （8学时） 

掌握顺序控制的设计方法，根据控制要求设计顺序功能图，能采用启-保-停

和置位-复位方法设计 PLC程序。 

理解 STEP7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并根据控制对象的控制要求采用结

构化程序设计方法进行控制系统硬件设计及应用程序设计。 

（五）PLC实验 （10学时） 

本课程课内实验共做 5个 

实验一、STEP7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 （2学时） 

实验二、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基本操作 （2学时） 

实验三、基本指令编程实验 （2学时） 

实验四、顺序控制程序的编程实验 （2学时） 

实验五、修改数据处理操作和数字运算指令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1. 《西门子 PLC 应用及课程设计》（第 2 版），柳春生 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5.1 

2. 《S7—300/400 PLC应用教程》（第 2版）廖常初 编著，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4.1 

3. 《工厂电气与 PLC控制技术》 （第 4版），张振国 方承远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10 

4. 电气控制及 PLC实验讲义，校内自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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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测验及考勤等； 

2. 实验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实验考勤、实验完成情况及实验报告等； 

3.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商雨青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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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继电器-接触

器电气控制基本知识，能

采用继电器-接触器及开

关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

顺序启停运行、自动往复

等控制功能；理解保护电

器在供配电系统中的作

用。 

 

目标 2：理解可编程

控制器的基本构成

工作原理，熟悉西

门子 S7-300 PLC的

基本组成、工作原

理、系统配置、指

令系统及 STEP7 编

程软件。 

 

目标 3：对照继电器

接触器电气控制系

统，能够利用 STEP7

编程软件编写 PLC

控制系统梯形图、

STL 语句表及功能

方块图程序；根据

控制系统的功能要

求能够采用顺序控

制和结构化编程方

法设计 PLC 程序。 

目标 4：通过本课

程所包含的实验

项目教学使学生

能根据控制功能

要求，设计 PLC

程序并完成程序

调试运行，实验

完成后需按规范

撰写实验报告并

进行分析总结。 

1．电气控制基础知识 √    

2. PLC 的硬件组成及工作原

理 
 √  √ 

3 S7—300 PLC编程基础与指

令系统 
 √ √ √ 

4. PLC 控制系统设计  √ √ √ 

5. PLC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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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85A1        英文名称：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学院开设本课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 语言） 

后续课程：嵌入式系统与智能仪器、工业机器人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微机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熟知 MCS-51的内部资源

配置。 

目标 2：掌握 C51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能编写简单的程序。 

目标 3：掌握 MCS-51的 I/O接口、中断和定时器/计数器等模块的工作原理。 

目标 4：掌握单片机串行接口和 I/O口并行扩展技术。 

目标 5：掌握典型 A/D、D/A转换器的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微机控制系统基础及工作原理概述 （2课时） 

1.1 微机控制系统认识，微机控制系统发展及应用范围，微机控制系统的组

成。  （1课时） 

1.2 数制和码制的概念，二进制数、十进制数、十六进制数的相互转换，有

符号数、无符号数及补码的含义。 （1课时） 

（二）MCS-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6课时） 

2.1 MCS-51的硬件组成和引脚功能。 （1课时） 

2.2 MCS-51的 CPU。 （1课时） 

2.3 MCS-51存储器结构。 （2课时） 

2.4 MCS-51的并行 I/0端口。 （1课时） 

2.5时钟电路与时序、复位操作和复位电路。 （1课时） 

（三）C51语言编程基础与 Keil软件的使用 （2课时） 

3.1 C51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包括数据类型与存储类型、运算符、特殊功能

寄存器和位变量定义、绝对地址访问、分支与循环程序结构、数组、指针等。 

  （1课时） 

3.2 C51 语言的函数，包括函数的分类、参数与返回值，函数的调用以及中

断服务函数、库函数等。 （0.5课时） 



 

103 

3.3 C51程序开发软件 Keil的基本操作。 （0.5课时） 

（四）单片机与显示器件及开关、键盘的接口设计 （12课时） 

4.1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显示。 （1课时） 

4.2实验一，简单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认识。 （2课时） 

4.3实验二，单片机彩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2课时） 

4.4开关状态检测。 （1课时） 

4.5单片机控制 LED数码管的显示。 （1课时） 

4.6单片机控制 LED点阵显示器显示。 （1课时） 

4.7键盘接口原理与设计。 （2课时） 

4.8实验三，矩阵式键盘识别技术的实现。 （2课时） 

（五）MCS-51的中断系统 （6课时） 

5.1中断系统概念， 51中断系统结构。 （1课时） 

5.2中断允许与中断优先级的控制。 （1课时） 

5.3中断响应和中断函数。 （1课时） 

5.4中断系统应用举例。 （1课时） 

5.5实验四，报警发生器。 （2课时） 

（六）MCS-51的定时器/计数器 （8课时） 

6.1 定时器/计数器的结构和工作方式。 （2课时） 

6.2定时器/计数器的编程和应用。 （2课时） 

6.3实验五，交通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2课时） 

6.4实验六，秒表计控制系统的实现。 （2课时） 

（七）MCS-51的串行口 （6课时） 

7.1串行口的结构及工作方式。 （2课时） 

7.2多机通讯、波特率的制定、串行口编程和应用。 （2课时） 

7.3实验七，双机通信电路的实现。 （2课时） 

（八）MCS-51的并行扩展技术 （2课时） 

8.1系统并行扩展概述。 （1课时） 

8.2利用 74LSTTL电路扩展并行 I/O口。 （0.5课时） 

8.3单片机的串行口扩展并行输入/输出口。 （0.5课时） 

（九）MCS-51与 DAC、ADC的接口 （4课时） 

9.1 D/A转换电路及设计案例。 （2课时） 

9.2 A/D转换电路及设计案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 编程+Proteus 仿真》，张毅刚主编，高等教育



 

104 

出版社，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及 C51 编程技术》，高玉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8 

2. 《51 单片机 C 语言程序设计经典实例》，侯玉宝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05 

3. 《51 单片机 C 语言开发教程》，刘理云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09 

4. 《5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李精华，李云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7 

5. 《5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 Keil C 与 Proteus》，陈海宴编著，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2017.05 

6．《新编 51 单片机 C 语言教程：从入门到精通实例详解全攻略》，蔡杏山，

蔡玉山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30%）、课堂讨论、作业以及考

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单片机的硬件

结构、单片机与显示器件及开关、键盘的接口设计、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定时器

与计数器、串行口、I/O 并行扩展、以及 C51 编程基础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韩美杰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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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微机

控制系统的基本

组成和工作原理，

熟知 MCS-51的内

部资源配置 

目标 2：掌握 C51

语言程序设计的

方法，能编写简

单的程序 

目标 3：掌握

MCS-51的 I/O接

口、中断和定时

器/计数器等模

块的工作原理 

目标 4：掌握单

片机串行接口和

I/O 口并行扩展

技术 

 

目标 5：掌握

典型 A/D、

D/A 转换器

的使用方法 

1.1 微机控制系统认识，微

机控制系统发展及应用范

围，微机控制系统的组成 

√     

1.2数制和码制的概念 √     

2.1 MCS-51的硬件组成和引

脚功能 
√     

2.2 MCS-51的 CPU √     

2.3 MCS-51存储器结构 √     

2.4 MCS-51的并行 I/0端口 √     

2.5 时钟电路与时序、复位

操作和复位电路 
√     

3.1 C51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    

3.2 C51语言的函数  √    

3.3 C51程序开发软件 Keil

的基本操作 
 √    

4.1 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

显示 
  √   

4.2 实验一，简单单片机控

制系统的认识 
  √   

4.3 实验二，单片机彩灯控

制系统的实现 
  √   

4.4开关状态检测   √   

4.5 单片机控制 LED 数码管

的显示 
  √   

4.6 单片机控制 LED 点阵显

示器显示 
  √   

4.7键盘接口原理与设计   √   

4.8 实验三，矩阵式键盘识

别技术的实现 
  √   

5.1中断系统概念， 51中断

系统结构 
  √   

5.2 中断允许与中断优先级

的控制 
  √   

5.3中断响应和中断函数   √   

5.4中断系统应用举例   √   

5.5实验四，报警发生器   √   

6.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

的结构和工作方式 
  √   

6.2 定时器/计数器的编程

和应用 
  √   

6.3 实验五，交通灯控制系

统的实现 
  √   

6.4 实验六，秒表计控制系

统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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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串行口的结构及工作方

式 
   √  

7.2 多机通讯、波特率的制

定、串行口编程和应用 
   √  

7.3 实验七，双机通信电路

的实现 
   √  

8.1系统并行扩展概述    √  

8.2 利用 74LSTTL 电路扩展

并行 I/O口 
   √  

8.3 单片机的串行口扩展并

行输入/输出口 
   √  

9.1 D/A 转换电路及设计案

例 
    √ 

9.2 A/D 转换电路及设计案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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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89A1      英文名称：Introduce to industry technical principl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测控系 

先修课程：信号与系统、工程数学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讲授快速傅里叶变换，了解相关信号处理原理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

法。 

目标 2：介绍数字滤波器的设计理论和方法，注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    （6学时） 

1． 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方法与特点； 

2． 时域离散信号与系统； 

3． 时域离散系统的输入输出描述法——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 

4． 模拟信号数字处理方法。 

第二章 Z 变换与离散傅里叶变换     （8学时） 

1． 序列的 Z 变换； 

2． 序列的 Z 变换与傅里叶变换的定义及性质； 

3． 周期序列的 Z 变换与离散傅里叶级数及傅里叶变换表示式； 

4． 时域离散信号的傅里叶变换与模拟信号傅里叶变换之间的关系； 

5． 利用 Z 变换分析信号和系统的频域特性。 

第三章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8学时） 

1． 离散傅里叶级数（DFS）的定义与性质； 

2． 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定义与性质； 

3． 抽样 Z 变换-频率域采样； 

4． DFT 的应用举例。 

第四章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8学时） 

1． 计算 DFT 的问题及改进的途径 

2． 基 2 FFT 算法； 

3． 进一步减少运算量的措施； 

4． 离散傅里叶反变换（IDFT）的快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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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裂基 FFT 算法； 

6． 离散哈特莱变换（DHT）。 

7． 线性调频 Z 变换算法 

8． DFT 逼近信号的频谱-FFT 计算线性卷积和相关运算 

9． 倒频谱分析 

10． 系统频率响应分析 

第五章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6学时） 

1．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 

2． IIR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3． FIR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4． 数字滤波器的格形结构 

第六章 无限长单位冲激响应（I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6学时） 

1． 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 

2． 模拟滤波器的原理与结构； 

3． 用脉冲响应不变法设计 IIR 数字滤波器； 

4． 用冲激响应法设计 IIR 数字滤波器； 

5． 用双线性变换法设计 IIR 数字滤波器； 

6． 数字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的设计； 

7． IIR 数字滤波器的直接设计方法与优化。 

第七章 有限长单位冲激响应（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方法     （6学时） 

1． 线性相位 FIR 数字滤波器的条件和特点； 

2． 利用窗函数法设计 FIR 滤波器； 

3． 利用频率采样法设计 FIR 滤波器； 

4． IIR 数字滤波器的直接设计方法。 

5． 利用切比雪夫逼近法设计 FIR 滤波器； 

6． IIR 和 FIR 数字滤波器的比较。 

第八章  信号抽取与插值处理 （2 学时） 

1. 用整数 D 的抽取，用整数 I 的插值，两者结合的流图结构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信号处理》，周利清，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年 6月，第二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Oppenheim A V and Schafer，2012。 

【2】《数字信号处理》，宗孔德等，清华大学出版，2016年，第三版。 

四、课程考核 



 

109 

平时成绩（课堂讨论、出勤等）占 60％＋期末成绩（报告）占 40％ 

五、附件 

 

制定人：  陆永耕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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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快速傅里叶变换与应用 目标 2：数字滤波器设计 

1.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    √  

2. Z变换与离散傅里叶变换 √  

3.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  

4.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  

5.数字滤波器结构  √ 

6. I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 

7. 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 

8.信号抽取与插值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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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仪器与测试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0A1        英文名称：Virtual instrument & Test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测控电路、计算机高级语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能解释课程所涉及的相关术语,具有相关基础知识，培养工程知识。 

目标 2：能依据通用接口总线电气、功能及机械规范，结合电子技术、单片

机与接口技术原理，分析并设计符合标准的通用测量仪器总线接口功能电路。解

决测量中测量仪器外部接口总线标准化的工程问题，培养学生具有相关工程问题

的设计能力。 

目标 3：能依据 VXI 总线相关规范，结合可编程逻辑器件、单片机原理，分

析模块化器件（寄存器基或消息基器件）接口功能的核心电路功能，培养学生具

有相关工程问题的设计能力。 

目标 4：能根据各种测量仪器总线特点以及经济与项目管理原则，正确选择

接口总线、仪器及控制器、软件开发环境，集成并组建自动测试系统，解决测量

中自动化需求的工程问题，培养使用相关工具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2学时） 

1.1 测量与系统 

1.2 接口与接口系统 

1.3 自动测试技术的发展及对社会的影响 

（二）通用接口总线系统概述 （2学时） 

2.1 GPIB 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2.2 GPIB 规范要点  

2.3 接口功能 

2.4 总线构成 

2.5 三线握手 

（三）消息 （2学时） 

3.1 消息的分类 

3.2 接口消息及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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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器件消息 

（四）基本操作序列 （2学时） 

4.1 概述 

4.2 操作序列 

（五）接口功能及其状态图（4学时） 

5.1 概述 

5.2 接口功能状态图 

5.3 接口功能实现方法 

（六）系统组建 （2学时） 

6.1 组建流程 

6.2 系统组建举例 

（七）VXI总线 （4学时） 

7.1 VXI 总线规范简介 

7.2 VME 总线简介 

7.3 VXI 总线构成 

7.4 VXI 总线器件 

7.5 VXI 总线中的操作 

7.6 VXI 总线器件通信协议 

（八）VXI总线即插即用（VPP）规范 （4学时） 

8.1 VPP 的提出 

8.2 VPP 系统及特点 

8.3 VPP 系统框架 

8.4 仪器驱动程序 

8.5 VISA 的提出 

8.6 VISA 的特点 

8.7 VISA 构成及动态链接库各文件作用 

8.8 VISA 库编程 

8.9 VISA 应用举例 

（九） PXI总线概述    （2学时）   

9.1 系统结构及组成 

9.2 PXI 总线的性能和特点 

（十）实验 （8学时） 

10.1 实验一 认识实验   认识实验设备原理熟悉测试方法，上级编程。 

  （4学时） 

10.2 实验二 系统组建   晶体管参数自动测试系统 设计实验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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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自动测试及接口技术》陈长龄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2.《自动测试系统》张毅刚.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IEEE std488.1-1987:”IEEE Standard Digital Interface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ation”. 

2.IEEE std488.2-1992:”IEEE Standard Codes, Formats, Protocols and 

Common Command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ation” 

3.IEEE std1155-1992:”IEEE Standard for VMEBus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VXIBus”, l993.9.20 Published by IEEE. 

4.SCPI Consortium, 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 

（SCPI）, Version 1999.0, May, 1999  

5.《虚拟仪器软件开发环境：LabWindows/CVI6.0 编程指南》机械工业出版

社，张毅刚等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表现，实验成绩。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赵爱明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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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能

解释课程

所涉及的

相关术语,

具有相关

基础知识。

培养工程

知。 

 

目标 2：能依据通用接口总

线电气、功能及机械规范，

结合电子技术、单片机与

接口技术原理，分析并设

计符合标准的通用测量仪

器总线接口功能电路。解

决测量中测量仪器外部接

口总线标准化的工程问

题，培养学生具有相关工

程问题的设计能力。 

目标 3：能依据 VXI

总线相关规范，结合

可编程逻辑器件、单

片机原理，分析模块

化器件（寄存器基或

消息基器件）接口功

能的核心电路功能，

培养学生具有相关

工程问题的设计能

力。 

目标 4：能根据各种测

量仪器总线特点以及

经济与项目管理原则，

正确选择接口总线、仪

器及控制器、软件开发

环境，集成并组建自动

测试系统，解决测量中

自动化需求的工程问

题，培养使用相关工具

的能力。 

1.1 测量与系统 √    

1.2 接口与接口系统 √    

1.3 自动测试技术的发展及对

社会的影响 
√ √   

2.1 GPIB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 √  √ 

2.2 GPIB规范要点  √ √  √ 

2.3接口功能 √ √  √ 

2.4 总线构成 √ √   

2.5 三线握手 √ √   

3.1 消息的分类 √ √   

3.2 接口消息及其编码 √    

3.3 器件消息 √    

4.1 概述 √    

4.2 操作序列  √   

5.1 概述 √    

5.2接口功能状态图  √   

6.1 组建流程 √ √   

6.2 系统组建举例 √ √   

7.1 VXI总线规范简介 √  √  

7.2 VME总线简介 √  √  

7.3 VXI总线构成   √  

7.4 VXI总线器件   √  

7.5 VXI总线中的操作   √  

7.6 VXI总线器件通信协议   √  

8.1 VPP的提出 √   √ 

8.2 VPP系统及特点 √   √ 

8.3 VPP系统框架 √   √ 

8.4 仪器驱动程序    √ 

8.5 VISA的提出   √ √ 

8.6 VISA的特点   √ √ 

8.7 VISA 构成及动态链接库

各文件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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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VISA库编程   √ √ 

8.9 VISA应用举例   √ √ 

9.1系统结构及组成 √  √ √ 

9.2 PXI总线的性能和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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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仪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0Q1      英文名称：Virtual Instru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类、电气类、机电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信号处理、智能仪器、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智能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从理论上掌握创建虚拟仪器的方法理论基础，虚拟仪器的图形编程

方法。 

目标 2： 掌握虚拟仪器系统软件开发工具 LabVIEW。 

目标 3： 掌握 LabVIEW在测量仪器、过程控制、信号分析、网络远程控制等

应用技能。 

目标 4： 掌握虚拟仪器系统软件的设计方法，提高计算机技术综合应用的能

力。 

目标 5： 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模拟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理论课时 （30课时） 

(一) 虚拟仪器、LabVIEW基础 （2课时） 

1.1 了解虚拟仪器的发展、概念以及软硬件系统，LabVIEW 简介，虚拟仪器

设计方法系统的组成，应用范围，技术标准，以及开发平台等等。了解虚拟仪器

的基础概念和发展历史。 （1课时） 

1.2 掌握 LabVIEW 程序的基本构成，LabVIEW 模版，LabVIEW 文件系统函数

和系统工具，以及 LabVIEW的基本数据类型、LabVIEW帮助和系统提供的例子等。

熟悉 LabVIEW开发环境和简单编程。 （1课时） 

(二) VI创建、编辑和调试 （4课时） 

2.1 掌握如何创建一个 VI以及子 VI，掌握 VI 编辑技术和 VI调试技术等。 

  （2课时） 

2.2 掌握 LabVIEW复杂的程序编辑。 （2课时） 

(三) 程序结构 （4课时） 

3.1 掌握多种程序结构，循环结构，条件结构，顺序结构，公式节点以及事

件结构等。 （2课时） 

3.2 重点掌握循环和条件结构。掌握 for、while等结构编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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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组、簇和波形 （4课时） 

4.1 掌握数组的创建，以及数组操作函数， （1课时） 

4.2 掌握簇的创建以及操作函数，波形的创建以及波形操作函数等。 

  （1课时） 

4.3 掌握数组、簇和波形的一般编程。 （2课时） 

(五) 图形控件和图形数据显示 （6课时） 

5.1 了解波形图、波形图表的数据格式，掌握定制波形图的属性，波形图表

的属性。  （2课时） 

5.2 了解 XY图，强度图表显示控件，数字波形图，三维图形控件等。  

  （2课时） 

5.3 掌握 wave、两维和三维编程。 （2课时） 

(六) 字符串和文件 I/O （4课时） 

6.1 了解字符串、字符串控件、字符串的显示方式，字符串函数，文件 I/O

函数、文本文件、二进制文件、数据记录文件、其他文件类型等。 （2课时） 

6.2 熟悉字符串和文件 I/O的使用编程。 （2课时） 

(七) 数据采集 （4课时） 

7.1 主要了解数据采集卡设置与测试，多通道的采样方式，数据采集 VI，模

拟输入、出等。 （2课时） 

7.2 熟悉数据采集的基础知识，掌握系统的数据采集以及板卡的运用。 

  （2课时） 

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虚拟仪器设计基础教程》， 黄松岭、吴静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LabVIEW 虚拟仪器工程设计与开发》， 张凯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4 

2. 《LabVIEW 虚拟仪器程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林静主编，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10 

3. www.ni.com 官网网址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报告（15%）、课堂练习（15%）

及考勤作业等（10%）。 

5.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VI 创建、编

http://www.welan.com/product/product_detail.asp?proid=164722
http://www.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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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调试，程序结构，数组、簇和波形，图形显示控件，以及应用工程的小项目

编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周琴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119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从理论上

掌握创建虚拟仪

器的方法理论基

础，虚拟仪器的图

形编程方法。 

目标 2： 掌握虚

拟仪器系统软件

开 发 工 具

LabVIEW。 

目标 3： 掌握

LabVIEW 在测量

仪器、过程控制、

信号分析、网络

远程控制等应用

技能。 

目标 4： 掌握

虚拟仪器系统

软件的设计方

法，提高计算

机技术综合应

用的能力。 

目标 5： 掌握

万用表、示波

器、函数发生

器等模拟仪器

仪表应用。 

1.1 了解虚拟仪器的发展、

概念以及软硬件系统 
√     

1.2 掌握 LabVIEW 程序的基

本构成 
 √    

2.1 掌握如何创建一个 VI

以及子 VI 
 √    

2.2 掌握 LabVIEW 复杂的程

序编辑 
  √   

3.1 掌握多种程序结构  √    

3.2 重点掌握循环和条件结

构 
 √    

4.1 掌握数组的创建，以及

数组操作函数 
 √    

4.2 掌握簇的创建以及操作

函数 
 √    

4.3 掌握数组、簇和波形的

一般编程 
  √   

5.1 了解波形图、波形图表

的数据格式 
    √ 

5.2 了解 XY图，强度图表显

示控件，数字波形图，三维

图形控件等 

   √  

5.3 掌握 wave、两维和三维

编程 
   √  

6.1 了解字符串、字符串控

件、字符串的显示方式 
√     

6.2 熟悉字符串和文件 I/O

的使用编程 
 √    

7.1 主要了解数据采集卡设

置与测试 
  √   

7.2 熟悉数据采集的基础知

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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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系统可靠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2Q1        英文名称：Instrument and System Reliabilit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传感器原理及

应用 

后续课程：精密机械与仪器设计、虚拟仪器与测试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可靠性的概念、特征量以及可靠性的寿命分布。 

目标 2：掌握典型结构的可靠性模型和三态系统的可靠性模型，学会可靠性

预计与分配。 

目标 3：掌握故障模式影响和危害性分析、故障树分析、事件树分析等。 

目标 4：针对电子产品可靠性的特点，掌握其可靠性设计分析的方法。 

目标 5：掌握可靠性试验的分类和环境应力筛选试验，可靠性增长试验、可

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二、课程内容 

（一）可靠性设计基础 （4课时） 

1.1可靠性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1.2可靠性特征量。 （2课时） 

1.3可靠性寿命分布。 （1.5课时） 

（二）可靠性模型 （4课时） 

2.1可靠性框图和模型的建立。 （1课时） 

2.2 几种典型结构的可靠性模型，包括串联结构、并联结构、K/N 结构。

 （2课时） 

2.3三态系统的可靠性模型，包括串联结构和并联结构。 （1课时） 

（三）可靠性预计与分配 （4课时） 

3.1可靠性预计，包含元器件的可靠性预计和系统的可靠性预计。（2课时） 

3.2 可靠性分配，包括指数分布、等分配法、再分配法、AGREE 分配法和拉

格朗日乘子法。 （2课时） 

（四）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4课时） 

4.1 故障模式影响分析，包含故障影响分析、电子元器件的故障分析、故障

检测方法分析、补偿措施分析、故障模式影响分析的实施。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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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危害性分析，包含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绘制危害性矩阵。  

  （1课时） 

4.3故障模式影响和危害性分析结果，包含 FMECA分析程序、报告和案例。 

  （1课时） 

（五）故障树分析 （5课时） 

5.1故障树概念、常用事件及其符号。 （1课时） 

5.2故障树的建立、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重要度分析。 （4课时） 

（六）电子系统的可靠性 （8课时） 

6.1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和不同元器件的失效机理。 （1课时） 

6.2 元器件的正确使用，包括分立半导体器件的使用、固定电阻和电位器、

电容的选用和集成芯片的选择。 （1课时） 

6.3 潜在电路分析，包括潜在分析类型、网络树的构造、潜电路设计规则以

及案例研究。 （2课时） 

6.4降额设计，包括降额目的和降额方法。 （1课时） 

6.5可靠的电路设计。 （1课时） 

6.6电路的容差分析。 （1课时） 

6.7 热设计，包含热设计的一般过程、常用冷却方法及选择、元器件的部件

与安装、印制电路板的热设计。 （1课时） 

（七）可靠性试验 （3课时） 

7.1可靠性试验的分类和环境应力筛选试验。 （1课时） 

7.2可靠性增长试验。 （1课时） 

7.3可靠性鉴定试验和可靠性验收试验。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仪器与系统可靠性》，康瑞清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系统可靠性》，卢明银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01 

2. 《系统可靠性理化及其应用》，程五一、李季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社，2012.08 

3. 《测控系统可靠性基础》，王先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07 

4. 《电力系统可靠性新技术》，周孝信等译，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05 

5. 《复杂系统与过程可靠性及安全性》，曾声奎、王尧译，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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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课堂表现和作业、

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可靠性的概念、

特征量以及可靠性寿命分布、典型结构的可靠性模型、三态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可靠性预计与分配、故障模式影响和危害性分析、故障树分析、电子系统可靠性

设计分析、可靠性试验的分类、可靠性增长试验、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韩美杰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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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可靠

性的概念、特征量

以及可靠性的寿

命分布 

 

目标 2：掌握典

型结构的可靠性

模型和三态系统

的可靠性模型，

学会可靠性预计

与分配 

目标 3：掌握故

障模式影响和危

害性分析、故障

树分析、事件树

分析等 

目标 4：针对电

子产品可靠性

的特点，掌握

其可靠性设计

分析的方法 

目标 5：掌握可

靠性试验的分

类和环境应力

筛选试验，可

靠 性 增 长 试

验、可靠性鉴

定 和 验 收 试

验。 

1.1可靠性的基本概念 √     

1.2可靠性特征量 √     

1.3可靠性寿命分布 √     

2.1 可靠性框图和模型的建

立 
 √    

2.2 几种典型结构的可靠性

模型 
 √    

2.3三态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    

3.1可靠性预计  √    

3.2可靠性分配  √    

4.1 故障模式影响分析   √   

4.2危害性分析   √   

4.3 故障模式影响和危害性

分析结果 
  √   

5.1 故障树概念、常用事件

及其符号 
  √   

5.2 故障树的建立、定性分

析、定量分析、重要度分析 
  √   

6.1 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和

不同元器件的失效机理 
   √  

6.2元器件的正确使用    √  

6.3潜在电路分析    √  

6.4降额设计    √  

6.5可靠的电路设计    √  

6.6电路的容差分析    √  

6.7热设计    √  

7.1 可靠性试验的分类和环

境应力筛选试验 
    √ 

7.2可靠性增长试验     √ 

7.3 可靠性鉴定试验和可靠

性验收试验 
    √ 

 

  



 

124 

 

《智能仪器仪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3A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Instrument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后续课程：电机电器测试技术、电机故障诊断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电子、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

能控制等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智能仪器在通信、家电、自动控制、仪器仪表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课程的作用和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利

用微处理器系统使电子仪器实现智能化的具体方法，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本课程既有硬件的原理和组成，又有针对硬件的软件编程，软件与硬件必须

同时兼顾。 

目标 1：了解智能仪器仪表的发展；掌握智能仪器的设计要点；对智能仪器

各组成单元的基本工作原理、性能指标以及它们在整机中的作用形成明确的认识。 

目标 2：掌握智能仪器输入/输出通道设计：A／D  D/A 转换技术概述；积

分式 A／D 转换器与微处理器接口；掌握逐次比较式 A／D 转换器与微处理器接

口，模拟量与开关量的输入/输出通道；熟悉智能仪器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的设计。 

目标 3：智能仪器人机接口与通信：了解键盘与接口，LED 显示及接口；掌

握微型打印机及接口；熟悉键盘/LED 显示器接口设计。熟悉标准总线技术，掌

握串行通信总线协议；掌握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设计。 

目标 4：数据处理方法与可靠性：掌握理解测量数据的处理方法；熟悉智能

仪器仪表的测量控制算法。了解硬件故障的自检和仪器测量精度的提高措施；熟

悉智能仪器的可靠性设计。 

目标 5：了解虚拟仪器原理与应用开发；能够通过典型应用实例，进一步加

深学生对智能化仪器仪表的理解与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智能仪器仪表的地位与重要性； 

1.2 智能仪器仪表的典型结构与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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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智能仪器仪表的发展趋势。 

（二）智能仪器仪表的总体设计 （2 课时） 

2.1 智能仪器仪表的设计原则、设计思想与设计步骤； 

2.2 智能仪表设计中微处理器的选择。 

（三）智能仪器仪表的输入/输出通道的设计 （10 课时+4 课时实验） 

3.1 智能仪表的信号测量与数据采集：熟悉非电量测量及其接口电路；程控

放大器；熟悉测量信号处理电路与据采集电路；了解 A/D 转换应用技术； 

3.2 智能仪表的信号输出通道：了解 D/A 转化电路，掌握转化电路与微处理

器的接口设计；熟悉开关量输出接口技术与相关电路。 

3.3 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 

实验一：A/D 转换与程控增益放大器 AD603：学习理解模/数信号转换的原理；

掌握模/数转换芯片 ADC0809 的使用方法；掌握模/数转换芯片 ADC0809 的接口

扩展、程序设计及调试方法。 

实验二：D/ A 转换：学习理解数/模信号转换的原理；掌握数/模转换芯片

DAC0832 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模转换芯片 DAC0832 的接口扩展、程序设计及调

试方法。 

（四）智能仪表的人—机接口部分 （4 课时） 

4.1 显示接口电路：包括 LED 显示接口与 LCD 显示接口； 

4.2 键盘接口电路：包括非编码键盘与编码键盘的接口两种情况； 

4.3 打印机接口电路。 

（五）智能仪器的数据通信技术 （4 课时） 

5.1 标准总线技术； 

5.2 串行总线通信技术； 

5.3 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 

（六）智能仪表的数据处理及测量控制算法 （8 课时+4 课时实验） 

6.1 测量过程的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测量结果的数值处理、非数值处理；随

机信号的处理与分析；软测量技术等； 

6.2 智能仪器仪表的测量算法：克服系统误差，实现量程的自动切换和工程

量的变化； 

实验三：数据处理（利用 MATLAB 曲线拟合）：了解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原理，

熟悉最小二乘法；掌握最小二乘进行曲线拟合的编程，通过程序解决实际问题。 

实验四：数据处理：线性查找算法 （BFPRT） 

（七）智能仪器的可靠性设计 （4 课时） 

7.1 硬件的抗干扰设计：包括干扰进入的渠道（串模干扰、共模干扰）；隔离

技术；接地技术及屏蔽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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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源的抗干扰设计； 

7.3 软件抗干扰原理与方法：包括其前提条件与软件陷阱技术。 

（八）虚拟仪器原理与应用 （4 课时） 

8.1 虚拟仪器的基本概念； 

8.2 虚拟仪器的基本原理与结构：包括通用仪器硬件平台和应用软件两大部

分； 

8.3 虚拟仪器的发展与应用。 

（九）智能仪器仪表的典型实例分析 （2 课时） 

通过工程应用实例，了解测控电路与系统的设计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殷侠 王蓉 主编，《智能仪器原理与设计》，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付华主编，《智能仪器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2. 周亦武主编，《智能仪表原理与应用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年； 

3. 孙宏军 张涛 王超主编，《智能仪器仪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学习主动性与平时测验等

（20%）；课程实验（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智能仪表的构

成原理；微机接口电路及其编程；标准总线与数据处理技术；智能仪器的可靠性

设计；虚拟仪器的原理和应用；以及智能仪器仪表的设计原则与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华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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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智

能仪器仪表的

发展；掌握其

设计要点；熟

悉各组成单元

的基本工作原

理、性能指标，

并对其在整机

中的作用形成

明确认识。 

目标 2：掌

握智能仪

器输入通

道/输出通

道的设计：

模拟量与

开关量的

输入通道/

输出通道

及其设计。 

目标 3：智能仪

器人机接口与

通信：了解键盘

与显示接口；了

解微型打印机

及接口；熟悉相

关设计。熟悉标

准总线技术、串

行总线通信技

术及接口。 

目标 4：数据处理方

法与可靠性设计：掌

握理解测量数据的

处理方法；熟悉智能

仪器仪表的测量控

制算法。了解硬件故

障的自检和仪器测

量精度的提高措施；

熟悉智能仪器的可

靠性设计。 

目标 5：了解虚

拟仪器原理与

应用开发；能够

通过相关实验

与典型应用实

例，加深对智能

化仪器仪表的

理解与认识。 

1.1 智能仪器仪表的地位与重

要性 
√     

1.2 智能仪器仪表的典型结构

与功能特点 
√   √  

1.3 智能仪器仪表的发展趋势 √   √  

2.1 智能仪器仪表的设计原则、

设计思想与设计步骤 
√     

2.2 智能仪表设计中微处理器

的选择 
√     

3.1 智能仪表的信号测量与数

据采集 
 √    

3.2 智能仪表的信号输出通道  √    

3.3 开关量的输入输出通道  √    

实验一：A/D 转换与程控增益

放大器 AD603 
 √   √ 

实验二：D/ A 转换  √   √ 

4.1 显示器接口电路   √   

4.2 键盘接口电路   √   

4.3 打印机接口电路   √   

5.1 标准总线技术   √   

5.2 串行总线通信技术   √   

5.3 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   √   

6.1 测量过程的数据处理方法    √  

6.2 智能仪器仪表的测量算法     √  

实验三：数据处理-曲线拟合实

验 
   √ √ 

实验四：数据处理：线性查找

算法  
   √ √ 

7.1 硬件的抗干扰设计    √  

7.2 电源的抗干扰设计    √  

7.3 软件抗干扰原理与方法    √  

8.1 虚拟仪器的基本概念     √ 

8.2 虚拟仪器的基本原理与结

构 
    √ 

8.3 虚拟仪器的发展与应用     √ 

9. 典型实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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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5R1       英文名称：Sensor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误差分类，误差计算与数据处理，掌握衡量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的各种指标参数的意义。 

目标 2：了解各类参数的测量方法，掌握各种传感器的特点及应用。 

目标 3：能正确地对各类传感器进行选型、组合。 

二、课程内容 

（一）检测基本知识模块 （4课时） 

1.1 了解检测及传感器的含义及工业检测涉及的内容；理解自动检测系统的

组成。  （2课时） 

1.2 了解几种测量方法的分类；掌握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及准确度的计算；

了解随机误差的概念及处理方法；了解传感器的分类、组成及特性。 （2课时） 

（二）电阻式传感器模块 （8课时） 

2.1电阻应变传感器的分类、特性及应用；电桥电路的原理。 （2课时） 

2.2金属热电阻的分类、特点及接线方法；热敏电阻的分类、特性及应用。 

  （2课时） 

2.3气敏、湿敏电阻传感器及应用，湿度的概念。 （2课时） 

2.4实验一：应变传感器称重实验，误差分析及数据处理。 （2课时） 

（三）电感传感器模块 （4课时） 

3.1 了解自感传感器的分类及特点，了解自感传感器转换桥路，掌握自感传

感器的应用。了解差动变压器结构、工作原理及差动整流电路。 （2课时） 

3.2实验二：差动式传感器测量对比。 （2课时） 

（四）电涡流传感器模块 （3课时） 

4.1 电涡流传感器工作原理、结构及特点；电涡流传感器的转换电路及应用。

  （2课时） 

4.2接近开关的概念、结构、分类、特点及用途。 （1课时） 

（五）电容传感器模块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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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电容传感器工作原理、分类，电容传感器的转换电路；电容传感器的应

用。  （2课时） 

5.2实验三：电涡流位移及电容接近开关实验。 （2课时） 

（六）霍尔传感器模块 （2课时） 

6.1 霍尔效应及霍尔传感器的参数；霍尔集成电路的结构、特性、分类及特

性曲线。霍尔传感器的应用。 （2课时） 

（七）热电偶传感器模块 （4课时） 

7.1 了解热电效应及热电偶结构；了解常用热电偶的型号、特点；了解冷端

延长的方法及补偿导线的用途。 （2课时） 

7.2实验四：温度测量方式对比及数据处理。 （2课时） 

（八）光电传感器模块 （3课时） 

8.1 了解光电传感器的类型及其原理、应用。 （2课时） 

8.2 了解光电开关及应用。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检测技术与应用》（第 2版）梁森等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王诗军等 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何希才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  www.liangsen.net 梁老师答疑网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误差计算、各

类参数的测量方法、各种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洋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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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误差分类计

算，传感器及检测技术各

类参数指标的意义  

目标 2：了解各类参数

的测量方法，掌握各种

传感器的特点及应用。 

目标 3：能正确地对各

类传感器进行选型、组

合 

1.1 检测及传感器的含义、自动检测系

统的组成 
√   

1.2 误差的计算、传感器的分类、组成

及特性 
√   

2.1 电阻应变传感器的分类、特性及应

用；电桥电路的原理 
 √  

2.2金属热电阻；热敏电阻  √ √ 

2.3气敏、湿敏电阻传感器  √ √ 

2.4 实验一：应变传感器称重实验，误

差分析及数据处理 
√ √  

3.1自感传感器的原理应用  √ √ 

3.2实验二：差动式传感器测量对比。 √ √ √ 

4.1 电涡流传感器转换电路及应用  √  

4.2接近开关的概念点及用途  √ √ 

5.1电容传感器工作原理  √  

5.2 实验三：电涡流位移及电容接近开

关实验 
√ √ √ 

6.1霍尔效应及霍尔传感器  √ √ 

7.1 热电效应及热电偶结构、常用热电

偶的型号、特点、冷端延长的方法及补

偿导线的用途 

√ √ √ 

7.2 实验四：温度测量方式对比及数据

处理 
√ √ √ 

8.1光电传感器的类型及其原理、应用  √ √ 

8.2光电开关及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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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6B1             英文名称：Senso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电气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工业 4.0 综合设计与开发、自动化测试类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光电效应、应变效应、热电效应、压电效应等各类传感器基本

原理。 

目标 2：掌握各类传感器的定义、分类、结构、特性、参数、测量电路和应

用方法。 

目标 3：掌握部分传感器误差产生原因，能够通过电路设计等方法，实现具

体传感器的温度补偿、电位补偿等误差处理。 

目标 4：掌握部分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的设计原理。 

目标 5：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仪器仪表应用，学会测量数据

记录和图表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传感器技术的定义、结构与特性 （4课时） 

1.1 传感器技术的定义、实例、结构，传感器的应用领域。传感器的基本构

成型式。  （1课时） 

1.2传感器的分类、基本特性。传感技术的特点、研究方法与发展动向。 

  （1课时） 

1.3 传感器的静态特性、动态特性、动态特性分析与动态响应。传感器的无

失真测试条件。 （2课时） 

（二）光电式传感技术 （6课时） 

2.1 光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光电效应、光谱。光电二极管、光敏三极管的

结构和工作原理、光谱特性、伏安特性、光照特性、温度特性等，光敏二极管、

光敏三极管的应用。 （2课时） 

2.2 光敏电阻、光电池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主要参数，光谱特性、光照特性、

频率特性、温度特性等，光敏电阻、光电池的应用。高速光电二极管的结构、特

性参数。光电倍增管的工作原理、主要参数和光谱特性，光电倍增管的应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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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色敏光电传感器的结构与基本原理、光谱特性，色敏光电传感器的应用。

光电位置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电路。 （1课时） 

2.4 红外光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结构，热释电效应，红外光传感器的应用。

MOS光敏单元的结构及原理，CCD的工作原理，CCD图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参数，光固态 CCD图像传感器件的应用 （1课时） 

2.5 光纤传感器的传光原理、数值孔径、光纤模式和传播损耗，光纤传感器

的分类与调制原理，光纤传感器实例。激光传感器的原理与特性，激光传感器的

应用。光电传感器技术典型应用举例。 （1课时） 

（三）数字式传感技术 （6课时） 

3.1 光栅传感器的结构和类型，光栅测量系统的构成，莫尔条纹的原理及特

性，光栅辨向原理，细分技术，光栅数显装置。磁栅传感器的组成及类型，工作

原理与信号处理方式，磁栅数显装置与磁栅传感器的应用。 （2课时） 

3.2 接触式编码器、光电式编码器、电磁式编码器和脉冲盘式数字编码器的

结构与工作原理，主要技术指标，优缺点。RC 振荡器式频率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3.3直线式感应同步器、旋转式感应同步器的结构、工作原理等。（1课时） 

3.4数字式传感器典型应用举例。 （1课时） 

（四）热电式传感器 （6课时） 

4.1 热敏电阻的定义，结构形式，温度特性和型号定义。热敏电阻输出特性

和线性化处理。热敏电阻的应用。 （1课时） 

4.2 热电开关的材料、构成和温控原理。铂电阻、铜电阻的温度关系，电阻

体结构和分度表。 （1课时） 

4.3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中间导体定律，标准电极定律和中间温度定律，热

电阻的种类和结构。热电偶的冷端温度补偿方法。 （1课时） 

4.4 温敏二极管、温敏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基本特性、测温电路等。温敏晶

闸管的工作原理、温度特性和应用举例。 （1课时） 

4.5 集成温度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电压型、电流型、频率型集成温度传感器

的原理、结构及性能。 （1课时） 

4.6热电传感技术工程应用举例。 （1课时） 

（五）RLC传感器技术 （6课时） 

5.1 电阻式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种类。圆盘式和直线式电位器传感器，绕线

电位器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输出特性，分辨力等。 （1课时） 

5.2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应变效应，电阻应变片的种类、

材料和参数。电阻应变片的动态响应特性。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的温度误差与补

偿方法。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和用途。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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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举例。半导体压阻效应，压阻式传感器的原理和特性。 （2课时） 

5.3 电感式传感器的分类、优缺点和工作原理。自感传感器、互感传感器的

结构与工作原理，输出特性和误差分析。 （1课时） 

5.4 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灵敏度及非线性。电容式传感器的测

量电路和应用举例。 （2课时） 

（六）压电式、磁敏传感技术 （4课时） 

6.1 压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压电常数和表面电荷计算，压电材料，压电

式传感器的等效电路、电压放大器和电荷放大器等信号调理电路。压电式加速度

传感器的结构、工作原理，灵敏度和频率特性。压电式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6.2 磁敏电阻的定义、结构和工作原理，磁敏二极管、磁敏三极管的主要特

性和补偿电路。霍尔效应，霍尔元件的基本结构和不等位电动势，霍尔传感器的

典型应用。 （2课时） 

（七）声、气、湿敏传感技术 （6课时） 

7.1 超声波的定义。声敏传感器的分类。超声换能器及耦合技术，压电式、

磁致伸缩式超声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耦合剂的种类和选择，超声传感器的应用，

各种超声探头的原理和外型，超声传感器的应用举例等。 （2课时） 

7.2 气体传感器的定义和气体检测方法，气体传感器的分类。半导体气体传

感器，红外吸收式气敏传感器，接触燃烧式气敏传感器，热导率变化式气体传感

器，湿式气敏传感器，固体电解质气敏传感器等的介绍。气敏传感器的标定。 

  （2课时） 

7.3 湿度及湿度传感器的原理。电解质系湿度传感器，半导体及陶瓷湿度传

感器，有机物及高分子湿度传感器的介绍。湿度传感器的应用及发展动向。 

  （2课时） 

（八）课程测验、课堂习题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8.1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功能明确，具有一定实用性的作品，具体要求：

采用光电式传感器、数字式传感器、热电式传感器、RLC 传感器、压电磁敏传感

器中的任意一种，完成位置、转速、温度、力等各种参数的检测。 （1课时） 

8.2课程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1课时） 

8.3 课后需提交技术方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摘要，电路设计，原理说明，

灵敏度分析等。 

（九）实验项目的操作与结果分析 （8课时） 

9.1 根据实验室具体条件，选择以下实验中的其中 4 个项目作为课内实验，

具体包括： 

（1）移相、相敏、低通滤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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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调试观察移相模块、相敏模块、低通滤波模块的工作特性。 

基本要求：a，了解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移相器的工作原理。 

b，了解相敏检波器电路原理，工作情况。 

c，了解相敏检波器工作原理及性能。 

d，了解低通滤波器实验电路工作原理。 

（2）金属箔式应变片实验模块实验 

内容：利用单臂、半桥、全桥三种测量电路测量应变电阻式传感器的灵敏度。 

基本要求：a，了解金属箔式应变片的应变效应。 

b，掌握单臂、半桥、全桥三种测量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c，比较单臂、半桥、全桥输出时的灵敏度和非线性度，得出相应的结论。 

（3）电涡流式传感器；差动变压器实验 

内容：利用电涡流传感器和差动变压器测量物体的位移。 

基本要求：a，了解电涡流传感器测量位移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b，了解不同的被测体材料对电涡流传感器性能的影响。 

c，了解电涡流传感器位移特性与被测体的形状和尺寸有关。 

d，了解差动变压器位移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e，了解差动变压器零点残余电压补偿方法。 

（4）电容式传感器实验；霍尔式传感器实验模块实验 

内容：利用电容式传感器和霍尔式传感器测量物体的位移。 

基本要求：a，了解电容式传感器的动态性能的测量原理与方法。 

b，了解霍尔式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5）气敏式传感器实验；湿度传感器实验 

内容：利用气敏传感器和湿敏传感器测酒精棉球中的乙醇和湿度含量。 

基本要求：a，了解气敏传感器的原理与应用。 

b，了解湿度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应用。 

（6）温度传感器特性实验模块实验；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实验模块实验 

内容：掌握各种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特性以及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特性。 

基本要求：a，了解 PN结温度传感器的特性及工作情况。 

b，了解 NTC热敏电阻的测温原理。 

c，了解 K/E型热电偶测量温度的性能与应用范围。 

d，了解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 

（7）传感器综合实验-压力测量 

内容：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标定及称重。 

      基本要求：a，通过本实验了解和掌握力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8）传感器综合实验-电涡流传感器轴的径向位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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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利用电涡流传感器位移特性，组合位移测量限位系统。 

      基本要求：a,了解电涡流传感器用于位移限位的原理与方法。 

每个实验项目完成后，都需撰写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题目，实验日期，同组

人员姓名，实验目的，实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结果记录，实验分

析等内容。实验报告需按照学校规定的模板装订和填写封面信息。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张洪润 张亚凡等编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王桂荣，李宪芝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05 

2.《传感器原理与应用技术》，宋强，张烨等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02 

3.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刘爱华、满宝元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0 

4. 《最新传感器实用手册》，杨帮文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03 

5．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光电式传感器、

数字式传感器、热电式传感器、RLC 传感器、压电磁敏传感器、声敏传感器、气

敏传感器、湿敏传感器的原理、结构、特性和应用等。 

五、附件 

1.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制定人： 李皎洁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AE%8B%E5%BC%BA&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C%A0%E7%83%A8&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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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光电

效应、应变效应、

热电效应、压电效

应等各类传感器

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各

类传感器的定

义、分类、结构、

特性、参数、测

量电路和应用方

法 

目标 3：掌握部分

传感器误差产生

原因，能够通过电

路设计等方法，实

现具体传感器的

温度补偿、电位补

偿等误差处理 

目标 4:掌握

部分传感器

信号调理电

路的设计原

理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函数发生器等

仪 器 仪 表 应

用，学会测量

数据记录和图

表分析 

1.1传感器技术的定义  √    

1.2传感器的分类  √    

1.3传感器的特性分析  √    

2.1 光电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光电效应、光谱。光电

二极管、光敏三极管 

√ √ √ √  

2.2 光敏电阻、光电池、高

速光电二极管、光电倍增管 
√ √ √   

2.3 色敏光电传感器、光电

位置传感器 
√ √ √   

2.4红外光传感器、CCD图像

传感器 
√ √ √   

2.5 光纤传感器、激光传感

器的原理与特性，光电传感

器技术典型应用举例。 

√ √ √ √  

3.1 光栅传感器、莫尔条纹

的原理及特性，光栅辨向原

理，细分技术，磁栅传感器 

√ √ √ √  

3.2 接触式编码器、光电式

编码器、电磁式编码器和脉

冲盘式数字编码器 

√ √ √ √  

3.3 直线式感应同步器、旋

转式感应同步器 
√ √ √ √  

3.4数字式传感器应用举例  √ √ √ √ 

4.1 热敏电阻 √ √ √   

4.2 热电开关、铂电阻、铜

电阻 
√ √ √ √  

4.3 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

方法 
√ √ √ √ √ 

4.4 温敏二极管、温敏三极

管、温敏晶闸管 
√ √ √   

4.5集成温度传感器 √ √ √ √  

4.6热电传感工程应用举例  √ √ √  

5.1 圆盘式和直线式电位器

传感器，绕线电位器式传感

器 

√ √ √ √  

5.2 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

压阻式传感器 
√ √ √ √ √ 

5.3电感式传感器 √ √ √ √ √ 

5.4电容式传感器 √ √ √ √ √ 

6.1压电式传感器 √ √ √ √  

6.2磁敏电阻、磁敏二极管、

磁敏三极管、霍尔传感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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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超声波传感器 √ √ √   

7.2气敏传感器 √ √ √   

7.3湿度传感器 √ √ √   

8.1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

功能明确，具有一定实用性

的作品 

√ √ √ √  

8.2 课程讨论，课程作品演

示 
√ √ √ √  

8.3 课后需提交技术方案报

告 
   √ √ 

9.1 选择 4 个项目作为课内

实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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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7A1 

英文名称：Power Electron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一、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熟悉各种类型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掌

握电力电子器件保护、驱动、控制的基本知识及实现方法，使学生了解电力电子

器件的功能、特性和主要参数，能够正确选用器件。 

课程目标 2、掌握主要变流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控制方法及

分析计算等基本知识,学生掌握对典型的整流电路能定性分析，定量计算。 

课程目标 3、熟悉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应用范围，能根据变流电路要求选择

合适的电力电子器件设计整流器、斩波器、交流调压器及逆变器。 

课程目标 4、具备本专业必需的分析、设计、试验等基本技能，掌握整流电

路、直流斩波电路、开关电源电路和 PWM逆变电路的实验方法，能对实验结果进

行理论分析与计算。 

二、课程内容 

（一）课堂教学 （40学时） 

1、绪论  （2学时） 

掌握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学科地位、基本内容和发展历史；了解电力

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发展前景，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内容、任务与要求。 

2、电力电子器件  

  （6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特点和工作机理，概述功率模块和功率集成

电路的特点，讲述不同电力电子器件对驱动电路的要求。 

重点掌握半控型器件：晶闸管，重点掌握典型全控型器件：GTO、电力 MOSFET、

IGBT、BJT。 

了解 IGCT、MCT、SIT、STIH 等其他电力电子器件，了解功率集成电路和智

能功率模块。 

3、整流电路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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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述单相、三相可控整流电路、变压器漏抗对整流电路的影响、电容滤

波的二极管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大功率整流电路、整流电路

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相位控制电路。 

重点掌握三相可控整流电路。 

掌握单相可控整流电路、变压器漏抗对整流电路的影响、电容滤波的二极管

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整流电路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掌握相

位控制电路。 

了解大功率整流电路、晶闸管直流电动机系统。 

4、直流斩波电路  

  （6学时） 

主要讲述斩波器基本概念、降压斩波电路、升压斩波电路、升降压复合斩波

电路的工作原理、波形分析、电流连续与断续条件、主电路分析和参数计算以及

控制方法及分类。 

重点掌握降压斩波电路、升压斩波电路。 

掌握升降压斩波电路、复合斩波电路。 

了解多相多重斩波电路。 

5、交流—交流电力变换电路  （4学时） 

主要讲述相控式交流调压电路，包括单相、三相交流调压工作过程、不同控

制下的波形分析；交流调功电路、交流电子开关、交-交变频电路。概述参数计

算、功率因数、谐波分析。 

重点掌握单相相控式交流调压电路。 

掌握三相相控式交流调压电路、交流调功电路、掌握单相输出交—交变频电

路。 

了解交流电子开关、三相输出交—交变频电路、矩阵式变频电路。 

6、逆变电路 （4学时） 

主要讲述换相方式，电压型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电路分析与参数计算，如

单相半桥、全桥、推挽、三相电压型逆变电路，掌握输出电压调节原理；介绍电

流型逆变电路的特点、工作原理及波形分析；讲述负载换相逆变电路，如负载并

联逆变电路工作原理、换流条件和参数计算。简述电容换相逆变电路。 

重点掌握电压型逆变电路。 

掌握换流方式、电流型逆变电路、多重逆变电路和多电平逆变电路。 

7、脉宽调制（PWM）技术 （4学时） 

主要讲述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包括单极调制、双极调制，同步调制、异步

调制；SPWM波形生成方法：自然采样法、规则采样法、指定谐波消去法；PWM逆

变电路的谐波分析；PWM逆变器主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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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 

掌握 PWM逆变电路的控制方式、PWM波形的生成方法。 

了解 PWM 逆变电路的谐波分析、跟踪型 PWM 控制技术、PWM 整流电路及其控

制方法。 

8、软开关技术  （2学时） 

主要讲述软开关变换电路的分类；各种软开关变换电路的原理及应用。 

了解软开关的基本概念。 

掌握软开关技术的分类、各种软开关电路的原理及应用。 

9、电力电子器件应用共性问题  （2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电子器件应用的驱动、保护等共性问题。 

掌握电力电子器件的驱动电路，掌握电力电子器件的保护，掌握电力电子器

件的串并联。 

10、复习 （2学时） 

（二）实验教学（8学时） 

实验一 用集成触发电路触发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2 学时） 

1、了解集成触发器件的工作原理。 

2、掌握触发电路的接线和调试方法。 

3、熟悉集成触发电路各点的波形。 

4、观察整流状态下，模拟电路故障现象时的波形。 

实验二 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2 学时） 

1、熟悉降压斩波电路（Buck Chopper）和升压斩波电路（Boost Chopper）的

工作原理 

2、掌握降压斩波电路的工作状态及波形的情况 

3、掌握升压斩波电路的工作状态及波形的情况 

实验三 半桥型开关稳压电源的性能研究 （2 学时） 

1、熟悉典型开关电源电路的结构，元器件和工作原理，要求主要了解以下

内容。 

2、主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PWM 控制电路的原理和常用集成电路。 

4、驱动电路的原理和典型的电路结构。 

5、SG3525 的输出波形观察。  

6、半桥电路中各点波形的观察 

实验四 单相交直交变频电路的性能研究  （2 学时） 

1、熟悉单相交直交变频电路的组成，重点熟悉其中的单相桥式 PWM 逆变电

路中元器件的作用及电路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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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 SPWM 波形产生过程中的各点波形。 

3、观察变频电路输出在不同的负载下的波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力电子技术》（第 5版）王兆安、刘进军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二）课程参考书： 

《电力电子学—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技术》陈坚、康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电力电子技术》 王云亮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年 

《半导体变流技术》 莫正康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 

《电力电子技术》 樊立萍、王忠庆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电力电子技术》 贺益康、潘再平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4年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笔试（闭卷）。 

2、成绩评定：平时成绩（作业、课堂讨论等）占 20％ + 实验成绩占 20%＋ 

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五、附件 

1.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制定人：马学亮 ；审核人：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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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1、熟悉各种类

型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

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掌

握电力电子器件保护、驱

动、控制的基本知识及实

现方法，使学生了解电力

电子器件的功能、特性和

主要参数，能够正确选用

器件。 

课程目标 2、掌握

主要整流电路的

结构、工作原理、

工作波形、控制方

法及分析计算等

基本知识,学生掌

握对典型的整流

电路能定性分析，

定量计算。 

课程目标 3、熟悉

各种电力电子电

路的应用范围，能

根据变流电路要

求选择合适的电

力电子器件设计

整流器、斩波器、

交流调压器及逆

变器。 

课程目标 4、具备本专

业必需的分析、设计、

试验等基本技能，掌握

整流电路、直流斩波电

路、开关电源电路和

PWM 逆变电路的实验

方法，能对实验结果进

行理论分析与计算。 

1.1电力电子技术内涵 √    

1.2电力电子技术发展 √    

1.3 电力电子技术应用 √    

2.1电力电子技术器件 √    

2.2电力二极管 √    

2.3晶闸管  √    

2.4典型全控器件 √    

2.5新型电力电子器件 √    

3.1单相可控整流电路  √   

3.2三相可控整流电路   √   

3.3变压器漏感的影响  √   

3.4 电容滤波不可控整流

电路 
 √   

3.5 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

率因数  
 √   

3.6大功率可控整流电路  √   

3.7整流电路有源逆变  √ √  

3.8整流电路相位控制   √   

4.1换流方式   √  

4.2电压型逆变电路   √  

4.3电流型逆变电路   √  

4.4 多重逆变和多电平逆

变电路 
 √ √  

5.1基本斩波电路   √  

5.2复合斩波电路   √  

5.3 带隔离直-直变流电

路 
  √  

6.1交流调压器   √  

6.2交流电力控制电路   √  

6.3交-交变频电路   √  

7.1PWM控制基本原理  √ √  

7.2PWM逆变电路及控制   √  

7.3PWM跟踪技术   √ √  

7.4PWM整流电路及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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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软开关技术概念 √  √  

8.2软开关技术分类 √  √  

8.3典型软开关技术 √  √  

9.1电力电子器件驱动 √  √  

9.2电力电子器件保护 √    

9.3串联、并联使用 √    

实验一：三相桥式全控整

流电路的研究 
   √ 

实验二：直流斩波电路的

性能研究 
   √ 

实验三：半桥型开关稳压

电源的性能研究 
   √ 

实验四：单相交直交变频

电路的性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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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力电子技术 

英文名称：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代码：013097B1 

学分/学时：4 学分/64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与拖

动基础。 

后续课程：开关电源、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供配电技术、电

器学、电力系统分析、谐波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 

 

一、课程性质 

电力电子技术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电力电子技术必要的基本

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

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

一定的基础。该课程为后续开关电源、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谐波

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系统集成综合实验等课程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熟悉各种类型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掌

握电力电子器件保护、驱动、控制的基本知识及实现方法，使学生了解电力电子

器件的功能、特性和主要参数，达到会正确选用器件的要件。 

课程目标 2、掌握各种主要变流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控制方

法及分析计算等基本知识，性能和应用，培养学生对典型的整流电路能定性分析，

定量计算 

课程目标 3、熟悉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应用范围及技术经济指标，能根据变

流电路要求选择合适的电力电子器件设计整流器、斩波器、交流调压器及逆变器

等 

课程目标 4、具备本专业必需的分析、设计、试验、仿真等基本技能，掌握

整流电路、直流斩波电路、开关电源电路和 PWM 逆变电路的仿真及实验方法，

能对仿真及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进行分析比较。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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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绪论 （2 学时） 

掌握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学科地位、基本内容和发展历史；了解电力

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发展前景，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内容、任务与要求。 

2、电力电子器件（8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特点和工作机理，概述功率模块和功率集成

电路的特点，讲述不同电力电子器件对驱动电路的要求。（对应毕业要求：3.1） 

掌握半控型器件：晶闸管；掌握典型全控型器件：GTO、电力MOSFET、IGBT、

BJT。熟悉电力电子器件的驱动及保护电路；掌握电力电子器件的串并联的条件

及适用范围。了解 IGCT、MCT、SIT、STIH 等其他电力电子器件，了解功率集

成电路和智能功率模块。 

3、整流电路 （14 学时） 

主要讲述单相、三相可控整流电路、变压器漏抗对整流电路的影响、电容滤

波的二极管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大功率整流电路、整流电路

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相位控制电路。（对应毕业要求：1.2，5.2） 

 重点掌握三相可控整流电路；掌握单相可控整流电路、 变压器漏抗对整流

电路的影响、电容滤波的二极管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 整流电

路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掌握相位控制电路。 

了解大功率整流电路、晶闸管直流电动机系统。 

 4、直流斩波电路 （8 学时） 

主要讲述斩波器基本概念、降压斩波电路、升压斩波电路、升降压复合斩波

电路的工作原理、波形分析、电流连续与断续条件、主电路分析和参数计算以及

控制方法及分类。（对应毕业要求：1.2，5.2） 

重点掌握降压斩波电路、升压斩波电路；  掌握升降压斩波电路、复合斩波

电路。 

了解多相多重斩波电路。 

 5、交流—交流电力变换电路 （4 学时） 

主要讲述相控式交流调压电路，包括单相、三相交流调压工作过程、不同控

制下的波形分析；交流调功电路、交流电子开关、交-交变频电路。概述参数计算、

功率因数、谐波分析。（对应毕业要求：1.2） 

重点掌握单相相控式交流调压电路；掌握三相相控式交流调压电路、交流调

功电路、掌握单相输出交—交变频电路。 

了解交流电子开关、三相输出交—交变频电路、矩阵式变频电路。 

6、逆变电路（8 学时） 

主要讲述换相方式，电压型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电路分析与参数计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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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半桥、全桥、推挽、三相电压型逆变电路，掌握输出电压调节原理；介绍电

流型逆变电路的特点、工作原理及波形分析；讲述负载换相逆变电路，如负载并

联逆变电路工作原理、换流条件和参数计算。简述电容换相逆变电路。（对应毕

业要求：1.2，5.2） 

重点掌握电压型逆变电路；掌握换流方式、电流型逆变电路、多重逆变电路

和多电平逆变电路。 

7、脉宽调制（PWM）技术 （8 学时） 

主要讲述 PWM 控制的基本原理，包括单极调制、双极调制，同步调制、异

步调制；SPWM 波形生成方法：自然采样法、规则采样法、指定谐波消去法；PWM

逆变电路的谐波分析；PWM 逆变器主电路。（对应毕业要求：1.2，3.1，5.2） 

重点掌握 PWM 控制的基本原理；掌握 PWM 逆变电路的控制方式、PWM 波

形的生成方法。了解 PWM 逆变电路的谐波分析、跟踪型 PWM 控制技术、PWM

整流电路及其控制方法 

 8、软开关技术 （2 学时） 

主要讲述软开关变换电路的分类；各种软开关变换电路的原理及应用。（对

应毕业要求 1.2，3.1） 

了解软开关的基本概念。 掌握软开关技术的分类、各种软开关电路的原理及

应用。 

9、电力电子器件应用共性问题 （2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电子器件应用的驱动、保护等共性问题。（对应毕业要求： 3.1）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选做，对应毕业要求：1.2，3.1） 

1、了解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2、对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电阻负载、电阻电感负载的工作情况作全面分

析。 

3、观察电阻电感负载时不同控制角时的 ud、uvt、id 波形电压、电流值。 

实验二 用集成触发电路触发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2 学时，对应毕

业要求：1.2，3.1） 

1、进一步了解集成触发器件的工作原理。 

2、掌握触发电路的接线和调试方法。 

3、熟悉集成触发电路各点的波形。 

4、观察整流状态下，模拟电路故障现象时的波形。 

 实验三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2，3.1） 

1、熟悉降压斩波电路（Buck Chopper）和升压斩波电路（Boost Chopper）的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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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降压斩波电路的工作状态及波形的情况。 

3、掌握升压斩波电路的工作状态及波形的情况。 

实验四 半桥型开关稳压电源的性能研究（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2，3.1） 

1、熟悉典型开关电源电路的结构，元器件和工作原理，要求主要了解以下

内容。 

2、主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3、PWM 控制电路的原理和常用集成电路。 

4、驱动电路的原理和典型的电路结构。 

5、SG3525 的输出波形观察。  

6、半桥电路中各点波形的观察 

实验五 单相交直交变频电路的性能研究（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2，3.1） 

1、熟悉单相交直交变频电路的组成，重点熟悉其中的单相桥式 PWM 逆变电

路中元器件的作用，工作原理。 

2、测量 SPWM 波形产生过程中的各点波形。 

3、观察变频电路输出在不同的负载下的波形。 

实验六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仿真实验（选做，对应毕业要求：5.2） 

1、电力电子技术 MATLAB 仿真软件的使用。 

2、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仿真实验。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

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1.2：能够针对电

气工程领域的具体对象

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

的形式讲授电力电子技术变换电路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

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

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的不同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

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3.1: 掌握电气及

电子元器件知识，能用于

设计电气工程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知识，通过学生查阅资

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的

不同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

一步巩固。 

指标点 5.2: 能够针对具

体的对象，选择合适的软

件工具对电气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仿

真预测与模拟研究，并能

够分析其局限性。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知识，和电力电子技术

变换电路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点；通过仿真技术辅助理

论分析，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进行电路分析、设计、试验、

仿真等，对仿真及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进行分析比较，并

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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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

（1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10%）、实验（20%），各部

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1.2，3.1，5.2 10 

实验 

（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1.2，3.1，5.2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

查阅资料） 

1.2， 3.1 1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度，

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

选择题、绘图题、计算分析题等 

1.2， 3.1，5.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刘进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电力电子学—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技术》，陈坚、康勇，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 

3、《电力电子技术》，王云亮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4、《半导体变流技术》，莫正康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5、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讲义，校内自编 

 

制定人： 龚建芳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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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7C1       英文名称：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自动化系统维护与调试、项目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各种类型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达到会正

确选用器件的要求。 

目标 2：掌握各种主要变换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控制方法及

分析计算等基本知识，性能和应用。 

目标 3：熟悉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应用范围及技术经济指标，能根据要求选

择合适的电力电子器件设计整流器、斩波器、变频器及逆变器等。 

目标 4：具备本专业必需的分析、设计、试验、仿真等基本技能，能对仿真

及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进行分析比较。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学科地位和发展历史。 （2课时） 

（二）电力电子器件 （4课时） 

2.1电力电子器件概述，电力二极管。 （2课时） 

2.2晶闸管，典型全控型器件。 （2课时） 

（三）整流电路 （4课时） 

3.1单相可控整流电路。 （2课时） 

3.2三相可控整流电路。 （2课时） 

（四）逆变电路 （4课时） 

4.1换流方式。 （2课时） 

4.2电压型逆变电路。 （2课时） 

（五）直流斩波电路 （4课时） 

5.1基本斩波电路。 （2课时） 

5.2带隔离的直流-直流变流电路。 （2课时） 

（六） 交流调压电路 （4课时） 

6.1交流调压电路。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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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交-交变频电路。 （2课时） 

（七） PWM控制技术 （2课时） 

7.1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 （2课时） 

（八） 课程实验内容与基本要求 （8课时） 

8.1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2课时） 

8.2用集成触发电路触发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2课时） 

8.3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2课时） 

8.4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性能研究。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力电子技术》（第 5版），王兆安、刘进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力电子技术》， 徐德鸿、马皓、汪槱生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 

2. 《电力电子技术》， 王鲁杨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3.《电力电子技术》， 周渊深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4. 《电力电子技术》， 贺益康、潘再平编著，科学出版社，20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等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力电子器件、

整流电路、逆变电路、直流斩波电路、交流调压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蒋赢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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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各种类

型电力电子器件的

特性、基本原理和使

用方法,达到会正确

选用器件的要求。 

目标 2：掌握各种主

要变换电路的结构、

工作原理、工作波

形、控制方法及分析

计算等基本知识，性

能和应用。 

 

目标 3：熟悉各种电

力电子电路的应用

范围及技术经济指

标，能根据要求选

择合适的电力电子

器件设计整流器、

斩波器、变频器及

逆变器等。 

目标 4：具备本专

业必需的分析、设

计、试验、仿真等

基本技能，能对仿

真及实验结果与

理论计算进行分

析比较。 

1.1 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

学科地位和发展历史。 
√  √  

2.1 电力电子器件概述，电力二

极管。 
√  √  

2.2晶闸管，典型全控型器件。 √  √  

3.1单相可控整流电路。  √ √  

3.2三相可控整流电路。  √ √  

4.1换流方式。  √ √  

4.2电压型逆变电路。  √ √  

5.1基本斩波电路。  √ √  

5.2 带隔离的直流-直流变流电

路。 
 √ √  

6.1交流调压电路。  √ √  

6.2交-交变频电路。  √ √  

7.1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  √ √  

8.1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的研

究。 
  √ √ 

8.2 用集成触发电路触发三相桥

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 √ 

8.3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 √ 

8.4 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性能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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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98A1        英文名称：Power Supply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主要一次电气设备的功能、结构、原理，并初步掌握使用、安

装、试验的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企业的负荷计算、短路电流计算，一次主要电气设备的选择和

校验。 

目标 3：掌握企业变配电所的结线、所址、布置及安装图。 

目标 4：掌握二次回路的操作电源、高压断路器的控制和信号回路、中央信

号装置、电测量仪表与绝缘监视装置、二次回路的接线和接线图、电力线路的自

动重合闸装置、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目标 5：了解工厂供电系统的综合自动化技术系统。 

目标 6：掌握一般企业供配电系统的初步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3 学时） 

1.1电力系统电压等级、电能质量、。 （1课时） 

1.2供电系统接线、电网中性点运行方式。 （2课时） 

（二）用户供电系统 （6 学时） 

2.1 负荷曲线、设备容量计算.。 （1课时） 

2.2 需要系数法。 （2课时） 

2.3用户变电所、电气主接线、二次接线。 （2课时） 

2.4 企业负荷的确定、变压器选择与经济运行。 （1课时） 

2.5 功率因数补偿技术。 （1课时） 

（三）短路电流计算 （6 学时） 

3.1 电力系统短路基本知识。 （1课时） 

3.2 无限大容量电源条件下短路电流计算方法。 （2课时） 

3.3有限大容量电源系统三相短路分析。 （1课时） 

3.4 不对称短路电流计算方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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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短路电流的电动力效应和热效应、大功率电动机对短路电流的影响。 

  （1课时） 

（四）高压电气设备选择 （6 学时） 

4.1 电气设备选择的一般原则.  （1 学时） 

4.2 开关电弧、高压开关选择。 （3 学时） 

4.3 母线及绝缘子选择。 （1 学时） 

4.4 限流电抗器的选择、互感器选择。 （1 学时） 

（五）电力线路 （3 学时） 

5.1 架空线路导线截面选择计算。 （1 学时） 

5.2 电力电缆线路及面选择计算。 （2 学时） 

（六）继电保护 （12 学时） 

6.1 继电保护基础知识。 （2 学时） 

6.2 电网相间短路的电流电压保护。 （4 学时） 

6.3 电力变压器保护。 （4 学时） 

6.4 高压电动机保护。 （1 学时） 

6.5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1 学时） 

（七）过电压及其保护 （2 学时） 

7.1 大气过电压、防雷保护装置、变电所与线路防雷。 （1 学时） 

7.2 内部过电压、变电所保护接地。 （1 学时） 

（八）供电系统变电所的自动化 （2 学时） 

8.1 供电系统的基本功能以及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结构，备用电源投入

装置、自动重合闸装置 （1 学时） 

8.2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自动选线装置，电力负荷管理和控制。 

  （1 学时） 

（九）实验（上机）内容和基本要求 

1、实验一  供配电实验装置及学校模拟供配电系统的认识实验；（2 学时） 

2、实验二  电磁型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的特性实验； （2学时） 

3、实验三  线路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实验； （2学时） 

4、实验四  变压器差动保护实验。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供电技术》（第 4版）余健明，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供用电技术》，蓝之达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6 

《实用供配电技术问答》，柳春生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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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吴希再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课堂平时表现及考

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力系统、电

力负荷、电气主接线、短路电流计算、供电系统的保护、过电压保护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洪国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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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主要一次电气

设备的功能、

结构、原理，

并初步掌握使

用、安装、试

验的基本技

能。 

目标 2：掌握

企业的负荷

计算、短路

电流计算，

一次主要电

气设备的选

择和校验。 

目标 3：

掌握企业

变配电所

的结线、

所址、布

置及安装

图。 

目标 4：掌握二次回路的操

作电源、高压断路器的控制

和信号回路、中央信号装

置、电测量仪表与绝缘监视

装置、二次回路的接线和接

线图、电力线路的自动重合

闸装置、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装置。 

目标 5：

了解工

厂供电

系统的

综合自

动化技

术系

统。 

目标 6：

掌握一般

企业供配

电系统的

初步设

计。 

 

1.1电力系统电压等级、

电能质量。 
     √ 

1.2供电系统接线、电网

中性点运行方式。 
√     √ 

2.1 负荷曲线、设备容量

计算.。 
√     √ 

2.2 需要系数法。  √    √ 

2.3用户变电所、电气主

接线、二次接线。 
  √    

2.4 企业负荷的确定、变

压器选择与经济运行。 
 √    √ 

2.5 功率因数补偿技术。  √    √ 

3.1 电力系统短路基本

知识。 
 √    √ 

3.2 无限大容量电源条

件下短路电流计算方

法。 

 √    √ 

3.3 有限大容量电源系

统三相短路分析。 
 √    √ 

3.4 不对称短路电流计

算方法。 
 √    √ 

3.5 短路电流的电动力

效应和热效应、大功率

电动机对短路电流的影

响。 

√ √    √ 

4.1 电气设备选择的一

般原则。 
 √    √ 

4.2 开关电弧、高压开关

选择。 
√     √ 

4.3 母线及绝缘子选择。 √     √ 

4.4 限流电抗器的选择、

互感器选择。 
√     √ 

5.1 架空线路导线截面

选择计算。 
√     √ 

5.2 电力电缆线路及面

选择计算。 
√     √ 

6.1 继电保护基础知识。    √  √ 

6.2 电网相间短路的电

流电压保护。 
   √  √ 

6.3 电力变压器保护。    √  √ 

6.4 高压电动机保护。    √  √ 

6.5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装置。 
   √  √ 

7.1 大气过电压、防雷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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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装置、变电所与线路

防雷。 

7.2 内部过电压、变电所

保护接地。 
     √ 

8.1 供电系统的基本功

能以及变电所综合自动

化系统的结构，备用电

源投入装置、自动重合

闸装置 

    √ √ 

8.2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单相接地自动选线装

置，电力负荷管理和控

制。 

    √ √ 

实验一  供配电实验装

置及学校模拟供配电系

统的认识实验； 

√ √  √  √ 

实验二  电磁型电流继

电器和电压继电器的特

性实验； 

 √  √  √ 

实验三  线路定时限过

电流保护实验； 
 √  √  √ 

实验四  变压器差动保

护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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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与智能仪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01B1         

英文名称：Embedded System and Intelligent Instrument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测控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现代嵌入式系统与智能仪器的主要结构组成及设计思路，在现

代工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点及与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的融合 

目标 2：掌握基于嵌入式技术智能仪器的处理器技术，选取目前典型 ARM 微

控制器为例，构建合适的最小计算机系统，典型接口硬件技术（UART、AD、DA、

RTC、LCD、I2C等）及寄存器使用； 

目标 3：掌握基于嵌入式技术智能仪器的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信号采集与

处理、误差处理、显示技术、通讯技术等基于 C语言的软件设计。 

目标 4：掌握现代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操作系统（如 Android操作系统，Linux

内核）软件配置和裁剪，掌握基于特定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开发，重点为应用软

件开发（界面、人机交互、Java代码等）； 

目标 5：综合能力提高，指导学生动手实践掌握嵌入式系统的智能仪器软硬

件开发思路和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嵌入式系统与智能仪器的主要特点及设计思路 （2课时） 

1.1 嵌入式系统、智能仪器的发展现状。 （1课时） 

1.2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智能仪器的主要结构及特点。 （1课时） 

（二）基于嵌入式系统技术的智能仪器技术 （14课时） 

2.1 ARM 嵌入式处理器（如 Cortex M3、ARM9 等典型系列）芯片主要特性及

硬件资源。 （1课时） 

2.2 ARM处理器的最小系统设计（CPU、ROM、RAM、电源等）。 （1课时） 

2.3 典型接口硬件技术（UART、AD、DA、RTC、LCD、I2C、I2S、SPI、USB等）

及寄存器使用。 （10课时） 

2.4 具体案例分析，如示波器设计案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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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仪器设计（无操作系统） （12课时） 

3.1 智能仪器的前向通道设计，包括数字量、模拟量信号的采集，多通道分

析，信号放大，电平转换等 （4课时） 

3.2 智能仪器的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滤波、信号处理、误差处理等。 

  （4课时） 

3.3智能仪器的显示技术，LED数码管、LCD显示技术。 （2课时） 

3.4 智能仪器的数据传输技术，并行通讯、串行通讯（SPI、UART、USB、以

太网等）。 （2课时） 

（四）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仪器设计（有操作系统） （12课时） 

4.1 嵌入式操作系统在智能仪器中的应用，现代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构架特点，

以 Linux内核、Android文件系统为例学习配置和裁剪方法。 （4课时） 

4.2 驱动程序设计（SPI、UART、USB、IO口、AD转化等）。 （2课时） 

4.3 应用软件设计，学习典型 linux操作系统下的 APP界面开发，代码编写

（Java语言的 Android APP设计）。 （6课时） 

（五）动手实践掌握基于 ARM嵌入式系统的智能仪器软硬件开发与调试 

  （8课时） 

5.1 上机实现 ARM 处理的 IO、UART、AD、LCD、触控屏等主要结构的 C 语言

程序设计。 （6课时） 

5.2 根据学生兴趣，提出综合设计。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嵌入式系统开发基础：基于 ARM9微处理器 C 语言程序设计》（第 4版） 侯

殿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9 

《智能仪器技术》 付华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7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嵌入式 Linux 应用开发完全手册》，韦东山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08 

2. 《ARM嵌入式 Linux系统开发详解》，弓雷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2 

3. 《第一行代码 Android》（第 2版），郭霖 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2 

4. www.arm9.net 

5. www.android.com 

6. www.linux.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http://www.arm9.net/
http://www.android.com/
http://www.linu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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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

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或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嵌入式

系统、智能仪器的组成及特点，嵌入式技术智能仪器的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信

号采集与处理、误差处理、显示技术、通讯技术等基于软硬件设计，带操作系统

的智能仪器的设计方法。简单的综合案例设计，调试及验证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彬彬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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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现

代嵌入式系统

与智能仪器的

主要结构组成

及设计思路，

在现代工业、

生活中的重要

作用、特点及

与新技术新材

料新理念的融

合 

目标 2：掌握基于嵌

入式技术智能仪器

的处理器技术，选

取目前典型 ARM 微

控制器为例，构建

合适的最小计算机

系统，典型接口硬

件技术（UART、AD、

DA、RTC、LCD、I2C

等）及寄存器使用； 

目标 3：掌握基

于嵌入式技术

智能仪器的前

向通道、后向

通道、信号采

集与处理、误

差处理、显示

技术、通讯技

术等基于 C 语

言 的 软 件 设

计。 

目标 4：掌握现代

基于嵌入式技术

的操作系统软件

配置和裁剪，掌握

基于特定操作系

统的驱动程序开

发，重点为应用软

件开发（界面、人

机交互、Java代码

等） 

目标 5：综合

能力提高，指

导学生动手

实践掌握嵌

入式系统的

智能仪器软

硬件开发思

路和流程。 

1.1 嵌入式系统、智能仪器

的发展现状。 
√     

1.2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智能

仪器的主要结构及特点。 
√     

2.1 ARM 嵌入式处理器（如

Cortex M3、ARM9 等典型系

列）芯片主要特性及硬件资

源。 

 √    

2.2 ARM 处理器的最小系统

设计（CPU、ROM、RAM、电源

等）。 

 √    

2.3 典型接口硬件技术

（UART、AD、DA、RTC、LCD、

I2C、I2S、SPI、USB等）及

寄存器使用。 

 √ √ √  

2.4 具体案例分析，如示波

器设计案例。 
 √ √ √ √ 

3.1 智能仪器的前向通道设

计，包括数字量、模拟量信

号的采集，多通道分析，信

号放大，电平转换等 

  √ √ √ 

3.2 智能仪器的数据分析技

术，包括数据滤波、信号处

理、误差处理等。 

  √ √ √ 

3.3 智能仪器的显示技术，

LED数码管、LCD显示技术。 
  √ √ √ 

3.4 智能仪器的数据传输技

术，并行通讯、串行通讯

（SPI、UART、USB、以太网

等）。 

  √ √ √ 

4.1 嵌入式操作系统在智能

仪器中的应用，现代嵌入式

操作系统的构架特点，以

Linux内核、Android文件系

统为例学习配置和裁剪方

法。 

  √ √ √ 

4.2 驱动程序设计（SPI、

UART、USB、IO 口、AD 转化

等）。 

   √ √ 

4.3 应用软件设计，学习典

型 linux 操作系统下的 APP

界面开发，代码编写（Java

语言的 Android APP设计）。 

   √ √ 

5.1 上机实现 ARM 处理的

IO、UART、AD、LCD、触控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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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结构的 C语言程序设

计。 

5.2 根据学生兴趣，提出综

合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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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01P1        英文名称：Embedded System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现代嵌入式系统的主要结构组成及设计思路，在现代工业、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特点及与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的融合 

目标 2：掌握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处理器技术，选取目前典型 ARM 微控制器为

例，构建合适的最小计算机系统，典型接口硬件技术（UART、AD、DA、RTC、LCD、

I2C等）及寄存器使用； 

目标 3：掌握基于嵌入式技术的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信号采集与处理、误

差处理、显示技术、通讯技术等基于 C语言的软件设计。 

目标 4：掌握现代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操作系统（如 Android操作系统，Linux

内核）软件配置和裁剪，掌握基于特定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开发，重点为应用软

件开发（界面、人机交互、Java代码等）； 

目标 5：综合能力提高，指导学生动手实践掌握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开发思

路和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嵌入式系统的主要特点及设计思路 （2课时） 

1.1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现状。 （1课时） 

1.2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主要结构及特点。 （1课时） 

（二）基于嵌入式系统技术的硬件系统设计 （6课时） 

2.1 ARM 嵌入式处理器（如 Cortex M3、ARM9 等典型系列）芯片主要特性及

硬件资源。 （1课时） 

2.2 ARM处理器的最小系统设计（CPU、ROM、RAM、电源等）。 （1课时） 

2.3 典型接口硬件技术（UART、AD、DA、RTC、LCD、I2C、I2S、SPI、USB等）

及寄存器使用。 （4课时） 

2.4 具体案例分析，如示波器设计案例。 （2课时） 

（三）基于嵌入式技术的软件设计（无操作系统）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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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嵌入式系统的前向通道设计，包括数字量、模拟量信号的采集，多通道

分析，信号放大，电平转换等 （2课时） 

3.2 嵌入式系统的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滤波、信号处理、误差处理等。

  （2课时） 

3.3嵌入式系统的显示技术，LED数码管、LCD 显示技术。 （2课时） 

3.4 嵌入式系统的数据传输技术，并行通讯、串行通讯（SPI、UART、USB、

以太网等）。 （2课时） 

（四）基于嵌入式技术的软件设计（有操作系统） （8课时） 

4.1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应用，现代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构架特点，以 Linux内

核、Android文件系统为例学习配置和裁剪方法。 （2课时） 

4.2 驱动程序设计（SPI、UART、USB、IO口、AD转化等）。 （2课时） 

4.3 应用软件设计，学习典型 linux操作系统下的 APP界面开发，代码编写

（Java语言的 Android APP设计）。 （4课时） 

（五）动手实践掌握基于 ARM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开发与调试 （8课时） 

5.1 上机实现 ARM 处理的 IO、UART、AD、LCD、触控屏等主要结构的 C 语言

程序设计。 （6课时） 

5.2 根据学生兴趣，提出综合设计。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嵌入式系统开发基础：基于 ARM9微处理器 C 语言程序设计》（第 4版） 侯

殿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9 

《智能仪器技术》 付华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7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嵌入式 Linux 应用开发完全手册》，韦东山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08 

2. 《ARM嵌入式 Linux系统开发详解》，弓雷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2 

3. 《第一行代码 Android》（第 2版），郭霖 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2 

4. www.arm9.net 

5. www.android.com 

6. www.linux.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

业等（30%）。 

http://www.arm9.net/
http://www.android.com/
http://www.linu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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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或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嵌入式

系统的组成及特点，嵌入式系统的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信号采集与处理、误差

处理、显示技术、通讯技术等基于软硬件设计，带操作系统的软件设计方法。简

单的综合案例设计，调试及验证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彬彬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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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现

代嵌入式系统

的主要结构组

成 及 设 计 思

路，在现代工

业、生活中的

重要作用、特

点及与新技术

新材料新理念

的融合 

目标 2：掌握基于嵌

入式技术的处理器

技术，选取目前典

型 ARM 微控制器为

例，构建合适的最

小计算机系统，典

型接口硬件技术

（UART、AD、DA、

RTC、LCD、I2C等）

及寄存器使用； 

目标 3：掌握

基于嵌入式技

术 的 前 向 通

道、后向通道、

信号采集与处

理、误差处理、

显示技术、通

讯技术等基于

C 语言的软件

设计。 

目标 4：掌握现

代基于嵌入式技

术的操作系统软

件配置和裁剪，

掌握基于特定操

作系统的驱动程

序开发，重点为

应用软件开发

（界面、人机交

互、Java代码等） 

目标 5：

综合能力

提高，指

导学生动

手实践掌

握嵌入式

系统的软

硬件开发

思路和流

程。 

1.1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现状。 √     

1.2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主要结构

及特点。 
√     

2.1 ARM嵌入式处理器（如Cortex 

M3、ARM9等典型系列）芯片主要

特性及硬件资源。 

 √    

2.2 ARM 处理器的最小系统设计

（CPU、ROM、RAM、电源等）。 
 √    

2.3 典型接口硬件技术（UART、

AD、DA、RTC、LCD、I2C、I2S、

SPI、USB等）及寄存器使用。 

 √ √ √  

2.4 具体案例分析，如示波器设

计案例。 
 √ √ √ √ 

3.1 嵌入式系统的前向通道设

计，包括数字量、模拟量信号的

采集，多通道分析，信号放大，

电平转换等 

  √ √ √ 

3.2 嵌入式系统的数据分析技

术，包括数据滤波、信号处理、

误差处理等。 

  √ √ √ 

3.3嵌入式系统的显示技术，LED

数码管、LCD显示技术。 
  √ √ √ 

3.4 嵌入式系统的数据传输技

术，并行通讯、串行通讯（SPI、

UART、USB、以太网等）。 

  √ √ √ 

4.1 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现代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构架特点，以

Linux内核、Android文件系统为

例学习配置和裁剪方法。 

  √ √ √ 

4.2 驱动程序设计（SPI、UART、

USB、IO口、AD转化等）。 
   √ √ 

4.3 应用软件设计，学习典型

linux 操作系统下的 APP 界面开

发，代码编写（ Java 语言的

Android APP设计）。 

   √ √ 

5.1 上机实现 ARM 处理的 IO、

UART、AD、LCD、触控屏等主要结

构的 C语言程序设计。 

    √ 

5.2 根据学生兴趣，提出综合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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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03A1       

英文名称：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气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后续课程：各个专业与单片机相关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AT89S51单片机硬件结构。 

目标 2：掌握 C51语言编程基础及 Keil C51软件的使用。 

目标 3：掌握单片机与显示器件及开关、键盘的接口设计。 

目标 4：掌握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串行口的原理及应用。 

目标 5：掌握单片机与 DAC\ADC 接口技术、了解并行口扩展、串行口扩展技

术。掌握学习单片机的各种控制与检测应用设计思路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单片机概述 （2课时） 

1.1 什么是单片机 

1.2 单片机的发展历史 

1.3 单片机的特点 

1.4 单片机的应用 

1.5 单片机的发展趋势 

1.6 MCS－51 系列与 AT89S5x 系列单片机 

1.7 各种衍生品种的 51 单片机       

1.8 PIC 系列单片机与 AVR 系列单片机 

1.9 其他的嵌入式处理器简介 

（二） AT89S51 单片机硬件结构 （8课时） 

2.1 AT89S51 单片机的硬件组成 

2.2 AT89S51 的引脚功能 

2.3 AT89S51 的 CPU （2课时） 

2.4 AT89S51 单片机存储器的结构 

2.5 AT89S51 单片机的并行 I/O端口 （2课时） 

2.6 时钟电路与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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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复位操作和复位电路 

2.8 看门狗定时器（WDT） 的使用 

2.9 低功耗节电模式 （2课时） 

（三） C51 语言编程基础与 Keilμ Vision3 的使用 （2课时） 

3.1 C51 编程语言简介 

3.2 C51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3 C51 语言的函数 

3.4 Keilμ Vision3环境下的 C51 程序开发 

实验一、一个简单的微机控制系统------彩灯控制系统的认识 （2课时） 

（四） 虚拟仿真开发工具 Proteus的使用（自学） 

4.1 Proteus 功能概述 

4.2 Proteus ISIS 的虚拟仿真 

4.3 Proteus ISIS 环境简介 

4.4 Proteus ISIS的编辑环境设置 

4.5 Proteus ISIS的系统运行环境设置 

4.6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 Proteus 虚拟设计与仿真 

4.7 Proteus 与μ Vision 3 的联调 

（五） 单片机与显示器件及开关、键盘的接口设计 （10课时） 

5.1 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显示 （1课时） 

5.2 开关状态检测 （2课时） 

5.3 单片机控制 LED数码管的显示 （3课时） 

5.4 单片机控制 LED 点阵显示器显示 （1课时） 

5.5 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模块 1602 LCD的显示 （1课时） 

5.6 键盘接口设计 （2课时） 

实验二、彩灯控制系统 （2课时） 

（六） AT89S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6课时） 

6.1 AT89S51 中断技术概述 

6.2 AT89S51 中断系统结构 

6.3 中断允许与中断优先级的控制 （2课时） 

6.4 响应中断请求的条件 

6.5 外部中断的响应时间 

6.6 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选择 

6.7 中断请求的撤销 

6.8 中断函数 （2课时） 

6.9 中断系统应用举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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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报警发生器 （2课时） 

（七） AT89S51 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 （8课时） 

7.1 定时器/计数器的结构 （2课时） 

7.2 定时器/计数器的 4 种工作方式 （4课时） 

7.3 对外部输入的计数信号的要求 （2课时） 

7.4 定时器/计数器的编程和应用 （2课时） 

实验四、 交通灯控制系统 （2课时） 

实验五、 秒表计控制系统 （2课时） 

实验六、 键盘及接口技术 （2课时） 

（八） AT89S51 单片机的串行口 （6课时） 

8.1 串行口的结构 （1课时） 

8.2 串行口的 4 种工作方式 （2课时） 

8.3 多机通信 （1课时） 

8.4 波特率的制定方法 （1课时） 

8.5 串行口应用设计案例 （1课时） 

（九） AT89S51 单片机的并行扩展技术 （2课时） 

9.1 系统并行扩展概述 

9.2 外部程序存储器 EPROM 的并行扩展 

9.3 外部数据存储器 RAM 的并行扩展 

9.4 AT89S51 扩展并行 I/O 芯片 82C55 的设计 

9.5 利用 74LSTTL 电路扩展并行 I/O 口 

9.6 用 AT89S51 单片机的串行口扩展并行输入/输出口 

9.7 用 I/O 口控制的扬声器报警接口 

（十） AT89S51 单片机与 DAC、ADC 的接口 （1课时） 

10.1 AT89S51 单片机扩展 DAC0832 

10.2 AT89S51 扩展 10 位串行 DACTLC5615 

10.3 AT89S51 单片机与 ADC0809 的接口设计 

10.4 AT89S51 扩展 12 位串行 ADC －TLC2543 的设计 

10.5 AT89S51 扩展 12 位并行 A/D转换器 AD1674 的设计 

10.6 高分辨率的并行 A/D 转换器的选用 

（十一） AT89S51 单片机系统的串行扩展 （1课时） 

11.1 单总线串行扩展 

11.2 SPI总线串行扩展 

11.3 I2 C总线的串行扩展 

（十二） 单片机的各种控制与检测应用设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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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设计 

12.2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12.3 电机转速测量 

12.4 频率计的制作 

12.5 基于时钟/日历芯片 DS1302 的电子钟设计 

12.6 电话拨号的模拟 

12.7 简易音符发生器的制作 

12.8 8 位竞赛抢答器设计 

12.9 电梯运行控制的楼层显示 

12.10 基于热敏电阻的数字温度计设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张毅刚主编，彭喜元、刘兆庆、范贤光副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第 2 版），张毅刚，赵光权，张京超编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2.11 

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张毅刚，赵主编，刘旺，刘大同副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06 

3.《STC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徐爱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4. 周立功单片机： http://www.zlgmcu.com.cn/ 

5. 新华龙电子：  http://www.xhl.com.cn/ 

6．51 单片机世界： http://www.mcu51.com/ 

7．单片机 C 语言：  http://www.c51bbs.com/ 

8. 单片机学习网： http://www.mcustudy.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项目（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

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单片机硬件系

统的组成、C51 编程、中断系统的概念和编程、定时器的应用、串行口的应用、

存储器的扩展、ADC 及 DAC 的接口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高桂革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www.zlgmcu.com.cn/
http://www.xhl.com.cn/
http://www.mcu51.com/
http://www.c51bbs.com/
http://www.mcustu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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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

AT89S51

单片机硬

件结构 

目标 2：掌

握 C51 语言

编程基础及

Keil C51软

件的使用 

目标 3：掌

握单片机与

显示器件及

开关、键盘

的接口设计 

目标 4:掌握单片

机的中断系统、

定时器/计数器、

串行口的原理及

应用 

目标 5：掌握单片机与

DAC\ADC接口技术、了解并

行口扩展、串行口扩展技

术。掌握学习单片机的各

种控制与检测应用设计思

路和方法 

2.1 AT89S51 单片机的硬件组

成 
√     

2.2 AT89S51 的引脚功能 √     

2.3 AT89S51 的 CPU √     

2.4 AT89S51 单片机存储器的

结构 
√     

2.5 AT89S51 单片机的并行

I/O端口 
√     

2.6 时钟电路与时序 √     

2.7 复位操作和复位电路 √     

3.1 C51 编程语言简介  √    

3.2 C51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    

3.3 C51 语言的函数  √    

3.4 KeilμVision3 环境下的

C51 程序开发 
 √    

实验一、一个简单的微机控制

系统------彩灯控制系统的

认识 

√ √ √   

5.1 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

显示 
  √   

5.2 开关状态检测   √   

5.3 单片机控制LED数码管的

显示 
  √   

5.4 单片机控制 LED 点阵显

示器显示 
  √   

5.5 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模

块 1602 LCD的显示 
  √   

5.6 键盘接口设计   √   

实验二、彩灯控制系统 √ √ √   

6.1 AT89S51 中断技术概述 √ √ √ √  

6.2 AT89S51 中断系统结构 √ √ √ √  

6.3 中断允许与中断优先级

的控制 
√ √ √ √  

6.4 响应中断请求的条件 √ √ √ √  

6.5 外部中断的响应时间 √ √ √ √  

6.6 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选

择 
√ √ √ √  

6.7 中断请求的撤销 √ √ √ √  

6.8 中断函数 √ √ √ √  

 6.9 中断系统应用举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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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报警发生器      

7.1 定时器/计数器的结构 √ √ √ √  

7.2 定时器/计数器的 4 种工

作方式 
√ √ √ √  

7.3 对外部输入的计数信号

的要求 
√ √ √ √  

7.4 定时器/计数器的编程和

应用 
√ √ √ √  

实验四、 交通灯控制系统 √ √ √ √  

实验五、 秒表计控制系统 √ √ √ √  

实验六、 键盘及接口技术 √ √ √   

8.1 串行口的结构  √ √ √ √  

8.2 串行口的 4 种工作方式 √ √ √ √  

8.3 多机通信 √ √ √ √  

8.4 波特率的制定方法 √ √ √ √  

8.5 串行口应用设计案例 √ √ √ √  

9.1 系统并行扩展概述 √    √ 

9.2 外部程序存储器 EPROM 

的并行扩展 
√    √ 

9.3 外部数据存储器 RAM 的

并行扩展 
√    √ 

9.4 AT89S51 扩展并行 I/O 

芯片 82C55 的设计 
√    √ 

 9.5 利用 74LSTTL 电路扩展

并行 I/O 口 
√    √ 

9.6 用 AT89S51 单片机的串

行口扩展并行输入/输出口 
√    √ 

 9.7 用 I/O 口控制的扬声器

报警接口 
√    √ 

10.1 AT89S51 单片机扩展

DAC0832 
√    √ 

10.2 AT89S51 扩展 10 位串

行 DACTLC5615 
√    √ 

10.3 AT89S51 单 片 机 与

ADC0809 的接口设计 
√    √ 

10.4 AT89S51 扩展 12 位串

行 ADC －TLC2543 的设计 
√    √ 

10.5 AT89S51 扩展 12 位并

行 A/D转换器 AD1674 的设计 
√    √ 

10.6 高分辨率的并行 A/D 转

换器的选用 
√    √ 

11.1 单总线串行扩展   √    √ 

11.2 SPI总线串行扩展 √    √ 

11.3 I2 C总线的串行扩展 √    √ 

12.1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

设计 

12.2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12.3 电机转速测量 

 12.4 频率计的制作 

12.5 基于时钟 /日历芯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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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1302 的电子钟设计 

12.6 电话拨号的模拟 

12.7 简易音符发生器的制作 

12.8 8 位竞赛抢答器设计 

12.9 电梯运行控制的楼层显

示 

12.10 基于热敏电阻的数字

温度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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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运动控制系统 

英文名称：Motion Control System  

课程代码：013104Q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学、

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电气控制智能化和网络化、系统集成综合实验。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属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的专业课，是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

合的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在现代工程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自动

控制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是现代工业生产和控制技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本

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运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以及现代实用运动

控制器的基本使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

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基础。该课程为后

续电气控制智能化和网络化、系统集成综合实验等课程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运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方法和设计方法，掌握直

流和交流调速系统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掌握双闭环系统的最佳工程设计方法，

熟悉实用控制系统的组成和各环节的原理，熟悉现代实用运动控制器的使用。 

课程目标 2、掌握系统思想，理解系统各个组成环节（个人）在整个系统（团

体）中，完成的功能和作用，理解并掌握各个环节及其参数必须互相配合，理解

并掌握控制指标要求下调节器的重要作用；完成现代实用运动控制器的实验和实

验报告；具有团队精神和团队工作态度。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 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 （10 学时） 

主要讲述单闭环系统的组成和原理，系统的调速指标和稳态分析计算，积分

控制和系统，单闭环系统动态分析，比例积分调节器的工程设计方法。 

了解直流调速系统用的可控直流电源，了解 V-M 系统的特殊问题。熟悉脉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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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变换器（PWM），了解脉宽调速系统的开环机械特性和脉宽调速系统的特殊

问题，理解脉宽调速系统的控制电路。掌握反馈控制闭环调速系统的稳态分析和

设计，理解反馈控制闭环调速系统的动态分析和设计。掌握无静差调速系统和积

分、比例积分控制规律。（对应毕业要求：1.3，2.3） 

2、 多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 （10 学时） 

主要讲述双闭环系统的组成和原理，双闭环系统的动态过程，系统的动态指

标，双闭环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 

掌握转速、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及其静态特性和动态性能，掌握转速调节器

和电流调节器的作用，掌握典型Ⅰ型和‖型系统的最佳参数设计和校正整定法，掌

握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3，2.3） 

    3、异步电动机变压变频调速系统 （8 学时） 

主要讲述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和控制方式，变频器的分类和组成，正弦波脉

宽调制原理和方法，变频调速机械特性，开环和闭环变频调速系统。 

掌握交流调速的基本类型。掌握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熟悉变频器的分

类和组成，掌握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逆变器的工作原理和实现，理解异步

电动机电压/频率协调控制的稳态机械特性，理解死区问题，理解熟悉基于稳态模

型的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和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的变频

调速系统。（对应毕业要求：1.3，2.3） 

4、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系统 （4 学时） 

主要讲述异步机的多变量非线性数学模型，坐标变换的矩阵简化过程，矢量

控制系统。 

掌握异步机的多变量非线性数学模型；掌握两相坐标系上的数学模型和状态

方程；理解基于动态模型按转子磁链定向的矢量控制系统。（对应毕业要求：1.3，

2.3） 

5、实用运动控制器 （2 学时） 

主要讲述 EUROTHERM 公司的 514C 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和 SIEMENS 公司的

MM440 变频器的使用方法。 

熟悉现代实用运动控制器及其使用。（对应毕业要求：1.3，2.3） 

6、习题讲解与讨论、复习及机动 （6 学时） 

主要讲述并讨论习题中的错误点和关键点，对课程进行全面的复习。 

掌握运动控制系统的主要内容。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514C 直流双闭环不可逆系统（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3，2.3） 

1、了解 514C 直流双闭环控制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掌握直流双闭环不可逆系统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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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直流双闭环不可逆系统的调试和测量分析。 

实验二  514C 直流双闭环可逆系统（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3，2.3） 

1、熟悉 514C 直流双闭环控制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掌握直流双闭环可逆系统的接线。 

3、完成直流双闭环可逆系统的调试和测量分析。 

实验三  变频器参数设置和运行模式（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3，2.3） 

1、熟悉西门子变频器的面板和外部控制及其端子与接线。 

2、掌握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方法。 

3、掌握频率输入的不同运行模式并实现操作。 

实验四  多段固定频率调速（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3，2.3） 

1、掌握各固定频率的设置方法。 

2、熟悉多段速（频率）的开关组合控制方法。 

3、观察与分析转速变化的情况。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1.3：能够

将专业知识和数

学模型方法用于

推演、分析电气

工程领域的专业

工程问题，并能

够比较与综合。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系统反馈控制原

理；讲授系统指标及其评价意义；讲授控制器对系统校正的

目标和实现方法；讲授传递函数和频率特性法下系统动态分

析的原理和方法；讲授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与机械特性分

析；讲授稳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下变频调速系统的组成和基本

原理；适度复习电机与拖动、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等技

术内容，重视技术的相互交叉和综合；讲授现代实用控制器

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资料查阅、

相互讨论、习题作业、实验和实验报告，通过教师的课后答

疑辅导、课堂提问/讨论、习题批阅与错题分析、实验报告评

析、运动控制系统应用领域前瞻等，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运动

控制系统。 

指标点 2.3: 能

对电气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的计算结果进行

分析和归纳，获

得有效结论。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解系统思想，讲解系统各个环节的功能和实现

作用，讲解环节及其参数的相互配合，讲解系统控制指标要

求下系统校正的必要性和校正调节器的实现方法，培养整体

思想和整体内个体相互合作的理念；以分组的方式，完成现

代实用直流双闭环控制器和交流变频器的实验与实验报告。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部分：作业（10%）

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10%）、实验（20%），各部分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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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纠错讨论） 
1.3，2.3 10 

实验 

（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1.3，2.3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课

后交流） 

1.3，2.3 1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

掌握程度，基本理论能力，基本分

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

要有填空题、分析计算题、绘图分

析回答题等 

1.3，2.3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第 5 版）阮毅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2、直流双闭环控制器 514C 操作手册 

3、变频器 MM440 操作手册 

4、运动控制技术实验讲义，校内自编 

 

 

制定人： 丁斗章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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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认识实习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课程代码：013116P1 

学分/学时：1 学分/20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气工程概论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等 

 

一、课程性质 

专业认识实习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对本专业建立感性认识，

并进一步了解本专业的教学实践环节。 

二、课程目标 

通过让学生接触实际生产过程，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

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了解实习单位生产工艺过程；了

解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作用、工作原理；了解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组成；了解企

业的组织构成、生产管理、设备维护、安全技术、环境保护等基本情况。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通过实际的参观学习，对所学专业的性质、内容

及其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地位有一定的认识，为了解和巩固专业思想创造条件。 

课程目标 2、了解主要生产设备和生产环节在生产过程中及生产完成后可能

对人文产生的影响；了解主要生产设备和生产环节在生产过程中消费能源的情况，

以及能源消耗的原因；了解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效果；了解主要生产设备在生产过

程中及生产完成后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环境保护等基本情况。用自学与指

导相结合，工厂与学校相结合，实践与课堂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生产实习的教学

环节，为进一步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奠定基础。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确理解个人

与社会、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

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1、 实习动员及准备工作 （2 学时） 

集中对学生进行实习动员，让学生了解实习的目的和意义，了解实习的内容

和对能力培养的要求，了解实习内容与学时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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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实习点，安全教育 （4 学时） 

请厂级、车间级、班组级进行全面、系统的“三级”安全教育，确实树立“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带领学生到生产现场，请厂方人员具体指出可能出现危

险的地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各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实习期间严格按规程操作。 （对应指标点 8.1） 

3、举办讲座、参观生产线、车间轮岗实习 （8 学时） 

举办讲座主要包括请厂方有关领导讲解企业概况，生产情况，发展目标等情

况；请厂方有关技术人员讲解生产过程，工艺参数，控制指标，主机设备等。 

参观生产线、车间轮岗实习主要内容有：了解各工段工艺流程、了解各工段

使用的重要设备名称，规格，作用，控制过程、了解中央控制室各控制系统的组

成及安全操作规范、了解中控室的职责和任务、了解中控室的系统组成、结合生

产工艺了解中控室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控制过程、了解现场数据的采集过

程，检测仪表类型及检测原理、了解现执行机构及控制原理。 

  （对应指标点 6.1，7.1） 

4、 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6 学时） 

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完成

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工厂（或

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简述生产工艺过程；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等。实习报告要求内容充实、真实、记录认真、并有一定的观点、领悟或创新。

（对应指标点 6.1，7.1，8.1）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6.1：了解电气工

程领域的技术标准体

系、知识产权、产业政

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

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

的影响。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 

（一）举办讲座 

1、请厂方有关领导讲解企业概况，生产情况，发展目标

等。 

2、请厂方有关技术人员讲解生产过程，工艺参数，控制

指标，主机设备等。培养学生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的技术标

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参观及轮岗 

1、请厂方有关技术人员带领学生参观，指导老师协助。

参观过程讲解各工段工艺流程、各工段使用的重要设备名

称，规格，作用，控制过程、中央控制室各控制系统的组

成及安全操作规范、中控室的职责和任务、中控室的系统

组成、现场数据的采集过程、检测仪表类型及检测原理、

现执行机构及控制原理等内容。了解电气工程领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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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2、请厂方有关技术人员安排学生到具体工作岗位实习。

培养学生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三）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

做好相关记录，完成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 

2、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工厂

（或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简述生产工艺

过程；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等。 

3、实习报告要求内容充实、真实、记录认真、并有一定

的观点。学生能领悟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电

气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能源消耗的因素、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

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等。 

指标点 7.1：了解电气产

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

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以及能源消耗的因素。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 

（一）讲座教育。请厂方有关技术人员，讲解主要生产设

备和生产环节在生产过程中消费能源的情况，以及能源消

耗的原因。讲解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效果。讲解主要生产设

备和生产环节在生产过程中及生产完成后可能对人文产

生的影响以及能源消耗的因素。 

（二）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

做好相关记录，完成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 

2、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工厂

（或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简述生产工艺

过程；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等。 

3、实习报告要求内容充实、真实、记录认真、并有一定

的观点。学生能领悟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电

气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能源消耗的因素、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

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等。 

指标点 8.1：具备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正确理解个人与社

会、工程师对公众的安

全、健康和福祉，以及

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

履行责任。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 

（一）安全教育 

1、请厂级、车间级、班组级进行全面、系统的“三级”

安全教育，确实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 

2、带领学生到生产现场，请厂方人员具体指出可能出现

危险的地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 

3、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实习期间

严格按规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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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教育，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

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

觉履行责任。 

（二）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

做好相关记录，完成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 

2、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工厂

（或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简述生产工艺

过程；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等。 

3、实习报告要求内容充实、真实、记录认真、并有一定

的观点。学生能领悟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电

气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能源消耗的因素、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

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等。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实习过程成绩+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的综合

考核方即： 

总成绩=平时成绩*20%+实习过程成绩*40%+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40%，

具体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

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20%） 

预习 6.1，7.1 10 

实习纪律 

（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入

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

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见

解） 

8.1 10 

实习过程 

（40%） 

观察分析 

（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入

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 

6.1，7.1 20 

交流讨论 

（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

观点和科学的见解。） 

6.1，7.1，8.1 20 

实习日记与实

习报告 

（40%） 

内容观点 

（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论述

准确、并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6.1，7.1，8.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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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各企业、单位的有关技术资料。 

2. 与本专业认识实习有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制定人： 崔雪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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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6Q1                 英文名称：Cognitional Practice 

学分/学时： 1/20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工科基础训练、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性质、内容，以及工程技术领域的应用有一定

的认识。 

目标 2：了解社会上先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接触生产实际。 

目标 3：促进学生的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从生产的角度思考专业问题。 

二、课程内容 

认识实习的基本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个感性认识，能将实践中看

到的与课堂中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进而对自己所学专业有更深的了解，初步形

成专业意识，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一）实习单位介绍 （0.5天） 

1.1 通过实习单位人员作报告和举办讲座等形式，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常识和

规章制度 

1.2了解测控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发展情况等相关知识 

（二）现场参观 （3天 ） 

2.1 观看企业宣传片 

2.2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生产过程 

2.3 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 

2.4 了解、考察新型生产技术应用情况 

（三） 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实习体会和收获 （0.5天） 

3.1 学生自行收集、学习并总结相关信息、资料和知识 

3.2 每天认真做好实习笔记，并及时整理 

（四）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天） 

3.1 撰写实习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收获与心得体会 

3.2 独立完成实习资料整理工作，实事求是，认真严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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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导论》，王庆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5 

2，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3.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课程考核 

1，专业认识实习考核方式为考查。 

2，考核内容与评定成绩的主要依据如下： 

（1） 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和执行实习纪律的情况。 

（2） 现场抽查实习笔记及技术讲座课的记录情况。 

（3） 实习期间的问题交流与讨论情况。 

（4） 实习报告的质量。 

3，成绩评定方式为：平时成绩占 50% +实习报告成绩占 50%。 

（1）平时成绩：包括实习纪律、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

入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

和科学的见解。 

（2）实习报告成绩：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论述准确、并

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五、附件 

1、需要预先了解测控专业培养目标。 

2、实习注意事项： 

（1）学校安排教师到实习企业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纪律管理及考勤管理。

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实习

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2）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思想，强化安全意识，确实保护自身安全并维护他人安全；切实遵守实习纪律，

按规定穿戴好个人劳保防护用品，按照实习日程安排，按时进入和退出实习场所；

认真听讲安全教育课和技术讲座课，做好讲课笔记及实习记录。 

（3）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

完成实习报告。实习报告要求上交纸质文档（A4）。 

（4）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简述生产工艺过程、

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仪表、控制设备；实习经验总结、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制定人：  李皎洁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李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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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对所学专

业的性质、内容，以及工

程技术领域的应用有一定

的认识。 

目标 2：了解社会上先

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

发展，接触生产实际。 

目标 3：促进学生的专

业兴趣，促进学生从生

产的角度思考专业问题 

1.1 通过实习单位人员作报告和举办讲

座等形式，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常识和规

章制度 

√ √  

1.2 了解测控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发

展情况等相关知识 
√   

2.1 观看企业宣传片  √  

2.2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生产过程  √ √ 

2.3 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

究所等 
√ √ √ 

2.4 了解、考察新型生产技术应用情况 √ √ √ 

3.1 学生自行收集、学习并总结相关信

息、资料和知识 
√ √ √ 

3.2 每天认真做好实习笔记，并及时整

理 
 √  

3.1 撰写实习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实

习收获与心得体会 
√   

3.2 独立完成实习资料整理工作，实事

求是，认真严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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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6R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自动化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本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实习企业：上海电气电站集团、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航星电器有限

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自动化专业背景，初步形成专业意识，能将课堂中所学理论知

识与实践联系起来。 

目标 2：掌握安全生产常识和规章制度，了解自动化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发展情况等相关知识等。 

目标 3：掌握撰写文书、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二、课程内容 

（一）预备知识讲解 （1天）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员介绍相关知识； 

1.2 了解、收集并学习相关信息、资料和知识 

（二）听报告、专题、现场参观及教学 （3天） 

2.1 实习单位人员通过报告、讲座等，介绍安全生产常识和规章制度； 

2.2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

技术应用情况； 

2.3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和调研任务； 

（三）复习、整理实习报告 （1天）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为了达到认识实习的教学目的，提出如下实习基本要求： 

1. 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工厂的有关规章制度，并注意保密工作； 

2. 严格遵守实习期间的作息时间，不得无故缺勤、迟到和早退。实习期间

一律不准请事假，特殊情况要取得实习指导人和学校的同意。病假要有医生证明； 

3. 遵守国家法制，尊重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搞好团结； 

4. 认真按时完成实习工程技术人员或指导教师布置的实习和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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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实习期间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先向指导教师反映，学生不得擅自处理； 

6. 每天写好实习日记，记录参观情况、心得体会等。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要坚持原则，不准搞任何不正之风；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化概论》，赵耀，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自动化概论》，韩崇昭，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2 

2、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3、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30%）、实习态度（20%）。 

4. 实习报告成绩占比 50%。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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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自动化专业

背景，初步形成专业意识，

能将课堂中所学理论知识

与实践联系起来。 

目标 2：掌握安全生产

常识和规章制度，了解

自动化在实际生产中的

应用、发展情况等相关

知识等。 

目标 3：掌握撰写文书、

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

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

收获与心得体会。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员介绍

相关知识 
√ √  

1.2 了解、收集并学习相关信息、资料

和知识 
√ √  

2.1 实习单位人员通过报告、讲座等，

介绍安全生产常识和规章制度 
 √  

2.2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

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技术

应用情况 

 √  

2.3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和调研任

务 
√ √ √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

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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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6S1       英文名称：Cognitional Practice 

学分/学时： 1/20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概论、电机电器智能化概论 

后续课程：电机学、电器学、自动控制理论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有关电机电器智能化专业的实践知识，增强感性认识。 

目标 2：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 

目标 3：了解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和电气行业的发展。 

二、课程内容 

（一）实习动员 （0.5天） 

1.1 企业介绍 

1.2 安全常识 

（二）进入企业，安全教育 （0.5天 ） 

2.1 观看企业宣传片 

2.2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生产过程 

（三）参观生产线、车间参观实习 （3天） 

（四）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课程考核 

本专业认识实习为考查课程。实习结束后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1、 本课程最终成绩以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挡评定（相应于

百分制为：大于等于 90、80～89、70～79、60～69、小于 60）。 

2、 评定实习成绩的主要依据： 

（1） 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和执行实习纪律的情况。 

（2） 现场抽查实习笔记及技术讲座课的记录情况。 

（3） 实习期间的问题交流与讨论情况。 

（4） 实习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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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平时成绩占 50% +实习报告成绩占 50%。 

（1）平时成绩：包括实习纪律、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

入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

和科学的见解。 

（2）实习报告成绩：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论述准确、并

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五、附件 

1、需要预先学习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导论、电机电器智能化专业导论。 

2、实习注意事项： 

（1）学校应安排教师到实习企业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纪律管理及考勤管

理。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

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2）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思想，强化安全意识，确实保护自身安全并维护他人安全；切实遵守实习纪律，

按规定穿戴好个人劳保防护用品，按照实习日程安排，按时进入和退出实习场所；

认真听讲安全教育课和技术讲座课，做好讲课笔记及实习记录。 

（3）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

完成实习报告。实习报告要求上交纸质文档（A4）。 

（4）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简述生产工艺过程、

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仪表、控制设备；实习经验总结、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制定人：  赵朝会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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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习有关电机电

器智能化专业的实践知

识，增强感性认识。 

目标 2：了解现代化企

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 

目标 3：了解企业的新

产品研发和电机电器行

业的发展 

1.1企业介绍   √ 

1.2安全常识    

2.1观看企业宣传片  √  

2.2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介绍生产过程  √ √ 

3.1电机电器零部件的加工过程 √   

3.2电机电器铁心的加工过程 √   

3.3 电机电器绕组的加工过程 √   

3.4 笼型转子的加工过程 √   

3.5 电机电器的装配过程 √   

3.6 电机电器的测试过程 √   

4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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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6T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风力发电原理与应用、风力发电并网与控制技术、光伏发电系统集成

与设计、太阳能热发电系统原理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专业认识实习是教学计划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对本专业建立感性认

识，并进一步了解本专业的教学实践环节。通过让学生接触实际生产过程，一方

面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通过实际的参观学习，对所学专业

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地位有一定的认识，为了解和巩固专业思

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用自学与指导相结合，工厂与学校相结合，实践与课堂

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生产实习的教学环节，为进一步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奠定基

础。具体实习目的是：了解实习单位生产工艺过程；了解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

作用、工作原理；了解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组成；了解企业的组织构成、生产管理、

设备维护、安全技术、环境保护等基本情况。 

二、课程内容 

（一）实习动员及准备工作，进入实习点，安全教育 （4课时） 

（二）参观生产线、车间轮岗实习 （12课时） 

（三）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各企业、单位的有关技术资料，与本专业认识实习有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

料。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实习结束后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预习、实习纪律和积极主动性。 

2. 实习过程成绩占比 40%，包括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

入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

和科学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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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占 40%，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

论述准确、并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五、附件 

 

制定人：  谢  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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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了解本专业

的教学实践环节 

    

1.1实习动员 √     

2.1参观生产线 √     

3.1撰写实习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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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生产实习 

英文名称：Production Field Work  

课程代码：013117P1 

学分/学时：3 学分/60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1-7 学期所有专业必修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性质 

生产实习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教学环

节，是学生接触工程实际，培养工程意识的重要实践活动。学生通过生产实习，

加深对所学理论和技术课程的理解，着重了解电气工程相关产品生产制作过程。

该课程为后续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实践课程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使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班学生对学习的领域有较明

确的理解，对未来的工作或职业规划有较清晰的认识，熟悉现代化企业生产管理

流程，了解电气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源消耗的

因素。 

课程目标 2、在基本知识方面，了解电气工程设计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规

范，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深入了解电气专业系统在工业现场实

际运行的情况。 

课程目标 3、在基本技能方面，培养学生读图、作图能力，综合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4、在素质提升方面，提高对复杂电气系统工程的设计分析水平，

锻炼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作风和创新精神。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无 

（二）实践教学内容与学时 

生产实习按所实习企业分组进行，且由工程技术人员与指导教师组成生产实

习教学组，组织学生去相关企业进行 3 周现场实习，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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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现场和

生产过程；了解现代化企业新产品研发的一般过程和手段。（对应毕业要求：2.4，

7.1）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根据给定的设

计任务和设计要求，确定合适的电气工程设计方案。（对应毕业要求：7.2，8.2） 

3、具有从事与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能力。（对应毕业

要求：9.2） 

4、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根据给定的设

计任务和设计要求，根据选定电气工程设计方案，完成电气设备的选型工作。（对

应毕业要求：7.2） 

5、通过工程制图、文字报告和口头报告，表达电气工程系统设计方案，就

电气工程设计相关问题与业界同行、电气工程领域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7.1，7.2） 

6、通过 AutoCAD 绘图软件绘制电气工程系统设计相关文件。（对应毕业要

求：2.4） 

7、了解电气工程设计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

和基本程序，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工作内容和任务，理解电气工程设计与其他专

业的协作关系，具备资料获取、应用及初步解释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7.2，

8.2） 

8、通过实习检查，就实习现场涉及到的生产工艺、安全与环境问题、工艺

参数和电气设备，团结协作，分工讨论。（对应毕业要求：8.2，9.2） 

9、通过分组实习答辩，就工艺特点与电气设备选型与软硬件实现等问题，

与学生现场讨论。（对应毕业要求：7.2，8.2） 

10、撰写符合规范要求的实习报告。（对应毕业要求：2.4，7.2） 

11、听取工厂专家的报告，参观仪器仪表维修，听技术员讲解。（对应毕业

要求：8.2） 

12、回去前一晚，与学生的互动讨论，不同班组学生的相互交流。（对应毕

业要求：9.2） 

实习注意事项： 

1、学校应安排教师到实习企业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纪律管理及考勤管理。

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实习

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2、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

想，强化安全意识，确实保护自身安全并维护他人安全；切实遵守实习纪律，按

规定穿戴好个人劳保防护用品，按照实习日程安排，按时进入和退出实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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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听讲安全教育课和技术讲座课，做好讲课笔记及实习记录。 

3、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

完成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实习报告要求同时上交纸质文档（A4）和电子文档

（Word）。 

4、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简述生产工艺过程、各

环节主要电气设备参数、控制设备；生产过程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仪表，

执行机构等；工厂（或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实习经验总结、意

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4：具有从事与

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系

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能

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在掌握电气工程设计基本规范的基础上，根据

给定的工作任务，查阅相关资料，提出合理的管理和维护

方案，完成与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

针对学生实习中的问题，讲解与实习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

内容，组织教学活动；结合工厂的实际情况，请有实际经

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解有关的技术问题，说明本专业与行

业发展状况。收集实习单位与专业知识有关的资料，认真

做好毕业实习日记。 

指标点 7.1：了解电气产

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

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以及能源消耗的因素。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通过平时的实习训练，班组讨论，与专家交流，

实习教师指导，并请相关专家讲解电气产品及工程项目运

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源消耗的因素案例

等逐步达成目的。 

指标点 7.2：知晓和理解

电气产品及工程项目的

相关标准和规范，能评

价工程实践对环境保护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在实习期间，安排学生参观或参与工厂中各类

大型的机电一体化的加工设备，较为先进的生产流水线，

较为典型产品的总装过程，工厂的变配电站等。了解电气

产品及工程项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能评价工程实践对环

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8.2：理解电气工

程实践相关的政策、法

律、法规、职业道德，

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

遵守。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让学生带着问题到车间的生产一线，了解生产

过程中的工艺，加工设备工作流程，通过观察、记录、查

阅资料、现场请教等方式，解决问题。与现场的工程师交

流，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学习组织和管

理生产的初步知识。理解并遵守电气工程实践相关的政

策、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等。 

指标点 9.2：具有一定的

计划、组织、协调团队

工作的能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在掌握电气工程设计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针对

一个工程案例，分组进行电气工程设计实训，共同完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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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设计过程并给出相关设计文件，共同查阅相关资料，提

出合理的管理和维护方案，协同完成与电气工程领域相关

的工程实习，逐步达成目的。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实习过程成绩+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的综合

考核方式，即：总成绩=平时成绩*20%+实习过程成绩*40%+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

成绩*4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

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20%） 

实习主动性 

（出勤、实习纪律、积极主动性） 
9.2 10 

平时表现 

（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查阅相关资

料、小组讨论） 

2.4，8.2 10 

实习过程

（40%） 

现场抽查实习笔记及技术讲座课的记录情

况 
7.1，7.2 10 

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入

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 
2.4，9.2 15 

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

观点和科学的见解 
7.2，8.2 15 

实习日记与

实习报告 

（40%） 

实习日记/报告的质量 

（格式规范、内容丰富、并具合理性） 
7.2 10 

实习日记/报告的质量 

（观点正确、论述准确） 
8.2，9.2 15 

实习日记/报告的质量 

（科学性和创新性） 
7.2，9.2 15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无保密要求）；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制定人： 胡鹏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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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7Q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 3/60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自动控制原理、过程控制装置、PLC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监测技术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实习逐步接触社会，了解企业工作氛围，实现从学校向社会过

渡。 

目标 2：加深对测控专业课的理解，巩固所学专业知识。 

目标 3：熟悉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认识学习组织和管理生

产的制度。 

目标 4：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认真、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行业技术趋势介绍 （5天） 

1.1 实习单位派出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解专业相关技术问题，

和行业、技术应用相关的案例   

1.2指导教师讲解实习内容与专业课的相关情况 

（二）现场实习 （8天） 

2.1 结合实习单位文献资源，阅读测控技术行业应用的专业资料 

2.2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安排学生深入工厂智能检测与智能控制系统、先进生

产线、装配线、智能控制装置等车间进行观摩学习 

2.3 学生到技术一线，了解生产中的设备、工艺、技术等，通过观察、记录、

查阅资料、咨询带教师傅等了解生产实践 

2.4 条件允许课安排学生参与现场维修、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 

（三） 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实习体会和收获 （1天） 

3.1 学生收集、学习并整理实习单位的生产过程、工艺规范及标准化知识 

3.2 了解发展前景、新技术、新工艺，相互讨论 

（四）整理实习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天） 

4.1 撰写实习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收获与心得体会 

4.2 独立完成实习资料整理工作，实事求是，认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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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各实习单位的各种类型技术资料（非保密）。 

四、课程考核 

1，专业认识实习考核方式为考查。 

2，考核内容包括：实习结束后学生需撰写实习报告，内容需体现政治思想

和业务工作等方面表现，实习内容，实习收获和体会，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指

导老师每天记录学生考勤，并按照实习要求结合实习材料和实习单位评定意见，

给每位学生撰写实习评语，做出实习成绩评定。评定成绩的主要依据如下： 

（1） 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和执行企业组织纪律方面的表现。 

（2） 学生实习笔记及技术讲座课的记录情况。 

（3） 学生实习态度与实习表现，实习期间的问题交流与讨论情况。 

（4） 实习报告的完成情况与完成质量。 

3，成绩评定方式为：平时成绩占 50% +实习报告成绩占 50%。 

（1）平时成绩：包括实习纪律、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

入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

和科学的见解。 

（2）实习报告成绩：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论述准确、并

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五、附件 

1、实习注意事项： 

（1）学校安排教师到实习企业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纪律管理及考勤管理。

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实习

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2）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思想，强化安全意识，确实保护自身安全并维护他人安全；切实遵守实习纪律，

按规定穿戴好个人劳保防护用品，按照实习日程安排，按时进入和退出实习场所；

认真听讲安全教育课和技术讲座课，做好讲课笔记及实习记录。 

（3）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

完成实习报告。实习报告要求上交纸质文档（A4）。 

（4）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简述生产工艺过程、

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仪表、控制设备；实习经验总结、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制定人：  李皎洁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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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实习逐

步接触社会，了解企

业工作氛围，实现从

学校向社会过渡。 

 

目标 2：加深对测

控专业课的理解，

巩固所学专业知

识。 

 

目标 3：熟悉工程

技术人员的工作职

责和工作流程，认

识学习组织和管理

生产的制度。 

目标 4：培养学生

分析和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的能力，培

养严谨认真、实事

求是的工作作风。 

1.1 实习单位派出有丰富实际

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解专业

相关技术问题，和行业、技术应

用相关的案例 

√ √ √ √ 

1.2 指导教师讲解实习内容与专

业课的相关情况 
 √  √ 

2.1 结合实习单位文献资源，阅

读测控技术行业应用的专业资

料 

 √ √ √ 

2.2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安排学

生深入工厂智能检测与智能控

制系统、先进生产线、装配线、

智能控制装置等车间进行观摩

学习 

√ √ √ √ 

2.3 学生到技术一线，了解生产

中的设备、工艺、技术等，通过

观察、记录、查阅资料、咨询带

教师傅等了解生产实践 

√ √ √ √ 

2.4 条件允许课安排学生参与

现场维修、设备安装、调试等工

作 

√ √ √ √ 

3.1 学生收集、学习并整理实习

单位的生产过程、工艺规范及标

准化知识 

 √  √ 

3.2 了解发展前景、新技术、新

工艺，相互讨论 
 √  √ 

4.1 撰写实习报告，全面系统地

总结实习收获与心得体会 
 √ √ √ 

4.2 独立完成实习资料整理工

作，实事求是，认真严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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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7R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3 周           适用专业：自动化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实习企业：电气集团各企业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自动化设备的类别、结构、使用、设计和生产，提高对自动化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的认识，加深自动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的感性认识，开阔

视野，了解相关设备及技术资料，熟悉产品的生产工艺，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2： 了解并熟悉具体项目的技术要求，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据及

参考资料，提高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目标 3：掌握撰写文书、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目标 4：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敬

业精神，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 

二、课程内容 

（一）听报告、专题、现场参观 （2天）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

理和生产模式； 

1.2 结合图纸、资料等熟悉自动化生产线的特点，了解自动化技术在工厂里

面具体应用； 

（二）现场实习 （12天） 

2.1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

技术应用情况； 

2.2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 

2.3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和

生产的相关资料； 

（三）复习、整理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天）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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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要求 

1、实习工厂的选择要求 

（1）本专业生产（毕业）实习工厂应具有中、大型规模和现代化的技术水

平，拥有较多类型的自动化设备，生产技术较先进。工厂的实习培训部门有一定

的接纳能力和培训经验，有进行实习指导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应能提供较充足

的图纸资料等技术文件； 

（2）优先选择为学生实习提供采用先进设备制造技术的工厂或生产过程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 

（3）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同时选择有关的几个大、中型工厂企业； 

（4）建议实习单位为：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上海汽轮发电机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自动化研究所、上海锅炉厂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等。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责任心强，认真刻苦，身体健康。实习中要强调教

书育人，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2）指导实习的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好的实践能力。能组

织实习活动，与工厂相互配合，完成实习全过程。指导学生记实习笔记，写实习

报告等。实习结束后，对学生实习成绩给出实事求是的评定； 

（3）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能合理搭配，应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

坚持原则，关心学生的实习、生活等。作学生的良师益友。 

3、对学生的要求 

（1）明确实习任务，认真学习实习大纲，提高对实习的认识，做好思想准

备； 

（2）认真完成实习内容，按规定记实习笔记，撰写实习报告，收集相关资

料； 

（3）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尊重知识，敬重他人，及时整理实习笔

记、报告等。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自觉遵守学校、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服从指导教师的领导，培

养良好的风气； 

（5）实习结束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实习笔记、实习报告等。 

四、课程教材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20%）、工作态度和表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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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和工作能力（20%）。 

2. 实习报告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政治思想个业务工作等方面的表现、

收获和体会，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评定时结合实习材料和实习单位评定意见。 

六、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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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自动化设

备的类别、结构、使用、

设计和生产，提高对自

动化产品设计与制造

技术的认识，加深自动

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应

用的感性认识，开阔视

野，了解相关设备及技

术资料，熟悉产品的生

产工艺，为毕业设计打

好基础。 

目标 2： 了解并熟悉

具体项目的技术要

求，有针对性地收集

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

资料，提高实际问题

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目标 3：掌握撰写

文书、报告的正

确格式，能全面、

系统地总结实习

的收获与心得体

会。 

目标 4：提高社会

交往能力，学习

工人师傅和工程

技术人员的优秀

品 质 和敬 业精

神，培养学生的

专业素质，明确

自 己 的社 会责

任。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

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企业

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模式； 

√    

1.2 结合图纸、资料等熟悉自动

化生产线的特点，了解自动化技

术在工厂里面具体应用； 

√ √   

2.1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

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

现代化生产技术应用情况； 

 √  √ 

2.2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

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 
 √  √ 

2.3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

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

营、管理和生产的相关资料； 

 √  √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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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7S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Field Work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1-7 学期所有专业必修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现场和生产过程。 

目标 2：通过对电机电器产品进行拆装及简单故障排除，加强学生对电机电

器生产工艺的了解。 

目标 3：学习常见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使用及校验方法。 

目标 4：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 

目标 5：了解现代化企业新产品研发的一般过程和手段。 

二、课程内容 

（一）实习动员 （1天） 

1.1 安全常识教育 

1.2 企业生产过程介绍 

（二）电机电器产品的拆装、简单故障排除 （5天 ） 

2.1 电机电器拆装介绍 

2.2 电机转子的拆装 

2.3 电机定子的拆装 

2.4 电机电器绕组的拆装 

2.5 电机电器辅助件的拆装 

（三） 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使用及校验方法 （5天） 

3.1  万用表、摇表的使用 

3.2  千分尺、游标卡尺等使用 

3.3  电压表、电流表等的使用 

3.4  动平衡仪的使用 

3.5  传感器的安装及拆装 

（四）企业组织结构及管理模式 （2天） 

（五）企业新产品研发的过程和手段 （2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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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无保密要求）；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课程考核 

本生产实习为考查课程。实习结束后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1、本课程最终成绩以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挡评定 

2、评定实习成绩的主要依据： 

（1） 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和执行实习纪律的情况。 

（2） 现场抽查实习笔记及技术讲座课的记录情况。 

（3） 实习期间的问题交流与讨论情况。 

（4） 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的质量。 

3、总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平时成绩占 20% + 实习过程成绩占 40% + 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占 40%。 

（1）平时成绩：包括预习、实习纪律和积极主动性。 

（2）实习过程成绩：包括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入细致、

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

见解。 

（3）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论

述准确、并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五、附件 

实习注意事项： 

（1）学校应安排教师到实习企业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纪律管理及考勤管

理。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

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2）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思想，强化安全意识，确实保护自身安全并维护他人安全；切实遵守实习纪律，

按规定穿戴好个人劳保防护用品，按照实习日程安排，按时进入和退出实习场所；

认真听讲安全教育课和技术讲座课，做好讲课笔记及实习记录。 

（3）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

完成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实习报告要求同时上交纸质文档（A4）和电子文档

（Word）。 

（4）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简述生产工艺过程、

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仪表、控制设备；生产过程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

仪表，执行机构等；工厂（或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实习经验总

结、意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制定人：  赵朝会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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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现代

化企业的生产现

场和生产过程 

目标 2：通过对

电机电器产品

进行拆装及简

单故障排除，了

解学生对电机

电器的生产工

艺 

目标 3：学习常

见机电设备、仪

器仪表的使用

及校验方法 

目标 4：了解现

代化企业的组

织结构与管理

模式 

目标 5：了解现

代化企业新产

品研发的一般

过程和手段 

1.1安全常识教育 √    √ 

1.2企业生产过程介绍 √   √  

2.1电机电器拆装介绍  √    

2.2电机转子的拆装  √    

2.3电机定子的拆装  √    

2.4电机电器绕组的拆装  √    

2.5 电机电器辅助件的拆

装 
 √    

3.1 万用表、摇表的使用   √   

3.2 千分尺、游标卡尺等使

用 
  √   

3.3 电压表、电流表等的使

用 
  √   

3.4动平衡仪的使用   √   

3.5传感器的安装及拆装   √ √  

4 企业组织结构及管理模

式 
√    √ 

5企业新产品研发的过程和

手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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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7T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毕业设计以外所有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生产专习能使学生接触实际，了解社会，树立工程意识；了解本专业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发展前沿。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增加对本专业学科

的感性认识，获取本专业的实际知识，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熟悉工程技术人员

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学习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初步知识。通过毕业实习，培养

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

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指导教师讲课 （10课时） 

（二）现场实习（40课时） 

（三）撰写实习报告 （10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各企业、单位的有关技术资料，与本专业认识实习有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

料。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实习结束后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3.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预习、实习纪律和积极主动性。 

4. 实习过程成绩占比 40%，包括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

入细致、并能进行合理的分析；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

和科学的见解。 

5. 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占 40%，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

论述准确、并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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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了解本专业

的教学实践环节 

    

1.1听指导教师讲课 √     

2.1现场实习 √     

3.1撰写实习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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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毕业设计（论文）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课程代码：013118A1              

学分/学时：10 学分/200 学时  

适用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 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微机原理与应用、电机及拖动基础、自动控制原理、运动控制系统、计算机网络

与通信、自动检测技术、过程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技术、DCS 与现场总线、DSP

原理及应用，供配电技术等 

 

一、课程性质 

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

的基本训练。毕业设计要求学生完成一个真实的小型课题或大课题中的一个完整

的部分。整个课题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侧重于方向性指导和检查，毕业设计内

容要求工程实践部分（包括线路制作和调试，实验装置的调试和实验，生产图纸

的绘制等）一般不少于 1/4。 

二、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能运用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等基本原理和中外科技文献

等寻求毕业设计题目合理的解决方案，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

果能够进行分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论。（对应毕业要求：2.3） 

课程目标 2、理解相关的安全、法律、环境等现实约束，从实现技术的复杂

性和相关性、方案实现的研究经费和效益等角度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具有方案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对应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3、能运用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等基本原理和文献等对设计

方案提出改进，在解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对应毕业要求： 3.4，

4.3） 

课程目标 4、掌握计算机仿真的基本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软件工具对电气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仿真预测与模拟研究，理解仿真方法的局限性，并

通过仿真结果预测和模拟研究。（对应毕业要求：4.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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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5、理解相关的社会、安全、健康、法律及文化等现实责任，明确

实施电气工程实践及其解决方案中应承担的社会、安全、健康、法律及文化责任。

（对应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6、能够清晰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相关的方案设计、实验设计、总结

报告等内容。（对应毕业要求：4.3，10.1） 

课程目标 7、了解电气工程项目经济和管理的一般知识，能够把工程管理原

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进行综合运用。（对应毕业要求：11.1） 

课程目标 8、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进行综合运用基础上，具备具

有初步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运行和管理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1.2） 

课程目标 9、能够关注毕业设计课题相关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不断学习和适应电气工程发展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2.2） 

三、毕业设计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毕业设计题目的来源 

毕业设计题目尽可能地选择与生产、科研、实验室建设、学科建设等任务相

结合的实际题目，也可选择能满足教学要求的自拟课题。 

（1）优先选择能满足教学要求的直接来自生产现场、科研及实验室建设的

题目。 

（2）鼓励在得到工厂、研究所支持的条件下，从工厂及研究所的实际需要

中选择题目，或直接到工厂或研究所进行设计。 

（3）也可以选择少量的能满足教学要求，且有一定的实际背景的为教学实

验而准备的题目。 

（4）欢迎学生自己主动联系争取获得毕业设计题目。 

（5）毕业设计题目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及难度，但不要求和鼓励每个题目

内容必须是先进的。 

2、毕业设计的教学内容 

（1）从教学内容上要求，毕业设计题目必须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出发，应

体现本专业工程基本训练的内容，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对应毕业要求： 

3.3，3.4，4.3，6.2，11.1，11.2，12.2） 

（2）从能力培养角度方面，应包括下述内容： 

工作实践环节的内容不得少于 3 周的工作量；（对应毕业要求：2.3，4.3，

10.1） 

计算机应用的工作量通常应不少于 50 机时；（对应毕业要求：5.2） 

结合毕业设计题目阅读一至三篇专业外文资料，要求完成 20,000 印刷符号以

上的译文；（对应毕业要求：10.1） 

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安排工程制图的训练（包括实验图表和曲线的编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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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毕业要求：5.2） 

四、对学生能力培养的做法 

1、毕业设计题目及内容必须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即在保证毕业设计质

量的条件下，按照学生实际的学习能力情况，优化分配相应的毕业设计题目和内

容。同时，每组内的每个学生的内容不能完全相同，并应设立必要的专题研究内

容。 

2、毕业设计必须包括一定的工程设计及实验内容，保证学生有独立编程及

上机调试的机会，并伴有相应的专业外文资料的翻译。 

3、鼓励优秀生、免试推荐生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就从事与毕业设计相关

的科研或实验室建设有关的课题。 

4、鼓励真刀真枪，面向市场的课题。 

五、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责任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一般由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并有如下责任要求： 

1、毕业设计前必须提交任务书由系部组织专家审批，指导教师应根据课题

任务编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2、指导学生根据题目的任务、目的和要求；对学生的总体方案，计算方法、

实验方案的选择，理论、实验分析的结论给予认真地审查和指导；定期检查学生

毕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对学生重大原则性错误必须及早提出；注意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支持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学术讨论；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设计

论文。 

3、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要做到教书育人，应对学生加强管理、严格要

求，尤其在作风培养上多下工夫。 

4、毕业设计完成后，问答辩小组提出对学生工作态度、能力水平、作业质

量、及应用价值的评定意见（写出评语）。 

六、毕业设计的组织管理 

为使毕业设计工作顺利进行，以便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在毕业设计工作的

组织管理上采取以下措施： 

1、成立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指定有经验的教师担任组长。该小组负责安排

这一教学环节的具体落实和进行，包括审查毕业设计选题，检查进度和指导教师

指导手册，组织论文评审和答辩工作。 

2、指导教师应在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前三个月（即第七学期开始一个月后）

向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提交毕业设计题目及审题表，指导小组根据毕业设计要求从

质和量等方面对各指导教师所提交的各项毕业设计题目进行审查，提出修改意见，

并落实符合要求的本届毕业设计题目；指导教师应根据修改意见认真修改毕业设

计题目及要求并填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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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前一个月，由毕业设计指导小组负责组织向同学介

绍本届所有毕业设计课题，学生再按自己的特点和爱好填写毕业设计志愿，最后

由毕业设计指导小组和班主任一起确定具体名单，并向学生公布，并组织师生见

面。 

4、毕业设计开题答辩工作应安排在第七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内，对开题答辩

未通过学生应及时与指导教师沟通。学院应在第七学期结束前组织重新开题答辩。 

5、毕业设计指导小组应及时处理毕业设计工作中的教学问题，并定期（一

般 1-2 次）检查各课题的进展情况和工作进度，并给予积极地指导。 

七、毕业设计时间安排 

按教学规定，毕业设计共计十五周。但按照技术本科教学的要求，毕业设计

的选题及开题工作在第七学期末进行，毕业设计的主体工作从第八学期开始，其

中第七周中期检查，第十五周毕业答辩。 

八、教学方法与课程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目

标值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和评价依据等 

指标点 2.3：能对电气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进

行分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论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任务分析说明，学

生自学或复习相关的原理或技术知识，通过查找文

献了解国内外发展现状，查找合理的设计方案。 

指标点 3.3：具有方案设计中综

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及环境的意识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给学生讲解课题相关的安全、

法律、环境等因素，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和针对性学

习，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对整个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进

行分析和评估。 

指标点 3.4：在解决方案的设计

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 
0.4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给学生分析说明设计任务，学

生自学或复习相关的原理或技术知识，通过查找文

献了解国内外发展现状，查找合理的设计方案，提

出改进。 

指标点 4.3：能正确采集和整理

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解决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课程目标 6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给学生分析说明设计任务，引

导学生自学或复习相关的原理或技术知识，能正确

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解决电

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5.2：掌握计算机仿真的

基本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软件

工具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仿真预测与模拟研

究，并理解其局限性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给学生讲解工程实践与仿真的

关系，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和针对性学习，学生在老

师指导下制定设计方案仿真模型，进行预测和模拟

研究。 

指标点 6.2：明确实施电气工程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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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及其解决方案中应承担的

社会、安全、健康、法律及文化

责任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给学生讲解课题相关的社会、

安全、健康、法律及文化等因素，学生通过查找资

料和针对性学习，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对整个技术方

案进行分析。 

指标点10.1：能够撰写实验报告、

设计报告、总结报告等。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6 

达成途径：学生根据毕业设计课题要求和研究进展

过程，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相关方案设计、实

验过程和实验结果分析总结等论文内容。 

 

指标点 11.1：具有电气工程项目

经济和管理的一般知识 

0.4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7，课程目标 8 

达成途径：在毕业设计课题的实施过程中，指导老

师培养和引导学生把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进行综合运用。 

指标点 11.2：具有初步的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运行和管理能力 
0.4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7，课程目标 8，课程目标 9 

达成途径：在毕业设计课题的实施过程中，指导老

师培养和引导学生把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进行综合运用，使其逐渐具备一般项目运行、管理

能力。 

九、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和成绩评定 

1、答辩资格审查：按学生完成学业计划情况，由系主任批准，学院教学副

院长审核； 

2、答辩程序：参加答辩学生应将论文在答辩前一周交教研室，由教研室毕

业设计小组组织评阅，评阅教师应写出简明评语；答辩时，由学生介绍 10-15 分

钟，然后由答辩小组成员提问，答辩时间限制在 30 分钟之内。 

3、成绩评定标准：毕业设计成绩根据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的工作态度、

纪律情况、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等综合因素来考虑，按优、良、中、及格、不及

格五级评分制评定。 

优：自觉遵守纪律、工作积极努力、态度严谨，且较出色完成所规定的全部

任务，有一定创见，答辩时回答问题正确； 

良：自觉遵守纪律、工作积极、态度认真，较好完成所规定的全部任务，内

容正确，答辩时回答问题正确； 

中：遵守纪律、工作较积极、态度较认真，完成任务一般，内容基本正确，

答辩时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及格：遵守纪律、工作态度一般，基本完成任务，无原则性错误，答辩时回

答问题需启发； 

不及格：纪律一般、工作不够主动，态度不够认真，且不能独立完成任务，

质量较差，有原则性错误，答辩时不能正确回答问题，未能达到基本教学要求。 

4、成绩评定办法：答辩后由答辩小组举行会议讨论，答辩小组成员按照有

关毕设成绩评定标准规定给出成绩，再由答辩小组组长进行统计，计算出评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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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最后由系主任召开答辩小组组长会议，对毕设成绩进行全面核定。成绩上报

学院后，再向学生公布。 

十、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毕业设计指导手册》，自编 

2. 根据学生毕业设计的具体课题，学生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制定人：  刘辉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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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8B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 学分/15 周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嵌入式

系统与智能仪器、虚拟仪器与测试系统、视觉检测与机器人、PLC 原理及应用、

过程控制装置、计算机监测技术、自动控制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等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能运用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传感器

等基本原理和中外科技文献等寻求毕业设计题目合理的解决方案，方案设计中综

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能够对检测、测控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能够进行分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 2：学生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能够计划、组织、协调团队工作，并能够清

晰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相关的方案设计、实验设计、总结报告等内容。 

目标 3：能够就毕业设计课题清楚地阐述其毕业设计的工程理念和方案特点，

能够就检测、测控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

沟通、交流和反应。 

目标 4：能够查阅并理解外文科技文献，较熟练地使用外语进行沟通和交流，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目标 5：学生能够关注毕业设计课题相关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二、课程内容 

（一）毕业设计题目的来源 

毕业设计题目尽可能地选择与生产、科研、实验室建设、学科建设等任务相

结合的实际题目，也可选择能满足教学要求的自拟课题。 

1.1 优先选择能满足教学要求的直接来自生产现场、科研及实验室建设的题

目。 

1.2 鼓励在得到工厂、研究所支持的条件下，从工厂及研究所的实际需要中

选择题目，或直接到工厂或研究所进行设计。 

1.3 也可以选择少量的能满足教学要求，且有一定的实际背景的为教学实验

而准备的题目。 

（二）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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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一般由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并有如下责任要求： 

2.1 指导教师应根据课题任务编写毕业设计任务书，且交由系部组织专家审

批。 

2.2 指导学生根据题目的任务、目的和要求；对学生的总体方案，计算方法、

实验方案的选择，理论、实验分析的结论给予认真地审查和指导；定期检查学生

毕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对学生重大原则性错误必须及早提出；注意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支持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学术讨论；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设计

论文。 

2.3 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要做到教书育人，应对学生加强管理、严格要

求，尤其在作风培养上多下工夫。 

2.4 毕业设计完成后，指导教师应从学生工作态度、能力水平、作业质量、

及应用价值等方面撰写评定意见（写出评语）。 

（三）毕业设计的组织管理 

为使毕业设计工作顺利进行，以便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在毕业设计工作的

组织管理上采取以下措施： 

3.1 成立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指定有经验的教师担任组长。该小组负责安排

这一教学环节的具体落实和进行，包括审查毕业设计选题，检查进度和指导教师

指导手册，组织论文评审和答辩工作。 

3.2 指导教师应在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前三个月（即第七学期开始一个月后）

向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提交毕业设计题目及审题表，指导小组根据毕业设计要求，

从质和量等方面对各指导教师所提交的各项毕业设计题目进行审查，提出修改意

见，并落实符合要求的本届毕业设计题目；指导教师应根据修改意见认真修改毕

业设计题目及要求，并填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3.3 在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前一个月，由系部主任负责组织向同学介绍本届所

有毕业设计课题，学生再按自己的特点和爱好进行双选，确定具体名单后向学生

公布，并组织师生见面。 

3.4 毕业设计开题答辩工作应安排在第七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内，对开题答辩

未通过学生应及时与指导教师沟通。学院应在第七学期结束前组织重新开题答辩。 

3.5 毕业设计指导小组应及时处理毕业设计工作中的教学问题，并定期（一

般 1-2 次）检查各课题的进展情况和工作进度，并给予积极地指导。 

（四）毕业设计时间安排 

按教学规定，毕业设计共计十五周。但按照技术本科教学的要求，毕业设计

的选题及开题工作在第七学期末进行，毕业设计的主体工作从第八学期开始，其

中第七周中期检查，第十五周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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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1、《毕业设计指导手册》，自编 

2、根据学生毕业设计的具体课题，学生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四、课程考核 

毕业设计成绩有三部分构成：指导教师评价 20%+同行教师评价 30%+答辩成

绩 50% 

五、附件 

 

制定人：  胥飞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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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寻求毕业

设计的题目 

目标 2：撰写方

案及大论文 

目标 3：专业领

域的有效沟通 

目标 4:查阅文

献，具备国际

视野 

目标 5：了解课

题相关前沿技

术 

1.1教师科研项目 √     

1.2企业项目 √     

1.3实验室整改项目 √     

2.1任务书审核  √ √   

2.2具体论文指导  √ √ √ √ 

2.3加强学生管理  √ √   

2.4对学生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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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8C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oject 

学分/学时：10/15 周            适用专业：适用于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要求的全部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根据学生毕业设计的具体课题，学生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实际独立完成课题的工作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目标 3：训练学生了解和熟悉科学研究的基本环节和研究方法。 

目标 4：培养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资料调研，确定研究课题和研究内容，撰写课题研究开题报告。 

  （2 周） 

（二）、开题答辩。 （1 周） 

（三）、根据开题答辩中存在的问题对课题进行修正或完善。 （1 周） 

（四）、提出初步设计方案。 （2 周） 

（五）、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实验、设计方案优化研究，包括硬件、软件系统

的设计与调试。 （4 周） 

（六）、对设计系统进行总体调试，最终达到系统设计方案的要求。（2 周） 

（七）、撰写毕业设计报告（论文），要求符合科技论文要求。 （2 周） 

（八）、毕业答辩。 （1 周）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下达

的毕业设计（论文）任务。 

三、课程教材 

1、各种技术资料。 

2、与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毕业设计的考核课 

1、通过开题答辩、中期答辩、论文评审和最后答辩综合评定。 

2、总成绩由以下部分构成： 

毕业设计成绩=指导教师审阅（30%）+评阅（20%）+答辩（50%） 

毕业设计成绩不及格者，经一定时间整改后，进行重新答辩，合格者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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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合格者重修。 

评定依据包括： 

（1）学生出勤情况及组织纪律性方面的表现； 

（2）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 

（3）学生的工作量和工作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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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生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结

合实际独立完成课题

的工作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 

目标 3：训练学生了

解和熟悉科学研究

的基本环节和研究

方法。 

目标 4：培养学生

撰写学术论文和

学 位 论 文 的 能

力。 

1.课题资料调研，确定研究课题

和研究内容，撰写课题研究开题

报告。 

√   √ 

2.开题答辩。  √    

3.根据开题答辩中存在的问题对

课题进行修正或完善。 
 √   

4.提出初步设计方案。  √ √  

5.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实验、设计

方案优化研究，包括硬件、软件

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 √  

6.对设计系统进行总体调试，最

终达到系统设计方案的要求。 
√ √ √  

7.撰写毕业设计报告（论文），要

求符合科技论文要求。 
   √ 

8.毕业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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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8D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 学分/15 周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PLC 原理及应用、微机原理与接口

技术、电机及拖动基础、自动控制原理、电机学、电机故障诊断技术、电机电器

智能化综合实验、matlab 项目设计、Anasys 项目设计、DSP 原理与电机控制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能运用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电机学

等基本原理和中外科技文献等寻求毕业设计题目合理的解决方案，方案设计中综

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能够对电机与电器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能够进行分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 2：学生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能够计划、组织、协调团队工作，并能够清

晰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相关的方案设计、实验设计、总结报告等内容。 

目标 3：能够就毕业设计课题清楚地阐述其毕业设计的工程理念和方案特点，

能够就电机与电器工程专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交流和反应。 

目标 4：能够查阅并理解外文科技文献，较熟练地使用外语进行沟通和交流，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目标 5：学生能够关注毕业设计课题相关领域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二、课程内容 

（一）毕业设计题目的来源 

毕业设计题目尽可能地选择与生产、科研、实验室建设、学科建设等任务相

结合的实际题目，也可选择能满足教学要求的自拟课题。 

1.1 优先选择能满足教学要求的直接来自生产现场、科研及实验室建设的题

目。 

1.2 鼓励在得到工厂、研究所支持的条件下，从工厂及研究所的实际需要中

选择题目，或直接到工厂或研究所进行设计。 

1.3 也可以选择少量的能满足教学要求，且有一定的实际背景的为教学实验

而准备的题目。 

（二）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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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一般由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并有如下责任要求： 

2.1 指导教师应根据课题任务编写毕业设计任务书，且交由系部组织专家审

批。 

2.2 指导学生根据题目的任务、目的和要求；对学生的总体方案，计算方法、

实验方案的选择，理论、实验分析的结论给予认真地审查和指导；定期检查学生

毕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对学生重大原则性错误必须及早提出；注意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支持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学术讨论；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设计

论文。 

2.3 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要做到教书育人，应对学生加强管理、严格要

求，尤其在作风培养上多下工夫。 

2.4 毕业设计完成后，指导教师应从学生工作态度、能力水平、作业质量、

及应用价值等方面撰写评定意见（写出评语）。 

（三）毕业设计的组织管理 

为使毕业设计工作顺利进行，以便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在毕业设计工作的

组织管理上采取以下措施： 

3.1 成立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指定有经验的教师担任组长。该小组负责安排

这一教学环节的具体落实和进行，包括审查毕业设计选题，检查进度和指导教师

指导手册，组织论文评审和答辩工作。 

3.2 指导教师应在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前三个月（即第七学期开始一个月后）

向毕业设计指导小组提交毕业设计题目及审题表，指导小组根据毕业设计要求，

从质和量等方面对各指导教师所提交的各项毕业设计题目进行审查，提出修改意

见，并落实符合要求的本届毕业设计题目；指导教师应根据修改意见认真修改毕

业设计题目及要求，并填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3.3 在毕业设计正式开始前一个月，由系部主任负责组织向同学介绍本届所

有毕业设计课题，学生再按自己的特点和爱好进行双选，确定具体名单后向学生

公布，并组织师生见面。 

3.4 毕业设计开题答辩工作应安排在第七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内，对开题答辩

未通过学生应及时与指导教师沟通。学院应在第七学期结束前组织重新开题答辩。 

3.5 毕业设计指导小组应及时处理毕业设计工作中的教学问题，并定期（一

般 1-2 次）检查各课题的进展情况和工作进度，并给予积极地指导。 

（四）毕业设计时间安排 

按教学规定，毕业设计共计十五周。但按照技术本科教学的要求，毕业设计

的选题及开题工作在第七学期末进行，毕业设计的主体工作从第八学期开始，其

中第七周中期检查，第十五周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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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1、《毕业设计指导手册》，自编 

2、根据学生毕业设计的具体课题，学生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四、课程考核 

毕业设计成绩有三部分构成：指导教师评价 30%+同行教师评价 20%+答辩成

绩 50% 

五、附件 

 

制定人：  任晓明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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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寻求毕业

设计的题目 

目标 2：撰写方

案及大论文 

目标 3：专业领

域的有效沟通 

目标 4:查阅文

献，具备国际

视野 

目标 5：了解课

题相关前沿技

术 

1.1教师科研项目 √     

1.2企业项目 √     

1.3实验室整改项目 √     

2.1任务书审核  √ √   

2.2具体论文指导  √ √ √ √ 

2.3加强学生管理  √ √   

2.4对学生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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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18E1      英文名称： 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200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所有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程技术和科

学技术的基本训练。毕业设计要求学生完成一个真实的小型课题或大课题中的一

个完整的部分。整个课题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侧重于方向性指导和检查。 

二、课程内容 

（一）毕业设计选题 （10课时） 

（二）毕业设计的设计过程（180课时） 

（三）毕业答辩 （10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与本专业认识实习有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实习结束后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1.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纪律和积极主动性。 

2. 毕业论文占比 20%，包括是否内容丰富、格式规范、观点正确、论述准

确、并具合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是否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见解。 

3. 答辩成绩占 40%，工作是否积极努力、态度是否严谨，是否完成所规定

的全部任务，是否有一定创见，答辩时回答问题是否正确。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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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本专业的毕

业设计环节 

    

1.1毕业设计选题 √     

2.1毕业设计的设计过程 √     

3.1毕业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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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器制造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23A1        英文名称：Technologist Of Electrical Manufactu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学、电器学、 电机设计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用中小型电动机和常用低压电器制造的基本理论知识。 

目标 2：熟悉常用中小型电动机和常用低压电器典型产品及其主要结构。 

目标 3：掌握常用中小型电动机和常用低压电器主要零部件的基本加工工艺

及装配工艺，能进行工艺方案的设计与分析。 

目标 4：了解电机电器制造中常用工艺装备的基本结构与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1、绪论 （1学时） 

了解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发展概况及前景、电机电器制造工艺的重要性、以及

学习本课程的任务与方法。 

2、电机制造工艺的特征 （2学时） 

掌握电机制造工艺的多样性，熟悉电机结构与制造工艺间的关系及三种不同

的生产类型。 

3、电机制造工艺的技术准备与工艺准备 （2学时） 

了解机械加工工艺过程的组成，熟悉电机的技术准备与工艺准备工作，了解

电机制造工艺过程概述。 

4、电机制造中金工加工的一般知识 （3学时） 

熟悉零件的互换性与电机的互换性概念，熟悉尺寸公差的基本概念、公差与

配合制度、表面粗糙度及尺寸链基本概念。了解电机的气隙及其均匀度、气隙均

匀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定子同轴度是保证气隙均匀的关键，掌握保证定子同轴度三

种不同的工艺方案。  

5、转轴和转子的加工 （3学时） 

了解转轴和转子加工的技术要求及小型电机转轴加工自动化概要，掌握转轴

和转子加工结构要素选择、工艺方法及其工艺方案分析。  

6、端盖的加工 （2学时） 

了解端盖的结构与技术要求，掌握端盖加工的工艺方法及其工艺方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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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机座的加工 （2学时） 

了解机座的结构与技术要求，掌握机座加工的工艺方法及其工艺方案分析，

了解机座加工自动流水线和直流电机机座的加工特点。 

8、铁心冲片的冲制工艺 （3学时） 

了解硅钢片概述、热轧硅钢片及冷轧硅钢片，熟悉剪床、冲床、半自动冲槽

机及油压机等设备。熟悉硅钢片的裁剪和冲片的技术要求，掌握铁心冲片的冲制

方法、冲片制造工艺方案的分析、冲片的质量检查及其分析，了解冲片的结构工

艺性冲片制造自动化概要。 

9、冲片的绝缘处理与压装工艺 （3学时） 

了解冲片的绝缘处理概述，掌握冲片的涂漆处理，了解冲片的氧化处理。了

解定子铁心压装的技术要求，掌握保证铁心紧密度、准确性、牢固性的工艺措施，

以及内压装的工艺与工装、外压装的工艺与工装，了解扇形冲片铁心的压装特点。

了解磁极铁心的制造。           

10、电机绕组的制造 （3学时） 

熟悉电机绕组常用材料与绝缘材料，掌握电机绕组的分类，了解技术要求。

掌握散嵌绕组的绝缘结构，掌握线圈的绕制和检查，了解几种型式绕组的嵌线工

艺及接线，了解直流电枢绕组、高压定子绕组和磁极绕组制造工艺。 

11、绕组的绝缘处理 （2学时） 

熟悉浸漆处理的目的与烘房结构，掌握普通二次浸漆，真空加压一次浸漆，

快干无溶剂漆的滴浸工艺与浸渍用无溶剂的沉浸工艺，了解温热带三防电机的浸

漆处理。  

12、笼型转子的铸铝工艺 （3学时） 

了解转子铸铝方法及所用的材料，掌握转子铁心压装、离心铸铝的主要设备、

离心铸铝模的结构和设计、溶铝和清化、转子铁心和铸铝模预热、离心机转速的

确定、浇注方法和浇注速度以及铸铝转子的质量检查。了解压力铸铝、低压铸铝

的工艺特点，了解铸铝方法与转子质量的关系。  

13、换向器、集电环的制造工艺 （2学时） 

熟悉换向器、集电环基本种类与结构，了解拱形换向器和塑料换向器制造工

艺。 

14、中小型电机装配工艺 （3学时） 

熟悉小型异步电动机的轴向尺寸链计算及安装尺寸 C计算。了解平衡的基本

原理与不平衡的种类，掌握校平衡的方法。了解转子装配、轴承装配、定子装配、

气隙调整和电刷系统的装配工艺以及技术要求。 

15、大型电机、微特电机装配工艺特点 （2学时） 

了解座式轴承与轴承绝缘结构，了解座式轴承电机装配特点。了解微特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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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工艺特点。 

16、冷冲压工艺 （3学时） 

了解冷冲压工艺的概述和分类及其优缺点，熟悉冷冲压工艺在电器制造中的

地位。掌握冲裁、弯曲、拉伸工艺的常用方法。 

17、弹簧、热双金属片的制造工艺 （2学时） 

熟悉弹簧的功能、分类及参数选择原则与应用。掌握弹簧绕制工艺。了解弹

簧的热处理、老化和表面处理方法。了解热双金属材料的作用及其技术要求，掌

握热双金属元件的制造工艺。） 

18、塑料件、绝缘零件、导磁零件制造工艺 （3学时） 

了解电器产品中的塑料件、绝缘零件、导磁零件制造工艺。 

19、触头系统制造工艺 （2学时） 

了解触头的结构、形式及其技术要求，熟悉对触头材料的要求和常用的触头

材料，掌握小容量电器银触头的镦制工艺。了解电器触头的封结工艺，了解触头

组件的连接方式及其铆接、钎焊接触焊工艺。 

20、电器装配工艺 （2学时） 

熟悉电器装配工艺特点、方法，熟悉其工艺规程的编制方法与技术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制造工艺学》，赵朝会等编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电机制造工艺学》，胡志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电机与电器制造工艺学》，徐君贤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10%）、课堂表现（出勤、

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机电器制造

基本理论、基本结构、主要零部件结构及制造工艺、装配工艺等二。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环球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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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常用中

小型电动机和常用低

压电器制造的基本理

论知识。 

目标 2：熟悉常用中

小型电动机和常用

低压电器典型产品

及其主要结构。 

 

目标 3：掌握常用中

小型电动机和常用

低压电器主要零部

件的基本加工工艺

及装配工艺，能进

行工艺方案的设计

与分析。 

目标 4:了解电机

电器制造中常用

工艺装备的基本

结 构 与 设 计 方

法。 

1、绪论 √    

2、电机制造工艺的特征 √    

3、电机制造工艺的技术准备与工

艺准备 
√    

4、电机制造中金工加工的一般知

识 
√    

5、转轴和转子的加工  √ √ √ 

6、端盖的加工  √ √ √ 

7、机座的加工  √ √ √ 

8、铁心冲片的冲制工艺  √ √ √ 

9、冲片的绝缘处理与压装工艺   √ √ 

10、电机绕组的制造  √ √ √ 

11、绕组的绝缘处理   √ √ 

12、笼型转子的铸铝工艺  √ √ √ 

13、换向器、集电环的制造工艺  √ √ √ 

14、中小型电机装配工艺 √ √ √  

15、大型电机、微特电机装配工

艺特点 
√ √ √  

16、冷冲压工艺 √ √ √  

17、弹簧、热双金属片的制造工

艺 
√ √ √ √ 

18、塑料件、绝缘零件、导磁零

件制造工艺 
√ √ √ √ 

19、触头系统制造工艺 √ √ √  

20、电器装配工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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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26P1        英文名称：Modern Control Theor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测控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自动控制原理、工程数学、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智能控制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状态空间表达式的建立方法、状态矢量的线性变换方法以及如

何根据空间表达式求传递函数矩阵。 

目标 2：掌握线性齐次状态方程的自由解、矩阵指数函数的性质及其求解方

法以及线性定常系统非齐次方程的解。 

目标 3：掌握能控性和能观性的判别方法、能控性和能观性的对偶关系、传

递函数的实现方法以及传递函数中能控性和能观性与零点极点对消的关系。 

目标 4：掌握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的理论以及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在线性系

统中的应用。 

目标 5：掌握极点配置方法、系统镇定问题以及状态观测器的构造方法与原

理。 

目标 5：掌握极点配置方法、系统镇定问题以及状态观测器的构造方法与原

理。 

目标 6：掌握研究最优控制的前提条件以及静态最优化问题的解。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 课程的内容、性质和任务以及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1 课时） 

1.2 现代控制理论发展历史、基本概念以及与经典控制理论的关系。 

  （1 课时） 

（二）控制系统的特性分析 （6课时） 

2.1 状态变量的概念、状态空间表达式的建立方法。 （1 课时） 

2.2 状态空间模拟结构图。 （1 课时） 

2.3 状态空间表达式的线性变换方法。 （2 课时） 

2.4 传递函数的求解步骤。 （2 课时） 

（三）控制系统状态空间表达式的解 （8课时） 

3.1 线性定常齐次状态方程的自由解，矩阵指数函数（状态转移矩阵）的性



 

234 

质及其求解方法。 （2 课时） 

3.2 线性定常系统非齐次方程的解。 （2 课时） 

3.3 线性时变系统的解、线性时变系统的状态转移矩阵的性质及其求解方法。

 （2 课时） 

3.4 线性离散系统的解、连续时间状态空间的离散化方法。 （2 课时） 

（四）线性控制系统的能控性和能观性 （8课时） 

4.1 线性系统能控性和能观性的定义、能控性和能观性的判别方法。 

  （2 课时） 

4.2 能控性和能观性之间的对偶关系。 （2 课时） 

4.3 线性系统的能控性分解、能观性分解及能控能观性分解方法。（2 课时） 

4.4 传递函数的实现方法、传递函数中能控能观和传递函数的关系。 

  （2 课时） 

（五）稳定性和李雅普诺夫方法 （4课时） 

5.1 李雅普诺夫关于稳定性的定义、李雅普诺夫第一方法的稳定性判据、状

态稳定和输出稳定的关系、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的稳定性判据。 （2 课时） 

5.2 李雅普诺夫第二方法在线性系统及其非线性系统中的应用。 （2 课时） 

（六）线性定常系统的综合 （10课时） 

6.1 状态反馈控制系统、输出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特点。 （2 课时） 

6.2 极点配置的方法。 （2 课时） 

6.3 状态观测器实现系统反馈的依据。 （2 课时） 

6.4 状态观测器的构造方法与原理。 （2 课时） 

6.4 系统解耦的方法。 （2 课时） 

（七）最优控制 （6课时） 

7.1 最优控制的基本概念以及研究最优控制的前提条件。 （2 课时） 

7.2 静态最优化问题的解 （1 课时） 

7.3 离散时间系统的最优控制和离散时间系统最优控制的离散化方法。  

  （2 课时） 

7.4 变分法、极小值原理。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控制理论》（第 3版），刘豹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线性系统理论》（第 2版），郑大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0 

2.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常春馨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07 

3. 《线性系统理论与设计》，陈启宗等编著，科学出版社，19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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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练习（2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状态模拟结构

图、线性定常系统齐次方程与非齐次方程的解、系统能控能观性判定、李雅普诺

夫第一方法和第二方法的判别依据、极点配置、系统镇定控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永慧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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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状态空间

表达式的建

立方法、状

态矢量的线

性变换方法

以及如何根

据空间表达

式求传递函

数矩阵。 

目标 2：掌握

线性齐次状

态方程的自

由解、矩阵

指数函数的

性质及求解

方法、线性

定常系统非

齐次方程的

解。 

目标 3：掌握能

控性和能观性

的判别方法、两

者之间的对偶

关系、传递函数

的实现方法以

及传递函数中

能控性和能观

性与零点极点

对消的关系。 

目标 4：掌

握 李 雅 普

诺 夫 第 二

方 法 的 理

论 以 及 李

雅 普 诺 夫

第 二 方 法

在 线 性 系

统 中 的 应

用。 

目标 5：

掌握极点

配 置 方

法、系统

镇定问题

以及状态

观测器的

构造方法

与原理。 

目标 6：

掌握研究

最优控制

的前提条

件以及静

态最优化

问 题 的

解。 

1.1 课程介绍以及学习本课程的意

义。 
√  

 
   

1.2 现代控制理论发展及与经典控

制理论的关系。 
√  

 
   

2.1 状态变量的概念、状态空间表

达式的建立方法。 
√  

 
   

2.2状态空间模拟结构图。 √      

2.3 状态空间表达式的线性变换方

法。 
√  

 
   

2.4传递函数的求解步骤。 √      

3.1 线性定常齐次状态方程的自由

解。 
 √ 

 
   

3.2 线性定常系统非齐次方程的

解。 
 √ 

 
   

3.3线性时变系统的解。  √     

3.4线性离散系统的解。  √     

4.1 能控性和能观性的定义及其判

别方法。 
  √    

4.2 能控性和能观性之间的对偶关

系。 
  √    

4.3线性系统的结构分解。   √    

4.4传递函数的实现方法。   √    

5.1 李雅普诺夫关于稳定性的定

义。 
   √   

5.2 李雅普诺夫方法在线性系统

中的应用。 
   √   

6.1 状态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结

构及其特点。 
    √  

6.2 极点配置。     √  

6.3 状态观测器实现系统反馈的

依据。 
    √  

6.4 状态观测器的构造方法与原

理。 
    √  

7.1最优控制的前提条件。      √ 

7.2 静态最优化问题的解。      √ 

7.3离散时间系统的最优控制。      √ 

7.4 变分法、极小值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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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26R1        英文名称：Modern Control Theo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控制理论的发展，掌握系统建模的方法，准确画出模拟结构图，

并了解现代控制理论在控制器设计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求取系统自由解及一般解的基本方法，掌握状态转移矩阵的几

种性质，学会判断系统能控性及能观性的几种判据，并了解他们之间的对偶关系。 

目标 3：掌握用以判断系统稳定性的李亚普诺夫第一方法和第二方法，了解

该方法与传统判别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学会利用将李亚普诺夫第二方法应用到非

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判别中。 

目标 4：掌握基于状态反馈的极点配置方法、掌握全维观测器和降维观测器

的构造原理，学会利用观测值实现状态反馈。 

二、课程内容 

（一）控制系统特性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 状态变量，状态空间及状态方程的基本概念、状态空间表达式的系统框

图及模拟结构图。 （2课时） 

1.2 状态变量及状态空间表达式建立的两种方法，状态空间表达式和传递函

数之间的转换关系。 （3课时） 

1.3线性定常齐次状态方程的自由解、矩阵指数函数的性质分析及求取方法。

  （3课时） 

1.4线性定常系统非齐次方程的解、不同信号激励下化简后的解的表达式。 

  （2课时） 

（二）能控性能观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2.1能控性的基本定义、线性定常系统能控性判别方法。 （3课时） 

2.2 能观性的基本定义、线性定常系统能观性的判别方法、能控性与能观性

之间的对偶关系。 （3课时） 

2.3状态空间表达式的能控标准型和能观标准型，线性系统的结构分解。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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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传递函数的实现问题、传递函数中零极点的对消与状态能控性和能观性

之间的关系。 （1课时） 

 

（三）稳定性与李雅普诺夫方法 （3课时） 

3.1 李雅普诺夫关于稳定性的定义、李雅普诺夫判断稳定性的第一方法和第

二方法。  （2课时） 

3.2李雅普诺夫方法在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中的应用。 （1课时） 

（四）线性定常系统的综合 （8课时） 

4.1 线性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特性、系统极点配置问题。 （3课时） 

4.2线性系统的镇定问题和解耦问题。 （1课时） 

4.3 状态观测器的全维和降维设计方法、利用状态观测器实现状态反馈的方

法。  （4课时） 

（五）考试 （2课时） 

5.1课堂检测学生学习效果。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控制理论》 （第三版），刘豹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线性系统理论》，郑大钟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线性系统理论》，陈晓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3.《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王孝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13 年 

4.《现代控制理论》，俞立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现代控制理论》（第 2 版），张嗣瀛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6.《现代控制理论》（第 2 版），夏超英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状态空间表达

式的建立、模拟结构图、线性状态方程的解、能控性及能观性的判别方法、李雅

普诺夫第二方法的应用、极点配置的应用、状态观测器设计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永慧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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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系

统建模的方法，

准确画出模拟

结构图 

目标 2：掌握求取系

统解的方法，学会

判断系统能控性及

能观性的几种判据 

目标 3：学会利用将

李亚普诺夫第二方

法应用到非线性系

统的稳定性判别中 

目标 4:掌握基于

状态反馈的极点

配置方法、掌握

观测器的构造原

理  

1.1画模拟结构图的方法 √    

1.2状态空间表达式建立、求取传递函

数的方法 
√    

1.3求取系统自由解及系统转移矩阵的

表达式 
√    

1.4输入量对系统表达式的影响 √    

2.1系统化为约旦标准型方法  √   

2.2能控性及能观性矩阵的构造方法  √   

2.3能控能观标准 1型 2型的变换方法  √  √ 

2.4传递函数的最小实现  √   

3.1李雅普诺夫对稳定性的定义及第一

第二判别方法 
  √  

3.2判别方法在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

中的应用 
  √  

4.1线性系统反馈的三种类型    √ 

4.2线性系统镇定的定义及方法    √ 

4.3基于能观标准型设计观测器    √ 

5.1考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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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27A1        英文名称： Electrical Apparatu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机械工程基础、电磁场 

后续课程：电机电器制造工艺学、成套电器技术、电机电器测试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发热过程，理解电器中散热的三种方式及计算方法，掌握牛顿

公式对电器稳定温升的计算；理解不同工作制下电器温升的变化规律和过载情况；

了解电器热稳定性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目标 2：了解电器中的电动力现象，了解比奥-沙伐定律和能量平衡原理对电

器中电动力的计算方法；掌握交流稳态、暂态下的电动力计算；了解触头间电动

力的计算方法，理解电器的电动稳定性的概念。 

目标 3：掌握电接触现象的本质、触头在各种工作状态下的行为、以及延长

触头寿命和改善触头工作性能的技术措施。 

目标 4：掌握电弧的产生原因、性质、熄灭方法，了解电器中常用的灭弧装

置。 

目标 5：掌握典型电磁系统的结构原理与基本特性，了解磁路与磁导的、特

性以及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 （2课时） 

1.1 电器的定义和分类  1.2 典型电器的结构原理  （1课时） 

1.3 电器研究的主要理论范畴  1.4 电器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1课时） 

（二）电器的发热理论 （8课时） 

2.1 电器的发热现象  （1课时） 

2.2 电器的散热  （2课时） 

2.3 电器的允许温升  2.4 电器的稳定温升计算  （2课时） 

2.5 典型电器的温升计算  （1课时） 

2.6 不同工作制下电器的温升  （1课时） 

2.7 电器的热稳定性  （1课时） 

（三）电器的电动力理论 （8课时） 

3.1 电器中的电动力现象  3.2 电器中的电动力计算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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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典型导体间的电动力  （2课时） 

3.4 交流电动力的计算  （3课时） 

3.5 触头间的电动力  3.6 电器的电动稳定性  （1课时） 

（四）电器的电接触理论 （8课时） 

4.1 电器中的电接触现象  4.2 电接触表面的物理图景  （1课时） 

4.3 接触电阻的理论与计算  （1课时） 

4.4 影响接触电阻的主要因素  （1课时） 

4.5 接触区域的热效应  （1课时） 

4.6 触头的振动与熔焊  （1课时） 

4.7 触头的磨损与材料转移  （1课时） 

实验： 认识实验 （2学时） 

（五）电器的电弧理论 （10课时） 

5.1 引言  5.2 气体放电的物理基础  （1课时） 

5.3 电弧的物理特性  （2课时） 

5.4 直流电弧的特性与熄灭原理  （2课时） 

5.5 交流电弧的特性与熄灭原理  （2课时） 

5.6 开关电器典型灭弧装置的工作原理  （1课时） 

实验：直流电弧特性研究 （2学时） 

（六）电器的电磁机构理论 （12课时） 

6.1 引言  6.2电磁场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1课时） 

6.3 典型电磁系统的结构原理与基本特性  （1课时） 

6.4 磁路与磁导的计算  （2课时） 

6.5 直流电磁系统的分析与计算  （2课时） 

6.6 交流电磁系统的分析与计算  （2课时） 

6.7 电磁系统的吸力计算  （2课时） 

实验：继电器吸合及释放时间、吸合及释放电压参数测量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器理论基础》，许志红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器学》，夏天伟、丁明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2. 《电器学原理》，曹云东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5 

3. 《电器学》，郭凤仪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1 

4. 《电器学》，孙鹏，马少华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05 

5. 《电器学（第 3 版）》，贺湘琰，李靖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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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器发热理论

的相关原理及计算、电器的电动力理论相关原理及计算、电器的电接触理论和电

弧理论的相关原理及应用、电器的电磁机构理论相关分析与计算。 

五、附件 

 

制定人：  迟长春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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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电

器发热理论的相

关现象及原理，

掌握牛顿公式对

电器稳定温升的

计算  

目标 2：理解电

器中的电动力

相关现象及原

理；掌握交流

稳态、暂态下

的电动力计算 

目标 3：掌握电接

触现象的本质、触

头在各种工作状

态下的行为、以及

延长触头寿命和

改善触头工作性

能的技术措施 

目标 4：掌握

电弧的产生

原因、性质、

熄灭方法，了

解电器中常

用的灭弧装

置 

目标 5：掌握典

型电磁系统的

结构原理与基

本特性，了解

磁路与磁导

的、特性以及

设计方法 

1. 概论 √ √ √ √ √ 

2.1 电器的发热现象  √     

2.2 电器的散热  √     

2.3 电器的允许温升 

2.4 电器的稳定温升计算 
√     

2.5 典型电器的温升计算 

2.6 不同工作制下电器的温升 
     

2.7 电器的热稳定性 √     

3.1 电器中的电动力现象 

3.2 电器中的电动力计算  
 √    

3.3 典型导体间的电动力   √    

3.4 交流电动力的计算  √    

3.5 触头间的电动力 

3.6 电器的电动稳定性  
 √    

4.1 电器中的电接触现象 

4.2 电接触表面的物理图景 

4.3 接触电阻的理论与计算 

  √   

4.4 影响接触电阻的主要因素 

4.5 接触区域的热效应  
  √   

4.6 触头的振动与熔焊 

4.7 触头的磨损与材料转移  
  √   

5.1 引言 

5.2 气体放电的物理基础 
   √  

5.3 电弧的物理特性     √  

5.4 直流电弧的特性与熄灭原

理 
   √  

5.5 交流电弧的特性与熄灭原

理 
   √  

5.6 开关电器典型灭弧装置的

工作原理  
   √  

6.1 引言 6.2 电磁场的基本概

念与基本定律  

6.3 典型电磁系统的结构原理

与基本特性  

    √ 

6.4 磁路与磁导的计算      √ 

6.5 直流电磁系统的分析与计

算  
    √ 

6.6 交流电磁系统的分析与计

算  
    √ 

6.7 电磁系统的吸力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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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机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28R1        英文名称：Control Electrical Machine &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电磁场、电机学 

后续课程：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电机电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重点掌握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伺服电动机、测速发电机、自整角

机、旋转变压器等控制电机的原理、结构、运行特性。 

目标 2：培养并掌握常用控制电机的实验技能，了解常用控制电机的设计特

点、使用中的注意事项、技术指标，在设计控制系统时能够正确选用控制电机的

类型。 

目标 3：了解控制系统对控制电机的基本要求要求，了解控制电机的运行对

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够设计和选用合理技术指标的控制电机消除对人文和

自然环境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 

（一）直流伺服电动机 （6课时） 

1.1概述；1.2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结构分类和控制方式。 （1课时） 

1.3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特性。 （1课时） 

1.4直流力矩电动机。 （1课时） 

1.5直流伺服电动机控制技术；1.6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应用。 （1课时） 

实验：直流伺服电动机 （2课时） 

（二）交流伺服电动机 （6课时） 

2.1概述；2.2两相感应伺服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2课时） 

2.3两相感应伺服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1课时） 

2.4两相感应伺服电动机的使用。 （1课时） 

2.5交流同步伺服电动机。 （1课时） 

2.6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应用。 （1课时） 

（三）测速发电机 （4课时） 

3.1概述。 （1课时） 

3.2直流测速发电机。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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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交流异步测速发电。 （1课时） 

3.4测速发电机的应用。 （1课时） 

（四）自整角机 （6课时） 

4.1概述。 （1课时） 

4.2控制式自整角机。 （1课时） 

4.3力矩式自整角机。 （1课时） 

4.4差动式自整角机。 （1课时） 

实验：控制式自整角机 （2课时） 

（五）旋转变压器 （7课时） 

5.1概述；5.2正余弦旋转变压器。 （1课时） 

5.3线性旋转变压器。 （1课时） 

5.4多极和双通道的旋转变压器。 （1课时） 

5.5感应移相器。 （1课时） 

5.6感应同步器；5.7旋转变压器的应用。 （1课时） 

实验：旋转变压器 （2课时） 

（六）复习考试 （3课时） 

复习机动（1课时）、考试（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控制电机及其应用》，王爱元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控制电机及其应用》. 吴朝霞等编.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2.1 

2. 《控制电机及其应用》， 巫付专，王晓雷 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8 

3. 《微特电机及系统（第二版）》，程明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04 

4. 《控制电机及应用》李鹏编，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05 

5. 《控制电机》 （第三版）, 陈隆昌等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及课堂纪律（20%）、实验报告（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直流伺服电动

机、交流伺服电动机、测速发电机、自整角机、旋转变压器等控制电机的原理、

结构、运行特性及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爱元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程明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中国电力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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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重点掌握直流

伺服电动机、交流伺服

电动机、测速发电机、

自整角机、旋转变压器

等控制电机的原理、结

构、运行特性。 

目标 2：培养并掌握常用控

制电机的实验技能，了解常

用控制电机的设计特点、使

用中的注意事项、技术指

标，在设计控制系统时能够

正确选用控制电机的类型。 

目标 3：了解控制系统对控制

电机的基本要求要求，了解控

制电机的运行对人文和自然

环境的影响，能够设计和选用

合理技术指标的控制电机消

除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1.1概述；1.2直流伺服电动机的

结构分类和控制方式。 
√   

1.3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特性。 √   

1.4直流力矩电动机。 √ √  

1.5 直流伺服电动机控制技术；

1.6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应用。 
√ √ √ 

实验：直流伺服电动机  √  

2.1概述；2.2两相感应伺服电动

机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 √ √ 

2.3 两相感应伺服电动机的运行

分析。 
√ √ √ 

2.4两相感应伺服电动机的使用。 √ √ √ 

2.5交流同步伺服电动机。 √ √ √ 

2.6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应用。 √ √ √ 

3.1概述。 √ √ √ 

3.2直流测速发电机。 √   

3.3交流异步测速发电。 √   

3.4测速发电机的应用。 √  √ 

4.1概述。 √ √ √ 

4.2控制式自整角机 √   

4.3力矩式自整角机。 √   

4.4差动式自整角机。 √   

实验：控制式自整角机  √ √ 

5.1概述。 √ √ √ 

5.2正余弦旋转变压器。 √   

5.3线性旋转变压器。 √   

5.4多极和双通道的旋转变压器。 √   

5.5感应移相器。 √ √ √ 

5.6感应同步器；5.7旋转变压器

的应用。 
√  √ 

实验：旋转变压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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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31A1        英文名称：Design of Electrical Machin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数学、电路理论、电机学 

后续课程：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机设计的任务与过程，电机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掌握电

机的电磁负荷的选择，电机主要尺寸比的选择及确定电机主要尺寸的一般方法。 

目标 2：理解磁路计算所依据的基本原理，熟悉电机中常用的磁性材料，掌

握磁路计算。 

目标 3：理解电阻、电抗是电机的重要参数；掌握绕组电阻的计算和绕组主、

漏电抗的计算方法。 

目标 4：理解电机损耗的分类，掌握电机铁耗的计算，掌握电机铜耗的计算，

理解电机的发热和冷却。 

目标 5：理解感应电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和额定数据，掌握感应电动机的电

磁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电机设计概述 （2课时） 

1.1 电机制造工业的近况与发展趋势，电机设计的任务与过程，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2课时） 

（二）电机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 （4课时） 

2.1电机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式,电机中的几何相似定律概述 （2课时） 

2.2 电磁负荷的选择，电机主要尺寸比的选择及确定主要尺寸的一般方法，

系列电机及其设计特点 （2课时） 

（三）磁路计算 （8课时） 

3.1概述，空气磁压降的计算 （2课时） 

3.2齿部磁压降的计算 （2课时） 

3.3轭部磁压降的计算 （2课时） 

3.4磁极漏磁系数与磁极磁压降的计算，励磁电流和空载特性计算 （2课时） 

（四）参数计算 （10课时） 

4.1绕组电阻的计算，绕组电抗的一般计算方法，主电抗计算 （2课时） 

4.2漏电抗计算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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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漏抗标幺值，集肤效应对电机参数的影响 （2课时） 

4.4饱和对电机参数的影响，斜槽漏抗的计算 （2课时） 

（五）损耗与效率 （6课时） 

5.1概述，基本铁耗，空载时铁心中的附加损耗 （3课时） 

5.2电气损耗，负载时的附加损耗，机械损耗，效率 （3课时） 

（六）电机的冷却 （2课时） 

6.1电机的冷却方式，风扇 （2课时） 

6.2关于流体运动的基本知识 （自学） 

（七）发热计算 （2课时） 

7.1电机允许的温升限度，电机温升的计算 （2课时） 

7.2传热的基本定律 （自学） 

（八）感应电机的电磁设计 （10课时） 

8.1概述，主要尺寸与气隙的确定，定子绕组与铁心的设计 （3课时） 

8.2转子绕组与铁心的设计 （3课时） 

8.3工作性能的计算 （2课时） 

8.4起动性能的计算 （2课时） 

（九）电子计算机在电机设计计算中的应用 （4课时） 

9.1概述，曲线和图表的数学处理方法，机辅设计中常用的数值计算方法 

  （2课时） 

9.2设计分析程序，设计综合程序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设计》（第二版），陈世坤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机设计》， 戴文进 张景明 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06 

2. 《中小旋转电机设计手册》，  黄国治 傅丰礼 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4.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讨论。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机设计概述、

电机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磁路计算、参数计算、损耗与效率、感应电机的电

磁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杜世勤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249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电机

设计的任务与过

程，理解电机的主

要参数之间的关

系，掌握电机的电

磁负荷的选择，理

解电机主要尺寸

比的选择及确定

电机主要尺寸的

一般方法 

目标 2：理解磁

路计算所依据的

基本原理，熟悉

电机中常用的磁

性材料，掌握磁

路计算。 

目标 3：理解电

阻、电抗是电机

的重要参数；掌

握绕组电阻的计

算和绕组主、漏

电抗的计算方

法。 

 

目标 4:理解电

机 损 耗 的 分

类，掌握电机

铁耗的计算，

掌握电机铜耗

的计算，理解

电机的发热和

冷却。 

目标 5：理解感

应电动机的主

要性能指标和

额定数据，掌

握感应电动机

的电磁设计方

法。 

 

1.1 电机制造工业的近况与

发展趋势 
√     

1.2电机设计的任务与过程 √     

1.3国家标准 √     

1.4国际标准 √     

2.1 电机的主要参数之间的

关系式 
√     

2.2 电机中的几何相似定律

概述 
√     

2.3电磁负荷的选择 √     

2.4 电机主要尺寸比的选择

及确定主要尺寸的一般方法 
√     

3.1概述  √    

3.2空气磁压降的计算  √    

3.3齿部磁压降的计算  √    

3.4轭部磁压降的计算  √    

3.5 磁极漏磁系数与磁极磁

压降的计算 
 √    

3.6 励磁电流和空载特性计

算 
 √    

4.1绕组电阻的计算   √   

4.2 绕组电抗的一般计算方

法 
  √   

4.3主电抗计算   √   

4.4漏电抗计算   √   

4.5漏抗标幺值   √   

4.6 集肤效应对电机参数的

影响 
  √   

4.7饱和对电机参数的影响   √   

4.8斜槽漏抗的计算   √   

5.1概述    √  

5.2基本铁耗    √  

5.3 空载时铁心中的附加损

耗 
   √  

5.4电气损耗    √  

5.5负载时的附加损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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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机械损耗    √  

5.7效率    √  

6.1电机的冷却方式    √  

6.2 关于流体运动的基本知

识 
   √  

6.3风扇    √  

7.1电机允许的温升限度    √  

7.2传热的基本定律    √  

7.3电机稳定温升的计算    √  

7.4电机不稳定温升的计算    √  

10.1概述     √ 

10.2 主要尺寸与气隙的确

定 
√ √ √ √ √ 

10.3 定子绕组与铁心的设

计 
√ √ √ √ √ 

10.4 转子绕组与铁心的设

计 
√ √ √ √ √ 

10.5工作性能的计算 √ √ √ √ √ 

10.6起动性能的计算 √ √ √  √ 

11.1概述     √ 

11.2 曲线和图表的数学处

理方法之一—插值法 
    √ 

11.3 曲线和图表的数学处

理方法之二—公式化 
    √ 

11.4 机辅设计中常用的数

值计算方法 
    √ 

11.5设计分析程序     √ 

11.6设计综合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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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37P1         

英文名称：Instruction To The Major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各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确切含义，了解四年要学习哪些课程，

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将来能从事哪些行业，做怎样的工作。引导同学对未来四

年学习充满美好的憧憬，激发同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目标 2：让刚进入大学的同学了解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差异，尽快从初等

教育模式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掌握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思维与处事方法，尽

快适应高等学校中的集体生活、独立思考、认真研究和抢抓机遇的基本能力，尽

快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目标 3：了解本专业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尽早制定四年的学习目标及未来

的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 

二、课程内容 

（一）专业导论的目的及意义及如何尽快完成从高中生向大学生转变  

  （2课时） 

1.1专业导论的意义 

1.2高等学校 

（二）专业概论 （2课时） 

2.1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概论 

2.2测控技术的应用 

2.3测控技术的历史渊源 

（三）测量技术概论 （2课时） 

3.1测量技术的概念 

3.2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3.3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3.4信号处理方式 

（四）控制技术概述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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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控制技术概念 

4.2控制系统概述 

（五）企业与测量技术的关系 （2课时） 

5.1企业概述 

5.2生活中的测量技术 

（六）计量标准概述 

6.1 国家计量标准 

6.2 企业标准 

（七）测量技术发展概述 

7.1 高准确度测量技术 

7.2 快速测量技术 

7.3 非接触测量技术 

7.4 遥感遥测技术概述 

（八）测控专业的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 

8.1测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要求 

8.2 测控专业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 

8.3 测控专业的主干学科与课程体系 

8.4 实践教学 

（九）就业、创业与考研深造 

9.1 就业 

9.2 创业 

9.3 考研深造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导论》王庆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导论》，陈毅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作业（20%）专题报告（30%）及

考勤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韩强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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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的确切含义，了解四年要

学习哪些课程，掌握哪些知识

和技能，将来能从事哪些行

业，做怎样的工作。引导同学

对未来四年学习充满美好的

憧憬，激发同学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目标 2：让刚进入大学的同学了解大

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差异，尽快从初

等教育模式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掌

握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思维与处事

方法，尽快适应高等学校中的集体生

活、独立思考、认真研究和抢抓机遇

的基本能力，尽快养成良好的思维习

惯、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目标 3：了解

本专业知识

体系和课程

体系，尽早制

定四年的学

习目标及未

来的发展规

划，并付诸实

施。 

1.1专业导论的意义 √ √  

1.2高等学校 √ √ √ 

2.1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概论 √  √ 

2.2测控技术的应用 √  √ 

2.3测控技术的历史渊源 √  √ 

3.1测量技术的概念 √  √ 

3.2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  √ 

3.3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  √ 

3.4信号处理方式 √  √ 

4.1 控制技术概念 √  √ 

4.2控制系统概述 √  √ 

5.1企业概述 √  √ 

5.2生活中的测量技术 √  √ 

6.1 国家计量标准 √  √ 

6.2 企业标准 √  √ 

7.1 高准确度测量技术 √  √ 

7.2 快速测量技术 √  √ 

7.3 非接触测量技术 √  √ 

7.4 遥感遥测技术概述 √  √ 

8.1 测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要

求 
√  √ 

8.2 测控专业的理论基础和知识

体系 
√  √ 

8.3 测控专业的主干学科与课程

体系 
√  √ 

8.4 实践教学 √  √ 

9.1 就业 √  √ 

9.2 创业 √  √ 

9.3 考研深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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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器智能化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37R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Techniqu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电机学、电器学、自动控制理论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目标 2：了解电机、电器及其智能化的发展史。 

目标 3：了解系统集成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8课时） 

1.1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3课时） 

1.2本专业的人才素质要求。 （5课时） 

（二）电机、电器及智能化的发展史 （16课时） 

2.1电机发展史。 （6课时） 

2.2电器发展史。 （4课时） 

2.3智能化发展史。 （6课时） 

（三）系统集成的基本方法 （8课时） 

3.1 系统集成简述。 （3课时） 

3.2系统建设概述。 （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工程概论》       肖登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 

（二）参考教材 

《电气工程概论》          范瑜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 

《自动控制理论》          胡寿松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20%）、课堂发言（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团队 PPT 报告，自主命题，3 人一组，每组做

PPT 课堂汇报（30%）及小论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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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赵朝会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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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本专业培养

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目标 2：了解电机、电

器及其智能化的发展史 

目标 3：了解系统集成

的基本方法 

1.1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   

1.2本专业的人才素质要求 √   

2.1电机发展史  √  

2.2电器发展史  √  

2.3智能化发展史  √  

3.1系统集成简述   √ 

3.2系统建设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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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系统集成综合实验 

英文名称：System Integration Synthesized Experiment  

课程代码：013145Q1 

学分/学时：2 学分/40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机学、变频器原理及应用、电气控制及 PLC、自动控制原理、运动

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必修课，以污水处理实验装置为对象，

根据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进行分组，各组分析研究污水处理各工艺流程的功能要

求，并对相应的控制对象进行控制系统设计。该课程涉及到可编程控制器技术、

变频器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运动控制技术、触摸屏技术、通讯和总线技术、电

气线路布线和接线技术等，是一门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综合类实践课程。 

二、课程目标  

通过团队分工协作形式完成复杂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及调试。掌握 PLC 编程

及控制系统设计方法；掌握触摸屏应用系统设计和操作的基本方法；掌握变频器

应用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运用通讯与总线技术完成各系统的通讯与互联；按照

电工操作规范进行系统接线，按照各工艺流程的功能要求完成相应的控制系统调

试。按照相关标准绘制系统的布置图、接线图和原理图；按照技术报告的要求撰

写综合实验报告，能对所设计的技术内容进行口头陈述和答辩。（对应毕业要求：

2.3，2.4，3.2，4.3，9.1，11.2）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能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

获得有效结论；（对应毕业要求：2.3） 

课程目标 2、掌握触摸屏应用系统设计和操作的基本方法，掌握变频器应用

系统的基本设计方法、参数设置和操作的基本方法，能够对具体应用系统设计PLC

控制程序，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系统调试；（对应毕业要求：2.4，11.2） 

课程目标 3、掌握电气控制系统及西门子 PLC 的核心知识，具备电气产品设

计、技术开发与工程设计能力；学习和理解污水处理系统，完成控制系统的结构

设计，完成触摸屏、PLC、变频器三者之间集成关系的设计；（对应毕业要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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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4、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解决电气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对应毕业要求：4.3） 

课程目标 5、在设计/开发复杂工程问题时，作为团队成员，能与团队其他成

员有效沟通，体现团队意识和团结互助精神；作为负责人，能够组织、协调团队

的工作，综合团队成员的意见，并进行合理决策。（对应毕业要求：9.1） 

三、教学内容与进度安排 

第一天  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组，确定各组组长及组员，讲解污水处理流

程及系统集成综合实验内容，带领学生熟悉实验室污水处理实验装置，安排各组

任务；各组学生学习所分工负责的实验室污水处理相应子系统技术资料。（对应

毕业要求：9.1，11.2） 

第二天  各组组长与组员协商安排各组员任务并将安排结果报指导教师，继

续学习实验室污水处理相应子系统技术资料，学习 ADP6.0 触摸屏操作手册。（对

应毕业要求：3.2，9.1 ） 

第三天  各组根据控制对象功能要求分工设计各子系统电气控制原理图，元

件布置图及控制流程图；分析触摸屏和 PLC之间的集成关系，设计触摸屏控制界

面；分析 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集成关系，设计变频器应用系统及其参数设置；分

析污水处理子系统控制要求，设计 PLC控制系统程序。（对应毕业要求：3.2，9.1） 

第四天  各组完成污水处理各子系统电气控制原理图，元件布置图及控制流

程图；完成触摸屏控制界面设计；完成变频器应用系统设计及其参数设置；完成

PLC控制系统程序设计。并将上述设计报指导教师审阅，指导教师给出修改意见。

（对应毕业要求： 3.2） 

第五天  各组根据教师意见分工修改设计，领取工具和导线等开始接线。（对

应毕业要求：3.2） 

第六天  各组完成 PLC控制系统程序等修改，完成触摸屏，电脑，S7-300 PLC，

PLC 模拟量及数字量模块，通讯模块，变频器，变频电机，编码器，开关电源等

连线，并完成 PLC各模块，变频器，电脑与触摸屏等通讯。（对应毕业要求：4.3，

9.1） 

第七天  进行系统调试，分析调试结果，修改调整触摸屏与 PLC 程序设计；

书写综合实验报告，画电气控制原理图，元件布置图及控制流程图，综合布线图

等。（对应毕业要求： 2.3，2.4，3.2） 

第八天  继续进行系统调试，书写综合实验报告及作图；在教师指导下查阅

污水处理相关资料。学生团队分工进行实验调试，数据采集分析，资料收集分析

等。通过团队信息综合得到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对应毕业要求：

2.3，3.2，2.4，4.3，11.2） 

第九天  完成系统调试，并经指导教师现场检查。继续撰写综合实验报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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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图，准备答辩。（对应毕业要求：2.3，3.2，4.3） 

第十天  每位同学提交综合实验报告，分别答辩。（对应毕业要求：2.3，2.4，

9.1）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3：能对电气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的计算结果

进行分析和归纳，获

得有效结论。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 

达成途径：学生根据课题要求自行设计实验研究方案并得到指

导老师审核，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学会采集、分析和处理实验

数据，并根据预期研究目标结合实验数据得出课题研究结论 

指标点 2.4：具有从事

与电气工程领域相

关的系统运行管理

与维护等能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进行系统调试，分析调试结果，修改调整触摸屏

与 PLC 程序设计 

指标点 3.2：掌握电气

工程技术核心知识，

具备电气产品设计、

技术开发与工程设

计能力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在教师对系统进行介绍的情况下，学生通过现场勘

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小组讨论等形式，学习和理解污

水处理系统，完成控制系统的结构设计，完成触摸屏、PLC、

变频器三者之间集成关系的设计,设计制定合理的总体控制

方案。 

指标点 4.3：能正确采

集和整理实验数据，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

到解决电气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指导教师引导并给予相关参考资料，学生团队分工

进行实验调试，数据采集分析，资料收集分析等。通过团队

信息综合得到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9.1：具有协作

精神，能正确认识、

理解个人在团体中

的作用，承担相应责

任。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5 

达成途径：团队设立组长一名，其他为成员，组长负责组织成

员就综合实验任务进行研究讨论，制定整体技术方案、成员

责任分工、成员间任务接口标准；成员之间应及时进行沟通、

协作，组长进行必要的协调，实现综合实验任务的完成 

指标点 11.2 具有初步

的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运行和管理能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在教师对系统进行介绍的情况下，学生通过查阅资

料、自主学习、小组讨论等形式，学习和理解污水处理系统，

设计制定合理的总体控制方案。进行系统调试，分析调试结

果，修改调整触摸屏与 PLC 程序设计。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调试，报告，答辩成绩四部分。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10%） 

平时表现 

（出勤、与其他组员合作情况等） 
3.2，9.1 10 

调试 

（20%） 

调试表现 

（接线、承担任务完成情况等） 
2.3，2.4，4.3，11.2 20 



 

260 

综合实验

报告

（20%） 

报告质量 

（报告内容、图表质量、论文格式及排

版质量、PLC 程序、结论分析等） 

2.3，2.4，3.2，4.3， 20 

答辩 

对实验室污水处理整个流程各部分功能

及控制要求的理解情况；对本组所研究

污水处理子系统功能及控制系统的熟悉

情况；对本人所承担任务的掌握情况；

对目前污水处理系统最新状况的了解情

况。 

2.3，2.4，3.2，4.3，9.1 5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西门子 PLC 应用与设计教程（第 2 版），柳春生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2. 西门子 MM440 操作手册 

3. 西门子 S7-300 操作手册 

4. ADP6.0 触摸屏操作手册 

5. 实验室污水处理系统技术资料 

 

制定人：  龚建芳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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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变频器原理及应用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Variable-Frequency Drive  

课程代码：013150A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DSP 原理与电机控制、开关电源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性质 

变频器原理及应用属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的专业课，是电力传动

方向的必修课，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性和理论性。变频器是现代工业生产和控制

技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工业生产的关系十分紧密。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

得变频器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工

作和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该课程为后续电力传动方向学生的毕业设计等奠

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变频器的多种电路结构、工作原理、控制方法及应用领域，

能够将变频器的计算进行分析和归纳，用于解决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2、掌握通用变频器的常用功能，能用于设计电气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3、掌握西门子 MM4 系列变频器调试、安装和应用，知晓和理解

变频器相关工程项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能评价工程实践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 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原理及发展 （6学时） 

主要讲述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方式、调速原理、机械特性和负载特性；了解变

频器的应用范围和发展前景，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内容、任务与要求。（对应毕

业要求：2.3） 

2、 变频器的电路结构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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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述变频器基本电路结构、主电路结构、变频器的分类等。（对应毕业

要求：2.3） 

3、 变频器中的 PWM 控制技术 （6 学时） 

主要讲述变频器的正弦脉宽调制（SPWM）控制技术、电流滞环跟踪 PWM

（CHBPWM）控制技术、电压空间矢量 PWM（SVPWM）控制技术。（对应毕业

要求：2.3）     

4、基于数学模型的变频调速系统 （6学时） 

主要讲述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动态数学模型等。（对应毕业

要求：2.3） 

5、通用变频器的常用功能 （4学时） 

主要讲述频率给定功能、启动与加速功能和制动与减速功能。（对应毕业要

求：2.3，3.1） 

6、西门子 MM4 系列变频器 （6学时） 

主要讲述 MM4 系列变频器的控制方法、功能调试、安装及故障处理。（对应

毕业要求：2.3，3.1，7.2）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3: 能对电

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进

行分析和归纳，获得

有效结论。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 

达成途径：讲授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控制技术、数

学模型等知识，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

节掌握变频器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分析和归纳方法，

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

巩固。 

指标点 3.1: 掌握电

气及电子元器件知

识，能用于设计电气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控制技术、数

学模型等知识，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

节掌握变频器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分析和归纳方法，

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

巩固。 

指标点 7.2: 知晓和

理解电气产品及工程

项目的相关标准和规

范，能评价工程实践

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通过讲述西门子 MM4 系列变频器的控制

方法、功能调试、安装及故障处理，使学生具备外

文文献检索、阅读、理解能力。并通过课堂提问/讨

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

（1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3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263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

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2.3， 3.1，7.2 1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

查阅资料） 

2.3， 3.1，7.2 3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度，

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

选择题、绘图题、计算分析题等 

2.3， 3.1，7.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变频控制技术及应用》付丽君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2. 《变频器原理及应用》（第 2 版），王廷才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第 4 版），阮毅、陈伯时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4. 《变频器技术及应用》，陈志红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制定人：  蒋赢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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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56B1         英文名称：Process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测控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自动检测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过程控制的定义、要求和任务，了解过程控制的发展状况；掌

握过程控制系统的组成、特点、类型及其性能指标；了解过程控制系统设计步骤

和仪表的类型与发展。 

目标 2：掌握过程控制中常用的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物位、成

分等）的检测与变送和典型仪表的基本构成、工作原理、使用方法和选用原则。 

目标 3：掌握 PID调节器、数字式控制器、电/气转换器、执行器和安全栅的

基本构成、工作原理及应用特点。 

目标 4：掌握被控过程机理建模的方法和步骤，熟悉被控过程的自衡和非自

衡特性，单容和多容过程的阶跃响应曲线及解析表达式。重点掌握被控过程基于

阶跃响应的建模步骤、作图方法和数据处理。 

目标 5：掌握被控过程特性对控制质量的影响，掌握被控参数、控制参数的

设计原则；掌握调节器作用方式的选择；熟悉执行器的选择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掌握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法与实验技能，重点掌握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法。 

目标 6：掌握串级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熟悉串级控制系统的参数整定方法；

了解比值控制的原理及使用场合；掌握比值控制的设计方法；掌握前馈补偿器的

设计方法，熟悉前馈－反馈复合。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课时）  

1.1 过程控制的定义、要求和任务；过程控制系统的组成、类型及阶跃响应

指标。  （2课时） 

1.2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步骤；自动化仪表的信号制以及防暴系统的构成。 

  （2课时）  

（二）过程参数检测与变送 （4课时） 

2.1 参数检测与变送概述，仪表的主要性能指标以及零点迁移和量程调整。

变送器的构成原理和信号传输方式，二线制接线方式。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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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温度的检测与变送，热电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温度变送器的工作原

理，温度检测仪表的使用方法及选型。 （1课时） 

2.3 压力和流量的检测仪表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及使用特点。 （1课时） 

2.4 物位检测仪表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成分检测仪表的工作原理及适用

范围。  （1课时） 

（三）过程控制仪表 （8课时） 

3.1 过程控制仪表概述，PID 调节器的功能要求，基本调节规律的数学表达

式及其响应特性。 （1课时） 

3.2 DDZ-III 型调节器的基本构成、电路原理及其应用特点，智能调节器的

硬件和软件构成。数字式控制器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2课时） 

3.3执行器的组成原理和使用特点，气动执行器的应用特点。 （2课时） 

3.4 智能式电动执行器的功能特点，安全栅的基本类型及构成原理。  

  （1课时） 

（四）被控过程的数学模型 （8课时） 

4.1过程建模的基本概念，单容过程的解析法建模。 （2课时） 

4.2解析法建立过程的数学模型。 （2课时） 

4.3试验法建立过程的数学模型。 （2课时） 

4.4单容自衡水箱液位系统特性测试。 （2课时） 

（五）简单控制系统 （8课时） 

  5.1简单控制系统设计概述、控制参数的选择。 （2课时） 

5.2 控制方案的确定。 （2课时） 

5.3调节器的参数整定。 （2课时） 

5.4 单回路控制系统设计实例。 （2课时） 

（六）常用复杂控制系统 （6课时） 

6.1 串级控制系统   （2课时） 

6.2  前馈控制系统   （2课时） 

6.3 比值控制系统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潘永湘主编 《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俞金寿、孙自强 编著，《过程控制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2.《过程控制》，金以慧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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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程控制工程》（第 2 版），王树青编著，北京：化工出版社，2008 

4.《过程控制工程》（第 2 版），邵裕森，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闭卷考试。 

2.总成绩由以下部分构成： 

平时成绩（作业、课堂讨论、课程报告等）占 20％ + 实验成绩占 20% + 期

末考试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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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过程控制的定

义、要求和任

务，了解过程

控制的发展状

况；掌握过程

控制系统的组

成、特点、类

型及其性能指

标；了解过程

控制系统设计

步骤和仪表的

类型与发展。 

目标 2：掌握

过程控制中

常用的工艺

参数（如温

度、压力、

流量、物位、

成分等）的

检测与变送

和典型仪表

的 基 本 构

成、工作原

理、使用方

法和选用原

则。 

目标 3：

掌握 PID

调节器、

数字式控

制器、电/

气 转 换

器、执行

器和安全

栅的基本

构成、工

作原理及

应 用 特

点。 

目标 4：掌握被

控过程机理建

模的方法和步

骤，熟悉被控过

程的自衡和非

自衡特性，单容

和多容过程的

阶跃响应曲线

及解析表达式。

重点掌握被控

过程基于阶跃

响应的建模步

骤、作图方法和

数据处理。 

目标 5：掌握被控

过程特性对控制

质量的影响，掌

握被控参数、控

制参数的设计原

则；掌握调节器

作用方式 的选

择；熟悉执行器

的选择方法及注

意的问题；掌握

调节器参数的整

定方法与实验技

能，重点掌握调

节器参数的整定

方法。 

目标 6：掌握

串级控制系

统的设计方

法，熟悉串

级控制系统

的参数整定

方法；掌握

比值控制的

设计方法；

了解前馈控

制的原理及

使用场合；

掌握前馈补

偿器的设计

方法。 

1.1过程控制概述 √      

1.2控制系统性能指标 √      

2.1 参数检测与变送概

述  
√      

2.2 温度的检测与变送       

2.3压力的检测与变送 √      

2.4流量的检测与变送       

2.5物位的检测与变送 √      

2.6成分的检测与变送       

3.1过程控制仪表概述       

3.2PID调节器  √     

3.3数字式控制器       

3.4 执行器，电/气转换

器，阀门定位器 
      

3.5安全栅  √     

4.1 过程建模的基本概

念、 
  √    

4.2.2 单容过程的解析

法建模 
  √    

4.2.3 解析法建立过程

的数学模型 
  √    

4.3 试验法建立过程的

数学模型 
  √    

实验一、单容自衡水箱

液位系统特性测试 
  √    

5.1 简单控制系统设计

概述、 
    √  

5.2.1控制参数的选择      √  

5.2控制方案的确定     √  

5.3调节器的参数整定     √  

5.4 单回路控制系统设

计实例 
    √  

实验二、水箱液位定值    √   



 

268 

控制 

实验三、单闭环流量定

值控制系统 
   √   

6.1串级控制系统      √ 

6.2前馈控制系统      √ 

6.3比值控制系统      √ 

6.4 分程与选择性控制

系统 
     √ 

实验四、水箱液位串级

控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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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66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Machinery 

学分/学时：5学分/80学时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电气工程及其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工程电磁场 

后续课程：电机设计、电机电器制造工艺学、电机控制技术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用变压器、直流电机、异步电动机、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

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基本运行特性。 

目标 2：掌握电机的分析方法，明确电机中的能量传递关系，理解各种电机

主磁场的性质、各种参数的物理概念以及各物理量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电机的工程问题。 

目标 3：能进行有关电机参数及特性的实验测定，掌握其运行的基本操作方

法，掌握常用测试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能进行简单的运行故障判断与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变压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1变压器的结构和额定值 （2课时） 

1.2变压器空载运行， 变压器的负载运行 ，变压器的基本方程和等效电路 

  （4课时） 

1.3等效电路参数的测定 （2课时） 

1.4 三相变压器 （6课时） 

1.5变压器运行性能 （2课时） 

（二）直流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 （2课时） 

2.2直流电枢绕组  （2课时） 

2.3空载和负载时直流电机的磁场 ，直流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和电磁转矩 

  （2课时） 

2.4直流电机的基本方程，直流发电机的运行特性，直流电动机的运行特性 

  （6课时） 

2.5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速、直流电动机的制动 （4课时） 

（三）交流绕组及电动势、磁动势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交流绕组的构成原则和分类,三相双层绕组, 正弦磁场下交流绕组的感

应电动势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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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有正弦电流时单相绕组的磁动势, 通有三相电流时三相绕组的磁动

势  （4课时） 

（四）异步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 感应电机的结构和运行状态，三相感应电动机的磁动势和磁场，三相感

应电动机的电压方程和等效电路 （4课时） 

4.2感应电动机的功率方程和转矩方程， 感应电动机参数的测定 （2课时） 

4.3感应电动机的转矩—转差率曲线，感应电动机的工作特性 （4课时） 

4.4感应电动机的起动，感应电动机的调速  （2课时） 

（五）同步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5.1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运行状态，空载和负载时同步发电机的磁场  

  （2课时） 

5.2隐极同步发电机的电压方程、相量图和等效电路 （2课时） 

5.3凸极同步发电机的电压方程、相量图和等效电路 （2课时） 

5.4 同步发电机的功率方程和转矩方程，同步电机参数的测定 （2课时） 

5.5同步发电机的运行特性  （2课时） 

5.6同步发电机与电网的并联运行 ，同步电动机与同步补偿机  （4课时） 

（六）电机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6.1认识实验 （2课时） 

6.2变压器实验 （4课时） 

6.3直流电机实验 （4课时） 

6.4异步电机实验 （4课时） 

6.5同步电机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学》，汤蕴璆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机学》，李发海，科学出版社，2013 

2《电机学》，乌曼著，刘新正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3《电机实验》，自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变压器、直流

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萍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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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掌握常用变压器、直流电机、

异步电动机、同步电机的基本

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

数学模型、基本运行特性。 

掌握电机的分析方法，明确电机中的

能量传递关系，理解各种电机主磁场

的性质、各种参数的物理概念以及各

物理量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电机的工程问题。 

掌握常用测试仪器、仪

表的使用方法，能进行

简单的运行故障判断与

分析。 

1.1 变压器的结构和

额定值 
√ √  

1.2变压器空载运行， 

变压器的负载运行 ，

变压器的基本方程和

等效电路 

√ √  

1.3 等效电路参数的

测定 
√ √  

1.4 三相变压器 √ √  

1.5变压器运行性能 √ √  

2.1 直流电机的工作

原理和基本结构 
√ √  

2.2直流电枢绕组 √ √  

2.3 空载和负载时直

流电机的磁场 ，直流

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和

电磁转矩 

√ √  

2.4 直流电机的基本

方程，直流发电机的

运行特性，直流电动

机的运行特性 

√ √  

2.5 直流电动机的起

动、调速、直流电动

机的制动 

√ √  

3.1 交流绕组的构成

原则和分类,三相双

层绕组, 正弦磁场下

交流绕组的感应电动

势 

√ √  

3.2 通有正弦电流时

单相绕组的磁动势, 

通有三相电流时三相

绕组的磁动势 

√ √  

4.1  感应电机的结

构和运行状态，三相

感应电动机的磁动势

和磁场，三相感应电

动机的电压方程和等

效电路 

√ √  

4.2 感应电动机的功

率方程和转矩方程， 

感应电动机参数的测

定 

√ √  

4.3 感应电动机的转

矩—转差率曲线，感

应电动机的工作特性 

√ √  

4.4 感应电动机的起

动，感应电动机的调

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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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同步电机的基本

结构和运行状态，空

载和负载时同步发电

机的磁场 

√ √  

5.2 隐极同步发电机

的电压方程、相量图

和等效电路 

√ √  

5.3 凸极同步发电机

的电压方程、相量图

和等效电路  

√ √  

5.4 同步发电机的功

率方程和转矩方程，

同步电机参数的测定 

√ √  

5.5 同步发电机的运

行特性 
√ √  

5.6 同步发电机与电

网的并联运行 ，同步

电动机与同步补偿机  

√ √  

6.1认识实验 √ √ √ 

6.2变压器实验 √  √ 

6.3直流电机实验 √  √ 

6.4异步电机实验 √  √ 

6.5同步电机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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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机学 

英文名称：Electrical Machinery 

课程代码：013166B1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电磁场 

后续课程：运动控制系统、电力系统分析 

 

一、课程性质 

电机学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

使学生掌握常用交、直流电机及变压器等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运动控制系统、电力系统分析等课程奠

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常用变压器、直流电机、异步电动机、同步电机的基本结

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基本运行特性；掌握电机的分析方法，明

确电机中的能量传递关系，熟练运用复数运算、等效电路、相量图、谐波分析等

分析方法；理解各种电机主磁场的性质、各种参数的物理概念以及各物理量的时

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了解电机的工程问题，如发热、冷却、绝缘等。 

课程目标 2：掌握各种电机的个性和特点，又能认识各种电机的共同点。从

而对电机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认识，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电机的工程问

题。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1、变压器（14 学时） 

主要讲述变压器的结构和额定值；变压器空载运行， 变压器的负载运行 ，

变压器的基本方程和等效电路；等效电路参数的测定；三相变压器；变压器运行

性能（对应毕业要求：1.3,2.3，4.1,7.2） 

掌握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单相变压器的空载运行，单相变压器的负载

运行、等效电路及相量图，参数的测定，自耦变压器与互感器，三相变压器的稳

态运行分析；了解三相变压器的磁路分析。 

2、直流电机（14 学时） 

主要讲述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直流电枢绕组；空载和负载时直

流电机的磁场 ，直流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和电磁转矩；直流电机的基本方程，直

流发电机的运行特性，直流电动机的运行特性；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速、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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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的制动。（对应毕业要求：1.3,2.3，4.1, 7.2） 

掌握直流电机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掌握直流电机的

电枢绕组构成；掌握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了解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起动、

调速的原理与方法。熟悉与了解影响换向的电磁因素和改善换向的方法。 

3、交流电机理论的共同问题 （6 课时） 

主要讲述交流绕组的构成原则和分类；三相双层绕组； 正弦磁场下交流绕

组的感应电动势； 通有正弦电流时单相绕组的磁动势, 通有三相电流时三相绕组

的磁动势。（对应毕业要求：1.3,2.3） 

掌握交流绕组的基本要求和分类，掌握正弦分布磁场下绕组的电动势产生原

理；掌握单相绕组的脉振磁动势产生、三相电枢绕组产生的基波合成磁动势产生

原理。 

4、感应电机 （12课时） 

主要讲述感应电机的结构和运行状态，三相感应电动机的磁动势和磁场，三

相感应电动机的电压方程和等效电路；感应电动机的功率方程和转矩方程， 感

应电动机参数的测定；感应电动机的转矩—转差率曲线，感应电动机的工作特性；

感应电动机的起动，感应电动机的调速。（对应毕业要求：1.3,2.3，4.1, 7.2） 

掌握异步电动机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三相异步电机

的功率和转矩、工作特性、机械特性及参数测定；熟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调速的原理及方法，了解相关的计算与分析。 

5、同步电机 （14课时） 

主要讲述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和运行状态，空载和负载时同步发电机的磁场；

隐极同步发电机的电压方程、相量图和等效电路；凸极同步发电机的电压方程、

相量图和等效电路； 同步发电机的功率方程和转矩方程，同步电机参数的测定；

同步发电机的运行特性 ；同步发电机与电网的并联运行，同步电动机与同步补

偿机。（对应毕业要求：1.3,2.3，4.1, 7.2） 

掌握同步电机的原理与结构；掌握空载和负载时同步发电机的磁场；掌握隐

极、凸极同步发电机的运行特性、参数测定原理及方法；理解同步发电机并联运

行的条件及方法，不对称运行对同步发电机的影响。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目标

值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 

1.3 能够将专

业知识和数学

模型方法用于

推演、分析电气

工程领域的专

业工程问题，并

能够比较与综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电机学的基本知识，以典型案例的形式讲授电机学

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

论等环节了解了解电机的发展方向。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

及答疑等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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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2.3 能对电气

工程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的

计算结果进行

分析和归纳，获

得有效结论。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电机学的基本知识，能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工程问题

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论。 

 

4.1 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通过

文献研究或相

关方法，分析复

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电机学的基本知识，以典型案例的形式讲授电机学

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点；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分析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 

 

7.2 知晓和理

解电气产品及

工程项目的相

关标准和规范，

能评价工程实

践对环境保护

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电机学的基本知识，知晓和理解电气产品及工程项

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平时表现 

（出勤、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1.3,2.3,4.1,7.2 20 

练习 1.3,2.3,4.1,7.2 2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

程度，基本分析与计算能力，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题型主要有填空题、选择题、是非题、

简答题、计算题等 

1.3,2.3,4.1,7.2 

60 
1.3,2.3,4.1,7.2 

1.3,2.3,4.1,7.2 

1.3,2.3,4.1,7.2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机学》，汤蕴璆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电机学》，李发海，科学出版社，2013 

3、《电机学》，乌曼著，刘新正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制定人：  李萍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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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71Q1        英文名称：Electric Machines Control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路，电机学，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直流调速系统的控制基础、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控制策略 

目标 2：掌握异步电动机稳态数学模型及调速控制的控制基础、基本组成、

工作原理和控制策略;掌握异步电动机动态数学模型及矢量控制系统的控制基础、

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控制策略 

目标 3：：掌握同步电动机调速系统的控制基础、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控制

策略 

目标 4：掌握电机控制技术相关实验 

二、课程内容 

（一）直流调速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直流电机原理和开环调速系统 （2课时） 

1.2 有静差转速闭环控制直流调速系统 （2课时） 

1.3无静差转速闭环控制直流调速系统 （4课时） 

1.4转速电流双闭环控制直流调速系统。 （2课时） 

1.5晶闸管直流可逆调速系统 1.6直流 PWM可逆调速系统 （2课时） 

（二）异步电动机稳态数学模型及调速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异步电

动机动态数学模型及矢量控制系统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2.1异步电动机稳态数学模型  2.2异步电动机的调压调速 （2课时） 

2.3异步电动机的变压变频调速  （2课时） 

2.4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变频调速系统 （2课时） 

2.5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的变压变频调速系统 （2课时） 

2.6. 三相异步电动机数学模型 2.7坐标变换 （2课时） 

2.8二相坐标系上的异步电动机数学模型 （2课时） 

2.9转子磁链观测；三相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 （2课时） 

2.10逆变器开关状态和电压空间矢量 （2课时）  

2.11异步电动机定子磁链和转矩观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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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步电动机调速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同步电机控制基础 4.2同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和稳态控制 （2课时） 

3.3可控励磁同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 （2课时） 

3.4 可控励磁同步电动机按气隙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系统 （2课时） 

3.5自控式无换向器电机变频调速系统 （2课时） 

3.6永磁同步电动机调速控制系统 （2课时） 

（四）电机控制技术实验 （8课时） 

4.1认识实验 （2课时） 

4.2电机控制实验 1 （2课时） 

4.3电机控制实验 2 （2课时） 

4.4电机控制实验 3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运动控制系统》，洪乃刚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力电子电机控制仿真技术》，洪乃刚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 《电机自动控制系统》，李宁，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3.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习题例题集》，童福尧，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4. 《电机与电力拖动》，朱耀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直流调速系统、

异步电动机调速控制系统、同步电动机调速系统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萍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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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掌握直流调

速系统的控

制基础、基

本组成、工

作原理和控

制策略 

掌握异步电动机稳

态、动态数学模型

及调速控制的控制

基础、基本组成、

工作原理和控制策

略 

掌握异步电动机

动态数学模型及

矢量控制系统的

控制基础、基本组

成、工作原理和控

制策略 

掌握同步电动机

调速系统的控制

基础、基本组成、

工作原理和控制

策略 

 

掌握电机控制

技术实验 

 

1.1 直流电机原理和开环调

速系统，1.2 有静差转速闭

环控制直流调速系统，1.3

无静差转速闭环控制直流

调速系统 

√    

 

1.4 转速电流双闭环控制直

流调速系统。 
√    

 

1.5 晶闸管直流可逆调速系

统 1.6直流 PWM可逆调速系

统 

√    

 

2.1 异步电动机稳态数学模

型 
 √   

 

2.2 异步电动机的调压调速

2.3 异步电动机的变压变频

调速 

 √   

 

2.4 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

制变频调速系统 
 √   

 

2.5 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

的变压变频调速系统 
 √   

 

2.6 三相异步电动机数学

模型 2.7坐标变换 
 √   

 

2.8 二相坐标系上的异步电

动机数学模型 
 √   

 

2.9 转子磁链观测三相异步

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 
 √   

 

2.10 逆变器开关状态和电

压空间矢量  
 √   

 

2.11 异步电动机定子磁链

和转矩观测 
 √   

 

3.1 同步电机控制基础 3.2

同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

和稳态控制 

   √ 

 

3.3 可控励磁同步电动机的

数学模型 
   √ 

 

3.4 可控励磁同步电动机

按气隙磁场定向的矢量控

制系统 

   √ 

 

3.5 自控式无换向器电机变

频调速系统 
   √ 

 

3.6 永磁同步电动机调速控

制系统 
   √ 

 

4.1认识实验 √ √ √  √ 

4.2电机控制实验 1 √ √ √  √ 

4.3电机控制实验 2 √ √ √  √ 

4.4电机控制实验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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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器及其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75Q1    

英文名称：Low Voltage Electrical Apparatus And Its Control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

磁场、电机与拖动基础、电器学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各种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主要技术参数、型

号含义及表示符号及其选用。了解各种常用低压电器的选择、安装、使用与维修。 

课程目标 2：了解国外接近开关产品简介，电子式软启动器、固体继电器的

发展现状及其产品特点。 

课程目标 3：掌握起动、制动、调速及其正反转线路的工作原理及其基本控

制线路；了解能耗制动和反接制动的优缺点；联锁和互锁的含义、作用及其各元

件的原理；理解运用行程开关的正反转自动循环的原理。 

课程目标 4：了解电气设计的主要内容、一般原则及其电气控制线路的经验

设计法、逻辑设计法及其 CAD 辅助设计。 

课程目标 5：掌握继电器控制、可编程控制器与微机的区别和联系，了解可

编程序控制器的发展及特点、组成、基本原理及语言简介、软件系统和编程语言；

了解普通车床、智能大厦的电梯、桥式起重机、智能大厦生活水泵等的电气控制

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 常用低压电器（12 学时） 

1.1 常用低压电器概述 （1 课时） 

1.2 熔断器、隔离器、刀开关。 （2 课时） 

1.3 低压断路器。 （2 课时） 

1.3 接触器。 （2 课时） 

1.5 继电器。 （4 课时） 

1.6 主令电器。 （1 课时） 

（二） 国外最新低压电器简介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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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近开关。 （1 课时） 

2.2 电子式软起动器、可编程通用逻辑控制继电器、固体继电器。（1 课时） 

（三） 电气控制线路的基本环节 （12 学时） 

3.1 电气控制线路的绘制。 （1 课时） 

3.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线路。 （4 课时） 

3.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线路。 （1 课时） 

3.4 三相异步电动机制动控制线路。 （3 课时） 

3.5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控制线路。 （1 课时） 

3.6 典型控制线路。 （2 课时） 

（四） 电气控制线路设计基础 （2 学时） 

4.1 电电气设计。 （1 课时） 

4.2 电气控制线路的逻辑设计方法。 （1 课时） 

（五） 继电器控制与可编程序控制器、微机等的区别与联系 （2 学时） 

5.1 可编程序控制器 （2 课时） 

（六） 电气控制在生产中的应用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 课程教材 

《现代低压电器及其控制技术》，倪远平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 

（二）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低压电器》，黄永红、张新华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7 

2.《电器学》，夏天伟、丁明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 

3.《电器控制》，袁涤非等,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4. 

4.《常用低压电器原理及其控制技术》，王仁祥，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 

5.《低压电器应用技术》，李英姿，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制定人：  卫福娟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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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各

种常用低压电

器的结构与工

作原理、主要技

术参数、型号含

义及表示符号

及其选用。 

目标 2：了

解国内外

接近开关

等电子产

品的发展

现状及其

产 品 特

点。 

目标 3：掌握起

动、制动、调速

及其正反转线

路的工作原理、

基本控制线路

及其相关保护

环节。 

目标 4:了解电

气设计的主要

内容、原则及其

电气控制线路

的设计方法及

其 CAD 辅助设

计。 

目标 5：掌握继电器

控制、可编程控制器

与微机的区别和联

系，了解其发展特点、

组成、基本原理及语

言简介、软件系统和

编程语言；电气控制

在生产中的应用。 

1.1常用低压电器概述 √     

1.2熔断器、隔离器、刀开关 √     

1.3低压断路器 √     

1.3接触器 √     

1.5继电器 √     

1.6主令电器 √     

2.1接近开关  √    

2.2电子式软起动器、可编程

通用逻辑控制继电器、固体

继电器 

 √    

3.1电气控制线路的绘制   √   

3.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控制线路 
  √   

3.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

转控制线路 
  √   

3.4 三相异步电动机制动控

制线路 
  √   

3.5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控

制线路 
  √   

3.6典型控制线路   √ √ √ 

4.1 电气设计    √  

4.2 电气控制线路的逻辑设

计方法 
   √  

5.1可编程序控制器     √ 

6电气控制在生产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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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电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76A1          

英文名称：Complete Electrical Apparatus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机械工程基础、电磁场、电器学、电机学 

后续课程：电机电器制造工艺学、电机电器综合实验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低压成套开关设备设计的主要内容及其主要结构设计、电击防

护设计的方法，掌握低压开关柜的主回路设计方法，掌握低压一次电器组件的选

择要求，熟悉常用低压开关柜的辅助电路，了解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试验方法及

几种常用低压开关柜的技术特点。 

目标 2：了解高压开关柜的基本结构及其设计的基本技术要求，掌握高压开

关柜的手车的主要结构，了解高压开关柜的“五防”设计内容，掌握高压开关柜

的主电路的功能及设计方案，掌握高压一次电器组件的选择方法，熟悉高压开关

柜的辅助回路电路，掌握通用型高压开关柜的技术特点，了解环网柜、F-C 回路

柜、充气柜的结构及基本工作原理并熟悉高压开关柜的试验要求。 

目标 3：了解断路器控制与信号回路的基本要求及基本组成，掌握断路器控

制与信号回路的设计过程，掌握二次回路的保护和组件与导线的选择方法，了解

二次回路的工艺，并能进行基本高压开关柜二次回路的设计。 

目标 4：了解开关柜制造的基本工艺，掌握开关柜安全可靠运行的基本要求，

了解高压开关柜的诊断技术。 

目标 5：了解预装式变电站的特点，掌握 GIS 的基本结构、GIS 的组成组件

与技术特点及其技术发展现状。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 （2学时） 

1.1电力系统与配电装置简述成套电器的种类 

1.2 开关电器的作用、类型和主要性能参数  （1学时） 

1.3 成套电器的类别与应用 

1.4 成套电器的基本技术要求  （1学时） 

（二）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14课时） 

2.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类型 

2.2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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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数、尺寸与空间  （2学时） 

2.4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技术要求  

2.5 低压抽出式开关柜结构设计  （2学时） 

2.6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电击防护设计  

2.7 低压开关柜的主回路  （2学时） 

2.8 低压一次电器组件的选择  

2.9 低压开关柜的辅助电路  （2学时） 

2.1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试验 

2.11 几种低压开关柜的技术特点  （2学时） 

实验：低压配电控制系统综合实验平台认识实验 （2学时） 

实验：无功补偿及塑壳断路器整定 （2学时） 

（三）高压开关柜 （10学时） 

3.1 高压开关柜的类型 

3.2 高压开关柜的基本结构 

3.3 高压开关柜设计的基本技术要求 

3.4 高压开关柜的手车  （2学时） 

3.5 高压开关柜的“五防”设计 

3.6 高压开关柜的主电路  （2学时） 

3.7 高压一次电器组件的选择 

3.8 高压开关柜的辅助回路  （2学时） 

3.9 通用型高压开关柜的技术特点 

3.10 环网柜  （2学时） 

3.11 F-C回路柜 

3.12 充气柜 

3.13高压开关柜的试验  （2学时） 

（四）二次回路 （10学时） 

4.1 二次回路的基本知识 

4.2 断路器控制与信号回路的基本要求及基本组成  （2学时） 

4.3常用的断路器控制与信号回路 

4.4 二次回路的保护和组件与导线的选择  （2学时） 

4.5二次回路的工艺 

4.6高压开关柜二次回路设计举例  （2学时） 

4.7 微机保护测控装置 

4.8 多功能电力仪表 

4.9 智能型开关柜  （2学时） 

实验：万能式断路器整定及配电系统电流保护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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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低压开关柜的制造与运行 （4学时） 

5.1 影响开关柜安全可靠运行的主要因素 

5.2开关柜的绝缘配合 

5.3 开关柜中的电接触 

5.4 母线的选择与搭接处理  （2学时） 

5.5 开关柜的内部故障电弧 

5.6 开关柜柜体与绝缘件制造工艺 

5.7 开关柜的质检 

5.8 高压开关柜的诊断技术  （2学时） 

（六）预装式变电站和 GIS （8学时） 

6.1 预装式变电站的类别与特点 

6.2 美式预装式变电站  （2学时） 

6.3 欧式预装式变电站  （2学时） 

6.4 预装式变电站在风电场中的应用  （2学时） 

6.5 GIS的基本结构 

6.6 GIS的组成组件与技术特点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成套电器技术（第 2版）》，黄绍平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成套电器技术》，黄绍平，李永坚，秦组泽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2. 《真空开关电器及其成套装置》，熊泰昌编著，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5.07 

3. 《成套开关设备实用技术》，黄绍平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4.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原理及其控制技术》，张白帆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2.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的原理、结构及主电路设计，高压开关柜的原理、结构及主电路和辅助电路

设计，二次回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高压开关柜的二次回路设计，开关柜安全可靠

运行的基本要求，预装式变电站的特点，GIS 的基本结构、GIS 的组成组件与技

术特点。 

五、附件 

 

制定人：  迟长春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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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低压

成套开关设备设

计的主要内容及

其主要结构设计、

电击防护设计的

方法，掌握低压开

关柜的主回路设

计方法，掌握低压

一次电器组件的

选择要求，熟悉常

用低压开关柜的

辅助电路，了解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

的试验方法及几

种常用低压开关

柜的技术特点。 

目标 2：了解高

压开关柜的基本

结构及其设计的

基本技术要求，

掌握其主电路的

功能及设计方

案，掌握高压一

次电器组件的选

择方法，熟悉高

压开关柜的辅助

回路电路，掌握

通用型高压开关

柜的技术特点

等，熟悉高压开

关柜的试验要

求。 

目标 3：了解断

路器控制与信号

回路的基本要求

及基本组成，掌

握断路器控制与

信号回路的设计

过程，掌握二次

回路的保护和组

件与导线的选择

方法，了解二次

回路的工艺，并

能进行基本高压

开关柜二次回路

的设计。 

目标 4：了解

开关柜制造

的基本工艺，

掌握开关柜

安全可靠运

行的基本要

求，了解高压

开关柜的诊

断技术。 

目标 5：了解预

装式变电站的

特点，掌握 GIS

的基本结构、

GIS的组成组

件与技术特点

及其技术发展

现状。 

1. 概论 √ √ √ √ √ 

2.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类

型 

2.2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结

构 

2.3 模数、尺寸与空间 

√     

2.4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技

术要求  

2.5 低压抽出式开关柜结构

设计  

√     

2.6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电

击防护设计  

2.7 低压开关柜的主回路  

√     

2.8 低压一次电器组件的选

择  

2.9 低压开关柜的辅助电路 

√     

2.1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试

验 

2.11 几种低压开关柜的技术

特点  

√     

实验：低压配电控制系统综合

实验平台认识实验 
√     

实验：无功补偿及塑壳断路器

整定 
√     

3.1 高压开关柜的类型 

3.2 高压开关柜的基本结构 

3.3 高压开关柜设计的基本

技术要求 

3.4 高压开关柜的手车  

 √    

3.5 高压开关柜的“五防”

设计 

3.6 高压开关柜的主电路  

 √    

3.7 高压一次电器组件的选

择 

3.8 高压开关柜的辅助回路  

 √    

3.9 通用型高压开关柜的技

术特点 

3.10 环网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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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F-C回路柜 

3.12 充气柜 

3.13高压开关柜的试验  

 √    

4.1 二次回路的基本知识 

4.2 断路器控制与信号回路

的基本要求及基本组成  

  √   

4.3常用的断路器控制与信号

回路 

4.4 二次回路的保护和组件

与导线的选择  

  √   

4.5二次回路的工艺 

4.6高压开关柜二次回路设计

举例  

 √ √   

4.7 微机保护测控装置 

4.8 多功能电力仪表 

4.9 智能型开关柜  

√  √   

实验：万能式断路器整定及配

电系统电流保护 
√  √   

5.1 影响开关柜安全可靠运

行的主要因素 

5.2开关柜的绝缘配合 

5.3 开关柜中的电接触 

5.4 母线的选择与搭接处理  

√ √  √  

5.5 开关柜的内部故障电弧 

5.6 开关柜柜体与绝缘件制

造工艺 

5.7 开关柜的质检 

5.8 高压开关柜的诊断技术 

√ √  √  

6.1 预装式变电站的类别与

特点 

6.2 美式预装式变电站  

√ √   √ 

6.3 欧式预装式变电站  √ √   √ 

6.4 预装式变电站在风电场

中的应用  
√ √   √ 

6.5 GIS的基本结构 

6.6 GIS的组成组件与技术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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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81Q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商学院质量管理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电工电子技术、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自动控制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近代电子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测量系统的基本特性。 

目标 2：掌握测量误差分析和测量数据处理方法。 

目标 3：掌握信号的时间、频率、幅度、波形等的测量。 

目标 4：掌握信号源、电子元器件以及集成电路等测试技术。 

目标 5：熟悉常用电子测量仪器数字电压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测量总论 （4课时） 

1.1测量的基本概念、电子测量的意义和特点。 （1课时） 

1.2电子测量的原理、基本技术及分类。 （2课时） 

1.3测量系统静态特性的基本参数和质量指标。 （1课时） 

（二）测量误差和测量数据处理 （4课时） 

2.1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表示方法及误差分类。 （1课时） 

2.2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粗大误差的分析和处理。 （2课时） 

2.3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误差及数据处理。 （1课时） 

（三）信号的时间与频率的测量 （5课时） 

3.1时间和频率概述、频率测量的原理与方法综述。 （1课时） 

3.2时间（频率）的数字化测量及电子计数器原理。 （2课时） 

3.3通用计数器的组成及测试功能，时间和频率测量的误差来源及误差分析。

  （2课时） 

（四）信号幅度的测量 （5课时） 

4.1 信号幅度测量的概述以及电压的模拟式测量。重点是峰值、平均值、有

效值三种检波方式的组成、特点及刻度特性。 （2课时） 

4.2 直流电压的数字化测量。重点是 A-D 转换原理，掌握单斜式 ADC、双积

分式和三斜积分式 ADC的原理框图和工作原理。 （2课时） 

4.3数字电压表 DVM和数字多用表 DMM的组成、结构和主要性能。 （1课时） 

（五）信号波形的测量 （6课时） 

5.1 示波器的概述和信号波形的模拟测量原理。要求熟悉示波管的组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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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2课时） 

5.2模拟通用示波器的组成结构、性能指标和各个部件的功能及其工作原理，

特别是垂直偏转通道和水平偏转通道的组成及其功能。 （2课时） 

5．3波形的数字化测量以及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原理。 （2课时） 

（六）信号源 （4课时） 

6.1信号源在系统测量中的作用、分类和主要技术指标，以及传统的信号源。

要求熟悉函数信号源的工作原理及典型电路。 （2课时） 

6.2锁相频率合成信号源，重点是锁相环的组成和锁相频率合成原理。 

  （2课时） 

（七）电子元器件的测量 （2课时） 

7.1 电子元器件测量的特点以及无源元件的阻抗测量。重点掌握电桥法、谐

振法等无源阻抗测试方法。 （2课时） 

（八）集成电路测试 （2课时） 

8.1集成电路测试的原理、分类以及数字集成电路测试技术。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测量原理》（第 2版），詹惠琴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测量原理与应用》，古天祥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6 

2. 《电子测量技术》（第 3 版），林占江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05 

3. 《电子测量技术》，田书林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5 

4. 《电子测量技术基础》（第 3 版），张永瑞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07 

5. 《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第 2 版），李駪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7 

6． 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课堂讨论、作业以

及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子测量的基

本技术、测量系统的静态特性、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电子计数器组成及测试功

能、电压的模拟式和数字化测量原理、示波器的组成及测量原理、函数信号发生

器和锁相环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韩美杰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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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近

代电子测量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

了解测量系统的

基本特性 

目标 2：掌握测

量误差分析和测

量数据处理方

法。 

 

目标 3：掌握信

号的时间、频率、

幅度、波形等的

测量 

目标 4：掌握信

号源、电子元

器件以及集成

电路等测试技

术 

目标 5：熟悉常

用电子测量仪

器 数 字 电 压

表、示波器、

函数发生器等

的使用 

1.1测量的基本概念、电子测

量的意义和特点 
√     

1.2电子测量的原理、基本技

术及分类 
√     

1.3测量系统静态特性的基本

参数和质量指标 
√     

2.1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表

示方法及误差分类 
 √    

2.2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粗

大误差的分析和处理 
 √    

2.3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误

差及数据处理 
 √    

3.1时间和频率概述、频率测

量的原理与方法综述 
√  √   

3.2时间（频率）的数字化测

量及电子计数器原理 
  √   

3.3通用计数器的组成及测试

功能，时间和频率测量的误差

来源及误差分析 

 √ √  √ 

4.1信号幅度测量的概述以及

电压的模拟式测量 
√  √   

4.2直流电压的数字化测量   √   

4.3数字电压表 DVM和数字多

用表 DMM的组成、结构和主要

性能 

  √  √ 

5.1示波器的概述和信号波形

的模拟测量原理 
√  √  √ 

5.2模拟通用示波器的组成结

构、性能指标和各个部件的功

能及其工作原理 

  √  √ 

5．3波形的数字化测量以及数

字存储示波器的原理 
  √  √ 

6.1信号源在系统测量中的作

用、分类和主要技术指标，以

及传统的信号源 

   √ √ 

6.2锁相频率合成信号源，重

点是锁相环的组成和锁相频

率合成原理 

   √  

7.1电子元器件测量的特点以

及无源元件的阻抗测量 
√   √  

8.1集成电路测试的原理、分

类以及数字集成电路测试技

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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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log HDL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82A1        英文名称：Verilog HDL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测控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回顾数字逻辑电路，掌握 Verilog HDL 系统软件设计的基础语法和

使用方法 

目标 2：掌握 Verilog HDL 实现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电路和有限状态机设计

与建模 

目标 3：掌握数字系统硬件设计原理，掌握一种典型 FPGA/CPLD 芯片，学会

使用一种开发环境进行数字系统设计，如 Quartus  

目标 4：数字电路与系统的设计综合实践，使用仿真工具学习典型电路的设

计、调试及验证技巧 

目标 5：综合能力提高，指导学生动手实践掌握 Verilog HDL 程序设计软硬

件开发工具。 

二、课程内容 

（一）Verilog HDL程序设计基本语法和使用方法 （6课时） 

1.1 硬件描述语言特点及基本结构。 （1课时） 

1.2 模块的结构、数据类型、变量和基本运算符号。 （1课时） 

1.3 运算符、赋值语句和结构说明语句。 （1课时） 

1.4 条件语句、循环语句、块语句与生成语句。 （1课时） 

1.5 结构语句、系统任务、函数语句和显示系统任务。 （1课时） 

1.6 Verilog HDL模型的不同抽象级别。 （1课时） 

（二）掌握 Verilog HDL实现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电路基础 （10课时） 

2.1 Verilog HDL模型的不同抽象级别。 （1课时） 

2.2 常用组合电路及其设计，如编码器、二进制译码器、七段显示译码器等

  （3课时） 

2.3 典型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及建模，如寄存器、触发器、计数器等。 

  （4课时） 

2.4 基于 Verilog HDL的状态机描述方法、建立过程及设计举例，如十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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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交通灯等。 （2课时） 

（三）数字系统硬件设计原理，FPGA/CPLD芯片与 Quartus （12课时） 

3.1 可编程逻辑器件简介，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 FPGA的一般结构，基于 LUT

的逻辑块，可编程布线资源，IO块等。 （2课时） 

3.2 FPGA开发工具的使用，Quartus II的设计流程。 （2课时） 

3.3 基于 Verilog HDL 的电路设计与实现，如半加器的设计与 Verilog HDL

建模举例，输入设计文件，建立新的设计项目，对目标器件编程与硬件电路测试，

使用电路网表观察器查看电路图。 （2课时） 

3.4 基于原理图和 Verilog HDL的层次化设计，编码、译码、显示电路，建

立新的设计项目，输入 HDL底层文件并完善原理图，分配引脚并编译设计，仿真

验证设计项目，对目标器件编程与硬件电路测试。 （2课时） 

3.5 嵌入式逻辑分析仪 SignalTap II 的使用，宏功能模块的调用，调用

ModelSim进行仿真。 （2课时） 

3.6 深入理解阻塞和非阻塞赋值。 （2课时） 

（四）数字电路与系统的设计综合实践、仿真、验证及调试 （12课时） 

4.1 数字处理器的算法和架构，算法、 循环嵌套程序和数据流图，如 FIR

滤波器，IIR滤波器，积分器，微分器，流水线结构，异步 FIFO等。（6 课时） 

4.2 算术处理器架构，如 51单片机使用 Verilog HDL语言实现，ARM处理器

IP核等。  （4课时） 

4.3 后综合设计任务，时序逻辑电路验证，故障设计等。 （2课时） 

（五）动手实践掌握 Verilog HDL程序设计软硬件开发 （8课时） 

5.1 上机实现简单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状态机等 Verilog HDL实

现。  （4课时） 

5.2 根据学生兴趣，提出复杂数字电路综合设计，如串口通讯、IP 核设计、

滤波器设计、数字图像处理等。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 2版） 夏宇闻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2015.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Verilog HDL高级数字设计》，[美] Michael 

D.Ciletti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2 

2. 《Verilog HDL与 FPGA数字系统设计/高等院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系列

规划教材》，罗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4 

3. 《数字系统设计与 Verilog HDL》（第 6版），王金明编著，高等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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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6.10 

4. https://www.altera.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

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或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Verilog 

VHDL 基本指令，使用该语言实现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状态机设计，

简单的综合案例设计，调试及验证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彬彬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www.alt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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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回顾数字

逻辑电路，掌握

Verilog HDL系统

软件设计的基础

语法和使用方法 

目标 2：掌握

Verilog HDL 实

现组合逻辑、时

序逻辑电路和有

限状态机设计与

建模 

目标 3：掌握数

字系统硬件设计

原理，掌握一种

典型 FPGA/CPLD

芯片，学会使用

一种开发环境进

行数字系统设计 

目标 4：数字电

路与系统的设

计综合实践，

使用仿真工具

学习典型电路

的设计、调试

及验证技巧 

目标 5：综合能

力提高，指导

学生动手实践

掌握 Verilog 

HDL 程序设计

软硬件开发工

具 

1.1 硬件描述语言特点及基

本结构。 
√     

1.2 模块的结构、数据类型、

变量和基本运算符号。 
√     

1.3 运算符、赋值语句和结

构说明语句。 
√     

1.4 条件语句、循环语句、

块语句与生成语句。 
√     

1.5 结构语句、系统任务、

函数语句和显示系统任务。 
√     

1.6 Verilog HDL 模型的不

同抽象级别。 
√     

2.1 Verilog HDL 模型的不

同抽象级别。 
 √    

2.2 常用组合电路及其设

计，如编码器、二进制译码

器、七段显示译码器等 

 √    

2.3 典型时序逻辑电路的设

计及建模，如寄存器、触发

器、计数器等。 

 √    

2.4 基于 Verilog HDL 的状

态机描述方法、建立过程及

设计举例 

 √    

3.1 可编程逻辑器件简介，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 FPGA

的一般结构，基于 LUT 的逻

辑块，可编程布线资源，IO

块等 

  √   

3.2 FPGA开发工具的使用，

Quartus II的设计流程。 
  √   

3.3 基于 Verilog HDL 的电

路设计与实现，如半加器的

设计与 Verilog HDL建模举

例，输入设计文件，建立新

的设计项目，对目标器件编

程与硬件电路测试，使用电

路网表观察器查看电路图。 

 √ √   

3.4 基于原理图和 Verilog 

HDL 的层次化设计，编码、

译码、显示电路 

  √   

3.5 嵌入式逻辑分析仪

SignalTap II的使用，宏功

能 模 块 的 调 用 ， 调 用

ModelSim进行仿真。 

  √ √ √ 

3.6 深入理解阻塞和非阻塞

赋值 
  √   

4.1  数字处理器的算法和

架构，算法、 循环嵌套程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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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流图，如 FIR 滤波

器，IIR 滤波器，积分器，

微分器，流水线结构，异步

FIFO等。 

4.2 算术处理器架构，如 51

单片机使用 Verilog HDL语

言实现，ARM处理器IP核等。 

  √ √ √ 

4.3 后综合设计任务，时序

逻辑电路验证，故障设计等 
   √ √ 

5.1 上机实现简单组合逻辑

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状态

机等 Verilog HDL实现 

 √ √ √ √ 

5.2 根据学生兴趣，提出复

杂数字电路综合设计，如串

口通讯、IP核设计、滤波器

设计、数字图像处理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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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电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开关电源 

英文名称：Switching power supply   

课程代码：013184A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谐波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系统

集成综合实验。 

 

一、课程性质  

开关电源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传动方向的一门专业课程，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开关电源相关技术必要的

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

打下一定的基础。该课程为后续运动控制系统、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谐波抑制和

无功功率补偿、系统集成综合实验等课程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各种主要 DC-DC 变换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

控制方法及分析计算等基本知识，性能和应用，培养学生对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

能定性分析，定量计算。 

课程目标 2、熟悉各种 DC-DC 变换电路的应用范围及技术经济指标，能根据

开关电源要求选择合适的 DC-DC 变换电路、掌握主要 DC-DC 变换电路、磁性元

件、控制电路、保护电路和印制电路板设计等。 

课程目标 3、掌握开关电源电路的实验方法，能对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进行

分析比较，撰写实验报告。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 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开关电源概述 （2 学时） 

主要讲述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的关系、 开关电源发展过程及开关电源技术

发展方向和最新技术，开关电源的种类及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 （对应毕

业要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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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隔离式降压型开关电源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直流斩波电路技术，重点讲述降压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工作原理、

关键节点的波形图，重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及开关电源控制模式、UC384x 电流

模式控制电路结构与工作原理、降压开关电源的设计实例。（对应毕业要求：3.2）  

3、非隔离式升压型开关电源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升压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关键节点的波形图，重要参数

的计算方法，及 SG3525 电流模式控制电路结构与工作原理、升压开关电源的设

计实例。（对应毕业要求：3.2） 

4、其他非隔离式开关电源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其他非隔离式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关键节点的波形图，

重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对应毕业要求：3.2） 

5、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路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路设计，包括：输入电路基本构成和主要元器

件的参数及其选择，输出电路基本构成和主要元器件的参数及其选择，保险丝

（管）、防雷击元件、功率型 NTC 电阻、EMI 滤波电路、安规电容滤波、EMI 滤

波电感设计等。（对应毕业要求：3.2） 

6、开关电源磁性元件设计 （2 学时） 

主要讲述开关电源磁性材料、磁芯结构、漆包线和趋肤效应、开关变压器设

计、加工工艺和绝缘处理等。（对应毕业要求：3.2） 

7、开关电源 PCB 设计 （2 学时） 

主要讲述与 PCB 设计相关的安规知识、电器产品防电击设计分类、电源产品

执行的安规标准、绝缘等级与安全间距、PCB 设计规则、PCB 板工艺规划、AC

输入滤波电路布局布线原则、关键回路与节点走线、地线处理 、PCB 散热设计。

（对应毕业要求：3.2） 

8、反激变换器原理与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反激变换器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关键节点的波形图，重要参数的

计算方法，以及反激变换器 PWM 电路、开关变压器设计与反激变换器设计实例。

（对应毕业要求：3.2） 

9、正激变换器原理与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正激变换器电路结构、工作原理、正激变换器磁通复位方式、三绕

组去磁复位正激变换器、关键节点的波形、变压器参数选择、重要参数的计算方

法及去磁复位正激变换器设计。（对应毕业要求：3.2） 

10、推挽式变换器原理与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推挽式变换器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关键节点的波形图，变压器参

数选择、重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对应毕业要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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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半桥式变换器原理与设计（4 学时） 

主要讲述半桥式变换器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关键节点的波形图，重要参数

的计算方法，以及半桥式变换器 PWM 控制电路、半桥开关变压器设计、半桥式

变换器设计实例。（对应毕业要求：3.2） 

12、全桥式变换器原理与设计 （2 学时） 

主要讲述全桥式变换器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关键节点的波形图，重要参数

的计算方法。（对应毕业要求：3.2）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电力电子器件性能测量实验（选做，对应毕业要求：3.2，3.3） 

1、GTR、MOSFET、IGBT、GTO 的器件实验； 

2、驱动电路、缓冲电路。通过改变电路中的各种参数，可以了解器件的开、

关断时间、驱动方式及合适的缓冲电路对器件的保护作用。 

实验二  非隔离式降压开关电源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3.3） 

1、Buck 型直流斩波电路实验； 

2、能测量电流连续状态的基本电量关系和外特性，能观测电流连续状态功

率管、电感、二极管的工作波形，能观测电流断续状态各器件的工作波形，能观

测改变频率对电流连续点的影响； 

3、根据不同的电感设计要求制作出不同的电感并安装到电路中去，测量电

路工作性能。 

实验三  非隔离式升压开关电源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3.3） 

1、Boost 型直流斩波电路实验； 

2、能测量电流连续状态的基本电量关系和外特性，能观测电流连续状态功

率管、电感、二极管的工作波形，能观测电流断续状态各器件的工作波形，能观

测改变频率对电流连续点的影响； 

3、根据不同的电感设计要求制作出不同的电感并安装到电路中去，测量电

路工作性能。 

实验四  隔离式反激开关电源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3.3） 

1、反激式变换电路实验； 

2、能观测电流连续状态主功率管、变压器、变压器副边二极管的工作波形，

能观测电流断续状态以上各器件的工作波形，开关占空比要在 0-0.7 之间可调，

开关频率可调范围为：40K～62k； 

3、能根据不同的变压器设计要求制作出不同的变压器并安装到电路中去，

测量电路工作性能。 

实验五  隔离式半桥开关电源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3.3） 

1、半桥式变换电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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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观测电流连续状态主功率管、变压器、变压器副边二极管的工作波形，

能观测电流断续状态以上各器件的工作波形，开关占空比要在 0-0.7 之间可调，

开关频率可调范围为：40K～62k； 

3、能根据不同的变压器设计要求制作出不同的变压器并安装到电路中去，

测量电路工作性能。 

四、教学方法与课程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和评价依据等 

指标点 3.2：掌握电

气工程技术核心知

识，具备电气产品设

计、技术开发与工程

设计能力.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开关电源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设计提出复

杂问题并讲授解决方案、基本原理、设计方法和特点；通过

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电子技

术应用的不同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

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3.3 具有方案

设计中综合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及环境的意

识。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开关电源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式

讲授开关电源变换电路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点；通过学生

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开关电源应用的

不同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

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

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3.2 10 

实验 

（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3.2，3.3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

资料） 

3.2，3.3 10 

期末考试 

（60%） 

填空 3.2 10 

选择/是非 3.2 10 

分析计算  3.2 4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开关电源原理、设计及实例》陈纯锴，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2. 《开关电源技术与设计》，潘永雄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3. 《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张占松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9 

4.  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讲义，校内自编 

 

制定人：  刘辉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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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及系统仿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186P1           英文名称：Matlab & System Simulation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计算机基础及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信号分析与处理、控制工程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 MATLAB软件的常用操作，掌握 MATLAB基本计算、矩阵处理、

数组运算和字符串操作函数。 

目标 2：掌握二维图形和三维图形的绘制方法。理解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工具

GUIDE的基本概念和用途，熟悉其基本控件和 GUIDE常用工具及其设置，理解图

形句柄和句柄命令，掌握使用 GUIDE设计 GUI 的方法。 

目标 3：掌握符号对象和符号表达式的运算，熟悉相关功能函数的调用，掌

握使用符号运算解决微积分、方程求解、级数等问题的方法。 

目标 4：掌握常用程序控制语句、程序流的控制、函数调用及变量传递、数

据的输入和输出，M文件的调试、分析和优化，熟悉数值分析方法。 

目标 5：熟悉 Simulink的操作界面和基本模块，掌握 Simulink主要功能模

块的处理和仿真参数设置，学会系统仿真的方法。掌握控线性制系统模型的创建，

使用时域、频域和根轨迹法对系统的稳定性、稳态误差和暂态性能等进行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MATLAB基本运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熟悉 MATLAB的开发环境，掌握使用 MATLAB 的文字处理工具 Notebook，

使用 MATLAB的帮助系统。  

1.2掌握向量的运算，矩阵和数组的运算。 

1.3掌握字符串和日期型数组的操作，多项式的运算。 

1.4掌握结构体和元胞数组。  

（二）数据可视化和高级图形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掌握绘制二维曲线并标注文字，在同一窗口绘制多条曲线。 

2.2掌握绘制特殊图形，绘制三维图形。 

2.3掌握创建多控件的用户界面 

2.4掌握创建多媒体用户界面 

（三）符号运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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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掌握符号表达式的创建和算术式运算 

3.2掌握符号表达式的运算。 

3.3掌握符号表达式的微积分和积分变换。 

3.4掌握符号方程的求解。 

（四）程序设计和 M文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掌握使用函数调用并调试程序。 

4.2掌握使用 M脚本和 M函数文件。 

4.3掌握使用函数句柄和匿名函数进行数值分析。 

（五）Simulink仿真和线性控制系统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

时） 

5.1掌握连续系统模型的分析和校正，使用 S 函数创建仿真模型并调试。 

5.2掌握创建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简化连接系统的数学模型。 

5.3掌握对控制系统性能进行分析，使用线性系统的图形工具进行分析。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MATLAB教程及实训》（第 2 版），曹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MATLAB教程》，张志涌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2015.01 

2. 《MATLAB基础教程》（第 3版），薛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9 

3. 《MATLAB完全自学手册》，张志美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0 

4. 《精通 MATLAB7》，王正林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10 

5. 《MATLAB 从入门到精通》，周建兴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上机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上机编程和仿真的方式考试，主要内容：基本计

算、矩阵处理、符号运算、图形显示、程序设计及 Simulink 仿真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邹海荣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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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

MATLAB软件

的常用操作，

掌握 MATLAB

基本计算、矩

阵处理、数组

运算和字符串

操作函数。 

目标 2：掌握二维

图形和三维图形

的绘制方法。熟悉

图形用户界面设

计工具的基本控

件和常用工具及

设置，掌握使用

GUIDE设计 GUI的

方法。 

目标 3：掌握符

号对象和符号

表达式的运

算，熟悉相关

功能函数的调

用，掌握使用

符号运算解决

微积分、方程

求解、级数等

问题的方法。 

目标 4:掌握常

用程序控制语

句、程序流的控

制、函数调用及

变量传递、数据

的输入和输出，M

文件的调试、分

析和优化，熟悉

数值分析方法。 

目标 5：掌握

Simulink主要

功能模块的处

理和仿真参数

设置。掌握控线

性制系统模型

的创建，使用时

域、频域和根轨

迹法对系统性

能等进行分析。 

1.1 熟悉 MATLAB 的开发环

境，掌握使用 MATLAB的文字

处理工具 Notebook，使用

MATLAB的帮助系统。 

√     

1.2 掌握向量的运算，矩阵

和数组的运算。 
√     

1.3 掌握字符串和日期型数

组的操作，多项式的运算。 
√     

1.4 掌握结构体和元胞数

组。 
√     

2.1 掌握绘制二维曲线并标

注文字，在同一窗口绘制多

条曲线。 

√ √  √ √ 

2.2 掌握绘制特殊图形，绘

制三维图形。 
√ √  √ √ 

2.3 掌握创建多控件的用户

界面 
 √   √ 

2.4 掌握创建多媒体用户界

面 
 √   √ 

3.1 掌握符号表达式的创建

和算术式运算 
  √   

3.2 掌握符号表达式的运

算。 
  √   

3.3 掌握符号表达式的微积

分和积分变换 
  √   

3.4掌握符号方程的求解。   √   

4.1 掌握使用函数调用并调

试程序。 
   √  

4.2 掌握使用 M 脚本和 M 函

数文件。 
√ √ √ √  

4.3 掌握使用函数句柄和匿

名函数进行数值分析。 
   √  

5.1 掌握连续系统模型的分

析和校正，使用 S 函数创建

仿真模型并调试。 

    √ 

5.2 掌握创建控制系统的数

学模型，简化连接系统的数

学模型。 

    √ 

5.3 掌握对控制系统性能进

行分析，使用线性系统的图

形工具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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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12B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Circuit Analysi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网络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的基本概念，电路的等效分析法以及电路的基本定理。 

目标 2：掌握正弦电路的相量分析法及 R、L、C 串并联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 3：掌握三相星形联结、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 4：掌握一阶电路的三种响应方式及其三要素法时域计算。 

目标 5：掌握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以及基本分析法（理论 14 课时+实验 2 课

时） 

理论教学 

1.1  了解电路模型和理想元件的基本概念，理解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 

  （2 课时） 

1.2  掌握电阻元件、电感、电容元件、独立电压源、电流源的伏安关系 

  （2 课时） 

1.3  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及其电路中的应用计算。 （2 课时） 

1.4  掌握电阻串并联等效及实际两种电源的等效互换。 （2 课时） 

1.5  掌握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的应用。 （4 课时） 

1.6  掌握叠加定理及其电路中的分析应用。 （2 课时） 

实验教学 

1.1   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电压电位的测量 （2 课时） 

（二）单相正弦交流电路（理论 12 课时+实验 2 课时） 

理论教学 

2.1  理解正弦电路的基本概念和正弦量的三要素。 （2 课时） 

2.2  理解复数的基本知识，掌握正弦电路的相量分析法。 （2 课时） 

2.3  掌握 R、L、C 单一参数电路伏安关系的相量形式及串并联的电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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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复阻抗的分析和计算 （5 课时） 

2.4  了解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条件 （1 课时） 

2.5  理解阻抗的串并联等效及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计算。（2 课时） 

实验教学 

2.1  交流线圈的参数测量 （2 课时） 

（三）三相电路（理论 8 课时+实验 2 课时） 

理论教学 

3.1  理解三相对称电源的基本概念，掌握三相电源的星形联结和三角形联结

的两种方式及其各自的电压关系 （2 课时） 

3.2  掌握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 （3 课时） 

3.3  掌握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 （2 课时） 

3.4  理解三相电路功率的分析和计算。 （1 课时） 

实验教学 

3.1  三相星形负载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2 课时） 

（四）线性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理论 6 课时+实验 2 课时） 

理论教学 

4.1  理解动态电路的基本概念，掌握动态电路换路定律及初始值、稳态值的

计算。  （2 课时） 

4.2  了解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零输入响应。 （2 课时） 

4.3  掌握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三要素法。 （2 课时） 

实验教学 

4.1  一阶 RC 电路充放电过程的研究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工基础例题与习题》，王云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电工基础》，陈菊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3、《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练习 20%、考勤和作业 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用元件

的伏安特性、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计算，电阻和实际电源的等效，节

点电压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的应用计算，R、L、C 串联和并联电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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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算，三相星形联结和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分析和计算；一阶电路的时域分

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万军红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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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

的基本概念，电

路的等效分析法

以及电路的基本

定理 

目标 2：掌握正

弦电路的相量

分析法及 R、L、

C串并联电路

的分析和计算 

目标:3:掌握

三相星形联

结、三角形联

结负载电路的

分析和计算 

目标 4：掌握

一阶电路的三

种响应方式及

其三要素法时

域计算 

目标 5：掌

握常用电

工电子仪

器仪表的

使用 

1.1了解电路模型和理想元件的基
本概念，理解电流、电压的参考方
向 

√     

1.2掌握电阻元件、电感、电容元件、
独立电压源、电流源的伏安关系 

√     

1.3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及其电路中
的应用计算 

√     

1.4掌握电阻串并联等效及实际两
种电源的等效互换 

√     

1.5掌握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和
节点电压法的应用 

√     

1.6掌握叠加定理及其电路中的分
析应用 

√     

实验 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电压
电位的测量 

    √ 

2.1  理解正弦电路的基本概念和
正弦量的三要素 

 √    

2.2  理解复数的基本知识，掌握正
弦电路的相量分析法 

 √    

2.3 掌握 R、L、C单一参数电路伏
安关系的相量形式及串并联的电
压、电流和复阻抗的分析和计算 （5课时） 

 √    

2.4  了解 R、L、C串联电路的谐振
条件（1课时） 

 √    

2.5  理解阻抗的串并联等效及正
弦交流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计算 

 √    

实验 2：交流线圈的参数测量     √ 

3.1  理解三相对称电源的基本概
念，掌握三相电源的星形联结和三
角形联结的两种方式及其各自的电
压关系 

  √   

3.2  掌握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
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 

  √   

3.3  掌握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
路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 

  √   

3.4  理解三相电路功率的分析和
计算 

  √   

实验 3：三相星形负载电压和电流的
测量 

    √ 

4.1  理解动态电路的基本概念，掌
握动态电路换路定律及初始值、稳
态值的计算 

   √  

4.2  了解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零输入响应 

   √  

4.3  掌握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三
要素法 

   √  

实验 4：一阶 RC电路充放电过程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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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磁场 

英文名称：Electromagnetic fields 

课程代码：013216A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工程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电机学，电气控制及 PLC，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与绝

缘技术，开关电源，低压电器及其控制 

 

一、课程性质 

电磁场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

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电磁场的基本定律、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了解电磁场

边值问题的表述以及数值计算方法。了解电磁场方法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为后

续课程的学习和解决工程电磁场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能运用所学知识，对简单的静电场问题进行分析和计算，并理

解相应物理量的内涵。理解唯一性定理的思想，比较熟练地掌握镜像法，对电容

及电场能量有一定了解，会运用虚位移法计算电场力。 

课程目标 2、能应用所学知识，通过与静电场的对比，对恒定电场进行相应

的比拟和计算。着重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掌握和简单应用。 

课程目标 3、理解恒定磁场的方程，熟练掌握安培环路定理，能进行自感和

互感的简单计算，对恒定磁场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课程目标 4、熟练掌握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组，并深刻理解麦克斯韦电磁场

方程组中各项的意义，理解能量及传输，掌握电磁位及其微分方程。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绪论和矢量分析及场论 （4 学时） 

理解学习工程电磁场的意义；掌握矢量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定律；了解场论中

梯度、散度、旋度、通量和环量等基本概念。（对应毕业要求：1.2，2.2，4.1） 

2、静电场 （6 学时） 

理解电场强度与电位的定义、电场强度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性质和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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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位之间的关系；了解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极化强度和电位移向量；掌

握高斯通量定理和无旋性构成的静电场的基本方程及电场强度、电位和电位移在

不同媒质分界面的边界条件，泊松方程和拉斯方程，了解求解边值问题的常用的

方法和场的实验研究；理解边值问题解答的唯一性；重点掌握分离变量法。掌握

电轴法和镜象法计算简单的电场问题；了解电容的计算原则及导体系统部分电容

的概念；理解能量、能量密度和力的概念掌握它们的计算。（对应毕业要求：1.2，

1.3，2.2，4.1） 

3、恒定电场 （4 学时） 

理解电流与电流密度的定义、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功率密度和电流连续性

原理；掌握导电媒质中的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和不同媒质分界面上的边界条件；

理解导电媒质中的恒定电场静电场的比拟；了解接地电阻与跨步电压的概念。（对

应毕业要求：1.2，1.3，2.2，4.1） 

4、恒定磁场 （6 学时） 

理解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磁化强度的定义及三者间关系和磁通连续性原

理；了解磁偶极子、偶极矩、磁化率和磁化电流的概念；理解并会用毕-沙定律和

安培环路定律；掌握恒定磁场的基本方程和镜象电流法；理解磁感应强度、磁场

强度、标量磁位、矢量磁位在不同媒质分界面上的边界条件；掌握两种位函数满

足的方程；了解电感的定义和计算原则；会计算磁场能量和磁场力；掌握磁路的

概念和计算。（对应毕业要求：1.2，1.3，2.2，4.1） 

5、时变场 （8 学时） 

理解电磁感应定律、时变条件下的电流连续性方程；掌握麦克斯韦方程及其物理

意义；理解坡印廷矢量的含义并会应用坡印廷定理分析电磁能传输的问题；理解动态

位与场量间的关系；了解似稳场的概念。（对应毕业要求：1.2，1.3，2.2，4.1） 

6、电磁场边值问题的解析方法 （4 学时） 

理解一维泊松方程的解析积分解法、拉普拉斯方程的分离变量法，掌握静电

场、恒定磁场的镜像法。（对应毕业要求：1.2，1.3，2.2，4.1）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和评价依据等 

指标点 1.2：能够针

对电气工程领域的

具体对象建立数学

模型并求解 

0.4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磁场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式讲授电

磁场的基本原理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

论等环节了解电磁场课程的应用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

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1.3：能够将

专业知识和数学模

型方法用于推演、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磁场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式讲授电

磁场的基本原理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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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电气工程领域

的专业工程问题，

并能够比较与综合 

论等环节了解电磁场课程的应用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

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2.2：能够运

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

原理，适当表述电

气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建立模

型并求解。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磁场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式讲授电

磁场的基本原理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

论等环节了解电磁场课程的应用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

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4.1：能够基

于科学原理，通过

文献研究或相关方

法，分析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磁场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式讲授电

磁场的基本原理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

论等环节了解电磁场课程的应用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

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平时成绩 40%（考勤、课堂提问/讨论、

作业等），期末考试 6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

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平时表现 

（考勤、课堂提问/讨论） 

1.2、1.3、

2.2、4.1 
2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1.2、1.3、

2.2、4.1 
2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度，基本分析计

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题型主要有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计算分析题等 

1.2、1.3、

2.2、4.1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工程电磁场》，王泽忠、全玉生、卢斌先编著，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工程电磁场导论》，冯慈璋、马西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电磁场基础》，马信山、张济世、王平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年 

4、《工程电磁场简明手册》，刘鹏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制定人：  王爱元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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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28P1《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28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电气类、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新能源发电及其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能源、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掌握能量转换的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能量转换基本知识--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半导体

物理、电化学基础。 

目标 3：掌握太阳能热利用、太阳电池、生物质能、风能、小水电和潮汐能、

波浪能、地热能及氢能与燃料电池的基本原理。 

目标 4：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新能源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培养从事新能源应用技术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 基础概念模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学习内容 （4学时） 

1.1掌握能源、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2课时） 

1.2掌握能量转换基础知识。 （2课时） 

（二）光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2.1掌握太阳能热利用的工作原理。 （1课时） 

2.2掌握太阳能光伏材料到光伏组件的制备方法。 （1课时） 

2.3掌握太阳能光伏发电电路的工作原理。 （2课时） 

（三） 风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3.1掌握风能及利用的基本原理。 （1课时） 

3.2掌握风机和电动机的概念。 （1课时） 

3.3风电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2课时） 

（四）其它能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4.1掌握小水电和潮汐能发电的基本原理与概念。 （1课时） 

4.2掌握波浪能发电的基本原理与概念。 （1课时） 

4.3掌握地热能发电的基本原理与概念。 （1课时） 

4.4掌握氢能与燃料电池发电的基本原理与概念。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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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可再生能源概论》，左然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能源科学导论》，黄素逸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4 

2.《新能源工程》，刘荣厚，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7 

3.《能源与节能技术》，黄素逸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12 

4.《新能源》，李方正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30%）及考

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太阳能热利用以

及光伏发电电路的工作原理、风能及利用的基本原理、风机和电动机的概念、小

水电和潮汐能发电的基本原理与概念、波浪能发电以及地热能发电和氢能与燃料

电池发电的基本原理与概念。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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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能源、

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掌握能量转换的

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能量转

换基本知识--工程

热力学、流体力学、

传热学、半导体物

理、电化学基础。 

 

目标 3：掌握太阳能

热利用、太阳电池、

生物质能、风能、

小水电和潮汐能、

波浪能、地热能及

氢能与燃料电池的

基本原理。 

目标 4使学生获

得新能源的基本

知识，为培养从

事新能源应用技

术人才打下良好

的基础。 

 

1.1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 √    

1.2能量的各种形式与转换 √    

1.3能量的定义与分类 √    

1.4能量的品质评价 √    

1.5我国的能源问题 √   √ 

2.1工程热力学基础  √   

2.2流体力学基础  √   

2.3传热学基础  √   

2.4半导体物理基础  √   

2.5电化学反应基础  √   

3.1太阳能热利用   √  

3.2 太阳电池的原理、发展历史

和现状 
  √  

3.3生物质能   √  

3.4风力发电的结构与控制   √  

3.5 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及水轮

机的工作原理 
  √  

3.6波浪能转换技术及范例   √  

3.7地热能的工作原理   √  

3.8氢能与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  

4.1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2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和前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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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及 PL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电气控制及 PLC 

英文名称：Electrical Control and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课程代码：013242C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路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机学。 

后续课程：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低压电器及其控制、系统集成综合实验。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电气控

制基本知识，西门子 S7-300PLC 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系统配置、指令系统及

STEP7 编程软件。对照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统，学习 PLC 控制系统梯形图设

计、STL 语句表及功能方块图设计方法等。通过理论及实验教学，学生能根据控

制系统的功能要求，采用顺序控制和结构化编程方法编写 PLC 梯形图程序，并完

成调试。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熟悉继电器-接触器

控制系统基本知识，掌握电动机的起、保、停和电动机正、反转等基本电气控制

电路。 

课程目标 2、了解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构成及工作原理，熟悉西门子 S7-300 

PLC 的系统配置、指令系统及 STEP7 编程软件。 

课程目标 3、掌握 S7-300 PLC 程序的设计方法，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要求编

写 PLC 梯形图程序，掌握顺序控制和结构化编程方法。 

课程目标 4、掌握 S7-300 PLC 实验项目设计及调试方法。通过本课程所包含

的实验项目教学理解和掌握 S7-300PLC 硬件组态、符号表、变量表等的功能和设

计方法；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要求采用顺序设计 PLC 程序并完成调试运行，实验

完成后需按规范撰写实验报告并进行分析总结。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电气控制基础知识 （6 学时） 

简述电器的作用及分类、常用低压电气，重点讲述电气控制电路。熟悉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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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的定义与分类，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熟悉常用低压电器的工作原

理，掌握常用低压电器的选用。掌握电动机的起、保、停控制电路；电动机正、

反转控制电路等。为学习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原理及其控制技术打下必要的

基础。（对应毕业要求：3.2） 

2、 PLC 概述 （2 学时） 

简述 PLC 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介绍 PLC 的分类及西门子 S7-300/400 PLC 与

S7-200 PLC 各自的基本特点、主要功能及适用范围。将 PLC 控制系统与继电器

接触器控制系统进行比较。了解 PLC 的产生及发展，理解 PLC 的定义及分类，

熟悉 PLC 的基本特点及主要功能，理解可编程序控制器替代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方

法。（对应毕业要求：3.2） 

3、 PLC 的硬件组成及工作原理 （6 学时） 

简述PLC的硬件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及PLC的工作原理，重点述S7-300 PLC 

硬件组成、硬件配置以及 I/O 模块和外部设。简单介绍西门子 PLC 网络通信简介。

熟悉西门子 S7-300 PLC 的硬件组成及各部分功能，了解 PLC 的工作原理。熟悉

西门子S7-300 PLC的 I/O模块和外部设备及网络通信，掌握西门子S7-300 PLC 硬

件组成及硬件配置方法。（对应毕业要求：3.2） 

4、PLC 编程基础 （4 学时） 

主要讲述 PLC 的 2 种编程语言，即梯形图（LAD）和语句表（STL），重点

讲述 

S7-300 PLC 编程基础知识。熟悉 STEP7 的程序结构、数据类型、结构化程

序中的块、存储器与寄存器分类及功能及 STEP7 的指令类型就指令结构。掌握

PLC 的梯形图与语句表编程的基本特点及 S7-300 PLC 的编址与寻址方式。（对

应毕业要求：3.2） 

5、S7-300 PLC 指令系统及编程 （12 学时） 

重点讲述逻辑指令、定时器与计数器指令、数据处理与算术运算指令、程序

执行控制指令及指令系统综合应用。本章内容为课程重点内容，是 S7—300 PLC

编程基础。学生必须掌握各种位逻辑与字逻辑指令、定时器与计数器指令、数据

处理与算术运算指令及程序执行控制指令等。（对应毕业要求：3.2） 

6、STEP7 结构化程序设计 （6 学时） 

讲述 STEP7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包括结构化编程与中断、数据块及其数

据结构、功能块编程与调用、组织块及其应用及结构化程序设计举例。理解 STEP7

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并根据控制对象的控制要求采用结构化程序设计方

法进行控制系统硬件设计及应用程序设计。（对应毕业要求：3.2） 

 7、 PLC 控制系统设计 

学习 PLC 控制系统的设计原则、内容与步骤；学习 PLC 控制系统的硬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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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及软件设计；学习 PLC 控制系统的人机接口设计等。本章内容为学生课后在“可

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时自学，教师加以指导，并在课程设计中加以运

用。（对应毕业要求：3.2）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STEP7 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 （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 

1、熟悉 PLC 实验装置，S7-300 系列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方法； 

2、通过实验熟悉 STEP7 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硬件组态和参数设置、

符号表和逻辑块的生成、STEP7 与 PLC 的在线连接和在线操作。 

实验二  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基本操作 （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 

1、熟悉 PLC 实验装置及实验箱，S7-3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方法； 

2、掌握位逻辑功能的编程方法； 

3、掌握定时器的正确编程方法，并学会定时器的应用，用编程软件对可编

程控制器的定时器运行进行监控； 

4、掌握计数器的正确编程方法，并学会计数器的应用，用编程软件对可编

程控制器的计数器运行进行监控；  

实验三 基本指令编程实验 （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 

1、熟练运用 PLC 的基本指令，编制满足控制要求的程序，并进行模拟调试。 

2、了解用 PLC 解决实际生产控制要求的全过程。 

实验四 顺序控制程序的编程实验 （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 

1、熟悉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 

2、掌握用起、保、停方法或置位、复位方法进行顺序控制的编程。 

实验五 数据处理和数字运算操作 （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 

1、熟悉 PLC 实验装置，S7-300 系列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方法； 

2、掌握装入指令与传送指令、比较指令、数据转换指令使用方法，验证相

关结果。 

3、掌握部分数学运算指令和移位与循环移位指令使用方法，验证相关的结果。 

实验六 程序结构化编程 （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2） 

1、熟悉 STEP7 编程软件的结构化编程使用方法； 

2、熟悉用结构化编程方法来进行编程。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3.2：掌握电

气工程技术核心知

识，具备电气产品设

计、技术开发与工程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基本知识和讲授可编程

控制器的基本构成工作原理、系统配置、指令系统等。利用学

校西门子 PLC 实验设备学习和熟悉 STEP7 编程软件及 S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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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能力。 系统配置、指令系统等。根据控制功能要求，通过相关实验掌

握一般 PLC 程序设计。课堂教学过程中，给出几个不同的课题，

让学生课后分组讨论，下次上课开始时让各组同学代表介绍各

自程序并点评。平时实验一般 2 人一组，根据实验项目要求实

验前一起讨论编写顺序功能图及梯形图，到实验室一人接线一

人利用 STEP7 编程软件输入梯形图程序，并一起调试。对于比

较复杂控制课题组成多人团队，通过分工协作在 PLC 实验室完

成程序设计及调试运行。实验完成每位学生均需要书写相关实

验报告。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10%、）出勤

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10%）、实验（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3.2 10 

实验 

（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3.2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

查阅资料） 

3.2 1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度，

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

选择题、简答题、分析编程题等 

3.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西门子 PLC 应用及课程设计》（第 2 版），柳春生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1 

2. 《S7—300/400 PLC 应用教程》（第 2 版）廖常初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1 

3. 《工厂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 （第 4 版），张振国 方承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10 

4.《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黄永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3 5.   

5.电气控制及 PLC 实验讲义，校内自编 

 

制定人：   商雨青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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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系统集成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50A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integrative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5/30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风电场电气系统、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与设计、传热学、工程热力学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新能源发电系统集成综合实验》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

实践课程，是本专业学习的后续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专业综合实验是检验学生

是否掌握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的重要手段，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 

通过本综合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和平时实验内容，使学生初

步具备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领域内的应用开发的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与

测试的实际能力，强化学生的知识实践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新能力，从而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内容 

具体安排如下表 1所示。 

序 号 内   容 时间（学时） 

 

 

 

 

 

 

风电实验 

模块 

实验一、双馈异步发电机的运行机制实验；  

 

 

 

 

 

10学时 

实验二、机械速度对发电机电压的影响； 

实验三、转子频率变化的影响； 

实验四、转子电流的影响； 

实验五、双馈异步发电机与电网的同步；  

实验六、有功功率调整； 

实验七、次同步运行时的功率调整 

实验八、超同步运行时的功率调整 

实验九、功率分配 

实验十、无功功率调整 

实验十一、发电机无功功率的调整 

实验十二、变流器无功功率的调整 

 

 

 

光伏发电实验

模块 

实验一：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转换实验  

 

 

10学时 

实验二：环境对光伏转换的影响实验 

实验三：太阳能电池板的直接负载实验 

实验四：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实验 

实验五：光伏型控制器充放电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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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户用型控制器充放电实验 

实验七：逆变器负载实验 

 

工程散热实验

模块 

实验一：稳态传热过程实验 
 

 

10学时 

实验二：非稳态传热过程实验 

实验三：液-气对流换热系数测试 

实验四：综合换热试验测试 

合计 30 

学生根据所学的相关新能源技术知识点完成以上实验，相关要求如下：  

1、设计要求两到三人一组（特殊实验可调整实验人数），根据分配到不同的

题目进行实验设计与操作。 

2、要求提交的实现文档（包括封面及目录）。 

（1） 综合实验题目的整体方案（包含系统的硬件、软件要求）； 

（2） 实验设计的详细思路或详细流程图； 

（3） 综合实验总结，总结可以包括：综合实验过程的收获、遇到问题、遇

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的思考、对本门课程的思考、在综合实验过程中应用等内容。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传热学实验指导书》，自编. 2017. 

《光伏发电系统实验指导书》，自编. 2017. 

《风力发电系统实验指导书》，自编. 2017. 

四、课程考核 

考核方法：综合实验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验报告，设计硬件、软件程序，

程序能够实现设计要求并调试通过。 

成绩评定：专业综合实验成绩分两部分，平时 20%，实验报告占 40％，教师

对学生进行的实验操作考核占 40％。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张延迟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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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根据所学相

关知识，分析和解

决风力发电系统中

设备安装、运行和

维护中遇到的工程

问题 

目标 2：根据所学相

关知识，分析和解决

光伏发电系统中设备

安装、运行和维护中

遇到的工程问题 

目标 3： 正确选取传热的

三种基本方式和综合传热

过程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分析和解决新能源发电设

备中如电机、开关模块芯

片控制、光伏板面局部过

热等在工程运用中遇到的

散热问题 

实验一、双馈异步发电机的运行机制实验； √   

实验二、机械速度对发电机电压的影响； √   

实验三、转子频率变化的影响； √   

实验四、转子电流的影响； √   

实验五、双馈异步发电机与电网的同步；  √   

实验六、有功功率调整； √   

实验七、次同步运行时的功率调整 √   

实验八、超同步运行时的功率调整 √   

实验九、功率分配 √   

实验十、无功功率调整 √   

实验十一、发电机无功功率的调整 √   

实验十二、变流器无功功率的调整 √   

实验一：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转换实验  √  

实验二：环境对光伏转换的影响实验  √  

实验三：太阳能电池板的直接负载实验  √  

实验四：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实验  √  

实验五：光伏型控制器充放电实验  √  

实验六：户用型控制器充放电实验  √  

实验七：逆变器负载实验  √  

实验一：稳态传热过程实验 √  √ 

实验二：非稳态传热过程实验 √  √ 

实验三：液-气对流换热系数测试 √   

实验四：综合换热试验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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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电气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52P1        英文名称：Wind farm electrical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风力发电、新能源发电与并网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风电场电气部分的构成、电气主接线的设计要求及接线形式。 

目标 2：掌握风电场一次设备风力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载流导体等

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风电场一次设备的选择的一般条件及相关指标。 

目标 4：掌握风电场二次系统各个元件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目标 5：掌握配电装置的设计要求及分类。 

目标 6：掌握风电场的防雷措施及接地原则。 

目标 7 了解风电场中电力电子装置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风电场和电气部分的基本概念 （3课时） 

1.1风力发电概述 

1.2风电场的概念 

1.3电气与电气部分的基本概念 

1.4电气部分的图示 

（二）风电场电气部分的构成和主接线方式 （6课时） 

2.1风电场电气部分的构成。 

2.2电气主接线及设计要求。 

2.3常用的电气主接线的形式 

2.4风电场电气主接线的设计。 

（三）风电场主要一次设备 （9课时） 

3.1风力发电机。 

3.2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等。 

3.3电弧、断路器、隔离开关、熔断器等开关设备。 

3.4载流导体的材料、形状、功能。 

3.5 电抗器和电容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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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互感器的简介及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2课时） 

（四）风电场一次设备的选择 （6课时） 

4.1 导体的发热和电动力。 

4.2电气设备选择的依据。 

4.3 变压器的选择 

4.4 开关设备的选择 

4.5互感器的选择 

4.6导体的选择 

（五）风电场电气二次系统 （9课时） 

5.1继电器的结构及原理 

5.2接触器、控制开关、小母线等二次部分的原件 

5.3保护回路、控制回路、测量回路、信号回路和操作电源系统 

5.4 风电场的二次部分 

5.5 升压变压器的二次部分 

5.6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技术 

（六）配电装置 （6课时） 

6.1 配电装置的图示 

6.2配电装置的设计要求 

6.3配电装置的分类 

6.4 风电机组的位置排列 

6.5升压变电站的电工建筑物的布置 

（七）风电场的防雷与接地 （6课时） 

7.1 雷电的产生机理、危害及维护 

7.2 接地的原理、意义及降低接地电阻的措施 

7.3大型风力发电机的防雷保护 

7.4 电气系统的防雷保护 

7.5升压变电站的防雷保护 

（八）风电场中的电力电子技术 （3课时） 

8.1电力电子技术基础 

8.2风电机组并网变流器 

8.3 无功补偿与电压控制装置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风电场电气系统》，朱永强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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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电场工程技术手册》，宫靖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 《变压器实用技术大全》，希思科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 《风力发电》，王承熙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 

4.《风力发电中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李建林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曹喜民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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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风电场电气

部分的构成、

电气主接线

的设计要求

及接线形式。 

目标 2：掌握

风电场一次

设备风力发

电机、变压

器、开关设

备、载流导

体等的结构

及工作原

理。 

目标 3：

掌握风电

场一次设

备的选择

的一般条

件及相关

指标。 

目标 4：

掌握风电

场二次系

统各个元

件的结构

及工作原

理。 

目标 5：

掌握配

电装置

的设计

要求及

分类。 

目标 6：掌

握风电场

的防雷措

施及接地

原则。 

目标 7 :

了解风

电场中

电力电

子装置

的作用

及工作

原理。 

 

1.1风力发电概述 √       

1.2风电场的概念 √       

1.3 电气与电气部分的基本概

念 
√       

1.4电气部分的图示 √       

2.1风电场电气部分的构成。 （6课时） √       

2.2电气主接线及设计要求。 （1课时） √       

2.3常用的电气主接线的形式 （1课时） √       

2.4风电场电气主接线的设计。

（5课时） 
√       

3.1风力发电机。 （2课时）  √      

3.2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等。（4课时） 
 √      

3.3电弧、断路器、隔离开关、

熔断器等开关设备。 （2课时） 
 √      

3.4 载流导体的材料、形状、

功能。（2课时） 
 √      

3.5 电抗器和电容器。 （2课时）  √      

3.6 互感器的简介及电流互感

器和电压互感器。 （2课时） 
 √      

4.1 导体的发热和电动力。（3

课时 
  √     

4.2电气设备选择的依据。 （3课时）   √     

4.3 变压器的选择   √     

4.4 开关设备的选择   √     

4.5互感器的选择。   √     

4.6导体的选择   √     

5.1继电器的结构及原理    √ √   

5.2 接触器、控制开关、小母

线等二次部分的原件 
   √    

5.3 保护回路、控制回路、测

量回路、信号回路和操作电源

系统 

   √    

5.4 风电场的二次部分    √    

5.5 升压变压器的二次部分    √    

5.6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技术    √    

6.1 配电装置的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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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配电装置的设计要求     √   

6.3配电装置的分类     √   

6.4 风电机组的位置排列     √   

6.5 升压变电站的电工建筑物

的布置 
    √   

7.1 雷电的产生机理、危害及

维护 
     √  

7.2 接地的原理、意义及降低

接地电阻的措施 
     √  

7.3 大型风力发电机的防雷保

护 
     √  

7.4 电气系统的防雷保护      √  

7.5升压变电站的防雷保护      √  

8.1电力电子技术基础       √ 

8.2风电机组并网变流器       √ 

8.3 无功补偿与电压控制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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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55A1          英文名称：Basic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for solar cell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半导体物理 

后续课程：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课程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太阳能电池研究历史，了解太阳光谱，了解太阳电池种类。 

目标 2：掌握太阳能电池的半导体物理基础，太阳能电池的基本原理、损失

与测定； 

目标 3：掌握结晶硅太阳能电池器件与制造技术。 

目标 4：掌握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基本知识； 

目标 5：掌握太阳能电池材料分析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太阳能电池概论 （4课时） 

1.1能源现状 （0.5课时） 

1.2可再生能源 （0.5课时） 

1.3太阳光的使用 （0.5课时） 

1.4太阳电池的种类 （0.5课时） 

1.5太阳能电池的发展 （1课时） 

1.6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太阳能电池的补助政策 （0.5课时） 

1.7关于太阳能电池的知识 （0.5课时） 

（二）太阳能电池的半导体物理基础 （4课时） 

2.1半导体材料分类 （0.5课时） 

2.2晶体结构与能带结构 （0.5课时） 

2.3电子传输性质 （0.5课时） 

2.4本征半导体及非本征半导体 （0.5课时） 

2.5半导体中的电性行为 （0.5课时） 

2.6半导体的结 （0.5课时） 

2.7半导体中的复合过程 （0.5课时） 

2.8半导体的光电性质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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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阳能电池的基本原理 （10课时） 

3.1太阳能电池的基本原理 （2课时） 

3.2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损失 （2课时） 

3.3太阳能电池的电性参数 （2课时） 

3.4太阳能电池的等效电路 （2课时） 

3.5太阳能电池的测定环境 （2课时） 

（四）结晶硅太阳能电池器件与制造 （10课时） 

4.1多晶硅原料的制造技术 （2课时） 

4.2单晶硅片制造技术 （2课时） 

4.3多晶硅片制造技术 （2课时） 

4.4结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种类与结构 （2课时） 

4.5结晶硅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 （2课时） 

（五）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 （6课时） 

5.1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发展前景 （1课时） 

5.2非晶硅材料的结构与特性 （1课时） 

5.3非晶硅材料的光致衰退与改善方法 （1课时） 

5.4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结构 （1课时） 

5.5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制备 （1课时） 

5.6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封装技术 （1课时） 

（六）太阳能电池材料分析技术 （6课时） 

6.1表面结构与微结构分析 （2课时） 

6.2光学特性分析 （2课时） 

6.3电特性分析 （2课时） 

（七）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实验 1：硅片少子寿命测量实验 （2课时） 

实验 2：热红外测量太阳电池组件温度分布 （2课时） 

实验 3：太阳能电池 IV曲线测量 （2课时） 

（八）系统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太阳能电池 材料.制造.检测技术》，翁敏航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3.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第二版）（上册）》，朱美芳，熊绍珍著，科学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53604.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C3%C0%B7%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DC%C9%DC%D5%E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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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7.8 

4. 《硅太阳能电池光伏材料》，滕道祥，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5 

5. 《太阳能电池新技术》，林明献，科学出版社，2012.5 

6. 《太阳能电池技术手册》，戴宝通，郑晃忠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60%，主要包括：实验（20%）、考勤（20%）及平时表现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群超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93252.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B%F8%B5%C0%CF%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2736870.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D6%C3%F7%CF%D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2740977.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4%F7%B1%A6%CD%A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A3%BB%CE%D6%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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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太阳

能电池研究历史，

了解太阳光谱相

关知识，了解太阳

电池种类 

目标 2：掌握太阳

能电池的半导体

物理基础，太阳能

电池的基本原理、

损失与测定； 

目标 3：掌握结

晶硅太阳能电

池器件与制造

技术。 

目标 4：掌握非

晶硅薄膜太阳

能电池的基本

知识； 

目标 5：掌握太

阳能电池材料分

析技术 

能源现状 √     

可再生能源 √     

太阳光的使用 √     

太阳电池的种类 √     

太阳能电池的发展 √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对太阳能电池的补助

政策 

√     

关于太阳能电池的知

识 
√    √ 

半导体材料分类；  √    

晶体结构与能带结构  √    

电子传输性质  √    

本征半导体及非本征

半导体 
 √    

半导体中的电性行为  √    

半导体的结  √    

半导体中的复合过程  √    

半导体的光电性质  √    

太阳能电池的基本原

理 
  √   

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损

失 
  √   

太阳能电池的电性参

数 
  √   

太阳能电池的等效电

路 
  √   

太阳能电池的测定环

境 
  √  √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

池的发展前景 
   √  

非晶硅材料的结构与

特性 
   √  

非晶硅材料的光致衰

退与改善方法 
   √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

池结构 
   √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

池制备 
   √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的

封装技术 
   √  

表面结构与微结构分

析 
    √ 

光学特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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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特性分析     √ 

实验 1：硅片少子寿命

测量实验 
√ √ √  √ 

实验 2：热红外测量太

阳电池组件温度分布 
√ √ √  √ 

实验 3：太阳能电池 IV

曲线测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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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57P1             英文名称：Integration and design of PV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半导体物理、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等 

后续课程：光伏系统建模与仿真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光伏发电系统的构成、工作原理，理解离网光伏发电系统与并

网光伏发电系统的分类与工作原理。 

目标 2：掌握电池组件的基本要求与分类，了解晶硅电池组件的构成与工作

原理，熟悉电池组件的制造，掌握热斑效应及措施、光伏方阵的组合计算。 

目标 3：掌握光伏控制器、逆变器和蓄电池的配置选型，熟悉光伏控制器、

逆变器和蓄电池的技术参数和性能特点。 

目标 4：掌握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常用计算公式。 

目标 5：熟悉光伏发电系统的整体配置与部件选型，掌握直流汇流箱、交流

配电柜、防雷与接地系统等设计，学会设计典型的光伏发电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系统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太阳能光伏发电概述， 1.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构成、工作原理与

分类。  （2课时） 

1.3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1.4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2课时） 

（二）组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电池组件的基本要求与分类，2.2，晶体硅电池组件的构成与工作原理，

2.3 电池组件的制造。 （2课时） 

2.4 光伏方阵。 （2课时） 

（三）配置选型与容量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 太阳能光伏控制器。 （2课时） 

3.2 太阳能光伏逆变器。 （2课时） 

3.3 光伏逆变器的性能特点与技术参数。 （2课时） 

4.1 铅酸蓄电池，4.2 其它储能电池及器件。 （2课时） 

5.1 系统的设计原则步骤和内容，5.2与设计相关的因素和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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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5.3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容量的设计与计算。 （2课时） 

5.4其他几种计算公式和设计方法。 （4课时） 

（四）系统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 （10课时） 

6.1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整体配置，6.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相关设计。

  （2课时） 

6.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配置设计实例。 （4课时） 

9.1 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2课时） 

9.4 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2课时） 

（五）实践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 （10课时） 

1. 掌握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理解日照角度和光强对能量转换的影响。 

  （2课时） 

2. 掌握太阳能电池直接负载连接方法，了解太阳能电池光伏系统直接负载

法的优缺点。 （2课时） 

3. 了解光控型控制器在太阳能系统中的作用，掌握光控型太阳能系统的结

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应用方法。 （2课时） 

4. 了解户用型控制器在太阳能系统中的作用，掌握户用型太阳能系统的结

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应用方法。 （2课时） 

5. 了解铅酸蓄电池工作原理和充放电特性，掌握户用型控制器和铅酸蓄电

池的过充、过放过程和特点。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施工与应用》，李钟实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及其逆变控制》，张兴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1 

2. 《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技术》（第 2版），杨金焕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4 

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王昌国等主编，化学工业出版

社，2012.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20%）、课堂测验（20%）及考勤作

业（20%）。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C%A0%E5%85%B4&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ebooks_1?ie=UTF8&text=%E6%9D%A8%E9%87%91%E7%84%95&search-alias=digital-text&field-author=%E6%9D%A8%E9%87%91%E7%84%95&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E%8B%E6%98%8C%E5%9B%BD&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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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概述、电池

组件与方阵、光伏控制器和逆变器、储能蓄电池、容量设计方法、整体配置与相

关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祁永庆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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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光伏

发电系统的构成、

工作原理，理解离

网光伏发电系统

与并网光伏发电

系统的分类与工

作原理 

目标 2：掌握电

池组件的基本要

求与分类，掌握

热斑效应及措

施、光伏方阵的

组合计算 

目标 3：掌握光伏

控制器、逆变器和

蓄电池的配置选

型，熟悉光伏控制

器、逆变器和蓄电

池的技术参数和

性能特点 

目标 4：掌握

光伏发电系

统的设计方

法和常用计

算公式 

目标 5：熟悉光

伏发电系统的

整体配置与部

件选型，学会

设计典型的光

伏发电系统 

1.1 太阳能光伏发电概述 √     

1.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

构成、工作原理与分类 
√     

1.3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 √     

1.4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     

2.1 电池组件的基本要求与

分类 
 √    

2.2，晶体硅电池组件的构成

与工作原理 
 √    

2.3 电池组件的制造  √    

2.4 光伏方阵  √    

3.1 太阳能光伏控制器   √   

3.2 太阳能光伏逆变器   √   

3.3 光伏逆变器的性能特点

与技术参数 
  √   

4.1 铅酸蓄电池   √   

4.2 其它储能电池及器件   √   

5.1 系统的设计原则步骤和

内容 
   √  

5.2 与设计相关的因素和技

术条件 
   √  

5.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容

量的设计与计算 
   √  

5.4 其他几种计算公式和设

计方法 
   √  

6.1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

整体配置 
    √ 

6.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

相关设计 
    √ 

6.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配

置设计实例 
    √ 

9.1 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

设计与应用 
    √ 

9.4 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的

设计与应用 
    √ 

太阳能电池发电原理实验 √ √    

太阳能电池光伏系统直接负

载实验 
√ √    

光控型太阳能系统发电实验 √  √  √ 

户用型太阳能系统发电实验 √  √  √ 

户用型控制器充放电保护实

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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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发电及储能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60Q1         英文名称：Distributed Generation an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 2/32            适用专业：电气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分布式发电的定义和发展情况，了解分布式发电的主要形式和

相关的入网控制手段。 

目标 2：了解电力电子技术的相关基础理论，掌握整流、逆变、直流—直流

及交流—交流等典型电路。 

目标 3：学会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微型燃气轮机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和燃料电池发电的相关理论基础和主要的技术设备。 

目标 4：学会分布式发电过程中储能环节的理论，分布式发电中加入储能装

置可以有效地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以及改善系统的经济性。 

目标 5：掌握微电网的定义和相关的基础理论。 

二、课程内容 

（一）分布式发电的定义和发展情况。 （5课时） 

1.1集中式发电的定义与分类及其缺点。 （2课时） 

1.2分布式发电的定义与分类及其优缺点。 （2课时） 

1.3国内外分布式发电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1课时） 

（二）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知识。 （6课时） 

2.1了解电力二极管、晶闸管、电力 MOSFET、IGBT等电力电子器件。  

  （3课时） 

2.2了解并掌握整流、逆变、直流—直流及交流—交流四种电路。  

  （3课时） 

（三）发电模块的相关理论知识和主要的技术设备。 （11课时） 

3.1了解风力发电技术及其系统结构。 （2课时） 

3.2了解并掌握太阳能发电技术、光伏电池阵列设计原则、MPPT基本算法及

光伏发电系统结构。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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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了解并掌握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技术及冷热电联供系统。 （2课时） 

3.4了解并掌握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及其应用。 （2课时） 

3.5了解燃料电池发电的基本原理及其电池的分类。 （2课时） 

（四）分布式发电的储能装置。 （3课时） 

4.1储能形式以及储能装置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3课时） 

（五）微网技术基础。 （7课时） 

5.1微电网的定义、基本结构、控制、保护、通信技术及能量管理系统。 

  （4课时） 

5.2国内外微电网建设的现状及典型示范工程。 （2课时） 

5.3微网及分布式发电的发展前景。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分布式发电及储能技术基础》，杨秀编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分布式发电技术》，杨丽君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9 

2. 《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技术》，徐青山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11 

3. 《新能源与分布式发电技术，朱永强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电网》，郑志宇等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测验（30%）及考

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1集中式和分布

式发电的定义与分类及其缺点、整流、逆变、直流—直流及交流—交流四种电路、

太阳能发电技术、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技术及冷热电联供系统、生物质能发电技术

及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的基本原理及其电池的分类、MPPT基本算法及光伏发电

系统结构。 

五、附件 

 

制定人：  朱红英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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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分布

式发电的定义和

发展情况，了解分

布式发电的主要

形式和相关的入

网控制手段。 

 

目标 2：了解电

力电子技术的相

关基础理论，掌

握整流、逆变、

直流—直流及交

流—交流等典型

电路。 

目标 3：学会风力发

电、太阳能光伏发电、

微型燃气轮机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和燃料

电池发电的相关理论

基础和主要的技术设

备。 

目标 4：

学会分布

式发电过

程中储能

环节的理

论。 

 

目标 5：掌握微

电网的定义和

相关的基础理

论。 

1.1 集中式发电的定义和分

类及缺点 
√     

1.2中国发电行业格局 √     

1.3 分布式发电的定义与起

源 
√     

1.4 分布式发电系统的主要

类型 
√     

1.5分布式发电的优缺点 √     

1.6 国内外分布式发电发展

现状与前景 
√    √ 

2.1电力电子器件  √    

2.2整流电路  √    

2.3逆变电路  √    

2.4直流—直流变流电路  √    

2.5交流—交流变流电路  √    

3.1 风力发电技术及其系统

结构 
  √   

3.2太阳能发电技术   √   

3.3 光伏电池阵列设计原

则、MPPT基本算法及光伏发

电系统结构 

  √   

3．4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技术

及冷热电联供系统 
  √   

3.5 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及其

应用 
  √   

3.6 燃料电池发电的基本原

理及其电池的分类 
  √   

4.1储能的形势    √  

4.2 储能装置在电力系统的

应用 
   √  

5.1 微电网的定义和基本结

构 
    √ 

5.2 微电网的控制、保护、

通信技术及能量管理系统 
    √ 

5.3 发达国家微网研究现状

及典型示范工程 
    √ 

5.4 中国的微电网建设状况

及实例 
    √ 

5.5 微网及分布式发电的发

展前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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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67A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核电技术、太阳能热发电系统原理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热力学基本概念和纯物质的性质，掌握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

焓和比热容的计算。 

目标 2：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闭口系统的能量平衡方程，掌握理想气体在

等温、等压、等容、等熵和多变过程中边界功的计算，理解能量传递的机理和方

式。 

目标 3：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和㶲减原理，掌握卡诺热机热效率、

熵变和㶲损等相关参数的计算，理解闭口系统的熵平衡和㶲平衡方程及其应用。 

目标 4：掌握气体动力循环、蒸汽动力循环、压缩制冷循环中热效率或性能

参数的计算，理解提高热效率的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5：掌握热力学虚拟仿真软件的使用，理解热力学参数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热力学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 热力学的应用领域，1.2 系统的定义，1.3 系统的描述及其性质。 

  （2课时） 

1.4 比体积和压力，1.5 温度。 （2课时） 

2.5  纯物质，2.2 纯物质的相，2.3 纯物质的相变过程，2.4 相变过程参

数图。  （2课时） 

2.5 热力学参数表，2.6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2课时） 

2.9 比热容，2.10 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焓和比热容。 （2课时） 

（二）能量守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动能、势能和热力学能，3.2 经由功的能量传递，3.3 经由热量的能量

传递，3.4 质量守恒原理，3.5 推动功和流动流体的能量。 （2课时） 

4.3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4.2 闭口系统的能量平衡。 （4课时） 

4.3 稳定流动系统的能量平衡，4.4 稳定流动的工程设备。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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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三过程循环，4.6 非稳定流动过程的能量平衡。 （2课时） 

（三）能量利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5.1 第二定律的引入，5.2 第二定律的表述，5.3 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

5.4 卡诺循环。 （2课时） 

5.5 卡诺定理，5.6 热力学温标，5.7 卡诺热机，5.8 卡诺制冷机和卡诺热

泵。  （2课时） 

6.1 克劳修斯不等式，6.2 熵的定义，6.3 熵增原理，6.4 纯物质的熵变，

6.5 等熵过程。 （2课时） 

6.6 温熵图和焓熵图，6.7 各种 Tds的关系，6.8 液体和固体的熵变，6.9 理

想气体的熵变，6.10 稳定流动的技术功，6.11 使压缩机功耗最小。 （2课时） 

6.12 稳定流动装置的等熵效率，6.13 熵平衡。 （2课时） 

7.1 㶲的概念，7.2 可逆功和㶲损的概念，7.3 第二定律效率。 （2课时） 

7.4 系统的㶲变。 （2课时） 

7.5 经由热量、功和物质流动传递的㶲，7.6 㶲减原理和㶲损，7.7 闭口系

统的㶲平衡。 （2课时） 

8.1 微分和偏导数，8.2 一个重要关系式，8.3 基本热力学关系式和特征函

数，8.4 麦克斯韦关系式，8.5 比热容、热力学和焓。 （2课时） 

（四）动力循环与制冷循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11.1 动力循环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11.2 实际内燃机循环，11.3 空气

标准假设，11.4空气标准奥托循环。 （2课时） 

11.5 空气标准狄赛尔循环，11.6 空气标准混合加热循环。 （2课时） 

11.7 简单燃气轮机循环，11.8 采用回热的布雷顿循环，11.9 具有中间冷

却环节和再热的回热型布雷顿循环。 （2课时） 

12.1 卡诺蒸汽循环，12.2 朗肯循环。 （2课时） 

12.3 蒸汽参数对热效率的影响，12.4 理想气体再热朗肯循环，12.5 理想

回热朗肯循环。 （2课时） 

12.6 蒸汽动力循环的㶲分析，12.8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2课时） 

13.1 制冷机和热泵，13.2 逆向卡诺循环，13.3 理想蒸汽压缩制冷循环，

13.4 实际蒸汽压缩制冷循环。 （2课时） 

13.5 制冷剂，13.6 气体压缩制冷循环，13.7 吸收式制冷循环，13.8 热泵

系统。  （2课时） 

（五）实践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 （8课时） 

1. 熟悉虚拟仿真软件，掌握相变过程的仿真实验，绘制相变过程参数图。 

  （2课时） 

2. 掌握能量守恒原理，讨论并说明能量守恒原理在工程设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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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3. 掌握熵增原理，讨论并说明等熵过程工程设备中的应用。 （2课时） 

4. 掌握蒸汽动力循环的仿真实验，分析蒸汽参数对热效率的影响。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热力学》， 刘宝兴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热力学》（第 2 版）， 朱明善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6 

2. 《工程热力学》（第 5 版）， 沈维道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3 

3. 《工程热力学》， 杨玉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讨论课和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热力学基本概

念、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边界功、闭口系统的能量平衡、卡诺循环、熵、㶲、气

体动力循环、蒸汽动力循环和制冷循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祁永庆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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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热

力学基本概念和

纯物质的性质，

掌握理想气体的

热力学能、焓和

比热容的计算 

目标 2：掌握热力

学第一定律、闭口

系统的能量平衡

方程，掌握理想气

体在特殊过程中

边界功的计算，理

解能量传递的机

理和方式 

目标 3：掌握热力

学第二定律、熵增

原理和㶲减原理，

掌握热效率、熵变

和㶲损等参数的

计算，理解闭口系

统的熵平衡和㶲

平衡方程 

目标 4：掌握气

体动力循环、蒸

汽动力循环、压

缩制冷循环中热

效率或性能参数

的计算，理解提

高热效率的方法

与应用 

目标 5：掌握

热力学虚拟

仿真软件的

使用，理解

热力学参数

的作用 

1.1 热力学的应用领域 √     

1.2 系统的定义 √     

1.3 系统的描述及其性质 √     

1.4 比体积和压力 √     

1.5 温度 √     

2.1 纯物质 √     

2.2 纯物质的相 √     

2.3 纯物质的相变过程 √    √ 

2.4 相关过程参数图 √    √ 

2.5 热力学参数表 √     

2.6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     

2.9 比热容 √     

2.10 理想气体的热力学

能、焓和比热容 
√     

3.1 动能、势能和热力学

能 
 √    

3.2 经由功的能量传递  √    

3.3 经由热量的能量传递  √    

3.4 质量守恒原理  √    

3.5 推动功和流动流体的

能量 
 √    

4.1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

质 
 √    

4.2 闭口系统的能量平衡  √   √ 

4.3 稳定流动系统的能量

平衡 
 √   √ 

4.4 稳定流动的工程设备  √    

4.5 三过程循环  √    

4.6 非稳定流动过程的能

量平衡 
 √    

5.1 第二定律的引入   √   

5.2 第二定律的表述   √   

5.3 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

程 
  √   

5.4 卡诺循环   √   

5.5 卡诺定理   √   



 

340 

5.6 热力学温标   √   

5.7 卡诺热机   √   

5.8 卡诺制冷机和卡诺热

泵 
  √   

6.1 克劳修斯不等式   √   

6.2 熵的定义   √   

6.3 熵增原理   √   

6.4 纯物质的熵变   √   

6.5 等熵过程   √  √ 

6.6 温熵图和焓熵图   √   

6.7 各种 Tds的关系   √   

6.8 液体和固体的熵变   √   

6.9 理想气体的熵变   √   

6.10 稳定流动的技术功   √   

6.11 使压缩机功耗最小   √   

6.12 稳定流动装置的等

熵效率 
  √  √ 

6.13 熵平衡   √  √ 

7.1 㶲的概念   √   

7.2 可逆功和㶲损的概念   √   

7.3 第二定律效率   √   

7.4 系统的㶲变   √   

7.5 经由热量、功和物质

流动传递的㶲 
  √   

7.6 㶲减原理和㶲损   √   

7.7 闭口系统和㶲平衡   √   

7.8 控制容积和㶲平衡   √   

8.1 微分和偏导数   √   

8.2 一个重要关系式   √   

8.3 基本热力学关系式和

特征函数 
  √   

8.4 麦克斯韦关系式   √   

8.5 比热容、热力学和焓   √   

11.1 动力循环分析中的

一些基本概念 
   √  

11.2 实际内燃机循环    √  

11.3 空气标准假设    √  

11.4空气标准奥托循环    √  

11.5 空气标准狄赛尔循

环 
   √  

11.6 空气标准混合加热

循环 
   √  

11.7 简单燃气轮机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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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采用回热的布雷顿

循环 
   √  

11.9 具有中间冷却环节

和再热的回热型布雷顿循

环 

   √  

12.1 卡诺蒸汽循环    √  

12.2 朗肯循环    √  

12.3 蒸汽参数对热效率

的影响 
   √ √ 

12.4 理想气体再热朗肯

循环 
   √ √ 

12.5 理想回热朗肯循环    √ √ 

12.6 蒸汽动力循环的㶲

分析 
   √ √ 

12.8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  

13.1 制冷机和热泵    √  

13.2 逆向卡诺循环    √  

13.3 理想蒸汽压缩制冷

循环 
   √  

13.4 实际蒸汽压缩制冷

循环 
   √  

13.5 制冷剂    √  

13.6 气体压缩制冷循环    √  

13.7 吸收式制冷循环    √  

13.8 热泵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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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68Q1         英文名称：Heat Transfe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机电器智能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 

后续课程：太阳能热发电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正确选取传热的三种基本方式和综合传热过程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计算工程问题中的基本传热问题。应用这些规律提出增强传热提高热经济性和削

弱传热损失的途径和方法；学会对传热过程进行解剖处理和分析计算的基本方法；

使用计算图表和手册资料进行传热计算，为采暖、空调、供热、燃气供应和锅炉

设备等热工计算奠定基础。 

目标 2：复述导热的基本定律。能够对无内热源的几何形状物体在常物性条

件下的导热进行熟练的分析计算；根据导热基本定律能够解释物体在被加热、冷

却和受到周期性热作用时的温度场及热流随时间而变化的规律。 

目标 3：应用边界层理论，讨论各种因素对对流换热的影响，对常见的各对

流换热过程的换热能力作出定性的正确判断，对各对流换热过程的有关准则有正

确的选取，并能熟练的运用准则方程进行换热计算。学会实验研究和整理实验数

据的理论基础及传热实验的基本技能，制定测温、测热、测流量、测流量的基本

方法。 

目标 4：应用热辐射的基本定律，正确描述灰体、有效辐射、角系数等重要

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熟练使用相关定律，计算透热介质所隔开的两物体间辐射

换热量；能够复述吸收性介质的辐射性质，并正确区分吸收性介质辐射与透热介

质辐射。 

二、课程内容 

（一）传热的三种基本方式和综合传热过程分析 （6课时） 

1.1 传热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中的应用 （1课时） 

1.2 热能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 （2课时） 

1.3 传热过程和传热系数 （2课时） 

1.4 传热学发展简史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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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态热导热 （10课时） 

2.1 导热基本定律  （1课时） 

2.2 导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2课时） 

2.3 典型一维稳态导热问题的分析解 （3课时） 

2.4 通过肋片的导热  （2课时） 

综合实验 1 （2课时） 

（三）非稳态热传导 （8课时） 

3.1 非稳态导热的基本概念  （1课时） 

3.2 零维问题的分析法——集中参数法 （3课时） 

3.3 典型一维物体非稳态导热的分析解  （2课时） 

综合实验 2 （2课时） 

（四）对流传热理论基础 （6课时） 

4.1 对流传热概说  （1课时） 

4.2 对流传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1课时） 

4.3 边界层型对流传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2课时） 

4.4 流体外掠平板传热层流分析解及比拟理论 （2课时） 

（五）单相对流传热的实验关联式 （6课时） 

5.1 相似原理及量纲分析  （1课时） 

5.2相似原理的应用  （1课时） 

5.3 内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关联式  （1课时） 

5.4外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关联式 （1课时） 

综合实验 3 （2课时） 

（六）热辐射基本定律和辐射特性 （4课时） 

6.1 热辐射现象的基本概念 （1课时） 

6.2黑体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1课时） 

6.3 固体和液体的辐射特性  （1课时） 

6.4 实际物体对辐射能的吸收和辐射的关系 （1课时） 

（七）辐射传热的计算 （8课时） 

7.1 辐射传热的角系数  （1课时） 

7.2 两表面封闭系统的辐射传热  （3课时） 

7.3 多表面系统的辐射传热 （2课时） 

综合实验 4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传热学》（第四版）杨世铭等.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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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章熙民等. 传热学（第六版）[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2. 赵镇南. 传热学（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3. 李家星.传热学（第四版）：同步辅导及习题全解（新版 配套高教版）.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4. 王秋旺. 传热学重点难点及典型题解[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5. Holman J P. Heat transfer[M]. 9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20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课堂讨论及出勤、实验项目）×20％

+小组展示×3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半开卷（允许学生带 16 开纸大小记录公式等）闭

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雍青青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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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正确选

取传热的三种

基本方式和综

合传热过程所

遵循的基本规

律，分析工程

问题 

目标 2：根据导热

基本定律能够解释

无内热源物体在被

加热、冷却和受到

周期性热作用时的

温度场及热流随时

间而变化的规律 

目标 3：对各对流换热过程

的有关准则有正确的选

取，并能熟练的运用准则

方程进行换热计算。学会

实验研究和整理实验数据

的理论基础及传热实验的

基本技能，制定测温、测

热、测流量、测流量的基

本方法。 

目标 4:熟练使用

相关定律，计算

透热介质所隔开

的两物体间辐射

换热量；能够复

述吸收性介质的

辐射性质，并正

确区分吸收性介

质辐射与透热介

质辐射。 

1.1 传热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在科

学技术和工程中的应用 
√ √ √ √ 

1.2 热能传递的三种基本方式 （2课时） √ √ √ √ 

1.3 传热过程和传热系数 （2课时） √ √ √ √ 

1.4 传热学发展简史 （1课时） √ √ √ √ 

2.1 导热基本定律  （1课时） √ √   

2.2 导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2课时）  √   

2.3 典型一维稳态导热问题的分

析解（3课时） 
 √   

2.4 通过肋片的导热  （2课时）  √   

综合实验 1（2课时） √ √   

3.1 非稳态导热的基本概念  （1课时） √  √  

3.2 零维问题的分析法——集中

参数法（3课时） 
  √  

3.3 典型一维物体非稳态导热的

分析解（2课时） 
  √  

综合实验 2（2课时） √  √  

4.1 对流传热概说  （1课时） √ √ √  

4.2 对流传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1课时） √  √  

4.3 边界层型对流传热问题的数

学描写（2课时） 
  √  

4.4 流体外掠平板传热层流分析

解及比拟理论 （2课时） 
  √  

5.1 相似原理及量纲分析  （1课时） √  √  

5.2相似原理的应用  （1课时） √  √  

5.3 内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关

联式（1课时） 
  √  

5.4 外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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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课程体系与专业能力对应表： 

职业能力 对应专业能力 对应传热学课程知识点 对应实验项目 

C-1 新能源发电设备设计、研

发能力 

风力发电中电机冷却设计 

内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

关联式 

大空间与有限空间内自然

对流传热辐射传热的控制 

综合传热性能实验 

光伏控制系统开关模块散

热设计能力 

通过肋片的导热 

内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

关联式 

非稳态测材料的导热性能

实验 

C-2 新能源发电设备安装、调

试能力 

电站控制间各电气控制与

风扇柜安装布置能力 

内部强制对流传热的实验

关联式 

大空间与有限空间内自然

对流传热 

综合传热性能实验 

C-3 新能源发电设备维修、维

护能力 

风力发电中电机控制芯片

过热控制能力 

通过肋片的导热 

内部强制对流传热 

液-汽对流传热系数测定实

验 

光伏板使用中的板面温度

过热维修能力 

简单几何形状非稳态热传

导 

流体外掠平板传热分析 

辐射传热的控制 

综合传热性能实验 

液-汽对流传热系数测定实

验 

 

  

联式（1课时） 

综合实验 3（2课时） √    

6.1 热辐射现象的基本概念 （1课时） √   √ 

6.2黑体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1课时） √   √ 

6.3 固体和液体的辐射特性  （1课时） √   √ 

6.4 实际物体对辐射能的吸收和

辐射的关系（1课时） 
√   √ 

7.1 辐射传热的角系数  （1课时） √   √ 

7.2 两表面封闭系统的辐射传热

（3课时） 
√   √ 

7.3 多表面系统的辐射传热 （2课时） √   √ 

综合实验 4（2课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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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流体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69A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Fluid Mechan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风力发电原理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静力学的基本方程及其应用，熟悉流体的相对平衡。 

目标 2：掌握静止液体对各种壁面作用力的计算方法。 

目标 3：理解流体运动的各种基本概念，能应用动量方程和伯努利方程解决

有关实际问题。 

目标 4：掌握一般阻力计算方法，能够进行各种管路计算。 

目标 5：了解孔口、管嘴和有压管路的水利计算和气体射流的概念。；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5课时） 

1.1流体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2流体的基本物理属性 （1课时） 

1.3流体的黏性 （1课时） 

1.4作用在流体上的力 （1.5课时） 

1.5流体力学模型 （0.5课时） 

（二）流体静力学 （12课时） 

2.1流体静压强。 （1课时） 

2.2流体静压强的表示方法 （1课时） 

2.3流体平衡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2课时） 

2.4重力作用下流体静压强的分布规律 （1课时） 

2.5液柱测压计 （1课时） 

2.6作用于平面的液体压力  （2课时） 

2.7作用于曲面的液体压力； （2课时） 

2.8液体的相对平衡 （1课时） 

2.9潜体、浮体及其平衡 （1课时） 

（三）流体动力学基础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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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流体运动的描述方法 （1课时） 

3.2欧拉法的基本概念 （2课时） 

3.3连续方程及其应用 （2课时） 

3.4恒定流能量方程 （2课时） 

3.5恒定气体流动能量方程； （1课时） 

3.6恒定流体的动量方程； （2课时） 

（四）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 （10课时） 

4.1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的分类及能量损失的计算 （1课时） 

4.2层流、湍流与雷诺数 （2课时） 

4.3均匀流基本方程； （2课时） 

4.4圆管中的层流运动 （1课时） 

4.5湍流运动 （2课时） 

4.6沿程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 （1课时） 

4.7局部损失 （1课时） 

（五）孔口、管嘴和有压管路 （9课时） 

5.1薄壁孔口恒定出流； （2课时） 

5.2管嘴出流； （1课时） 

5.3短管的水力计算； （2课时） 

5.4长管的水力计算； （2课时） 

5.5管网水力计算基础 （1课时） 

5.6管道中的水击 （1课时） 

（六）气体射流 （2课时） 

6.1自由湍流射流特征 （1课时） 

6.2有限空间射流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流体力学》，于玲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流体力学及其工程应用》，E.John Finnemore 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 

2. 《流体力学及其工程应用》，E.John Finnemore 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 

3. 《工程流体力学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陈洁，袁铁江，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5 

4. 《工程流体力学》，侯国祥，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7 

5. 《工程流体力学》，闻建龙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8 

四、课程考核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15319.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3%C2%BD%E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AC%CC%FA%BD%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1062652395.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EE%B9%FA%CF%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1062652395.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C5%BD%A8%C1%F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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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20%）和课堂表现等

（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静力学的基本方

程及其应用，流体的相对平衡；静止液体对各种壁面作用力的计算方法；流体运

动的各种基本概念，动量方程和伯努利方程；一般阻力计算方法，各种管路计算；

孔口、管嘴和有压管路的水利计算和气体射流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群超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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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静

力学的基本方

程及其应用，

熟悉流体的相

对平衡 

目标 2：掌握静

止液体对各种

壁面作用力的

计算方法。 

目标 3：理解流体

运动的各种基本

概念，能应用动量

方程和伯努利方

程解决有关实际

问题。 

目标 4:掌握一

般阻力计算方

法，能够进行

各种管路计

算。 

目标 5：了解孔

口、管嘴和有

压管路的水利

计算和气体射

流的概念。 

流体的基本概念 √     

流体的基本物理属性 √     

流体的黏性 √     

作用在流体上的力 √     

流体力学模型 √     

流体静压强  √    

流体静压强的表示方法  √    

流体平衡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    

重力作用下流体静压强的分布

规律 

 √    

液柱测压计  √    

作用于平面的液体压力   √    

作用于曲面的液体压力；  √    

液体的相对平衡  √    

潜体、浮体及其平衡  √    

流体运动的描述方法   √   

欧拉法的基本概念；   √   

连续方程及其应用；   √   

恒定流能量方程：   √   

恒定气体流动能量方程；   √   

恒定流体的动量方程；   √   

流动阻力和能量损失的分类及

能量损失的计算 

   √  

层流、湍流与雷诺数    √  

均匀流基本方程；    √  

圆管中的层流运动    √  

湍流运动    √  

沿程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    √  

薄壁孔口恒定出流；     √ 

管嘴出流；     √ 

短管的水力计算；     √ 

长管的水力计算；     √ 

管网水力计算基础     √ 

管道中的水击     √ 

自由湍流射流特征     √ 

有限空间射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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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78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电机学、自动控制理论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目标 2：了解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目标 3：了解各类新技术发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课时） 

1.1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方案。 （1课时） 

1.2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课时） 

1.3 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的发展前景 （1课时） 

1.4 电气工程的理论基础及常用软件简介 （1课时） 

（二）电机电器及其控制技术 （8课时） 

2.1电机的作用与发展简史、电机的分类 （2课时） 

2.2电机控制及应用领域 （2课时）。 

2.3电器的发展历史及分类。 （2课时） 

2.4 高压与低压电器 （2课时） 

（三）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技术 （6课时） 

3.1 电力系统发展及简介。 （2课时） 

3.2发电厂和电力网简介。 （2课时） 

3.3 电力应用、电力新技术发展趋势 （2课时） 

（四）电力电子技术与电力传动 （6课时） 

4.1 电力电子技术的作用与发展简史、技术特点 （2课时） 

4.2 电力电子的研究内容及主要应用领域 （2课时） 

4.3 电力电子的发展方向、电力传动概况 （2课时） 

（五）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4课时） 

5.1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的发展、主要研究内容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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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电压新技术及其应用 （2课时） 

（六）电工新技术 （4课时） 

6.1 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2课时） 

6.2 各类新技术简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工程概论》（第二版）范瑜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2 

（二）参考教材 

《电气工程概论》（第二版）肖登明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20%）、课堂发言（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团队 PPT 报告，自主命题，3 人一组，每组做 PPT

课堂汇报（30%）及小论文（30%）。 

五、附件 

 

制定人：赵朝会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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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本专业培养

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目标 2：了解电气工程及

智能控制的发展及应用 

目标 3：了解各类新技

术发展 

1.1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方案 √   

1.2 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 
√   

1.3 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的发展前景  √  

1.4 电气工程的理论基础及常用软件简

介 
 √  

2.1 电机的作用与发展简史、电机的分

类 
 √  

2.2电机控制及应用领域  √  

2.3电器的发展历史及分类  √  

2.4 高压与低压电器  √  

3.1 电力系统发展及简介  √  

3.2发电厂和电力网简介  √  

3.3 电力应用、电力新技术发展趋势  √  

4.1 电力电子技术的作用与发展简史、

技术特点 
 √  

4.2 电力电子的研究内容及主要应用领

域 
 √  

4.3 电力电子的发展方向、电力传动概

况 
 √  

5.1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的发展、主要研

究内容 
 √  

5.2 高电压新技术及其应用  √  

6.1 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 

6.2 各类新技术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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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机学实验 

英文名称：Electrical Machinery Experiment 

课程代码：013279Q1 

学分/学时：0.5 学分/16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运动控制系统 

 

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一门专业基础实验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

生进一步熟悉常用交、直流电机及变压器等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掌握其运行

的基本操作方法，能进行有关参数及特性的实验测定；掌握常用测试仪器、仪表

的使用方法；能进行简单的运行故障判断与分析。 

二、课程目标 

具备电气工程领域必须的分析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原理，设计、实施、

完成实验。课程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常用交、直流电机及变压器等的基本

结构与工作原理，掌握其运行的基本操作方法，能进行有关参数及特性的实验测

定。 

课程目标 2、掌握常用测试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能进行简单的运行故障

判断与分析。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4、 认识实验 （2学时） 

熟悉仪器仪表的使用，直流电机电枢绕组冷态电阻的测定和计算分析。（对

应毕业要求： 4.2，4.3） 

2、变压器参数测定 （2学时） 

熟悉变压器的基本结构，掌握变压器的参数测定方法。（对应毕业要求：4.2，

4.3） 

3、三相变压器的联接组 （2 学时） 

掌握三相变压器的联接组的测试方法（对应毕业要求：4.2，4.3） 

4、他励直流发电机特性实验 （2学时） 

掌握他励直流发电机的空载特性。（对应毕业要求：4.2，4.3） 

5、他励直流电动机机械特性实验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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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他励直流电动机机械特性。（对应毕业要求：4.2，4.3） 

6、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实验（选做） （2学时） 

掌握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掌握绕线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方法。（对应毕业要求：4.2，4.3） 

7、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测定实验 （2学时） 

掌握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测定。（对应毕业要求：4.2，4.3） 

8、三相同步发电机运行特性实验 （2学时） 

掌握三相同步发电机的空载特性，掌握三相同步发电机的短路特性。（对应

毕业要求：4.2，4.3）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 成 目

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4.2 具备电气工程

领域必须的分析研

究能力，能够根据对

象特征，基于科学原

理，选择研究路线，

设计实验方案，安全

地开展实验。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首先讲授有关的理论，实验前安排学生预习，讲述

有关的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中加强指导，引导学生对出

现的问题主动进行分析加以解决；试验后撰写实验报告，进行

实验数据分析总结，实验全部结束后进行复习。 

4.3 能正确采集和

整理实验数据，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解

决电气工程领域的

复杂工程问题的合

理有效的结论。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实验数据分析

总结，综合得到解决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结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评价依据： 采用平时考核与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包括考勤纪

律、平时实验表现等；平时成绩占 40%+实验报告占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机学实验》，学校自编讲义 

2、《电机及拖动实验》，徐余法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3、《电机学》，汤蕴璆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制定人：李萍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356 

 

《ANSYS项目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88P1         英文名称：ANSYS Project Design 

学分/学时：2/两周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机与智能电器、电

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学、电器学、电磁场、电机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有限元仿真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达到电机项目设计工程师

的基本要求。 

目标 2：掌握针对实际工程项目中所用到的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永磁

电动机等性能改善方法。 

目标 3：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第 1天:分组、确定研究项目及课题。将学生 5人分成一组，通过组内讨论

选择要研究的项目课题（项目课题首先由学生自己制定，也可以由指导教师指定） 

第 1~4天：学习 ANSYS软件电机设计方法。教师讲授，学生操作。教师主要

讲授的内容如下： 

1. Ansoft Maxwell RMxprt 在电机设计中的应用 

2. 三相鼠笼感应电机二维场仿真分析 

3. 永磁同步电动机静态场仿真分析 

4. 永磁同步电动机瞬态场仿真分析 

第 5~8 天：每小组根据自己的项目课题进行 ANSYS 仿真分析与计算。教师

辅导，学生讨论操作。 

第 9 天：每小组完成项目报告初稿，并完成项目答辩。 

第 10 天：每小组完成项目研究报告（优秀小组可写成小论文）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nsoft Maxwell 13 电机电磁场实例分析》，刘慧娟，上官明珠，张颖超等

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Ansoft 12 在工程电磁场中的应用》. 赵博、张洪亮等，中国水利水电出



 

357 

版社 2010.01 

2.《ANSYS Workbench 16.0 超级学习手册》. 黄志新.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6 

3. 学习网站：http://www.peraglobal.com/index.html 

4. 学习网站：http://www.aonesoft.net 

5. 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ANSYS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和课堂表现（20%）。 

2. 项目课题考核占比 60%，采用项目分组答辩方式，由教师对每个学生进

行提问，根据学生回答情况进行给分。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全峰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www.peraglobal.com/index.html
http://www.aonesof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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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有限元仿

真的基本原理和操作

方法，达到电机项目设

计工程师的基本要求。 

 

目标 2：掌握针对实际

工程项目中所用到的

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

机、永磁电动机等性能

改善方法。 

目标 3：培养学生解

决工程实践问题的

能力。 

 

1．分组并讨论所要研究的项目课题   √ 

2.Ansoft Maxwell RMxprt 在电机设计中的应

用； 
√ √ √ 

3.三相鼠笼感应电机二维场仿真分析 √ √ √ 

4.永磁同步电动机静态场仿真分析 √ √ √ 

5.永磁同步电动机瞬态场仿真分析 √ √ √ 

6.项目答辩    

7.完成项目研究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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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原理与电机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DSP 原理与电机控制 

英文名称：DSP and Motor Control  

课程代码：013289P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路、电机学、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微机原理。 

后续课程：开关电源、变频器原理及应用、运动控制系统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在这门课程中，

一方面研究电机控制专用平台--DSP系统的基本原理，学习 DSP专为电机控制而

开发的一些外设的应用；另一方面研究基于 DSP的电机常见驱动和控制方法。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 DSP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原理，熟悉 DSP芯片的开发

工具和使用方法，掌握感应电机恒频压比控制、空间矢量控制。具备从事电机驱

动及控制的初步能力。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 DSP 控制电机的片内资源及相关外设应用方法。 

课程目标 2、掌握常见的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开关磁

阻电机的 DSP 控制。 

课程目标 3、掌握基于 DSP 的电机控制项目开发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DSP 概述及其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2 学时） 

理解什么是 DSP、DSP 芯片的主要特点，DSP 技术的发展及现状、DSP 的电

机驱动应用，电机控制对 DSP 的要求。 

2、DSP 内部资源介绍 （4 学时） 

掌握系统结构与外设接口，中断的层次结构和中断过程、中断的寄存器。理

解 DSP 中断系统的两级中断结构。 

 3.CCS 及程序结构 （2 学时） 

掌握 CCS 集成开发环境，4 个基本文件和一个库文件，利用 CCS 调试程序，

中断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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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SP 的电机控制外设模块 （8 学时） 

掌握数字量 I/O 模块的使用方法。理解事件管理器概述、掌握通用定时器、

比较单元；PWM 及信号产生, 捕捉单元、正交编码单元、理解事件管理器的中断。

SCI 模块。 

5 、DSP 电机控制算法设计 （4 学时） 

6、常见的几种 DSP 电动机控制 （12 学时） 

掌握异步电机的 DSP 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 DSP 控制，永磁同步电机的 DSP

控制，开关磁阻电机的 DSP 控制。 

四、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部分：作业（20%）

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资料） 
2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度，基本分析

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选择题、计算分析题等 

60 

五、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DSP 原理及电机控制系统应用》，冬雷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7 

2、DSP 原理及电机控制应用：基于 TMS320LF240x 系列 刘和平 北京航天航

空大学出版社 2006 

3、电动机的 DSP 控制 –TI 公司 DSP 应用 王晓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04 

 

 

制定人： 郑翔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5%8C%97%E4%BA%AC%E8%88%AA%E5%A4%A9%E8%88%AA%E7%A9%BA%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5%8C%97%E4%BA%AC%E8%88%AA%E5%A4%A9%E8%88%AA%E7%A9%BA%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wl.cn/search.aspx?index=3&q=%e5%8c%97%e4%ba%ac%e8%88%aa%e7%a9%ba%e8%88%aa%e5%a4%a9%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
http://search.wl.cn/search.aspx?index=3&q=%e5%8c%97%e4%ba%ac%e8%88%aa%e7%a9%ba%e8%88%aa%e5%a4%a9%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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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1、掌握 DSP控

制电机的片内资源及相关

外设应用方法。 

课程目标 2、掌握常见的异

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开关磁阻

电机的 DSP控制。 

课程目标 3、掌握基

于 DSP的电机控制项

目开发方法。 

1.DSP概述及其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  √ 

2.DSP内部资源介绍 √   

3.CCS及程序结构 √   

4.DSP的电机控制外设模块 √ √ √ 

5.DSP电机控制算法设计  √  

6.常见的几种 DSP电动机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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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90P1《EPLAN项目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0P1       英文名称：EPLAN Design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电路、PLC 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工业 4.0综合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EPLAN软件的操作。 

目标 2：能够熟练使用该软件绘制基于设备的电气原理图、接线图、PLC地

址分配及接线图、配电柜等。 

目标 3：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目标 4：完成项目检查与修正，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项目打印及 PDF/A 格

式导出等。 

二、课程内容 

1. 用户界面定制。 

2. 页创建与其它操作、页属性。 

3. 基于设备的原理图绘制。 

4. 端子、端子编号及排序。 

5. 插针、插针编号及排序。 

6. 电缆及屏蔽的放置。 

7. PLC卡及 DI/DO连接点。 

8. 创建 PLC地址分配列表。 

9. 反复使用的典型回路的创建（宏创建）。  

10. 项目的检查及修正。 

11. 报表的自动生成。 

12. 自由机械绘图的创建、及尺寸标注。  

13. 具有公司特定标题栏的图框创建。 

14. 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15. 表格的定制及修改。 

16. 多语言翻译。 

17. 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 

18. 项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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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德国威图公司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60%）、考勤等（10%）。 

2. 考核占比 3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教师规定的绘图及其他相关任

务。 

五、附件 
 
 

制定人：   高桂革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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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EPLAN

软件的操作 

目标 2：能够熟练使

用该软件绘制基于

设备的电气原理

图、接线图、PLC

地址分配及接线

图、配电柜等 

目标 3：符号库及符

号的创建 

目标 4:完成项目

检查与修正，项

目的存储及归档

管理、项目打印

及 PDF/A 格式

导出等 

1. 用户界面定制 √    

2. 基于 IEC 81346标准创建项目 √ √   

3. 页创建与其它操作、页属性 √    

4. 基于设备的原理图绘制 √ √ √  

5. 端子、端子编号及排序 √ √   

6. 插针、插针编号及排序 √ √   

7. 电缆及屏蔽的放置 √ √   

8. PLC卡及 DI/DO连接点 √ √   

9. 创建 PLC地址分配列表 √ √   

10. 反

复使用的典型回路的创建（宏创

建） 

√ √ √  

11. 项

目的检查及修正 
   √ 

12. 报

表的自动生成 
   √ 

13. 自

由机械绘图的创建、及尺寸标注 
√ √   

14. 具

有公司特定标题栏的图框创建 
√ √  √ 

15. 符

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 √ √  

16. 表

格的定制及修改 
√   √ 

17. 项

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 
√   √ 

18. 项

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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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1A1        英文名称：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太阳能电池相关的晶体结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太阳能电池相关的原子结构基本知识 

目标 3：掌握太阳能电池相关的化学键与分子结构基本知识 

目标 4：掌握太阳能电池相关的晶体缺陷模块基本知识 

目标 5：掌握载流子和 PN结基本知识 

目标 6：掌握太阳能电池基础理化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晶体的基本知识 （10课时） 

1.1 晶体与非晶体 

1.2 晶体的特性 

1.3 常见晶体的类型 

1.4 空间点阵和晶胞 

1.5 倒格子 

（二）原子结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氢原子光谱与玻尔理论 

2.2 微观粒子运动的规律 

2.3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 

（三）化学键与分子结构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离子键理论 

3.2 共价键 

3.3 金属键理论 

（四）晶体缺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概述 

4.2 晶体缺陷 

http://www.baidu.com/link?url=zTVepAKJmrUm2QGATEH2K1M6ZaqXb2yc7YUkiHIzEFlfJR2ck34eSzQ4WF9plP68MqaJgbUfCCds-EeKPcvUYMcrYKKx6YBJcfWIO0WCSdyBx_1dl276MPUBAv0Cd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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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载流子和 PN结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5.1 半导体的特性 

5.2 热平衡载流子的统计分布 

5.3 非平衡载流子 

5.4 载流子的输运 

5.5 PN结及其能带图 

5.6 PN结特性 

（六）太阳能电池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6.1 太阳电池原理介绍 

6.2 太阳电池性能表征 

6.3 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6.4 太阳电池效率分析 

6.5 PIN结 

6.6 金属一半导体接触 

6.7 半导体一半导体异质结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太阳能光伏理化基础》，黄建华，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半导体物理学简明教程》（第 2版），陈治明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 

2. 《半导体物理学》，刘恩科等，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6 

3. 《半导体工程学》，[日]中鸠坚志朗，科学出版社，2001. 

4. 《半导体器件物理与工艺》，施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10%）及课堂表

现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介绍了晶体的

性质、半导体材料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则、价键理论、材料中出现的缺陷、PN 结

及其能带图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群超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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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太阳能电池

相关的晶体

结构基本知

识 

目标 2：掌握

太阳能电池

相关的原子

结构基本知

识 

目标 3：掌握

太阳能电池

相关的化学

键与分子结

构基本知识 

目标 4：掌握

太阳能电池

相关的晶体

缺陷模块基

本知识 

目标 5：掌握

载流子和 PN

结基本知识 

 

目标 6：掌

握太阳能电

池基础理化

知识 

 

1.1 晶体与非晶体 √     √ 

1.2 晶体的特性 √     √ 

1.3 常见晶体的类型 √     √ 

1.4 空间点阵和晶胞 √     √ 

1.5 倒格子 √     √ 

2.1 氢原子光谱与玻尔理

论 
 √    √ 

2.2 微观粒子运动的规律  √    √ 

2.3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  √    √ 

3.1 离子键理论   √   √ 

3.2 共价键   √   √ 

3.3 金属键理论   √   √ 

4.1 概述    √  √ 

4.2 晶体缺陷    √  √ 

5.1 半导体的特性      √ 

5.2 热平衡载流子的统计

分布 
     √ 

5.3 非平衡载流子      √ 

5.4 载流子的输运      √ 

5.5 PN结及其能带图      √ 

5.6 PN结特性      √ 

6.1 太阳电池原理介绍      √ 

6.2 太阳电池性能表征      √ 

6.3 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 

6.4 太阳电池效率分析      √ 

6.5 PIN结      √ 

6.6 金属一半导体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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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2P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in 

Film  Solar Cel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半导体物理 

后续课程：《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与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硅系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目标 2：掌握 CdTe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目标 3：掌握 CIGS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目标 4：掌握有机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目标 5：掌握染料敏化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硅系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8课时） 

1.1薄膜 Si的材料特性 （3课时） 

1.2薄膜 Si太阳电池的制作工艺 （3课时） 

1.3薄膜 Si太阳电池的高效率化技术 （2课时） 

（二）CdTe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6课时） 

2.1 CdTe太阳电池的特性 （3课时） 

2.2 CdTe太阳电池的构造和制作方法 （3课时） 

（三）CIGS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6课时） 

3.1 CIGS太阳电池的结构及特点 （2课时） 

3.2 CIGS光吸收层的制膜法 （2课时） 

3.3 CIGS的高效率发展方向 （2课时） 

（四）有机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6课时） 

4.1有机薄膜太阳电池的特征和原理 （2课时） 

4.2高分子有机薄膜太阳电池和小分子有机薄膜太阳电池 （2课时） 

4.3有机薄膜太阳电池的未来发展 （2课时） 

（五）掌握染料敏化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 （6课时） 

5.1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结构和原理 （2课时） 

5.2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的制备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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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的未来发展方向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薄膜技术与薄膜材料》，田民波、李正操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7.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第二版）（上册）》，朱美芳，熊绍珍著，科学

出版社，2017.8 

8. 《硅太阳能电池光伏材料》，滕道祥，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5 

9. 《太阳能电池新技术》，林明献，科学出版社，2012.5 

10. 《太阳能电池技术手册》，戴宝通，郑晃忠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5. 

11. 《太阳能电池材料.制造.检测技术》，翁敏航编著，科学出版社，2013.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30%）和平时表现（30%）等。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硅系薄膜太阳电池

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CdTe 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CIGS 太阳

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有机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染

料敏化薄膜太阳电池的原理、结构和制备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珺  郭群超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53604.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EC%C3%C0%B7%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DC%C9%DC%D5%E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93252.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B%F8%B5%C0%CF%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2736870.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D6%C3%F7%CF%D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2740977.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4%F7%B1%A6%CD%A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A3%BB%CE%D6%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370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硅系

薄膜太阳电池的

原理、结构和制备

技术。 

目标 2：掌握 CdTe

太阳电池的原理、

结构和制备技术。 

 

目标 3：掌握

CIGS太阳电池

的原理、结构和

制备技术。 

目标 4：掌握有

机薄膜太阳电

池的原理、结构

和制备技术。 

目标 5：掌握染

料敏化薄膜太阳

电池的原理、结

构和制备技术。 

1.1 薄膜 Si 的材料特

性 
√     

1.2 薄膜 Si 太阳电池

的制作工艺 
√     

1.3 薄膜 Si 太阳电池

的高效率化技术 
√     

2.1 CdTe 太阳电池的

特性 
 √    

2.2 CdTe 太阳电池的

构造和制作方法 （3课时） 
 √    

3.1 CIGS 太阳电池的

结构及特点 
  √   

3.2 CIGS 光吸收层的

制膜法 
  √   

3.3 CIGS 的高效率发

展方向 
  √   

4.1有机薄膜太阳电池

的特征和原理 
   √  

4.2高分子有机薄膜太

阳电池和小分子有机

薄膜太阳电池 

   √  

4.3有机薄膜太阳电池

的未来发展 
   √  

5.1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结构和原理 
    √ 

5.2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的制备方法 
    √ 

5.3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的未来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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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电路与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3A1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Circuit and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设备诊断维护类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

的作用和任务是：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测控电路的分析、设计和应用

方法，使学生熟悉怎样运用电子技术来解决测量与控制中的任务，为今后从事本

专业的技术和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标 1：能理解测控电路系统及各特定单元电路的概念、功能、组成及其工

作原理、性能特点。 

目标 2：能识别各种测控单元电路的实现功能，并能解释其工作过程。 

目标 3：能应用电路原理推导各种测控单元电路输入输出间关系表达式，提

出实现特定功能性能所需满足的电路参数配置条件，分析影响测控电路性能的关

键因素。 

目标 4：能根据特定功能性能要求，设计相应的测控电路单元或系统。 

目标 5：熟悉测控系统的基本原理与组成、功能应用和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部分 （2 课时） 

1.1 测控电路的功用；对测控电路的主要要求；测控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

信号；测控电路的类型与组成；测控电路的发展趋势；课程的性质、内容与学习

方法。 

1.2 测控系统的地位与作用；现代测控系统的发展、特点。 

（二）信号放大电路部分 （4 课时） 

2.1 了解信号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与类型；掌握稳零放大电路、高输入阻抗

放大电路、高共模抑制比放大电路、电桥放大电路和隔离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2.2 了解增益调整与切换以及线形化电路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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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号调制、解调电路部分 （6 课时） 

3.1 掌握调幅、调频、调相和脉冲调制原理与方法。 

3.2 掌握包络检波电路、相敏检波电路、鉴频电路、鉴相电路的工作原理。 

（四）信号分离电路部分 （2 课时） 

4.1 掌握滤波器的基本知识，了解 RC 有源滤波器电路、集成有源滤波器、跟

踪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基本电路的工作原理。 

4.2 能够进行有源滤波器电路的设计。 

（五）信号运算电路、信号转换电路和信号细分与辨向电路部分 

  （8 课时）（2+4+2） 

5.1 掌握加减运算电路、微分积分电路、绝对值运算电路、峰值运算电路，

和信号转换电路的工作原理。 

5.2 掌握采样保持电路、电压比较电路、电压频率转换电路、模拟数字转换

电路的工作原理。 

5.3 了解直传式细分电路的工作原理。 

（六）逻辑控制电路和连续信号控制电路部分 （8 课时）（2+6） 

 6.1 了解功率开关驱动电路、继电器与电磁阀驱动电路、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6.2 掌握晶闸管工作原理，能够分析简单的单相和三相整流电路，了解逆变

原理。 

 6.3 掌握导电角控制逆变器工作原理，能够分析 120
0 导电角控制电路。 

 6.4 了解脉宽调制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6.5 了解电源电路的设计方法。 

（七）测控系统应用分析 （2 课时） 

 通过工程应用实例，了解测控电路与系统的设计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李醒飞主编，《测控电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张国雄主编，《测控电路》，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2. 孙传友、李胜玉等主编，《测控电路与装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3. 史红梅主编，《测控电路及应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学习主动性与平时测验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二极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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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整流电路应用、基本放大电路应用、运算放大器的应用、D 触发器的应用、

逻辑电路的设计及应用、555 集成电路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华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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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能理解测

控电路系统及各

特定单元电路的

概念、功能、组成

及其工作原理、性

能特点 

目标 2：能识

别各种测控单

元电路的实现

功能，并能解

释其工作过

程。 

目标 3：能应用电路原

理推导各种测控单元

电路输入输出间关系

表达式，提出实现特定

功能性能所需满足的

电路参数配置条件，分

析影响测控电路性能

的关键因素。 

目标 4:能根

据特定功能

性能要求，

设计相应的

测控电路单

元或系统 

目标 5：熟悉

测控系统的

基本原理与

组成、功能

应用和发展

趋势 

1.1 测控电路的特点与主要

要求等 
    √ 

1.2测控系统的发展与特点     √ 

2.1 信号放大电路的基本要

求与类型 
√ √    

2.2 增益调整与切换以及线

形化电路 
√ √    

3.1 调幅、调频、调相和脉

冲调制 
√ √ √   

3.2 包络检波电路、相敏检

波电路、鉴频电路、鉴相电

路 

√ √ √   

4.1 滤波器的基本知识，RC

有源滤波器电路、集成有源

滤波器、跟踪滤波器和数字

滤波器等基本电路 

√ √ √   

4.2有源滤波器电路的设计 √ √  √  

5.1 减运算电路、微分积分

电路、绝对值运算电路、峰

值运算电路，和信号转换电

路 

√ √ √   

5.2 采样保持电路、电压比

较电路、电压频率转换电路、

模拟数字转换电路等 

√ √ √   

5.3直传式细分电路 √ √    

6.1 功率开关驱动电路、继

电器与电磁阀驱动电路、步

进电机驱动电路 

√ √    

6.2 掌握晶闸管工作原理，

分析简单的单相和三相整流

电路，了解逆变原理。  

√ √ √   

 6.3 掌握导电角控制逆变

器工作原理，能够分析 1200

导电角控制电路。 

√ √ √   

6.4脉宽调制控制电路 √ √    

6.5电源电路的设计方法    √  

7 测控电路与系统的设计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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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沟通与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5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气、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和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理论，从而使学生对商务沟通与谈判的

原则、策略、技巧等有较深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目标 2：学习和了解工程项目的具体内容及其特点，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一

般一般内容、理论和方法。 

目标 3：将商务谈判的理论、策略和技巧应用到工程项目谈判中，提高工程

沟通与谈判水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课程内容 

（一）商务谈判 （14课时） 

1.1商务谈判概述与特点。 （2课时） 

1.2商务谈判的经典理论介绍。 （2课时） 

1.3商务谈判的原则、分类，商务谈判的程序等。 （4课时） 

1.3商务谈判的策略与技巧 （4课时） 

1.4 商务谈判的语言艺术及思维 （2课时） 

（二）管理沟通基本理论 （4课时） 

2.1管理沟通概述 

2.2管理沟通的基本原则 

2.3管理沟通的内容与形式 

2.4管理沟通的流程与技巧 

（三）工程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及其特点 （6课时） 

3.1工程项目建设的含义及基本内容 （2课时） 

3.2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理论学习。 （4课时） 

（四）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 （8课时） 

4.1 工程沟通与谈判内容、策略与技巧 （4课时） 

4．2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实践典型案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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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实战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商务谈判与管理沟通》（第 2版）姚凤云 龙凌云 张海南等编， 高等教育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商务沟通与谈判》，张守刚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8，第二版 

2. 《商务谈判与沟通》，张国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7 第一版 

3. 工程项目谈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9%A1%B9%E7%9B

%AE%E8%B0%88%E5%88%A4/7350612?fr=aladdin） 

4.工程谈判技巧

（https://wenku.baidu.com/view/82792b65a417866fb84a8e61.html）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读书报告（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 

3. 实战表现（20%） 

五、附件 

 

制定人：  韩强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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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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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沟通与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5Q1        英文名称： Project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机械、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沟通方法与技巧 

后续课程：商务沟通与谈判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清楚把握工程项目谈判的定义以及判定开始谈判的原则。 

目标 2：学习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过程，认识谈判风格。 

目标 3：学习如何策划多种可行并增加双方满意度的沟通与谈判方案。 

目标 4：领会并掌握常用的四项谈判技巧 – 交换、附加利益、折衷和让步技巧。 

目标 5：学习如何控制工程项目谈判中步调和节奏。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基本介绍 （2课时） 

1.1工程项目谈判的定义及意义，工程项目谈判主要内容和焦点分析，工程

项目沟通与谈判的三个不同层面。 （1课时） 

1.2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中包含建立关系、准备和策划、实施谈判在内的三

个的基本过程及案例学习。 （14课时） 

（二）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时机把握和前期准备 （10课时） 

2.1明确销售与谈判的区别，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时间的把握，分析开始进

行工程项目谈判时机的准则。 （2课时） 

2.2在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每个阶段应做的准备：谈判定位、了解需求、明

确优势、了解自己的政策和资源及监理双赢。 （3课时） 

2.3如何挑选谈判人员、组织谈判队伍。 （1课时） 

2.4如何分析自己和客户的谈判风格，如何根据双方风格确定对应策略。 

  （2课时） 

2.5案例学习与角色扮演。 （2课时） 

（三）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策划 （6课时） 

3.1学习如何建立工程项目谈判的目标。 （1课时） 

3.2什么是客户赢，如何把握客户赢的感受和准则。 （1课时） 

3.3多种可行特换方案的建立，保证双赢措施的制定。 （2课时） 

3.4案例学习与角色演练。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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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技巧与策略 （10课时） 

4.1进行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基本技巧：谋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策略

休会；寻求谈判优势、引证法律等。 （2课时） 

4.2探索阶段的工程沟通与谈判 （1课时） 

4.3招标和投标阶段的工程谈判 （1课时） 

4.4评标和决标阶段的工程谈判 （1课时） 

4.5签订合同阶段的工程谈判 （1课时） 

4.6工程沟通与谈判中的语言技巧：外交语言、商业法律语言、军事语言和

文学语言。 （2课时） 

4.7沟通谈判者的举止及礼仪。 （2课时） 

（五）工程沟通谈判中僵局的应对及合同变更的谈判应对 （4课时） 

5.1 工程谈判中冲突、僵局的界定。 （1课时） 

5.2造成僵局产生的原因。 （1课时） 

5.3僵局突破原则与技巧。 （1课时） 

5.4场外谈判和内部协议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谈判实务与技巧》，左斌等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哈佛双赢谈判准则与技巧》，[德]尤塔波特纳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08 

2. 《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3. 《国际商务谈判》（第 4 版），白远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2 

4. 《汤普森谈判学》（第 4 版），[美]利·汤普森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出勤（20%）、角色演练（30%）

及作业等（10%）； 

5.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项目沟通

与谈判基本概念、谈判的基本技巧、成僵局产生的原因、僵局突破原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青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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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清楚把

握工程项目谈

判的定义以及

判定开始谈判

的原则。 

目标 2：学习

工程项目沟

通与谈判的

过程，认识谈

判风格。 

目标 3：学习如

何策划多种可

行并增加双方

满意度的沟通

与谈判方案。 

目标 4:领会并掌

握常用的四项谈

判技巧 – 交换、

附加利益、折衷和

让步技巧。 

目标 5：学

习如何控制

工程项目谈

判中步调和

节奏。 

1.1工程项目谈判的定义及意义，

工程项目谈判主要内容和焦点分

析，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三个

不同层面。 

√     

1.2 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中包含

建立关系、准备和策划、实施谈

判在内的三个的基本过程及案例

学习。 

 √    

2.1 明确销售与谈判的区别，工

程项目沟通与谈判时间的把握，

分析开始进行工程项目谈判时机

的准则。 

    √ 

2.2 在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每个

阶段应做的准备：谈判定位、了

解需求、明确优势、了解自己的

政策和资源及监理双赢。 

  √ √  

2.3 如何挑选谈判人员、组织谈

判队伍。 
   √  

2.4 如何分析自己和客户的谈判

风格，如何根据双方风格确定对

应策略。 

  √ √ √ 

2.5案例学习与角色扮演。 √ √ √ √ √ 

3.1 学习如何建立工程项目谈判

的目标。 
   √  

3.2 什么是客户赢，如何把握客

户赢的感受和准则。 
  √   

3.3 多种可行特换方案的建立，

保证双赢措施的制定。 
  √ √  

4.1 进行工程项目沟通与谈判的

基本技巧：谋求共同利益，求同

存异；策略休会；寻求谈判优势、

引证法律等。 

  √ √  

4.2探索阶段的工程沟通与谈判    √ √ 

4.3招标和投标阶段的工程谈判    √ √ 

4.4评标和决标阶段的工程谈判    √ √ 

4.5签订合同阶段的工程谈判    √ √ 

4.6 工程沟通与谈判中的语言技

巧：外交语言、商业法律语言、

军事语言和文学语言。 

   √  

4.7沟通谈判者的举止及礼仪。    √  

5.1 工程谈判中冲突、僵局的界

定。 
   √  

5.2造成僵局产生的原因。 √   √ √ 

5.3僵局突破原则与技巧。    √ √ 

5.4场外谈判和内部协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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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7A1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and control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文书写作、工程沟通与谈判等 

后续课程：工程经济学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了解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过

程和方法。 

目标 2：使学生能够对测控系统工程实际问题进行辨识和分析。 

目标 3：使学生具有应用项目管理基本方法和技术，进行测控工程项目管理

的基本能力。 

目标 4：掌握项目管理应用软件学习，使学生在项目管理知识、技术和技能

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提高。 

二、课程内容 

（一）项目管理概念与环境 （4课时） 

1.1工程项目管理的含义、类型和任务，工程项目管理的国内外背景及其发

展趋势。  （2课时） 

1.2 项目环境调查与分析，及具体案例分析。 （2课时） 

（二）测控工程项目目标控制基本原理 （6课时） 

2.1 项目目标控制方法论，动态控制原理在项目目标控制中的应用。 

  （2课时） 

2.2 目标控制中的纠偏措施，及具体案例分析。 （2课时） 

2.3 风险管理在项目目标控制中的应用，及案例启发思考。 （2课时） 

（三）工程项目时间管理 （6课时） 

3.1 网络计划技术概述，常用网络计划技术。 （2课时） 

3.2 工程项目进度计划，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检查与调整。 （2课时） 

3.3 工程项目进度控制，案例分析。 （2课时） 

（四）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6课时） 

4.1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1课时） 

4.2 项目成本计划编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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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成本控制。 （1课时） 

4.4 案例分析。 （2课时） 

（五）工程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 （4课时） 

5.1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概述，工程项目参与各方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课时） 

5.2 工程质量控制。 （1课时） 

5.3 工程项目安全管理概述及安全管理措施。 （2课时）  

（六）计算机辅助工程项目管理 （6课时） 

6.1 信息技术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1课时） 

6.2 工程项目进度管理信息系统。 （2课时） 

6.3 工程项目合同和投资管理信息系统。 （1课时） 

6.4 BIM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项目管理（第二版）》，丁士昭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项目管理》，朱方伟、宋金波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 《项目管理》，孙军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3. 《测控系统工程技术》，王光明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课堂表现、小组讨论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提交报告的形式，对给定的测控工程撰写项目

管理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洋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6%A1%CA%BF%D5%D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9%E2%C3%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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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项目管

理的基本概念、过程

和方法 

目标 2：掌握测控系

统工程实际问题的

辨识和分析方法 

目标 3：具备应用项

目管理基本方法和

技术，进行测控工

程项目管理的基本

能力 

目标 4:掌握项目

管理应用软件学

习 

1.1 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

国内外背景及其发展趋势 
√    

1.2 项目环境调查与分析，及具

体案例分析 
√ √   

2.1 项目目标控制方法论，动态

控制原理在项目目标控制中的应

用 

√  √  

2.2 目标控制中的纠偏措施，及

具体案例分析 
√ √ √  

2.3 风险管理在项目目标控制中

的应用，及案例启发思 
√ √ √  

3.1 网络计划技术概述，常用网

络计划技术 
√   √ 

3.2 工程项目进度计划，工程项

目进度计划的检查与调整 
√  √  

3.3 工程项目进度控制，案例分

析 
√ √ √  

4.1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  √  

4.2 项目成本计划编制 √  √  

4.3 项目成本控制 √  √  

4.2案例分析 √ √ √  

5.1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概述，工

程项目参与各方的质量责任和义

务 

√ √ √  

5.2 工程质量控制 √ √ √  

5.2 工程项目安全管理概述及安

全管理措施 
√ √ √  

6.1 信息技术在工程项目管理中

的应用 
√  √ √ 

6.2工程项目进度管理信息系统 √ √ √ √ 

6.3 工程项目合同和投资管理信

息系统 
√ √ √ √ 

6.4 BIM 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

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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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软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8P1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oftware 

Techniqu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类、自动化类、

电气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Protel软件的基本配置，文档导入导出、文件管理。 

目标 2：掌握原理图环境配置，原理图设计，原理图规则设置与电气检查。 

目标 3：掌握原理图库文件创建，并能够在其中创建多个库元件。掌握封装

库文件的创建并能制作多个封装。 

目标 4：掌握从原理图导出 PCB版图的方法，查找并改正错误。能手动布置

元件，掌握手动绘制 PCB图和自动布线两种方法。 

目标 5：掌握 PCB图电气检查方法，元器件报表生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软件基础模块 （2课时） 

1.1 Protel 99简介，Protel 99的设计管理器。 （1课时） 

1.2设计数据库，文档文件的管理。 （1课时） 

（二）原理图设计模块 （6课时） 

2.1电路原理图设计流程，电路原理图编辑器管理, 原理图设计环境设置。 

  （2课时） 

2.2放置元件, 编辑元件属性，元件的调整，画原理图工具栏的使用。 

  （2课时） 

2.3画图工具栏的使用，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 报表生成及原理图输出。 

  （2课时） 

（三）库的创建管理模块 （4课时） 

3.1元件库管理器，元件库编辑器。 （2课时） 

3.2元件封装技术,编辑元件属性。 （2课时） 

（四）电路板设计模块 （4课时） 

4.1电路板规划和网络表载入。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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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定义电路板，放置设计对象，印制电路板的编辑。 （1课时） 

4.3布线前的准备，自动布线。 （1课时） 

（五）导出模块 （4课时） 

5.1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 （2课时） 

5.2报表生成及原理图输出，报表生成与电路板输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Protel99 SE 电路设计及应用》周润景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Protel 99 SE 原理图与 PCB 设计及仿真》，邓奕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03 

2. 《Protel 电路设计 100 例》，张伯虎等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05 

3. 《电路设计与制板：Protel 99SE 入门与提高》张瑾，张伟等著，人民邮电

出版社，2007.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每天都设计成果（60%）、考勤作业等

（10%）。 

4. 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开卷上机测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原理图设

计、原理图库文件制作、PCB 版图设计、封装制作、报表生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胥飞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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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Protel软件的基

本配置，文档导入

导出、文件管理  

目标 2：掌握原

理图环境配置，

原理图设计，电

气检查 

目标 3：掌握原

理图库文件创

建,掌握封装库

文件的创建并制

作 

目标 4:掌握从

原理图导出

PCB版图并查

错，掌握布线

技术 

目标 5：掌握

PCB图电气检

查方法，元器

件报表生成方

法 

1.1Protel 99的设计管理器 √     

1.2 设计数据库，文档文件

的管理 
√     

2.1 电路原理图编辑器管

理, 原理图设计环境设置 
√ √    

2.2 放置元件, 编辑元件属

性 
 √    

2.3 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 

报表生成及原理图输出 
 √    

3.1元件库管理器，编辑器 √  √   

3.2 元件封装技术,编辑属

性 
√  √   

4.1 电路板规划和网络表载

入 
√   √  

4.2印制电路板的编辑 √   √  

4.3 布线前的准备，自动布

线 
   √  

5.1原理图电气规则检查 √ √   √ 

5.2 报表生成及原理图输

出，报表生成与电路板输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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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网络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299P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毕业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络化测控系统的组成结构和数据通信技术。 

目标 2：掌握测控系统中常用网络通信技术。 

目标 3：掌握常用工业控制现场总线、DCS的主要特点和应用范围。 

目标 4：掌握典型的网络化工控产品应用技术。 

目标 5：掌握组态软件的开发以及网络化测控系统工程开发、设计的原理和

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网络与数据通讯基础 （8课时） 

1.1测控系统的概念与类型、工业过程控制系统概述。 （2课时） 

1.2仪器仪表与自动测试系统和测控系统网络化发展趋势、技术特点，网络

化测控系统的体系结构。 （2课时） 

1.3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通信技术、网络体系结构、局域网技术。 

  （2课时） 

1.4无线网络技术、短距离无线数据通信网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和广

域网技术与 Internet应用技术。 （2课时） 

（二）测控系统中常用网络通信技术 （6课时） 

2.1测控系统网络通信技术：特点、基本概念、数据传输技术、信息交换技

术、差错检测与控制。  （1课时） 

2.2测控系统中常用串行通信方法：RS—232接口、RS—422／RS—485接口、

USB技术、串行通信应用举例  （1课时） 

2.3现场总线技术：现场总线的定义与应用、现场总线与 RS—232、RS—485

的本质区别、基金会现场总线、ProfiBus总线、控制器局域网总线 CAN、ControlNet

总线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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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工业以太网：工业以太网的定义、以太网与现场总线的整合、常见工业

以太网设备 。 （1课时） 

2.5透明传输技术：透明传输基本概念与发展趋势、透明串口技术、以太网

同计算机串口之间的透明传输技术、GPRS同计算机串口之间的透明传输技术 。 

  （1课时） 

（三）网络化先进控制系统 （4课时） 

3.1集散控制系统（DCS）: 系统概述、现场控制站、操作员站及工程师站、

系统网络。 （1课时） 

3.2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现场总线的概念、结构和技术特点、基本设

备、未来趋势、以现场总线为基础的控制系统 。 （2课时） 

3.3FCS 与 DCS的分析比较.  （1课时） 

（四）典型网络化工控产品应用技术 （4课时） 

4.1嵌入式控制器 BL2000：概述、系统特点、子系统、性能指标 。 

  （1课时） 

4.2Dynamic C语言：概述、设置、基于 B／S 的 Dynamic C程序设计基本步

骤、嵌入式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的编写方法、编写简单的 TCP／IP程序、嵌入式系

统多任务的处理、编写简单的 CGI程序、Dynamic C同网页之间的连接 。 

  （1课时） 

4.3 BL2000以太网接口技术应用实例：头定义（宏定义）、函数与公共变量

的定义、CGI映射函数、配置装入 Flash中的文件和变量、主程序。 （1课时）  

4.4牛顿—7000工控模块：模块简介、系统网络结构、系统主要组网技术、

牛顿—7520和 7510模块介绍、无线 Modem模块介绍、牛顿—7000系统的 RS—485

网络   （1课时） 

（五）组态软件在测控系统中的应用 （6课时） 

5.1 组态软件的功能、特点及发展趋势。 （1课时） 

5.2组态王（KINGVIEW）软件概述、结构、组态王与下位机通信方法。 

  （1课时）  

5.3组态王软件设计：掌握组态王与模块通信方法、组态王的动画图形界面

设计、报警、事件和趋势曲线、配方和报表系统、数据库连接、GPRS 虚拟串口。 

  （3课时） 

5.4基于组态王和牛顿模块的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1课时） 

（六）网络化测控系统实例 （4课时） 

6.1应用系统工程开发步骤  （1课时） 

6.2 远程抄表系统实例：基于 RS—485网络抄表系统设计和基于以太网的远

程抄表系统设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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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远程监测实例：基于无线数传的箱式变电站数据远程监测系统设计，基

于 GPRS的油井远程在线监控系统设计和基于 PROFIBUS的自来水厂分布式监控系

统设计。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测控系统网络化技术》（第 2版），于洋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网络化测控技术》陈国顺，宋新民，马峻，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现场总线技术》（第 2版），刘泽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工控组态软件》，汪志锋，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4《网络化测控技术与实现》，余成波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主要内容包括：网络与数据通讯基

础、测控系统中常用网络通信技术、网络化先进控制系统、典型网络化工控产品

应用技术、组态软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邹海荣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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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网

络化测控系统的

组成结构和数据

通信技术。 

目标 2：掌握

测控系统中常

用网络通信技

术。 

目标 3：掌握常

用工业控制现场

总线、DCS的主

要特点和应用范

围。 

目标 4:掌

握典型的网

络化工控产

品应用技

术。 

目标 5：掌握组态

软件的开发以及

网络化测控系统

工程开发、设计

的原理和方法。 

1.1测控系统的概念与类型、工

业过程控制系统概述 
√    √ 

1.2仪器仪表与自动测试系统和

测控系统网络化 
√     

1.3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通信

技术、网络体系结构、局域网技

术 

√     

1.4无线网络技术、短距离无线

数据通信网技术、无线传感器网

络 技 术 和 广 域 网 技 术 与

Internet应用技术 

√     

2.1测控系统网络通信技术  √   √ 

2.2测控系统中常用串行通信方

法 
 √    

2.3现场总线技术  √    

2.4工业以太网  √    

2.5透明传输技术  √    

3.1集散控制系统（DCS）   √   

3.2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   √   

3.3FCS 与 DCS的分析比较    √   

4.1嵌入式控制器 BL2000    √  

4.2Dynamic C语言    √  

4.3 BL2000 以太网接口技术应

用实例 
   √ √ 

4.4牛顿—7000工控模块          √  

5.1 组态软件的功能、特点及发

展趋势。 
    √ 

5.2组态王（KINGVIEW）软件概

述、结构、组态王与下位机通信

方法 

    √ 

5.3组态王软件设计     √ 

5.4基于组态王和牛顿模块的温

度控制系统设计 
√ √  √ √ 

6.1应用系统工程开发步骤     √ 

6.2 远程抄表系统实例 √ √ √ √ √ 

6.3 远程监测实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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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0A1        英文名称：Single - chip integrated applic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类、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51 单片机原理基础、C 语言、Proteus 仿真软件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在先修课程单片机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常用典型输入输出单

元的学习，为综合应用做准备。 

目标 2：学习和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结构。前向通道的组成及其特点

和各环节的作用、常见的传感器、后向通道的组成与特点及结构、模拟输出通道

的作用、执行机构、人机通道的结构及其特点、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内容。 

目标 3：学习和剖析典型综合应用系统。 

目标 4：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综合设计的一般方法及步骤，并进行单片机综

合应用系统的设计实践。达到能独立开发具有一定使用功能的单片机综合应用系

统的能力。 

目标 4：了解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抗干扰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常用单片机输入输出单元的拓展学习 （20课时） 

1.1 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模块 LCD的显示。 （2课时） 

1.2专用键盘/显示芯片 HD7279的接口设计。 （4课时） 

1.3单片机与 PC通讯接口的设计。 （2课时） 

1.4外部程序和数据存储器的扩展，单片机与外部设备接口的设计。 

  （2课时） 

1.5 单片机与 82C55的接口设计。 （2课时） 

1.6 典型 A/D和 D/A转换接口设计及应用。 （2课时） 

1.7 串行口的扩展设计。 （2课时） 

1.5步进电机、直流电机驱动接口设计，转速检测接口设计，频率测量接口

设计，时钟芯片的接口设计等。 （4课时） 

（二）学习和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内容 （2课时） 

2.1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结构 （1课时） 

2.2、前向通道的组成及其特点和各环节的作用、常见的传感器、后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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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与特点及结构、模拟输出通道的作用、执行机构、人机通道的结构及其特

点、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内容 （1课时） 

（三）学习和剖析典型综合应用系统 （4课时） 

3.1学习和剖析典型综合应用系统 （2课时） 

3.2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综合设计的一般方法及步骤。 （2课时） 

（四）单片机抗干扰技术 （2课时） 

4.1 抗干扰技术的概念及干扰源。 （1课时） 

4．2常用的抗干扰软硬件方法。 （1课时） 

（五）单片机综合应用系统设计实战（4） 

5.1选题及讨论完善 （2课时） 

5.2 在 proteus设计与实现（原理模拟仿真及 PCB版图设计）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编程+Proteus仿真》 张毅刚主编， 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2.11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单片机实用系统设计与仿真经典实例》，周润景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 第 1 次印刷 

2. 《单片机开发技术实例》，张元良 王建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1

第 1 版 

3. 《单片机电路设计、分析与制作》，周景润 徐宏伟 丁莉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0.08 第 1 版 

4. 《51 单片机趣味制作详解》，周正华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1.03 第 1 版 

5. 《基于 Proteus 单片机实验与课程设计》，魏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03 第 1 版 

6．《基于 Proteus的电路及单片机系统设计与仿真》，周润景 张丽娜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05第 1版。 

7.《电气技术基础实践教程》，韩强主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06

第 1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综合设计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作业（20%）、考勤（10%）等。 

2. 综合设计成绩（30%）。 

3.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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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韩强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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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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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故障诊断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1P1       英文名称：Diagnosis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Machine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数学、电机学、电机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设备诊断技术的发展及产生的影响；国外设备诊断发展概况；

国内设备诊断技术发展现状；设备诊断技术的经济效益。 

目标 2：掌握电机的噪声源；掌握电机噪声诊断技术；掌握电机振动异常的

识别；掌握电机振动的测定与诊断；掌握电机扭振的检测和诊断。 

目标 3：掌握电流频谱诊断法；转子断条诊断原理及频谱变化；气隙偏心度

诊断原理；电流检测和诊断系统。 

二、课程内容 

1、概论 （2学时） 

1.1了解设备诊断技术的发展及产生的影响； 

1.2国外设备诊断发展概况； 

1.3国内设备诊断技术发展现状； 

1.4设备诊断技术的经济效益。 

1.5电机故障诊断技术的特点 

2、设备故障诊断技术原理 （4学时） 

2.1传感器原理及特性； 

2.2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2.3数据处理方法； 

2.4诊断软件与专家系统； 

3、电机类型及故障现象 （4学时） 

3.1各类电机的工作原理； 

3.2电机运行条件与故障之间的关系； 

3.3电机故障的机理与征兆； 

4、电机噪声的测量与诊断 （6学时） 

4.1声学测量的基本知识； 

4.2电机的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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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电机噪声常用的测量仪器； 

4.4电机噪声的测量方法； 

4.5电机噪声诊断技术； 

5、电机振动的测量与诊断 （6学时） 

5.1振动测量的基本知识； 

5.2电机振动异常的识别； 

5.3振动传感器设备； 

5.4电机振动的测定与诊断； 

5.5电机扭振的检测和诊断。 

6、电气综合诊断 （2学时） 

6.1电流频谱诊断法； 

6.2转子断条诊断原理及频谱变化； 

6.3气隙偏心度诊断原理；  

7、诊断技术中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 （4学时） 

7.1计算机技术及 A/D、D/A转换器； 

7.2电机状态监测方法及特点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故障诊断技术》，沈标正，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机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马宏忠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电机建模、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Hamid A. Toliyat，周卫平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讨论。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机故障诊断

概述、电机故障诊断方法、电机振动、电机噪声、电机温升、电机故障检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全峰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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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设备诊

断技术的发展及产生的

影响；国外设备诊断发

展概况；国内设备诊断

技术发展现状；设备诊

断技术的经济效益。 

目标 2：掌握电机的噪

声源；掌握电机噪声诊断技

术；掌握电机振动异常的识

别；掌握电机振动的测定与

诊断；掌握电机扭振的检测

和诊断。 

目标 3：掌握电流频

谱诊断法；转子断条诊

断原理及频谱变化；气

隙偏心度诊断原理；电

流检测和诊断系统。 

1.1 了解设备诊断技术的发展及产生

的影响； 
√   

1.2国外设备诊断发展概况； √   

1.3国内设备诊断技术发展现状； √   

1.4设备诊断技术的经济效益。 √   

1.5电机故障诊断技术的特点 √   

2.1传感器原理及特性；  √  

2.2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  

2.3数据处理方法；  √  

2.4诊断软件与专家系统；  √  

3.1各类电机的工作原理；  √  

3.2 电机运行条件与故障之间的关

系； 
 √  

3.3电机故障的机理与征兆；  √  

4.1声学测量的基本知识；  √  

4.2电机的噪声源；  √  

4.3电机噪声常用的测量仪器；  √  

4.4电机噪声的测量方法；    

4.5电机噪声诊断技术；  √  

5.1振动测量的基本知识；  √  

5.2电机振动异常的识别；  √  

5.3振动传感器设备；  √  

5.4电机振动的测定与诊断；    

5.5电机扭振的检测和诊断。    

6.1电流频谱诊断法； √ √ √ 

6.2转子断条诊断原理及频谱变化； √ √ √ 

6.3气隙偏心度诊断原理；  √ √ √ 

7.1计算机技术及 A/D、D/A转换器； √ √ √ 

7.2电机状态监测方法及特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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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器智能化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2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tegrated intelligent control experi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学、自动

控制理论、传感器检测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机控制技术、DSP 原理及应

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压/电流/速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会常用传感器接口电路

参数计算，学会单相/三相电路电压电流模块的关键节点的测试实验。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的使用和断点调试，掌握常用

PID中断模块的 C语言编程调试，掌握 PID参数的调试原则，并了解 PID闭环反

馈在电源及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及控制方法，掌握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

控制电路分析与设计，掌握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控制模块软件设计与调试，学

会利用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进行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实验。 

目标 4：掌握 DCDC电源原理及控制方法，掌握 DCDC电源闭环控制电路分析

与设计，掌握 DCDC电源电压闭环控制模块软件设计与调试，学会利用 DSP编程

开发环境（CCS）进行 DCDC电源电压闭环反馈实验。 

二、课程内容 

实验一  电压/电流/速度传感器采集模块的性能研究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单相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电路的调试与各点波形的观测； 

（2）三相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电路的调试与各点波形的观测； 

（3）速度传感器采集模块电路的调试与各点波形的观测；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电压传感器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电流传感器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 

（3）掌握速度传感器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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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 

实验二 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下的 PID函数 C语言调试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的熟悉和使用； 

（2）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虚拟示波器使用； 

（3）常用 PID中断模块的 C语言编程。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的使用和断点调试； 

（2）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虚拟示波器观察变量波形； 

（3）掌握常用 PID中断模块的 C语言编程。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台式机。 

实验三  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的性能研究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观察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电路工作时主电路输出特性及各点的

输出波形； 

（2）在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进行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模块的调试； 

（3）在 CCS中改变 PID参数在示波器和 CCS 虚拟示波器中观测修改效果。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的工作驱动电路组成及直流无刷电机的工作原

理； 

（2）掌握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进行转速闭环模块的调试； 

（3）掌握转速 PID控制参数的调试原则。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台式机。 

实验四 DCDC电源的性能研究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DCDC电源控制电路的调试及 PWM波形的观测； 

（2）DCDC电源电路的波形观测及电压测试； 

（3）DCDC电源模块的电压闭环反馈实验。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 DCDC电源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 DCDC电源主电路的工作原理； 

（3）掌握 CCS环境下进行 DCDC电源电压闭环反馈的调试。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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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台式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电器智能化综合实验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 

5. 《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6．CCS软件使用指导书 

7．示波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实验报告中应对各个模块进行详细的说明，说明所设计的方案、具体环

节的工作原理、实现过程，并附上详细的测试波形等。 

2、按时完成实验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海燕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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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压/电

流/速度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及电路调试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

（CCS）的使用和 P

断点调试 

目标 3：掌握直流无

刷电机的原理及控

制方法，掌握转速

闭环控制模块的调

试 

目标 4:掌握 DCDC

电源原理及控制

方法，掌握 DCDC

电源模块的调试 

实验一 电压/电流/速度传感器

采集模块的性能研究 
√    

实验二嵌入式 DSP 编程开发环境

（CCS）下的 PID函数 C语言调试 
 √   

实验三 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

的性能研究 
  √  

实验四 DCDC电源的性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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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全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气安全工程 

英文名称：Electrical Safety Engineering 

课程代码：013303A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磁场、电机学等。 

后续课程：高电压技术、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低压电器及其控制、变频器原理及

应用、电气工程监理与质量控制、电气设备运行综合实验等。 

 

一、课程性质 

电气安全工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具有较强的

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本课程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分析电气事故的起因、危害及

防治技术，包括电气安全基础、触电防护、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电气防火防

爆、静电防护及雷电防护等内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入理解电气安全的

基本理论，从而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电气事故，查

明原因，提出相应防护措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学

习专业课及从事专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 了解工业企业供配电的基本知识，熟悉电击事故的防护准则，

掌握电击事故的防护措施要求。 

课程目标 2、 了解电气线路安全、电气设备安全的基本知识，熟悉电气线路、

电气设备常见故障及防护措施；掌握电气线路安全的基本要求和导线截面选择与

校核，掌握各种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保护特性。 

课程目标 3、理解电气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原因，掌握常用的电气防火防爆措

施；熟悉静电危险的安全界限，掌握防静电技术措施；掌握各类雷击事故的防范

措施，熟知人身防雷的安全要求。  

课程目标 4、了解用电安全管理常用制度及作用，了解电气操作与维修的安

全措施，熟悉各类电工安全工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28 学时） 

1、电气安全基础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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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防电气事故的理念出发，揭示电气事故的特点、原因和规律，探讨电气

安全技术管理措施，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内容、任务与要求。（对应毕业要求：

2.1，6.2） 

2、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2 学时） 

了解电击和电伤，掌握电流伤害的机理和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影响，了解

触电急救措施。（对应毕业要求：2.1，6.2） 

3、直接接触电击防护 （6 学时） 

了解绝缘损坏的危害和主要绝缘性能指标，熟悉绝缘的电气性能常用指标和

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了解屏保装置的使用场合和安全条件，掌握电气安全距离

的标准和设计选择方法；了解常用电工安全工具及其使用和试验方法，了解加强

绝缘的结构和基本条件。（对应毕业要求：6.2，7.2） 

4、间接接触电击防护 （8 学时） 

掌握接地的基本概念和系统接地的主要形式，掌握 IT、TT、及 TN 系统的基

本原理、应用范围和系统要求；通过电网正常运行和故障运行时的电击危险性分

析，对接地电网和不接地电网进行比较，掌握两种电网的优缺点及应用场合；了

解间接接触电击防护技术。（对应毕业要求：6.2，7.2） 

5、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4 学时） 

掌握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了解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分类

和主要技术参数，了解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安装和运行方法。（对应毕业要

求：6.2，7.2） 

6、电气防火防爆 （2 学时） 

了解电气引燃的原因和燃爆的危险环境，熟悉防爆电气设备的类型、标志和

选用原则，了解防爆电气线路的安装位置、敷设方式、导体材质和连接方法；了

解电气防火防爆措施。（对应毕业要求：6.2，7.2） 

7、静电防护 （2 学时） 

了解静电产生的原理和、静电的特点和危害，熟悉主要静电防护措施。（对

应毕业要求：6.2，7.2） 

8、雷电防护 （2 学时） 

了解雷电的种类、主要参数及其危害，熟悉主要防雷和接地装置，掌握建筑

物防雷、电气设备防雷和人身防雷的主要措施。（对应毕业要求：6.2，7.2）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4 学时） 

实验一  低压配电系统安全认识实验 （2 学时） 

实验二  配电系统过电流保护及漏电保护实验 （2 学时）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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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

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1：掌握本专

业重要资料来源，能

够利用网络等工具获

取工程问题信息。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通过学生查阅网络资料等环节了解电气安全工程

等相关问题，掌握电气工程领域获取工程问题信息的方法。 

指标点 6.2： 明确实

施电气工程实践及其

解决方案中应承担的

社会、安全、健康、

法律及文化责任。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课堂讲授电气安全工程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工程

典型案例的形式明确电气工程涉及的社会、安全、健康、法

律等责任，并通过课堂讨论、实验、课程报告等形式进一步

巩固。 

指标点 7.2：知晓和理

解电气产品及工程项

目的相关标准和规

范，能评价工程实践

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课堂讲授电气安全工程涉及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通过课堂讨论、实验、课程报告等形式进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由三部分构成：作业、

出勤（10%、）+实验（10%）+电气事故案例解析课程报告（20%），各部分所占

比例见下表。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出勤 

（课后习题，学生出勤率） 
2.1，6.2，7.2 10 

实验 

（预习、实验过程及实验报告） 
6.2，7.2 10 

课程报告 

（电气事故案例解析课程报告） 
2.1，6.2，7.2 2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

程度，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简答题、案

例分析题等。 

6.2，7.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气安全工程》，陈金刚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0 

2、《电气安全》，孙熙，蒋永清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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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气安全工程》，钮英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1 

4、《大学生安全文化 第 2 版》，吴超，王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5  

 

制定人： 迟长春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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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产品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4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of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微机原理及应用等 

后续课程：计算机控制、过程控制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现代公司结构，项目组的基本组成，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各种电工工具、焊接技术、印制电路板技术、学会电子器件的

焊接、电子电路的调试方法和软件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电子项目管理的 6 步骤法，掌握电气电子项目中研究问题的方

法，掌握通过数据库、因特网等工具收集信息的方法。 

目标 4：掌握制定项目设计规范的方法。 

目标 5：能够利用 cantt 图、PERT/CPM 等工具制定项目实施计划。 

目标 6：掌握 EDA 相关仿真软件、编程软件和硬件制作方法执行项目的实施

计划的方法与流程。 

目标 7：掌握电子项目验证解决方案的方法。 

目标 8：掌握对项目进行总结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传授学生基本电气电子产品（包括控制器芯片类、模拟电子器件

类及数字电子器件类）、自动化工程类项目管理方法（项目管理六步骤法）以及

自动化工程类项目管理过程的基本知识。重点在于自动化工程类项目管理的方法。 

主要内容（Brief list of topics to be covered） 

1、项目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现代公司的基本结构、执行总裁的功能，工程部门的任务、生产和运营

部门的任务。 

1.2 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并行工程概念、项目管理方法。 

1.3 认证机构概述、全美电气规程、CE 认证、CSE 国际标准协会。 

1.4 电子项目管理的 6 步骤法的每个步骤内容，以及每个步骤之间的关系。 

2、电气电子产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电烙铁、去焊工具、剥线钳、绕线工具、万用表、校验仪等电工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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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2.2 手工焊接电路板技术和拆焊技术 

2.3 掌握无焊电路实验板、通用印制电路实验板的接线方法和使用方法，了

解表面安装技术（SMT）。 

2.4 印制电路实验板、制作电路实验板、测试电路实验板。 

2.5 自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方法；单片机最小系统构成；利用单片机、电机、

传感器构建反馈控制系统。 

3、研究问题、收集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研究项目需要哪些问题，制定项目的战略目标。 

3.2 掌握通过期刊、会议、网络、市场等多种渠道进行信息收集的方法。 

3.3 掌握撰写设计建议书的方法。 

4、制定项目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项目一般性描述的写作方法。 

4.2 掌握项目性能规范、功能规范、输入电源、包装规范、环境规范、操作

规范、成本规范和软件规范等规范的制定方法。 

5、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5.1 掌握利用 Gantt 图制定“执行计划”、“验证项目”和“项目总结”的进

度表。 

5.2 掌握利用 GPERT/CMP 图制定“执行计划”、“验证项目”和“项目总结”

的进度表。 

6、执行项目实施计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6.1 项目整体分解基本方法和初步设计基本方法。 

6.2 项目元件选择方法和电路仿真方法。 

6.3 项目软件设计方法。 

6.4 项目 PCB 板设计方法和电路实验板设计方法。 

6.5 项目样机开发方法与测试方法。 

7、验证解决方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7.1 产品质量保证及制造过程的规范。 

7.2 产品制造过程的测试和校准。 

7.3 拷机与产品可靠性测试。 

7.4 产品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产品试运行。 

8、项目结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8.1 项目的性能目标。 

8.2 执行项目进度表的情况。 

8.3 项目成本目标、质量水平、销售目标、整体经济性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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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教材（TEXT BOOK）: 《电子项目管理》，钮文良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4.10 

参考资料（OTHER SUPPLEMENTAL MATERIALS）: 

1. 《项目管理教程》，骆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1 

2. 《项目管理教程》，杨小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1 

3. 《软件项目管理案例教程》（第 4 版），韩万江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3 

4．电子 CDA----PROTEL 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5．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和作业。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公司结构，

项目组的基本组成，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各种电工工具、焊接技术、印制电路

板技术、学会电子器件的焊接、电子电路的调试方法和软件设计方法；电子项目

管理的 6 步骤法，电气电子项目中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数据库、因特网等工具

收集信息的方法；制定项目设计规范的方法；能够利用 cantt 图、PERT/CPM 等

工具制定项目实施计划； EDA 相关仿真软件、编程软件和硬件制作方法执行项

目的实施计划的方法与流程；电子项目验证解决方案的方法；项目总结的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西超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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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现代公司结

构，项目组的

基本组成，掌

握项目管理

的基本概念，

掌握电子项

目管理的 6

步骤法。 

目标 2：掌

握各种电

工工具、焊

接技术、印

制电路板

技术、学会

电子器件

的焊接、电

子电路的

调试方法

和软件设

计方法 

目标 3：掌

握电气电

子项目中

研究问题

的方法，

掌握通过

数据库、

因特网等

工具收集

信息的方

法 

目标 4:掌

握制定项

目设计规

范的方法 

目标 5：能

够利用

cantt图、

PERT/CPM

等工具制

定项目实

施计划 

目标 6：掌

握 EDA相

关仿真软

件、编程

软件和硬

件制作方

法执行项

目的实施

计划的方

法与流程 

 

目标

7：掌

握电

子项

目验

证解

决方

案的

方法 

目标

8：掌

握对

项目

进行

总结

的方

法 

1.1 现代公司的基本

结构、执行总裁的功

能，工程部门的任务、

生产和运营部门的任

务 

√        

1.2 工程项目管理的

概念、并行工程概念、

项目管理方法 

√        

1.3 认证机构概述、

全美电气规程、CE认

证、CSE 国际标准协

会 

√        

1.4 电子项目管理的

6 步骤法的每个步骤

内容，以及每个步骤

之间的关系 

√        

2.1 电烙铁、去焊工

具、剥线钳、绕线工

具、万用表、校验仪

等电工工具的使用方

法 

 √       

2.2 手工焊接电路板

技术和拆焊技术 
 √       

2.3 掌握无焊电路实

验板、通用印制电路

实验板的接线方法和

使用方法，了解表面

安装技术（SMT） 

 √       

2.4印制电路实验板、

制作电路实验板、测

试电路实验板 

 √       

2.5 自动控制系统工

程设计方法；单片机

最小系统构成；利用

单片机、电机、传感

器构建反馈控制系统 

 √       

3.1 研究项目需要哪

些问题，制定项目的

战略目标 

√  √      

3.2 掌握通过期刊、

会议、网络、市场等

多种渠道进行信息收

集的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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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掌握撰写设计建

议书的方法 
√  √ √     

4.1 项目一般性描述

的写作方法 
√   √     

4.2 掌握项目性能规

范、功能规范、输入

电源、包装规范、环

境规范、操作规范、

成本规范和软件规范

等规范的制定方法 

√   √     

5.1 掌握利用 Gantt

图制定“执行计划”、

“验证项目”和“项

目总结”的进度表 

√    √ √   

5.2 掌 握 利 用

GPERT/CMP图制定“执

行计划”、“验证项目”

和“项目总结”的进

度表 

√    √ √   

6.1 项目整体分解基

本方法和初步设计基

本方法 

√     √   

6.2 项目元件选择方

法和电路仿真方法 
√     √   

6.3 项目软件设计方

法 
√     √   

6.4 项目 PCB 板设计

方法和电路实验板设

计方法 

√     √   

6.5 项目样机开发方

法与测试方法 
√     √   

7.1 产品质量保证及

制造过程的规范 
√      √  

7.2 产品制造过程的

测试和校准 
√      √  

7.3 拷机与产品可靠

性测试 
√      √  

7.4 产品文献资料的

整理和产品试运行 
√      √  

8.1 项目的性能目标 √       √ 

8.2 执行项目进度表

的情况 
√       √ 

8.3 项目成本目标、

质量水平、销售目标、

整体经济性能的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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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监理与质量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5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and Quality Control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及应用、电气工程概论、电力系统基础 

后续课程： 电气工程验收规范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电气安装相关技术标准。 

课程目标 2、架空线路及杆上电气设备安装 

课程目标 3、变配电设备安装 

课程目标 4、电机检查接线与调试 

课程目标 5、裸母线、封闭母线、插接式母线安装 

课程目标 6、电缆与线槽敷设、槽板配线和钢索配线 

课程目标 7、电缆头制作、接线和线路绝缘测试 

课程目标 8、电气照明安装 

课程目标 9、防雷及接地安装 

二、课程内容 

（一）电气工程概述 （2 学时） 

 1.1 质量控制内容 

 1.2 电气设备试验与电气工程试运行 

 1.3 电气工程分项划分 

（二）空线路及杆上电气设备安装（4 学时） 

本章主要讲述架空电力线路的组成、架空电力线路的部件、线路路径的要求、

材料质量要求、施工监理控制细节、质量标准与验收。 

（三）变配电设备安装 （2 学时） 

本章主要讲述变配电设备安装的材料质量要求及施工监理控制细节。 

（四）电机检查接线与调试。 （2 学时） 

    （五）裸母线、封闭母线、插接式母线安装标准及施工监理细节。  

  （2 学时） 

    （六）电缆与线槽敷设、槽板配线和钢索配线安装标准及施工监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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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时） 

    （七）电缆头制作、接线和线路绝缘测试。 （2 学时） 

    （八）电气照明安装安装标准及施工监理细节。 （2 学时） 

    （九）防雷及接地安装安装标准及施工监理细节。（4 学时） 

（十）电气控制柜设计及质量控制。（8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工程监理手册》编写组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气工程监理细节 100》，逄凌滨主编，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03 月 

 2. 《电气工程安装及调试技术手册》（第 3 版）白玉岷 主编，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3.7 

 3. 《建筑电气工程设计》，孟文璐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5 

 4. 《电气安装规划与实施》，李飞 梁强 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6.5   

 5. 《电气安装与调试技术》卢艳 江月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气工程基本

概念、电气工程施工技术标准等。 

 

制定人：   左东升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D%A8%B2%C4%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e.dangdang.com/newsearchresult_page.html?keyword=孟文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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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了解电气

安装相关

技术标准 

架空线路

及杆上电

气设备安

装 

变配电设

备安装 

电机检查

接线与调

试 

裸母线、

封闭母

线、插接

式母线安

装 

电缆与线

槽敷设、

槽板配线

和钢索配

线 

电缆头制

作、接线

和线路绝

缘测试 

电气照

明安装 

防雷及

接地安

装 

1、电气工程

概述 
√         

2、空线路及

杆上电气设

备安装 

 √        

3、变配电设

备安装 
  √       

4、电机检查

接线与调试 
   √      

5、裸母线、

封闭母线、

插接式母线

安装标准及

施工监理细

节 

    √     

6、电缆与线

槽敷设、槽

板配线和钢

索配线安装

标准及施工

监理细节 

     √    

7、电缆头制

作、接线和

线路绝缘测

试 

      √   

8、电气照明

安装安装标

准及施工监

理细节 

       √  

9、防雷及接

地安装安装

标准及施工

监理细节 

        √ 

10、电气控

制柜设计及

质量控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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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6P1 

英文名称：Project 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及应用、电气工程概论、电力系统基础 

后续课程：电气工程验收规范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让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够了解一个完整的电气工程项

目必经的几个主要环节以及各环节应达到的主要目标。 

课程目标 2、电气工程项目策划与管理技术概述、基本要点及投标常用电气

参数计算。 

课程目标 3、电气设备元件材料的核算及选择，读图及审图。 

课程目标 4、工程预算编制，物资供应计划的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及实

施。 

课程目标 5、开工前的协调组织及准备工作，监督管理方法要点，安全管理

及实施。 

课程目标 6、工程的技术、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的监督、管理以及竣工

交验等。 

二、课程内容 

（一）电气工程项目前期 （2 学时） 

 1.1 电气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1.2 可行性研究步骤及报告编制依据、程序和要求。 

 1.3 工程施工过程的相关程序 

（二）工程项目的部门组织 （2 学时） 

本章主要讲述电气工程管理中的部门组成，大致可分为 6 个部门（财务部门、

预算部门、采购部、人力资源部、工程管理部、质安部），以及各部门的分工。

共分为财务部门指标计算、预算部门的工程预算、采购部的采购能力、人力资源

部（综合部）人事管理、工程管理部职责、质安部岗位内容等几个模块。 

（三）施工整体计划编制 （6 学时） 

主要讲述项目进度计划制定，要考虑到协调各个分项目之间的进度。计划的

形势可以分为正式计划与非正式计划。主要分为费用计划、质量计划、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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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人力资源管理计划、沟通计划、安装计划、采购计划、风险管理计划等几

部分讲述。 

（四）项目的执行 （6 学时） 

主要讲述项目进度根据计划执行，及执行力的保证措施等。共分为质量管理

的执行、团队建设、沟通过程中的执行、采购中的执行等。 

（五）项目的控制（12 学时） 

主要讲述项目的控制范围、质量、进度、成本、市场或政治目标。范围目标

是指功能范围；质量目标包括性能要求、技术指标、质量要求等等；进度目标包

括交付时间，与客户达成共识的其他时间要求，如验收时间、交付使用时间等等；

市场目标，线路生产企业的耗电量负荷计算；政治目标是服务政府部门，根据政

府规划要求履行，吸引投资商造福本地建设。主要分为预算成本控制、项目进度

时间控制、实施项目过程中控制、项目内外各种因素确定性的控制、沟通控制、

风险控制等几个模块 

（六）项目收尾（4 学时） 

主要讲述项目验收规范以及依据的标准。以及项目验收的组织及验收材料整

理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工程项目策划与管理技术手册》，白玉岷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08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气工程项目策划与管理技术手册》，白玉岷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08 月 

2. 《电气工程安装及调试技术手册》（第 3 版）白玉岷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3.7 

3. 《电气安装的规划与实施》，陈湘令 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9 

4. 《电气安装规划与实施》，李飞 梁强 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6.5   

5. 《电气安装与调试技术》卢艳 江月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施工计划

的编制、项目控制指标考查、项目竣工资料基本要求。 

 

制定人：   左东升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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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让电气

自动化相关专

业的学生能够

了解一个完整

的电气工程项

目必经的几个

主要环节以及

各环节应达到

的主要目标 

目标 2、电气工

程项目策划与

管理技术概述、

基本要点及投

标常用电气参

数计算 

目标 3、电气设

备元件材料的

核算及选择，读

图及审图 

目标 4、工程预

算编制，物资供

应计划的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

编制及实施 

5、开工前的协

调组织及准备

工作，监督管理

方法要点，安全

管理及实施 

目标 6、工程

的技术、质量、

安全、进度、

投资的监督、

管理以及竣工

交验等 

1.1 电气工程

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 

√ √ √    

1.2 可行性研

究步骤及报告

编制依据、程

序和要求 

√ √  √   

1.3 工程施工

过程的相关程

序 

√      

2、工程项目的

部门组织 
√   √ √  

3、施工整体计

划编制 
√      

4、项目的执行 √    √  

5、项目的控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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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7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tegrated intelligent control experi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学、自动

控制理论、传感器检测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机控制技术、DSP 原理及应

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压/电流/速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学会常用传感器接口电路

参数计算，学会单相/三相电路电压电流模块的关键节点的测试实验。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的使用和断点调试，掌握常用

PID中断模块的 C语言编程调试，掌握 PID参数的调试原则，并了解 PID闭环反

馈在电源及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及控制方法，掌握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

控制电路分析与设计，掌握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控制模块软件设计与调试，学

会利用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进行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实验。 

目标 4：掌握 DCDC电源原理及控制方法，掌握 DCDC电源闭环控制电路分析

与设计，掌握 DCDC电源电压闭环控制模块软件设计与调试，学会利用 DSP编程

开发环境（CCS）进行 DCDC电源电压闭环反馈实验。 

二、课程内容 

实验一  电压/电流/速度传感器采集模块的性能研究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单相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电路的调试与各点波形的观测； 

（2）三相电压电流采集模块电路的调试与各点波形的观测； 

（3）速度传感器采集模块电路的调试与各点波形的观测；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电压传感器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电流传感器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 

（3）掌握速度传感器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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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 

实验二 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下的 PID函数 C语言调试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的熟悉和使用； 

（2）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虚拟示波器使用； 

（3）常用 PID中断模块的 C语言编程。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的使用和断点调试； 

（2）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虚拟示波器观察变量波形； 

（3）掌握常用 PID中断模块的 C语言编程。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台式机。 

实验三  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的性能研究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观察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电路工作时主电路输出特性及各点的

输出波形； 

（2）在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进行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模块的调试； 

（3）在 CCS中改变 PID参数在示波器和 CCS 虚拟示波器中观测修改效果。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的工作驱动电路组成及直流无刷电机的工作原

理； 

（2）掌握 DSP编程开发环境（CCS）进行转速闭环模块的调试； 

（3）掌握转速 PID控制参数的调试原则。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台式机。 

实验四 DCDC电源的性能研究 

1．实验的基本内容 

（1）DCDC电源控制电路的调试及 PWM波形的观测； 

（2）DCDC电源电路的波形观测及电压测试； 

（3）DCDC电源模块的电压闭环反馈实验。 

2．实验的基本要求 

（1）掌握 DCDC电源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 DCDC电源主电路的工作原理； 

（3）掌握 CCS环境下进行 DCDC电源电压闭环反馈的调试。 

3．实验的基本仪器设备和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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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挂箱，导线，万用表，示波器，台式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综合实验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 

5. 《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6．CCS软件使用指导书 

7．示波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实验报告中应对各个模块进行详细的说明，说明所设计的方案、具体环

节的工作原理、实现过程，并附上详细的测试波形等。 

2、按时完成实验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海燕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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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压/电

流/速度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及电路调试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

（CCS）的使用和 P

断点调试 

目标 3：掌握直流无

刷电机的原理及控

制方法，掌握转速

闭环控制模块的调

试 

目标 4:掌握 DCDC

电源原理及控制

方法，掌握 DCDC

电源模块的调试 

实验一 电压/电流/速度传感器

采集模块的性能研究 
√    

实验二嵌入式 DSP编程开发环境

（CCS）下的 PID函数 C语言调试 
 √   

实验三 直流无刷电机转速闭环

的性能研究 
  √  

实验四 DCDC电源的性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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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智能化与网络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08P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Control Intelligent and Networked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

电气控制及 PLC、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运动控制系统、电力系统自动化、低压电器及其控制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电气控制现场的物理工艺参数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以及现

场信号的抗干扰方式、信号的抗混叠滤波方式、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开关量的

输入/输出等基本知识。能够通过网络资源获取或扩展相关知识。 

课程目标 2：掌握电气控制智能算法的原理及应用，包括受控对象的数学模

型及离散化、数字 PID控制算法、神经网络控制算法等，能够根据电气控制要求，

建立相应算法流程图。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集散控制系统（DCS）的组成（包括工业型计算机通讯

网络的设计和组态算法），硬件结构，能够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自行设计常规集

散控制系统。 

课程目标 4：了解工控实时多任务软件系统的设计方法及应用，以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绪论 （4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分类，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可以了

解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组成及主要学习内容。掌握计算机控制系统的一般概念。理

解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分类。 

2、离散控制系统及 Z变换 （4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离散系统的基本概念，Z变换以及应用 Z变换解线性常系数差

分方程，此外本章还介绍了脉冲传函和方块图分析的相关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

可对离散系统有一个基本认识，能会应用 Z变换解决简单问题。 

3、数字 PID 控制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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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介绍数字 PID控制算法，通过本章的学习可对数字 PID控制算法有

一个基本认识，应能熟练设计数字 PID控制程序。 

（1）掌握数字 PID控制算法。 

（2）掌握积分饱和及其抑制。 

（3）掌握数字 PID算法的改进形式。 

（4）掌握 PID程序设计时应考虑的问题、PID 调节器参数整定与在线修改。 

4、数字控制器的直接设计方法 （4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数字控制器的直接设计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可掌握最少拍有

波纹系统、最少拍无波纹系统、大林算法的计算机设计方法。 

（1）掌握最小拍有波纹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2）掌握最小拍无波纹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3）掌握大林算法的计算机实现。 

5、传感器与执行器 （2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传感器与执行器，通过本章的学习可掌握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正

确选用和使用。 

（1）掌握传感器与执行器的基本知识。 

（2）掌握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正确选用和使用。 

6、过程通道技术 （2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过程通道技术，通过本章的学习可掌握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技

术、开关量输入输出接口技术。 

（1）掌握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 

（2）掌握开关量输入输出接口。 

（3）了解人-机接口。 

7、数据采集系统及数据处理 （2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数据采集系统及数据处理，通过本章的学习可掌握数据采集系

统的基本功能和一般结构以及数据采集系统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 

（1）掌握数据采集系统的基本功能和一般结构。 

（2）掌握数据采集系统常用的数据处理。 

8、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 （2 学时） 

本章主要介绍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通过本章的学习可掌握 DCS概念、体系

结构及功能、硬件结构、软件技术、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及应用的发展趋势。 

（1）掌握 DCS概念、体系结构及功能。 

（2）了解集散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软件技术。 

（3）了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及应用的发展趋势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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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A/D、D/A 转换实验 （2 学时） 

1、学习并掌握 A/D 转换和 D/A 转换的基本原理； 

2、学习并使用软硬件解决实际问题。 

实验二 S7-300PLC 与 S7-200PLC 的 DP 通信 （2 学时） 

1、了解网络的基本知识，了解西门子工业网络结构。  

2、学习现场总线通信的基本知识，了解 PROFIBUS-DP 技术规范。 

3、能正确设置 S7-300、S7-200 的映射区。 

4、能构建 S7-300 控制 S7-200 构架及编程。 

实验三 数字 PID 控制实验 （2 学时） 

1、了解 PID 控制器中 P、I、D 三种基本控制作用对控制系统性能的影响。 

2、进行 PID 控制器参数工程整定技能训练。 

实验四 工业污水处理控制系统实现 （2 学时） 

1、掌握西门子 S7-300 PLC 的硬件组态、程序编制 

2、掌握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应用及模拟量传感器的连接 

3、掌握西门子 MM440 变频的应用 

4、掌握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和连接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工业控制》，杨劲松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张春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年。 

2.《计算机监控原理及技术》，何小阳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章节重点内容及知

识点等. 

制定人：  李梦达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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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气控制现场的

物理工艺参数转换成标准的

电信号以及现场信号的抗干

扰方式、信号的抗混叠滤波方

式、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开

关量的输入/输出等基本知

识。能够通过网络资源获取或

扩展相关知识。 

目标 2：掌握电气控

制智能算法的原理及

应用，包括受控对象

的数学模型及离散

化、数字 PID控制算

法、神经网络控制算

法等，能够根据电气

控制要求，建立相应

算法流程图。 

目标 3：熟练掌握集

散控制系统（DCS）的

组成（包括工业型计

算机通讯网络的设计

和组态算法），硬件结

构，能够根据工程实

际情况，自行设计常

规集散控制系统。 

目标 4：了解

工控实时多任

务软件系统的

设计方法及应

用，以及未来

的发展趋势。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

概念及分类 
√   √ 

离散控制系统及 Z变换 √    

数字 PID控制 √ √   

数字控制器的直接设计

方法 
 √   

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正确

使用和选用 
  √  

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技

术、开关量输入输出接口

技术 

  √ 
 

 

数据采集系统的基本功

能和常用的数据处理方

法 

  √  

DCS概念、体系结构及功

能、硬件结构、软件技术、

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及

应用的发展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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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运行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气设备运行综合实验 

英文名称：Electrical Equipment Runn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课程代码：013309P1 

学分/学时：2 学分/40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机学、电气控制及 PLC、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系统

基础、电力系统自动化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等。 

 

一、课程性质 

电气设备运行综合实验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实践课，

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本课程以理论知识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

践技能，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作风，满足技术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工程技术

人才的需求，让学生在学习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本实践环节，加深对

基本概念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

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得到较大提高，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了解低压配电系统的基本构成，学习理解无功补偿、断路器整

定、过电流保护、过电流可选择保护、漏电保护和配电系统运行过程的等工作原

理，掌握电气设备运行的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2、了解相关调速系统的基本组成，掌握交直流电机综合运动控制

的基本原理，通过训练了解运动控制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掌握运动控制

各调速系统的性能测试，静态特性、动态特性的测定与分析。 

课程目标 3、掌握电力系统设计、负荷参数设置和发电机配置的基本方法，

能够对所设计的供电系统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分析，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系统

设备的选择；掌握电力系统设备分析平台操作的基本方法。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 

课程目标 4、使学生能够正确采集、处理实验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建模、

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具有较强的书写能力，能够

独立撰写完成综合实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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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1、低压配电控制系统综合实验 （4 学时） 

1）配电控制系统认识； 

2）无功补偿实验； 

3）塑壳断路器整定、万能式断路器整定实验。 

2、配电系统的电流保护 （4 学时） 

1）配电系统过电流保护及漏电保护实验； 

2）配电系统的过电流可选择保护实验。 

3、电机与电器控制 

1）接触器、热继电器拆装组合并应用于电机控制电路 

2）电动机串电阻降压启动、异步电动机顺序控制、异步电动机能耗制动，

异步电动机自动往返控制（选做） 

4、直流电机 PWM 双闭环调速系统实验 （4 学时） 

1）了解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的组成，进一步了解调节器参数对系统的动

态指标的影响； 

2）熟悉直流电机 PWM 双闭环调速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3）掌握系统的静态及动态性能指标的测试，测定直流电机 PWM 双闭环调速

系统的静特性和动态特性。 

5、交流异步电动机 SPWM 变频调速系统实验 （4 学时） 

1）掌握交流异步电动机 SPWM 变频调速系统的组成。  

2）掌握交流异步电动机 SPWM 变频调速系统的工作原理。 

3）测定交流异步电动机 SPWM 的输出波形，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 

6、绕线式交流异步电机串级调速系统实验 （4 学时） 

1）熟悉绕线式异步电机双闭环控制串级调速系统的组成。 

2）掌握绕线式异步电机双闭环控制串级调速系统静态特性与动态特性的测

定与分析。 

3）了解调节器参数对调速系统的影响。 

7、电力系统设计 （4 学时） 

1）供配电系统实验平台认识 

2）PSASP 电力系统设备分析仿真计算平台学习 

3）根据目标企业的供配电需求设计供配电系统的主接线图，设备的选择及

负荷的分配。 

8、目标企业供配电系统的继电保护设计 （4 学时） 

1）供配电系统的三段式电流保护的设计与整定计算； 

2）在设备故障情况下分析继电保护的选择性和速动性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427 

3）完成继电保护范围原理图的设计。 

9、发电机并网测试 （4 学时） 

1）在整个系统框架下对故障设备的机电暂态进行分析； 

2）观测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3）系统参数调整。 

（对应毕业要求： 2.4，3.2，3.3，4.2，10.1） 

10、数据资料分析整理，撰写完成综合实验报告，答辩提交报告。（4 学时）

（对应毕业要求： 10.1）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

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4：具有从

事与电气工程领域

相关的系统运行管

理与维护等能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在综合实验项目中，涉及多门课程知识点的综合，需

要学生对整个实验系统各个环节的具体掌握，才能够完成实验项

目，达到锻炼学生对系统运行管理及维护的能力。 

在综合实验项目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团队，团队设立轮值组长。

组长负责组织团队成员就综合实验任务进行研究讨论，制定整体

技术方案、确定成员责任分工；成员之间应及时进行沟通、协作，

组长进行必要的协调，实现综合实验任务的完成 

指标点 3.2：掌握电

气工程技术核心知

识，具备电气产品

设计、技术开发与

工程设计能力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通过综合训练，使得学生掌握电力系统设计、负荷参

数设置和发电机配置的基本方法，能够系统的设计实验方案，达

到能够进行电气产品设计、技术开发与工程设计的能力 

指标点 3.3：具有方

案设计中综合考虑

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

的意识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在分项实验中，了解设备构成，运行成本，培养学生

的产品经济意识和项目运行管理能力。 

指标点 4.2：具备电

气工程领域必须的

分析研究能力，能

够根据对象特征，

基于科学原理，选

择研究路线，设计

实验方案，安全地

开展实验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在综合实验项目中，涉及多门课程知识点的综合，需

要学生对整个实验系统各个环节的具体掌握，才能够完成实验项

目，达到锻炼学生对系统运行管理及维护的能力。 

在综合实验项目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团队，团队设立轮值

组长。组长负责组织团队成员就综合实验任务进行研究讨论，制

定整体技术方案、确定成员责任分工；成员之间应及时进行沟通、

协作，组长进行必要的协调，实现综合实验任务的完成 

指标点 10.1：能够撰

写实验报告、设计报

告、总结报告等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根据进行的综合实验，对实验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整理，

撰写各分项实验报告并进行最终的实验总结，以达成指标点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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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总成绩=平时成绩*50%+综合实验报告*50%，详见下表。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50%） 
出勤、平时表现、实验操作能力等 2.4，3.2，3.3，4.2 50 

综合实验

报告

（50%） 

报告内容、图表质量、排版格式质量、

实验结论分析等 
10.1 5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机学》，汤蕴璆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3. 

2、《电力系统基础》，李林川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12. 

3、《电机与运动控制系统（第 2 版）》，杨耕，罗应立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3. 

4、《电机综合实验讲义》，自编. 

5、《电气设备运行综合实验讲义》，自编. 

 

制定人：迟长春 李梦达 衣涛      审核人：商雨青   批准人 ：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C0%D4%CC%ADG&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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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的开发与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子产品的开发与制作 

英文名称：Development and Built of Electronic Products 

课程代码：013310A1 

学分/学时：2 学分/40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传感器

原理及检测技术、电子 CAD 等课程。 

后续课程：电气工程项目管理、电气工程监理与质量控制、生产实习。 

 

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一）课程性质 

电子技术综合实验是一个综合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每个学生在电路基

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传感器及检测技术、

电子 CAD 技术等课程结束后，在两周内独立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子作品。通

过实际课题，以达到综合应用所学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MPU 技术、Protel 等

相关知识的目的，并学习研制电子作品的过程和方法。包括选择课题、硬件电路

设计、双面 PCB 设计、程序设计、外观设计制作、组装、调试以及撰写实验报告

等教学环节。按设计功能要求进行系统软硬件综合调试，直至达到课题的各项技

术指标及控制要求。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电子产品的开发与制作是一个综合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

每个学生在两周内独立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子作品。通过实际课题，以达到综

合应用所学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MPU 技术、Protel 等相关知识的目的，并学

习研制电子作品的过程和方法。 

课程目标 2、在产品解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硬件电路设计、

双面 PCB 设计、程序设计、外观设计制作、组装、调试以及撰写实验报告等教学

环节。按设计功能要求进行系统软硬件综合调试，直至达到课题的各项技术指标

及控制要求。 

课程目标 3、产品设计时考虑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能源消耗的因素。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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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1、 确认课题研究内容，完成课程设计任务书；（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

3.4，4.1） 

2、 完成方案设计；（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1） 

3、 用软件调试程序功能；（6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5.1） 

4、 提交元器件清单；请购元器件；考虑作品外壳；（2 学时，对应毕业要

求：3.1） 

5、 用面包板调试软硬件；（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1，5.1） 

6、 设计 PCB 板；外送加工 PCB 板。（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5.1） 

第二周： 

1、 作品外壳制作；（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1.1，11.2） 

2、 在 PCB 板上焊接元器件；PCB 统调。（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1，

4.1） 

3、 综合调试，达到技术和功能要求；（6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5.1） 

4、 撰写综合实验报告；（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1） 

5、 全班作品交流汇报。（4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1.1，11.2） 

四、教学方法与课程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和评价依据等 

指标点 3.1：掌握电

气及电子元器件知

识，能用于设计电气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  

达成途径：要求学生自主构思、策划、安排、完成、总结一个

电子产品的全过程，目的是培养同学自主进行实验的能力。选

题上要求课题为综合性实践训练项目。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工作

量。要求课题能够将检测技术、控制技术等进行综合应用，培

养学生工程项目的系统集成能力。 

内容包括电子电路设计、安装调试、课程设计报告的撰写和汇

报答辩等四部分。 

 

指标点 3.4：在解决

方案的设计环节中

能体现创新意识。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对课题的创新性进行审核；协作完成硬件系统的设

计；协作软件系统的设计；完成硬件模块的整合；完成软件程

序模块的整合；完成 PCB 设计；完成整个课题软硬件系统的统

调；撰写实验报告；培养团队精神和团队工作态度。 

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通过文献

研究或相关方法，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 

达成途径：要求学生自主构思、策划、安排、完成、总结一个

电子产品的全过程，目的是培养同学自主进行实验的能力。选

题上要求课题为综合性实践训练项目。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工作

量。要求课题能够将检测技术、控制技术等进行综合应用，培

养学生工程项目的系统集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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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电子电路设计、安装调试、课程设计报告的撰写和汇

报答辩等四部分。 

指标点 5.1 能够选用

恰当的软件、硬件工

具，具有运用高级语

言设计/开发相关程

序的能力。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对课题的创新性进行审核；协作完成硬件系统的设

计；协作软件系统的设计；完成硬件模块的整合；完成软件程

序模块的整合；完成 PCB 设计；完成整个课题软硬件系统的统

调；撰写实验报告；培养团队精神和团队工作态度。 

指标点 11.1 具有电

气工程项目经济和

管理一般知识。 

0.3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要求在产品的设计中考虑人文和自然环境因数以及

能耗的因数。 

指标点 11.2 具有初

步的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运行和管理能

力。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对课题的创新性进行审核；协作完成硬件系统的设

计；协作软件系统的设计；完成硬件模块的整合；完成软件程

序模块的整合；完成 PCB 设计；完成整个课题软硬件系统的统

调；撰写实验报告；培养团队精神和团队工作态度。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30%） 
平时出勤情况、设计过程等 

3.1，3.4，4.1，5.1，11.1，

11.2 
30 

期末成绩 

（70%） 
作品完成质量、实验报告、答辩等 

3.1，3.4，4.1，5.1，11.1，

11.2 
7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各种电子技术原理及应用指导资料、单片机应用文献资料、PCB 设计参考

资料等（包括书籍、期刊、中文数据库资源等） 

2. 《电子技术综合实验》指导书，校内自编 

 

制定人：郑翔  审核人：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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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0B1  英文名称：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Electrical 

Produc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自主选题。要求课题为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工作量的综合性实践训练

项目。 

目标 2：能够正确选择传感器件、控制方法和控制器件，正确选择和应用执

行元件和机构。 

目标 3：具有较好的电子技术应用能力，能运用电子技术、检测技术及单片

机、嵌入式、DSP、VHDL等各种控制技术等完成系统的设计与调试，并能实现。 

目标 4：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具有程序设计能力、具有专业软件应用

能力。能设计及绘制电路原理图及 PCB图。 

目标 5：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实际应用能力，具有系统集成与组织运行能力，

能完成项目方案设计、器件选配、安装调试。 

二、课程内容 

1、按照课题的要求，应用所学的电子技术知识设计原理图，电路图改写成

CAD图，选择元器件（型号和参数），程序设计，双面印制电路板设计，并列出元

器件清单。 

2、按设计调试方案进行电子电路安装调试，直至达到课题的各项技术指标，

并能按要求做好各项调试记录（数据和波形）。 

3、编写综合实验报告（包括课题名称、设计方案及测试记录、程序清单、

元器件清单、实际用途、技术指标、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指导教师检查验

收电子作品。学生制作 PPT演示文稿、完成交流汇报和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子技术应用类、电子作品设计及制作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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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作品设计及制作类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平时出勤情况、设计过程等。 

2. 期末成绩占比 8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作品完成质量、实验报告、答

辩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高桂革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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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自主

选题。要求课

题为具有一

定的难度和

工作量的综

合性实践训

练项目。  

目标 2：能够正

确选择传感器

件、控制方法

和控制器件，

正确选择和应

用执行元件和

机构 

目标 3：具有较好的

电子技术应用能

力，能运用电子技

术、检测技术及单

片机、嵌入式、DSP、

VHDL等各种控制技

术等完成系统的设

计与调试，并能实

现 

目标 4:熟练掌

握计算机应用

技术，具有程

序设计能力、

具有专业软件

应用能力。能

设计及绘制电

路原理图及

PCB图 

目标 5：具有一定

的工程技术实际

应用能力，具有系

统集成与组织运

行能力，能完成项

目方案设计、器件

选配、安装调试。 

1、按照课题的要求，应用所

学的电子技术知识设计原理

图，电路图改写成 CAD图，

选择元器件（型号和参数），

程序设计，双面印制电路板

设计，并列出元器件清单 

√ √ √ √ √ 

2、按设计调试方案进行电子

电路安装调试，直至达到课

题的各项技术指标，并能按

要求做好各项调试记录（数

据和波形） 

 √ √ √ √ 

3、编写综合实验报告（包括

课题名称、设计方案及测试

记录、程序清单、元器件清

单、实际用途、技术指标、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指

导教师检查验收电子作品。

学生制作 PPT演示文稿、完

成交流汇报和答辩 

 √ √ √ √ 



 

435 

 

《风力发电并网与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1A1        英文名称：Grid Connect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Wind Powe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风力发电原理与应用、控制工程基础、电力电子技术、现代电力变换

技术 

后续课程：新能源发电系统集成综合实验、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风力机的基础理论，掌握风电机组的基本特性，掌握传动系统

的动态特性，掌握发电机及变流器的特性。 

目标 2：掌握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掌握定桨恒速风电机组的软并网技术，

掌握双馈异步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掌握永磁同步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掌握风

电机组对电网稳定性的影响。 

目标 3：掌握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掌握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目标，

掌握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策略，掌握变速恒频风电机组常用的控制方法和手

段，掌握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控制器的设计。 

目标 4：掌握风电机组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掌握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

制技术理论，掌握基于不同载荷测量的独立变桨控制实现方案，学习独立变桨控

制的仿真分析。 

目标 5：掌握智能控制的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学习自适应控制技术

在风电机组上的应用，学习基于模糊逻辑的转速控制，学习风电机组的系统辨识。 

二、课程内容 

（一）风电机组的特性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风力机的基础理论，风力机的能量转换过程，桨叶的几何参数和空气动

力特性，风轮的气动力学，简化的风力机理论。 （2课时） 

1.2风电机组的基本特性，掌握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掌握发电机及变流器

的特性。 （4课时） 

（二）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定桨恒速风电机组的工作原理，定桨恒速风电机组的软并网技术。 

  （2课时） 

2.2双馈异步风电机组的工作原理，双馈异步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 



 

436 

  （2课时） 

2.3永磁同步风电机组的工作原理，永磁同步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 

  （2课时） 

2.4风电机组对电网稳定性的影响。 （2课时） 

（三）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目标，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策略。 

  （2课时） 

3.2变速恒频风电机组常用的控制方法和手段。 （2课时） 

3.3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的设

计过程。 （6课时） 

3.4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查表控制与最优控制。 （2课时） 

3.5 变速恒频风电机组外部控制器的设计和实现。 （2课时） 

（四）风电机组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的基本理论。 （2课时） 

4.2基于不同载荷测量的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实现方案研究。 

  （2课时） 

4.3基于测量叶根载荷的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系统设计。 （2课时） 

4.4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的仿真分析研究。 （2课时） 

4.6基于 LGQ控制的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研究 （2课时） 

（五）智能控制的风电机组独立变桨控制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自适应控制技术在大型风电机组转矩控制中的应用，自适应控制技术在

变桨控制中的应用。 （2课时） 

5.2基于模糊逻辑的大型风电机组转速控制及仿真与模拟研究。 （2课时） 

5.3基于风电机组模型的系统辨识方法，基于 LPV的风电机组系统辨识，半

物理仿真平台上风电机组的系统辨识。 （4课时） 

5.4风电机组的状态监测与性能测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技术》（第 3版），叶杭冶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风力发电机组监测与控制》，叶杭冶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5 

2. 《风力发电机的原理与控制》，宋亦旭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3. 《双馈感应电机在风力发电中的建模与控制》，（西）阿瓦德 等著，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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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8 

4. 《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设计及并网控制》，黄守道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12 

5. 《风力发电系统的功率变换与控制》，（加）Bin Wu 等著，卫三民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5 

6．《双馈式风力发电机组柔性并网运行与控制》，任永峰，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7 

7．《并网双馈异步风力发电机运行控制》，贺益康，胡家兵，徐烈著，中国

电力出版社，2012.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作业（10%）

及考勤问答等（1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风电机组的特

性分析、风电机组的并网技术、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风电机组的独立变桨

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在风电机组上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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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风电

机组的特性分析  

目标 2：掌握风

电机组的并网技

术 

目标 3：掌握变

速恒频风电机组

的控制 

目标 4:掌握风

电机组的独立

变桨控制技术 

目标 5：掌握智

能控制技术在

风电机组上的

应用 

1.1风力机的基础理论 √     

1.2风电机组的基本特性 √     

1.3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 √     

1.4发电机及变流器的特性 √     

2.1 定桨恒速风电机组的软

并网技术 
 √    

2.2 双馈异步风电机组的并

网技术 
 √    

2.3 永磁同步风电机组的并

网技术 
 √    

2.4 风电机组对电网稳定性

的影响 
 √    

3.1 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

制目标 
  √   

3.2 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

制策略 
  √   

3.3 变速恒频风电机组常用

的控制方法和手段 
  √   

3．4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控制

器的设计 
  √   

4.1 大型风电机组独立变桨

控制技术理论 
   √  

4.2 基于不同载荷测量的独

立变桨控制实现方案 
   √  

4.3 独立变桨控制的仿真分

析 
   √  

4.4 基于 LGQ 控制的独立变

桨控制技术研究 
   √  

5.1 学习自适应控制技术在

风电机组上的应用 
    √ 

5.2 学习基于模糊逻辑的转

速控制 
    √ 

5．3学习风电机组的系统辨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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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2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Wind Powe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工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风力发电并网与控制技术、风电场电气系统、新能源发电系统集成综

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的构成与分类。了解风形成、等级、测量和数学

描述方法。掌握风力发电机组分类方法和典型特征。掌握主流风力发电机组的类

型、特征、结构。了解将来技术发展趋势。 

目标 2：掌握风力机的运行与控制。了解风力机的动力学模型。掌握风力机

的组成、结构、功能。掌握风力机的运行及控制。掌握风力机的实际风能利用系

数和贝兹极限。 

目标 3：掌握发电系统的运行原理。掌握发电系统的成、结构、功能。掌握

主流风力发电机的发电原理和并网方式。掌握变流器工作原理。掌握变压器的分

类和工作原理。 

目标 4：掌握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变桨系统、偏航系统等运行原理。掌

握主控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变桨系统的分类和控制方式。掌握偏航系统

的组成、工作原理、功能。掌握安全保护系统的工作原理。掌握信号测量需要检

测的信号和主要信号测量技术。 

目标 5：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与维护。掌握风力发电机组常规运行过程。

掌握主流的风力发电机组工作状态及其转换。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的起动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风力发电机组的构成与分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风的形成、风力等级、风的测量、数学描述。风力发电机组总体结构、

基本参数、分类 （2课时） 

1.2并网供电风力发电机组工作原理、常见机型。双馈式风力发电机组和直

驱式风力发电机组的典型结构。 （2课时） 

1.3大型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机械结构和组成。 （2课时） 

（二）风力机的运行与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叶片的外部特征、翼型、常用材料。轮毂结构和与叶片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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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2.2风轮的几何定义和参数。贝茨极限的计算。风轮的空气动力特性 

  （2课时） 

2.3风力机的运行及控制和功率计算。风力机的实际风能利用系数（2课时） 

（三）发电系统的运行原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风力发电机分类和基本参数。 （1课时） 

3.2基于感应发电机的发电系统。 （2课时） 

3.3基于同步发电机的发电系统。 （2课时） 

3.4基于双馈发电机的发电系统。 （3课时） 

3.5变流器工作原理。 （2课时） 

3.6变压器的分类及结构。 （2课时） 

（四）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变桨系统、偏航系统等运行原理的基本要求

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结构与功能。 （5课时） 

4.2风力发电机组变桨系统的分类和控制方式。 （3课时） 

4.3风力发电机组偏航系统组成和工作原理。 （2课时） 

4.4风力发电机组辅助电气系统的组成的功能。 （2课时） 

（五）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与维护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5.1风力发电机组的稳态工作点和工作状态及其转换。 （2课时） 

5.2定桨距双速发电机机组的运行过程。 （2课时） 

5.3变桨距变速恒频机组的运行过程。 （2课时） 

5.4风力发电机组安全保护策略。 （2课时） 

5.5风力发电机组安装与调试。 （2课时） 

5.6风力发电机组的维护。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风力发电机组原理与应用》（第 3版），姚兴佳 宋俊等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7.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风力发电机组工作原理和技术基础》，任清晨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03 

2. 《风力发电机组技术与应用》，（美）Ahmad Hemami 编著，张春朋 戚庆

茹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8 

3. 《风力发电机组理论与设计》，姚兴佳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2 

4. 《风力发电机组设计与制造》，姚兴佳 田德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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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能技术》（第二版），（美）Tony Burton 等著，武鑫等译，科学出版

社，2013.12 

6． 《风能与风力发电技术》（第 3版），王建录 赵萍 林志民 刘万琨 编

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作业（10%）

及考勤问答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风力发电机组

功率计算、风力发电机组构成、发电机运行与并网、控制系统运行原理、变桨恒

频工作原理、风力发电机组运行机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谢  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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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风力

发电机组的构成

与分类 

目标 2：掌握风

力机的运行与控

制 

目标 3：掌握发

电系统的运行原

理 

目标 4:掌握风

力发电机组控

制系统运行原

理 

目标 5：掌握风

力发电机组的

运行与维护 

1.1风的基本特征 √     

1.2 风力发电机组的基本特

征 
√     

1.3 并网供电风力发电机组

的基本特征 
√     

1.4 大型兆瓦级风力发电机

组的结构和组成 
√     

2.1叶片的基本特征  √    

2.2风轮的几何定义和参数  √    

2.3 风力机的运行及控制和

功率计算 
 √    

3.1 风力发电机分类和基本

参数 
  √   

3.2 基于感应发电机的发电

系统 
  √   

3.3 基于同步发电机的发电

系统 
  √   

3．4基于双馈发电机的发电

系统 
  √   

3.5变流器工作原理   √   

3.6变压器的分类及结构   √   

4.1 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

结构与功能 
   √  

4.2 变桨系统的分类和控制

方式 
   √  

4.3 偏航系统组成和工作原

理 
   √  

4.4 辅助电气系统的组成的

功能 
   √  

5.1 风力发电机组的稳态工

作点和工作状态及其转换 
    √ 

5.2 定桨距双速发电机机组

的运行过程 
    √ 

5.3 变桨距变速恒频机组的

运行过程 
    √ 

5.4 风力发电机组安全保护

策略 
    √ 

5.5 风力发电机组安装与调

试 
    √ 

5.6风力发电机组的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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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服务与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3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service and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 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特殊性； 

目标 2：对工程项目形成一种系统的、全面的、整体优化的管理理念； 

目标 3：熟悉工程项目前期策划、系统分析、组织、计划、实施控制、沟通

和信息管理的基本程序和步骤； 

目标 4：掌握基本建设程序和政府有关建设项目的基本管理程序； 

目标 5：掌握常用的项目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 

目标 6：了解工程项目投资前期、投资建设期直至项目投产的整个过程。 

二、课程内容 

1.绪论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管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知晓工程项目管理的历史发展

轨迹；理解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的特点；掌握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基本准则；了解

工程项目管理的多样性。 

2. 第一章 工程项目系统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和项目管理的特点，工程项目的目的、使命和成功的标准，理

解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的架构。 

3. 第二章 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 （2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工作、构思和目标设计。 

难点：工程项目的目标设计 

重点：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价 

4.第三章 工程项目系统分析 （2课时） 

理解工程项目常用的系统分析过程和方法，掌握确定工程项目范围的基本原

则。 

   难点：工程项目分解结构（WBS） 

重点：工程项目的系统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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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章 工程项目组织策划 （1课时） 

理解工程项目组织的基本原则，了解工程项目组织策划的要点，掌握工程项

目管理模式。 

难点：工程项目组织策划的应用 

重点：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6.第五章 工程项目组织结构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中常见的组织形式，掌握项目组织形式的选择。 

难点：项目组织形式的选择 

重点：工程项目组织形式的应用 

7.第六章 项目管理组织 （1课时） 

了解项目经理部的构建流程，掌握项目经理的专业角色。 

重点：项目经理的作用 

8.第七章 工程项目计划系统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计划系统，理解工程项目计划过程。 

9.第八章 工期计划 （2 课时） 

了解工期计划过程，理解工程活动持续时问的确定和逻辑关系分析要点，掌

握常用的网络计划方法。 

难点：工程活动逻辑关系分析 

重点：网络计划方法应用 

10.第九章 工程项目成本计划 （2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成本的构成，理解工程项目成本的结构分解。 

难点：工程项目成本模型 

重点：工程项目资金计划 

11.第十章 工程项目资源计划 （2课时） 

了解资源需求计划，理解资源的采购计划。 

难点：资源计划的优化 

重点：资源需求计划 

12.第十一章 工程项目实施控制体系 （2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实施控制系统，理解工程项目变更管理的基本程序。 

难点：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 

重点：控制系统的应用 

13.第十二章 进度控制 （2课时） 

了解实际工期和进度的表达，理解进度拖延原因分析及解决措施，掌握进度

控制的技术。 

难点：进度控制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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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进度控制的方法 

14.第十三章 成本控制 （2课时） 

了解工程成本核算基本要点，理解成本和工期动态控制方法。 

难点：成本和工期动态控制方法 

15.第十四章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2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体系，理解工程质量管理特点，掌握工程质量管控的

基本方法。 

难点：工程质量管控的基本方法 

重点：工程质量管理特点 

16.第十五章 工程项目的健康、安全和环境（HSE）管理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的健康、安全和环境（HSE）管理体系，理解工程项目环境管

理和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 

重点：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 

17.第十六章 合同管理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基本流程，理解合同总体策划要点，掌握合同实施控

制基本方法。 

难点：合同管控形式与技术内容的结合 

重点：合同管控的基本原理 

18.第十七章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1课时） 

了解工程项目风险因素识别，理解风险评价要点，掌握风险应对计划和风险

控制的基本方法。 

难点：风险因素识别 

重点：风险控制的基本方法 

19.第十八章 沟通管理 （1课时） 

了解项目的组织行为特征，理解冲突管理的基本方法。 

20.十九章 信息管理 （2课时） 

了解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理解工程项目文档管理。 

21.第二十章 现代信息技术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2课时） 

了解现代信息技术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熟悉项目管理中应用软件的主要功

能。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主教材：《工程项目管理》（第三版）成虎，陈群 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9辅助教材：《成功的项目管理》（第 1版）（美） 杰克。吉多，詹姆斯 P 。

克莱门斯著，张金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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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项目管理—原理与案例》（第 2版），王卓甫、杨高升主编，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2009.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10%，主要包括：课堂提问、作业、测验。 

2. 期中考试占比 20%，采用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3. 期末考试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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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工

程项目管理的

特殊性  

目标 2： 对工

程项目形成

一种系统的、

全面的、整体

优化的管理

理念 

目标 3： 熟悉

工程项目前

期策划、系统

分析、组织、

计划、实施控

制、沟通和信

息管理的基

本程序和步

骤 

目标 4: 掌

握基本建设

程序和政府

有关建设项

目的基本管

理程序 

目标 5：掌握

常用的项目

管理理论、

方法和技术 

目标 6：了解

工程项目投

资前期、投

资建设期直

至项目投产

的整个过程 

1.绪论  √   √   

2.工程项目系统 √      

3.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 √  √    

4.工程项目系统分析 √      

5.工程项目组织策划 √      

6.工程项目组织结构  √     

7.项目管理组织   √    

8.工程项目计划系统   √    

9.工期计划  √  √ √  

10.工程项目成本计划    √  √ 

11.工程项目资源计划      √ 

12.工程项目实施控制体

系 
   √   

13.进度控制   √    

14.成本控制   √    

15.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 √     

16工程项目的健康、安全

和环境（HSE）管理 
  √ √ √  

17.合同管理  √    √ 

18. 工 程 项 目

风险管理 
√  √ √   

19.沟通管理  √     

20.信息管理  √     

21.现代信息技术在项目

管理中的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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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科技文献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5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wri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要求学生切实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格式，包括内容的编排、次

序安排、序号图号韵设置及图纸的编排。 

目标 2：学生掌握公式制作工具的加载及使用方法。掌握常用公式的制作方

法，主要是数学表达式等。 

目标 3：能够使用 EXCEL制作图表，并放置到论文中去。会制作各种类型的

表格，包括单一表格、复杂表格以及具有斜线分栏的表格等。 

目标 4：借助于 PROTEL99SE中的“SCHEDIT”应能绘制一般的电路图。学生

应该具有利用 OLE（ACTIVEX）技术，将电路图融合到论文中去。 

目标 5：掌握利用“图画”制作梯形图中的基本单元图”（继电器、定时器、

输出等），会绘制梯形图。掌握利用 WORD2003 中的绘图工具制作流程图中。掌握

利用 Autocad制作流程图、梯形图。会设置所需的、合适的页眉页脚。 

二、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科技论文的格式。要求了解科技论文写作的特点；科技论文的格式；摘

要的编写。 （2课时） 

1.2对 WORD2003进行设置。 （2课时） 

1.3公式的输入。重点掌握公式制作工具的使用方法。 （2课时） 

1.4表格、图表的制作。掌握使用 EXCEL制作圈表并放置到论文中去。 

  （2课时） 

1.5电路图制作。电路图制作工具 PROTEL99SE 作为一般了解的内容，但是

应该掌握用 SCHEDIT 来绘制电路图。 （4课时） 

1.6 梯形图流程图等的制作。 （4 课时） 

1.7 科技论文的打印。 （2 课时） 

（二）实验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2.1对 WORD2003进行设置。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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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式的输入。 （2课时） 

2.3表格、图表的制。 （4课时） 

2.4电路图制作。 （4课时）  

2.5梯形图流程图等的制作。 （4课时） 

2.6科技论文的打印。 （2课时） 

（三）考试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科技论文写作》 ，邵祖铭主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1 

四、课程考核 

考核采用上机方式。考察内容: 制作表格、图表、流程图、梯形图、电路图。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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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毕业设计

论文的写作格式 

 

目标 2：公式制

作工具的加载

及使用方法 

目标 3：制作各

种类型的表格 

目标 4：绘制一

般的电路图。 

 

目标 5：制作梯

形图中的基本

单元图”（继电

器、定时器、

输出等）  

1.1 科技论文的格式。要求

了解科技论文写作的特点；

科技论文的格式；摘要的编

写。 

√     

1.2对 WORD2003进行设置。 
 

    

1.3 公式的输入。重点掌握

公式制作工具的使用方法。  
√    

1.4 表格、图表的制作。掌

握使用 EXCEL 制作圈表并放

置到论文中去。 
 

 √   

1.5 电路图制作。电路图制

作工具 PROTEL99SE 作为一

般了解的内容，但是应该掌

握用 SCHEDIT 来绘制电路

图。 

 
  √  

1.6梯形图流程图等的制作。     √ 

1.7科技论文的打印。 
 

  
 

√ 

2.1对 WORD2003进行设置。 √ √    

2.2公式的输入。  √    

2.3表格、图表的制。  
 

√   

2.4电路图制作。  
 

√   

2.5梯形图流程图等的制作  
 

 √  

2.6科技论文的打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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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6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适用于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和市场经济学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作用、研究对象与方法，以及与相关

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掌握工程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目标 2：掌握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计算公式，掌握名义利

率和实际利率的计算，掌握资金等值计算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指标，多项目的比较与选优方法。 

目标 4：掌握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方法和多属性工程项

目的综合评价。 

目标 5：掌握当量年平均成本、设备的经济寿命、经济寿命的数学模型、等

经济寿命下的设备更新、不等寿命下的设备更新决策。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2 课时） 

1.1 工程的概念与作用。 （1 课时） 

1.2 工程与经济的关系。 （1 课时） 

（二） 基础知识  （4 课时）    

2.1 投资， 投资估算与资产。 （2 课时） 

2.2 成本，收入，税收和利润。 （2 课时） 

（三）资金的时间价值 （4 课时） 

3.1 利息，现金流量，等值的概念。 （1 课时） 

3.2 资金等值换算公式。 （1 课时） 

3.3 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和连续复利的计算。 （2 课时） 

（四） 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指标 （2 课时） 

4.1 指标概述，时间性评价指标。 （1 课时） 

4.2 价值性评价指标和比率性评价指标。 （1 课时） 

（五） 多项目的比较与选优 （4 课时） 

5.1 方案之间的关系及其传统解法。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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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互斥型方案的比较与选优，独立型方案的比较与选优。 （2 课时） 

（六） 不确定性分析 （4 课时） 

6.1 预测，盈亏平衡分析。 （2 课时） 

6.2 敏感性分析。 （1 课时） 

6.3 概率分析。 （1 课时） 

（七） 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 （4 课时） 

7.1 可行性研究概述。 （1 课时） 

7.2 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 （1 课时） 

7.3 财务评价案例。 （2 课时） 

（八）多属性工程项目的综合评价 （4 课时） 

8.1 综合评价概述。 （1 课时） 

8.2 综合评价的方法。 （1 课时） 

8.3 高新技术项目的综合评价。 （2 课时） 

（九） 设备更新的经济分析 （4 课时） 

9.1 设备更新的概述。 （1 课时） 

9.2 设备的磨损、寿命及折旧。 （1 课时） 

9.3 更新时机的选择。 （1 课时） 

9.4 设备更换的经济分析。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宋国防主编.《工程经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经济学》  倪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二版 

2. 《工程经济学》 杨克磊主编，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3、《工程经济学》 沙立文（美）著，邵颖红译第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工程经济学》黄渝祥编著，第三版，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察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课堂讨论、作业等。 

2. 期末考察占比 50%，提交课程学习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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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工程

经济学的基本概

念、作用、研究对

象与方法，以及与

相关学科的联系

与区别，掌握工程

经济学的基本知

识。 

目标 2：掌握资

金时间价值计算

所涉及的基本概

念和计算公式，

掌握名义利率和

实际利率的计

算，掌握资金等

值计算及其应

用。 

目标 3：掌握工

程项目经济评价

指标，多项目的

比较与选优方

法。 

目标 4：掌握不

确定性分析方

法，投资项目

的财务评价方

法和多属性工

程项目的综合

评价。 

目标 5：掌握当

量年平均成

本、设备的经

济寿命、经济

寿命的数学模

型、等经济寿

命下的设备更

新、不等寿命

下的设备更新

决策。 

1.1 工程的概念与作用。 √     

1.2 工程与经济的关系。 √     

2.1 投资， 投资估算与资

产。  
√     

2.2 成本，收入，税收和利

润。 
√     

3.1 利息，现金流量，等值

的概念。 
 √    

3.2 资金等值换算公式。  √    

3.3 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和

连续复利的计算。 
 √    

4.1 指标概述，时间性评价

指标。 
 √    

4.2 价值性评价指标和比率

性评价指标。 
 √    

5.1 方案之间的关系及其传

统解法。 
  √   

5.2 互斥型方案的比较与选

优，独立型方案的比较与选

优。 

  √   

6.1 预测，盈亏平衡分析。    √  

6.2 敏感性分析。    √  

7.1 可行性研究概述。    √  

7.2 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    √  

7.3 财务评价案例。    √  

8.1 综合评价概述。    √  

8.2 综合评价的方法。    √  

8.3 高新技术项目的综合评

价。 
   √  

9.1 设备更新的概述。     √ 

9.2 设备的磨损、寿命及折

旧。 
    √ 

9.3 更新时机的选择。     √ 

9.4 设备更换的经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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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综合设计与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7A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4.0 Integrated Design 

and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2/40（2 周）              适用专业：机械类、电气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自动控制原理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中英文文献、技术文档的查找能力，学会搜集技术资料。 

目标 2：培养技术文档的阅读、分析与归纳整理能力，培养撰写项目报告的

能力。 

目标 3：掌握系统硬件设计方法，学会使用工具软件绘制系统硬件接线图，

学会根据系统电气设计图完成硬件线路连接工作，学会硬件电路检查。 

目标 4：掌握系统软件开发、调试方法，学会绘制软件流程图，学会理解厂

家例程并探索二次开发，学会软件调试。 

目标 5：培养学生沟通交流、团队合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智能制造内涵及发展方向 （4课时） 

1.1以洋葱型、鱼缸型等轮转形式进行分组讨论，畅谈对大数据、工业机器

人、机器视觉等新方向的了解。 （2课时） 

1.2头脑风暴，畅想中国智能制造未来新形式。 （1课时） 

1.3轮转双人交流，分享个人观点。选择兴趣点相近的同学组成综合开发项

目小组，每小组不超过 5名。 （1课时） 

（二）项目选择与需求分析 （4课时） 

2.1各小组选择与自己兴趣接近的综合设计与开发题目。题目范围由开课老

师根据实验室设备条件等实际情况拟定。 （1课时） 

以下是几类建议拟题方向，不限制教师自拟题目。 

（1）电机驱动控制系统开发类 

a. 光栅测距和位置控制系统开发 

b. 二维操作台的平台定位系统开发 

（2）系统方案设计类 

a. 水箱液位控制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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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声测距的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系统设计 

c. 基于测速发电机的双闭环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d. 风力发电机齿轮箱振动测试系统设计 

e. 火电厂烟气脱硫远程监控系统设计 

f. 多伺服电机扭矩监测系统设计 

g. 基于 PSD位移传感器的电子激光靶设计 

h.汽车超载动态称重检测系统设计 

（3）Kinect视觉开发类 

a.前景提取与三维测距开发 

b.骨骼跟踪与动作识别开发 

c.人脸识别与关键点标识开发 

（4）人形机器人开发类 

（5）robot studio工业机器人仿真开发类的项目。 

2.2查找、阅读中英文技术文档资料，翻译必要的英文资料。 （2课时） 

2.3分析系统功能要求，设想系统硬件构成，通信方式，数据/信号处理等关

键技术。 （1课时） 

（三）系统硬件设计与开发探索 （14课时） 

3.1拍照记录实验室现有设备的硬件结构设计，以 protel、CAD、结构图等

形式进行方案作图，画出电气接线图。 （6课时） 

3.2撰写实验室设备的硬件方案，以及接线图。以图解的方式阐述各线路信

号类型。将接线步骤以分步图解的形式整理成操作文档。 （4课时） 

3.3拆卸实验室原有硬件连接，并根据自己撰写的技术文档还原电气线路连

接操作（未经允许禁止拆卸）。检查硬件接线是否正确。 （4课时） 

（四）系统软件设计与开发探索 （16课时） 

4.1查找、阅读工具软件技术文档，下载软件安装文件包，安装软件，并将

安装过程以截屏方式记录下来。撰写技术文档，详细记录软件安装过程。 

  （2课时） 

4.2下载驱动文件包，安装驱动，设置关键设备参数。撰写技术文档，详细

记录软件驱动安装和参数设置过程。 （2课时） 

4.3阅读厂家例程，理解程序功能。运行程序，测试软件功能。 （4课时） 

4.4新建工程文件进行厂家例程二次开发，画出程序流程图，编程实现新功

能。 （8课时） 

（五）整理项目设计报告 （2课时） 

5.1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程序流程图，源代码，调

试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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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软件开发技能实训教程技术文档篇：跟 microsoft 工程师学技术文档编写》，

岳峰，科学出版社，201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制造》，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05 

2. 《敏捷化智能制造系统的重构与控制》，李培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3 

3.《工业大数据》，李杰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7 

4. 《从大数据到智能制造》，李杰等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05 

5．《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案例精析》，叶晖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6 

6.《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叶晖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80%，主要包括：项目讨论（20%）、平时表现（50%）及考勤

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20%，采用项目报告评分方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报告

的内容规范，硬件电路设计文档和软件开发文档的完整度，准确度等。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制定人：  李皎洁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A%BC%D2%D6%C6%D4%EC%C7%BF%B9%FA%BD%A8%C9%E8%D5%BD%C2%D4%D7%C9%D1%AF%CE%AF%D4%B1%BB%E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272092.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2%B6%EA%C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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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中

英文文献、技

术文档的查找

能力，学会搜

集技术资料 

目标 2：培养

技术文档的

阅读、分析与

归纳能力，培

养撰写项目

报告的能力 

目标 3：掌握系统硬

件设计方法，学会使

用工具软件绘制系统

硬件接线图，学会根

据系统电气设计图完

成硬件线路连接工

作，学会硬件电路检

查 

目标 4:掌握系统

软件开发、调试方

法，学会绘制软件

流程图，学会理解

厂家例程并探索

二次开发，学会软

件调试 

目标 5：

培养学生

沟通交

流、团队

合作能力 

1.1 畅谈对大数据、工业机器

人、机器视觉等新方向的了解 
    √ 

1.2头脑风暴，畅想中国智能制

造未来新形式 
    √ 

1.3轮转双人交流，分享个人观

点。选择兴趣点相近的同学组

成综合开发项目小组 

    √ 

2.1 各小组选择与自己兴趣接

近的综合设计与开发题目 
    √ 

2.2查找、阅读中英文技术文档

资料，翻译必要的英文资料 
√     

2.3分析系统功能要求，设想系

统硬件构成，通信方式，数据/

信号处理等关键技术 

√ √   √ 

3.1 拍照记录实验室现有设备

的硬件结构设计，以 protel、

CAD、结构图等形式进行方案作

图，画出电气接线图 

  √  √ 

3.2 撰写实验室设备的硬件方

案，以及接线图。以图解的方

式阐述各线路信号类型。将接

线步骤以分步图解的形式整理

成操作文档 

  √  √ 

3.3拆卸实验室原有硬件连接，

并根据自己撰写的技术文档还

原电气线路连接操作（未经允

许禁止拆卸）。检查硬件接线是

否正确 

  √  √ 

4.1查找、阅读工具软件技术文

档，下载软件安装文件包，安

装软件，并将安装过程以截屏

方式记录下来。撰写技术文档，

详细记录软件安装过程 

√ √  √ √ 

4.2 下载驱动文件包，安装驱

动，设置关键设备参数。撰写

技术文档，详细记录软件驱动

安装和参数设置过程 

√ √  √ √ 

4.3阅读厂家例程，理解程序功

能。运行程序，测试软件功能 
 √  √ √ 

4.4 新建工程文件进行厂家例

程二次开发，画出程序流程图，

编程实现新功能 

   √ √ 

5.1撰写项目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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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同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4P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engineering contrac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 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力目标。能够进行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对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能够做出判断，并给出正确的做法；初步具备编制招投标文件的能力，

并掌握相关的方法；了解建设工程合同的内容，并初步具备管理合同的能力。 

目标 2：知识目标。熟悉工程项目招标与投标的过程；知晓招投标文件的编

制内容和方法；掌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管理方法。 

目标 3：素质目标。具有熟知、领会、判断并最终掌握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

具有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具有合理利用与支配资源的能力；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计划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招投标概述 （4课时） 

学习任务：基本概念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了解建筑市场的概念 

（2）了解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3）了解合同法律基础 

2.知识目标 

（1）了解建筑市场的概念 

（2）了解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3）了解合同法律基础 

教学重点: 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 

教学难点: 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 

教学内容: 

（1）建筑市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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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3）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 

（二）工程项目施工招标 （4课时） 

学习任务：熟知招标的流程、熟悉招标文件的内容和编制方法、招标人的工

作。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具备编制招标文件的基本能力 

（2）熟悉招标人的工作 

2.知识目标 

（1）熟知招标的流程 

（2）熟悉招标文件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3）招标人的工作 

教学重点: 招标文件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教学难点: 招标文件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教学内容: 

（1）招标的流程 

（2）招标文件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3）招标人的工作。 

（三）工程项目投标 （4课时） 

学习任务：投标人的工作、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掌握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2.知识目标 

（1）了解投标人的工作 

（2）掌握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教学重点: 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教学难点: 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教学内容: 

（1）投标人的工作 

（2）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四）建设工程开标、评标、定标与签订合同 （4 课时） 

学习任务：建设工程开标、建设工程施工评标、定标与签订合同。 

教学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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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力目标    

（1）掌握开标的流程 

（2）熟悉评标的相关工作 

2.知识目标 

（1）熟悉建设工程开标 

（2）熟悉建设工程施工评标 

（3）熟悉定标与签订合同 

教学重点: 评标的相关工作 

教学难点: 评标的相关工作 

教学内容: 

（1）建筑市场的概念 

（2）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3）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 

（五）工程施工合同 （4课时） 

学习任务：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及类型、施工合同管理的一般要求、施工合

同控制性条款分析。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能够对合同条款中的控制性条款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2.知识目标 

（1）了解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及类型 

（2）了解施工合同管理的一般要求 

（3）掌握施工合同控制性条款分析 

教学重点: 施工合同控制性条款分析  

教学难点: 施工合同控制性条款分析 

（六）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与索赔 （4课时） 

学习任务：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的一般知识、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相关工作、建

设工程索赔管理。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通过某个案例能辨识当事人履行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2）具备索赔的能力 

2.知识目标 

（1）了解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的一般知识 

（2）掌握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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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建设工程索赔管理 

教学重点: 施工索赔的方法 

教学难点: 施工索赔的方法 

教学内容: 

（1）了解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的一般知识 

（2）掌握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相关工作 

（3）掌握建设工程索赔管理 

（七）工程其他合同 （4课时） 

学习任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建设工程物资采购

合同。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了解工程其他合同的基本内容 

2.知识目标 

（1）了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2）熟悉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3）了解建设工程物资采购合同 

教学重点: 熟悉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教学难点: 熟悉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教学内容: 

（1）了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2）熟悉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3）了解建设工程物资采购合同 

（八）工程合同体系与合同策划 （4课时） 

学习任务：工程合同体系、工程合同策划、工程合同体系协调。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力目标    

（1）熟悉工程合同体系 

2.知识目标 

（1）了解工程合同体系 

（2）熟悉工程合同策划 

（3）熟悉工程合同体系协调 

教学重点: 工程合同体系协调 

教学难点: 工程合同体系协调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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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合同体系 

（2）工程合同策划 

（3）工程合同体系协调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合同管理》（第 2版），成虎等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第 2版），吕文学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5.04 

2. 《工程合同管理》，方俊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和考勤. 

5. 期末考核占比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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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能力目标。能够进行

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对工程

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

够做出判断，并给出正确的做

法；初步具备编制招投标文件

的能力，并掌握相关的方法；

了解建设工程合同的内容，并

初步具备管理合同的能力 

目标 2:知识目标。熟悉工

程项目招标与投标的过程；

知晓招投标文件的编制内

容和方法；掌握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的管理方法。 

目标 3：素质目标。具有

熟知、领会、判断并最终

掌握建设工程招投标活

动；具有自学能力、理解

能力与表达能力；具有合

理利用与支配资源的能

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计划组

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1.1 了解建筑市场的概念 √   

1.2了解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   

1.3了解合同法律基础  √  

2.1 具备编制招标文件的基本

能力 
 √  

2.2.熟悉招标人的工作 √  √ 

3.1 掌握投标文件的组成和编

制方法 
  √ 

4.1掌握开标的流程 √ √  

4.2熟悉评标的相关工作   √ 

5.1 能够对合同条款中的控制

性条款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  

6.1 通过某个案例能辨识当事

人履行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  

7.1 了解工程其他合同的基本

内容 
√  √ 

8.1熟悉工程合同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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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系统建模与仿真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8A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For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Photovoltaic System 

学分/学时：1.5/30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半导体物理、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与设计等 

后续课程：分布式发电及储能技术、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光伏电池、组件及阵列的数学建模与仿真方法。 

目标 2：掌握光伏逆变器 MPPT的建模与仿真方法。 

目标 3：掌握光伏系统辅助设备损耗的数学建模与仿真方法。 

目标 4：掌握阴影失配情况下光伏系统输出电性能的建模与仿真方法。 

目标 5：掌握并网光伏系统的优化设计方法和发电量的预测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光伏发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光伏电池、组件的数学建模。 （1课时） 

1.2 仿真软件基本操作 （1课时） 

1.3 光伏电池、组件的仿真、调试与验证 （4课时） 

（二）光伏逆变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光伏逆变器 MPPT的数学建模。 （2课时） 

2.2 光伏逆变器 MPPT的仿真、调试与验证。 （4课时） 

（三）光伏辅助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交直流线缆、变压器损耗的估算。 （1课时） 

3.2 蓄电池的数学建模。 （1课时） 

3.3 光伏辅助设备的仿真、调试与验证。 （2课时） 

（四）阴影失配光伏发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阴影失配情况下光伏组件输出特性的数学建模。 （2课时） 

4.2 阴影失配情况下光伏组件输出特性的仿真、调试与验证。 （4课时） 

（五）并网光伏发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并网光伏系统的建模、仿真与优化 （3学时）。 

5.2 并网光伏系统的发电量预测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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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太阳能光伏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白建波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11 

2. 《光伏发电系统的优化-建模仿真和控制》，杨立永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1 

3. 《光伏系统的 Pspice 建模》，张晓强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7 

4. 《MATLAB/Simulink 实用教程》，徐国保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课堂项目实验和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 平时成绩占比 70%，包括：课堂项目实验操作与调试（50%）+ 考勤

（20%）。 

7. 报告成绩占比 30%。 

五、附件 

 

制定人： 祁永庆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E%90%E5%9B%BD%E4%BF%9D&search-alias=books


 

 466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光伏

电池、组件及阵列

的数学建模与仿

真方法  

目标 2：掌握光

伏逆变器 MPPT

的建模与仿真方

法 

目标 3：掌握光

伏系统辅助设备

损耗的数学建模

与仿真方法 

目标 4：掌握阴

影失配情况下

光伏系统输出

电性能的建模

与仿真方法 

目标 5：掌握并

网光伏系统的

优化设计方法

和发电量的预

测方法 

1.1 光伏电池、组件的数学

建模 
√     

1.2 仿真软件基本操作 √     

1.3 光伏电池、组件的仿真、

调试与验证 
√     

2.1 光伏逆变器 MPPT 的数

学建模 
 √    

2.2 光伏逆变器 MPPT 的仿

真、调试与验证 
 √    

3.1 交直流线缆、变压器损

耗的估算 
  √   

3.2 蓄电池的数学建模   √   

3.3 光伏辅助设备的仿真、

调试与验证 
  √   

4.1 阴影失配情况下光伏组

件输出特性的数学建模 
   √  

4.2 阴影失配情况下光伏组

件输出特性的仿真、调试与

验证 

   √  

5.1 并网光伏系统的建模、

仿真与优化 
    √ 

5.2 并网光伏系统的发电量

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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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19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Document Wri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电气电子产品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见文书的基础知识、写作手法和规范，能够正确完成常见应

用文书的写作。 

目标 2：掌握科技类文书的写作方法，能够完成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科技

类文书等的写作。 

目标 3：能够熟练完成各种工程文书的写作，如研发计划书，进度报告，检

测报告等。 

目标 4：了解档案管理的相关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讲授书面沟通的重要性、常用的书面沟通文体，各种文体的适用范围及一般

撰写原则。 

小测验 1：撰写个人简历 

（二）应用文写作基础 （6课时） 

2.1应用文的语言、日常交际便函 （2课时） 

主要内容为请假条、介绍信、留言条、邀请函、借据、邮件等的写作要点。 

2.2事物类文书写作 （2课时） 

主要内容为计划、总结、简报、启事声明、申请书、感谢信等的写作要点 

2.3公文类写作 （1课时） 

主要内容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函、纪要等的写作要点 

2.4 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三）科技写作 （10课时） 

3.1学术论文的写作。 （2课时） 

3.2毕业论文的写作。 （2课时） 

3.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3.4调查报告的写作（调查、考查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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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申报书的写作。 （1课时） 

3.6科研进度报告的写作。 （1课时） 

3.7科技成果报告的写作（总结报告）。 （1课时） 

3.8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四）工程写作 （12课时） 

4.1项目管理概述。 （1课时） 

4.2项目进度报告的写作。 （1课时） 

4.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4.4 研发文档写作。 （2课时） 

4.5 用户文档写作。 （2课时） 

4.6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4.7招投标文书的写作 （1课时） 

4.8合同协议类文书的写作 （1课时） 

4.9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2课时） 

（五）科技档案管理基础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冯雪燕，黄云峰主编 《现代应用文写作》，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宋玉玲主编，《工程应用文写作教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 邱飞廉主编，《科技应用文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 周苏等编著，《IT 应用文写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 肖时开等编著，《实用科技论文和科技文件写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中兴通讯学院编著，《科技文档写作实务》，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7. 高金宇等主编，《科技档案管理》，科学出版社，2013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出勤及课堂讨论（20%）、综合作业（4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撰写课程报告的形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高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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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常见文

书的基础知识、写作

手法和规范，能够正

确完成常见应用文书

的写作  

目标 2：掌握科技类

文书的写作方法，

能够完成研究报

告、调研报告、科

技类文书等的写作 

目标 3：能够熟练完

成各种工程文书的

写作，如研发计划

书，进度报告，检

测报告等 

目标 4:了解档案

管理的相关知识 

1绪论  √    

2.1 应用文的语言、日常交际便

函 
√    

2.2事物类文书写作 √    

2.3公文类写作 √    

2.4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3.1学术论文  √   

3.2毕业论文的写作  √   

3.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3.4 调查报告的写作（调查、考

查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   

3.5申报书的写作  √   

3.6科研进度报告的写作  √   

3.7 科技成果报告的写作（总结

报告） 
 √   

3.8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4.1项目管理概述。   √  

4.2项目进度报告的写作。   √  

4.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4.4研发文档写作   √  

4.5用户文档写作   √  

4.6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4.7招投标文书的写作   √  

4.8合同协议类文书的写作   √  

4.9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5科技档案管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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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20P1         英文名称：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工程热力学、传热学、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核电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理解核能发电的工作原理，熟悉压水

堆的结构、种类、特点，理解冷却剂和慢化剂的作用。 

目标 2：理解朗肯循环及其改进的工作原理、核反应堆内传热与流动，掌握

核电厂的运行方式、反应堆启动过程、负荷调节与停堆过程；掌握一回路系统和

二回路系统的设备及其工作原理。 

目标 3：熟悉核电厂的监控与保护系统，掌握核安全的基本原则，理解核电

厂“三废”处理。 

目标 4：熟练使用核电站虚拟仿真软件，熟悉核能发电的具体过程。 

二、课程内容 

（一）核反应堆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1.1 核电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2 发展核电的必要性，1.3 核电站的管理监

督与标准体系。 （3课时） 

2.1 核反应，2.2 核裂变反应。 （3课时） 

3.1 压水堆，3.2 冷却剂与慢化剂。 （3课时） 

核电厂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4.1 热力过程与热力循环 4.2 核能发电系统的组成。 （3课时） 

4.3 核反应堆内传热与流动。 （3课时） 

4.4 核电厂工作过程。 （3课时） 

5.1 核电厂概述，5.2 一回路系统，5.3 一回路系统主要设备。 （3课时） 

5.4 一回路辅助系统，5.5 二回路系统。 （3课时） 

5.6 常规岛主要设备，5.7 专设安全设施系统。 （3课时） 

（三）核保护与核安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核蒸汽供应系统的控制，6.2 反应堆保护系统，6.3 反应堆核测量系统。 

  （3课时） 

7.1 核安全的基本原则，7.2 核辐射的监测，7.3 核电厂“三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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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时） 

（四）实践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 （9课时） 

1. 熟悉虚拟仿真软件，掌握热停堆过渡到维护停堆模式的仿真实验。 

  （3课时） 

2. 掌握热备用到低功率运行的仿真实验。 （3课时） 

3. 掌握核电仿真变功率运行的仿真实验。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核能发电原理与技术》， 周乃君，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压水堆核电厂系统与设备》， 周涛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4 

2. 《核电与核能》， 朱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 

3. 《核电厂系统与设备》， 臧希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实验（20%）+ 平时测验（30%） + 讨

论课和考勤作业等（20%）。 

4. 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核反应堆的物

理基础、核反应堆型与原料制备、核电厂热工基础和工作过程、压水堆核电厂的

主要系统与设备、核电厂的监控与保护系统、核安全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祁永庆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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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核电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理解核

能发电的工作原理，熟

悉压水堆的结构、种

类、特点，理解冷却剂

和慢化剂的作用 

目标 2：理解朗肯循环及其

改进的工作原理、核反应堆

内传热与流动，掌握核电厂

的运行方式、反应堆启动过

程、负荷调节与停堆过程；

掌握一回路系统和二回路系

统的设备及其工作原理 

目标 3：熟悉

核电厂的监控

与保护系统，

掌握核安全的

基本原则，理

解核电厂“三

废”处理 

目标 4：熟练

使用核电站虚

拟仿真软件，

熟悉核能发电

的具体过程 

1.1 核电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1.2 发展核电的必要性 √    

1.3 核电站的管理监督与标准

体系 
√    

2.1 核反应 √    

2.2 核裂变反应 √    

3.1 压水堆 √    

3.2 冷却剂与慢化剂 √    

4.1 热力过程与热力循环  √   

4.2 核能发电系统的组成  √   

4.3 核反应堆内传热与流动  √   

4.4 核电厂工作过程  √   

5.1 核电厂概述  √   

5.2 一回路系统  √   

5.3 一回路系统主要设备  √   

5.4 一回路辅助系统  √   

5.5 二回路系统  √   

5.6 常规岛主要设备  √   

5.7 专设安全设施系统  √   

6.1 核蒸汽供应系统的控制   √  

6.2 反应堆保护系统   √  

6.3 反应堆核测量系统   √  

7.1 核安全的基本原则   √  

7.2 核辐射的监测   √  

7.3 核电厂“三废”处理   √  

1 热停堆过渡到维护停堆模式

的仿真实验 
   √ 

2 热备用到低功率运行的仿真

实验 
   √ 

3 核电仿真变功率运行的仿真

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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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的设计思维》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22A1        英文名称： Design Thinking i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设计思维的基本流程与相关工具。 

目标 2：能运用设计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以人为本地探寻创新解决方案。 

目标 3：批判性思维能力，能评估、比较、分析、批判和综合信息。 

目标 4：培养团队合作能力，能在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概述 （2课时） 

1.1课程介绍，设计思维概述 （2课时） 

（二）设计思维概述 （4课时） 

2.1设计思维相关概念及基本流程，设计思维案例 （2课时） 

2.2设计思维与创新的时代，设计思维者的 T 型素质 （2课时） 

（三）设计思维之右脑思维 （4课时） 

3.1右脑思维之：情景思维、关联思维 （2课时） 

3.2右脑思维之：直觉思维、同理心思维 （2课时） 

（四）设计思维步骤之理解 （8课时） 

4.1理解的含义，理解的准备，理解的方法 （2课时） 

4.2 5W2H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4.3设定主题的工具：如何/为什么图表，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4.4 SWOT分析法 （2课时） 

（五）设计思维步骤之观察 （6课时） 

5.1观察步骤的概述，观察的准备，观察调研方法 （2课时） 

5.2移情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5.3思维导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六）设计思维步骤之综合 （4课时） 

6.1 综合的概述，综合的准备，综合的方法和工具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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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用户旅行地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七）设计思维步骤之创意 （4课时） 

7.1 创意的概述，创意的准备，创意的方法，创意分类与再创意 （2课时） 

7.2头脑风暴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八）设计思维步骤之测试 （4课时） 

8.1 测试的概述，测试的步骤与方法 （2课时） 

8.2用手思考的方法，课堂练习：用意大利面和棉花糖搭建高塔 （2课时） 

（九）设计思维步骤之原型 （4课时） 

9.1 原型制作的概述，原型制作的步骤与方法 （2课时） 

9.2原型制作的实践 （2课时） 

（十）批判性思维 （2课时） 

10.1 批判性思考定义，批判性思维者的态度，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准备，13

种推理谬误和 8种常用证据可靠性 （2课时） 

（十一）设计思维的实践 （4课时） 

11.1运用设计思维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探寻创新解决方案 （4课时） 

（十二）复习与答辩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IDEO，设计改变一切》蒂姆·布朗，万卷出版公司，2011 

2. 《创新设计思维》鲁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 《设计思维——右脑时代必备创新思考力》   张凌燕，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4. 《设计思维：整合创新、用户体验与品牌价值》托马斯.洛克伍德，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课程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练习与讨论（40%）、考勤作业等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完成课程实践课题，撰写报告，课程答辩。 

五、附件 

 

制定人：  陆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475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设计

思维的基本流程与

相关工具 

目标 2：能运用设

计思维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以人为本

地探寻创新解决方

案 

目标 3：批判性思

维能力，能评估、

比较、分析、批判

和综合信息 

目标 4：团队合作

能力，能在多学科

背景下的团队中承

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1课程介绍，设计思维概述 √    

2.1设计思维相关概念及基本流程，

设计思维案例 

 

√    

2.2设计思维与创新的时代，设计思

维者的 T型素质 
√    

3.1右脑思维之：情景思维、关联思

维 
√    

3.2右脑思维之：直觉思维、同理心

思维 
√    

4.1理解的含义，理解的准备，理解

的方法 
√ √   

4.2 5W2H方法与课堂实践 √  √ √ 

4.3设定主题的工具：如何/为什么

图表，方法与课堂实践 
√   √ 

4.4 SWOT分析法 √  √ √ 

5.1观察步骤的概述，观察的准备，

观察调研方法 
√ √   

5.2移情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   √ 

5.3思维导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   √ 

6.1 综合的概述，综合的准备，综

合的方法和工具 
√ √   

6.2用户旅行地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   √ 

7.1 创意的概述，创意的准备，创

意的方法，创意分类与再创意 
√ √   

7.2头脑风暴方法与课堂实践 √   √ 

8.1 测试的概述，测试的步骤与方

法 
√ √   

8.2用手思考的方法，课堂练习：用

意大利面和棉花糖搭建高塔 
√   √ 

9.1 原型制作的概述，原型制作的

步骤与方法 
√ √   

9.2原型制作的实践 √ √  √ 

10.1 批判性思考定义，批判性思维

者的态度，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准备，

13种推理谬误和 8种常用证据可靠

性 

  √  

11.1运用设计思维的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探寻创新解决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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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数据计算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23P1  

英文名称：Reliability Data Cal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2 学分 /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电力系统基础、自动控制原理、电气控制智能化与网络化、运动控制

系统。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电气工程领域可靠性数据计算分析基本理论和方法。 

课程目标 2：掌握计算程序的使用方法，能够编写相关可靠性数据计算的 C

语言程序。 

课程目标 3：通过电气工程领域可靠性数据处理方法的实例分析，掌握电气

工程领域可靠性与故障诊断研究方向的基本理论和前沿技术，以及未来的发展趋

势。 

二、课程内容 

（一）常用分布计算与统计量分布计算 （8 学时） 

掌握正态分布的计算、X2 分布的计算、*分布的计算、t 分布的计算、F 分布

的计算、二项分布和泊松分布计算、对数正态分布、威布分布、指数分布的计算，

能够利用计算程序实现上述分布计算。 

（二）常用分布参数的点估计与区间估计 （8 学时） 

掌握可靠性数据分布的基本概念、通过应用举例掌握指数分布参数的估计与

区间估计，正态分布参数的点估计与区间估计，对数正态分布参数的点估计，威

布尔分布参数的点估计与区间估计，通过应用举例掌握正态会面、对数正态分布、

威布尔分布最小二乘法和图估计法程序，掌握正态分布完全样本参数和区间矩法

估计程序，威布尔分布的极大似然方法参数点估计与区间估计，二项分布的参数

点估计与区间估计。 

（三）常用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 （2 学时） 

掌握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的原理与计算步骤，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的拟合

优度检验，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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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用分布的异常值检验 （2 学时） 

掌握异常值检验方法、原理及步骤，针对各种常见分布的计算模型，采用异

常值检验方法进行有效检验，掌握相应计算过程。 

（五）可靠性下限的计算 （2 学时） 

了解可靠性下限的基本概念，掌握可靠性下限的计算方法和步骤。 

（六）可靠性数据计算分析方法在电气工程领域中的应用（4 学时） 

通过应用举例，重点掌握在电气工程领域中需进行可靠性数据计算分析的应

用场合，了解不同场合所使用的不同方法，达到能够综合分析相关可靠性问题的

能力。 

（七）可靠性数据处理系统软件介绍 （2 学时） 

主要讲述目前可靠性数据处理软件的发展情况及使用情况；了解软件的使用

方法及使用场合。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可靠性数据计算及应用》，金星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系统可靠性理论：模型、统计方法及应用》，郭强、王秋芳、刘树林译，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表现（2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章节重点及全部

知识点。 

 

制定人：  李梦达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478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气工

程领域可靠性数据计

算分析基本理论和方

法。 

目标 2：掌握计算程序的

使用方法，能够编写相

关可靠性数据计算的 C

语言程序。 

目标 3：通过电气工程领域可靠性

数据处理方法的实例分析，掌握电

气工程领域可靠性与故障诊断研究

方向的基本理论和前沿技术，以及

未来的发展趋势。 

常用分布计算与统计量分布计算 √ √  

常用分布参数的点估计与区间估

计 
√   

常用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 √   

常用分布的异常值检验 √   

可靠性下限的计算 √   

可靠性数据计算分析方法在电气

工程领域中的应用 
 √ √ 

可靠性数据处理系统软件介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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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仿真与 CAD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25A1         

英文名称：Control System Simulation and CAD Design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与拖动基础、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 

后续课程： 过程控制工程、毕业设计 

 

一、综合实验目标 

目标 1：熟练使用 MATLAB 编程软件，掌握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对线性控制系统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能根据数学模型进行仿

真分析。 

目标 3：在建立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能够分析系统的性质，并根据要求设计

控制器。 

目标 4：基于线性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方法，能够分析控制系统

在控制器作用下的性质。 

目标 5：学会对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并能够在系统设计不理想的情况下，

对系统模型进行修正。 

二、综合实验内容 

1. Matlab 编程软件的应用。 

熟练使用 MATLAB 编程软件，掌握编写 m 文件的设计思路和利用 Simulink

实现编程的设计方法；掌握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 

2. 控制系统模型与转换。 

根据选题分析工作过程和控制要求，搭建系统数学模型。 

3. 线性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辅助分析。 

在 MATLAB 仿真软件中进行系统模型的搭建、稳定性分析、时域分析、性

能指标的求取与分析、根轨迹的绘制以及 Bode 图的绘制。 

4.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利用 PID 控制的方法，初步得出控制器的设计方案，将设计好控制器的系统

进行仿真，按设计要求得出加入控制器后系统的响应曲线、性能指标、根轨迹以

及 Bode 图。 

5. 撰写综合实验说明书。格式如下： 

封面：按照学校统一格式的封面填写并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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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二级标题 

正文内容：设计课题简介，系统控制流程图，程序设计的思路，Simulink 编

程图，系统调试报告，课程设计体会。 

学生应能应用所学的控制理论知识完成一些实际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可参

考以下题目：1）海底隧道钻机控制；2）哈勃太空望远镜指向控制；3）火星漫

游车转向控制系统；4）自动平衡系统；5）自动焊接头控制系统；6）打印机传

动带驱动器系统；7）雕刻机控制系统；8）遥控侦察车速度控制；9）教师自定

综合设计题目。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控制系统仿真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第 2 版），薛定宇 著，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6.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 CAD》（第 3 版），张晓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2 

2. 《MATLAB 语言基础与应用》（第二版），王永龙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1 

3.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MATLAB 语言与应用》（第三版），薛定宇主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4. 《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仿真》，张晓江、黄云志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5. 《计算机仿真技术与 CAD——基于 Matlab 的控制系统》（第四版），李国

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1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平时表现、实验结果与课程设计讨论等）占 50％，

课程设计报告成绩占 25％，个人答辩成绩占 25%。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向锋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481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熟练使用

MATLAB编程软件，

掌握程序调试的

基本方法。 

目标 2： 掌握对

线性控制系统建

立数学模型的方

法，能根据数学

模型进行仿真分

析。 

目标 3： 在建立

数学模型的基础

上，能够分析系

统的性质，并根

据要求设计控制

器。 

目标 4: 基于

线性控制系统

的时域分析、

频域分析方

法，能够分析

控制系统在控

制器作用下的

性质。 

目标 5： 学会

对控制系统的

分析设计，并

能够在系统设

计不理想的情

况下，对系统

模型进行修

正。 

Matlab编程软件的应用 √     

控制系统模型与转换 √ √    

线性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辅助

分析 
  √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 √ 

撰写综合实验说明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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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27P1         英文名称：Software Test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嵌入式技术及应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了解嵌入式软件测试的基础知识，掌握嵌入式软件特性及相关

概念，理解国内外嵌入式软件编码规范，质量度量，软件工程化，软件测试等相

关标准详情，使学生具有软件测试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基本工程知识。 

目标 2：通过重点介绍和分析嵌入式软件的测试方法和技术，包括静态测试

和动态测试的测试技术、测试类型和测试工具实践，培养学生问题分析能力。 

目标 3：从软件测试的角度出发，通过嵌入式软件代码分析、代码审查等方法的

理解，提高学生编制安全性高可靠性高的嵌入式程序的水品，培养学生设计能力。  

目标 4：通过对先进软件的介绍和应用，培养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和项目管

理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软件测试概述 （4课时） 

1.1 嵌入式软件及其特性 

1.2 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 

（二）国内外嵌入式软件相关重要标准及规范介绍 （4课时） 

2.1 国外标准及规范 

2.2 国内标准及规范 

（三）嵌入式软件静态测试 （4课时） 

3.1 嵌入式软件质量度量 

3.2 嵌入式软件静态测试 

3.3 嵌入式软件代码分析 

3.4 软件代码审查 

3.5 静态测试工具实践 

（四）嵌入式软件动态测试 （4课时） 

4.1 嵌入式软件测试技术 

4.2 嵌入式软件测试级别 



 

 483 

4.3 嵌入式软件动态测试工具 

（五）嵌入式软件测试过程 （4课时） 

5.1嵌入式软件测试过程模型 

5.2 嵌入式软件测试过程 

（六）嵌入式软件测试自动化 （4课时） 

6.1 嵌入式软件测试自动化技术 

6.2 嵌入式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 

6.3 嵌入式软件自动化测试工具 

（七）嵌入式软件可靠性测试 （4课时） 

7.1 软件可靠性分析 

7.2 软件可靠性测试 

7.3 软件可靠性评估 

7.4 军工软件可靠性工程 

（八）嵌入式软件安全性测试 （4课时） 

8.1 嵌入式软件安全性分析 

8.2 嵌入式软件安全性测试要求 

8.3 嵌入式软件安全性测试 

8.4 安全装备软件认证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嵌入式软件测试实用技术》，蔡建平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09 

2.《嵌入式软件测试与实践》，赵国亮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软件测试导论》，蔡立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2.《软件代码可靠性测试实践》，赵国亮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2 

3.《Patton Ron.软件测试》，周予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4.《软件工程》，陈永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01 

5. UML软件工程组织，嵌入式软件测试策略，

http://www.uml.org.cn/test/200908254.asp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赵爱明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www.uml.org.cn/test/20090825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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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了解嵌入式软

件测试的基础知识，掌握嵌

入式软件特性及相关概念，

理解国内外嵌入式软件编

码规范，质量度量，软件工

程化，软件测试等相关标准

详情，使学生具有软件测试

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基本

工程知识。 

目标 2：通过重点介

绍和分析嵌入式软

件的测试方法和技

术，包括静态测试

和动态测试的测试

技术、测试类型和

测试工具实践，培

养学生问题分析能

力 

目标 3：从软件测试

的角度出发，通过

嵌入式软件代码分

析、代码审查等方

法的理解，提高学

生编制安全性高可

靠性高的嵌入式程

序的水品，培养学

生设计能力。 

目标 4：通

过对先进

软件的介

绍和应用，

培养使用

现代工具

的能力和

项目管理

的能力。 

1.1 嵌入式软件及其特性 √    

1.2 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 √    

2.1 国外标准及规范 √    

2.2 国内标准及规范 √    

3.1 嵌入式软件质量度量 √  √  

3.1 嵌入式软件质量度量 √  √  

3.2 嵌入式软件静态测试 √  √  

3.3 嵌入式软件代码分析 √  √  

3.4 软件代码审查 √  √  

3.5 静态测试工具实践 √   √ 

4.1 嵌入式软件测试技术 √ √   

4.2 嵌入式软件测试级别  √   

4.3 嵌入式软件动态测试工具  √  √ 

5.1嵌入式软件测试过程模型  √   

5.2 嵌入式软件测试过程  √   

6.1 嵌入式软件测试自动化技术  √   

6.2 嵌入式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  √   

6.3 嵌入式软件自动化测试工具 √   √ 

7.1 软件可靠性分析 √  √  

7.2 软件可靠性测试  √ √  

7.3 软件可靠性评估  √ √ √ 

7.4 军工软件可靠性工程  √ √ √ 

8.1 嵌入式软件安全性分析 √    

8.2 嵌入式软件安全性测试要求  √   

8.3 嵌入式软件安全性测试  √   

8.4 安全装备软件认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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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检测与机器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码：013328A1                 英文名称：Visual detection with  robo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 

开课院系：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信号与系统、信号分析与处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视觉传感器与摄像机的工作原理与成像模型，熟悉标定参数的

功能与意义，掌握标定参数的分析与计算。 

目标 2：掌握视觉测量坐标系与共线方程，熟悉齐次方程与约束方程的求解

过程。了解.Hough 变换实现直线（特征曲线）粗提取的原理与方法。 

目标 3：了解二维成像模型（小孔）与实际摄像机内参数模型的计算，掌握

立体（双目）视觉测量 与参数计算与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视觉摄像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工业生产过程与视觉测量 （1学时） 

1.2 视觉摄像机与成像模型及其参数确定 （1学时） 

1.3 结构标定与系统标定 （2学时） 

（二）视觉测量坐标系与共线方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 视觉测量坐标系与共线方程、刚体变换与仿射变换、透视变换（2 学时） 

2.2 非线性优化与约束非线性优化方法 （2学时） 

2.3 图像滤波及其典型滤波算法与边缘检测方法 （2学时） 

2.4 图像匹配的 Hough 变换 （2学时） 

2.5 典型硬件处理二维卷积算法及其 FPGA 实现 （2学时） 

2.6 Hough 变换实现直线（特征曲线）粗提取 （2学时） 

（三）立体（双目）视觉测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基本结构； （1学时） 

3.2 立体和虚拟立体靶标摄像机内参数校准 （1学时） 

3.3 二维成像模型（小孔）与实际摄像机内参数模型与成像模型标定（2学时） 

3.4 结构光测量 与立体（双目）视觉测量 （2学时） 

3.5 单摄像机测量及其数学模型、空间坐标求解的多义性 （4学时） 

3.6 固定式多传感器在线测量系统（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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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柔性在线测量系统、校准与误差补偿 （4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视觉测量原理与方法》，邾继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1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视觉检测技术及智能计算》，张学武，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2.《视觉测量》，张广军，科学大学出版，2008年。 

3.《机器视觉算法与应用》，斯蒂格（德），清华大学出版，2008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考

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Z 变换与傅里

叶变换特性与分析、数字滤波器结构与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陆永耕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48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摄像机与成

像模型及其参数标定 

目标 2：掌握视觉测量

坐标系与共线方程变换

方法 

目标 3：掌握立体（双

目）视觉模型参数计算

与分析 

1.1工业生产过程与视觉测量 √   

1.2 视觉摄像机与成像模型及其参数确

定 
√   

1.3结构标定与系统标定 √   

2.1 视觉测量坐标系与共线方程、刚体

变换与仿射变换、透视变换 
 √  

2.2非线性优化与约束非线性优化方法  √  

2.3 图像滤波及其典型滤波算法与边缘

检测方法 
 √  

2.4图像匹配的 Hough变换  √  

2.5 典型硬件处理二维卷积算法及其

FPGA实现 
 √  

2.6 Hough 变换实现直线（特征曲线）

粗提取 
 √  

3.1数字滤波器的基本概念、基本结构；   √ 

3.2 立体和虚拟立体靶标摄像机内参数

校准 
  √ 

3.3 二维成像模型（小孔）与实际摄像

机内参数模型与成像模型标定 
  √ 

3.4结构光测量 与立体（双目）视觉测

量 
  √ 

3.5 单摄像机测量及其数学模型、空间

坐标求解的多义性 
  √ 

3.6固定式多传感器在线测量系统   √ 

3.7 柔性在线测量系统、校准与误差补

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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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29A1        英文名称： Data Acquisition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电子技术、PLC 原理与应用 

后续课程：工业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WINCC项目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学会安装 WINCC软件和创建 WINCC

项目，并了解组态软件的产生与发展、WINCC组态软件的性能特点、功能和系统

构成。 

目标 2：掌握 WINCC的变量创建与通信设置，学会 WINCC与 S7 PLC 的通信，

并了解变量的导入与导出。 

目标 3：掌握 WINCC图形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学会组态过程画面和过程画面

动态化，并了解 C脚本编辑器和 VBS脚本编辑器。 

目标 4：掌握 WINCC组态报警系统的一般方法，学会报警消息块的组成、WinCC

的消息类别、控制报警输出和管理报警确认。 

目标 5：掌握过程值归档方法和报表创建方法，学会组态变量记录，输出变

量记录，使用函数趋势控件，学会使用报表编辑器创建报表和打印报表的一般方

法，了解 WINCC数据库。 

目标 6：掌握用户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学会创建用户和设置权限，了解 WINCC

多语言项目的创建。 

二、课程内容 

（一）WINCC项目管理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组态软件概述，WINCC V7.0的特点和系统结构，软件的安装方法，创建

WINCC项目。 （2课时） 

1.2 安装 WINCC V7.0软件，创建 WINCC项目，熟悉 WINCC项目管理器。 

  （2课时） 

（二）创建变量和设置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WINCC的变量创建与通信设置， WINCC与 S7 PLC的通信，变量的导入

与导出。  （2课时） 

2.2 创建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建立 WINCC与 S7 PLC的通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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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态画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WINCC图形编辑器的使用方法，画面动态化方法。 （2课时） 

3.2 图像编辑器的使用，画面的组态。 （2课时） 

3.3 组态动态效果。 （2课时） 

（四）组态报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WINCC组态报警系统的使用方法，报警消息块的组成、WinCC的消息类

别、控制报警输出和管理报警确认。 （2课时） 

4.2 组态报警记录和模拟量报警。 （2课时） 

（五）过程值归档和报表创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过程值归档方法和报表创建方法，组态变量记录，输出变量记录，函数

趋势控件，报表编辑器创建报表和打印报表的方法，WINCC数据库。 （2课时） 

5.2 创建过程值归档。 （2课时） 

5.3 创建报表。 （2课时） 

（六）用户管理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用户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创建用户和设置权限，WINCC多语言项目的创

建。  （2课时） 

6.2 创建用户的设置权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西门子 WinCC组态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姜建芳，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西门子 WinCC V7 基础与应用》，甄立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1 

2. 《西门子 WinCC V7 从入门到提高》，向晓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9 

3. 《工控组态软件及应用》，何坚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WINCC 项目

建立、变量设置、画面组态、画面动态、过程值归档、报警记录创建、报表创建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陆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E7%C1%A2%B6%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F%F2%CF%FE%BA%B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CE%BC%E1%C7%B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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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WINCC项目管理

器的使用方法，

学会安装WINCC

软件和创建

WINCC项目  

目标 2：掌握

WINCC的变量

创建与通信设

置，学会

WINCC与 S7 

PLC的通信 

目标 3：掌握

WINCC图形编

辑器的使用方

法，学会组态

过程画面和过

程画面动态化 

目标 4:掌握

WINCC组态

报警系统的

方法 

目标 5：掌握

过程值归档

方法和报表

创建方法 

目标 6：掌握

用户管理器

的使用方

法，学会创

建用户和设

置权限 

1.1组态软件概述 √      

1.2 安装 WINCC V7.0 软

件，创建 WINCC项目 
√      

2.1 WINCC 的变量创建

与通信设置 
 √     

2.2 创建内部变量与外

部变量，建立 WINCC 与

S7 PLC的通信 

 √     

3.1 WINCC 图形编辑器

的使用方法，画面动态

化方法 

  √    

3.2图像编辑器的使用，

画面的组态 
  √    

3.3组态动态效果   √    

4.1 WINCC 组态报警系

统的使用方法 
   √   

4.2 组态报警记录和模

拟量报警 
   √   

5.1 过程值归档方法和

报表创建方法 
    √  

5.2创建过程值归档。     √  

5.3 创建报表     √  

6.1 用户管理器的使用

方法 
     √ 

6.2 创建用户的设置权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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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力变化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0A1        英文名称：Modern Power Convers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路、模电数电技术 

后续课程：风力发电并网与控制技术、分布式发电及储能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单相桥式、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学会分

析晶闸管交交变换电路的原理，并了解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在单相逆变电路、斩波

电路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基本性能参数及基本应用，学会电流型、

电压型、PWM 型、多电平型等逆变电路的基本原理、工作特性及应用。 

目标 3：掌握 DC_一 Dc 变换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了解降压变换器、

升压变换器、升一降压变换器、 多相多重 DC—DC 变换器等工作原理。 

目标 4：学会 PWM 整流电路、斩控式交流调压、矩阵式变频电路、谐振开

关型变换器的工作原理，了解电力电子系统的保护、电力电子器件的串并联、电

力电子器件的散热、电力电子实际应用系统。 

目标 5：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常用电力电子器件 IGBT、电力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特性及主要参数，

晶闸管的基本特性、主要参数。触发电路 （2 课时） 

1.2 不可控整流电路、单相可控桥式全控整流电路、三相可控整流电路的工

作原理、整流电路参数计算。 （2 课时） 

1.3 交流侧电感对整流电路的影响，整流电路的谐波分析和功率因数，相控

有源逆变电路，相控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移相控制。 （2 课时） 

1.4 交一交变换电路的分类，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 （2 课时） 

1.5 晶闸管交流调功电路和交流电力电子开关、晶闸管交一交变频电路的工

作原理和应用。 （2 课时） 

（二）检测放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 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门极可关断晶闸管 GTO、电力晶体管 GTR、电力

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BT 的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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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课时） 

2.2 其它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介绍、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驱动电路的组成；

基本的电路的工作原理。 （2 课时） 

2.3 逆变电路的分类和换流方式、电压型方波逆变电路、电流型逆变电路的

工作原理及应用。 （2 课时） 

2.4 PWM 逆变电路、多重化逆变电路、多电平逆变电路组成工作原理及应用。 

  （2 课时） 

2.5  DC_一 Dc 变换电路的基本概念，降压变换器、升压变换器、升一降压

变换器的电路组成和工作原理及应用。 （2 课时） 

2.6 丘克变换器、多相多重 DC—DC 变换器、带隔离变压器的 DC—DC 变换

器的电路组成和工作原理。 （2 课时） 

（三）逻辑与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PWM 整流电路，斩控式交流调压。 （2 课时） 

3.2 矩阵式变频电路，谐振开关型变换器。 （2 课时） 

3.3 电力电子系统的保护，电力电子器件的串并联 （2 课时） 

3.4 电力电子器件的散热，电力电子实际应用系统。 （2 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内容 （2课时） 

4.1 课程总结。 （1 课时） 

4．2 课程习题讨论。 （1 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铁的使用等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21 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现代电力电子技术》（第 1 版），王兴贵，等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08-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4．电子 CDA----PROTEL 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5．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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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典型的电力电子器

件及其应用；常见四类电力电子变换电路、一些新型的电路拓扑；电力电子系统

的技术指标、要求和基本设计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致杰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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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 常用电力电 子器件

IGBT、电力二极管的基本结

构、伏安特性及主要参数，

晶闸管的基本特性、主要参

数。触发电路 

√     

1.2 不可控整流电路、单相

可控桥式全控整流电路、三

相可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

理、整流电路参数计算 

     

1.3 交流侧电感对整流电路

的影响，整流电路的谐波分

析和功率因数，相控有源逆

变电路，相控整流电路中晶

闸管的移相控制 

√     

1.4 交一交变换电路的分

类，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 
√     

1.5 晶闸管交流调功电路和

交流电力电子开关、晶闸管

交一交变频电路的工作原理

和应用 

√     

2.1 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

门极可关断晶闸管 GTO、电

力晶体管 GTR、电力场效应

晶体管 MOSFET、绝缘栅双极

型晶体管 IGBT 的工作原理

和主要参数级应用 

 √    

2.2 其它全控型电力电子器

件介绍、全控型电力电子器

件驱动电路的组成；基本的

电路的工作原理 

 √    

2.3 逆变电路的分类和换流

方式、电压型方波逆变电路、

电流型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

及应用 

 √    

2.4 PWM 逆变电路、多重化

逆变电路、多电平逆变电路

组成工作原理及应用 

 √    

2.5  DC_一 Dc 变换电路的

基本概念，降压变换器、升

压变换器、升一降压变换器

的电路组成和工作原理及应

用 

 √    

2.6 丘克变换器、多相多重

DC—DC变换器、带隔离变压

器的 DC—DC 变换器的电路

组成和工作原理 

 √  √ √ 

3.1 PWM 整流电路，斩控式

交流调压 
  √   

3.2 矩阵式变频电路，谐振

开关型变换器 
  √   

3.3 电力电子系统的保护，

电力电子器件的串并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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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电力电子器件的散热，

电力电子实际应用系统 
  √   

4.1课程总结 √ √ √ √ √ 

4.2课程习题讨论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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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1P1        英文名称：English for New Ener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新能源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英语、电工基础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常用英语表达，复习重要语言结构，初步了解电路基础和电气

基础领域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对相关领域内简单的科技类文章进行翻译。 

目标 2：掌握电子信息领域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对新能源领域内简单的科

技类文章进行翻译。 

二、课程内容 

（一）电工电气英语模块基本内容 （14课时） 

 专业英语基础知识 

 补充阅读材料 1：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的关系。 （4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2：电路中的功率。 （6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3：逻辑电路及电路元件 （4课时） 

（二）新能源专业英语模块基本内容 （16课时） 

 UNIT1新能源概述 （4课时） 

 UNIT2风力发电 （4课时） 

 UNIT3光伏发电 （6课时） 

 UNIT4 其他新能源发电 （2课时） 

（三）期末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能源专业英语》，李迺璐主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自动化专业英语教程》，王宏文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回答问题、及平时测验等。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科技英语基本

http://book.jd.com/writer/李迺璐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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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基本语法现象、科技性文章翻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珺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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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常用英语表达，复习重要语言

结构，初步了解数学、物理、以及电路基础

和电气基础领域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对相

关领域内简单的科技类文章进行翻译。 

目标 2：掌握电子信息领

域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

对新能源领域内简单的

科技类文章进行翻译。 

专业英语基础知识 √  

补充阅读材料 1：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的关系。 √  

补充阅读材料 2：电路中的功率。 √  

补充阅读材料 3：电子工程职业 √  

UNIT1 新能源概述 √ √ 

UNIT2 光伏发电 √ √ 

UNIT3 风力发电  √ 

UNIT4 其他新能源发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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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程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2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Quality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电气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为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质量

管理概念、理论与方法，能运用所学知识从事工业现场的质量控制、评价与管理

的一般工作，并对质量评价与管理的新思路、新理论、新方法有所了解。 

目标 1：熟悉质量工程的意义，掌握质量工程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目标 3：掌握质量工程基本方法与工具。 

二、课程内容 

（一）现代质量工程绪论 （3课时） 

1．1 质量与现代质量观 

 1．2 质量工程的基本范畴 

 1．3 质量工程的重要性  

（二）现代质量工程的基本原理 （3课时） 

2．1八项质量管理原则 

 2．2 质量管理核心内容 

 2．3 质量经营与质量文化 

（三）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4课时） 

3．1为什么要建立质量体系 

 3．2 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原理 

 3．3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3．4 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与认证 

（四）质量工程基本方法与工具 （3课时） 

4．1 质量调查方法与工具 

 4．2 质量分析方法与工具。 

4．3 质量改善与控制方法 

（五）面向制造的质量工程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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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PC简介 

 5．2 过程能力分析 

 5．3 控制图及其应用 

 5．4 过程质量控制的案例分析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质量工程》卢碧红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年 04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现代质量工程》扈延光 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 09月 

2.《现代质量工程》张根保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07月 

3.《质量工程技术体系与内涵》赵宇 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7年 08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平时成绩占比 40%，包括：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15%）和考

勤（15%）等。 

6.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工程的意

义、质量工程的基本原理、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工程基本方法与工具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宁银行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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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质量工程

的意义，掌握质量工程

的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标准化的

质量管理体系。 

目标 3：掌握质量工程

基本方法与工具。 

1．1 质量与现代质量观 √   

1．2 质量工程的基本范畴 √   

1．3 质量工程的重要性  √   

2．1八项质量管理原则 √   

2．2 质量管理核心内容 √   

2．3 质量经营与质量文化 √   

3．1为什么要建立质量体系  √  

3．2 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原理  √  

3．3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3．4 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与认证  √  

4．1 质量调查方法与工具   √ 

4．2 质量分析方法与工具。   √ 

4．3 质量改善与控制方法   √ 

5.面向制造的质量工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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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智能电网 

课程代码：013333P1            

英文名称：Smart Grid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系统自动化等 

后续课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运动控制技术、低压电器及其控制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目标 1：了解智能电网的理念与特点、智能电网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愿景，了

解我国坚强智能电网的提出及实践成果。 

目标 2：了解并理解智能电网的量测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超导技术、控制

技术、通信技术等基础技术。 

目标 3：掌握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发电、储能、并网

等各关键环节的基本知识；掌握智能输、配电的基础技术，培养学生初步具有从

事智能电网的调度、运行和管理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智能电网概述 （2 学时） 

1.1 现代电网的发展历史和面临的挑战，以及我国电网和国外电网的各自现

状； 

1.2 智能电网的基本理念及相关政策；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愿景。 

（二）智能电网基础技术 （12 学时） 

2.1 智能电网的量测技术的内涵、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2.2 智能电网的电力电子技术的内涵、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2.3 智能电网的超导技术的内涵、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2.4 智能电网的控制技术的内涵、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2.5 智能电网的通信技术的内涵、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三）新能源发电及并网技术 （6 学时） 

3.1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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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能源发电的关键部件及各种储能设备； 

3.3 新能源发电并网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关键技术。 

（四）智能输电网技术 （4 学时） 

4.1 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柔性输电等先进的输电技术的基本知识、关键设备

和运行控制； 

4.2 智能变电站的特点及所采用的高压设备； 

4.3 先进的调度技术与输电线路状态监测技术。 

（五）智能配电网技术 （4 学时） 

5.1 智能配电网规划； 

5.2 微电网结构及运行控制。 

（六）智能用电技术 （4 学时） 

6.1 智能家居、智能小区的构成及主要技术； 

6.2 电动汽车充放电设备及管理系统； 

6.3 需求响应的基本概念。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智能电网技术》，刘振亚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电网基础》，何光宇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 

2. 《智能电网的控制和优化方法》，Aranya Chakrabortty 主编，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5 

3. 《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李强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10%、）出勤率（10%）、课堂提问+

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智能电网基础技术、新能源发电

技术及并网技术、智能输配电技术的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王丛佼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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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智能电网的

理念与特点、智能电网

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愿

景，了解我国坚强智能

电网的提出及实践成

果。 

目标 2：了解并理解智

能电网的量测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超导

技术、控制技术、通

信技术等基础技术。 

目标 3：掌握风力发电、太阳能发

电等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发电、储能、

并网等各关键环节的基本知识；掌

握智能输、配电的基础技术，培养

学生初步具有从事智能电网的调

度、运行和管理能力。 

我国电网和国外电网的各自现状 √   

智能电网的基本理念及相关政策 √   

智能电网的量测技术的内涵、基

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  

智能电网的电力电子技术的内

涵、基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  

智能电网的超导技术的内涵、基

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  

智能电网的控制技术的内涵、基

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  

智能电网的通信技术的内涵、基

本原理、关键设备及应用 
 √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基本原

理 
  √ 

新能源发电的关键部件及各种储

能设备 
√  √ 

新能源发电并网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的关键技术 
√  √ 

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柔性输电等

先进的输电技术的基本知识、关

键设备和运行控制 

√ √ √ 

智能变电站的特点及所采用的高

压设备 
 √ √ 

先进的调度技术与输电线路状态

监测技术 
 √ √ 

微电网结构及运行控制  √ √ 

智能家居、智能小区的构成及主

要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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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4P1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Design of Automation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电路、PLC 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EPLAN软件的操作。 

目标 2：能够熟练使用该软件绘制基于设备的电气原理图、接线图、PLC地

址分配及接线图、配电柜等。 

目标 3：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目标 4：完成项目检查与修正，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项目打印及 PDF/A 格

式导出等。 

二、课程内容 

用户界面定制。 

页创建与其它操作、页属性。 

基于设备的原理图绘制。 

端子、端子编号及排序。 

插针、插针编号及排序。 

电缆及屏蔽的放置。 

PLC卡及 DI/DO连接点。 

创建 PLC地址分配列表。 

反复使用的典型回路的创建（宏创建）。  

项目的检查及修正。 

报表的自动生成。 

自由机械绘图的创建、及尺寸标注。  

具有公司特定标题栏的图框创建。 

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表格的定制及修改。 

多语言翻译。 

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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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PLAN电气设计实例入门》，张彤，张文涛，张瓒 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EPLAN Electric P8教育版使用教程》，张福辉，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8 

2.《德国威图公司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50%）、考勤等（10%）。 

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教师规定的绘图及其他相关任务。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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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EPLAN软件的

操作 

目标 2：能够熟练使用该

软件绘制基于设备的电

气原理图、接线图、PLC

地址分配及接线图、配电

柜等 

目标 3：符号库

及符号的创建 

目标 4:完成项目检查

与修正，项目的存储及

归档管理、项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等 

用户界面定制 √    

基于 IEC 81346标准创建项目 √ √   

页创建与其它操作、页属性 √    

基于设备的原理图绘制 √ √ √  

端子、端子编号及排序 √ √   

插针、插针编号及排序 √ √   

电缆及屏蔽的放置 √ √   

PLC卡及 DI/DO连接点 √ √   

创建 PLC地址分配列表 √ √   

反复使用的典型回路的创建（宏

创建） 
√ √ √  

项目的检查及修正    √ 

报表的自动生成    √ 

自由机械绘图的创建、及尺寸标

注 
√ √   

具有公司特定标题栏的图框创建 √ √  √ 

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 √ √  

表格的定制及修改 √   √ 

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 √   √ 

项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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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生产成本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5P1       英文名称： Control System Production Cos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和特点，掌握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流

程。 

目标 2：掌握研发成本、物料成本、人工成本、作业成本、设备成本、能源

成本、质量成本等管理措施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利用不同的成本管理措施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设计科学成

本控制方案，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目标 4：了解生产成本分析控制在自动化领域的具体应用，具有分析和解决

企业生产陈本管理的能力和分析报告编写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生产成本的相关概念 （2课时） 

1.1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和特点 （1课时） 

1.2生产成本的管理观念、措施及流程 （1课时） 

（二）研发成本管理 （4课时） 

2.1研发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2.2研发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三）物料成本管理 （4课时） 

3.1物料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3.2物料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四）人工成本管理 （4课时） 

4.1 人工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4.2人工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五）作业成本管理 （4课时） 

5.1 作业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5.2 作业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六）设备成本管理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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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设备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6.2 设备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七）能源成本管理 （4课时） 

7.1 能源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7.2 能源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八）质量成本管理 （4课时） 

8.1 质量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8.2 质量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8.3 自动化领域成本管理案例（学生报告）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成本管理实操手册》，孙科柳等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成本核算、管理和分析》（第二版），徐丰利等编著，石油工业出版

社，2015.04 

2. 《项目成本管理》，刘萍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06 

3. 《制造业成本核算与管理》，谭湘等编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03 

4.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新制度与案例》，《企业产品成本核算》编写组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05 

5. 《向成本宣战－生产成本控制的 8 大途径》，影响力中央研究院教材专家

组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报告（40%），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的定

义、构成及特点；生产成本管理观念、措施及流程；研发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管

理；作业成本管理；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质量成本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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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生产成

本的定义、构成和特

点，掌握生产成本的

管理措施、流程。 

目标 2：掌握研发成

本、物料成本、人

工成本、作业成本、

设备成本、能源成

本、质量成本等管

理措施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利用不

同的成本管理措施

对具体的案例进行

分析，设计科学成

本控制方案，改善

企业的经营管理。 

 

目标 4：了解生产

成本分析控制在

自动化领域的具

体应用，具有分

析和解决企业生

产陈本管理的能

力和分析报告编

写能力。 

1.1 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和特

点 
√    

1.2 生产成本的管理观念、措施

及流程 
√ √  √ 

2.1 研发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2.2研发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3.1 物料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3.2物料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4.1 人工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4.2人工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5.1 作业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5.2 作业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6.1 设备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6.2设备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7.1 能源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7.2能源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8.1 质量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8.2质量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8.3 自动化领域成本管理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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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维护与调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6A1        英文名称：Automation System Maintenance and 

Debugging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实习企业：自动化相关企业，电气集团各企业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气化设备的类别、结构、使用、设计和生产，提高对自动化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的认识。 

目标 2：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敬

业精神，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 

目标 3：了解并熟悉毕业设计课题的技术要求，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

据及参考资料，为完成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标 4：掌握撰写文书、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二、课程内容 

（一）听报告、专题、现场实习（4天）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技术管理人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企业的

经营、管理和生产模式； 

1.2 结合自己的实习单位，学习自动化技术在工厂里面具体应用； 

1.3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

技术应用情况； 

1.4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撰写实习日记。 

1.5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和

生产的相关资料； 

（二）复习、整理资料，撰写实习报告（1天） 

2.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三、实习要求 

1、实习工厂的选择要求 

（1）本专业生产（毕业）实习工厂应具有中、大型规模和现代化的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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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拥有较多类型的自动化设备，生产技术较先进。工厂的实习培训部门有一定

的接纳能力和培训经验，有进行实习指导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应能提供较充足

的图纸资料等技术文件； 

（2）优先选择为学生实习提供采用先进设备制造技术的工厂或生产过程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 

（3）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同时选择有关的几个大、中型工厂企业； 

（4）建议实习单位为：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上海汽轮发电机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自动化研究所、上海锅炉厂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等。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责任心强，认真刻苦，身体健康。实习中要强调教

书育人，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2）指导实习的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好的实践能力。能组

织实习活动，与工厂相互配合，完成实习全过程。指导学生记实习笔记，写实习

报告等。实习结束后，对学生实习成绩给出实事求是的评定； 

（3）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能合理搭配，应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

坚持原则，关心学生的实习、生活等。作学生的良师益友。 

3、对学生的要求 

（1）明确实习任务，认真学习实习大纲，提高对实习的认识，做好思想准

备； 

（2）认真完成实习内容，按规定记实习笔记，撰写实习报告，收集相关资

料； 

（3）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尊重知识，敬重他人，及时整理实习笔

记、报告等。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自觉遵守学校、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服从指导教师的领导，培

养良好的风气； 

（5）实习结束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实习笔记、实习报告等。 

四、课程教材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10%）、工作态度和表现（20%）、

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实习日记（20%）。 

2. 实习报告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政治思想个业务工作等方面的表现、

收获和体会，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评定时结合实习材料和实习单位评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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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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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电气

化设备的类别、结

构、使用、设计和

生产，提高对自动

化产品设计与制造

技术的认识。 

目标 2：提高社会交

往能力，学习工人师

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

优秀品质和敬业精

神，培养学生的专业

素质。 

目标 3：了解并熟

悉毕业设计课题的

技术要求，有针对

性地收集相关技术

数据及参考资料，

为完成毕业设计打

下坚实的基础。 

目标 4：掌握撰写

文书、报告的正

确格式，能全面、

系统地总结实习

的收获与心得体

会。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技术

管理人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

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模式； 

√    

1.2 结合自己的实习单位，学习自

动化技术在工厂里面具体应用； 
√ √   

1.3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

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

化生产技术应用情况； 

 √  √ 

1.4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

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撰写实习

日记。 

 √  √ 

1.5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产

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营、

管理和生产的相关资料； 

 √  √ 

2.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

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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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7P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通过对人际交往心理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了解人

际交往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明确人际交往心理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目标 2：要求学生联系社会现实问题，运用掌握的人际交往心理学的理论和

知识，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现象及问题，能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处

理人际关系、有效调整人际关系、不断改善人际关系和发展新型人际关系，并为

进一步学习其他心理学课程及相关学科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目标 3：总体改革思路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人际关

系现象，指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实际，开展各项人际交往心理学的调查和实验，

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提升理论素养和水平。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人际交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2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 

1.3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人际关系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2.1人际关系的心理学研究。 

2.2西方的人际关系理论。 

2.3苏联的人际关系理论。 

2.4人际交往心理学的方法。 

（三）态度及其转变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态度的概念。 

3.2态度的形成和发展。 

3.3态度的转变。 

3.4态度转变中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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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动与态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4.1认知失调概述。 

4.2认知失调理论的研究。 

4.3认知失调理论的应用 

（五）印象形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印象形成概述。 

5.2印象形成的特点和模式。 

5.3印象形成中的效应和偏见 

5.4印象管理 

（六）人际知觉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人际的非言语沟通。 

6.2对人的归因理论。 

6.3对人的归因偏见。 

6.4归因理论的应用。 

（七）自我知觉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自我知觉理论和自我归因。 

7.2自我知觉中的偏见。 

7.3自我障碍和习得无助。 

7.4自我归因的应用。 

（八）自我导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8.1自我控制。 

8.2寻找目标。 

8.3自我实现。 

（九）人际影响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9.1遵从的概念、理论和范式。 

9.2影响遵从的因素。 

9.3服从、偏离和独立。 

9.4感染、模仿和时尚。 

9.5社会对个人的影响 

（十）利他行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0.1利他行为概述。 

10.2影响利他行为的情景因素。 

10.3影响利他行为的助人者个体因素。 

10.4利他行为的理论。 

（十一）人际吸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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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人际吸引理论。 

11.2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 

11.3人际吸引的其他现象。 

（十二）人际合作与冲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2.1人际合作与冲突的理论和类型。 

12.2合作的形成。 

12.3人际冲突。 

12.4冲突的管理和解决。 

（十三）人际侵犯和暴力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3.1侵犯行为概述。 

13.2侵犯的理论。 

13.3影响侵犯的因素。 

13.4侵犯行为的预防和控制。 

（十四）群体行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4.1群体的一般概念。 

14.2群体的目标和规范。 

14.3群体的沟通。 

（十五）领导行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5.1群体的内聚力。 

15.2群体的绩效。 

15.3群体的决策。 

15.4群体领导。 

三、课程教材 

（一）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人际交往心理学》，郑全全、俞国良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 《人际交往心理学》，高玉祥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日]古畑和孝编，王康乐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4. 《人际交往心理学》，佘丽琳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考核方式、方法 

本课程考核为课堂学习和讨论占总成绩的 20%，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 20%，

期终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谢源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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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人际交往心理

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目标 2：分析和解决现实

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现象

及问题 

目标 3理论联系实际，

人际关系现象 

1 人际交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人际关

系的形成和发展 
√ √  

2 人际关系的心理学研究 

以及人际交往心理学的方法 
√ √  

3 态度的形成和发展 

以及态度的转变 
√  √ 

4 认知失调理论的研究 

认知失调理论的应用 
√  √ 

5 印象形成的特点和模式 

印象形成中的效应和偏见 
√   

6 对人的归因理论。 

  对人的归因偏见。 

归因理论的应用 

√   

7  自我知觉理论和自我归因 

   自我知觉中的偏见 

自我障碍和习得无助 

   自我归因的应用 

√  √ 

8  自我控制 

   自我实现 
√ √  

9 服从、偏离和独立 

  感染、模仿和时尚 

影响遵从的因素 

√   

10 影响利他行为的情景因素 

   影响利他行为的助人者个体因素 

利他行为的理论 

       √ √ √ 

11 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 

人际吸引理论 
√  √ 

12 合作的形成 

   人际冲突 

人际合作与冲突的理论和类型 

√   

13 影响侵犯的因素。 

   侵犯行为的预防和控制。 

侵犯的理论 

√ √ √ 

14群体的目标和规范 

群体的沟通 
√ √  

15群体的决策 

  群体领导 

群体的绩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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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8B1        英文名称：Automation Devic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过程控制工程、现代工业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仿真与 CAD 设计、DCS

与现场总线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分析、常用电子元器件以及检测元件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学会器件的选型和在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场合。 

目标 2：掌握电源及安全用电和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学会相应

的选型和测试方法，以及应用场合。 

目标 3：掌握供配电系统基本知识，学会复杂电气控制线路读图的基本方法；

与实验相结合，掌握简单的电气控制线路设计方法。 

目标 4：掌握温度控制系统中的自动化设备的构成，学会实例中自动化设备

的集成方法，学会举一反三，初步具备设计和调试自动化系统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及常用电子元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绪论，介绍本课程基本内容、应用领域和授课方式等。 （1课时） 

1.2掌握电路在自动化设备构建的系统中的作用与组成，电路模型和常用的

电路分析的计算。 （3课时） 

1.3掌握自动化设备常用分立电子元器件的基本原理、主要技术参数、分类、

选型和测试方法。 （3课时） 

1.4掌握自动化设备常用传感器的基本知识，常用电工仪表包括非电量和电

工检测仪表或面板式仪表的选型及使用方法。 （3课时） 

（二）供配电系统及用电安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掌握电力系统和配电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学会基本的电力自动化设

备的选用和设计。 （4课时） 

2.2掌握单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直流电源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掌握安全

用电常识。 （2课时） 

2.3掌握常用实验工具及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 （2课时） 

（三）低压电器和电气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520 

3.1掌握常用低压电器如继电器、主令电器、接触器、熔断器等的基本原理、

主要技术参数、分类、选型和测试方法。 （4课时） 

3.2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选用方法，重点掌握电机的电气控制

线路的一般设计方法。 （4课时） 

3.3学会复杂电气控制线路读图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2课时） 

3.4掌握以车床为实例的的工作控制线路图。 （2课时） 

（四）自动化设备实例设计与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掌握一个简易恒温控制系统的实例，掌握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构成和运

行原理。  （2课时） 

4.2掌握通用仪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各个部件的基本原理。 （2课时） 

4.3掌握温度控制器的调节原理和使用说明。 （2课时） 

4.4掌握简易自动化系统集成原理与调试技术。 （2课时） 

（五）课程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气控制设计与调试：起停、点动和连续运行。 

  （2课时） 

4.2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气控制设计与调试：正反转、制动。 （2课时） 

4.3 变频器的控制设计与调试。 （2课时） 

4.4恒温控制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化专业实践初步》，汪贵平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常用电子电工器件基本知识》，李祥新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06 

2. 《电气控制与 PLC应用（第二版）》，范永胜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01 

3. 《自动化设备和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故障诊断》，姚福来主编，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3.01 

4. 《 自动化系统集成技术》，韩力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1 

5. 《自动化设备检测与控制技术》，曹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2 

6．《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调试与维护》，张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路分析、常

用电子元器件及检测元件的应用、低压电气设备原理与选型、电气控制图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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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安全、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丁云飞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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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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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39P1        英文名称：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技术中的设计思维，电气电子产品项目管理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技术、管理、创新的基本定义、作用及相关过程等前沿发展现

状。 

目标 2：理解并掌握技术创新内部、外部战略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和途

径等基本知识。 

目标 3：了解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实践，通过案例教学把握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的实际情况，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具有分析和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

能力和研究报告编写能力。 

目标 4：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优势。 

二、课程内容 

（一）技术管理、创新的相关概念 （2课时） 

1.1技术、管理、创新的定义、作用及案例 （1课时） 

1.2技术与创新管理中的战略流程 （1课时） 

（二）内部创新的计划、实施及评估 （8课时） 

2.1创新计划过程的建立 （3课时） 

2.2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 （2课时） 

2.3 创新评估和控制过程 （3课时） 

（三）外部创新的计划、实施及评估 （8课时） 

3.1技术外部获取的并购手段 （3课时） 

3.2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 （2课时） 

3.3技术获取的评估控制分析 （3课时） 

（四）技术与创新管理战略模式 （6课时） 

4.1 微软成功战略模式案例分析 （1课时） 

4.2企业竞争优势及能力构建 （3课时） 

4.3 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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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化与中国的技术创新管理 （6课时） 

5.1 二次创新理论的相关概念 （2课时） 

5.2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与管理 （2课时） 

5.3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的相关实际案例（学生分组报告）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技术与创新管理：战略的视角》，Margaret A White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技术创新与管理》，刘振武主编，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05 

2. 《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杨德林等编著，经济管理出

版社，2013.11 

3. 《技术管理创新》，李宇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4.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理论宇方法》，仲伟俊等编著，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2017.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报告（40%），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技术创新管理

的相关背景、概念及过程；技术创新内部战略的计划、实施、评估与控制的相关

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创新外部战略的计划、实施、评估与控制的相关概念、

原理及应用；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方法、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的相关概念；二次

创新理论、全球化发展战略与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李皎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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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技

术、管理、创新

的基本定义、作

用及相关过程等

前沿发展现状。 

 

目标 2：理解并掌

握技术创新内

部、外部战略的

基本概念、理论、

方法和途径等基

本知识。 

 

目标 3：了解企业技术创

新管理实践，通过案例教

学把握企业技术创新管

理的实际情况，能够理论

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具有

分析和解决企业技术创

新管理的能力和研究报

告编写能力。 

目标 4：了解中国

企业在全球化进

程中的战略选择

和优势。 

 

1.1 技术、管理、创新的定义、

作用及案例 
√  √ √ 

1.2 技术与创新管理中的战略流

程 
√    

2.1创新计划过程的建立  √   

2.2 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

问题 
 √   

2.3 创新评估和控制过程  √ √  

3.1技术外部获取的并购手段  √   

3.2 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

问题 
 √   

3.3技术获取的评估控制分析  √ √  

4.1 微软成功战略模式案例分析 √ √ √  

4.2企业竞争优势及能力构建  √   

4.3 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  √       √  

5.1 二次创新理论的相关概念 √   √ 

5.2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与

管理 
√        √ √ 

5.3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管

理的相关实际案例（学生分组报

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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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0A1        英文名称：Morden Industry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5/80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硬件基本组成、工作原理、

系统配置，掌握 STEP7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基础及硬件配置。 

目标 2：掌握 STEP7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编程基础、指令系统

及用户程序结构，掌握 S7-300PLC和 X20PLC控制系统梯形图设计方法、STL语句

表及功能方块图设计方法，掌握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在数字量和

模拟量控制中的基本应用。 

目标 3：掌握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PROFIBUS

和 CAN现场总线及其控制网络的结构、相应软件与应用，熟悉 PROFIBUS和 CAN

现场总线的设计与应用。 

目标 4：掌握现代工业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和分析方法，能够应用 S7-300PLC

和 X20PLC设计和实现工业控制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PLC硬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 PLC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组成

部件、系统结构、CPU模块、电源模块等。 （4课时） 

1.2 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硬件组态。 （4课时） 

1.3 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输入输出模块以及各个功能模块。

  （2课时） 

（二）PLC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36课时） 

2.1 数据类型与存储区、位逻辑指令。 （3课时） 

2.2 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 （6课时） 

2.3 逻辑控制指令、存储器寻址、比较指令以及数据处理指令。 （6课时） 

2.4 程序基本结构、共享数据块与复杂数据类型，功能块和功能的产生与调

用，UDT、功能块、功能应用案例，多重背景数据块、组织块中断处理。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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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TEP7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编程基础，梯形图的经验设计

法、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顺序控制梯形图的编程方法，基于 Automation 

Basic语言及 STL语言的编程方法。 （6课时） 

2.6 模拟量闭环与 PID控制、连续 PID控制器 FB41，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方法。  （5课时） 

（三）工业现场总线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3.1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通信系统的基本

结构，网络结构及传输介质，通信系统的协议模型。 （6课时） 

3.2 PROFIBUS控制系统的结构和组成，PROFIBUS的通信模型和协议类型，

PROFIBUS的数据传输和拓扑结构，PROFIBUS 的总线存取控制机制，基于西门子

S7-300PLC的 PROFIBUS-DP主站与智能从站通信的组态。 （8课时） 

3.3 CAN总线的性能特点，CAN的技术规范，CAN总线的节点组成和工作原理，

基于贝加莱 X20PLC的 CAN总线单变量及多变量通信。 （8课时） 

3.4 PROFIBUS-DP网络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工业以太网通信及 POWERLINK

通信的基本结构。 （2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 西门子 S7-300综合实验（基于 PROFIBUS总线的地铁站排水控制系统）。

  （6课时） 

4.2 贝加莱 X20PLC综合实验（基于 CAN总线的地铁站通风控制系统）。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S7-300/400PLC应用技术》（第 4版），廖常初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6 

2．《可编程控制器技术》，齐蓉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气控制基础与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教程》，高博、孟建军主编， 西安电

子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8 

2.《西门子 PLC 应用与设计教程》柳春生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3 

3.《装备自动化工程设计与实践》，肖维荣、齐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25%）

及考勤作业等（5%）。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PLC 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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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工作原理、硬件构成、软件操作、各种指令、用户程序结构、PROFIBUS总

线及 CAN总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芳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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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西门

子 S7-300PLC及贝

加莱 X20PLC的硬

件基本组成、工作

原理、系统配置，

掌握 STEP7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基础

及硬件配置 

目标 2：掌握 STEP7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

编程基础、指令系统及用户

程序结构，掌握 S7-300PLC

和 X20PLC控制系统梯形图

设计方法、STL语句表及功

能方块图设计方法，掌握西

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在数字量和模拟量

控制中的基本应用 

目标 3：掌握现场

总线控制系统的基

本特点、系统组成

与工作原理，

PROFIBUS和 CAN现

场总线及其控制网

络的结构、相应软

件与应用，熟悉

PROFIBUS和 CAN现

场总线的设计与应

用 

目标 4:掌握现

代工业控制系

统的基本构成

和分析方法，

能够应用

S7-300PLC和

X20-PLC设计

和实现工业控

制系统 

1.1 PLC 的基本概念、工作原

理 
√    

1.2硬件组态 √    

1.3 输入输出模块以及各个功

能模块 
√    

2.1 数据类型与存储区、位逻

辑指令 
 √   

2.2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  √   

2.3逻辑控制指令等  √   

2.4程序基本结构  √   

2.5软件编程  √   

2.6模拟量闭环与 PID控制  √  √ 

3.1现场总线基础   √  

3.2PROFIBUS总线   √  

3.3CAN总线   √  

3．4故障诊断及以太网   √  

4.1西门子 S7-300综合实验 √ √ √ √ 

4.2贝加莱 X20PLC综合实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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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发电系统原理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1P1        英文名称： Principle and Design of Solar Thermal 

Power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传热学、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太阳能热发电系统优化、太阳能热发电运行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工程和研究意义；掌握包括塔式、槽式、

蝶式、线性菲涅尔式四种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分类；掌握四种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

工作原理和系统组成；了解四种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形式各自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目标 2：理解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中的关键装备，如定日镜、定日镜场、抛物

面槽式聚光器、槽式真空管等的运行方式，学会以上关键部件的设计方法。 

目标 3：学会太阳能热发电设计过程中包括资源评价、选址、聚光场光学效

率设计、吸热器热控和电气设计、储热容量和充放热设计、换热与蒸汽设计的计

算步骤和计算方法；了解全厂电气、全厂热控仪表、电站建筑和全厂安防设计的

设计内容和方法。 

目标 4：针对具体地区和具体电站规模，能够独立完成太阳能热发电站主要

设备的选型和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太阳能热发电站工作原理与技术分类 （5课时） 

1.1太阳能热发电站基本概念与基本组成。 （1课时） 

1.2太阳能热发电四种技术形式的工作原理与各自优缺点。 （1课时） 

1.3太阳能吸热器用传热介质及其分类。 （1课时） 

1.4太阳能资源的性质及我国几个典型地区的太阳能资源分布。 （1课时） 

1.5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基本术语。 （1课时） 

（二）太阳能热发电站总体设计 （10课时） 

2.1太阳能热发电站设计点；设计点的意义；利用设计点的计算实例。 

  （2课时） 

2.2塔式电站定日聚光场效率分析。 （2课时） 

2.3抛物面槽式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 （2课时） 

2.4电站设计需要的基础资料、电站设计的主要参数和原则、电站总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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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2课时） 

2.5年发电量计算方法、储热量确定方法。 （2课时） 

（三）太阳能热发电站聚光系统设计 （10课时） 

3.1聚光系统组成、聚光器调控原则和模式、聚光场控制模式。 （2课时） 

3.2定日镜基本知识、球面定日镜聚光像散特性、轮胎面定日镜简介、聚光

场布置的一般原则。 （2课时） 

3.3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聚光场设计，包括定日镜聚光场基本运行模式及基

本设计参数、定日镜聚光场优化设计方法。 （2课时） 

3.4塔式电站定日镜光场控制设计，包括定日镜光场控制系统技术条件和定

日镜跟踪误差的校正。 （1课时） 

3.5 槽式电站聚光场设计，包括聚光场的轴向布置、槽式聚光器集热效率评

价和槽式集热场设计。 （2课时） 

3.6槽式电站聚光场控制设计，包括槽式电站聚光场控制系统技术条件和控

制系统结构。 （1课时） 

（四）吸热器系统设计 （4课时） 

4.1 吸热器系统配置、吸热器组成及其调控原则、吸热器额定功率的确定原

则。  （1课时） 

4.2 吸热器系统的材料选用。 （1课时） 

4.3 吸热器系统的管路和泵选用。 （1课时） 

4.4 吸热器系统的控制和系统运行方式设计。 （1课时） 

（五）储热系统设计（3） 

5.1储热材料和容器的选用。 （1课时） 

5.2储热容器的充放热设备及流程设计。 （1课时） 

5.3 储热系统控制设计。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太阳能热发电站设计》（第 1版），王志峰等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张耀明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01 

2. 《太阳能光电利用基础》，张培明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03 

3.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孙如军等编著，冶金工业出版社，2017.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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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太阳能热发电

工作原理、四种技术形式、电站总体设计流程、吸热器系统设计流程及方法、储

热器系统设计流程及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青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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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太阳

能热发电技术的

基本原理和四种

太阳能热发电技

术形式。 

目标 2：掌握太阳

能热发电技术中

的关键装备并学

会关键部件的设

计方法。 

目标 3：掌握太阳

能热发电设计过

程中涉及的计算

步骤和计算方

法。 

目标 4:针对具体

地区和电站规模，

独立完成热发电站

主要设备选型和设

计。 

1.1 太阳能热发电站基本概念与基本组

成 
√    

1.2 太阳能热发电四种技术形式的工作

原理与各自优缺点 
√    

1.3太阳能吸热器用传热介质及其分类 √    

1.4 太阳能资源的性质及我国几个典型

地区的太阳能资源分布 
   √ 

1.5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基本术语 √    

2.1太阳能热发电站设计点；设计点的意

义；利用设计点的计算实例 
 √  √ 

2.2塔式电站定日聚光场效率分析  √   

2.3抛物面槽式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  √   

2.4电站设计需要的基础资料、电站设计

的主要参数和原则、电站总体参数描述 
 √  √ 

2.5年发电量计算方法、储热量确定方法   √ √ 

3.1聚光系统组成、聚光器调控原则和模

式、聚光场控制模式 
  √  

3.2定日镜基本知识、球面定日镜聚光像

散特性、轮胎面定日镜简介、聚光场布

置的一般原则 

  √  

3.3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聚光场设计，包

括定日镜聚光场基本运行模式及基本设

计参数、定日镜聚光场优化设计方法 

  √ √ 

3．4 塔式电站定日镜光场控制设计，包

括定日镜光场控制系统技术条件和定日

镜跟踪误差的校正 

  √ √ 

3.5 槽式电站聚光场设计，包括聚光场

的轴向布置、槽式聚光器集热效率评价

和槽式集热场设计 

  √ √ 

3.6槽式电站聚光场控制设计，包括槽式

电站聚光场控制系统技术条件和控制系

统结构 

  √ √ 

4.1吸热器系统配置、吸热器组成及其调

控原则、吸热器额定功率的确定原则 
 √ √ √ 

4.2吸热器系统的材料选用  √ √ √ 

4.3吸热器系统的管路和泵选用  √ √ √ 

4.4 吸热器系统的控制和系统运行方式

设计 
 √ √ √ 

5.1储热材料和容器的选用  √ √ √ 

5.2储热容器的充放热设备及流程设计  √ √ √ 

5.3 储热系统控制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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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器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2P1        英文名称：Testing technology of motor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机与智能电器、电

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学、电器学、电磁场、电机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机与电器设备中电量的测量及方法。包括电机中的电压、电

流、功率、频率、相位、电阻、电感、电容。掌握非电量的测量及方法。包括电

机转速、转矩、温度、温升、振动、噪声等，并掌握针对不同种类电机和电器设

备的一些特殊测试手段和方法。 

目标 2：掌握电机电器设备中磁量的测试及方法。包括磁性材料的直流和交

流的测试，以及谐波的测量及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高压、低压开关电器性能试验。包括开关、开断和短时电流性

能试验。 

目标 4：掌握电机出厂试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本课程的重要性 

1.2本课程主要内容简介 

1.3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 

（二）测量与测量误差基础 （2课时） 

2.1测量的基本概念、单位与单位制 

2.2测量仪表及其分类；指示式电工仪表的基本结构 

2.3测量误差的来源与分类、测量误差的表示方法 

（三）电机电器设备中电量的测量 （4 课时） 

3.1正弦电量的测量  

3.2非正弦电量的测量 

（四）电机电器设备中非电量的测量 （10 课时） 

4.1转速的测量（日光灯法、闪频法、数字测速、瞬时转速测量、转差率测



 

 535 

量）  （1课时） 

4.2转矩的测量（测功机法、校正过的直流电机法、转矩仪法） （1课时） 

4.3温度的测量（电阻法、埋置检温计法、温度计法、叠加法） （2课时） 

4.4磁场的测量（探测线圈法、霍尔效应法、磁通计法） （1课时） 

4.5噪声的物理量度、测量仪器的基本原理、噪声测定方法与限值  

  （3课时） 

4.6振动测定原理、测振传感器与测振仪、振动测定方法与限值 （2课时） 

（五）电机参数的测定 （8 课时） 

5.1 电机绕组电感和电抗的测定 （2 课时） 

5.2 同步电机综合参数的测定 （2 课时） 

5.3 永磁电机综合参数的测定 （4 课时） 

（六）高压、低压电器性能试验 （4课时） 

6.1低压电器性能试验 （2课时） 

6.2高压电器性能试验 （2课时） 

（七）电机电器动手试验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现代测试技术》（第 2 版），武建文，李德成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机测试技术》. 王益全，张炳义. 科学出版社，2004. 

2.《电机测试技术》. 何秀伟.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 

3.《电器测试与故障诊断技术》. 金立军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

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误差基本概念、

电机电器设备中电量的测量、电机电器设备中非电量的测量、电机参数的测定、

高压、低压开关电器性能试验。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全峰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D%F0%C1%A2%BE%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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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机与电器

设备中电量的测量及方

法。包括电机中的电压、

电流、功率、频率、相

位、电阻、电感、电容。

掌握非电量的测量及方

法。包括电机转速、转

矩、温度、温升、振动、

噪声等，并掌握针对不

同种类电机和电器设备

的一些特殊测试手段和

方法 

目标 2：掌握电机电器

设备中磁量的测试及

方法。包括磁性材料

的直流和交流的测

试，以及谐波的测量

及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高

压、低压开关电器

性能试验。包括开

关、开断和短时电

流性能试验 

 

目标 4：掌握

电机出厂试

验，培养学生

动手能力。 

 

1.1本课程的重要性 √ √ √ √ 

1.2本课程主要内容简介 √ √ √ √ 

1.3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

法 
√ √ √ √ 

2.1测量的基本概念、单位与单位

制 
√ √ √ √ 

2.2测量仪表及其分类；指示式电

工仪表的基本结构 
√ √ √ √ 

2.3测量误差的来源与分类、测量

误差的表示方法 
√ √ √ √ 

3.1正弦电量的测量  √ √  √ 

3.2非正弦电量的测量 √ √  √ 

4.1转速的测量（日光灯法、闪频

法、数字测速、瞬时转速测量、

转差率测量） 

√   √ 

4.2转矩的测量（测功机法、校正

过的直流电机法、转矩仪法） 
√   √ 

4.3温度的测量（电阻法、埋置检

温计法、温度计法、叠加法） 
√   √ 

4.4磁场的测量（探测线圈法、霍

尔效应法、磁通计法） 
√ √   

4.5噪声的物理量度、测量仪器的

基本原理、噪声测定方法与限值 
√   √ 

4.6振动测定原理、测振传感器与

测振仪、振动测定方法与限值 
√   √ 

4.1转速的测量（日光灯法、闪频

法、数字测速、瞬时转速测量、

转差率测量） 

√   √ 

4.2转矩的测量（测功机法、校正

过的直流电机法、转矩仪法） 
√   √ 

5.1电机绕组电感和电抗的测定 √ √  √ 

5.2同步电机综合参数的测定 √ √  √ 

5.3永磁电机综合参数的测定 √ √  √ 

6.1低压电器性能试验   √ √ 

6.2高压电器性能试验   √ √ 

7.1电机出厂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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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3P1        英文名称：Power System Engineering Found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基础等 

后续课程：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力系统电能质量指标、电压等级计算和中性点接地方式，掌

握配电装置原理与布置方式，保护接地方式。 

目标 2：掌握配电网主接线原理，掌握负荷及负荷曲线在用电管理中的应用，

掌握元件单相等值电路的原理及元件参数的计算方法，掌握输电线参数计算方法。 

目标 3：掌握有限容量系统短路故障计算方法以及各序网的建立，掌握网络

元件的压降和功率以及开式网络的电压和功率分布计算方法。 

目标 4：掌握电力系统线路电流保护和自动重合闸原理，掌握频率的一次调

整和二次调整的原理和调整方法，掌握几种主要的电压调整方法和调压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8 学时） 

1.1 电力系统概述，包括电力系统概述，电力系统的组成，火力发电厂、核

电厂、水利发电厂工作原理，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和负荷，输变电设备的工作原

理，电力系统中性点的接地方式。 （2 课时） 

1.2 电能质量指标和中性点接地方式，包含重点掌握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分

类及应用，电力系统中性点的接地方式的选择。 （2 课时） 

1.3 电力系统运行应满足的基本要求，节能减排过程中对配用电系统的要求。

  （2 课时） 

1.4 负荷管理，包括负荷及负荷曲线在用电管理中的应用，电力系统典型负

荷的分类和特点，负荷最大利用小时数的计算方法。 （2 课时） 

（二）电力系统各元件参数及等值电路 （6 课时） 

2.1 元件单相等值，主要讲述电力网各元件的等值电路和参数的特性，元件

单相等值电路的原理及元件参数的计算方法。 （2 课时） 

2.2 输电线正序参数，重点掌握输电线参数计算方法，能够在给定条件下计

算输电线路和，发电机与负荷参数的原理与计算方法，能够通过给定系统建立元

件参数的等值电路网络。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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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压器正序参数，包括变压器参数的计算方法，自耦变压器的参数和等

值电路概念，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结构。 （2 课时） 

（三）电力系统短路与潮流计算 （6 课时） 

3.1 简单系统潮流计算，包括电力系统潮流基本概念、原理及作用，标幺值

的概念以及基准值的选择原则，多电压等级电力系统中基准电压的选择，网络元

件的电压降落和功率损耗的计算，简单电力系统网络潮流分析与计算方法。 

  （2 课时） 

3.2 功率损耗计算，包括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落的计算方

法，已知末端电压和末端功率的开式网潮流计算方法，已知首端电压和首端功率

的开式网潮流计算方法以及两端供电网络的潮流计算。 （2 课时） 

3.3 潮流计算计算机算法，包括电力网模型的建立方法，节点导纳阵、节电

阻抗阵的形成方法，电力网络的数学模型的建立， 统一潮流方程，牛顿-拉夫逊

法潮流计算。 （2 课时） 

（四）电力系统电气主接线设计 （6 课时） 

4.1 主接线方式选择，包括主变压器和主接线的选择方法，二分之三和桥式

等接线方式，以及各种接线方式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2 课时） 

4.2 导体发热和电动力，包括导体发热和电动力的计算方法，掌握各主要电

气设备的选择方法，在给定条件下能够进行设备的合理选择。 （2 课时） 

4.3 电气设备的选择，包括配电设备选择方法，发电厂、变电站等主接线的

实际应用。 （2 课时） 

（五）现代电力系统运行 （6 课时） 

5.1 电力系统有功平衡调整，包括电力系统有功功率的平衡原理，负荷的有

功功率-频率静态特性，发电机组的有功功率-频率静态特性，发电机调整频率的

工作原理，有功负荷的变化规律和频率调整的方法，负荷在各类发电厂间的合理

分配。  （2 课时） 

5.2 频率调整，包括火电机组的最优负荷分配方法，有功功率平衡和系统负

荷在各类发电厂间的合理分配，电力系统频率的一次调整和二次调整的原理和调

整方法。  （2 课时） 

5.3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的平衡和电压调整，包括力系统无功功率平衡原理，

电压调整的基本概念，中枢点的电压管理，改变发电机端电压调压， 选择变压器

变比调压， 改变网络中无功功率分布调压，主要无功补偿的设备分类、特点以及

无功补偿对降低电网损耗的重要作用。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力系统工程基础》，熊信银 张步涵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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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 

1. 《电力系统基础》，杨以涵主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2. 《电力系统基础》，李林川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1 

3. 《电力系统分析》（第 3 版），于永源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电系统、输

变电系统、电力系统负荷、电力系统各元件参数及等值电路、电力系统潮流计算、

电气主接线设计、现代电力系统的运行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衣涛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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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力

系统电能质量指

标、电压等级计算

和中性点接地方

式，掌握配电装置

原理与布置方式，

保护接地方式。 

目标 2：掌握配电网

主接线原理，掌握负

荷及负荷曲线在用

电管理中的应用，掌

握元件单相等值电

路的原理及元件参

数的计算方法，掌握

输电线参数计算方

法。 

目标 3：掌握有限

容量系统短路故

障计算方法以及

各序网的建立，掌

握网络元件的压

降和功率以及开

式网络的电压和

功率分布计算方

法。 

目标 4：掌握电力系

统线路电流保护和

自动重合闸原理，

掌握频率的一次调

整和二次调整的原

理和调整方法，掌

握几种主要的电压

调整方法和调压措

施。 

1.1电力系统概述 √    

1.2 电能质量指标和中性点接地

方式 
√    

1.3 电力系统运行应满足的基本

要求 
√    

1.4负荷管理 √    

2.1元件单相等值 √ √   

2.2输电线正序参数  √   

2.3变压器正序参数  √ √  

3.1 简单系统潮流计算   √  

3.2功率损耗计算   √  

3.3 潮流计算计算机算法   √  

4.1主接线方式选择   √  

4.2 导体发热和电动力  √ √  

4.3电气设备的选择  √ √ √ 

5.1电力系统有功平衡调整  √  √ 

5.2频率调整  √  √ 

5.3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的平衡和

电压调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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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电磁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4P1        英文名称：Electromagnetic Fields in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与工程数学（包括矢量分析、场论和数理方程） 

后续课程：电机学，电器学，控制电机及应用，电力系统自动装置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运用所学知识，对简单的静电场问题进行分析和计算，并理解相

应物理量的内涵，理解唯一性定理的思想。 

目标 2：能应用所学知识，通过与静电场的对比，对恒定电场进行相应的比

拟和计算。着重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掌握和简单应用。 

目标 3：理解恒定磁场的方程，熟练掌握安培环路定理，能进行恒定磁场中

磁媒质、矢量磁位、标量磁位的简单计算，对恒定磁场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目标 4：熟练掌握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组，并深刻理解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

组中各项的意义，掌握动态位及达朗贝尔方程，了解似稳电磁场、辐射、准静态

场的概念。 

二、课程内容 

（一）矢量分析与场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矢量分析公式、场的基本概念与可视化。 （1课时） 

1.2标量场的方向导数和梯度、矢量场的通量和散度。 （1课时） 

1.3矢量场的环量和旋度。 （1课时） 

1.4哈米尔顿算子、常用坐标系中的有关公式。 （1课时） 

（二）静电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库仑定律与电场强度。 （1课时） 

2.2电位与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1课时） 

2.3高斯通量定理、导体和电介质。 （1课时） 

2.4电偶极子、导体和电介质。 （1课时） 

2.5电位移矢量、静电场的基本方程与分界面衔接条件。 （1课时） 

2.6静电场的边值问题。 （1课时） 

（三）恒定电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电流与电流密度。 （1课时） 

3.2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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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导电媒质分界面衔接条件。 （1课时） 

3.4恒定电流场的边值问题。 （1课时） 

（四）恒定磁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安培定律与磁感应强度。 （1课时） 

4.2矢量磁位与磁通连续性定理。 （1课时） 

4.3安培环路定理。 （1课时） 

4.4磁偶极子。 （1课时） 

4.5磁媒质。 （1课时） 

4.6磁场强度。 （1课时） 

4.7恒定磁场的基本方程与分界面衔接条件。 （1课时） 

4.8恒定磁场的边值问题。 （1课时） 

（五）时变电磁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1课时） 

5.2全电流定律。 （1课时） 

5.3电磁场的基本方程组。 （2课时） 

5.4动态位。 （1课时） 

5.5达朗贝尔方程的解。 （1课时） 

5.6辐射。 （1课时） 

5.7准静态电磁场的边值问题。 （1课时） 

（六）课程考试 （2课时） 

考试时间 90分钟，考试内容涵盖课堂讲授。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电磁场》，王泽忠、全玉生、卢斌先编著，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磁场理论基础》，汤红卫、赵睿明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04 

2. 《电磁场基础》，（美）Nannapaneni Narayana Rao（纳拉帕纳尼 纳拉亚

纳 劳） 著，邵小桃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2 

3. 《工程电磁场》（第二版），杨宪章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09 

4. 《工程电磁场导论》，冯慈璋、马西奎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考勤情况（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矢量分析与场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C0%BA%EC%CE%C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D4%EE%A3%C3%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Nannapaneni&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Narayan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4%C9%C0%AD%C5%C1%C4%C9%C4%E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4%C9%C0%AD%D1%C7%C4%C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4%C9%C0%AD%D1%C7%C4%C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9%DB%D0%A1%CC%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F%DC%D5%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7%EB%B4%C8%E8%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CE%F7%BF%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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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静电场、恒定电场、恒定磁场、时变电磁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爱元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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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能运用

所学知识，对

简单的静电场

问题进行分析

和计算，并理

解相应物理量

的内涵，理解

唯一性定理的

思想。 

目标 2：能应用

所学知识，通过

与静电场的对

比，对恒定电场

进行相应的比

拟和计算。着重

注意二者之间

的区别与联系，

并掌握和简单

应用。 

目标 3：理解恒

定磁场的方程，

熟练掌握安培

环路定理，能进

行恒定磁场中

磁媒质、矢量磁

位、标量磁位的

简单计算，对恒

定磁场有比较

深刻的理解。 

目标熟练掌握麦

克斯韦电磁场方

程组，并深刻理

解麦克斯韦电磁

场方程组中各项

的意义，掌握动

态位及达朗贝尔

方程，了解似稳

电磁场、辐射、

准静态场的概

念。 

1.1矢量分析公式、场的基本概念与可视化 √    

1.2 标量场的方向导数和梯度、矢量场的通量

和散度 
√    

1.3矢量场的环量和旋度 √    

1.4哈米尔顿算子、常用坐标系中的有关公式。 √    

2.1库仑定律与电场强度  √   

2.2电位与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   

2.3高斯通量定理、导体和电介质  √   

2.4电偶极子、导体和电介质  √   

2.5 电位移矢量、静电场的基本方程与分界面

衔接条件 
 √   

2.6静电场的边值问题  √   

3.1电流与电流密度  √   

3.2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  √   

3.3导电媒质分界面衔接条件  √   

3.4恒定电流场的边值问题  √   

4.1安培定律与磁感应强度   √  

4.2矢量磁位与磁通连续性定理   √  

4.3安培环路定理   √  

4.4磁偶极子   √  

4.5磁媒质   √  

4.6磁场强度   √  

4.7恒定磁场的基本方程与分界面衔接条件   √  

4.8恒定磁场的边值问题   √  

5.1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 

5.2全电流定律    √ 

5.3电磁场的基本方程组    √ 

5.4动态位    √ 

5.5达朗贝尔方程的解。    √ 

5.6辐射    √ 

5.7准静态电磁场的边值问题    √ 



 

 545 

 

《电气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5A1        英文名称： Electrical basi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电子基础、机电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理论的基本概念、定律与定理、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等。 

目标 2：掌握正弦交流电路分析等。 

目标 3：学习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交流电动机等。 

目标 4：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10课时） 

1.1实际电路和电路模型、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2课时） 

1.2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 （2课时） 

1.3独立电源、电路的工作状态。 （1课时） 

1.4基尔霍夫定律、电压和电位的计算。 （2课时） 

实验 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 （2课时） 

（二）电路的元器件 （6课时） 

2.1二端网络及等效概念。 （1课时） 

2.2电阻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1课时） 

2.3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联结及等效。 （1课时） 

2.4电感、电容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1课时） 

2.5电源模型的等效。 （2课时） 

（三）电路的分析方法 （8课时） 

3.1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 （2课时） 

3.2结点电压法。 （2课时） 

3.3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 （2课时） 

实验 2：戴维南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2课时） 

（四）电路的暂态分析 （6课时） 

4.1动态电路概论、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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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三要素法。 （2课时） 

4.3阶跃响应的基本分析、二阶响应的基本分析。 （2课时） 

（五）正弦交流电路 （12课时） 

5.1正弦电路概论、相量法。 （1 课时） 

5.2 R、L、C 单一参数电路，RLC 串联电路及串联谐振 （1 课时） 

5.3 RLC 并联电路及并联谐振、正弦电路的分析 （2 课时） 

5.4正弦电路的功率及功率因数的提高 （1 课时） 

5.5 三相电路 （3课时） 

实验 3：元件 R、L、C 的串联及并联交流电路的研究 （2 课时） 

实验 4：荧光灯电路的研究 （2 课时） 

（六）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 （3课时） 

6.1 磁路及其分析方法 （1 课时） 

6.2 交流铁心线圈电路 （1 课时） 

6.3 变压器 （1 课时） 

（七）交流电动机 （3课时） 

7.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转动原理 （1 课时） 

7.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分析、转矩与机械特性 （1 课时） 

7.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调速、制动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学》（第 7版）上册，秦曾煌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 

1. 《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2. 《电机与拖动基础》，张广溢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考评（考勤、作业等）占 20%，实验成绩占 20%，期终考试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任晓明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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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理

论的基本概念、定律

与定理、电路的基本

分析方法等。 

目标 2：掌握正弦交

流电路分析等。 

目标 3：学习磁路与

铁心线圈电路，交

流电动机等。 

目标 4：掌握万用

表、示波器、函

数发生器等仪器

仪表应用。 

1.1 实际电路和电路模型、电路

的基本物理量 
√    

1.2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 √    

1.3独立电源、受控电源 √    

1.4电路的工作状态 √    

1.5 基尔霍夫定律、电压和电位

的计算 
√   √ 

2.1二端网络及等效概念 √    

2.2电阻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    

2.3 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联结及

等效 
√    

2.4 电感、电容的串联、并联及

等效 
√    

2.5电源模型的等效 √   √ 

3.1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 √    

3.2结点电压法 √    

3.3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 √   √ 

4.1 动态电路概论、一阶电路的

零输入响应、一阶电路的零状态

响应 

 √   

4.2 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三要素

法 
 √   

4.3 阶跃响应的基本分析、二阶

响应的基本分析 
 √   

5.1正弦电路概论、相量法  √   

5.2 R、L、C单一参数电路，RLC

串联电路及串联谐振 
 √   

5.3 RLC 并联电路及并联谐振、

正弦电路的分析 
 √   

5.4 正弦电路的功率及功率因数

的提高 
 √   

6.1 磁路及其分析方法     

6.2 交流铁心线圈电路     

6.3 变压器     

7.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转

动原理 
    

7.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分

析、转矩与机械特性 
    

7.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调

速、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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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6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Techniqu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机电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学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在单相逆变电路、斩波电路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掌握差分放大电路、运

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学会功率放大电路的制作与调试，并了解反馈在控制电路

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本逻辑门电路的应用，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掌

握 D触发器、555集成定时器的应用，学会利用逻辑电路制作实现某种功能的控

制电路。 

目标 4：学会使用电子 CAD软件，学会电子器件的焊接、电子电路的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半导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特性及主要参数，稳压二极管的基本特

性、主要参数。 （2课时） 

1.2单相半波、全波，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整流电路参数计

算。  （4课时） 

1.3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滤波器在整流电路中的作用。 （1课时） 

1.3直流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及基本组成，掌握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方

法。  （1课时） 

1.5常用电力电子器件 IGBT、VDMOS的使用方法，单相桥式逆变电路及斩波

电路的工作原理。 （2课时） 

1.6制作电源整流电路。 （2课时） 

（二）检测放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2.1双极型晶体管的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共射极、共集电极单管放大电路

静态工作点的作用和简化微变等效电路的分析方法。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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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放大电路的基本性能指标，多级放大电路的组成；基本的互补对称功率

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1课时） 

2.3差分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1课时） 

2.4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比例、加、减、积分和微分运算的工作原理；电

压比较器的应用；有源滤波器的组成。 （5课时） 

2.5反馈基本概念、反馈类型和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1课时） 

2.6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块。 （2课时） 

（三）逻辑与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数字量的概念，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异或门的逻辑功能，三态

门概念及应用。 （2课时）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4课时） 

3.3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译码器的工作原理，七段 LED显示译码驱动器的

功能。  （2课时） 

3.4时序逻辑电路的工作原理， D触发器应用。 （2课时） 

3.5 555集成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单稳态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3.6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块。 （2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电源模块、检测放大模块及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3课时）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3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5.1电子 CAD的应用，电络铁的使用等 

5.2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学》（第 7版）下册，秦曾煌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 

5. 《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6．电子 CDA----PROTEL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7．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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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二极管的应用、

单相整流电路应用、基本放大电路应用、运算放大器的应用、D 触发器的应用、

逻辑电路的设计及应用、555 集成电路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军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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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

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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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创新创业教育（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课程代码：013347A1 

学分/学时：1 学分/16 学时 

适用专业：专业不限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创新创业教育（2）、大学生就业指导 

 

一、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教育（1）是面向全校低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理论性、政策性、科

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采取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小组讨论、师生互动、社会调查和第二课

堂比赛等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在教授创业知识、

锻炼创新能力和培养创业精神等方面达到以下目标：  

课程目标 1：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的基础知识。认知创业的基本内

涵和创业活动的特殊性，辩证地认识和分析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

计划和创业项目。 

课程目标 2：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掌握创业资源整合与创业计划装

卸的方法，熟悉新企业的开办流程与管理，提高创办和管理企业的综合素质和能

力。 

课程目标 3：使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需求，正确理解创业与职业发展的关系，自觉遵循创业规律，积极投身

创业实践。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1、席卷全球的创业浪潮 （2 学时） 

讲授创新创业的国内外现状，正确认识创业，树立创新意识。 

了解创新创业教育国内外发展背景，熟悉国内外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深刻理解创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价值。（对应毕业要求：3.4，

9.2，12.1，12.2） 

2、中国大学生创业  （2 学时） 

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众创业的历程和发展阶段，分析我国大学生创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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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主要障碍因素，分析我国大量成功创业者典型案例。 

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现状，能够借鉴选择创业经验，能够合理选择创

业领域，提高创业成功率。（对应毕业要求：3.4，9.2，12.1，12.2） 

3、创新者与创业团队 （4 学时） 

市场经济呼唤创新创业型人才。创业，必须具备创业者特质。创业者特质主

要指创业者的特殊品质和素质。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应当具备那些特殊品质和素质？

高等院校如何培育和发展这些特殊品质和素质？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如何培养

企业家精神？本章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对上述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 

领会创新与创业者应具备的品质和素质，深刻理解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掌握

大学生创新能力、创业素质的培养途径。认识创业团队对创业成功的重要性，学

习组建创业团队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掌握管理创业团队的技巧和

策略，认识创业团队领袖的角色预作用。（对应毕业要求：3.4，9.2，12.1，12.2） 

4、市场和商机 （共 2 学时）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创业伊始，企业首

先需要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清楚当前和将来企业可能所处的宏微观环境状况，

及时把握创业的有利条件和市场机会，为创业成功和未来企业稳定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和决策保障。 

掌握正确地市场调研和分析方法，及时把握创业的有利条件和时机，是创业

能否成功和未来企业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对应毕业要求：3.4，9.2，

12.1，12.2） 

5、创业方案策划 （共 2 学时） 

明确创业者个人创新目标和企业目标，弄清追求创业目标索要冒的风险，选

择好创业项目，进行准确的市场分析、财务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商业模式的

设计和企业经营方式的选择。 

掌握创业方案的策划不够，能够进行创业方案的分析与策划。（对应毕业要

求：3.4，9.2，12.1，12.2） 

6、市场和创业机会 （共 4 学时） 

创业之前必须拟定科学周详的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筹措和整合必须的资

源。本章将从创业前的准备工作和资源筹备谈起，阐述创业计划书的撰写程序和

内容，讨论创业资源开发与获取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掌握创业计划书的撰写程序，能够分析成功创业团队的基本特征。（对应毕

业要求：3.4，9.2，12.1，12.2）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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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3.4：在解决方

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

现创新意识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指标点 9.2：具有一定

的计划、组织、协调团

队工作的能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指标点 12.1：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指标点 12.2：具有不断

学习和适应电气工程

发展的能力 

0.4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引

导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测验+测评报告的综合考核方式，即：平时表现 30%

（课堂提问/讨论、作业、考勤等）+测验 20%+职业测评报告 50%。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

求  

所占比例 

（%） 

平时表现 

（3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资

料） 

3.4，9.2，12.1，12.2 30 

知识测验 

（20%） 
基础知识的考评 3.4，9.2，12.1，12.2 20 

期末测评 

（50%） 
撰写创业计划书 

3.4，9.2，12.1，

12.2 
5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创新与创业管理》，李时椿，常建坤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创新与创业精神》，彼得.德鲁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 

3、《创新者的思考：发现创业与创意的源头》，大前研一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7 年，第 1 版。 

 

制定人：  王月红  审核人：  汤骋  批准人：  姚伟春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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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创新创业教育（2）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课程代码：013347A2 

学分/学时：1 学分/16 学时 

适用专业：专业不限 

先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1） 

后续课程：大学生就业指导 

 

一、课程性质 

创新创业教育（2）是面向全校低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理论性、政策性、科

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内容上尽量安排通俗易懂的、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创

新创业相关知识，从创新与创业的概念讲起，进而引出创业意识与创新精神、创

业者特质与创业素质研究、市场与创业机会，逐步深入的讲解创业管理、创业计

划与资源整合。最后讲述初创期企业经营管理 ，从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 “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为学生介绍创新与创业的最新知识。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中采用课堂教学与课外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采取案例分析、情景

模拟、小组讨论、师生互动、社会调查和第二课堂比赛等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创业的基本

流程和基本方法，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课程目标 1：了解中国高等院校创业教育现状，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创业

概况，能够进行创业项目的选择分析，能够借鉴创业经验。 

课程目标 2：理解创业精神，了解创新和创新机遇的来源，明确创新原则，

了解从创新到创业的过程。 

课程目标 3：了解企业家成功的必备条件，认识开创事业的必须条件，培养

学生在数字时代具有创新思维。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1、绪论 （2 学时） 

着重阐述中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同时对学生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和课程体系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情况及学生创业项目的选择，能够借鉴前辈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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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验，明确大学生创新创业对实现职业理想的重要性，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前景

和专业领域对应的职业群及相关行业。（对应毕业要求：3.4，9.2，12.1，12.2） 

2、创业、创新与创业管理  （5 学时） 

主要讲授创业、创新与企业管理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案例分析，与小组讨

论，调动学生的创业积极性，引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考。 

理解创业精神，了解创新和创新机遇的来源，明确创新原则，了解从创新到

创业的过程。（对应毕业要求：3.4，9.2，12.1，12.2） 

3、创新与创业者的源头 （5 学时） 

通过案例分析着重讲授数字时代开创事业的构思法，引导学生向创业前人学

习，借鉴创业经验，能够对市场进行调研，制定创业计划书。（对应毕业要求：

3.4，9.2，12.1，12.2） 

4、创业风险与危机管理 （共 4 学时） 

讲授创业的风险类型，创业前期、创业过程中及创业后期可能出现的风险，

创业危机预防的步骤及途径。 

通过案例分析与小组讨论，使学生了解创业前期、创业过程中及创业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掌握创业危机预防的步骤与途径。（对应毕业要求：3.4，9.2，

12.1，12.2）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3.4：在解决方

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

现创新意识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引导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指标点 9.2：具有一定

的计划、组织、协调

团队工作的能力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引导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指标点 12.1：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 

0.3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引导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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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12.2：具有不

断学习和适应电气工

程发展的能力 

0.4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创新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案例分析引导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测验+测评报告的综合考核方式，即：平时表现 30%

（课堂提问/讨论、作业、考勤等）+测验 20%+职业测评报告 50%。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表现 

（3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

资料） 

3.4，9.2，12.1，12.2 30 

知识测验 

（20%） 
基础知识的考评 3.4，9.2，12.1，12.2 20 

期末测评 

（50%） 
撰写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书 3.4，9.2，12.1，12.2 5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创新与创业》，何鹏编著，自编，2014 年。 

2、《创新与创业精神》，彼得.德鲁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 

3、《创新者的思考：发现创业与创意的源头》，大前研一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7 年，第 1 版。 

 

制定人： 王月红  审核人：  汤骋    批准人：  姚伟春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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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基础与电气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8A1    英文名称：Matlab and Electronic Experimentation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电气、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计算机程序语言 

后续课程：电气控制综合实验、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 MATLAB软件的常用操作和界面特征。 

目标 2：了解 MATLAB工程计算和仿真方法。 

目标 3：理解和掌握 MATLAB基本计算、矩阵处理、符号运算、图形显示和程

序设计及 Simulink仿真。 

目标 4：具备一定的计算分析和编程能力。 

目标 5：了解 MATLAB基本开发过程及其在电气领域的典型应用，对 MATLAB

在自动化、信号处理以及计算仿真等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和开发有初步了解。 

二、课程内容 

（一）MATLAB数值运算 （8课时） 

1.1掌握矩阵、向量和数组的表示。 （2课时） 

1.2理解并重点掌握矩阵运算、向量运算和数组运算。 （4课时） 

1.3熟悉数组函数、矩阵函数和多项式。 （1课时） 

1.3了解特殊矩阵、稀疏矩阵和变量的基本知识。 （1课时） 

（二）MATLAB程序设计 （10课时），， 

2.1理解 MATLAB的程序结构、熟悉常用语句。 （4课时） 

2.2掌握 M文件的功能和特点、M文件的形式、程序流的控制、函数调用及

变量传递、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初步学习 M文件的调试、分析和优化。 

  （6课时） 

（三）MATLAB绘图 （4课时） 

3.1了解 MATLAB的绘图功能，理解掌握二维图形和三维图形的绘制方法。 

  （1课时） 

3.2理解图形属性的设置，学会数学计算的可视化方法。 （3课时） 

（四）MATLAB符号运算 （4课时） 

4.1 了解 MATLAB数值运算和符号运算的基本概念，理解符号变量和符号表

达式及其运算，熟悉相关功能函数的调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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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掌握使用符号运算解决符号推导、微积分、方程求解、级数等问题的方

法。  （2课时） 

4.3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1课时） 

（五）电气 Simulink仿真 （14课时） 

5.1了解 Simulink与系统仿真的基本原理、结构和设计方法。 （4课时） 

5.2熟悉 Simulink的操作界面和基本模块。 （2课时） 

5.3理解和掌握 Simulink主要功能模块的处理和仿真参数设置，学会系统仿

真的方法。 （4课时） 

5.4完成典型电气应用实例的仿真等。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MATLAB 教程及实训》曹弋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MATLAB 教程》罗建军 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2. 《MATLAB 程序设计语言》 楼顺天等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考核包括实验预习报告（10%）、实验

操作、实验报告、实验操作与结果分析等（4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实验操作。要求学生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独

立完成某一实验项目并回答有关问题。 

五、附件 

实验注意事项： 

（1）学生要做好理论复习和实验预习，按每组 2 人进行实验，做好相关实

验记录，完成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同时上交纸质文档（A4）和电子文档（Word）。 

（2）遵守实验室管理规定，注意安全，爱护仪器设备，若有损坏、按规定

赔偿。 

 

制定人： 崔雪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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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

MATLAB软件的

常用操作和界

面特征。 

目标 2：了解

MATLAB工程计

算和仿真方

法。 

目标 3：理解和掌

握 MATLAB基本计

算、矩阵处理、符

号运算、图形显示

和程序设计及

Simulink仿真。 

目标 4：具备

一定的计算分

析和编程能

力。 

目标 5：了解 MATLAB

基本开发过程及其在

电气领域的典型应用，

对 MATLAB在自动化、

信号处理以及计算仿

真等工程领域中的应

用和开发有初步了解。 

1． MATLAB数值运算 √  √ √  

2. MATLAB程序设计 √  √ √ √ 

3. MATLAB绘图 √  √   

4. MATLAB符号运算  √  √ √  

5.电气 Simulink仿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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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49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Synthesized Experiment 

学分/学时：3周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学、PLC及电气控制、电气驱动工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对电气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获

得有效结论； 

目标 2、掌握触摸屏应用系统设计和操作的基本方法，掌握变频器应用系统

的基本设计方法、参数设置和操作的基本方法，能够对具体应用系统设计 PLC 控

制程序，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系统调试； 

目标 3、掌握电气控制系统及西门子 PLC的核心知识，具备电气产品设计、

技术开发与工程设计能力；学习和理解污水处理系统，完成控制系统的结构设计，

完成触摸屏、PLC、变频器三者之间集成关系的设计； 

目标 4、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解决电气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目标 5、在设计/开发复杂工程问题时，作为团队成员，能与团队其他成员有

效沟通，体现团队意识和团结互助精神；作为负责人，能够组织、协调团队的工

作，综合团队成员的意见，并进行合理决策。 

二、课程内容及进度安排 

电气控制综合实验的基本内容为集成系统的结构设计，触摸屏应用系统的设

计，变频器应用系统的设计，PLC控制系统的应用设计，控制系统的接线，系统

调试，绘制系统的原理图，撰写技术报告书，口头答辩。 

要求学习和理解工业生产中的多段速系统，完成控制系统的结构设计，完成

触摸屏、PLC、变频器三者之间集成关系的设计。完成触摸屏应用系统的设计和

设置，变频器应用系统的设计和参数设置，PLC控制系统的应用设计。完成系统

的接线，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系统调试。正确绘制系统的原理图，完成技

术报告书。完成口头答辩。具体的进度安排： 

第 1天安排任务。讲解综合实验内容。熟悉实验室和实验装置。 

第 2天学习污水处理系统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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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天设计系统结构，草拟系统的原理图。学习 ADP6.0触摸屏操作手册。 

第 4天设计 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集成关系。设计触摸屏和 PLC之间的集成关

系。 

第 5天完成触摸屏应用系统的设计。 

第 6天领取工具和导线等。开始接线。 

第 7天进行接线。 

第 8天完成接线。完成控制系统的布置图。 

第 9天完成变频器应用系统及其参数设置。 

第 10天完成 PLC控制系统的初步设计。 

第 11天进行系统调试。 

第 12天完成系统调试。 

第 13天完成控制系统的接线图、原理图。 

第 14天完成系统集成综合实验的报告书。 

第 15天交报告书，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验室污水处理系统技术资料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西门子 PLC 应用与设计教程》柳春生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西门子 MM440 操作手册》 

《西门子 S7-300 操作手册》 

《ADP6.0 触摸屏操作手册》 

四、课程考核 

成绩评定：报告书书面成绩占 40%+平时占 20%+调试结果占 20%+答辩成绩

占 20% 

五、附件 

 

制定人：  龚建芳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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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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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项目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350A1        英文名称：Matlab Design 

学分/学时：2/10 天        适用专业：电气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学、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 matlab/simulink 工作环境，掌握 matlab/simulink 项目设计的基

本流程。 

目标 2：了解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

和仿真。 

目标 3：了解交流电机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交流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

和仿真。 

二、课程内容 

第 1天：分组、确定研究项目及课题 

将学生分成 5-8个小组，通过组内讨论选择要研究的项目课题（项目课题首

先由学生自己制定，也可以由指导老师制定，课题设计的选择范围包括直流电机

类、异步电机类、同步电机类） 

第 1-5天：讲授电机控制系统的 matlab项目设计方法 

本阶段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操作为辅，教师主要讲授的内容如下： 

（1）Matlab/simulink的工作环境及其使用方法 

（2）Matlab/simulink工作环境中，直流调速系统的建模及仿真 

（3）Matlab/simulink工作环境中，异步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及仿真 

（4）Matlab/simulink工作环境中，同步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及仿真，主要

包括永磁同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仿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仿真。 

第 5-9天：每小组根据自己的项目课题进行 matlab/simulink项目设计与分

析，并撰写项目报告初稿 

本阶段以学生动手建模为主，教师指导为辅。 

第 10天：项目答辩，并完善项目报告（对于优秀报告，辅导其撰写成学术

论文，投稿）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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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运动控制系统》，洪乃刚，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MATLAB 电机仿真精华 50 例》，潘晓晟，郝世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7.08 

2．《现代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原理及 MATLAB 仿真》，袁雷主编，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2016.04 

3.《电机与拖动控制实验及其 MATLAB 仿真》，曹永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4.12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和项目设计考核两部分 

类型 评价环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出勤 20 

课堂表现 20 

项目设计考核

（60%） 

分组答辩，对其提问，根据其答辩表现进行打分 30 

设计报告书 30 

五、附件 
 

制定人：  宁银行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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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

matlab/simulink工作环

境，掌握 matlab/simulink

项目设计的基本流程。 

目标 2：了解直流电机控

制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

直流电机控制的系统建

模和仿真。 

目标 3：了解交流电机控制

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交流

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和仿

真。 

（1）Matlab/simulink的工作环境

及其使用方法 
√ 

  

（2）Matlab/simulink 工作环境

中，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建模及仿

真 

√ √ 
 

（3）Matlab/simulink 工作环境

中，异步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及仿

真 

√  √ 

（4）Matlab/simulink 工作环境

中，同步电机控制系统的建模及仿

真，主要包括永磁同步电动机矢量

控制系统仿真，永磁无刷直流电动

机调速系统仿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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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力系统基础 

英文名称：Power System Foundation  

课程代码：013351A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基础等 

后续课程：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一、课程性质  

电力系统基础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和工程实践性。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电力系统基础必要的基本理论、

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

课程以及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关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

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从电力系统的全面观点出发对其中元件的特征、

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能正确运用电路理论和电机理论等知识综合

的分析电力系统的有关问题；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计算、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输变电设备的工作原理，掌握配电装置原理与布置方式，

保护接地方式，掌握配电网主接线原理，配电网开关设备工作原理，掌握负荷及

负荷曲线在用电管理中的应用。 

课程目标 2：掌握元件单相等值电路的原理及元件参数的计算方法，掌握输

电线参数计算方法，掌握发电机与负荷参数的原理与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网络元件的压降和功率以及开式网络的电压和功率分布计

算方法，掌握电力系统潮流计算的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4：掌握主变压器和主接线的选择方法，掌握导体发热和电动力的

计算方法，掌握各主要电气设备的选择方法。 

课程目标 5：掌握电力系统频率的一次调整和二次调整的原理和调整方法，

掌握几种主要的电压调整方法和调压措施。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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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系统概述和基本概念 （4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概述，电力系统的组成，火力发电厂、核电厂、水利发电

厂工作原理，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和负荷，输变电设备的工作原理，电力系统中

性点的接地方式。（对应毕业要求：1.2，1.3，8.1） 

重点掌握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分类及应用，电力系统中性点的接地方式的选

择，负荷及负荷曲线在用电管理中的应用，电力系统典型负荷的分类和特点，负

荷最大利用小时数的计算方法。 

了解电力系统运行应满足的基本要求，节能减排过程中对配用电系统的要

求。。 

2、电力系统元件参数和等值电路 （6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网各元件的等值电路和参数的特性，元件单相等值电路的原理

及元件参数的计算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2，1.3） 

重点掌握输电线参数计算方法，变压器参数的计算方法，能够在给定条件下

计算输电线路和变压器参数，发电机与负荷参数的原理与计算方法，能够通过给

定系统建立元件参数的等值电路网络。 

了解自耦变压器的参数和等值电路概念，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结构。 

3、简单电力网络潮流的分析与计算 （6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潮流基本概念、原理及作用，标幺值的概念以及基准值的

选择原则，多电压等级电力系统中基准电压的选择，网络元件的电压降落和功率

损耗的计算，简单电力系统网络潮流分析与计算方法。（对应毕业要求：1.3，4.2，

8.1） 

重点掌握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落的计算方法，已知末端电

压和末端功率的开式网潮流计算方法，已知首端电压和首端功率的开式网潮流计

算方法以及两端供电网络的潮流计算。 

了解环形网络的潮流分布。 

4、电力系统潮流的计算机算法 （8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网模型的建立方法，节点导纳阵、节电阻抗阵的形成方法，电

力网络的数学模型的建立， 统一潮流方程，牛顿-拉夫逊法潮流计算。（对应毕业

要求：1.2，4.2，8.1） 

重点掌握电力系统潮流计算机算法的基本原理及节点分类，功率方程求解方

法和变量特性，牛顿-拉夫逊法潮流计算机计算，高斯一塞德尔法潮流计算方法，

P-Q 分解法潮流计算机计算方法。 

了解潮流计算在实际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情况。 

5、电力系统电气主接线设计 （4 学时） 

主要讲述主变压器和主接线的选择方法，二分之三和桥式等接线方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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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接线方式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对应毕业要求：4.2，8.1） 

重点掌握导体发热和电动力的计算方法，掌握各主要电气设备的选择方法，

在给定条件下能够进行设备的合理选择。 

了解发电厂、变电站等主接线的实际应用。 

6、电力系统有功功率的平衡和频率调整 （6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有功功率的平衡原理，负荷的有功功率-频率静态特性，发

电机组的有功功率-频率静态特性，发电机调整频率的工作原理，有功负荷的变化

规律和频率调整的方法，负荷在各类发电厂间的合理分配。（对应毕业要求：1.2，

1.3，4.2） 

重点掌握火电机组的最优负荷分配方法，有功功率平衡和系统负荷在各类发

电厂间的合理分配，电力系统频率的一次调整和二次调整的原理和调整方法。  

了解电力系统频率调整的重要性，调频厂的选择。 

7、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的平衡和电压调整 （6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平衡原理，电压调整的基本概念，中枢点的电压

管理，改变发电机端电压调压， 选择变压器变比调压， 改变网络中无功功率分

布调压，主要无功补偿的设备分类、特点以及无功补偿对降低电网损耗的重要作

用。（对应毕业要求：1.2，4.2） 

重点掌握电力系统的电压管理，中枢点电压调整的工作原理，掌握几种主要

的电压调整方法和调压措施的应用。 

了解电力系统经济运行的概念、特点和方法，目前的主要发展趋势和主要技

术，我国在减少能源消耗方面采取的措施。 

 （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序 PSASP 的学习使用（2学时，对应毕业要求：

1.2，1.3，4.2，8.1） 

1、了解用 PSASP 进行电力系统各种计算的方法。 

2、通过输入一个 9 节点系统的基础数据并绘制其单线图熟悉 PSASP 软件的

使用。 

实验二  电力网络设备建模及参数计算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2，

1.3，4.2，8.1） 

1、理解电力网络设备模型相关概念。 

2、掌握用 PSASP 软件对发电机、变压器等主要电力设备建模过程。 

3、学会用软件平台建立可用于计算的电力网络模型。 

实验三  开式网络的电压和功率分布计算及分析实验 （2 学时，对应毕业要

求：1.2，1.3，4.2，8.1） 

1、理解电力系统开式网络潮流计算的相关方法。 



 

 570 

2、掌握用 PSASP 软件对开式网络潮流计算过程。 

3、能够对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实验四  牛顿拉夫逊法潮流计算及分析实验（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1.2，

1.3，4.2，8.1） 

1、理解电力系统分析中牛顿拉夫逊法潮流计算的相关概念。 

2、掌握用 PSASP 软件对系统潮流进行计算的过程。 

3、学会在文本方式下和图形方式下的对潮流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1.2：能够针

对电气工程领域的

具体对象建立数学

模型并求解。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3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系统潮流计算机算法的基本原理及节点

分类，功率方程求解方法和变量特性，牛顿-拉夫逊法潮流计

算机计算，高斯一塞德尔法潮流计算方法，P-Q 分解法潮流

计算机计算方法，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

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技术应用的不同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

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1.3：能够将专

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

法用于推演、分析电

气工程领域的专业工

程问题，并能够比较

与综合。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5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的最优分布和电力系统的

电压调整、电压管理的规程，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

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技术应用的不同领域。并通过

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指标点 4.2：具备电

气工程领域必须的

分析研究能力，能够

根据对象特征，基于

科学原理，选择研究

路线，设计实验方

案，安全地开展实

验。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系统基本概念、各电力设备的额定电压

的计算、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等内容，通过学生查阅

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技术应用的

不同领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

步巩固。 

指标点 8.1: 具备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正确理

解个人与社会、工程

师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

保护的社会责任，能

够在工程实践中自

觉履行责任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5 

达成途径：讲授电力系统基本知识，以工程典型案例的形式

讲授电力系统计算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特点，通过学生查阅

资料、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电力系统分析技术应

用的不同领域以及对自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课堂提

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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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

（1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10%）、实验（20%），各部

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

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1.2，1.3，4.2，8.1 10 

实验 

（预习、实验过程及报告） 
1.2，4.2，7.2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

文、查阅资料） 

1.2，1.3，4.2，8.1 1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程

度，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要

有填空题、选择题、绘图题、计算分析题

等 

1.2，1.3，4.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电力系统工程基础》熊信银 张步涵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2. 《电力系统基础》，杨以涵主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3. 《电力系统基础》，李林川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1 

4. 《电力系统分析》（第 3 版），于永源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制定人：  衣涛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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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暂态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英文名称：Power System Transient Analysis  

课程代码：013352P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电机学、电力系统基础。 

后续课程：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与绝缘技术、智能电网。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方向的一门专

业选修课。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电力系统的暂态行为，掌握电力系统在暂态过程

中的参数计算和分析方法。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通过授课、答疑等方式，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同步发电机三相短路的物理分析过程和数学分析方法。 

课程目标 2、掌握电力系统短路的实用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暂态稳定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课程目标 4、掌握电压稳定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课程目标 5、掌握提高电力系统稳定的措施。 

三、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电力系统故障分析的基础知识 （3 学时） 

了解电力系统故障分析的基础知识及电力系统的故障情况，掌握标幺值、无

限大功率电源供电的三相短路电流分析与计算方法，使学生了解电力系统暂态分

析的课程内容、任务与要求。 

2、 同步发电机突然三相短路分析 （4 学时） 

主要讲述同步发电机在空载情况下突然三相短路电流分析、同步发电机稳态

运行情况及暂态参数、同步发电机负载下三相短路交流电流初始值及自动调节励

磁装置对短路电流的影响。 

了解同步发电机三相短路电流的近似分析；掌握同步发电机的基本方程、参

数及等值电路，会应用基本方程对同步发电机三相短路电流分析；理解自动调节

励磁装置对短路电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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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系统三相短路电流的实用计算 （3 学时） 

主要讲述短路电流交流分量初始值计算、计算机计算复杂系统短路电流交流

分量初始值及其他时刻短路电流交流分量有效值的计算原理。 

掌握断流电流交流分量初始值计算方法，了解计算机计算复杂系统短路电流

交流分量初始值及其他时刻短路电流交流分量有效值的计算原理；掌握转移阻抗

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4、 对称分量法及电力系统元件的各序参数及等值电路 （4 学时） 

主要讲述对称分量法的概念、对称分量法在不对称故障分析中的应用、同步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负序和零序电抗的计算方法、变压器和输电线的零序电抗及零

序网络的组成。 

掌握对称分量法；理解同步发电机、异步电动机的负序和零序电抗；掌握变

压器零序电抗和等值电路；掌握电力系统零序网络的构成。 

5、 不对称故障的分析计算 （4 学时） 

主要讲述单相接地、两相短路、两相短路接地故障时故障处的短路电流和电

压分析计算方法，以及非全相运行的分析计算方法。 

掌握单相接地、两相短路、两相短路接地故障的分析计算；理解非全相运行

的分析计算。 

6、 电力系统稳定性问题概述和各元件机电特性 （4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稳定问题的基本概念、同步发电机组的机电特性和负荷特

性，自动调节励磁系统的作用原理和数学模型，以及柔性输电装置的特性。 

了解电力系统稳定问题的基本内容；掌握同步发电机组的机电特性和负荷特

性；掌握自动调节励磁系统的作用原理和数学模型；了解柔性输电装置的特性。 

7、 电力系统静态稳定性 （4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静态稳定性的基本概念、简单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性分析、

小干扰法分析静态稳定性、发电机自动调节励磁系统对静态稳定的影响、多机系

统的静态稳定性分析、提高静态稳定性的措施。 

理解简单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负荷的静态稳定；掌握小干扰法，能够运用

它来分析简单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理解自动调节励磁系统对静态稳定的影响；

掌握提高电力系统静态稳定性的措施。 

8、 电力系统暂态稳定 （4 学时） 

主要讲述电力系统暂态稳定分析的相关概念、电力系统暂态稳定的分析方法、

发电机组自动调节系统对暂态稳定的影响以及提高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的方法。

理解简单电力系统的暂态稳定分析的相关概念；掌握电力系统暂态稳定分析方法

（等面积定则）；了解发电机组自动调节系统对暂态稳定的影响；掌握提高电力

系统暂态稳定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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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第四版），方万良，李建华，王建学，中国电力出

版社，2017 年 

（二）主要参考书籍 

1、《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第三版），李光琦，水利电力出版社，2007 年 

2、《电力系统暂态过程》，常鲜戎，赵书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3、《电力系统分析（上、下）》，何仰赞、温增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电力系统分析复习指导与习题精解》，杨淑英，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年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两部分作业

（2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20%）。 

 

制定人： 张威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任晓明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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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同步

发电机三相短路

的物理分析过程

和数学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电

力系统短路的

实用计算方法 

目标 3：掌握

暂态稳定的

基本概念和

分析方法 

目标 4:掌握电

压稳定的基本

概念和分析方

法 

目标 5：掌握

提高电力系

统稳定的措

施 

1.1电力系统故障概述及标幺制   √ √  

1.2 无限大功率电源供电的三相短

路电流分析 
  √   

2.1 同步发电机在空载情况下定子

突然三相短路后的电流波形分析 
√     

2.2 同步发电机空载突然三相短路

电流分析 
√     

2.3 自动调节装置对短路电流的影

响 
    √ 

3.1短路电流交流分量初始值计算  √    

3.2 计算机计算复杂系统短路电流

交流分量初始值的原理 
 √    

4.1 对称分量法在不对称故障分析

中的应用 
   √  

4.2 同步发电机的负序、零序电抗    √  

5.1 各种不对称短路时故障处的短

路电流和电压 
   √  

5.2 非故障处电流、电压的计算    √  

6.1同步发电机组的机电特性 √   √  

6.2 自动调节励磁系统的作用原理

和数学模型 
    √ 

7.1 小干扰法分析简单系统静态稳

定 
  √   

7.2 自动励磁调节系统对暂态稳定

的影响 
    √ 

7.3提高系统小干扰稳定性的措施     √ 

8.1简单系统的暂态稳定性   √   

8.2 发电机组自动调节系统对暂态

稳定的影响 
    √ 

8.3提高暂态稳定性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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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信号与系统 

英文名称：Analysis of Signals and Linear Systems  

课程代码：013353A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自动控制原理、数字信号处理 

 

一、课程性质 

《信号与系统》是一门电气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工

程实践性。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信号与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为

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信号分析和系统分析的基本方法。为此，在本课程中对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及基本分析方法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阐述，并通过大量的例题和习题来深

对理论的掌握和理解。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具有从事电气工程所需的相关数学、自然科学与系统工程知识。

掌握扎实的信号分析和系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了解信号与系统理论发展现状和

趋势。 

课程目标 2、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信号与系统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具有对于电气工程问题进行系统表达、建立模型、分析求解和

论证的能力。 

课程目标 4、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问题的习惯，和对问题提出多种

解决方案、选择不同计算方法，以及对计算进行简化和举一反三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1. 信号与系统基本概念  （8 学时） 

这部分主要学习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的分类方法，并学习线性时

不变系统的特性和分析方法。深入地研究阶跃函数、冲激函数及其性质，它们在

LTI 系统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应毕业要求：1.3，2.3） 

2. 连续系统的时域分析 （4 学时） 

这部分主要学习 LTI 连续系统的分析方法，即对于给定的激励，根据描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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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响应与激励关系的微分方程求得其响应的方法。在用经典法求解微分方程的基

础上，学习零输入响应，特别是零状态响应的求解。在引入系统的冲激响应后，

零状态响应等于冲激响应与激励的卷积积分。冲激响应和卷积积分概念的引入，

使 LTI 系统分析更加简捷、明晰，它们在系统理论中有重要作用。（对应毕业要

求：1.3，2.3，4.1，4.2） 

3. 离散系统的时域分析 （4 学时） 

这部分主要学习离散系统的零状态响应。离散系统分析与连续系统分析在许

多方面是互相平行的，它们有许多类似之处，学习本章，可以借鉴连续系统的分

析，但也要注意它们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在 LTI 离散系统中，以单位序列为基

本信号来分析较复杂的信号，LTI 离散系统的零状态响应等于激励与系统的单位

序列响应的卷积和。（对应毕业要求：1.3，2.3） 

4. 连续系统的频域分析 （8 学时） 

任意信号可表示为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正弦函数或虚指数函数之和或积分。这

部分主要学习信号如何表示为正弦函数的线性组合，着重学习连续信号的傅里叶

分析，研究信号的频域特性，然后学习信号通过 LTI 系统的零状态响应的求解，

即 LTI 系统的频域分析，最后给出频域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取样定理。（对应

毕业要求：1.3，2.3） 

5. 连续系统的 S 域分析 （2 学时） 

以复指数函数为基本信号，任意信号可分解为众多不同复频率的复指数分量，

而 LTI 系统的零状态响应是输入信号各分量引起响应的积分（拉普拉斯逆变换）。

本部分主要学习拉氏变换的基本定义和性质，拉氏逆变换的求法，用拉氏变换求

微分方程的解，拉氏变换在电路分析中的应用并导出系统函数，拉氏变换与傅里

叶变换的比较。（对应毕业要求：1.3，2.3，4.1，4.2） 

6. 离散系统的 Z 域分析 （2 学时） 

在 LTI 离散系统分析中，Z 变换的作用类似于连续系统分析中的拉氏变换，

它将描述系统的差分方程变换为代数方程。本部分主要学习 Z 变换的定义、性质

以及它与拉氏变换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研究离散时间系统的 Z 域分析，给出离散

系统的系统函数和频率响应的概念，利用 Z 变换求差分方程的解。（对应毕业要

求：1.3，2.3） 

7. 系统函数 （4 学时） 

本课程主要初步介绍系统函数在系统分析中应用，即连续或离散系统函数的

零极点分布、系统函数与时域响应、系统函数与频域响应。（对应毕业要求：1.3，

2.3，4.1，4.2）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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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1.3:能够将专业

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

于推演、分析电气工程

领域的专业工程问题，

并能够比较与综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课程基本知识，以工程应用实例引导学生查

阅资料、自主学习，理解信号与系统分析电气工程领域的专

业工程问题的方法。 

指标点 2.3:能对电气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

归纳，获得有效结论。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课程基本知识，以工程应用实例引导学生查

阅资料、自主学习，掌握从信号与系统视角，对电气工程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

论的方法。 

指标点4.1:能够基于科

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

或相关方法，分析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课程基本知识，以工程应用实例引导学生查

阅资料、自主学习，了解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方法。 

指标点 4.2:具备电气工

程领域必须的分析研究

能力，能够根据对象特

征，基于科学原理，选

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

方案，安全地开展实验。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3、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课程基本知识，以综合工程应用实例引导学

生查阅资料、自主学习，了解分析、研究和解决电气工程领

域综合实际问题的流程、方案设计和验证。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3 部分：作业

（2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1.3，2.3，4.1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 
1.3，2.3，4.1，4.2 2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掌握

程度，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型主要有选择题、

填空题和简答题 

1.3，2.3，4.1，4.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 4 版），吴大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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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号与线性系统》，管致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信号与系统》，郑君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信号与系统-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梁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制定人： 姚晓东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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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高电压技术 

英文名称：High voltage and insulation technology 

课程代码：013354A1 

学分/学时：2 学分/32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先修课程：电路理论、电气工程概论、电磁场 

后续课程：电机设计、电机测试技术 

 

一、课程性质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必选课，是一门

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电气设备在高电

压作用下绝缘电气性能的基本知识和高电压试验的基本技术；了解和掌握过电压

的基本理论和过电压的保护方法，为今后从事高电压工程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工作

打下必要的专业基础。该课程为后续电机设计、电机测试技术等课程奠定理论和

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通过授课、答疑等方式，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了解高电压技术的发展及与电力系统的关系，掌握高压下的一

些典型情况，例如电介质的极化、电导与损耗。 

课程目标 2、了解高电压技术的一些试验方法以及发生器的原理。 

课程目标 3、掌握各种发生器的典型结构、工作原理、性能特点和基本试验

方法。 

课程目标 4、了解电气绝缘的一些在线检测方法，了解电气产品及工程项目

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1、气体的绝缘特性与介质的电气强度 （4 学时） 

讲述高电压技术的发展以及气体放电的基本物理过程、气体介质的电气强度，

了解固体绝缘表面的气体沿面放电。（对应毕业要求：3.2，3.3） 

2、绝缘的预防性试验 （4 学时） 

掌握绝缘电阻、吸收比与泄漏电流的测量，熟悉介质损耗角正切的测量，了

解局部放电的测量和绝缘油性能检测。（对应毕业要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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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气绝缘高电压试验 （6 学时） 

熟悉工频高电压试验和直流高电压试验。（对应毕业要求：3.2，3.3） 

4、电气绝缘在线检测 （4 学时） 

熟悉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的在线检测，了解局部放电在线检测，掌握介质损

耗角正切的在线检测。（对应毕业要求：3.2，3.3） 

5、输电线路和绕组中波过程 （6 学时） 

熟悉均匀无损单导线上的波过程， 行波的折射和反射。了解波在多导线系

统中的传播。 掌握波在传播中的衰减与畸变。（对应毕业要求：3.2，3.3） 

6、雷电过电压及其防护 （6 学时） 

熟悉雷电放电和雷电过电压，了解防雷保护措施，掌握电力系统防雷保护及

接地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对应毕业要求：3.2，3.3） 

7、内部过电压 （2 学时） 

掌握内部过电压分类，了解空载线路切除/合闸过电压的物理过程，了解断续

电弧接地过电压的物理过程和消弧线圈的作用。（对应毕业要求：3.2，3.3） 

三、教学方法与课程达成途径 

 

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教学目标和达成途径 

指标点 3. 2：掌握电

气工程技术核心知

识，具备电气产品

设计、技术开发与

工程设计能力。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结合课程的知识点，介绍高电压技术的相关标准，

包括雷电防护产品的标准，例如 GB18802/IEC61643 低压电

涌保护器；通过一些案例项目讲解，例如用 ANSYS 计算输

电线路的电磁环境使学生更加了解高电压对环境的影响。 

指标点 3.3：具备外

文文献检索、阅读、

理解能力。 

0.2 

教学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结合课程的知识点，讲授高压下的一些典型情况

（电介质的极化、电导和损耗）、高电压技术的一些试验方

法及电气绝缘的一些测试方法，使同学具备文献检索能力，

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四、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 60%+平时成绩 40%，平时成绩分为两部分：作业

（20%）、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学习小论文（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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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 

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习题，每章总结） 
3.2，3.3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阅

资料） 

3.2，3.3 20 

期末考试 

（60%） 

选择 3.2，3.3 10 

填空/判断 3.2 10 

名词解释/简答题 3.2 20 

计算题 3.2 20 

五、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高电压技术》，吴广宁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二）主要参考资料 

1、《高电压技术》，石岩等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高电压技术》，赵大智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 年 
 

制定人：   张威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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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01Q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Automatio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电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基本

的控制方法、应用范畴。 

目标 2：了解自动化专业培养目标、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专业的教学安排、

学习原理和方法。 

目标 3：了解自动化领域的工程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目标 4： 了解自动化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

源消耗的因素。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 （2课时） 

首先引入控制和自动化的概念，然后介绍我国古代自动装置，最后阐述控制

和自动化技术发展简史 

（二）专业培养目标、人才素质要求、学习原理及学习方法 （2课时） 

（三）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 （2课时） 

讨论恒值自动调节系统、程序自动控制系统、随动系统（伺服系统）、自动

控制系统的组成、自动化仪表、控制器控制和计算机控制、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控

制等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其特点. 

（四）控制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范畴 （2课时） 

分别介绍控制与自动化技术在机械制造自动化、过程工业自动化、电力系统

自动化、飞行器控制、智能建筑、智能交通系统、生物控制、生态与环境控制、

社会经济控制、大系统控制与系统工程等领域中的应用，重点讨论机械制造、过

程控制、电力自动化等领域的自动化技术。 

（五）专家报告（8） 

通过来自自动化领域各岗位的专家报告，了解自动化领域的工程技术发展现

状与趋势以及自动化产品及工程项目运行时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能源

消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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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化（专业）概论》，万百五，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自动化概论》，汪晋宽等，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自动化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内容、地位与体系》，戴先中，高等教育出版社 

3.《自动化技术》，冯纯伯，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4.《人类手、脚、脑的延伸—自动化新技术》，丁飚，科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出勤及课堂讨论（20%）、专家报告总

结（40%） 

4.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课程报告形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高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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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路（1） 

英文名称：Electric-circuit（1） 

课程代码：013D02B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电路（2）、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一、课程性质 

《电路 1》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和实验

的入门课程，涵盖较宽泛而系统的电路基础理论，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定律与

定理，以及电路的基本分析与计算方法等。本课程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培养学

生对常用元器件和基本直流电路 的认知和分析能力，并具备一定的电工常识和

实践能力，同时也为后续的电路（2）、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等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常用理想元件模型及其伏安特性，掌握欧姆定律、基尔霍

夫定律及其应用计算，掌握电路中电压和电位的计算，培养学生具备对电路元件

和基本定律的认知和应用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1、4.2） 

课程目标 2、掌握电阻的串并联等效及其分压、分流关系；理解两种实际电

源模型的等效变换，培养学生具备对电路等效概念的应用能力。（对应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3、掌握结点电压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及其应用，培养学生

具备应用相关方法对直流电路作分析和计算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4.2） 

课程目标 4、掌握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等，培养学生具备应用相关方法

对暂态电路作分析和计算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2.2、4.2） 

课程目标 5、熟悉常用元器件、仪器仪表、电工实验台等的使用，熟悉基本

直流电路的连接、测量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验证，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电路实验

操作和分析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1、4.2）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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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10 学时） 

主要讲述电路模型和理想元件的基本概念、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吸收功

率和发出功率的分析计算，介绍电阻、电感、电容元件以及独立电源、受控电源，

分析电路的三种工作状态、基尔霍夫定律以及电压和电位的计算。（对应毕业要

求：3.1，4.2） 

了解电路的主要功能和组成，理解电路模型和理想元件的基本概念。理解电

流、电压的参考方向及其标注，理解电能和电功率的实际意义，理解吸收功率、

发出功率的分析和计算。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伏安关系。掌握独立电压

源、独立电流源模型及其伏安特性。理解受控源的意义和类别。理解电路的三种

工作状态。掌握基尔霍夫定律及其应用计算。掌握电路中电压和电位的计算。 

2、电路的等效变换 （6 学时） 

主要讲述二端网络及其等效变换的基本概念、电阻的串并联等效及星形与三

角形等效变换、电感和电容元件的串并联等效、两种实际电源模型之间的等效变

换。（对应毕业要求：3.1、4.2） 

理解二端网络、电路等效的基本概念。掌握电阻的串并联等效和分压关系、

分流关系。  了解电阻 Y-△联结之间的等效变换，理解其等值电阻的等效。理解

电感、电容元件的串并联等效。理解电压源、电流源的串并联等效，理解实际电

压源与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变换。 

3、电路的基本分析和定理 （11 学时） 

主要讲述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结点电压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等

内容及应用。（对应毕业要求：4.2） 

理解复杂电路的基本概念。理解支路电流法及其应用计算。理解网孔电流法

及其应用计算。理解结点电压法及其应用计算。掌握叠加定理及其应用计算。掌

握戴维南定理及其应用计算，理解最大功率传输定理及其应用计算。 

4、线性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9 学时） 

主要讲述动态电路的基本概念和换路定律、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

响应和全响应的时域分析。（对应毕业要求：2.2，4.2） 

理解动态电路的基本概念，掌握换路定律及初始值、稳态值的计算。掌握一

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及其时域分析和计算。掌握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及其时域

分析和计算。掌握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其三要素法时域分析和计算（一次、二次

响应）。 

5、线性动态电路的频域分析 （4 学时） 

主要讲述拉普拉斯变换的相关知识、电路基本定律的运算形式、电路元件的

频域模型和运算形式、频域分析法。（对应毕业要求：2.2，3.1，4.2） 

理解拉普拉斯正变换的基本概念、性质以及拉普拉斯反变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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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电路定律的运算形式、电路元件的频域模型和运算形式；掌握二阶电路

频域分析法。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规范要求和基础认知、电压和电位的测量（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

3.1、4.2） 

了解实验规范要求，学习相关实验仪器仪表和实验台的使用，认识常用元器

件及使用，学习直流电路的连接和电路中各电压、电位的测量。 

实验二  基尔霍夫定律的验证（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2） 

熟悉直流电路的连接，测量电路中结点处各电流和回路上各电压，分别验证

其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和电压定律。 

实验三  叠加定理的验证（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2） 

连接多电源直流电路及其单电源作用的分电路，并测量各电路相应的电流和

电压，分别验证其满足叠加定理。 

实验四  戴维南定理的验证（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2） 

连接有源二端网络及其等效电压源模型，并分别测量其伏安特性，验证其满

足戴维南定理。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2：能够运

用数学、自然科学和

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适当表述电气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建立模型并求

解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4 

达成途径： 

讲授运用微积分知识建立暂态电路的时域模型和方程，学习一

阶电路的时域分析法；讲授运用拉普拉斯变换知识，建立暂态

电路的频域模型和方程，学习二阶电路的频域分析法。讲授同

时，采用课堂练习、课后作业和答疑辅导等手段，巩固所学知

识并检查学习成效。 

指标点 3.1：掌握电

气及电子元器件知

识，能用于设计电气

工程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2 

达成途径： 

讲授电阻、电感、电容元件及独立电源、受控电源等的伏安特

性及其在电路中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讲授同时，采用课

堂练习、课后作业和答疑辅导等手段，巩固所学知识并检查学

习成效。 

指标点 4.2： 

具备电气工程领域

必须的分析研究能

力，能够根据对象特

征，基于科学原理，

选择研究路线，设计

实验方案，安全地开

展实验。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3、4、5 

达成途径： 

讲授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等的应

用分析和计算；讲授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分别在暂态电路

中的应用分析和计算。讲授同时，采用课堂练习、课后作业和

答疑辅导等手段，巩固所学知识并检查学习成效。 

开展直流电路实验，通过设计测量以验证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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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考勤、作业（课内外）等 2.2，3.1，4.2 20 

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及报告） 2.2，3.1，4.2 20 

期末考试 

（60%） 

本课程主要考核学生对教学大纲所要

求的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重点针对直

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题型主要包括填

空题、计算题等。 

2.2，3.1，4.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电工基础例题与习题》，王云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3、《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电路学习指导与习题分析》，刘崇新、罗先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制定人：  冯澜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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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路（2） 

英文名称：Electric-circuit（2） 

课程代码：013 D02B2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1） 

后续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一、课程性质 

《电路（2）》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和实

验的入门课程，涵盖较宽泛而系统的电路基础理论，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定律

与定理，以及电路的基本分析与计算方法等。本课程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培养

学生对基本交流电路的认知和分析能力，并具备一定的电工常识和实践能力，同

时也为后续的、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拖动等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伏安相量形式，掌握相量法在交

流电路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具备单相交流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计算能力。（对应毕

业要求：2.2、4.2） 

课程目标 2、理解互感电路的基本分析，理解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原理等，

培养学生具备互感电路及其变压器的基本分析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1、4.2） 

课程目标 3、掌握三相星形、三角形负载电路的联结及其电路分析和计算，

培养学生具备常用三相电路的分析和计算能力。（对应毕业要求：4.2） 

课程目标 4、理解非正弦周期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其傅里叶级数表达式，掌握

非正弦周期电路的谐波分析法，培养学生具备非正弦周期电路的基本分析能力。

（对应毕业要求：2.2、4.2） 

课程目标 5、熟悉常用元器件、仪器仪表、电工实验台等的使用，熟悉基本

单相、三相等交流电路的连接、测量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验证，培养学生具备基

本的电路实验操作和分析能力。（对应毕业要求：2.2、4.2）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一）理论教学内容与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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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相正弦交流电路 （15 学时） 

主要讲述正弦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其正弦量的三要素、复数的基本知识、相量

表示法，分析 R、L、C 单一参数电路的伏安相量关系、RLC 串联电路及其串联

谐振、RLC 并联电路及其并联谐振条件、阻抗的串并联等效及阻抗与导纳的等效，

介绍正弦电路的综合分析方法、R、L、C 元件及其正弦电路的功率计算，简述提

高电路功率因数的意义和方法等。（对应毕业要求：2.2，4.2） 

理解正弦电路的基本概念，理解正弦量的三要素及其计算。理解复数的基本

知识，理解相量分析法的基本概念。掌握 R、L、C 单一参数电路的伏安相量关系

和计算。掌握 R、L、C 串联电路电压、电流和复阻抗的分析和计算，理解串联谐

振电路的特点及其参数计算。理解 R、L、C 并联电路电压、电流和复导纳的分析

和计算。理解阻抗的串并联等效和分压、分流关系，了解阻抗与导纳的等效，理

解正弦交流电路的综合分析举例。理解 R、L、C 元件及正弦电路有功功率、无功

功率和视在功率的分析和计算，了解电路功率因数提高的意义、方法和电路分析。 

2、互感电路 （5 学时） 

主要讲述互感概论、互感线圈联接及其互感电路的基本分析，介绍空心变压

器、理想变压器。（对应毕业要求：3.1、4.2） 

理解互感线圈及其电压的基本概念，理解互感线圈的同名端判定，掌握互感

电压的分析和计算。理解互感线圈的串联电路分析和计算，了解互感线圈的并联

电路分析。理解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原理等，理解空心变压器电路的分析，掌握

理想变压器的三种变换关系和计算。 

3、三相电路 （12 学时） 

主要讲述三相电源电路、三相星形和三角形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和功率的

综合分析和计算。（对应毕业要求：4.2） 

理解三相对称电源的基本概念。掌握三相电源的星形联结及其电压关系，了

解三相电源的三角形联结及其电压关系。掌握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

流分析和计算。掌握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电压、电流分析和计算。理解三

相电路功率的分析和计算。理解三相电路的简单故障分析和计算。 

4、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 （4 课时） 

主要讲述非正弦周期信号电路概论、非正弦周期量的有效值和平均功率，介

绍非正弦周期电路的谐波分析法。（对应毕业要求：2.2，4.2） 

理解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的基本概念。理解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展开式，

了解非正弦周期信号的波形对称性与其傅里叶级数展开式之间的关系特征。了解

非正弦周期量的有效值、平均值和功率，理解其有效值和有功功率的计算。掌握

谐波分析法及其应用计算。 

5、二端口网络概论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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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述二端口网络的基本概念、四种参数方程。（对应毕业要求：2.2） 

理解二端口网络的基本概念，理解二端口网络的方程及其四种参数。 

（二）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 

实验一  荧光灯电路参数的测量（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2） 

学习荧光灯电路的连接、测量和参数计算，并研究其功率因数的提高。 

实验二  单相变压器变换关系的研究（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3.1、4.2） 

学习变压器电路的连接和测量，验证变压器的变换关系。 

实验三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的测量（2 学时，对应毕业要求：4.2） 

学习三相星形负载电路的连接和测量，并验证其相、线电压和电流关系。 

实验四  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测量（2 学时/演示，对应毕业要求：4.2） 

学习三相三角形负载电路的连接和测量，并验证其相、线电压和电流关系。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  

目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2.2：能够运

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

原理，适当表述电

气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建立模

型并求解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4 

达成途径： 

讲授运用三角函数和复数知识分析正弦交流电路，学习电

阻、电感、电容元件的伏安相量形式及其单相交流电路相量

法的应用分析和计算；讲授运用傅里叶级数知识分析非正弦

周期电路，学习谐波分析法及其应用计算；讲授二端口网络

的基本概念及其参数方程。讲授同时，采用课堂练习、课后

作业和答疑辅导等手段，巩固所学知识并检查学习成效。 

指标点 3.1：掌握电

气及电子元器件知

识，能用于设计电

气工程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2 

达成途径：讲授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原理和作用等，学习其

基本电路分析和计算。讲授同时，采用课堂练习、课后作业

和答疑辅导等手段，巩固所学知识并检查学习成效。 

指标点 4.2： 
具备电气工程领域

必须的分析研究能

力，能够根据对象

特征，基于科学原

理，选择研究路线，

设计实验方案，安

全地开展实验。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2、3、4、5 

达成途径： 

掌握相量法在单相、三相电路中的应用分析和计算；掌握谐

波分析法在非正弦周期电路中的应用分析和计算。讲授同

时，采用课堂练习、课后作业和答疑辅导等手段，巩固所学

知识并检查学习成效。 

开展交流电路实验，通过设计测量以验证相关理论知识。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求  
所占比例 

（%） 

平时成绩 

（40%） 

考勤、作业（课内外）等 2.2，3.1，4.2 20 

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及报告） 2.2，3.1，4.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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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 

（60%） 

本课程主要考核学生对教学大纲所要

求的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重点针对交

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题型主要包括填

空题、计算题等。 

2.2，3.1，4.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电工基础例题与习题》，王云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3、《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电路学习指导与习题分析》，刘崇新、罗先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制定人：  冯澜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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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03P1    英文名称：Power System Engineering Found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基础等 

后续课程：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力系统电能质量指标、电压等级计算和中性点接地方式，掌

握配电装置原理与布置方式，保护接地方式。 

目标 2：掌握配电网主接线原理，掌握负荷及负荷曲线在用电管理中的应用，

掌握元件单相等值电路的原理及元件参数的计算方法，掌握输电线参数计算方法。 

目标 3：掌握有限容量系统短路故障计算方法以及各序网的建立，掌握网络

元件的压降和功率以及开式网络的电压和功率分布计算方法。 

目标 4：掌握电力系统线路电流保护和自动重合闸原理，掌握频率的一次调

整和二次调整的原理和调整方法，掌握几种主要的电压调整方法和调压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8 学时） 

1.1 电力系统概述，包括电力系统概述，电力系统的组成，火力发电厂、核

电厂、水利发电厂工作原理，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和负荷，输变电设备的工作原

理，电力系统中性点的接地方式。 （2 课时） 

1.2 电能质量指标和中性点接地方式，包含重点掌握电力系统的电压等级分

类及应用，电力系统中性点的接地方式的选择。 （2 课时） 

1.3 电力系统运行应满足的基本要求，节能减排过程中对配用电系统的要求。

  （2 课时） 

1.4 负荷管理，包括负荷及负荷曲线在用电管理中的应用，电力系统典型负

荷的分类和特点，负荷最大利用小时数的计算方法。 （2 课时） 

（二）电力系统各元件参数及等值电路 （6 课时） 

2.1 元件单相等值，主要讲述电力网各元件的等值电路和参数的特性，元件

单相等值电路的原理及元件参数的计算方法。 （2 课时） 

2.2 输电线正序参数，重点掌握输电线参数计算方法，能够在给定条件下计

算输电线路和，发电机与负荷参数的原理与计算方法，能够通过给定系统建立元

件参数的等值电路网络。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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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压器正序参数，包括变压器参数的计算方法，自耦变压器的参数和等

值电路概念，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结构。 （2 课时） 

（三）电力系统短路与潮流计算 （6 课时） 

3.1 简单系统潮流计算，包括电力系统潮流基本概念、原理及作用，标幺值

的概念以及基准值的选择原则，多电压等级电力系统中基准电压的选择，网络元

件的电压降落和功率损耗的计算，简单电力系统网络潮流分析与计算方法。  

  （2 课时） 

3.2 功率损耗计算，包括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落的计算方

法，已知末端电压和末端功率的开式网潮流计算方法，已知首端电压和首端功率

的开式网潮流计算方法以及两端供电网络的潮流计算。 （2 课时） 

3.3 潮流计算计算机算法，包括电力网模型的建立方法，节点导纳阵、节电

阻抗阵的形成方法，电力网络的数学模型的建立， 统一潮流方程，牛顿-拉夫逊

法潮流计算。 （2 课时） 

（四）电力系统电气主接线设计 （6 课时） 

4.1 主接线方式选择，包括主变压器和主接线的选择方法，二分之三和桥式

等接线方式，以及各种接线方式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2 课时） 

4.2 导体发热和电动力，包括导体发热和电动力的计算方法，掌握各主要电

气设备的选择方法，在给定条件下能够进行设备的合理选择。 （2 课时） 

4.3 电气设备的选择，包括配电设备选择方法，发电厂、变电站等主接线的

实际应用。 （2 课时） 

（五）现代电力系统运行 （6 课时） 

5.1 电力系统有功平衡调整，包括电力系统有功功率的平衡原理，负荷的有

功功率-频率静态特性，发电机组的有功功率-频率静态特性，发电机调整频率的

工作原理，有功负荷的变化规律和频率调整的方法，负荷在各类发电厂间的合理

分配。  （2 课时） 

5.2 频率调整，包括火电机组的最优负荷分配方法，有功功率平衡和系统负

荷在各类发电厂间的合理分配，电力系统频率的一次调整和二次调整的原理和调

整方法。  （2 课时） 

5.3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的平衡和电压调整，包括力系统无功功率平衡原理，

电压调整的基本概念，中枢点的电压管理，改变发电机端电压调压， 选择变压器

变比调压， 改变网络中无功功率分布调压，主要无功补偿的设备分类、特点以及

无功补偿对降低电网损耗的重要作用。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力系统工程基础》，熊信银 张步涵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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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 

1. 《电力系统基础》，杨以涵主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2. 《电力系统基础》，李林川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1 

3. 《电力系统分析》（第 3 版），于永源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考勤作业等（2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电系统、输

变电系统、电力系统负荷、电力系统各元件参数及等值电路、电力系统潮流计算、

电气主接线设计、现代电力系统的运行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衣涛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596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力

系统电能质量指

标、电压等级计算

和中性点接地方

式，掌握配电装置

原理与布置方式，

保护接地方式。 

目标 2：掌握配电网

主接线原理，掌握负

荷及负荷曲线在用

电管理中的应用，掌

握元件单相等值电

路的原理及元件参

数的计算方法，掌握

输电线参数计算方

法。 

目标 3：掌握有限

容量系统短路故

障计算方法以及

各序网的建立，掌

握网络元件的压

降和功率以及开

式网络的电压和

功率分布计算方

法。 

目标 4：掌握电力系

统线路电流保护和

自动重合闸原理，

掌握频率的一次调

整和二次调整的原

理和调整方法，掌

握几种主要的电压

调整方法和调压措

施。 

1.1 电力系统概述 √    

1.2 电能质量指标和中性点接地方

式 
√    

1.3 电力系统运行应满足的基本要

求 
√    

1.4 负荷管理 √    

2.1 元件单相等值 √ √   

2.2 输电线正序参数  √   

2.3 变压器正序参数  √ √  

3.1 简单系统潮流计算   √  

3.2 功率损耗计算   √  

3.3 潮流计算计算机算法   √  

4.1 主接线方式选择   √  

4.2 导体发热和电动力  √ √  

4.3 电气设备的选择  √ √ √ 

5.1 电力系统有功平衡调整  √  √ 

5.2 频率调整  √  √ 

5.3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的平衡和电

压调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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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的设计思维》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04P1       英文名称： Design Thinking i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设计思维的基本流程与相关工具。 

目标 2：能运用设计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以人为本地探寻创新解决方案。 

目标 3：批判性思维能力，能评估、比较、分析、批判和综合信息。 

目标 4：培养团队合作能力，能在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概述 （2课时） 

1.1课程介绍，设计思维概述 （2课时） 

（二）设计思维概述 （4课时） 

2.1设计思维相关概念及基本流程，设计思维案例 （2课时） 

2.2设计思维与创新的时代，设计思维者的 T 型素质 （2课时） 

（三）设计思维之右脑思维 （4课时） 

3.1右脑思维之：情景思维、关联思维 （2课时） 

3.2右脑思维之：直觉思维、同理心思维 （2课时） 

（四）设计思维步骤之理解 （8课时） 

4.1理解的含义，理解的准备，理解的方法 （2课时） 

4.2 5W2H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4.3设定主题的工具：如何/为什么图表，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4.4 SWOT分析法 （2课时） 

（五）设计思维步骤之观察 （6课时） 

5.1观察步骤的概述，观察的准备，观察调研方法 （2课时） 

5.2移情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5.3思维导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六）设计思维步骤之综合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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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综合的概述，综合的准备，综合的方法和工具 （2课时） 

6.2用户旅行地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七）设计思维步骤之创意 （4课时） 

7.1 创意的概述，创意的准备，创意的方法，创意分类与再创意 （2课时） 

7.2头脑风暴方法与课堂实践 （2课时） 

（八）设计思维步骤之测试 （4课时） 

8.1 测试的概述，测试的步骤与方法 （2课时） 

8.2用手思考的方法，课堂练习：用意大利面和棉花糖搭建高塔 （2课时） 

（九）设计思维步骤之原型 （4课时） 

9.1 原型制作的概述，原型制作的步骤与方法 （2课时） 

9.2原型制作的实践 （2课时） 

（十）批判性思维 （2课时） 

10.1 批判性思考定义，批判性思维者的态度，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准备，13

种推理谬误和 8种常用证据可靠性 （2课时） 

（十一）设计思维的实践 （4课时） 

11.1运用设计思维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探寻创新解决方案 （4课时） 

（十二）复习与答辩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IDEO，设计改变一切》蒂姆·布朗，万卷出版公司，2011 

2. 《创新设计思维》鲁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 《设计思维——右脑时代必备创新思考力》   张凌燕，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4. 《设计思维：整合创新、用户体验与品牌价值》托马斯.洛克伍德，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课程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练习与讨论（40%）、考勤作业等

（20%）。 

期末考核占比 40%，完成课程实践课题，撰写报告，课程答辩。 

五、附件 

 

制定人：  陆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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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设计

思维的基本流程与

相关工具 

目标 2：能运用设

计思维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以人为本

地探寻创新解决方

案 

目标 3：批判性思

维能力，能评估、

比较、分析、批判

和综合信息 

目标 4：团队合作

能力，能在多学科

背景下的团队中承

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1课程介绍，设计思维概述 √    

2.1设计思维相关概念及基本流程，

设计思维案例 

 

√    

2.2设计思维与创新的时代，设计思

维者的 T型素质 
√    

3.1右脑思维之：情景思维、关联思

维 
√    

3.2右脑思维之：直觉思维、同理心

思维 
√    

4.1理解的含义，理解的准备，理解

的方法 
√ √   

4.2 5W2H方法与课堂实践 √  √ √ 

4.3设定主题的工具：如何/为什么

图表，方法与课堂实践 
√   √ 

4.4 SWOT分析法 √  √ √ 

5.1观察步骤的概述，观察的准备，

观察调研方法 
√ √   

5.2移情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   √ 

5.3思维导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   √ 

6.1 综合的概述，综合的准备，综

合的方法和工具 
√ √   

6.2用户旅行地图方法与课堂实践 √   √ 

7.1 创意的概述，创意的准备，创

意的方法，创意分类与再创意 
√ √   

7.2头脑风暴方法与课堂实践 √   √ 

8.1 测试的概述，测试的步骤与方

法 
√ √   

8.2用手思考的方法，课堂练习：用

意大利面和棉花糖搭建高塔 
√   √ 

9.1 原型制作的概述，原型制作的

步骤与方法 
√ √   

9.2原型制作的实践 √ √  √ 

10.1 批判性思考定义，批判性思维

者的态度，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准备，

13种推理谬误和 8种常用证据可靠

性 

  √  

11.1运用设计思维的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探寻创新解决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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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05B1      英文名称：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各种门电路的逻辑符号和逻辑功能，理解 TTL 输入特性和输出

特性；理解 TTL门电路和 CMOS门电路使用特点。 

目标 2：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理解常用中规模集成的组合

逻辑电路的逻辑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目标 3：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理解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逻

辑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目标 4：掌握由门电路和 555 定时器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

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 

目标 5：了解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工作原理；了解 D/A、A/D转

换器的功能及主要参数。 

二、课程内容 

（一）门电路 （8课时） 

1.1数字信号，数字电路的基本功能及其逻辑运算。 （2课时） 

1.2半导体分立门电路 。 （2课时） 

1.3 TTL 集成门电路。 （2课时） 

1.4 CMOS门电路，其它各类的门电路。 （2课时） 

（二）逻辑代数基础 （6课时） 

2.1数制，编码，逻辑代数基础。 （2课时） 

2.2逻辑函数和简化。 （2课时） 

2.3逻辑函数化简和仿真。 （2课时） 

（三）组合逻辑电路 （8课时） 

3.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 （2课时） 

3.2常用的组合电路。 （4课时） 

3.3组合逻辑电路项目讨论。 （2课时） 

（四）触发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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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触发器。 （2课时） 

4.2 触发器的应用。 （2课时） 

（十二）时序逻辑电路 （10课时） 

5.1时序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4课时） 

5.2寄存器，二进制计数器。 （2课时） 

5.3十进制计数器，N进制计数器。 （2课时） 

5.4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应用。 （2课时） 

（十三）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6课时） 

6.1 555定时器，施密特。 （2课时） 

6.2单稳态，多谐振荡器，集成触发器构成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电路。 

  （2课时） 

6.3门电路构成脉冲波形的电路。 （2课时） 

（十四）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 （2课时） 

7.1 半导体存储器。 （1课时） 

7.2 可编程逻辑器件。 （1课时） 

（十五）数-模和模-数转换 （2课时） 

（十六）数字系统的综合分析 （2课时） 

（十）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10.1 multisim等软件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4.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习题解答》，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潘明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6 

4. 《常用电子元器件简明手册》，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交流（15%）、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5%）。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门电路、组合

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群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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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各种

门电路的逻辑符

号和逻辑功能，

理解 TTL 输入特

性和输出特性；

理解 TTL 门电路

和 CMOS门电路使

用特点 

目标 2：掌握组

合逻辑电路的

分析、设计方

法，理解常用中

规模集成的组

合逻辑电路的

逻辑符号、工作

原理和使用方

法 

目标 3：掌握时

序逻辑电路的

分析、设计方

法，理解常用时

序逻辑电路的

逻辑符号、工作

原理和使用方

法 

目标 4:掌握由门

电路和 555定时器

组成的施密特触

发器、单稳态触发

器、多谐振荡器的

工作原理、工作波

形以及参数计算。 

目标 5：了解半

导体存储器与

可编程逻辑器

件 的 工 作 原

理；了解 D/A、

A/D 转换器的

功能及主要参

数。 

1.1数字信号，数字电路的

基本功能及其逻辑运算 
√     

1.2半导体分立门电路 √     

1.3 TTL 集成门电路 √     

1.4 CMOS 门电路，其它各

类的门电路 
√     

2.1数制，编码，逻辑代数

基础 
 √    

2.2逻辑函数和简化  √    

2.3逻辑函数化简和仿真  √    

3.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设计 
 √    

3.2常用的组合电路      

3.3 组合逻辑电路项目讨

论 
 √    

4.1触发器   √   

4.2触发器的应用   √   

5.1 时序电路的分析和设

计方法 
  √   

5.2寄存器，二进制计数器   √   

5.3十进制计数器，N进制

计数器 
  √   

5.4 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

应用 
  √   

6.1 555定时器，施密特    √  

6.2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集成触发器构成脉冲波形

的产生与整形电路 

   √  

6.3 门电路构成脉冲波形

的电路 
   √  

7.1 半导体存储器     √ 

7.2 可编程逻辑器件     √ 

8.数-模和模-数转换     √ 

9.数字系统的综合分析 √ √ √ √ √ 

10.1 multisim等软件的应

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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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06B1       英文名称：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试点）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 

后续课程：电力电子技术、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测控电路与系统、设备诊断维

护类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常用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线性集成电路的基本

工作原理、特性和主要参数，并能合理选择和使用这些器件。 

目标 2：掌握整流滤波电路，共射、共集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互补对

称功率放大电路，负反馈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的应用电路，熟悉正弦和非正

弦信号产生电路，熟悉三端稳压器件的应用。 

目标 3：掌握三极管简化 H 参数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方法，能估算单级放大电

路的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电阻，了解多级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掌握负反

馈放大电路的类型判别，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掌握利用虚短或虚断估算电路电

压放大倍数的方法；掌握正弦振荡条件的判断；熟悉稳压管稳压电路、串联型稳

压电路的工程计算；掌握理想运放的基本运算规则、线性应用和非线性应用的分

析计算方法；了解放大器频率特性和指标含义。 

目标 4：初步掌握阅读和分析模拟电路原理图的一般规律；初步掌握一般模

拟单元电路的设计计算步骤和方法；具有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和合理选择器件的能

力。 

目标 5：学会使用电子 CAD软件：Protel、Multisim、 Altium Designer 

二、课程内容 

（一）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基本应用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 本征半导体、N 型半导体和 P 型半导体的结构和导电特性，PN 结的单向

导电性。 （2课时） 

1.2 晶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特性、主要参数；单相半波、桥式全波整

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整流电路参数计算 （2课时） 

1.3；典型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电容滤波电路输出电压平均值的估算；发

光二极管工作原理、主要参数；稳压管的稳压原理、主要参数，倍压整流电路的

基本分析。 （2课时） 



 

 604 

1.4 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分类、性能指标，稳压管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设计。  （2课时） 

1.5 线性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应用，开关稳压电

路的工作原理。 （2课时） 

（二）晶体三极管及其基本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2.1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类型、电流分配和放大原理，共射电路的输入、

输出特性曲线和使用常识。 （2课时） 

2.2 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共射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其组成，共射放

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方法。 （2课时） 

2.3 共射放大电路等效电路分析方法,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和动态参数

（ u i oA R R、 、 ）的分析方法。 （2课时） 

2.4 晶体管单管放大电路的三种基本电路，共集和共基电路的静态和动态分

析。  （2课时） 

2.5 多级放大电路不同耦合方式及其优缺点，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单

级共射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分析，波特图。 （2课时） 

2.6课程习题讨论。 （1课时） 

（三）场效应管及其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场效应管的符号和特性、工作原理。 （2课时） 

3.2场效应管工作条件、动静态的分析。 （2课时） 

（四）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零点漂移产生的原因；差放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差模、共模信号及

静态和动态参数的分析方法，差动放大电路的四种接法。 （2课时） 

4.2 典型集成运放的组成及其各部分的特点、电压传输特性和主要参数。

 （1课时） 

4.3由集成运放组成的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方法。 （1课时） 

4.4典型电压比较器的电路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 （2课时） 

（五）放大电路中的反馈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5.1 反馈的基本概念和反馈类型的判断方法。 （2课时） 

5.2 负反馈对放大电路工作性能的影响以及根据需要在放大电路中引入不同

负反馈类型的方法。 （2课时） 

5.3 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负反馈放大电路产生自激振荡

的原因、稳定判据和消除自激振荡的方法。 （2课时） 

5.4课程习题讨论。 （1课时） 

（六）功率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型及特点，晶体管的 A类、B类、AB类、C类、D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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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类工作状态，功率放大电路最大输出功率和转换效率的分析方法，功率放大电

路的组成原则。 （2课时） 

6.2 OCL 的工作原理，其它类型功率放大电路的特点，功率放大电路应用中

的相关问题，集成功放 （2课时） 

（七）有源滤波器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 典型有源滤波器的组成、特点和分析方法。了解 EDA工具应用。 

  （2课时） 

（八）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和振荡原理，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

作原理。  （2课时） 

8.2LC 正弦波振荡电路和石英晶体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

特点，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结构、工作原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华成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02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1 

4.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习题解答》，华成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1 

5. 《帮你学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释疑、解题、考试》，华成英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4.11 

6.《microelectronics circuits. Fifth edition》 Sedra/smith 

7．《实例解读模拟电子技术完全学习与应用》，杨欣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01 

8.《电子工程师必备—元器件应用宝典》，胡斌等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9 

9．电子 CAD----PROTEL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10．《基于 Multisim》的电子系统设计、仿真与综合应用，郭锁利等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10 

清华网上教学视频、中国慕课大学视频等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期中考试（10%）、平时测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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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10%）、考勤作业等（10%）、课外自主学习（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包括各章主要知识点，符合基本教

学要求，基础知识占 40%，重点内容占 50%，难点内容占 1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桂英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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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

常用半导体二

极管、三极管、

场效应管、线

性集成电路的

基 本工 作原

理、特性和主

要参数，并能

合理选择和使

用这些器件。 

目标 2：掌握整流

滤波电路，共射、

共集放大电路，

差分放大电路，

互补对称功率放

大电路，负反馈

放大电路，集成

运算放大的应用

电路，熟悉正弦

和非正弦信号产

生电路，熟悉三

端稳压器件的应

用。 

 

目标 3：掌握三极管简

化 H 参数微变等效电

路分析方法，能估算单

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

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电

阻，了解多级放大电路

的分析方法；掌握负反

馈放大电路的类型判

别，在深度负反馈条件

下，掌握利用虚短或虚

断估算电路电压放大

倍数的方法；掌握正弦

振荡条件的判断；熟悉

稳压管稳压电路、串联

型稳压电路的工程计

算；掌握理想运放的基

本运算规则、线性应用

和非线性应用的分析

计算方法；了解放大器

频率特性和指标含义。 

目标 4:初

步掌握阅

读和分析

模拟电路

原理图的

一 般 规

律；初步

掌握一般

模拟单元

电路的设

计计算步

骤 和 方

法；具有

查阅电子

器件手册

和合理选

择器件的

能力。 

目标 5：学

会使用电

子 CAD 软

件 ：

Protel 、

Multisim

、 Altium 

Designer 

 

1.1 本征半导体、N 型半导体和 P

型半导体的结构和导电特性，PN

结的单向导电性 

√     

1.2晶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

特性、主要参数；发光二极管工作

原理、主要参数；稳压管的稳压原

理、主要参数 

√   √  

1.3单相半波、桥式全波整流电路

的工作原理、整流电路参数计算；

典型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电容

滤波电路输出电压平均值的估算；

倍压整流电路的基本分析 

√ √  √ √ 

1.4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分类、

性能指标，稳压管稳压电路的工作

原理、设计。 

   √  

1.5线性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

理，三端集成稳压器的应用，开关

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  √  

2.1 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类

型、电流分配和放大原理，共射电

路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和使用常

识。 

√ √  √  

2.2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共

射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其组成，

共射放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方法 

 √ √   

2.3共射放大电路等效电路分析方

法,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和动

态参数（ u i oA R R、 、
）的分析

方法 

 √ √  √ 

2.4晶体管单管放大电路的三种基

本电路，共集和共基电路的静态和

动态分析 

 √ √ √  

2.5多级放大电路不同耦合方式及

其优缺点，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

析；单级共射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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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波特图。 

3.1场效应管的符号和特性、工作

原理。 
√   √  

3.2场效应管工作条件、动静态的

分析 
   √  

4.1 零点漂移产生的原因；差放的

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差模、共模

信号及静态和动态参数的分析方

法，差动放大电路的四种接法。 

 √  √ 
 

√ 

4.2典型集成运放的组成及其各部

分的特点、电压传输特性和主要参

数。 

√ √  √  

4.3由集成运放组成的基本运算电

路的分析方法。 
  √ √ √ 

4.4典型电压比较器的电路组成、

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 
  √ √ √ 

5.1 反馈的基本概念和反馈类型

的判断方法。 
  √   

5.2负反馈对放大电路工作性能的

影响以及根据需要在放大电路中

引入不同负反馈类型的方法。 

  √  √ 

5.3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放大电路的

分析方法，负反馈放大电路产生自

激振荡的原因、稳定判据和消除自

激振荡的方法。 

  √   

6.1 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型及特点，

晶体管的 A类、B类、AB类、C类、

D 类、E 类工作状态，功率放大电

路最大输出功率和转换效率的分

析方法，功率放大电路的组成原

则。 

   √  

6.2 OCL的工作原理，其它类型功

率放大电路的特点，功率放大电路

应用中的相关问题，集成功放 

 √   √ 

7.1 典型有源滤波器的组成、特点

和分析方法。了解 EDA工具应用。 
   √ √ 

8.1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和振荡

原理，RC 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

组成、工作原理。 

 √ √ √ √ 

8.2LC正弦波振荡电路和石英晶体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

和性能特点，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

结构、工作原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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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Course code：013D07A1 

Course name：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Course times：64 

Credits：4 

Prerequisite courses:  Advanced  Mathematics、Theory of Electrical Circuit、 

Electronic Technology   

Applicable major： Automation、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Course faculty： Automation 

Teaching materials：<Modern Control Systems> Richard C. Dorf, Robert H. 

Bishop. （12th Edition）, 科学出版社  

Reference books： 

Gene F. Franklin, J. David Powell. Feedback Control of Dynamic Systems 

（Sixth Edition）, 人民邮电出版社  

B.C.K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s,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动控制原理》张爱民. 清华大学出版社 

《自动控制原理》杨智、范正平. 清华大学出版社 

《自动控制原理》王建辉 、顾树生. 清华大学出版社 

 

1、The Natures, Properties and Tasks of the Course： 

The course is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 some undergraduate majors such as 

automati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etc; is a strong theoretical course 

related to the follow-up professional course closely. The emphasis is the basic theory 

and basic methods of feedback control system, the analysis, design methods and skills 

of control system, and the theory and method can be applied in the follow-up 

professional courses to analysis and design control system. 

2、The Content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 

1） Introduction to Control Systems （4 time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properties and tasks of this course, and master the 

basic way of control. 

To comprehen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nd composi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2） Mathematic Models of Control Systems              （10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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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uss system from qualitative to quantitative, establish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each component: the transfer function. 

To mast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mathematical model of automatic 

control principle, and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To understand the linearization of nonlinear system. 

To grasp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block diagram of control syste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gnal flow graph. 

3）Time-Domain Analysis of Control Systems               （12times）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analysis process of linear time-invariant continuous 

system in time domain, Laplace transform of typical input signal, transition process of 

first-order system. 

To grasp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second-order system, stability analysis of 

control system,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steady-state error of control system.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the degree of zero-error and the principle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zero-error. 

To master the method to eliminate and reduce the static error and know how to 

reduce the steady-state error of system using compound control. 

4）Root Locus Method                               （10time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root locus, general analytic plotting process and the 

idea to analyze control system with root locus method.  

To master the basic rules for plotting of root locus,, and drawing the root locus of 

a given system with the basic rules.  

To master using root locus method to analyze the system stability, the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of dynamic performa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of 

closed-loop dominant poles in the S plane.  

To master plotting the parameters root locus for the minimum phase system.  

To ma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sed-loop poles, zeros distribution and 

performance index of control system. 

5）Frequency Response Method                       （12times） 

To understand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of a system and a link and determine 

sinusoidal transfer function of a system.        

To understand representation of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magnitude-phase curve 

and bode diagram）, learn to plot th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of typical element.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s of plotting closed-loop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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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ster the magnitude-phase curve and bode diagram of open-loop transfer 

function of a control system and using it to analyze the system stability ─ ─ Nyquist 

Criterion, analyzing the  system dynamic performance（relative stability） with it. 

To Master the relationship of open-loop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and performance 

of control system. 

6）Compensation of Control Systems             （8times） 

To know why system need to be adjust, the types of compensation and approaches 

to system design. 

To analyze the basic control rules of control system with system analysis 

condition in front chapters（3,4,5）. 

To master lead ,lag and lead-lag compensation integrated process of cascade 

compensation, the process to compensate according to system desired frequency , the 

determination of a feedback compensation parameters. 

3、Experiments（computer operating）and Basic Requirements 

1）Experiment1    Typical element and Step Response       （2times） 

To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general approach of control simulation 

experiment; 

2）Experiment2    Step Response of Second-order System   （2times） 

To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second-order system, to master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fer function according to system step response curve ; 

3）Experiment3    Stability of Control System             （2times） 

To comprehend the influence of open-loop gain and time constant on stability;   

4）Experiment4     Simulink                      （2times） 

To be able to use Simulink for system modeling , simulation, etc. 

4、Requirements on Student Ability 

1） To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 of automatic control and the basic analytical 

methods of modeling. 

2）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linear continuous system, have 

the primary ability to design system. 

3） To master time-domain analysis, root locus method, frequency response 

method, frequency compensation.  

4） To know the principle and realization of control system. 

5）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nt of control theory in th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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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heduling 

Chapter Contents 
Class Hours 

Lecture Discussion Total 

1 Introduction to Control Systems 4  4 

2 Mathematic Models of Control Systems 10 2 12 

3 Time-Domain Analysis of Control Systems 12 4 16 

4 Root Locus Method 10  10 

5 Frequency Response Method 12 2 14 

6 Compensation of Control Systems 8  8 

Total 56 8 64 

 

6、Assessment Methods and Grade Evaluation 

1、Assessment Methods： written examination（closed-book exam）. 

2、Grade Evaluation：Regular Grades（homework、experiment、discussion and test 

etc.）60%+ Final Examination 40%. 

 

 

 

Produced by： Xiangfeng ZHANG; 

Reviewed by： Xiangfeng ZHANG; 

Approved by :  Guochu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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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0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Document Wri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电气电子产品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见文书的基础知识、写作手法和规范，能够正确完成常见应

用文书的写作。 

目标 2：掌握科技类文书的写作方法，能够完成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科技

类文书等的写作。 

目标 3：能够熟练完成各种工程文书的写作，如研发计划书，进度报告，检

测报告等。 

目标 4：了解档案管理的相关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讲授书面沟通的重要性、常用的书面沟通文体，各种文体的适用范围及一般

撰写原则。 

小测验 1：撰写个人简历 

（二）应用文写作基础 （6课时） 

2.1应用文的语言、日常交际便函 （2课时） 

主要内容为请假条、介绍信、留言条、邀请函、借据、邮件等的写作要点。 

2.2事物类文书写作 （2课时） 

主要内容为计划、总结、简报、启事声明、申请书、感谢信等的写作要点 

2.3公文类写作 （1课时） 

主要内容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函、纪要等的写作要点 

2.4 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三）科技写作 （10课时） 

3.1学术论文的写作。 （2课时） 

3.2毕业论文的写作。 （2课时） 

3.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3.4调查报告的写作（调查、考查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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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申报书的写作。 （1课时） 

3.6科研进度报告的写作。 （1课时） 

3.7科技成果报告的写作（总结报告）。 （1课时） 

3.8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四）工程写作 （12课时） 

4.1项目管理概述。 （1课时） 

4.2项目进度报告的写作。 （1课时） 

4.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4.4 研发文档写作。 （2课时） 

4.5 用户文档写作。 （2课时） 

4.6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1课时） 

4.7招投标文书的写作 （1课时） 

4.8合同协议类文书的写作 （1课时） 

4.9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2课时） 

（五）科技档案管理基础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冯雪燕，黄云峰主编 《现代应用文写作》，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宋玉玲主编，《工程应用文写作教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 邱飞廉主编，《科技应用文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 周苏等编著，《IT 应用文写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 肖时开等编著，《实用科技论文和科技文件写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中兴通讯学院编著，《科技文档写作实务》，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7. 高金宇等主编，《科技档案管理》，科学出版社，2013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出勤及课堂讨论（20%）、综合作业（4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撰写课程报告的形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高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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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常见文

书的基础知识、写作

手法和规范，能够正

确完成常见应用文书

的写作  

目标 2：掌握科技类

文书的写作方法，

能够完成研究报

告、调研报告、科

技类文书等的写作 

目标 3：能够熟练完

成各种工程文书的

写作，如研发计划

书，进度报告，检

测报告等 

目标 4:了解档案

管理的相关知识 

1绪论  √    

2.1 应用文的语言、日常交际便

函 
√    

2.2事物类文书写作 √    

2.3公文类写作 √    

2.4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3.1学术论文  √   

3.2毕业论文的写作  √   

3.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3.4 调查报告的写作（调查、考

查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   

3.5申报书的写作  √   

3.6科研进度报告的写作  √   

3.7 科技成果报告的写作（总结

报告） 
 √   

3.8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4.1项目管理概述。   √  

4.2项目进度报告的写作。   √  

4.3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4.4研发文档写作   √  

4.5用户文档写作   √  

4.6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4.7招投标文书的写作   √  

4.8合同协议类文书的写作   √  

4.9作业及课堂练习讲评讨论   √  

5科技档案管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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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1B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Techniqu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过程控制工程、现代工业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仿真与 CAD 设计、DCS

与现场总线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分析、常用电子元器件以及检测元件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学会器件的选型和在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场合。 

目标 2：掌握电源及安全用电和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学会相应

的选型和测试方法，以及应用场合。 

目标 3：掌握供配电系统基本知识，学会复杂电气控制线路读图的基本方法；

与实验相结合，掌握简单的电气控制线路设计方法。 

目标 4：掌握温度控制系统中的自动化设备的构成，学会实例中自动化设备

的集成方法，学会举一反三，初步具备设计和调试自动化系统的能力。 

目标 5：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学习专业兴趣大幅提升。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及常用电子元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绪论，介绍本课程基本内容、应用领域和授课方式等。 （1课时） 

1.2 掌握电路在自动化设备构建的系统中的作用与组成，电路模型和常用的

电路分析的计算。 （3课时） 

1.3掌握自动化设备常用分立电子元器件的基本原理、主要技术参数、分类、

选型和测试方法。 （3课时） 

1.4 掌握自动化设备常用传感器的基本知识，常用电工仪表包括非电量和电

工检测仪表或面板式仪表的选型及使用方法。 （3课时） 

（二）供配电系统及用电安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 掌握电力系统和配电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学会基本的电力自动化设

备的选用和设计。 （4课时） 

2.2 掌握单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直流电源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掌握安全

用电常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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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掌握常用实验工具及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 （2课时） 

（三）低压电器和电气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掌握常用低压电器如继电器、主令电器、接触器、熔断器等的基本原理、

主要技术参数、分类、选型和测试方法。 （3课时） 

3.2 课堂分组讨论，将所学的低压电器知识结合实物或视频等进行解说和展

示，进一步掌握各个部件的应用场合和基本原理。 （2课时） 

3.3 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选用方法，重点掌握电机的电气控制

线路的一般设计方法。 （4课时） 

3.4学会复杂电气控制线路读图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2课时） 

3.5掌握以车床为实例的的工作控制线路图。 （1课时） 

（四）自动化设备实例设计与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掌握一个简易恒温控制系统的实例，掌握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构成和运

行原理。  （2课时） 

4.2掌握通用仪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各个部件的基本原理。 （2课时） 

4.3掌握温度控制器的调节原理和使用说明。 （2课时） 

4.4掌握简易自动化系统集成原理与调试技术。 （2课时） 

（五）课程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气控制设计与调试：起停、点动和连续运行。 

  （2课时） 

4.2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气控制设计与调试：正反转、制动。 （2课时） 

4.3 变频器的控制设计与调试。 （2课时） 

4.4恒温控制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化专业实践初步》，汪贵平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常用电子电工器件基本知识》，李祥新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06 

2. 《电气控制与 PLC应用（第二版）》，范永胜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01 

3. 《自动化设备和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故障诊断》，姚福来主编，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3.01 

4. 《 自动化系统集成技术》，韩力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1 

5. 《自动化设备检测与控制技术》，曹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2 

6．《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调试与维护》，张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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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4.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路分析、常

用电子元器件及检测元件的应用、低压电气设备原理与选型、电气控制图的设计、

用电安全、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丁云飞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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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 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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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与拖动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2Q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Electrical Machines and Drive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德泰）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路 

后续课程：自动化系统维护与调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常用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模型、基

本运行特性； 

掌握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

系、数学模型，掌握异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组成拖动系统后的起动、调速与制

动方法。 

目标 2：掌握异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组成拖动系统后的起动、调速与制动

的特性和相关的计算、分析和应用，理解异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使用中的注意

事项及其在拖动系统中的作用。 

目标 3：能进行有关电机参数及特性的实验测定，掌握其运行的基本操作方

法，掌握常用测试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能进行简单的运行故障判断与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变压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变压器的的用途和种类，1.2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1.3 变压器的基本结构，

1.4 变压器的型号和额定值 （2课时） 

1.5 变压器的运行分析，1.6 变压器的参数测定，1.7 变压器的运行特性 

  （2课时） 

（二）异步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异步电机的用途和种类，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2.3 三相异

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2.4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型号和额定值 （2课时） 

2.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2.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2.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特性 （2课时） 

2.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2.9电力拖动系统的稳定运行 （2课时） 

2.10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制动方法 （2课时） 

（三）同步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同步电机种类和用途 3.2 三相同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3.3三相同步电机的

基本结构 3.4三相同步电机的型号和额定值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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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三相同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2课时） 

（四）直流电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4.2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4.3 直流电机的电枢反

应 4.4 直流电机的电磁转矩和电动势 （2课时） 

4.5 直流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4.6 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和转矩 4.7 直流发电机的

运行分析 4.8直流发电机的功率和转矩 （2课时） 

4.9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制动方法 

  （2课时） 

（五）电机拖动实验 （8课时） 

5.1认识实验 （2课时） 

5.2变压器实验 （2课时） 

5.3异步电动机实验 （2课时） 

5.4直流电机实验  （2课时） 

（六）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课程习题讨论等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机与拖动》（第 3版），唐介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机及拖动基础》，顾绳谷，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 

2. 《电机原理及拖动》，彭鸿才，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  

3. 《电机与拖动基础》，李发海，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 《电机与电力拖动》，朱耀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电机与拖动》，刘锦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6. 《电机学》，汤蕴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7. 《电机学》，戴文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10%），

讨论课（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变压器、直流

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萍  审核人：  赵朝会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622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熟悉常用变压器的基本结

构、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

数学模型、基本运行特性； 

掌握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

机、直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基本原理与电磁关系、数学

模型，掌握异步电动机、直

流电动机组成拖动系统后的

起动、调速与制动方法。 

掌握异步电动

机、直流电动

机组成拖动系

统后的起动、

调速与制动的

特性和相关的

计算、分析和

应用。 

能进行有关电机参

数及特性的实验测

定，掌握其运行的

基本操作方法，掌

握常用测试仪器、

仪表的使用方法，

能进行简单的运行

故障判断与分析 

1.1变压器的的用途和种类，1.2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1.3 变压器的基本结构，1.4 变压器的型号和额定值 
√   

1.5 变压器的运行分析，1.6 变压器的参数测定，1.7 

变压器的运行特性 
√   

2.1 异步电机的用途和种类，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工作原理，2.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2.4三相

异步电动机的型号和额定值 

√   

2.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2.6 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功率和转矩，2.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行特性 
√   

2.8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2.9电力拖动系统

的稳定运行 
√   

2.10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制动方法 √ √  

3.1 同步电机种类和用途 3.2 三相同步电机的工作

原理3.3三相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3.4三相同步电机

的型号和额定值 

√   

3.5三相同步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   

4.1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4.2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

4.3 直流电机的电枢反应 4.4 直流电机的电磁转

矩和电动势 

√   

4.5直流电动机的运行分析 4.6直流电动机的功率和

转矩4.7直流发电机的运行分析4.8直流发电机的功

率和转矩 

√   

4.9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他励直流电动机的

起动，调速，制动方法 
√ √  

5.1认识实验 √ √ √ 

5.2变压器实验 √  √ 

5.3异步电动机实验  √ √ 

5.4直流电机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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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4Q1       英文名称：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自动化系统维护与调试、项目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各种类型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掌握电

力电子器件保护、驱动、控制的基本知识及实现方法,达到会正确选用器件的要

求。 

目标 2：掌握各种主要变换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控制方法及

分析计算等基本知识，性能和应用，培养学生对典型的整流电路能定性分析，定

量计算能力。 

目标 3：熟悉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应用范围及技术经济指标，能根据要求选

择合适的电力电子器件设计整流器、斩波器、变频器及逆变器等，能够进行调试

和维护。 

目标 4：具备本专业必需的分析、设计、试验、仿真等基本技能，能对仿真

及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进行分析比较，能够进行方案设计和改造。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学科地位、基本内容和发展历史。 （2课时） 

（二）电力电子器件 （4课时） 

2.1电力电子器件概述，电力二极管。 （2课时） 

2.2晶闸管，典型全控型器件，功率集成电路与集成电力电子模块。  

  （2课时） 

（三）整流电路 （4课时） 

3.1单相可控整流电路，电容滤波的不可控整流电路。 （2课时） 

3.2三相可控整流电路，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 （2课时） 

（四）逆变电路 （4课时） 

4.1换流方式。 （2课时） 

4.2电压型逆变电路。 （2课时） 

（五）直流斩波电路 （4课时） 



 

 624 

5.1基本斩波电路。 （2课时） 

5.2带隔离的直流-直流变流电路。 （2课时） 

（六） 交流调压电路 （4课时） 

6.1交流调压电路。 （2课时） 

6.2交-交变频电路。 （2课时） 

（七） PWM控制技术 （2课时） 

7.1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 （2课时） 

（八） 课程实验内容与基本要求 （8课时） 

8.1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2课时） 

8.2用集成触发电路触发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2课时） 

8.3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2课时） 

8.4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性能研究。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力电子技术》（第 5版），王兆安、刘进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力电子技术》， 徐德鸿、马皓、汪槱生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 

2. 《电力电子技术》， 王鲁杨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3.《电力电子技术》， 周渊深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4. 《电力电子技术》， 贺益康、潘再平编著，科学出版社，20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考

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力电子器件、

整流电路、逆变电路、直流斩波电路、交流调压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蒋赢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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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各种类

型电力电子器件的

特性、基本原理和使

用方法；掌握电力电

子器件保护、驱动、

控制的基本知识及

实现方法,达到会正

确选用器件的要求。 

目标 2：掌握各种主

要变换电路的结构、

工作原理、工作波

形、控制方法及分析

计算等基本知识，性

能和应用，培养学生

对典型的整流电路

能定性分析，定量计

算能力。 

目标 3：熟悉各种电

力电子电路的应用

范围及技术经济指

标，能根据要求选

择合适的电力电子

器件设计整流器、

斩波器、变频器及

逆变器等，能够进

行调试和维护。 

目标 4：具备本专

业必需的分析、设

计、试验、仿真等

基本技能，能对仿

真及实验结果与

理论计算进行分

析比较，能够进行

方案设计和改造。 

1.1 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

学科地位、基本内容和发展历史。 
√  √  

2.1 电力电子器件概述，电力二

极管。 
√  √  

2.2 晶闸管，典型全控型器件，

功率集成电路与集成电力电子模

块。 

√  √  

3.1 单相可控整流电路，电容滤

波的不可控整流电路。 
 √ √  

3.2 三相可控整流电路，整流电

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 
 √ √  

4.1换流方式。  √ √  

4.2电压型逆变电路。  √ √  

5.1基本斩波电路。  √ √  

5.2 带隔离的直流-直流变流电

路。 
 √ √  

6.1交流调压电路。  √ √  

6.2交-交变频电路。  √ √  

7.1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  √ √  

8.1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的研

究。 
  √ √ 

8.2 用集成触发电路触发三相桥

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 √ 

8.3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 √ 

8.4 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性能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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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5B1        

英文名称：Principle & Interface Technique of Micro-computer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气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 语言） 

后续课程：现代工业控制系统、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 51系列单片机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C51程序设计方法及最

小系统组成，了解微处理器控制系统工作原理，能运用 51 系列单片机设计开发

彩灯控制电路，能运用 51系列单片机设计开发 LED数码管、LCD液晶等显示电路，

了解点阵显示电路工作原理。 

目标 2：掌握 51系列单片机键盘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运用拨档开关、矩阵

键盘结合显示电路设计开发具有一定功能的应用电路，了解专用键盘控制芯片的

运用。 

目标 3：掌握 51系列单片机模拟输入输出通道（A/D、D/A）接口电路的设计

开发，学习 51 系列单片机并行接口电路及存储器的扩展，了解计算机控制系统

专用 I/O口扩展芯片。 

目标 4：掌握 51系列单片机串行通信电路的设计及应用，了解 I2C总线等通

信总线工作原理。 

目标 5：能运用 51系列单片机制作完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控制系统（包括控制

系统任务分解，软硬件架构设计），并能进行展示；学会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调试

方法及手段，具备一定工程技术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 

目标 6：掌握 Proteus仿真软件、Keil C的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单片机基础知识 （14学时） 

1.1 认识微机控制系统，了解单片机应用实例，学习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组成、

工作原理，了解微机控制系统的发展及应用范围。  

1.2 理解计算机系统有符号数、无符号数及补码的含义，了解计算机内数据

的表示方法、数据计算及溢出等基础知识。 

1.3 掌握 51单片机内部结构、存储结构及引脚功能，学会使用 51单片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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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学会使用 Keil C及 Proteus软件的使用。 

1.4 掌握 C51程序设计方法（数据类型、变量定义、程序结构，流程图的编

制，程序的调试等）。  

1.5 掌握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实现。 

（二）单片机显示系统 （22学时） 

2.1 掌握单片机彩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2.2 实验一，单片机彩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2.3 掌握中断系统概念、51 单片机中断系统及应用、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

了解中断响应过程；学会 C51函数的编程及应用 

2.4 掌握 51单片机定时器 / 计数器工作方式，学会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的设

计、定时查询程序的设计，学会单片机定时器系统的应用。 

2.5 实验二，交通灯控制系统及人行道请求控制系统的实现 

2.6 掌握 LED 数码管、LCD显示原理及接口技术，了解 LED点阵显示器接口

电路的设计及应用。  

2.7 实验三，秒表计控制系统的实现。 

2.8 了解键盘的基本概念，掌握独立式键盘及其接口电路、矩阵式键盘及其

接口电路的软硬件设计。 

2.9 实验四，3*3矩阵式键盘识别技术的实现。 

（三）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 （12课时） 

3.1 了解数据采集系统的架构，掌握 A/D 转换器的选择要点、ADC0809转换

器及其接口的设计，学习输入缓冲电路的设计。 

3.2 了解数字温度传感器、模拟温度传感器接口电路的软硬件设计。 

3.3 掌握 D/A 转换器的选择要点、DAC0832 转换器及其接口，D/A 转换电路

的软硬件设计。 

3.4 实验五，温度显示器/波形发生器。 

3.5 掌握单片机总线扩展、存储器扩展、I/O扩展的方法， 

（四）单片机通信控制电路 （8课时） 

4.1 了解计算机通信基础，掌握异步串行通信数据格式、RS-232C 串行通信

接口，双机通信的 3 线制连线方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串行口的工作方式及应

用，掌握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实现方法；了解单片机多机通信。 

4.2 实验六，双机通信电路的实现。 

4.3 了解单片机通信 I2C 总线、CAN 总线等，了解单片机看门狗电路，最小

功耗工作模式等  

（五）项目设计与实现 （8课时）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功能明确，具有一定展示度的作品，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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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的任

务。 

2．要求完成设计作品，即要求完成作品软硬件的设计与制作，完成软硬件

的调试，学会工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3．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电路原理图、程序框图及

源代码。 

4. 制作 PPT，交流汇报。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 编程+Proteus 仿真》，张毅刚等著， 高等教

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单片机原理与 C51编程》（第 4版），宋彩利等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C51单片机及应用协同设计》，徐煜明，电子工业出版社 

3.《MCS-51系列单片机实用接口技术》, 李华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4.《ATMEL89 系列单片机应用技术》，余拥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5. http://www.eeworld.com.cn/mcu/51mcu/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10%）、考勤作业等（5%）、

课程实验（15%）、项目作品（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51 单片机基

本结构、中断及定时器的应用、显示及键盘电路的软硬件设计、A/D、D/A 电路

的软硬件设计、单片机扩展电路及单片机通信电路软硬件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军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www.eeworld.com.cn/mcu/51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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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51 单片机基

础知识、学会

显示电路设计

与调试 

目标 2：掌握

单片机键盘电

路设计方法，

学会键盘控制

应用电路 

目标 3：掌握模

拟通道接口电

路设计方法，学

会数据采集电

路的设计与调

试 

目标 4:

掌 握 单

片 机 通

信 电 路

的 设 计

方法 

目标 5：设计

制作具有一

定功能的单

片机控制电

路并能演示 

目标 6：掌握

Proteus 仿

真软件、学

会利用 Keil 

C 调试程序

方法 

1.1单片机组成、工作原理 √      

1.2 计算机内部数据表示

方法 
√      

1.3 单片机内部结构及时

钟复位电路 
√      

1.4 C51程序设计 √     √ 

1.5单片机最小系统 √      

2.1单片机彩灯控制电路 √      

2.2实验 1单片机彩灯控制

系统的实现 
√     √ 

2.3 单片机中断系统及应

用 
√      

2.4 单片机定时系统及应

用 
√      

2.5实验 2交通灯控制系统

的实现 
√     √ 

2.6 LED、LCD显示电路 √      

2.7实验 3秒表计控制电路

的实现 
√     √ 

2.7单片机矩阵键盘电路  √     

2.8 实验 4  3*3 矩阵式键

盘识别技术的实现 
 √    √ 

3.1 A/D转换器及应用   √    

3.2 温度传感器电路设计   √    

3.3  D/A转换器及应用   √    

3.4 实验 5 温度显示器/波

形发生器 
  √   √ 

4.1单片机通信电路设计    √   

4.2 实验 6 双机通信电路

的实现 
   √  √ 

4.3 I2C总线、CAN总线     √   

5.1项目设计与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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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7B1        英文名称：Morden Industry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5/80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硬件基本组成、工作原理、

系统配置，掌握 STEP7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基础及硬件配置。 

目标 2：掌握 STEP7 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 软件的编程基础、指令系统

及用户程序结构，掌握 S7-300PLC和 X20PLC控制系统梯形图设计方法、STL语句

表及功能方块图设计方法，掌握西门子 S7-300PLC 及贝加莱 X20PLC 在数字量和

模拟量控制中的基本应用。 

目标 3：掌握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PROFIBUS

和 CAN 现场总线及其控制网络的结构、相应软件与应用，熟悉 PROFIBUS 和 CAN

现场总线的设计与应用。 

目标 4：掌握现代工业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和分析方法，能够应用 S7-300PLC

和 X20PLC设计和实现工业控制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PLC硬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 PLC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组成

部件、系统结构、CPU模块、电源模块等。 （4课时） 

1.2 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硬件组态。 （4课时） 

1.3 西门子 S7-300PLC及贝加莱 X20PLC的输入输出模块以及各个功能模块。

  （2课时） 

（二）PLC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6课时） 

2.1 数据类型与存储区、位逻辑指令。 （3课时） 

2.2 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 （6课时） 

2.3 逻辑控制指令、存储器寻址、比较指令以及数据处理指令。 （6课时） 

2.4 程序基本结构、共享数据块与复杂数据类型，功能块和功能的产生与调

用，UDT、功能块、功能应用案例，多重背景数据块、组织块中断处理。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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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TEP7 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 软件的编程基础，梯形图的经验设计

法、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顺序控制梯形图的编程方法，基于 Automation 

Basic语言及 STL语言的编程方法。 （6课时） 

2.6 模拟量闭环与 PID控制、连续 PID控制器 FB41，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方法。  （5课时） 

（三）工业现场总线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3.1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组成与工作原理，通信系统的基本

结构，网络结构及传输介质，通信系统的协议模型。 （6课时） 

3.2 PROFIBUS 控制系统的结构和组成，PROFIBUS 的通信模型和协议类型，

PROFIBUS 的数据传输和拓扑结构，PROFIBUS 的总线存取控制机制，基于西门子

S7-300PLC的 PROFIBUS-DP主站与智能从站通信的组态。 （8课时） 

3.3 CAN总线的性能特点，CAN的技术规范，CAN总线的节点组成和工作原理，

基于贝加莱 X20PLC的 CAN总线单变量及多变量通信。 （8课时） 

3.4 PROFIBUS-DP 网络控制系统的故障诊断，工业以太网通信及 POWERLINK

通信的基本结构。 （2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 西门子 S7-300综合实验（基于 PROFIBUS总线的地铁站排水控制系统）。

  （6课时） 

4.2 贝加莱 X20PLC综合实验（基于 CAN总线的地铁站通风控制系统）。 

  （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S7-300/400PLC 应用技术》（第 4 版），廖常初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6 

2．《可编程控制器技术》，齐蓉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气控制基础与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教程》，高博、孟建军主编， 西安电

子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8 

2.《西门子 PLC 应用与设计教程》柳春生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3 

3.《装备自动化工程设计与实践》，肖维荣、齐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25%）

及考勤作业等（5%）。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PLC 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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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工作原理、硬件构成、软件操作、各种指令、用户程序结构、PROFIBUS总

线及 CAN总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芳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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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西门子

S7-300PLC 及贝加

莱 X20PLC的硬件基

本组成、工作原理、

系统配置，掌握

STEP7 软 件 和

Automation Studio

软件的基础及硬件

配置 

目标 2：掌握 STEP7

软件和 Automation 

Studio软件的编程基

础、指令系统及用户

程 序 结 构 ， 掌 握

S7-300PLC 和 X20PLC

控制系统梯形图设计

方法、STL 语句表及

功能方块图设计方

法 ， 掌 握 西 门 子

S7-300PLC 及贝加莱

X20PLC在数字量和模

拟量控制中的基本应

用 

目标 3：掌握现场总

线控制系统的基本

特点、系统组成与

工 作 原 理 ，

PROFIBUS 和 CAN 现

场总线及其控制网

络的结构、相应软

件与应用，熟悉

PROFIBUS 和 CAN 现

场总线的设计与应

用 

目标 4:掌握现代

工业控制系统的

基本构成和分析

方法，能够应用

S7-300PLC 和

X20-PLC 设计和

实现工业控制系

统 

1.1 PLC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 √    

1.2硬件组态 √    

1.3 输入输出模块以及各个功能

模块 
√    

2.1 数据类型与存储区、位逻辑

指令 
 √   

2.2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  √   

2.3逻辑控制指令等  √   

2.4程序基本结构  √   

2.5软件编程  √   

2.6模拟量闭环与 PID控制  √  √ 

3.1现场总线基础   √  

3.2PROFIBUS总线   √  

3.3CAN总线   √  

3．4故障诊断及以太网   √  

4.1西门子 S7-300综合实验 √ √ √ √ 

4.2贝加莱 X20PLC综合实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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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作品开发与制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18Q1   

英文名称：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Electrical Produc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班）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自主选题。要求课题为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工作量的综合性实践训练

项目。 

目标 2：能够正确选择传感器件、控制方法和控制器件，正确选择和应用执

行元件和机构。 

目标 3：具有较好的电子技术应用能力，能运用电子技术、检测技术及单片

机、嵌入式、DSP、VHDL等各种控制技术等完成系统的设计与调试，并能实现。 

目标 4：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具有程序设计能力、具有专业软件应用

能力。能设计及绘制电路原理图及 PCB图。 

目标 5：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实际应用能力，具有系统集成与组织运行能力，

能完成项目方案设计、器件选配、安装调试。 

二、课程内容 

1、按照课题的要求，应用所学的电子技术知识设计原理图，电路图改写成

CAD图，选择元器件（型号和参数），程序设计，双面印制电路板设计，并列出元

器件清单。 

2、按设计调试方案进行电子电路安装调试，直至达到课题的各项技术指标，

并能按要求做好各项调试记录（数据和波形）。 

3、编写综合实验报告（包括课题名称、设计方案及测试记录、程序清单、

元器件清单、实际用途、技术指标、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指导教师检查验

收电子作品。学生制作 PPT演示文稿、完成交流汇报和答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子技术应用类、电子作品设计及制作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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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作品设计及制作类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平时出勤情况、设计过程等。 

4. 期末成绩占比 8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作品完成质量、实验报告、答

辩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高桂革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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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自主

选题。要求课

题为具有一

定的难度和

工作量的综

合性实践训

练项目。  

目标 2：能够正

确选择传感器

件、控制方法

和控制器件，

正确选择和应

用执行元件和

机构 

目标 3：具有较好的

电子技术应用能

力，能运用电子技

术、检测技术及单

片机、嵌入式、DSP、

VHDL 等各种控制技

术等完成系统的设

计与调试，并能实

现 

目标 4:熟练掌

握计算机应用

技术，具有程

序设计能力、

具有专业软件

应用能力。能

设计及绘制电

路 原 理 图 及

PCB图 

目标 5：具有一定

的工程技术实际

应用能力，具有系

统集成与组织运

行能力，能完成项

目方案设计、器件

选配、安装调试。 

1、按照课题的要求，应用所

学的电子技术知识设计原理

图，电路图改写成 CAD 图，

选择元器件（型号和参数），

程序设计，双面印制电路板

设计，并列出元器件清单 

√ √ √ √ √ 

2、按设计调试方案进行电子

电路安装调试，直至达到课

题的各项技术指标，并能按

要求做好各项调试记录（数

据和波形） 

 √ √ √ √ 

3、编写综合实验报告（包括

课题名称、设计方案及测试

记录、程序清单、元器件清

单、实际用途、技术指标、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指

导教师检查验收电子作品。

学生制作 PPT 演示文稿、完

成交流汇报和答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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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 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20Q1     英文名称：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DSP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芯片特点。 

目标 2：掌握 DSP的硬件结构特点和基本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 DSP 的软件指令系统及其编程方法，并能应用 C 语言进行程序

设计。 

目标 4：掌握基于 DSP芯片的自动化系统的开发与设计过程，能熟练应用 DSP

开发工具 CCS进行程序开发和调试，设计简单的应用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 DSP的基本概念；DSP的特点、DSP发展现状及其应用；几种常见的 DSP

器件的结构、性能。 

1.2产品分类及主要应用方向。如何选择合适的 DSP芯片。 

（二）TMS320F28335芯片资源 （4课时） 

2.1 F28335的封装信息。 （1课时） 

2.2 F28335内核主要特点。 （1课时） 

2.3与 DSP2812的性能对比。 （1课时） 

2.4 F28335的引脚分布及其引脚功能。 （1课时） 

（三）F28335的时钟电路及系统控制 （4课时） 

3.1 F28335的时钟与锁相环电路。 （1课时） 

3.2 F28335的系统控制与外设时钟。 （1课时） 

3.3看门狗电路。 （1课时） 

3.4时钟单元相关寄存器。 （1课时） 

（四）F28335的存储器及其地址分配 （2课时） 

4.1 F28335存储空间的配置。 （1课时） 

4．2 F28335存储器特点。 （1课时） 

（五）F28335中断系统及应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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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F28335中断概述及中断源 （1课时） 

5.2 F28335的 3级中断机制 （1课时） 

5.3 F28335中断向量 （1课时） 

5.4 F28335中断操作及中断相关寄存器 （1课时） 

（六）通用数字量输入/输出 GPIO （2课时） 

6.1 GPIO工作原理 （1课时） 

6.2 GPIO寄存器及编程实例 （1课时） 

（七）增强型脉宽调制模块（ePWM） （4课时） 

7.1 PWM控制基本原理 （1课时） 

7.2 F28335 PWM结构及组成单元 （1课时） 

7.3-7.7时基模块 TB、计数比较模块、动作模块、死区产生模块、斩波模块

PC  （2课时） 

（八）ADC转换单元 （2课时） 

8.1-8.2 AD转换基本原理及转换模块 （1课时） 

8.3-8.4 ADC排序器及寄存器 （1课时） 

（九）实验内容 （8学时） 

9.1 基于 F28335 和 CCS3.3 的开发平台搭建实验 （2课时） 

9.2 外部数据存储器数据读写实验 （2课时） 

9.3 基于 CPU 定时器中断的流水灯实验 （2课时） 

9.4 软件置位启动 ADC 模块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手把手教你学 DSP—基于 TMS320F28335》，张卿杰等编著，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出版社，2015.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TMS320F28335 DSP原理、开发及应用》，符晓、朱洪顺，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08 

2. 《DSP技术实践教程——TMS320F28335设计与实验》，姚晓通等编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4.12 

3. 《DSP 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教程--基于 TMS320F28335 & CCS5》，李全利等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课堂表现（10%）及考勤

作业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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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DSP 芯片的选择、

DSP 系统的时钟、存储器、中断、IO 口、ADC、PWM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郑翔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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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DSP 技术的发

展过程及其芯

片特点。 

目标 2：掌握

DSP 的硬件结

构特点和基本

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 DSP

的软件指令系统

及其编程方法，

并能应用 C 语言

进行程序设计。 

目标 4:掌握基于 DSP 芯片的

自动化系统的开发与设计过

程，能熟练应用 DSP开发工具

CCS进行程序开发和调试，设

计简单的应用系统。 

1.1 DSP的基本概念；DSP的特点、

DSP 发展现状及其应用；几种常

见的 DSP器件的结构、性能 

√ √   

1.2 产品分类及主要应用方向。

如何选择合适的 DSP芯片 
√    

2.1 F28335的封装信息 √   √ 

2.2 F28335内核主要特点  √  √ 

2.3与 DSP2812的性能对比 √   √ 

2.4 F28335的引脚分布及其引脚

功能 
 √  √ 

3.1 F28335的时钟与锁相环电路  √  √ 

3.2 F28335的系统控制与外设时

钟。 
 √  √ 

3.3看门狗电路  √ √ √ 

3.4时钟单元相关寄存器  √ √ √ 

4.1 F28335存储空间的配置  √ √  

4.2 F28335存储器特点 √    

5.1 F28335中断概述及中断源 √    

5.2 F28335的 3级中断机制  √ √  

5.3 F28335中断向量  √ √  

5.4 F28335中断操作及中断相关

寄存器 
 √ √  

6.1 GPIO工作原理  √  √ 

6.2 GPIO寄存器及编程实例。   √  

7.1 PWM控制基本原理 √   √ 

7.2 F28335 PWM结构及组成单元  √ √  

8.1-8.2 AD转换基本原理及转换

模块 
√ √   

8.3-8.4 ADC排序器及寄存器  √ √ √ 

9.1 基于 F28335 和 CCS3.3 的开

发平台搭建实验 
 √ √ √ 

9.2 外部数据存储器数据读写实

验 
 √ √ √ 

9.3 基于 CPU 定时器中断的流水

灯实验 
 √ √ √ 

9.4 软件置位启动 ADC模块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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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23Q1       英文名称：Sensor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微机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项目设计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误差分类，误差计算与数据处理，掌握衡量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的各种指标参数的意义。 

目标 2：掌握电阻类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电感类传感器及其应用，电涡流

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电容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霍尔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热

电偶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目标 3：理解差动传感器设计的特点，二线制仪表的基本结构，接近开关的

特性与连线。 

目标 4：比较各类传感器的应用特点，能够在工程项目设计中进行合理选择，

并对传感器进行正确的标定及调零与调量程。 

二、课程内容 

（一）检测基本知识模块 （4课时） 

1.1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及准确度的计算；了解随机误差的概念及处理方法；

测量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1.2了解传感器的分类、组成及特性。 （2课时） 

（二）电阻式传感器模块 （8课时） 

2.1电阻应变传感器的分类、特性及应用；电桥电路的原理。 （2课时） 

2.2金属热电阻的分类、特点及接线方法；热敏电阻的分类、特性及应用。 

  （2课时） 

2.3气敏、湿敏电阻传感器及应用，湿度的概念。 （2课时） 

2.4实验一：应变传感器称重实验，误差分析及数据处理。 （2课时） 

（三）电感传感器模块 （5课时） 

3.1自感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差动变压器传感器的原理。 （2课时） 

3.2二线制仪表的原理及应用。 （1课时） 

3.3实验二：差动式传感器测量对比。 （2课时） 

（四）电涡流传感器模块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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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电涡流传感器工作原理、结构及特点；电涡流传感器的转换电路及应用。

  （2课时） 

4.2接近开关的概念、结构、分类、特点及用途。 （1课时） 

（五）电容传感器模块 （4课时） 

5.1 电容传感器工作原理、分类，电容传感器的转换电路；电容传感器的应

用。  （2课时） 

5.2实验三：不同特性对象的距离测量方式对比。 （2课时） 

（六）霍尔传感器模块 （2课时） 

6.1 霍尔效应及霍尔传感器的参数；霍尔集成电路的结构、特性、分类及特

性曲线。霍尔传感器的应用。 （2课时） 

（七）热电偶传感器模块 （6课时） 

7.1温标的概念、分类，热电效应及热电偶结构。 （2课时） 

7.2常用热电偶的型号、特点；冷端延长的方法及补偿导线的用途。  

  （2课时） 

7.3实验四：温度测量方式对比及数据处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检测技术与应用》（第 2版）梁森等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王诗军等 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传感器技术及应用》，何希才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 www.liangsen.net 梁老师答疑网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6.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误差计算、各

类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差动结构特点、二线制仪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胥飞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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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误差分

类计算，传感器参数

的意义  

目标 2：掌握电阻、

电感、电涡流、电

容、霍尔、热电偶

传感器的原理及应

用 

目标 3：理解差动传

感器特点，二线制

仪表结构，接近开

关的特性 

目标 4:合理选择

并对传感器进行

正确的标定及调

零与调量程 

1.1误差的计算 √   √ 

1.2传感器的组成及特性 √   √ 

2.1 电阻应变传感器的分类、特

性及应用；电桥电路的原理 
 √   

2.2金属热电阻；热敏电阻  √   

2.3气敏、湿敏电阻传感器  √   

2.4 实验一：应变传感器称重实

验，误差分析及数据处理 
√ √  √ 

3.1自感传感器的原理应用   √  

3.2二线制仪表的原理及应用   √  

3.3 实验二：差动式传感器测量

对比。 
√ √ √ √ 

4.1 电涡流传感器转换电路及应

用 
 √   

4.2接近开关的概念点及用途   √  

5.1电容传感器工作原理  √   

5.2 实验三：不同特性对象的距

离测量方式对比 
√ √  √ 

6.1霍尔效应及霍尔传感器  √   

7.1温标的概念，热电效应  √   

7.2冷端延长及补偿导线  √   

7.3 实验四：温度测量方式对比

及数据处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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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与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26Q1       英文名称：Project Design and Research  

学分/学时：2/60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现

代控制理论 

后续课程：无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为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课程综合前面学习到的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EDA技术、单片机技术、传感器与检测电路、DSP技术等，

并将这些技术用于实际电气项目系统设计中，同时通过本门课程的综合培训，为

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作好充分准备，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

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目标 1：掌握电气项目系统设计中传感器的选型方法、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目标 2：掌握最新模拟信号产生电路的原理和实现方法；集成运放、测量放

大器、采样保持器、有源滤波器、频率解码电路等模拟信号的常用模拟信号变换

单元。 

目标 3：掌握电路设计的一些设计思想与原理，同时掌握可靠性设计原则 

目标 4：掌握单片机应用的数据采集通道与接口、输出通道与接口，同时引

入基于 C语言的 DSP技术软件系统开发和基于 CPLD/FPGA的数字系统开发。 

目标 5：掌握电气项目系统设计的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怎样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 （2课时） 

1.1、成为合格工程师的基本知识，怎样算是一个好的工程师  （1课时） 

1.2、如何去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针对工程师的一些职业建议 （1课时） 

（二）电气项目系统设计中传感器 （6课时） 

2.1、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要求       （2课时） 

2.2、模拟传感信号的常用处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2课时） 

2.3、数字传感信号的常用处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2课时） 

（三）最新模拟信号产生电路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6课时） 

3.1、集成运放、测量放大器               （2课时） 

3.2、采样保持器、有源滤波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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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频率解码电路、锁相环电路            （2课时） 

（四）电路设计的一些设计思想与原则 （12课时） 

4.1 、电子产品的开发过程                     （4课时） 

4.2 、电子电路的设计流程与注意事项             （4课时） 

4.3 、可靠性设计（EMC、EMI、PCB布局与接地等）  （4课时） 

（五）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 （18课时） 

5.1、电路控制方式全析                          （2课时） 

5.2、嵌入式系统详解                              （4课时） 

5.3、基于 C语言的 DSP技术软件系统开发         （6课时） 

5.4、基于 CPLD/FPGA的数字系统开发              （6课时） 

（六）电气项目系统设计的调试方法 （6课时） 

6.1、电路调试工具（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等）   （2课时） 

6.2、调试方法（调试的步骤与一些注意事项）         （2课时） 

6.3、维修方法（维修的一些简单方法与维修原则）         （2课时） 

（七）电子系统设计举例 （10课时） 

7.1 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为例，系统的培训学生的总体电子系

统设计能力。 （10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第 3版）  贾立新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华为硬件工程师手册》  百度文库 

2. 《华为软件设计规范》    百度文库 

3. 《电子产品开发设计与实践教程》  解相吾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11 

4. 《系统架构：复杂系统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美）爱德华·克劳利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2 

5. 《系统分析与设计：敏捷迭代方法》（原书第 6 版）[美]约翰 W. 萨茨辛

格，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7.01 

6. 《创客空间搭建指南 工具 设备与制作实例》 [美]Adam Kemp 主编 人民

邮电出版社出版,2016.03 

7. 《DSP 技术实践教程——TMS320F28335 设计与实验》姚晓通等编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12  

8. 《嵌入式应用项目设计与开发典型案例详解》，熊茂华等主编，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2.09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Adam&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Kemp&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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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PLD/FPGA 应用项目教程》张智慧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5.08 

10. 《Altium Designer 实战攻略与高速 PCB 设计》 黄杰勇等编著，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5.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7.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课堂讨论（10%）+

考勤作业等（10%）。 

8.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项目设计报告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

拓扑设计、元器件选型设计、原理图及 PCB 设计、抗干扰设计、程序模块设计、

仿真设计报告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彬彬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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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

气项目系统设

计中传感器的

选型方法、工

作原理及使用

方法。  

目标 2：掌握最

新模拟信号产

生电路的原理

和实现方法 

目标 3：掌握电

路设计的一些

设计思想与原

理，同时掌握

可靠性设计原

则 

目标 4:掌握单片机应

用的数据采集通道与

接口、输出通道与接

口，同时引入基于 C语

言的 DSP技术软件系统

开发和基于 CPLD/FPGA

的数字系统开发 

目标 5：掌握

电气项目系

统设计的调

试方法。 

1.1 成为合格工程师的基本

知识，怎样算是一个好的工

程师 

√ √ √ √ √ 

1.2 如何去做一名优秀的工

程师，针对工程师的一些职

业建议 

√ √ √ √ √ 

2.1 常用传感器及其应用要

求 
√   √ √ 

2.2 模拟传感信号的常用处

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     

2.3 数字传感信号的常用处

理单元及应用举例 
√     

3.1集成运放、测量放大器   √    

3.2 采样保持器、有源滤波

器    
 √    

3.3 频率解码电路、锁相环

电路 
 √  √ √ 

4.1电子产品的开发过程  √ √ √ √ √ 

4.2 电子电路的设计流程与

注意事项   
√ √ √ √ √ 

4.3可靠性设计（EMC、EMI、

PCB布局与接地等）  
√ √ √ √ √ 

5.1电路控制方式全析    √ √ √ 

5.2嵌入式系统详解    √ √ 

5.3 基于 C 语言的 DSP 技术

软件系统开发 
     

5.4 基于 CPLD/FPGA 的数字

系统开发  
   √ √ 

6.1电路调试工具（万用表、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

等） 

  √ √ √ 

6.2 调试方法（调试的步骤

与一些注意事项）  
     

6.3 维修方法（维修的一些

简单方法与维修原则） 
  √ √ √ 

7.1 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的题目为例，系统的培

训学生的总体电子系统设计

能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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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28Q1        英文名称：Modern Control Theo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控制理论的发展，掌握系统建模的方法，准确画出模拟结构图，

并了解现代控制理论在控制器设计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求取系统自由解及一般解的基本方法，掌握状态转移矩阵的几

种性质，学会判断系统能控性及能观性的几种判据，并了解他们之间的对偶关系。 

目标 3：掌握用以判断系统稳定性的李亚普诺夫第一方法和第二方法，了解

该方法与传统判别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学会利用将李亚普诺夫第二方法应用到非

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判别中。 

目标 4：掌握基于状态反馈的极点配置方法、掌握全维观测器和降维观测器

的构造原理，学会利用观测值实现状态反馈。 

二、课程内容 

（一）控制系统特性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2 状态变量，状态空间及状态方程的基本概念、状态空间表达式的系统框

图及模拟结构图。 （2课时） 

1.2 状态变量及状态空间表达式建立的两种方法，状态空间表达式和传递函

数之间的转换关系。 （3课时） 

1.3线性定常齐次状态方程的自由解、矩阵指数函数的性质分析及求取方法。

  （3课时） 

1.4线性定常系统非齐次方程的解、不同信号激励下化简后的解的表达式。 

  （2课时） 

（二）能控性能观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2.1能控性的基本定义、线性定常系统能控性判别方法。 （3课时） 

2.2 能观性的基本定义、线性定常系统能观性的判别方法、能控性与能观性

之间的对偶关系。 （3课时） 

2.3状态空间表达式的能控标准型和能观标准型，线性系统的结构分解。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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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传递函数的实现问题、传递函数中零极点的对消与状态能控性和能观性

之间的关系。 （1课时） 

（三）稳定性与李雅普诺夫方法 （3课时） 

3.1 李雅普诺夫关于稳定性的定义、李雅普诺夫判断稳定性的第一方法和第

二方法。 （2课时） 

3.2李雅普诺夫方法在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中的应用。 （1课时） 

（四）线性定常系统的综合 （8课时） 

4.1线性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特性、系统极点配置问题。 （3课时） 

4.2线性系统的镇定问题和解耦问题。 （1课时） 

4.3 状态观测器的全维和降维设计方法、利用状态观测器实现状态反馈的方

法。  （4课时） 

（五）考试 （2课时） 

5.1课堂检测学生学习效果。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控制理论》 （第三版），刘豹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线性系统理论》，郑大钟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线性系统理论》，陈晓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3.《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王孝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13 年 

4.《现代控制理论》，俞立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现代控制理论》（第 2 版），张嗣瀛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6.《现代控制理论》（第 2 版），夏超英编著，科学出版社，2017 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状态空间表达

式的建立、模拟结构图、线性状态方程的解、能控性及能观性的判别方法、李雅

普诺夫第二方法的应用、极点配置的应用、状态观测器设计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永慧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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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系统建

模的方法，准确画出

模拟结构图 

目标 2：掌握求取系

统解的方法，学会

判断系统能控性及

能观性的几种判据 

目标 3：学会利用将

李亚普诺夫第二方

法应用到非线性系

统的稳定性判别中 

目标 4:掌握基于

状态反馈的极点

配置方法、掌握

观测器的构造原

理  

1.1画模拟结构图的方法 √    

1.2 状态空间表达式建立、求取

传递函数的方法 
√    

1.3 求取系统自由解及系统转移

矩阵的表达式 
√    

1.4输入量对系统表达式的影响 √    

2.1系统化为约旦标准型方法  √   

2.2 能控性及能观性矩阵的构造

方法 
 √   

2.3 能控能观标准 1 型 2 型的变

换方法 
 √  √ 

2.4传递函数的最小实现  √   

3.1 李雅普诺夫对稳定性的定义

及第一第二判别方法 
  √  

3.2 判别方法在线性系统和非线

性系统中的应用 
  √  

4.1线性系统反馈的三种类型    √ 

4.2线性系统镇定的定义及方法    √ 

4.3基于能观标准型设计观测器    √ 

5.1考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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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29Q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Contro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控制系统仿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智能控制产生的背景、起源与发展，掌握智能控制的定义、特

点和研究工具。 

目标 2：掌握现有主要智能控制系统的作用原理、类型结构、设计要求、控

制特性和应用实例。这些系统包括专家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神经网络控制

系统、进化类算法等。 

目标 3：掌握使用 Matlab软件进行模糊控制系统及进化类算法的设计和仿真。 

目标 4：了解智能控制系统研究和应用领域，把握智能控制的发展方向及相

关技术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智能控制的相关概念 （2课时） 

1.1智能控制的发展过程和几个重要分支 （1课时） 

1.2智能控制的特点、研究工具及应用 （1课时） 

（二）专家控制系统的概念、原理及应用 （4课时） 

2.1专家控制系统的构成和建立 （1课时） 

2.2专家控制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及特点 （1课时） 

2.3 专家 PID控制原理及仿真实例 （2课时） 

（三）模糊控制概念、原理及应用 （12课时） 

3.1 模糊控制的理论基础，包括模糊集合、隶属函数、模糊关系及其运算，

模糊推理等 （4课时） 

3.2 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和组成、模糊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模糊控制系统分

类  （3课时） 

3.3模糊控制器的设计及其 Matlab仿真 （2课时） 

3.4简单的自适应模糊控制的模糊逼近原理和控制算法分析 （2课时） 

3.5 模糊控制的发展现状、方向和面临的问题 （1课时） 

（四）神经网络控制概念、原理及应用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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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神经网络理论基础，包括神经网络发展历程、原理、分类、学习算法、

特征等  （3课时） 

4.2典型神经网络 BP、RBF的结构、算法及实例 （3课时） 

4.3 神经网络控制的结构、控制算法及 Matlab仿真实例 （2课时） 

（五）智能算法及其应用 （6课时） 

5.1 遗传算法的起源、原理、特点、算法设计 （2课时） 

5.2 基于遗传算法的应用，如 TSP问题优化仿真 （2课时） 

5.3 其他智能算法的概念和原理（学生学习，分组报告）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智能控制》（第 4版），刘金琨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控制理论与技术》（第二版），孙增圻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2 

2. 《智能控制》，李士勇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3. 《智能控制导论》（第二版），蔡自兴等编著，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11 

4. 《智能控制原理与应用》，蔡自兴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1 

5. 《Intelligent Control: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Zi-xing Cai 等

编著，World Scientific，2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报告（40%），考勤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智能控制的定义、

原理及特点；专家系统的原理和应用；模糊集合运算、模糊逻辑推理；神经网络

结构与算法、BP 神经网络控制；遗传算法的原理及相应算子的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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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智能

控 制产 生的 背

景、起源与发展，

掌握智能控制的

定义、特点和研

究工具。 

目标 2：掌握现有主要智能控

制系统的作用原理、类型结

构、设计要求、控制特性和

应用事例。这些系统包括专

家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

神经网络控制系统、进化类

算法等。 

目标 3：掌握使

用 Matlab软件

进行模糊控制

系统及进化类

算法的设计和

仿真。 

目标 4:了解智能

控制系统研究和

应用领域，把握

智能控制的发展

方向及相关技术

问题。 

1.1 智能控制的发展过程和几个

重要分支 
√    

1.2 智能控制的特点、研究工具

及应用 
√   √ 

2.1专家控制系统的构成和建立  √   

2.2 专家控制的基本原理、关键

技术及特点 
 √   

2.3 专家 PID控制原理及仿真事

例 
 √ √  

3.1 模糊控制的理论基础，包括

模糊集合、隶属函数、模糊关系

及其运算，模糊推理等 

 √   

3.2 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和组成、

模糊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模糊

控制系统分类 

 √   

3.3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及其

Matlab仿真 
 √ √  

3.4 简单的自适应模糊控制的模

糊逼近原理和控制算法分析 
 √   

3.5 模糊控制的发展现状、方向

和面临的问题 
   √ 

4.1 神经网络理论基础，包括神

经网络发展历程、原理、分类、

学习算法、特征等 

√ √  √ 

4.2 典型神经网络 BP、RBF 的结

构、算法及实例 
 √   

4.3 神经网络控制的结构、控制

算法及 Matlab仿真实例 
 √ √  

5.1 遗传算法的起源、原理、特

点、算法设计 
√ √   

5.2 基于遗传算法的应用，如

TSP问题优化仿真 
  √ √ 

5.3 其他智能算法的概念和原

理（学生学习，分组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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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维护与调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1P1          

英文名称：Automation System Maintenance and Debugging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实习企业：自动化相关企业，电气集团各企业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气化设备的类别、结构、使用、设计和生产，提高对自动化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的认识。 

目标 2：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敬

业精神，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 

目标 3：了解并熟悉毕业设计课题的技术要求，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

据及参考资料，为完成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标 4：掌握撰写文书、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二、课程内容 

（一）听报告、专题、现场实习 （4天）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技术管理人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企业的

经营、管理和生产模式； 

1.2 结合自己的实习单位，学习自动化技术在工厂里面具体应用； 

1.3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

技术应用情况； 

1.4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撰写实习日记。 

1.5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和

生产的相关资料； 

（二）复习、整理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天） 

2.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三、实习要求 

1、实习工厂的选择要求 

（1）本专业生产（毕业）实习工厂应具有中、大型规模和现代化的技术水

平，拥有较多类型的自动化设备，生产技术较先进。工厂的实习培训部门有一定

的接纳能力和培训经验，有进行实习指导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应能提供较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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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纸资料等技术文件； 

（2）优先选择为学生实习提供采用先进设备制造技术的工厂或生产过程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 

（3）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同时选择有关的几个大、中型工厂企业； 

（4）建议实习单位为：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上海汽轮发电机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自动化研究所、上海锅炉厂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等。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责任心强，认真刻苦，身体健康。实习中要强调教

书育人，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2）指导实习的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好的实践能力。能组

织实习活动，与工厂相互配合，完成实习全过程。指导学生记实习笔记，写实习

报告等。实习结束后，对学生实习成绩给出实事求是的评定； 

（3）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能合理搭配，应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

坚持原则，关心学生的实习、生活等。作学生的良师益友。 

3、对学生的要求 

（1）明确实习任务，认真学习实习大纲，提高对实习的认识，做好思想准

备； 

（2）认真完成实习内容，按规定记实习笔记，撰写实习报告，收集相关资

料； 

（3）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尊重知识，敬重他人，及时整理实习笔

记、报告等。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自觉遵守学校、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服从指导教师的领导，培

养良好的风气； 

（5）实习结束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实习笔记、实习报告等。 

四、课程教材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10%）、工作态度和表现（20%）、

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实习日记（20%）。 

2. 实习报告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政治思想个业务工作等方面的表现、

收获和体会，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评定时结合实习材料和实习单位评定意见。 

六、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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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电气化

设备的类别、结构、

使用、设计和生产，

提高对自动化产品设

计与制造技术的认

识。 

目标 2：提高社会交

往能力，学习工人师

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

优秀品质和敬业精

神，培养学生的专业

素质。 

目标 3：了解并熟悉

毕业设计课题的技术

要求，有针对性地收

集相关技术数据及参

考资料，为完成毕业

设计打下坚实的基

础。 

目标 4：掌握撰

写文书、报告

的正确格式，

能全面、系统

地总结实习的

收获与心得体

会。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技

术管理人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

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模

式； 

√  

 

 

1.2 结合自己的实习单位，学习

自动化技术在工厂里面具体应

用； 

√ √ 

 

 

1.3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

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

现代化生产技术应用情况； 

 √ 

 

√ 

1.4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

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撰写实

习日记。 

 √ 

 

√ 

1.5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

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

营、管理和生产的相关资料； 

 √ 

 

√ 

2.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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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产品与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3B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of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微机原理及应用等 

后续课程：计算机控制、过程控制等 

 

一、课程目标 

1、掌握现代公司结构，项目组的基本组成，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 

2、掌握各种电工工具、焊接技术、印制电路板技术、学会电子器件的焊接、

电子电路的调试方法和软件设计方法。 

3、掌握电子项目管理的 6 步骤法，掌握电气电子项目中研究问题的方法，

掌握通过数据库、因特网等工具收集信息的方法。 

4、掌握制定项目设计规范的方法。 

5、能够利用 cantt 图、PERT/CPM 等工具制定项目实施计划。 

6、掌握 EDA 相关仿真软件、编程软件和硬件制作方法执行项目的实施计划

的方法与流程。 

7、掌握电子项目验证解决方案的方法。 

8、掌握对项目进行总结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传授学生基本电气电子产品（包括控制器芯片类、模拟电子器件

类及数字电子器件类）、自动化工程类项目管理方法（项目管理六步骤法）以及

自动化工程类项目管理过程的基本知识。重点在于自动化工程类项目管理的方法。 

主要内容（Brief list of topics to be covered） 

1、项目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现代公司的基本结构、执行总裁的功能，工程部门的任务、生产和运营

部门的任务。 

1.2 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并行工程概念、项目管理方法。 

1.3 认证机构概述、全美电气规程、CE 认证、CSE 国际标准协会。 

1.4 电子项目管理的 6 步骤法的每个步骤内容，以及每个步骤之间的关系。 

2、电气电子产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电烙铁、去焊工具、剥线钳、绕线工具、万用表、校验仪等电工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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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2.2 手工焊接电路板技术和拆焊技术 

2.3 掌握无焊电路实验板、通用印制电路实验板的接线方法和使用方法，了

解表面安装技术（SMT）。 

2.4 印制电路实验板、制作电路实验板、测试电路实验板。 

2.5 自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方法；单片机最小系统构成；利用单片机、电机、

传感器构建反馈控制系统。 

3、研究问题、收集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研究项目需要哪些问题，制定项目的战略目标。 

3.2 掌握通过期刊、会议、网络、市场等多种渠道进行信息收集的方法。 

3.3 掌握撰写设计建议书的方法。 

4、制定项目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项目一般性描述的写作方法。 

4.2 掌握项目性能规范、功能规范、输入电源、包装规范、环境规范、操作

规范、成本规范和软件规范等规范的制定方法。 

5、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5.1 掌握利用 Gantt 图制定“执行计划”、“验证项目”和“项目总结”的进

度表。 

5.2 掌握利用 GPERT/CMP 图制定“执行计划”、“验证项目”和“项目总结”

的进度表。 

6、执行项目实施计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6.1 项目整体分解基本方法和初步设计基本方法。 

6.2 项目元件选择方法和电路仿真方法。 

6.3 项目软件设计方法。 

6.4 项目 PCB 板设计方法和电路实验板设计方法。 

6.5 项目样机开发方法与测试方法。 

7、验证解决方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7.1 产品质量保证及制造过程的规范。 

7.2 产品制造过程的测试和校准。 

7.3 拷机与产品可靠性测试。 

7.4 产品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产品试运行。 

8、项目结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8.1 项目的性能目标。 

8.2 执行项目进度表的情况。 

8.3 项目成本目标、质量水平、销售目标、整体经济性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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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教材（TEXT BOOK）: 《电子项目管理》，钮文良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4.10 

参考资料（OTHER SUPPLEMENTAL MATERIALS）: 

1. 《项目管理教程》，骆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1 

2. 《项目管理教程》，杨小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1 

3. 《软件项目管理案例教程》（第 4 版），韩万江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3 

4．电子 CDA----PROTEL 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5．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和作业。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公司结构，

项目组的基本组成，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各种电工工具、焊接技术、印制电路

板技术、学会电子器件的焊接、电子电路的调试方法和软件设计方法；电子项目

管理的 6 步骤法，电气电子项目中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数据库、因特网等工具

收集信息的方法；制定项目设计规范的方法；能够利用 cantt 图、PERT/CPM 等

工具制定项目实施计划； EDA 相关仿真软件、编程软件和硬件制作方法执行项

目的实施计划的方法与流程；电子项目验证解决方案的方法；项目总结的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西超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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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现代

公 司 结

构，项目

组的基本

组成，掌

握项目管

理的基本

概念，掌

握电子项

目管理的

6步骤法。 

目标 2：掌

握各种电

工工具、焊

接技术、印

制电路板

技术、学会

电子器件

的焊接、电

子电路的

调试方法

和软件设

计方法 

目标 3：掌

握电气电

子项目中

研究问题

的方法，

掌握通过

数据库、

因特网等

工具收集

信息的方

法 

目标 4:

掌 握制

定 项目

设 计规

范 的方

法 

目标 5：

能 够利

用

cantt

图 、

PERT/CP

M 等工

具 制定

项 目实

施计划 

目标 6：

掌握EDA

相 关 仿

真软件、

编 程 软

件 和 硬

件 制 作

方 法 执

行 项 目

的 实 施

计 划 的

方 法 与

流程 

目标

7：掌

握电

子项

目验

证解

决方

案的

方法 

目 标

8：掌

握 对

项 目

进 行

总 结

的 方

法 

1.1现代公司的基本

结构、执行总裁的功

能，工程部门的任

务、生产和运营部门

的任务 

√        

1.2工程项目管理的

概念、并行工程概

念、项目管理方法 

√        

1.3认证机构概述、

全美电气规程、CE

认证、CSE国际标准

协会 

√        

1.4电子项目管理的

6步骤法的每个步骤

内容，以及每个步骤

之间的关系 

√        

2.1电烙铁、去焊工

具、剥线钳、绕线工

具、万用表、校验仪

等电工工具的使用

方法 

 √       

2.2手工焊接电路板

技术和拆焊技术 
 √       

2.3掌握无焊电路实

验板、通用印制电路

实验板的接线方法

和使用方法，了解表

面安装技术（SMT） 

 √       

2.4 印制电路实验

板、制作电路实验

板、测试电路实验板 

 √       

2.5自动控制系统工

程设计方法；单片机

最小系统构成；利用

单片机、电机、传感

器构建反馈控制系

统 

 √       

3.1 研究项目需要

哪些问题，制定项目

的战略目标 

√  √      

3.2 掌握通过期刊、

会议、网络、市场等
√  √      



 

 661 

多种渠道进行信息

收集的方法 

3.3 掌握撰写设计

建议书的方法 
√  √ √     

4.1 项目一般性描

述的写作方法 
√   √     

4.2 掌握项目性能

规范、功能规范、输

入电源、包装规范、

环境规范、操作规

范、成本规范和软件

规范等规范的制定

方法 

√   √     

5.1 掌握利用 Gantt

图制定“执行计划”、

“验证项目”和“项

目总结”的进度表 

√    √ √   

5.2 掌 握 利 用

GPERT/CMP 图制定

“执行计划”、“验证

项目”和“项目总结”

的进度表 

√    √ √   

6.1 项目整体分解

基本方法和初步设

计基本方法 

√     √   

6.2项目元件选择方

法和电路仿真方法 
√     √   

6.3 项目软件设计

方法 
√     √   

6.4 项目PCB板设计

方法和电路实验板

设计方法 

√     √   

6.5 项目样机开发

方法与测试方法 
√     √   

7.1 产品质量保证

及制造过程的规范 
√      √  

7.2 产品制造过程

的测试和校准 
√      √  

7.3 拷机与产品可

靠性测试 
√      √  

7.4 产品文献资料

的整理和产品试运

行 

√      √  

8.1 项目的性能目

标 
√       √ 

8.2 执行项目进度

表的情况 
√       √ 

8.3 项目成本目标、

质量水平、销售目

标、整体经济性能的

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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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5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basi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电子基础、机电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理论的基本概念、定律与定理、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等。 

目标 2：掌握正弦交流电路分析等。 

目标 3：学习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交流电动机等。 

目标 4：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10课时） 

1.1实际电路和电路模型、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2课时） 

1.2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 （2课时） 

1.3独立电源、电路的工作状态。 （1课时） 

1.4基尔霍夫定律、电压和电位的计算。 （2课时） 

实验 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 （2课时） 

（二）电路的元器件 （6课时） 

2.1二端网络及等效概念。 （1课时） 

2.2电阻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1课时） 

2.3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联结及等效。 （1课时） 

2.4电感、电容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1课时） 

2.5电源模型的等效。 （2课时） 

（三）电路的分析方法 （8课时） 

3.1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 （2课时） 

3.2结点电压法。 （2课时） 

3.3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 （2课时） 

实验 2：戴维南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2课时） 

（四）电路的暂态分析 （6课时） 

4.1动态电路概论、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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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三要素法。 （2课时） 

4.3阶跃响应的基本分析、二阶响应的基本分析。 （2课时） 

（五）正弦交流电路 （12课时） 

5.1正弦电路概论、相量法。 （1 课时） 

5.2 R、L、C 单一参数电路，RLC 串联电路及串联谐振 （1 课时） 

5.3 RLC 并联电路及并联谐振、正弦电路的分析 （2 课时） 

5.4正弦电路的功率及功率因数的提高 （1 课时） 

5.5 三相电路 （3课时） 

实验 3：元件 R、L、C 的串联及并联交流电路的研究 （2 课时） 

实验 4：荧光灯电路的研究 （2 课时） 

（六）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 （3课时） 

6.1 磁路及其分析方法 （1 课时） 

6.2 交流铁心线圈电路 （1 课时） 

6.3 变压器 （1 课时） 

（七）交流电动机 （3课时） 

7.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转动原理 （1 课时） 

7.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分析、转矩与机械特性 （1 课时） 

7.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调速、制动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学》（第 7版）上册，秦曾煌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 

1. 《电路》，邱关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2. 《电机与拖动基础》，张广溢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考评（考勤、作业等）占 20%，实验成绩占 20%，期终考试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任晓明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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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理

论的基本概念、定律

与定理、电路的基本

分析方法等。 

目标 2：掌握正弦交

流电路分析等。 

目标 3：学习磁路与

铁心线圈电路，交

流电动机等。 

目标 4：掌握万用

表、示波器、函

数发生器等仪器

仪表应用。 

1.1 实际电路和电路模型、电路

的基本物理量 
√    

1.2电阻、电感和电容元件 √    

1.3独立电源、受控电源 √    

1.4电路的工作状态 √    

1.5 基尔霍夫定律、电压和电位

的计算 
√   √ 

2.1二端网络及等效概念 √    

2.2电阻的串联、并联及等效 √    

2.3 电阻的星形、三角形联结及

等效 
√    

2.4 电感、电容的串联、并联及

等效 
√    

2.5电源模型的等效 √   √ 

3.1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 √    

3.2结点电压法 √    

3.3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 √   √ 

4.1 动态电路概论、一阶电路的

零输入响应、一阶电路的零状态

响应 

 √   

4.2 一阶电路的全响应及三要素

法 
 √   

4.3 阶跃响应的基本分析、二阶

响应的基本分析 
 √   

5.1正弦电路概论、相量法  √   

5.2 R、L、C单一参数电路，RLC

串联电路及串联谐振 
 √   

5.3 RLC 并联电路及并联谐振、

正弦电路的分析 
 √   

5.4 正弦电路的功率及功率因数

的提高 
 √   

6.1 磁路及其分析方法     

6.2 交流铁心线圈电路     

6.3 变压器     

7.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转

动原理 
    

7.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路分

析、转矩与机械特性 
    

7.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调

速、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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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6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Techniqu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机电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学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在单相逆变电路、斩波电路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基本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掌握差分放大电路、运

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学会功率放大电路的制作与调试，并了解反馈在控制电路

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本逻辑门电路的应用，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掌

握 D 触发器、555 集成定时器的应用，学会利用逻辑电路制作实现某种功能的控

制电路。 

目标 4：学会使用电子 CAD 软件，学会电子器件的焊接、电子电路的调试方

法。 

目标 5：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电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 半导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伏安特性及主要参数，稳压二极管的基本特

性、主要参数。 （2课时） 

1.2 单相半波、全波，单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整流电路参数计

算。  （4课时） 

1.3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滤波器在整流电路中的作用。 （1课时） 

1.3 直流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及基本组成，掌握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方

法。  （1课时） 

1.5 常用电力电子器件 IGBT、VDMOS 的使用方法，单相桥式逆变电路及斩波

电路的工作原理。 （2课时） 

1.6制作电源整流电路。 （2课时） 

（二）检测放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2.1 双极型晶体管的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共射极、共集电极单管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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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工作点的作用和简化微变等效电路的分析方法。 （6课时） 

2.2 放大电路的基本性能指标，多级放大电路的组成；基本的互补对称功率

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1课时） 

2.3差分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1课时）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比例、加、减、积分和微分运算的工作原理；电

压比较器的应用；有源滤波器的组成。 （5课时） 

2.5反馈基本概念、反馈类型和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 （1课时） 

2.6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块。 （2课时） 

（三）逻辑与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 数字量的概念，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异或门的逻辑功能，三态

门概念及应用。 （2课时）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 （4课时）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译码器的工作原理，七段 LED 显示译码驱动器的

功能。  （2课时） 

3.4时序逻辑电路的工作原理， D触发器应用。 （2课时） 

3.5 555集成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单稳态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2课时） 

3.6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块。 （2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电源模块、检测放大模块及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3课时）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3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电子 CAD的应用，电络铁的使用等 

5.2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学》（第 7版）下册，秦曾煌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 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 版），阎石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0 

5. 《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7 

6．电子 CDA----PROTEL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7．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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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4.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二极管的应用、

单相整流电路应用、基本放大电路应用、运算放大器的应用、D 触发器的应用、

逻辑电路的设计及应用、555 集成电路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军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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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相

桥式整流电路，学

会稳压电路的制

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 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 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 
√     

1.3 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

的作用 
√     

1.4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

用方法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

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

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 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

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

原理及应用 
 √    

2.5 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

电路性能的影响。 
 √    

2.6 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

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 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

译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

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 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

块。 
  √ √ √ 

4.1 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

逻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5.1 电子 CAD 的应用，电络

铁的使用等 
√ √ √ √ √ 

5.2 万用表、示波器、函数

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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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7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 Interface Technique of Micro-compute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工学、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 语言） 

后续课程：嵌入式系统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 51系列单片机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C51程序设计方法及最

小系统组成，了解微处理器控制系统工作原理，能运用 51 系列单片机设计开发

彩灯控制电路，能运用 51 系列单片机设计开发 LED 数码管，了解点阵显示电路

工作原理。 

目标 2：掌握 51系列单片机键盘电路的设计与开发，能运用拨档开关、矩阵

键盘结合显示电路设计开发具有一定功能的应用电路，了解专用键盘控制芯片的

运用。 

目标 3：掌握 51系列单片机模拟输入输出通道（A/D、D/A）接口电路的设计

开发，学习 51 系列单片机并行接口电路及存储器的扩展，了解计算机控制系统

专用 I/O口扩展芯片。 

目标 4：掌握 51系列单片机串行通信电路的设计及应用，了解 I2C总线等通

信总线工作原理。 

目标 5：能运用 51系列单片机制作完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控制系统（包括控制

系统任务分解，软硬件架构设计），并能进行展示；学会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调试

方法及手段，具备一定工程技术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 

目标 6：结合本专业实际，设计一个能控制实验室机械设备的简单单片机控

制系统，进一步体验单片机在本专业的重要作用。 

目标 6：掌握 Proteus仿真软件、Keil C的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单片机基础知识 （14学时） 

1.1 认识微机控制系统，了解单片机应用实例，学习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组成、

工作原理，了解微机控制系统的发展及应用范围。  

1.2 理解计算机系统有符号数、无符号数及补码的含义，了解计算机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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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方法、数据计算及溢出等基础知识。 

1.3 掌握 51单片机内部结构、存储结构及引脚功能，学会使用 51单片机的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学会使用 Keil C及 Proteus软件的使用。 

1.4 掌握 C51程序设计方法（数据类型、变量定义、程序结构，流程图的编

制，程序的调试等）。  

1.5 掌握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实现。 

（二）单片机显示系统 （18学时） 

2.1 掌握单片机彩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2.2 实验一，单片机彩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实验二，三八译码器 

2.3 掌握中断系统概念、51 单片机中断系统及应用、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

了解中断响应过程；学会 C51函数的编程及应用 

2.4 掌握 51单片机定时器 / 计数器工作方式，学会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的设

计、定时查询程序的设计，学会单片机定时器系统的应用。 

2.5 实验三，报警控制器。 

实验四，交通灯控制系统。 

2.6 掌握 LED 数码管、LCD显示原理及接口技术，了解 LED点阵显示器接口

电路的设计及应用。  

2.7 实验五，秒表计控制系统的实现。 

2.8 了解键盘的基本概念，掌握独立式键盘及其接口电路、矩阵式键盘及其

接口电路的软硬件设计。 

2.9 实验六，3*3矩阵式键盘识别技术的实现。 

（三）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 （4课时） 

3.1 了解数据采集系统的架构，掌握 A/D 转换器的选择要点、ADC0809转换

器及其接口的设计，学习输入缓冲电路的设计。 

3.2 了解数字温度传感器、模拟温度传感器接口电路的软硬件设计。 

3.3 掌握 D/A 转换器的选择要点、DAC0832 转换器及其接口，D/A 转换电路

的软硬件设计。 

3.4 掌握单片机总线扩展、存储器扩展、I/O扩展的方法， 

（四）单片机通信控制电路 （4课时） 

4.1 了解计算机通信基础，掌握异步串行通信数据格式、RS-232C 串行通信

接口，双机通信的 3 线制连线方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串行口的工作方式及应

用，掌握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实现方法；了解单片机多机通信。 

（五）项目设计与实现 （8课时） 

A、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功能明确，具有一定展示度的作品，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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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的任

务。 

2．要求完成设计作品，即要求完成作品软硬件的设计与制作，完成软硬件

的调试，学会工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3．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电路原理图、程序框图及

源代码。 

4. 制作 PPT，交流汇报。 

B、大作业 2：结合实验室机电控制实际，设计能完成部分相关功能的单片机

控制子系统（电机正反转控制、气电液控制、时序控制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 编程+Proteus 仿真》，张毅刚等著， 高等教

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单片机原理与 C51编程》（第 4版），宋彩利等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C51单片机及应用协同设计》，徐煜明，电子工业出版社 

3.《MCS-51系列单片机实用接口技术》, 李华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4.《ATMEL89 系列单片机应用技术》，余拥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5. http://www.eeworld.com.cn/mcu/51mcu/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作业+测验（20%）、考勤作业等（10%）、

课程实验（20%）、项目作品（30%（大作业 A）+20%（大作业 B））。 

6. 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51 单片机基

本结构、中断及定时器的应用、显示及键盘电路的软硬件设计、A/D、D/A 电路

的软硬件设计、单片机扩展电路及单片机通信电路软硬件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韩强  审核人：  胥飞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www.eeworld.com.cn/mcu/51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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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51 单片机基

础知识、学会

显示电路设计

与调试 

目标 2：掌握

单片机键盘电

路设计方法，

学会键盘控制

应用电路 

目标 3：掌握模

拟通道接口电

路设计方法，学

会数据采集电

路的设计与调

试 

目标 4:

掌 握 单

片 机 通

信 电 路

的 设 计

方法 

目标 5：设计

制作具有一

定功能的单

片机控制电

路并能演示 

目标 6：掌握

Proteus 仿

真软件、学

会利用 Keil 

C 调试程序

方法 

1.1单片机组成、工作原理 √      

1.2 计算机内部数据表示

方法 
√      

1.3 单片机内部结构及时

钟复位电路 
√      

1.4 C51程序设计 √     √ 

1.5单片机最小系统 √      

2.1单片机彩灯控制电路 √      

2.2实验 1单片机彩灯控制

系统的实现 
√     √ 

2.3 单片机中断系统及应

用 
√      

2.4 单片机定时系统及应

用 
√      

2.5实验 2交通灯控制系统

的实现 
√     √ 

2.6 LED、LCD显示电路 √      

2.7实验 3秒表计控制电路

的实现 
√     √ 

2.7单片机矩阵键盘电路  √     

2.8 实验 4  3*3 矩阵式键

盘识别技术的实现 
 √    √ 

3.1 A/D转换器及应用   √    

3.2 温度传感器电路设计   √    

3.3  D/A转换器及应用   √    

3.4 实验 5 温度显示器/波

形发生器 
  √   √ 

4.1单片机通信电路设计    √   

4.2 实验 6 双机通信电路

的实现 
   √  √ 

4.3 I2C总线、CAN总线     √   

5.1项目设计与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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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9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oject 

学分/学时：10/15 周         适用专业：适用于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要求的全部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根据学生毕业设计的具体课题，学生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实际独立完成课题的工作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目标 3：训练学生了解和熟悉科学研究的基本环节和研究方法。 

目标 4：培养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资料调研，确定研究课题和研究内容，要求课题必须是企业课

题，且有企业导师共同指导，撰写课题研究开题报告。 （2 周） 

（二）、开题答辩。 （1 周） 

（三）、根据开题答辩中存在的问题对课题进行修正或完善。 （1 周） 

（四）、提出初步设计方案。 （2 周） 

（五）、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实验、设计方案优化研究，包括硬件、软件系统

的设计与调试。 （4 周） 

（六）、对设计系统进行总体调试，最终达到系统设计方案的要求。（2 周） 

（七）、撰写毕业设计报告（论文），要求符合科技论文要求。 （2 周） 

（八）、毕业答辩。 （1 周）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下达

的毕业设计（论文）任务。 

三、课程教材 

1、各种技术资料。 

2、与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毕业设计的考核课 

1、通过开题答辩、中期答辩、论文评审和最后答辩综合评定。 

2、总成绩由以下部分构成： 

毕业设计成绩=指导教师审阅（30%）+评阅（20%）+答辩（50%） 

毕业设计成绩不及格者，经一定时间整改后，进行重新答辩，合格者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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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合格者重修。 

评定依据包括： 

（1）学生出勤情况及组织纪律性方面的表现； 

（2）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 

（3）学生的工作量和工作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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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生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结

合实际独立完成课题

的工作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 

目标 3：训练学生了

解和熟悉科学研究

的基本环节和研究

方法。 

目标 4：培养学生

撰写学术论文和

学 位 论 文 的 能

力。 

1.课题资料调研，确定研究课题

和研究内容，要求课题必须是企

业课题，且有企业导师共同指导，

撰写课题研究开题报告。 

√   √ 

2.开题答辩。  √    

3.根据开题答辩中存在的问题对

课题进行修正或完善。 
 √   

4.提出初步设计方案。  √ √  

5.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实验、设计

方案优化研究，包括硬件、软件

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 √  

6.对设计系统进行总体调试，最

终达到系统设计方案的要求。 
√ √ √  

7.撰写毕业设计报告（论文），要

求符合科技论文要求。 
   √ 

8.毕业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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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1A1         

英文名称： Data Acquisition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电子技术、PLC 原理与应用 

后续课程：工业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WINCC项目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学会安装 WINCC软件和创建 WINCC

项目，并了解组态软件的产生与发展、WINCC 组态软件的性能特点、功能和系统

构成。 

目标 2：掌握 WINCC 的变量创建与通信设置，学会 WINCC 与 S7 PLC 的通信，

并了解变量的导入与导出。 

目标 3：掌握 WINCC 图形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学会组态过程画面和过程画面

动态化，并了解 C脚本编辑器和 VBS脚本编辑器。 

目标 4：掌握 WINCC组态报警系统的一般方法，学会报警消息块的组成、WinCC

的消息类别、控制报警输出和管理报警确认。 

目标 5：掌握过程值归档方法和报表创建方法，学会组态变量记录，输出变

量记录，使用函数趋势控件，学会使用报表编辑器创建报表和打印报表的一般方

法，了解 WINCC数据库。 

目标 6：掌握用户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学会创建用户和设置权限，了解 WINCC

多语言项目的创建。 

二、课程内容 

（一）WINCC项目管理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组态软件概述，WINCC V7.0的特点和系统结构，软件的安装方法，创建

WINCC项目。 （2课时） 

1.2 安装 WINCC V7.0软件，创建 WINCC项目，熟悉 WINCC项目管理器。 

  （2课时） 

（二）创建变量和设置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WINCC 的变量创建与通信设置， WINCC 与 S7 PLC 的通信，变量的导入

与导出。  （2课时） 

2.2 创建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建立 WINCC与 S7 PLC的通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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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态画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WINCC图形编辑器的使用方法，画面动态化方法。 （2课时） 

3.2 图像编辑器的使用，画面的组态。 （2课时） 

3.3 组态动态效果。 （2课时） 

（四）组态报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WINCC 组态报警系统的使用方法，报警消息块的组成、WinCC 的消息类

别、控制报警输出和管理报警确认。 （2课时） 

4.2 组态报警记录和模拟量报警。 （2课时） 

（五）过程值归档和报表创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过程值归档方法和报表创建方法，组态变量记录，输出变量记录，函数

趋势控件，报表编辑器创建报表和打印报表的方法，WINCC数据库。 （2课时） 

5.2 创建过程值归档。 （2课时） 

5.3 创建报表。 （2课时） 

（六）用户管理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用户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创建用户和设置权限，WINCC 多语言项目的创

建。  （2课时） 

6.2 创建用户的设置权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西门子 WinCC组态软件工程应用技术》，姜建芳，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西门子 WinCC V7 基础与应用》，甄立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1 

2. 《西门子 WinCC V7 从入门到提高》，向晓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9 

3. 《工控组态软件及应用》，何坚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WINCC 项目

建立、变量设置、画面组态、画面动态、过程值归档、报警记录创建、报表创建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陆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E7%C1%A2%B6%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F%F2%CF%FE%BA%B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CE%BC%E1%C7%B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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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WINCC项目管理

器的使用方法，

学会安装WINCC

软 件 和 创 建

WINCC项目  

目标 2：掌握

WINCC 的变量

创建与通信设

置 ， 学 会

WINCC 与 S7 

PLC的通信 

目标 3：掌握

WINCC 图形编

辑器的使用方

法，学会组态

过程画面和过

程画面动态化 

目标 4:掌握

WINCC 组态

报警系统的

方法 

目标 5：掌握

过程值归档

方法和报表

创建方法 

目标 6：掌握

用户管理器

的 使 用 方

法，学会创

建用户和设

置权限 

1.1组态软件概述 √      

1.2 安装 WINCC V7.0 软

件，创建 WINCC项目 
√      

2.1 WINCC 的变量创建

与通信设置 
 √     

2.2 创建内部变量与外

部变量，建立 WINCC 与

S7 PLC的通信 

 √     

3.1 WINCC 图形编辑器

的使用方法，画面动态

化方法 

  √    

3.2图像编辑器的使用，

画面的组态 
  √    

3.3组态动态效果   √    

4.1 WINCC 组态报警系

统的使用方法 
   √   

4.2 组态报警记录和模

拟量报警 
   √   

5.1 过程值归档方法和

报表创建方法 
    √  

5.2创建过程值归档。     √  

5.3 创建报表     √  

6.1 用户管理器的使用

方法 
     √ 

6.2 创建用户的设置权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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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1P1        

英文名称：Computer Aided Design of Automation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电路、PLC 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EPLAN软件的操作。 

目标 2：能够熟练使用该软件绘制基于设备的电气原理图、接线图、PLC 地

址分配及接线图、配电柜等。 

目标 3：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目标 4：完成项目检查与修正，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项目打印及 PDF/A 格

式导出等。 

二、课程内容 

用户界面定制。 

页创建与其它操作、页属性。 

基于设备的原理图绘制。 

端子、端子编号及排序。 

插针、插针编号及排序。 

电缆及屏蔽的放置。 

PLC卡及 DI/DO连接点。 

创建 PLC地址分配列表。 

反复使用的典型回路的创建（宏创建）。  

项目的检查及修正。 

报表的自动生成。 

自由机械绘图的创建、及尺寸标注。  

具有公司特定标题栏的图框创建。 

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表格的定制及修改。 

多语言翻译。 

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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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PLAN 电气设计实例入门》，张彤，张文涛，张瓒 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EPLAN Electric P8教育版使用教程》，张福辉，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8 

2.《德国威图公司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50%）、考勤等（10%）。 

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教师规定的绘图及其他相关任务。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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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EPLAN

软件的操作 

目标 2：能够熟练使

用该软件绘制基于设

备的电气原理图、接

线图、PLC 地址分配

及接线图、配电柜等 

目标 3：符号库及符

号的创建 

目标 4:完成项目

检查与修正，项

目的存储及归档

管理、项目打印

及  PDF/A 格式

导出等 

用户界面定制 √    

基于 IEC 81346标准创建项目 √ √   

页创建与其它操作、页属性 √    

基于设备的原理图绘制 √ √ √  

端子、端子编号及排序 √ √   

插针、插针编号及排序 √ √   

电缆及屏蔽的放置 √ √   

PLC卡及 DI/DO连接点 √ √   

创建 PLC地址分配列表 √ √   

反复使用的典型回路的创建（宏

创建） 
√ √ √  

项目的检查及修正    √ 

报表的自动生成    √ 

自由机械绘图的创建、及尺寸标

注 
√ √   

具有公司特定标题栏的图框创建 √ √  √ 

符号库及符号的创建 √ √ √  

表格的定制及修改 √   √ 

项目的存储及归档管理 √   √ 

项目打印及 PDF/A 格式导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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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2A1        英文名称：Process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适用于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自动检测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过程控制的定义、要求和任务，了解过程控制的发展状况；掌

握过程控制系统的组成、特点、类型及其性能指标；了解过程控制系统设计步骤

和仪表的类型与发展。 

目标 2：掌握过程控制中常用的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物位、成

分等）的检测与变送和典型仪表的基本构成、工作原理、使用方法和选用原则。 

目标 3：掌握 PID调节器、数字式控制器、电/气转换器、执行器和安全栅的

基本构成、工作原理及应用特点。 

目标 4：掌握被控过程机理建模的方法和步骤，熟悉被控过程的自衡和非自

衡特性，单容和多容过程的阶跃响应曲线及解析表达式。重点掌握被控过程基于

阶跃响应的建模步骤、作图方法和数据处理。 

目标 5：掌握被控过程特性对控制质量的影响，掌握被控参数、控制参数的

设计原则；掌握调节器作用方式的选择；熟悉执行器的选择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掌握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法与实验技能，重点掌握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法。 

目标 6：掌握串级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熟悉串级控制系统的参数整定方法；

了解比值控制的原理及使用场合；掌握比值控制的设计方法；掌握前馈补偿器的

设计方法，熟悉前馈－反馈复合。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课时）  

1.1 过程控制的定义、要求和任务；过程控制系统的组成、类型及阶跃响应

指标。  （2课时） 

1.2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步骤；自动化仪表的信号制以及防暴系统的构成。 

  （2课时） 

布置课程设计题目，每个班级做到每人一题。课程报告的要求如下： 

（1）字数要求：3000-7000中文字数。 

（2）参考文献要求：至少 15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 5篇外文文献，10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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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的文献。 

（3）格式要求：参考《上海电机学院学报》中文稿件格式要求。 

（4）内容要求：整篇报告要成一个体系，要有明确的主题或主线，要讲清

楚报告论题的发展历程、技术方法与原理及其应用情况、近期国内外研究状况，

并就其研究发展方向进行自己的分析与展望。 

（5）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上交电子稿。 

（二）过程参数检测与变送 （4课时） 

2.1 参数检测与变送概述，仪表的主要性能指标以及零点迁移和量程调整。

变送器的构成原理和信号传输方式，二线制接线方式。 （1课时） 

2.2 温度的检测与变送，热电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温度变送器的工作原

理，温度检测仪表的使用方法及选型。 （1课时） 

2.3 压力和流量的检测仪表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及使用特点。 （1课时） 

2.4 物位检测仪表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成分检测仪表的工作原理及适用

范围。  （1课时） 

（三）过程控制仪表 （8课时） 

3.1 过程控制仪表概述，PID 调节器的功能要求，基本调节规律的数学表达

式及其响应特性。 （1课时） 

3.2 DDZ-III 型调节器的基本构成、电路原理及其应用特点，智能调节器的

硬件和软件构成。数字式控制器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2课时） 

3.3执行器的组成原理和使用特点，气动执行器的应用特点。 （2课时） 

3.4 智能式电动执行器的功能特点，安全栅的基本类型及构成原理。 

  （1课时） 

（四）被控过程的数学模型 （8课时） 

4.1过程建模的基本概念，单容过程的解析法建模。 （2课时） 

4.2解析法建立过程的数学模型。 （2课时） 

4.3试验法建立过程的数学模型。 （2课时） 

4.4单容自衡水箱液位系统特性测试。 （2课时） 

（五）简单控制系统 （8课时） 

  5.1简单控制系统设计概述、控制参数的选择。 （2课时） 

5.2 控制方案的确定。 （2课时） 

5.3调节器的参数整定。 （2课时） 

5.4 单回路控制系统设计实例。 （2课时） 

（六）常用复杂控制系统 （6课时） 

6.1 串级控制系统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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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前馈控制系统   （2课时） 

6.3 比值控制系统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潘永湘主编 《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俞金寿、孙自强 编著，《过程控制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2.《过程控制》，金以慧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3.《过程控制工程》（第 2 版），王树青编著，北京：化工出版社，2008 

4.《过程控制工程》（第 2 版），邵裕森，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闭卷考试。 

2.总成绩由以下部分构成： 

平时成绩（作业、课堂讨论、课程报告等）占 20％ + 实验成绩占 20% + 期

末考试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高羽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685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过程控制的定

义、要求和任

务，了解过程

控制的发展状

况；掌握过程

控制系统的组

成、特点、类

型及其性能指

标；了解过程

控制系统设计

步骤和仪表的

类型与发展。 

目标 2：掌握

过程控制中

常用的工艺

参数（如温

度、压力、

流量、物位、

成分等）的

检测与变送

和典型仪表

的 基 本 构

成、工作原

理、使用方

法和选用原

则。 

目标 3：

掌握 PID

调节器、

数字式控

制器、电/

气 转 换

器、执行

器和安全

栅的基本

构成、工

作原理及

应 用 特

点。 

目标 4：掌握被

控过程机理建

模的方法和步

骤，熟悉被控过

程的自衡和非

自衡特性，单容

和多容过程的

阶跃响应曲线

及解析表达式。

重点掌握被控

过程基于阶跃

响应的建模步

骤、作图方法和

数据处理。 

目标 5：掌握被控

过程特性对控制

质量的影响，掌

握被控参数、控

制参数的设计原

则；掌握调节器

作用方式 的选

择；熟悉执行器

的选择方法及注

意的问题；掌握

调节器参数的整

定方法与实验技

能，重点掌握调

节器参数的整定

方法。 

目标 6：掌握

串级控制系

统的设计方

法，熟悉串

级控制系统

的参数整定

方法；掌握

比值控制的

设计方法；

了解前馈控

制的原理及

使用场合；

掌握前馈补

偿器的设计

方法。 

1.1过程控制概述 √      

1.2控制系统性能指标 √      

2.1 参数检测与变送概

述  
√      

2.2 温度的检测与变送       

2.3压力的检测与变送 √      

2.4流量的检测与变送       

2.5物位的检测与变送 √      

2.6成分的检测与变送       

3.1过程控制仪表概述       

3.2PID调节器  √     

3.3数字式控制器       

3.4 执行器，电/气转换

器，阀门定位器 
      

3.5安全栅  √     

4.1 过程建模的基本概

念、 
  √    

4.2.2 单容过程的解析

法建模 
  √    

4.2.3 解析法建立过程

的数学模型 
  √    

4.3 试验法建立过程的

数学模型 
  √    

实验一、单容自衡水箱

液位系统特性测试 
  √    

5.1 简单控制系统设计

概述、 
    √  

5.2.1控制参数的选择      √  

5.2控制方案的确定     √  

5.3调节器的参数整定     √  

5.4 单回路控制系统设

计实例 
    √  

实验二、水箱液位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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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实验三、单闭环流量定

值控制系统 
   √   

6.1串级控制系统      √ 

6.2前馈控制系统      √ 

6.3比值控制系统      √ 

6.4 分程与选择性控制

系统 
     √ 

实验四、水箱液位串级

控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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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2P1        英文名称：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0.5/16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理论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子作品制作与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门电路的逻辑功能，理解 TTL 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分析集成

门电路的参数。 

目标 2：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理解常用中规模集成的组合

逻辑电路的逻辑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目标 3：掌握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设计方法，理解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应

用。 

目标 4：掌握由门电路和 555 定时器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

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 

目标 5：运用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发现和解决实验中的实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门电路 （4课时） 

1.1数字电路的认识实验 （2课时） 

1.2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2课时） 

1.3 集成逻辑门电路参数测试 （课外实验） 

（二）逻辑代数基础 （2课时） 

2.1四相步进电机转动  （2课时） 

2.2门电路的逻辑变换 （课外实验） 

2.3集成门电路的应用 （课外实验） 

（三）组合逻辑电路 （4课时） 

3.1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课外实验） 

3.2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 （2课时） 

3.3步进电机转动数字显示 （2课时） 

3.4 键盘数字显示 （课外实验） 

3.5集成组合逻辑电路综合应用 （课外实验） 

（四）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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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测试 （课外实验） 

（十七）时序逻辑电路 （4课时） 

5.1寄存器及其应用---霓虹灯 （2课时） 

5.2计数器功能 （课外实验） 

5.3计数器及其应用 （课外实验）  

5.4步进电机置数控制 （2课时） 

（十八）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2课时） 

6.1 555定时器的应用 （课外实验） 

6.2  多谐振荡器的应用 （课外实验） 

6.3步进电机转速和定时控制。 （2课时） 

（十九）数字系统的综合分析 

7.1步进电机的点动、光照、声音等控制 （课外实验）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5. 《电子技术实验与课程设计》（第 2 版），赵淑范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6. 《常用电子元器件简明手册》，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实验项目考核的方式进行。 

1.实验项目考核包括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实验质量、实验完成时间）等。

要求学生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独立完成某一实验项目并回答有关问题，实验中，

教师指导、检查并记录学生的实验完成结果。期末由班级学生主持汇报交流活动，

每组学生代表带着实验箱在全班进行演示汇报，结合 PPT 等演示文件，介绍自己

设计制作的电路特点和工作原理。教师和同学可以提出有关问题，由汇报者回答。 

平时表现、实验操作（70﹪）、实验报告（30﹪）和个别学生考查（抽查数

字电路基础实验完成情况，开卷实验操作考核方式，考查不及格者下学期重修）。

由教师给出实验期末成绩。 

2.实验操作占比 70%，实验报告占比 3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群  审核人：  万军红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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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目标 1：

掌握门电路的

逻辑功能，理解

TTL输入特性和

输出特性，分析

集成门电路的

参数。 

目标 2：掌握组合

逻辑电路的分析、

设计方法，理解常

用中规模集成的

组合逻辑电路的

逻辑符号、工作原

理和使用方法。 

目标 3：掌握时

序逻辑电路的

分析、设计方

法，理解常用时

序逻辑电路的

应用。 

目标 4：掌握由门

电路和 555 定时

器组成的施密特

触发器、单稳态触

发器、多谐振荡器

的工作原理、工作

波形以及参数计

算。 

目标 5：运

用专业理论

基础知识，

发现和解决

实验中的实

际问题。 

1.1数字电路的认识实验 √     

1.2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    √ 

1.3 集成逻辑门电路参数

测试 
√    √ 

2.1四相步进电机转动  √   √ 

2.2门电路的逻辑变换  √   √ 

2.3集成门电路的应用  √   √ 

3.1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   √ 

3.2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  √   √ 

3.3步进电机转动数字显示  √   √ 

3.4 键盘数字显示  √   √ 

3.5 集成组合逻辑电路综合

应用 
 √   √ 

4.1 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测

试 
  √  √ 

5.1 寄存器及其应用---霓

虹灯 
  √  √ 

5.2计数器功能   √  √ 

5.3计数器及其应用   √  √ 

5.4步进电机置数控制   √  √ 

6.1 555定时器的应用    √ √ 

6.2 多谐振荡器的应用    √ √ 

6.3 步进电机转速和定时控

制 
   √ √ 

7.1步进电机的点动、光照、

声音等控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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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沟通与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3A1         

英文名称：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r Control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电气电子产品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沟通的构成要素；掌握沟通客体特点；掌握沟通主题分析；理

解各种沟通方式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 

目标 2：明确双向沟通的重要性以及理性沟通的必要性；掌握换位沟通的操

作方法；掌握目标沟通的实施要点；理解并掌握沟通技能的各种类型。 

目标 3：了解和明确谈判的一般原则和分类，能够规范化地进行谈判。 

目标 4：了解和掌握谈判的策略问题，力使工程谈判能艺术性地进行并取得

成功。 

目标 5：理解和明确几个谈判的经典理论，用以指导工程谈判的实践；能够

灵活运用各种沟通技能和谈判技巧进行工程谈判。 

二、课程内容 

（一）沟通与谈判概述 （2 课时） 

1.1 沟通的概念与分类。 （1 课时） 

1.2 谈判的概念和特征。 （1 课时） 

（二）沟通原理与沟通方式 （8 课时） 

2.1 沟通的构成要素。 （1 课时） 

2.2 沟通环境，外部沟通环境分析的必要性及外部环境要素分析与沟通策略；

内部沟通环境分析的必要性。 （2 课时） 

2.3 沟通客体：受众的确定及对受众的分析；预估受众的反映；激发受众兴

趣。沟通主体分析及自我沟通 （2 课时） 

2.4 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书面沟通及网络沟通等各种沟通方式的特点及

适用范围。 （3 课时） 

（三）工程沟通策略与沟通技巧 （8 课时） 

3.1 双向沟通的优缺点及策略；换位沟通的策略。 （2 学时） 

3.2 理性沟通与目标沟通模式。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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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倾听技能；演讲技能。 （2 学时） 

3.4 阅读技能及书面沟通技能。 （2 课时） 

（四）谈判的原则与分类 （2 课时） 

4.1 谈判的一般原则。 （1 课时） 

4.2 谈判的分类；了解谈判划分的类型。 （3 课时） 

（五）工程谈判程序与谈判策略 （6 学时） 

5.1 工程谈判的准备及工程谈判的进行。 （2 学时） 

5.2 工程谈判策略的作用；谈判策略的选择和运用。 （2 学时） 

5.3 常用的谈判策略。 （2 学时） 

（六）工程谈判综合演练 （6 学时） 

6.1 谈判经典理论。 （2 学时） 

6.2 工程谈判案例分析。 （2 学时） 

6.2 工程谈判模拟演练与模拟比赛。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领导、沟通与谈判》（第 2 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沟通力》《谈判力》，罗杰·费希尔主编，中信出版社，2012.8 

2. 《人际沟通与谈判》，李家龙等编著，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1 

3. 《商务沟通与谈判》（第 2 版） 张守刚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8 

4. 《商务谈判与管理沟通》（第 2 版） 姚凤云等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察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课堂讨论、作业等。 

2. 期末考察占比 50%，提交课程学习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向锋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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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沟

通的构成要素；

掌握沟通客体特

点；掌握沟通主

题分析；理解各

种沟通方式的特

点及适用范围 

目标 2：明确双向

沟通的重要性以

及理性沟通的必

要性；掌握换位沟

通的操作方法；掌

握目标沟通的实

施要点；理解并掌

握沟通技能的各

种类型 

目标 3：了解和

明确谈判的一

般 原 则 和 分

类，能够规范

化地进行谈判 

目标 4：了解和

掌握谈判的策

略问题，力使

工程谈判能艺

术性地进行并

取得成功 

目标 5：理解和

明确几个谈判的

经典理论，用以

指导工程谈判的

实践；能够灵活

运用各种沟通技

能和谈判技巧进

行工程谈判 

1.1 沟通的概念与分类 √     

1.2 谈判的概念和特征   √   

2.1 沟通的构成要素 √     

2.2 沟通环境 √     

2.3 沟通客体 √     

2.4 沟通方式 √     

3.1 双向沟通的优缺点及策

略 
 √   √ 

3.2 理性沟通与目标沟通模

式 
 √   √ 

3.3 倾听技能；演讲技能  √   √ 

3.4 阅读技能及书面沟通技

能 
 √   √ 

4.1 谈判的一般原则   √   

4.2 谈判的分类   √   

5.1 工程谈判的准备及工程

谈判的进行 
   √ √ 

5.2 工程谈判策略的作用；

谈判策略的选择和运用 
   √ √ 

5.3 常用的谈判策略    √ √ 

6.1 谈判经典理论     √ 

6.2 工程谈判案例分析     √ 

6.2 工程谈判模拟演练与模

拟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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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仪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3P1     英文名称：Virtual Instru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类、电气类、机电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信号处理、智能仪器、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智能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从理论上掌握创建虚拟仪器的方法理论基础，虚拟仪器的图形编程

方法。 

目标 2： 掌握虚拟仪器系统软件开发工具 LabVIEW。 

目标 3： 掌握 LabVIEW在测量仪器、过程控制、信号分析、网络远程控制等

应用技能。 

目标 4： 掌握虚拟仪器系统软件的设计方法，提高计算机技术综合应用的能

力。 

目标 5： 掌握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模拟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理论课时  （30课时） 

(八) 虚拟仪器、LabVIEW基础 （2课时） 

1.1 了解虚拟仪器的发展、概念以及软硬件系统，LabVIEW 简介，虚拟仪器

设计方法系统的组成，应用范围，技术标准，以及开发平台等等。了解虚拟仪器

的基础概念和发展历史。 （1课时） 

1.2 掌握 LabVIEW 程序的基本构成，LabVIEW 模版，LabVIEW 文件系统函数

和系统工具，以及 LabVIEW的基本数据类型、LabVIEW帮助和系统提供的例子等。

熟悉 LabVIEW开发环境和简单编程。 （1课时） 

(九) VI创建、编辑和调试 （4课时） 

2.1 掌握如何创建一个 VI以及子 VI，掌握 VI 编辑技术和 VI调试技术等。 

  （2课时） 

2.2 掌握 LabVIEW复杂的程序编辑。 （2课时） 

(十) 程序结构 （4课时） 

3.1 掌握多种程序结构，循环结构，条件结构，顺序结构，公式节点以及事

件结构等。 （2课时） 

3.2 重点掌握循环和条件结构。掌握 for、while等结构编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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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数组、簇和波形 （4课时） 

4.1 掌握数组的创建，以及数组操作函数， （1课时） 

4.2 掌握簇的创建以及操作函数，波形的创建以及波形操作函数等。 

  （1课时） 

4.3 掌握数组、簇和波形的一般编程。 （2课时） 

(十二) 图形控件和图形数据显示 （6课时） 

5.1 了解波形图、波形图表的数据格式，掌握定制波形图的属性，波形图表

的属性。  （2课时） 

5.2 了解 XY图，强度图表显示控件，数字波形图，三维图形控件等。 

  （2课时） 

5.3 掌握 wave、两维和三维编程。 （2课时） 

(十三) 字符串和文件 I/O （4课时） 

6.1 了解字符串、字符串控件、字符串的显示方式，字符串函数，文件 I/O

函数、文本文件、二进制文件、数据记录文件、其他文件类型等。 （2课时） 

6.2 熟悉字符串和文件 I/O的使用编程。 （2课时） 

(十四) 数据采集 （4课时） 

7.1 主要了解数据采集卡设置与测试，多通道的采样方式，数据采集 VI，模

拟输入、出等。 （2课时） 

7.2 熟悉数据采集的基础知识，掌握系统的数据采集以及板卡的运用。 

  （2课时） 

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虚拟仪器设计基础教程》， 黄松岭、吴静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LabVIEW 虚拟仪器工程设计与开发》， 张凯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4 

2. 《LabVIEW 虚拟仪器程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林静主编，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10 

3. www.ni.com 官网网址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报告（15%）、课堂练习（15%）

及考勤作业等（1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VI 创建、编

http://www.welan.com/product/product_detail.asp?proid=164722
http://www.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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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调试，程序结构，数组、簇和波形，图形显示控件，以及应用工程的小项目

编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周琴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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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从理论上

掌握创建虚拟仪

器的方法理论基

础，虚拟仪器的图

形编程方法。 

目标 2： 掌握虚

拟仪器系统软件

开 发 工 具

LabVIEW。 

目标 3： 掌握

LabVIEW 在测量

仪器、过程控制、

信号分析、网络

远程控制等应用

技能。 

目标 4： 掌握

虚拟仪器系统

软件的设计方

法，提高计算

机技术综合应

用的能力。 

目标 5： 掌握

万用表、示波

器、函数发生

器等模拟仪器

仪表应用。 

1.1 了解虚拟仪器的发展、

概念以及软硬件系统 
√     

1.2 掌握 LabVIEW 程序的基

本构成 
 √    

2.1 掌握如何创建一个 VI

以及子 VI 
 √    

2.2 掌握 LabVIEW 复杂的程

序编辑 
  √   

3.1 掌握多种程序结构  √    

3.2 重点掌握循环和条件结

构 
 √    

4.1 掌握数组的创建，以及

数组操作函数 
 √    

4.2 掌握簇的创建以及操作

函数 
 √    

4.3 掌握数组、簇和波形的

一般编程 
  √   

5.1 了解波形图、波形图表

的数据格式 
    √ 

5.2 了解 XY图，强度图表显

示控件，数字波形图，三维

图形控件等 

   √  

5.3 掌握 wave、两维和三维

编程 
   √  

6.1 了解字符串、字符串控

件、字符串的显示方式 
√     

6.2 熟悉字符串和文件 I/O

的使用编程 
 √    

7.1 主要了解数据采集卡设

置与测试 
  √   

7.2 熟悉数据采集的基础知

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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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统生产成本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4P1      英文名称： Control System Production Cos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和特点，掌握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流

程。 

目标 2：掌握研发成本、物料成本、人工成本、作业成本、设备成本、能源

成本、质量成本等管理措施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利用不同的成本管理措施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设计科学成

本控制方案，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目标 4：了解生产成本分析控制在自动化领域的具体应用，具有分析和解决

企业生产陈本管理的能力和分析报告编写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生产成本的相关概念 （2课时） 

1.1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和特点 （1课时） 

1.2生产成本的管理观念、措施及流程 （1课时） 

（二）研发成本管理 （4课时） 

2.1研发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2.2研发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三）物料成本管理 （4课时） 

3.1物料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3.2物料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四）人工成本管理 （4课时） 

4.1 人工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4.2人工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五）作业成本管理 （4课时） 

5.1 作业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5.2 作业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六）设备成本管理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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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设备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6.2 设备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七）能源成本管理 （4课时） 

7.1 能源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7.2 能源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八）质量成本管理 （4课时） 

8.1 质量成本的定义、预算、计划、分析和考核等 （2课时） 

8.2 质量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2课时） 

8.3 自动化领域成本管理案例 （学生报告）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成本管理实操手册》，孙科柳等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成本核算、管理和分析》（第二版），徐丰利等编著，石油工业出版

社，2015.04 

2. 《项目成本管理》，刘萍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06 

3. 《制造业成本核算与管理》，谭湘等编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03 

4.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新制度与案例》，《企业产品成本核算》编写组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05 

5. 《向成本宣战－生产成本控制的 8 大途径》，影响力中央研究院教材专家

组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报告（40%），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的定

义、构成及特点；生产成本管理观念、措施及流程；研发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管

理；作业成本管理；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质量成本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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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生产成

本的定义、构成和特

点，掌握生产成本的

管理措施、流程。 

目标 2：掌握研发成

本、物料成本、人

工成本、作业成本、

设备成本、能源成

本、质量成本等管

理措施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利用不

同的成本管理措施

对具体的案例进行

分析，设计科学成

本控制方案，改善

企业的经营管理。 

 

目标 4：了解生产

成本分析控制在

自动化领域的具

体应用，具有分

析和解决企业生

产陈本管理的能

力和分析报告编

写能力。 

1.1 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和特

点 
√    

1.2 生产成本的管理观念、措施

及流程 
√ √  √ 

2.1 研发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2.2研发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3.1 物料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3.2物料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4.1 人工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4.2人工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5.1 作业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5.2 作业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6.1 设备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6.2设备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7.1 能源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7.2能源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8.1 质量成本的定义、预算、计

划、分析和考核等 
√ √   

8.2质量成本的管理和优化  √ √ √ 

8.3 自动化领域成本管理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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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5P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3 周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实习企业：电气集团各企业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自动化设备的类别、结构、使用、设计和生产，提高对自动化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的认识，加深自动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的感性认识，开阔

视野，了解相关设备及技术资料，熟悉产品的生产工艺，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2： 了解并熟悉具体项目的技术要求，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据及

参考资料，提高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目标 3：掌握撰写文书、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目标 4：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工人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敬

业精神，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 

二、课程内容 

（一）听报告、专题、现场参观 （2天）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

理和生产模式； 

1.2 结合图纸、资料等熟悉自动化生产线的特点，了解自动化技术在工厂里

面具体应用； 

（二）现场实习 （12天） 

2.1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

技术应用情况； 

2.2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 

2.3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和

生产的相关资料； 

（三）复习、整理资料，撰写实习报告 （1天）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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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要求 

1、实习工厂的选择要求 

（1）本专业生产（毕业）实习工厂应具有中、大型规模和现代化的技术水

平，拥有较多类型的自动化设备，生产技术较先进。工厂的实习培训部门有一定

的接纳能力和培训经验，有进行实习指导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应能提供较充足

的图纸资料等技术文件； 

（2）优先选择为学生实习提供采用先进设备制造技术的工厂或生产过程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 

（3）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同时选择有关的几个大、中型工厂企业； 

（4）建议实习单位为：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上海汽轮发电机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自动化研究所、上海锅炉厂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等。 

2、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责任心强，认真刻苦，身体健康。实习中要强调教

书育人，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2）指导实习的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好的实践能力。能组

织实习活动，与工厂相互配合，完成实习全过程。指导学生记实习笔记，写实习

报告等。实习结束后，对学生实习成绩给出实事求是的评定； 

（3）指导实习的教师应能合理搭配，应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

坚持原则，关心学生的实习、生活等。作学生的良师益友。 

3、对学生的要求 

（1）明确实习任务，认真学习实习大纲，提高对实习的认识，做好思想准

备； 

（2）认真完成实习内容，按规定记实习笔记，撰写实习报告，收集相关资

料； 

（3）虚心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尊重知识，敬重他人，及时整理实习笔

记、报告等。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自觉遵守学校、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服从指导教师的领导，培

养良好的风气； 

（5）实习结束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实习笔记、实习报告等。 

四、课程教材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20%）、工作态度和表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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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和工作能力（20%）。 

2. 实习报告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政治思想个业务工作等方面的表现、

收获和体会，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评定时结合实习材料和实习单位评定意见。 

六、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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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自动化设备的

类别、结构、使用、设计和

生产，提高对自动化产品设

计与制造技术的认识，加深

自动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应

用的感性认识，开阔视野，

了解相关设备及技术资料，

熟悉产品的生产工艺，为毕

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2： 了解并熟悉

具体项目的技术要

求，有针对性地收集

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

资料，提高实际问题

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目标 3：掌握

撰写文书、报

告的正确格

式，能全面、

系统地总结

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目标 4：提高社会

交往能力，学习

工人师傅和工程

技术人员的优秀

品 质 和敬 业精

神，培养学生的

专业素质，明确

自 己 的社 会责

任。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

员的专题报告，了解现代化企业

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模式； 

√    

1.2 结合图纸、资料等熟悉自动

化生产线的特点，了解自动化技

术在工厂里面具体应用； 

√ √   

2.1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

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

现代化生产技术应用情况； 

 √  √ 

2.2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任

务，参与某些具体项目； 
 √  √ 

2.3 收集相关资料，如自动化生

产线、毕业设计、现代化企业经

营、管理和生产的相关资料； 

 √  √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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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6P1        

英文名称：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技术中的设计思维，电气电子产品项目管理 

后续课程：项目设计与开发、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技术、管理、创新的基本定义、作用及相关过程等前沿发展现

状。 

目标 2：理解并掌握技术创新内部、外部战略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和途

径等基本知识。 

目标 3：了解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实践，通过案例教学把握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的实际情况，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具有分析和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

能力和研究报告编写能力。 

目标 4：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优势。 

二、课程内容 

（一）技术管理、创新的相关概念 （2课时） 

1.1技术、管理、创新的定义、作用及案例 （1课时） 

1.2技术与创新管理中的战略流程 （1课时） 

（二）内部创新的计划、实施及评估 （8课时） 

2.1创新计划过程的建立 （3课时） 

2.2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 （2课时） 

2.3 创新评估和控制过程 （3课时） 

（三）外部创新的计划、实施及评估 （8课时） 

3.1技术外部获取的并购手段 （3课时） 

3.2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 （2课时） 

3.3技术获取的评估控制分析 （3课时） 

（四）技术与创新管理战略模式 （6课时） 

4.1 微软成功战略模式案例分析 （1课时） 

4.2企业竞争优势及能力构建 （3课时） 

4.3 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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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化与中国的技术创新管理 （6课时） 

5.1 二次创新理论的相关概念 （2课时） 

5.2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与管理 （2课时） 

5.3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的相关实际案例（学生分组报告）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技术与创新管理：战略的视角》，Margaret A White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技术创新与管理》，刘振武主编，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05 

2. 《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杨德林等编著，经济管理出

版社，2013.11 

3. 《技术管理创新》，李宇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4.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理论宇方法》，仲伟俊等编著，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2017.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报告（40%），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技术创新管理

的相关背景、概念及过程；技术创新内部战略的计划、实施、评估与控制的相关

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创新外部战略的计划、实施、评估与控制的相关概念、

原理及应用；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方法、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的相关概念；二次

创新理论、全球化发展战略与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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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技术、

管理、创新的基本定

义、作用及相关过程

等前沿发展现状。 

 

目标 2：理解并掌握

技术创新内部、外

部战略的基本概

念、理论、方法和

途径等基本知识。 

 

目标 3：了解企业技

术创新管理实践，

通过案例教学把握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的实际情况，能够

理论联系实际解决

问题，具有分析和

解决企业技术创新

管理的能力和研究

报告编写能力。 

目标 4：了解中国

企业在全球化进

程中的战略选择

和优势。 

 

1.1 技术、管理、创新的定义、

作用及案例 
√  √ √ 

1.2 技术与创新管理中的战略流

程 
√    

2.1创新计划过程的建立  √   

2.2 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

问题 
 √   

2.3 创新评估和控制过程  √ √  

3.1技术外部获取的并购手段  √   

3.2 实施过程的首要问题和关键

问题 
 √   

3.3技术获取的评估控制分析  √ √  

4.1 微软成功战略模式案例分析 √ √ √  

4.2企业竞争优势及能力构建  √   

4.3 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  √ √  

5.1 二次创新理论的相关概念 √   √ 

5.2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与

管理 
√  √ √ 

5.3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管

理的相关实际案例（学生分组报

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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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仿真与 CAD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7P1         

英文名称：Control System Simulation and CAD Design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电机与拖动基础、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 

后续课程：过程控制工程、毕业设计 

 

一、综合实验目标 

目标 1：熟练使用 MATLAB 编程软件，掌握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对线性控制系统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能根据数学模型进行仿

真分析。 

目标 3：在建立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能够分析系统的性质，并根据要求设计

控制器。 

目标 4：基于线性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频域分析方法，能够分析控制系统

在控制器作用下的性质。 

目标 5：学会对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并能够在系统设计不理想的情况下，

对系统模型进行修正。 

二、综合实验内容 

1. Matlab 编程软件的应用。 

熟练使用 MATLAB 编程软件，掌握编写 m 文件的设计思路和利用 Simulink

实现编程的设计方法；掌握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 

2. 控制系统模型与转换。 

根据选题分析工作过程和控制要求，搭建系统数学模型。 

3. 线性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辅助分析。 

在 MATLAB 仿真软件中进行系统模型的搭建、稳定性分析、时域分析、性

能指标的求取与分析、根轨迹的绘制以及 Bode 图的绘制。 

4.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利用 PID 控制的方法，初步得出控制器的设计方案，将设计好控制器的系统

进行仿真，按设计要求得出加入控制器后系统的响应曲线、性能指标、根轨迹以

及 Bode 图。 

5. 撰写综合实验说明书。格式如下： 

封面：按照学校统一格式的封面填写并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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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二级标题 

正文内容：设计课题简介，系统控制流程图，程序设计的思路，Simulink 编

程图，系统调试报告，课程设计体会。 

学生应能应用所学的控制理论知识完成一些实际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可参

考以下题目：1）海底隧道钻机控制；2）哈勃太空望远镜指向控制；3）火星漫

游车转向控制系统；4）自动平衡系统；5）自动焊接头控制系统；6）打印机传

动带驱动器系统；7）雕刻机控制系统；8）遥控侦察车速度控制；9）教师自定

综合设计题目。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控制系统仿真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第 2 版），薛定宇 著，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6.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 CAD》（第 3 版），张晓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2 

2. 《MATLAB 语言基础与应用》（第二版），王永龙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1 

3.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MATLAB 语言与应用》（第三版），薛定宇主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4. 《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仿真》，张晓江、黄云志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5. 《计算机仿真技术与 CAD——基于 Matlab 的控制系统》（第四版），李国

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1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平时表现、实验结果与课程设计讨论等）占 50％，

课程设计报告成绩占 25％，个人答辩成绩占 25%。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向锋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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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熟练使用

MATLAB编程软件，

掌握程序调试的

基本方法。 

目标 2： 掌握对

线性控制系统建

立数学模型的方

法，能根据数学

模型进行仿真分

析。 

目标 3： 在建立

数学模型的基础

上，能够分析系

统的性质，并根

据要求设计控制

器。 

目标 4: 基于

线性控制系统

的时域分析、

频 域 分 析 方

法，能够分析

控制系统在控

制器作用下的

性质。 

目标 5： 学会

对控制系统的

分析设计，并

能够在系统设

计不理想的情

况下，对系统

模 型 进 行 修

正。 

Matlab编程软件的应用 √     

控制系统模型与转换 √ √    

线性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辅助

分析 
  √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 √ 

撰写综合实验说明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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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8P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1 周           适用专业：自动化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本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实习企业：上海电气电站集团、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航星电器有限

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自动化专业背景，初步形成专业意识，能将课堂中所学理论知

识与实践联系起来。 

目标 2：掌握安全生产常识和规章制度，了解自动化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发展情况等相关知识等。 

目标 3：掌握撰写文书、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收获

与心得体会。 

二、课程内容 

（一）预备知识讲解 （1天）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员介绍相关知识； 

1.2 了解、收集并学习相关信息、资料和知识 

（二）听报告、专题、现场参观及教学 （3天） 

2.1 实习单位人员通过报告、讲座等，介绍安全生产常识和规章制度； 

2.2 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

技术应用情况； 

2.3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和调研任务； 

（三）复习、整理实习报告 （1天）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为了达到认识实习的教学目的，提出如下实习基本要求： 

1. 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工厂的有关规章制度，并注意保密工作； 

2. 严格遵守实习期间的作息时间，不得无故缺勤、迟到和早退。实习期间

一律不准请事假，特殊情况要取得实习指导人和学校的同意。病假要有医生证明； 

3. 遵守国家法制，尊重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搞好团结； 

4. 认真按时完成实习工程技术人员或指导教师布置的实习和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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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实习期间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先向指导教师反映，学生不得擅自处理； 

6. 每天写好实习日记，记录参观情况、心得体会等。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要坚持原则，不准搞任何不正之风；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化概论》，赵耀，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自动化概论》，韩崇昭，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2 

2、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 

3、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出勤情况（30%）、实习态度（20%）。 

2. 实习报告成绩占比 50%。 

五、附件 

 

制定人：  杨玉珍  审核人：  李建国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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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自动化专业

背景，初步形成专业意识，

能将课堂中所学理论知识

与实践联系起来。 

目标 2：掌握安全生产

常识和规章制度，了解

自动化在实际生产中的

应用、发展情况等相关

知识等。 

目标 3：掌握撰写文书、

报告的正确格式，能全

面、系统地总结实习的

收获与心得体会。 

1.1 听取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人员介绍

相关知识 
√ √  

1.2 了解、收集并学习相关信息、资料

和知识 
√ √  

2.1 实习单位人员通过报告、讲座等，

介绍安全生产常识和规章制度 
 √  

2.2现场参观生产车间、生产线和设备、

研究所等，了解、考察现代化生产技术

应用情况 

 √  

2.3 完成实习单位布置的实习和调研任

务 
√ √ √ 

3.1 对实习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并

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实习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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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49P1        英文名称：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 

学分/学时：0.5/16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试点）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实验、电路实验、模拟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电力电子技术、单片机综合应用设计、测控电路与系统、设备诊断维

护类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练使用模拟电路中的各种测量仪器仪表和实验设备。 

目标 2：掌握模拟电路中常用的分立元件电路和集成电路的测试方法及数据

分析。  

目标 3： 能够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和在网上查询电子器件有关资料。 

目标 4：初步学会分析、寻找和排除实验电路中故障的方法。 

目标 5：初步学会一种 EDA 工具软件的使用，对模拟电路进行仿真、分析和

辅助设计，学会电子器件的焊接、电子电路的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常用电子仪器的提高使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直流稳压源、示波器、交流毫伏表和函数发生器的使用方法。 

  （课内 2课时） 

（二）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 掌握使用万用表检测二极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方法，掌握单相半波整流

电路、单相全波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理解二极管的整流作用以及电容的滤

波作用。  （课内 2课时） 

2.2输出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制作。 （课外） 

（三）共射单级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 掌握使用万用表检测三极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方法，掌握分压偏置共射

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的测量方法，熟悉电路中参数的变化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

以及对三极管的工作状态的影响。掌握放大电路动态参数的测量方法，理解放大

电路的动态特性。 （课内 2课时） 

2.2助听器的制作。 （课外） 

（四）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掌握运算放大器组成比例、积分等运算电路，调测运算数据，并对运算误差

进行分析。（课内 2课时） 

（五）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4 

5.1熟悉运放的非线性特性及应用，掌握电压比较器门限电压的测试方法。 

  （课内 2课时） 

5.2红外二极管感应报警电路制作。 （课外） 

（六）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理解引入负反馈后对放大器主要性能的影响。掌握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电压放

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的测试方法。 （课内 2课时） 

（七）正弦波发生和变换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掌握波形发生电路调试方法，加深对振荡电路工作原理和特点的理解。 

  （课内 2课时） 

7.2波形发生器的制作（课外） 

（八）课外实验制作项目答辩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课程作品讨论、演示等 （课内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常用电子元器件简明手册》，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1 

2. 《电子技术实验与课程设计》（第 2 版），赵淑范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06 

3. 《电子线路实验·测试·设计》（第 2 版），谢自美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

版，2003.05 

4.《Multisim11 电路仿真与实践》，梁青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5. 《电工电子 EDA 实践教程》，孟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2 

6. 《手把手教你焊接技巧》，李荣峰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09 

7．电子 CAD----PROTEL或 ALTIUM DESIGNER 软件使用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实验平时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各项成绩比例为预习 10%、考勤

10%、操作规程 10%、实验报告 20%、课外实验制作焊接 20%、课内课外实验仿

真 15%、课内部分实验 PCB15% 

实验总评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实验总评成绩=平时各个实验的平均值×70%+

课外实验制作项目答辩×3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桂英  审核人：  李萍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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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练

使用模拟电

路中的各种

测量仪器仪

表和实验设

备 

目标 2：掌

握模拟电

路中常用

的分立元

件电路和

集成电路

的测试方

法及数据

分析 

目标 3： 能够查

阅电子器件手册

和在网上查询电

子器件有关资料 

目标 4：初步学

会分析、寻找和

排除实验电路中

故障的方法。 

目标 5：初步学会

一种 EDA 工具软件

的使用，对模拟电

路进行仿真、分析

和辅助设计，学会

电子器件的焊接、

电子电路的调试方

法。 

常用电子仪器的提高使用 √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电路 √ √ √ √ √ 

共射单级放大电路 √ √ √ √ √ 

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一） √ √ √ √  

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二） √ √ √ √ √ 

负反馈放大电路 √ √ √ √ √ 

正弦波发生和变换电路 √ √ √ √ √ 

课外实验制作项目答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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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语（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1A1       英文名称：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新能源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英语、电工基础 

后续课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常用英语表达，复习重要语言结构，初步了解数学、物理、以

及电路基础和电气基础领域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对相关领域内简单的科技类文

章进行翻译。 

目标 2：掌握电子信息领域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对新能源领域内简单的科

技类文章进行翻译。 

二、课程内容 

（一）电工电气英语模块基本内容 （14课时） 

 专业英语基础知识 

 补充阅读材料 1：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的关系。 （4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2：电路中的功率。 （6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3：逻辑电路及电路元件 （4课时） 

（二）新能源专业英语模块基本内容 （16课时） 

 UNIT1新能源概述 （4课时） 

 UNIT2风力发电 （4课时） 

 UNIT3光伏发电 （6课时） 

 UNIT4 其他新能源发电 （2课时） 

（三）期末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能源专业英语》，李迺璐主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自动化专业英语教程》，王宏文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回答问题、及平时测验等。 

http://book.jd.com/writer/李迺璐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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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科技英语基本

词汇、基本语法现象、科技性文章翻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珺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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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常用英语表达，

复习重要语言结构，初步了

解数学、物理、以及电路基

础和电气基础领域的基本

专业词汇，能够对相关领域

内简单的科技类文章进行

翻译。 

目标 2：掌握电

子信息领域的

基 本 专 业 词

汇，能够对相

关领域内简单

的科技类文章

进行翻译。 

目标 3：掌握电学实

验室基本仪器设备

名称，相关参数的

英文专业词汇，能

够通过图片指认相

关仪器设备。 

目标 4：了解英式英

语和美式英语的区

别。 

 

UNIT1科技英语基础知识 √    

补充阅读材料 1：电压、电流

和电阻之间的关系。 
√    

补充阅读材料 2：电路中的功

率。 
√    

课本阅读材料 1：电子工程职

业 
√    

UNIT2科技英语翻译概述 √ √   

课本阅读材料 2：集成电路 √ √   

补充阅读材料 3 硅谷历史与

未来 
 √  √ 

UNIT3科技术语的翻译方法。   √ √ 

课本阅读材料 3：示波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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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语（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1A2       英文名称：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基础英语、电工基础、科技英语（1） 

后续课程：全英文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常用英语表达，复习重要语言结构，掌握电学领域的基本专业

词汇，能够对相关领域内简单的科技类文章进行翻译。 

目标 2：学会并撰写英文科技文章的摘要及关键词，熟悉摘要的撰写技巧。 

目标 3：学会并撰写个人简历，熟悉简历的各种格式及写作要点。 

目标 4：学会并使用英文演讲技巧，熟悉演讲稿的撰写技巧。 

目标 5：了解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学科技英语模块基本内容 （18课时） 

 UNIT4词义的选择和确定。 

 UNIT5 词义的引申 

 UNIT6 词性的转换 

 补充阅读材料 1：交流电基础。 （6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2：数字电路基础。 （6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1：数字信号处理应用。 （2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2：卫星电视  （1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3：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1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4：光纤通讯设备 （1.5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3：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区别  （0.5课时） 

（二）英文摘要模块基本内容 （4课时） 

 UNIT1-II英文摘要概述。 （2课时） 

 英文摘要写作。 （2课时） 

（三）英文个人简历基本内容 （4课时） 

 UNIT2-II英文简历写作技巧。 （2课时） 

 补充阅读材料 3：招聘广告与求职简历 （2课时） 

（四）英文演讲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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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本阅读材料 6：演讲方法 I （0.5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7：演讲方法 II （0.5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8：演讲方法 III （0.5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9：演讲方法 IV （0.5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10：演讲方法 V （0.5课时） 

 课本阅读材料 11：演讲方法 VI （0.5课时） 

（四）期末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信息类科技英语教程》，何宏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自动化专业英语教程》，王宏文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回答问题、及课堂演讲等。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科技英语基本

词汇、基本语法现象、科技性文章翻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珺  审核人：  谢源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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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常用英语

表达，复习重要语言结

构，掌握电学领域的基

本专业词汇，能够对相

关领域内简单的科技类

文章进行翻译。 

目标 2：学会

并撰写英文科

技文章的摘要

及关键词，熟

悉摘要的撰写

技巧 

目标 3：学会

并撰写个人简

历，熟悉简历

的各种格式及

写作要点。 

目标 4：学会

并使用英文演

讲技巧，熟悉

演讲稿的撰写

技巧。  

目标 5：

了 解 英

式 英 语

和 美 式

英 语 的

区别。 

UNIT4词义的选择和确定 √     

补充阅读材料 1：三相交流电路。 √     

课本阅读材料 1：蓝牙-无线技术。 √     

课本阅读材料 2：数字信号处理应

用。 
√     

UNIT5 词义的引申。 √     

课本阅读材料 3：卫星电视  √     

UNIT6 词性的转换 √    √ 

课本阅读材料 4：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 
√  √   

课本阅读材料 5：光纤通讯设备 √  √   

补充阅读材料 2：英式英语与美式

英语的区别  
    √ 

UNIT1-II英文摘要概述  √    

英文摘要写作  √    

UNIT2-II英文简历写作技巧   √   

补充阅读材料 3：招聘广告与求职

简历 
  √   

课本阅读材料 6：演讲方法 I    √  

课本阅读材料 7：演讲方法 II    √  

课本阅读材料 8：演讲方法 III    √  

课本阅读材料 9：演讲方法 IV    √  

课本阅读材料 10：演讲方法 V    √  

课本阅读材料 11：演讲方法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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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直流电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2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Technique 

学分/学时：8/112            适用专业：中德电气、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微积分 

后续课程：电场与磁场、电测量技术、电气系统基础、电路与元件技术、电机学 

 

一、课程目标 

根据与德国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商定的学分互认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在对静电场、稳恒磁场及电路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的基础

上，培养学生掌握静电场、稳恒磁场及交直流电路的基本分析与计算方法等；通

过课后作业及单元测验，进一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并能灵活应用，为后继专业课

程的学习打下必要、扎实的基础。 

目标 1：熟悉电场强度、电势、电容、电位移、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等物

理量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掌握静电场库仑定律、高斯定律、安倍环路定理、

稳恒磁场毕奥-萨伐尔定律；稳恒磁场的高斯定律与安倍环路定理等应用。 

目标 2：熟悉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最大功率传输定理等

电路基本定理；掌握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回路电流法、结点电压法及电阻

电路的等效变换等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目标 3：熟悉电感元件、电容元件的伏安特性及动态电路的方程和初始条件；

掌握一阶动态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及全响应的时域分析方法。  

目标 4：熟悉正弦交流电路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物理量的

瞬时值、幅指、有效值、平均值的含义及计算方法；理解阻抗、导纳、复功率的

概念及计算；掌握正弦稳态电路的相量分析方法及 RLC 串、并联谐振电路的频率

响应等特性。 

目标 5：熟悉三相电路的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关系及相量分

析方法；掌握三相星形对称和不对称负载及三相三角形对称负载电路的分析方法；

了解非正弦交流电路的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静电场 （20课时） 

物质的电结构，库仑定律；静电场，电场强度 （4 课时） 

静电场的高斯定理，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4 课时） 

电势，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的关系，静电场中的导体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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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的电容，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4 课时） 

有电介质的高斯定理，电位移；静电场的能量 （4 课时） 

（二）恒定电流的磁场 （16 课时） 

恒定电流；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 （4 课时） 

稳恒磁场的高斯定律与安倍环路定理 （4 课时） 

带电粒子在电场与磁场中的运动，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 （4 课时） 

磁场中的磁介质；有磁介质时的安倍环路定理 磁场强度 （4 课时） 

（三）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12 课时） 

电路和电路模型；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电功率和能量；电路元件；电阻

元件；电压源和电流源 （4 课时） 

受控电源；基尔霍夫定律；电路的等效变换；电阻的串联与并联；电阻的 Y

形联结和Δ  联结的等效变换 （4 课时） 

电压源，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实际电源的两种模型及其等效变换；输入电

阻  （4 课时） 

（四）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电路定理 （12 课时） 

支路电流法；网孔电流法；回路电流法 （4 课时） 

结点电压法，叠加定理 （4 课时） 

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4 课时） 

（五）储能元件，一阶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8 课时） 

电容元件，电感元件，电容电感元件的串联和并联；动态电路的方程及其初

始条件  （4 课时） 

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一阶电路的全响应  

  （4 课时） 

（六）相量法，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电路的频率响应 （18课时） 

复数，正弦量，相量法基础，电路定律的相量形式 （4 课时） 

阻抗和导纳，电路的相量图，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 （6 课时） 

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复功率，最大功率传输 （4 课时） 

串联电路的谐振，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RLC 串联电路的频率响应 RLC 并

联谐振电路 （4 课时） 

（七）三相电路 （10 课时） 

三相电路，线电压（电流）与相电压（电流）的关系，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4 课时） 

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三相电路的功率 （4 课时） 

（八）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 （8 课时） 

非正弦周期信号，非正弦周期函数分解为傅里叶级数，有效值、平均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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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功率，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计算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 路》（第 5版）邱关源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月 

《普通物理学》 第六版  上册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德国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相关课程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静电场，恒定

电流的磁场，电路定理及电路分析方法，一阶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正弦稳态电

路的分析，三相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商雨青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刘俊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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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电场强度、

电势、电容、电位移、

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

等物理量的基本概念

及计算方法；掌握静电

场库仑定律、高斯定

律、安倍环路定理、稳

恒磁场毕奥-萨伐尔定

律；稳恒磁场的高斯定

律与安倍环路定理等

应用。 

目标 2：熟悉基

尔霍夫定律、叠

加定理、戴维南

定理、最大功率

传输定理等电路

基本定理；掌握

支路电流法、网

孔电流法、回路

电流法、结点电

压法及电阻电路

的等效变换等电

路的基本分析方

法。 

目标 3：熟悉电

感元件、电容元

件的伏安特性及

动态电路的方程

和初始条件；掌

握一阶动态电路

的零输入响应、

零状态响应及全

响应的时域分析

方法。 

目标 4:熟悉正

弦交流电路的

电压、电流、

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等物理

量的瞬时值、

幅指、有效值、

平均值的含义

及计算方法；

理解阻抗、导

纳、复功率的

概念及计算；

掌握正弦稳态

电路的相量分

析方法及 RLC

串、并联谐振

电路的频率响

应等特性。 

目标 5：熟悉三

相电路的相电

压、线电压、

相电流和线电

流的关系及相

量分析方法；

掌握三相星形

对称和不对称

负载及三相三

角形对称负载

电路的分析方

法。了解非正

弦交流电路的

分析方法。 

1．静电场 √     

2.恒定电流的磁场 √     

3.电路模型和电路定

律，电阻电路的等效变

换 

 √    

4.电阻电路的分析方

法，电路定理 
 √    

5.储能元件，一阶动态

电路的时域分析 
  √   

6.相量法，正弦稳态电

路的分析，电路的频率

响应  

   √  

7.三相电路     √ 

8.非正弦周期电流电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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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技术实验（1）直流和交流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3A1           

德文名称：Laborversuche zur Elektrotechnik A- Gleich-und-Wechselstrom technik 

学分/学时：3/32            

适用专业：中德电气、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微积分 

后续课程：电场与磁场、数字系统基础、电测量技术、电路与元件技术、电机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并熟悉基本直流电路的连接、测量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验证。 

目标 2：学习并熟悉万用表、电工实验台等仪器仪表的使用。 

目标 3：掌握基本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连接、测量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验

证。 

目标 4：掌握信号发生器、交流毫伏表、电工实验台等仪器仪表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直流电路实验  （14 课时） 

实验 1  电阻元件的识别和测定 （2 课时） 

实验 2  电压和电位的测量 （2 课时） 

实验 3  基尔霍夫定律的验证 （2 课时） 

实验 4  两种实际电源模型的等效 （2 课时） 

实验 5  叠加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2 课时） 

实验 6  戴维南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4 课时） 

（二）单相交流电路实验 （10 课时） 

实验 7  元件 R、L、C 串联交流电路的研究 （4 课时） 

实验 8  荧光灯电路参数的测量 （2 课时） 

实验 9  单相变压器变换关系的研究 （4 课时） 

（三）三相交流电路实验 （4 课时） 

实验 10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电压、电流的测量 （2 课时） 

实验 11  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测量 （2 课时） 

（四）过渡过程实验 （4 课时） 

实验 12  一阶 RC 电路充电与放电过程的研究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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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1.《电路实验与仿真》余佩琼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电路》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邱关源主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包括实验考勤、实验完成情况及实验报告成绩组成。 

1、实验考勤、实验完成情况占比 50%  

2、实验报告成绩占比 50%。 

五、附件 

 

制定人：  商雨青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李晓军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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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习并熟悉

基本直流电路的连

接、测量及其相关理

论知识的验证。 

目标 2：学习并熟

悉万用表、电工

实验台等仪器仪

表的使用。 

 

目标 3：掌握基本

单相、三相交流电

路的连接、测量及

其相关理论知识

的验证。 

目标 4：掌握信号

发生器、交流毫

伏表、电工实验

台等仪器仪表的

使用。 

实验 1 电阻元件的识别和测定  √   

实验 2 电压和电位的测量 √ √   

实验 3 基尔霍夫定律的验证律，电阻

电路的等效变换 
√ √   

实验 4 两种实际电源模型的等效 √ √   

实验 5 叠加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    

实验 6 戴维南定理的验证及应用  √    

实验 7 元件 R、L、C 串联交流电路的

研究 
  √ √ 

实验 8  荧光灯电路参数的测量   √ √ 

实验 9 单相变压器变换关系的研究   √ √ 

实验 10  三相星形联结负载电路电

压、电流的测量 
  √  

实验 11  三相三角形联结负载电路的

测量 
  √  

实验 12  一阶 RC电路充电与放电过程

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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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系统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4A1         英文名称：Digital system foundation 

学分/学时：5/64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 

先修课程：数学、物理、交直流技术 

后续课程：元件和电路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 

 

一、 课程目标 

1. 工程知识目标 

理解并掌握数字电路及数字系统必须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知识，主要包括

掌握各种门电路的逻辑符号和逻辑功能； TTL 门电路和 CMOS 门电路的输入输

出特性和使用特点；常用中规模集成的组合逻辑电路、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逻辑

符号、工作原理、使用方法和功能扩展；由门电路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

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和参数计算；半导体存储器的工作原

理。培养学生基本的数字电子技术应用能力。学会合理选择和使用逻辑电路元件，

并初步掌握阅读和分析数字电路原理图的能力。 

2. 工程技能目标 

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一般数字单元电路的计算和设计

方法，主要包括掌握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能够

根据给定的逻辑功能，设计出相应的数字电路。学会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

法对数字电子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与设计计算，初步具有嵌入式系

统设计的能力。 

3. 职业素养目标 

了解电子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 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观点，培养科学

的工作作风和较强的创新精神；了解电子技术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培养工程质量意识和

工作规范意识以及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二、课程内容 

1、逻辑代数基础 （8 学时） 

掌握数制、码制、最小项以及约束项等的基本概念；理解逻辑代数的基本公

式和常用公式；掌握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重点掌握逻辑函数的公式化简法和卡

诺图化简法以及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及其化简方法。 

2、门电路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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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种门电路（如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或非门、同或门、异或门、

三态门、OC 门等）的逻辑符号和逻辑功能，理解 TTL 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理

解 TTL 门电路和 CMOS 门电路使用特点。 

3、组合逻辑电路 （12 学时） 

理解常用中规模集成的组合逻辑电路（如 8 线-3 线优先编码器 74LS148、3

线-8 线译码器 74LS138、二-十进制译码器 74LS42、BCD-七段显示译码器 74LS48、

双 4 选 1 数据选择器 74LS153、加法器 74LS283、4 位数值比较器 14585 等）的

逻辑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了

解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现象。 

4、触发器 （4 学时） 

理解触发器由于电路结构不同（如基本触发器、同步触发器、主从触发器、

边沿触发器等）而带来的不同动作特点；掌握有时钟控制的 RS、JK、T、D 触发

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和特性方程。 

5、时序逻辑电路 （12 学时） 

理解若干常用时序逻辑电路（如 4 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194、十六进制加

法计数器 74LS161、十六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191；二-十进制加法计数器 74LS160、

二-十进制可逆 74LS190；二-五-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0 等）的逻辑符号、工作原

理和使用方法；掌握同步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掌握同步时序逻辑电

路的设计方法。 

6、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6 学时） 

掌握由门电路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熟悉用 555 定时器组成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

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组成、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熟悉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

发器、多谐振荡器应用电路的分析方法。 

7、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 （2 学时） 

了解只读存储器 ROM 的工作原理；了解随机存储器 RAM 的工作原理和扩

展容量的方法；熟悉用只读存储器 ROM 实现任意逻辑函数的方法。理解 PLD 的

基本特征、分类和特点。 

8、数字系统的综合分析 （2 学时） 

理解组成数字系统的基本概念，认识数字系统的分析方法。 

9、实验教学 （12 学时） 

实验 1 门电路的逻辑变换 

实验 2 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实验 3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实验 4 触发器逻辑功能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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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5 寄存器及其应用 

实验 6 计数器功能及其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电力电子技术》，王云亮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3）《CMOS 器件及其应用》，彭军主编，科学出版社 

4）《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习题解答》，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设计（20%）、平时作业（20%）、

课堂表现（10%）、考勤（10%）。 

6.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王丛佼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732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并掌握数字

电路及数字系统必须的

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知

识，培养学生基本的数

字电子技术应用能力。

学会合理选择和使用逻

辑电路元件，并初步掌

握阅读和分析数字电路

原理图的能力。 

目标 2：通过理论教学

和实验教学，使学生

初步掌握一般数字单

元电路的计算和设计

方法，学会基于科学

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

对数字电子技术的实

际应用问题进行研究

分析与设计计算，初

步具有嵌入式系统设

计的能力。 

目标 3：了解电子技术的最新发

展成果， 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

科学观点，培养科学的工作作

风和较强的创新精神；了解电

子技术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

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培养工程质量意

识和工作规范意识以及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 

数字电路和逻辑门电路 √  √ 

逻辑代数基础 √   

组合逻辑电路 √ √  

触发器 √ √  

时序逻辑电路 √   

脉冲波形的产生与整形  √  

半导体存储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  √  

数字系统的综合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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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与磁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场与磁场 

英文名称：Electrical and Magnetic fields  

课程代码：013Z05A1 

学分/学时：7 学分/96 学时                          

适用专业：（中德）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微积分、交直流电技术 

后续课程：电机学、元件和电路技术、电力系统基础、电力电子技术、电气驱动

工程 

大纲执笔人：商雨青  

系（教研室）主任：商雨青 

 

一、 课程目标 

“电场与磁场”是上海电机学院与德国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中德合作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双方商定的学分互认课程。设置

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电场与磁场的基本定律、基本理论和基本分

析方法；理解电磁场边值问题的表述以及数值计算方法；掌握含有耦合电感的电

路及磁路和铁芯线圈电路的分析方法。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解决工程电磁场问题

打下良好的基础，课程主要教学目标如下： 

目标 1：理解矢量和场的基本概念及分析方法；理解恒定电场的基本物理量

和基本定律，掌握恒定电场的分析方法；理解电介质的极化及电位移矢量，通过

与静电场的对比，能对恒定电场进行相关计算。 

目标 2：理解磁场的基本物理量及恒定磁场的方程，理解介质的磁化，掌握

磁感应强度分析计算方法；掌握磁场对运动电荷及通电导体的作用 

目标 3：理解电磁感应定律及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组，理解铁磁材料和永磁

材料的磁化特性；能运用安培环路定理对无分支磁路和有分支磁路进行分析计算；

掌握交流铁心线圈的电路模型分析方法，能分析计算线圈的自感和互感。 

二、 课程内容 

1、绪论和矢量分析及场论简介 （9 学时） 

理解学习工程电磁场的意义；掌握矢量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定律；了解场论中

梯度、散度、旋度、通量和环量等基本概念。 

2、静电场的基本原理 （12 学时） 

理解电场强度与电位的定义、电场强度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性质和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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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位之间的关系；了解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极化强度和电位移向量；掌

握高斯通量定理和无旋性构成的静电场的基本方程及电场强度、电位和电位移在

不同媒质分界面的边界条件，泊松方程和拉斯方程，了解求解边值问题的常用的

方法和场的实验研究；理解边值问题解答的唯一性；重点掌握分离变量法。掌握

电轴法和镜象法计算简单的电场问题；了解电容的计算原则及导体系统部分电容

的概念；理解能量、能量密度概念。 

3、恒定电场的基本原理 （6 学时） 

理解电流与电流密度的定义、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功率密度和电流连续性

原理；掌握导电媒质中的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和不同媒质分界面上的边界条件；

理解导电媒质中的恒定电场静电场的比拟。 

4、恒定磁场的基本原理 （12 学时） 

理解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磁化强度的定义及三者间关系和磁通连续性原

理；了解磁偶极子、偶极矩、磁化率和磁化电流的概念；理解并会用毕-沙定律和

安培环路定律；掌握恒定磁场的基本方程和镜象电流法；理解磁感应强度、磁场

强度、标量磁位、矢量磁位在不同媒质分界面上的边界条件；掌握两种位函数满

足的方程；了解电感的定义和计算原则；会计算磁场能量和磁场力；掌握磁路的

概念和计算。 

5、时变电磁场的基本原理 （12 学时） 

理解电磁感应定律、时变条件下的电流连续性方程；掌握麦克斯韦方程及其

物理意义；理解坡印廷矢量的含义并会应用坡印廷定理分析电磁能传输的问题；

理解动态位与场量间的关系。 

６、电磁场的能量和力 （9 学时） 

理解静电场、恒定电场、恒定磁场、时变电磁场的能量分析计算方法。 

７、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9 学时） 

掌握互感及含有耦合电感电路的计算方法；理解变压器原理及理想变压器。 

８、磁路和铁心线圈 （9 学时） 

理解磁场与磁路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铁磁物质的磁化曲线；掌握恒定磁通

磁路、交变磁通磁路及铁心线圈分析计算方法。 

９、磁场与磁路分析举例 （两周，德方教授德语讲授） 

三、课程教材 

1、《工程电磁场》，王泽忠、全玉生、卢斌先编著，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1 年 

2、《工程电磁场理论与应用基础》，李哲英、钮文良、吕彩霞编，科学出版

社，2015 年 

3、《电路》，邱关源，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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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电磁场导论》，冯慈璋、马西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5、《工程电磁场简明手册》，刘鹏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机械

工业出版社，2007 

四、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总评成绩由期终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和德方教授测验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

20%（包括：作业、出勤、课堂表现，小测验等）；德方教授测验成绩占 20%；期

终考试成绩占 60% 。 

五、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工程电磁理论与应用基础》，李哲英、钮文良、吕彩霞编，科学出版

社 2015 年 

2、《工程电磁场导论》，冯慈璋、马西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电路》，邱关源，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4、《工程电磁场简明手册》，刘鹏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5、《工程电磁场》，王泽忠、全玉生、卢斌先编著，第 2 版，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 年。 

 

制定人：  商雨青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刘俊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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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矢量和场的

基本概念及分析方法；理

解恒定电场的基本物理

量和基本定律，掌握恒定

电场的分析方法；理解电

介质的极化及电位移矢

量，通过与静电场的对

比，能对恒定电场进行相

关计算。 

目标 2：理解磁场的基本

物理量及恒定磁场的方

程，理解介质的磁化，掌

握磁感应强度分析计算

方法；掌握磁场对运动电

荷及通电导体的作用 

 

目标 3：理解电磁感应定律

及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组，

理解铁磁材料和永磁材料

的磁化特性；能运用安培环

路定理对无分支磁路和有

分支磁路进行分析计算；掌

握交流铁心线圈的电路模

型分析方法，能分析计算线

圈的自感和互感。 

1、绪论，矢量分析及场论简介 √ √ √ 

2、静电场的基本原理 √   

3、恒定电场的基本原理 √ 
 

 

4、恒定磁场的基本原理   √ √ 

5、时变电磁场的基本原理  √ √ 

6、电磁场的能量和力  √ 
 

7、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 √ 

8、磁路和铁心线圈  √ √ 

9、磁场与磁路分析举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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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测量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6A1        英文名称：Electrical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交直流电技术、 

后续课程：元件和电路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现代测量原理、测量方法、数据采集、误差分析、数据处理等

有关知识。 

目标 2、掌握电磁机械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能等仪表的结构、

工作原理，能根据测量任务正确选择、使用各种仪表。 

目标 3、掌握各种数字测量仪表的结构原理、选择使用方法。 

目标 4、应了解测量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的作用方式，并将其应用到测量

技术的基本电路方面，特别是用于模拟数字转换电路方面。 

目标 5、掌握测量技术相关的基本电路（电桥电路、电流和电压正确的电路、

双线和四线测量电路、整流器、限制器） 

目标 6、掌握常用传感器及其调理电路 

二、课程内容 

（一）  测量的基本知识 （4 学时） 

1.1绪论及了解几种测量方法的分类； （1学时） 

1.2掌握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及准确度的计算； （2学时） 

1.3了解随机误差的概念及处理方法； （0.5学时） 

1.4被测信号与测量仪器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 （0.5学时） 

（二）电流与电压的测量 （7 学时） 

2.1电流与电压的测量方法 （1学时） 

2.2磁电系仪表、磁电系检流计原理及使用 （2学时） 

2.3电磁系仪表、电动系仪表、测量互感器原理及使用 （2学时） 

2.4万用表、直流电位差计、电子系仪表、电流表与电压表的选择 （2学时） 

（三）功率与电能的测量 （4学时） 

3.1功率与电能的测量方法 3.2电动系功率表 3.3低功率因素表 （2学时） 

3.4 三相功率的测量  3.5 感应系电能表及电能测量 3.6 三相有功电能表  

  （1学时） 



 

 738 

3.7三相无功电能表及无功电能的测量 3.8 电子式电能表 （1学时） 

（四）电路参数的测量 （5学时） 

4.1电路参数的测量方法、直流单电桥、直流双电桥 （3学时） 

4.2交流阻抗电桥、变压器比率臂电桥、绝缘电阻表 （2学时） 

（五）波形的测量 （2学时） 

示波器的分类，原理、使用 （2学时） 

（六）频率与相位的测量 （2学时） 

频率、相位的测量方法；电动系频率表、相位表 （2学时） 

（七）磁的测量 （2学时） 

磁场的测量，磁性材料的测量 （2学时） 

（八）数字式测量仪表 （4学时） 

数字电压、数字万用表 （2学时） 

数字示波器 （2学时） 

（九）电阻传感器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原理，应变式传感器的应用 （2学时） 

热电阻传感器及应用，气敏、湿敏电阻传感器、磁敏电阻传感器 （2学时） 

（十）电感传感器 （3学时） 

自感传感器原理，差动变压器传感器 （2学时） 

电感传感器应用 （1学时） 

（十一）电涡流传感器 （2学时） 

电涡流传感器原理、电涡流传感器的应用 （2学时） 

接近开关 （1学时） 

（十二）霍尔传感器 （2学时） 

霍尔传感器及应用 （2学时） 

（十三）热电偶传感器 （2学时） 

热电偶传感器及应用 （2学时） 

（十四）光电传感器 （3学时） 

光电效应及元件、光电元件应用电路分析 （2学时） 

光电传感器的应用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电气测量》（第 6 版），2016 陈立周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自动检测技术及应用》（第二版）梁森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工电子测量技术基础  周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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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气测试技术  陈荣保 机械工业出版社   

（3）《电气测量技术》陶时澍  

（4）《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王雪文 张志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四、课程考核 

成绩评定：平时占 40%（测验+考勤+作业+课堂） 

期末考试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龚建芳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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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

相桥式整流电

路，学会稳压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2：掌握基

本放大电路，学

会功率放大电路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

本逻辑门电路，

学会逻辑控制电

路的制作与调试 

目标 4:掌握电

子 CAD 软件应

用及电子电路

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万

用表、示波器、

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半导体二极管基本应用 √     

1.2单相整流电路工作原理、

及参数计算 
√     

1.3滤波电路在整流电路中的

作用 
√     

1.4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

方法 
√     

1.5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变

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原理 
√     

1.6稳压电路的制作与调试 √   √ √ 

2.1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态

电路的分析方法 
 √    

2.2多级放大电路组成级互补

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    

2.3差分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    

2.4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

理及应用 
 √    

2.5反馈基本概念级对放大电

路性能的影响。 
 √    

2.6制作检测放大电路模块。  √  √ √ 

3.1基本逻辑门电路及应用   √   

3.2简单组合逻辑电路   √   

3.3多路选择开关、二进制译

码器等。 
  √   

3．4时序逻辑电路及 D触发器   √   

3.5 555集成定时器应用   √   

3.6制作逻辑控制电路模块。   √ √ √ 

4.1电源模块、放大模块及逻

辑控制模块联机调试。 
√ √ √ √ √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

演示等。 
√ √ √ √ √ 

5.1电子 CAD的应用，电络铁

的使用等 
√ √ √ √ √ 

5.2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

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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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7A1         

英文名称：Energ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5/64            适用专业：中德电气、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微积分 

后续课程：MATLAB基础与电气应用等  

 

一、课程目标 

根据与德国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商定的学分互认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对常规能源资源分布及结构、能源的发展战略、常

规能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及危害、可再生能源、可替代能源的发展前景有一

定认识。理解能源分类、能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围绕能源转换和利用过程

产生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与能源有关的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知识等。通过课后

作业及单元测验，进一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并能灵活应用，为后继专业课程的学

习打下必要、扎实的基础。 

目标 1：了解煤炭、石油、天然气、电能、核能等常规能源的形成及特点、

开采及运输、利用等情况；了解能源的基本概念、结构、资源概况、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利用技术的经济指标；熟悉能源的分类与评价、能源资源概况； 掌握

石油、天然气等常规能源的资源及开采情况、以及它们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掌握

煤炭的资源及开采情况、电能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消费情况。 

目标 2：了解其它新能源：地热能、风能、海洋能、潮汐能、生物质能、氢

能的特点、资源情况、利用方式、未来发展等、了解垃圾处理现状；掌握垃圾处

理方法、垃圾焚烧设备、垃圾焚烧发电及其发展情况、太阳能的利用方式、太阳

能热动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现状及发展情况、风力发电的现状及发展情况。  

目标 3：了解能量的形式性质等基本概念、能量转换方式与效率、化学能热

电转换、燃料电池的特点及工作原理；了解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在能量系统分

析中的应用；了解能量分析中几个概念：“熵”、能级、“火用”。掌握太阳能发电

原理及技术、风能发电原理及技术、电、热制冷的工作原理、能量储存的方法、

能量系统的组成、能量转换和传递的特性、燃烧过程的节能方法、余热利用的方

法及节能设备等知识。 

目标 4：了解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的概念，环境污染问题及环境标准，树立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了解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的生成机制及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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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的生成与控制方法；了解大气污染物的产生、防治措施及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掌握环境污染的来源、重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及环境污染的综合防治；掌握臭氧层

的耗损及其控制、温室效应及温室气体等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能源概论 （2课时） 

能源的分类与评价、能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 课时） 

能源资源概况与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技术经济指标与能源政策 （1 课时） 

（二）常规能源 （8课时） 

煤炭  （2 课时） 

石油、天然气 （2 课时） 

电能  （2 课时） 

核能  （2 课时） 

（三）可再生能源 （22课时） 

太阳能 （4 课时） 

风能  （4 课时） 

垃圾焚烧发电 （8 课时） 

地热能、海洋能、潮汐能 （2 课时） 

生物质能、氢能和天然气水合物 （2 课时） 

讨论  （2 课时） 

（四）能量转换与储存 （12课时） 

能量的形式与性质与能量转换方式与效率 （1 课时） 

热机  （3 课时） 

核能发电 （2 课时） 

电热制冷 （2 课时） 

太阳能的转换与利用、燃料电池与能量储存 （2 课时） 

习题  （2 课时） 

（五）能量系统分析 （4课时） 

能量平衡与热效率、热平衡测定与热平衡分析 （1 课时） 

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火商、能级、火用 （1 课时） 

火用的计算 （1 课时） 

火用损失、火用效率 （1 课时） 

（六）工业过程节能 （4课时） 

燃烧过程节能 （1 课时） 

工业余热利用的基本原理 （1 课时） 

工业余热回收系统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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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回收用换热设备简介 （1 课时） 

（七）环境概论 （2课时） 

生态与环境、环境污染、环境标准 （2 课时） 

（八）燃烧污染防治 （4课时） 

硫氧化物的生成及治理 （1 课时） 

氮氧化物的生成及治理 （1 课时） 

烟尘的生成与控制 （1 课时） 

除尘方法与设备 （1 课时） 

（九）大气污染控制 （4课时） 

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控制技术 （1 课时） 

臭氧层损耗及控制 （1 课时） 

温室效应及温室气体 （1 课时） 

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控制 （1 课时） 

（十）机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能源与环境》，周乃君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1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及发电技术》，周菊华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德国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相关课程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规能源、可

再生能源、能量转换与储存、能量系统分析、工业过程节能、燃烧污染防治、环

境及大气污染控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崔雪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刘俊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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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煤炭、

石油、天然气、电能、

核能等常规能源的形

成及特点、开采及运

输、利用等情况；了

解能源的基本概念、

结构、资源概况、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利

用技术的经济指标；

熟悉能源的分类与评

价、能源资源概况； 

掌握石油、天然气等

常规能源的资源及开

采情况、以及它们的

生产与消费情况；掌

握煤炭的资源及开采

情况、电能的生产方

式及生产消费情况。 

目标 2：了解其它新

能源：地热能、风

能、海洋能、潮汐

能、生物质能、氢

能的特点、资源情

况、利用方式、未

来发展等、了解垃

圾处理现状；掌握

垃圾处理方法、垃

圾焚烧设备、垃圾

焚烧发电及其发展

情况、太阳能的利

用方式、太阳能热

动力发电、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现状及

发展情况、风力发

电的现状及发展情

况。 

目标 3：了解能量的形

式性质等基本概念、能

量转换方式与效率、化

学能热电转换、燃料电

池的特点及工作原理；

了解热力学第一、第二

定律在能量系统分析中

的应用；了解能量分析

中几个概念：“熵”、能

级、“火用”。掌握太阳

能发电原理及技术、风

能发电原理及技术、电、

热制冷的工作原理、能

量储存的方法、能量系

统的组成、能量转换和

传递的特性、燃烧过程

的节能方法、余热利用

的方法及节能设备等知

识。 

目标 4:了解生态系统

与生态平衡的概念，

环境污染问题及环境

标准，树立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了解硫氧化物、氮氧

化物的生成机制及治

理措施、烟尘的生成

与控制方法；了解大

气污染物的产生、防

治措施及大气污染控

制技术；掌握环境污

染的来源、重大的环

境污染问题及环境污

染的综合防治；掌握

臭氧层的耗损及其控

制、温室效应及温室

气体等知识。 

1．能源概论 √ √ √ √ 

2.常规能源 √    

3.可再生能源  √   

4.能量转换与储存    √  

5.能量系统分析   √  

6.工业过程节能   √  

7.环境概论    √ 

8.燃烧污染防治    √ 

9.大气污染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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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和电路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09A1         英文名称：Component and circui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 

先修课程：数学、物理、电场和磁场、数字系统基础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1. 工程知识目标 

理解并掌握电子技术必须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知识，主要包括半导体二极

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线性集成电路等电子元件的工作原理、特性和主要参数，

以及由上述电子元件组成的共射、共集、共基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电路、功率放

大电路、负反馈放大电路及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等模拟电路的工作原理、性能和应

用。学会合理选择和使用电子元件，并初步掌握阅读和分析电路原理图的能力，

初步具有从事与电气工程与智能制造领域相关的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能力。 

2. 工程技能目标 

初步掌握一般模拟单元电路的计算和设计方法，主要包括放大电路的图解分

析方法和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方法、负反馈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的估算方法、集

成运放的运算规则和分析计算方法、正弦/非正弦振荡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稳压

电路的工程计算等。学会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技术的实际应用问

题进行研究分析与设计计算，初步具有从事与电气工程与智能制造领域相关的技

术开发应用、工程设计等能力。 

3. 职业素养目标 

了解电子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 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观点，培养科学

的工作作风和较强的创新精神；了解电子技术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培养工程质量意识和

工作规范意识以及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系统基础知识 （2 学时） 

1.1 了解电信号、模拟信号、放大电路和常用放大电路的性能指标； 

1.2 通过电子技术应用实例了解电子系统的组成。 

（二）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基本应用电路 （8 学时） 

2.1 了解本征半导体和杂质半导体的结构和导电特性，掌握 PN 结的单向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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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2 了解晶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掌握其伏安特性，熟悉其主要参数； 

2.3 掌握发光二极管、光敏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及特性，熟悉其

主要参数；  

2.4 掌握单相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分析方法；  

2.5 掌握典型滤波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电容滤波电路的计算分析；  

2.6 了解倍压整流电路的基本分析。 

（三）双极型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 （14 学时） 

3.1 了解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类型，掌握其电流分配和放大原理，理解

其共射电路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和主要参数； 

3.2 理解放大的概念，掌握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掌握共射放大电路的

工作原理； 

3.2 掌握共射放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方法和等效电路分析方法； 

3.3 理解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和动态参数的分析方法； 

3.4 掌握共集和共基放大电路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3.5 理解多级放大电路不同耦合方式及其优缺点，理解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

分析； 

3.6 理解单级共射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分析，了解波特图。 

（四）场效应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 （4 学时） 

4.1 掌握场效应管的主要参数和特性，了解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 

4.2 理解场效应管工作条件；理解场效应管动静态的分析。 

（五）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 （8 学时） 

5.1 了解零点漂移产生的原理；理解差分放大电路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5.2 掌握差模、共模信号及静态、动态参数的分析方法，熟悉差动放大电路

的四种接法； 

5.3 了解典型集成运放的组成及其各部分的特点，掌握其电压传输特性和主

要参数； 

5.4 掌握由集成运放组成的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方法，理解集成运放的应用

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性能特点； 

5.5 熟悉典型电压比较器的电路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 

（六）负反馈放大电路 （8 学时） 

6.1 掌握反馈的基本概念和反馈类型的判断方法； 

6.2 掌握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组态及各自对电路性能的影响，理解深度负

反馈条件下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6.3 掌握根据需要在放大电路中引入反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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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功率放大电路及其应用 （6 学时） 

7.1 了解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型、特点及性能指标； 

7.2 掌握晶体管的 A 类、B 类和 AB 类工作状态，理解 C 类、D 类工作状态； 

7.3 理解功率放大电路最大输出功率和转换效率的分析方法； 

7.4 理解功率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掌握 OTL、OCL、BTL 的工作原理； 

7.5 了解功率放大电路应用中的相关问题，了解集成功放的相关应用。 

（八）有源滤波器及其应用 （3 学时） 

8.1 了解典型有源滤波器的分类、组成和特点，理解有源滤波器的分析方法； 

8.2 了解 EDA 工具应用。 

（九）波形发生和变换电路 （5 学时） 

9.1 掌握正弦波振荡的条件和电路组成； 

9.2 掌握 RC 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分析方法； 

9.3 熟悉 LC 正弦波振荡电路和石英晶体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及

分析方法； 

9.4 了解非正弦信号发生电路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了解振荡电路的相关应用。 

（十）直流稳压电源  （6 学时） 

10.1 了解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分类及性能指标；掌握稳压管稳压电路的工

作原理及设计原则； 

10.2 理解线性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掌握集成稳压器的应用；了解开

关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相关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沈任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3.  

2）童诗白，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习题解答》.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4）陈大钦.《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问答·例题·试题》.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 2006. 

5）杨欣，胡文锦，张延强.《实例解读模拟电子技术完全学习与应用》. 北

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6）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4. 

7）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下）》.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4. 

8）冈村迪夫.《OP 放大电路设计》.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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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俊峰.《实用电路手册》.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20%）、课堂表现（10%）、

考勤（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半导体器件的

应用、整流电路应用、基本放大电路应用、运算放大器应用、负反馈放大电路应

用、功率放大电路应用、正弦振荡电路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丛佼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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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并掌握电

子技术必须的基础理

论知识及专业知识，学

会合理选择和使用电

子元件，并初步掌握阅

读和分析电路原理图

的能力，初步具有从事

与电气工程与智能制

造领域相关的系统运

行管理与维护等能力。 

目标 2：初步掌握一般模

拟单元电路的计算和设

计方法，学会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

子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

进行研究分析与设计计

算，初步具有从事与电气

工程与智能制造领域相

关的技术开发应用、工程

设计等能力。 

目标 3：了解电子技术的最新

发展成果， 树立理论联系实

际的科学观点，培养科学的工

作作风和较强的创新精神；了

解电子技术的实际工程问题

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培养工程

质量意识和工作规范意识以

及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电子系统基础知识 √  √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基本应用电路 √ √  

双极型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 √ √  

场效应管及其基本放大电路 √ √  

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 √ √  

负反馈放大电路  √  

功率放大电路  √  

有源滤波器  √  

波形发生和变换电路  √  

直流稳压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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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驱动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20A1        英文名称：Elektrische Antriebstechnik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学、物理、电机学、交直流电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机器人技术、智能控制及应用、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运动控制调速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方法和设计方法，掌握直

流调速系统的反馈控制、开环机械特性和闭环静特性、系统稳态参数计算、系统

动态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方法。 

目标 2：掌握双闭环系统的最佳工程设计方法，掌握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及其机械特性。 

目标 3：掌握 SPWM的工作原理和实现，熟悉基于稳态模型的运动控制开环系

统和闭环系统。 

目标 4：掌握异步机矢量控制的数学模型和状态方程，理解基本的矢量控制

系统，熟悉现代实用控制器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 （12学时） 

主要讲述单闭环系统的组成和原理，系统的调速指标和稳态分析计算，积分

控制和系统，单闭环系统动态分析，比例积分调节器的工程设计方法。 

了解直流调速系统用的可控直流电源，了解 V-M系统的特殊问题。熟悉脉宽

调制变换器（PWM），了解脉宽调速系统的开环机械特性和脉宽调速系统的特殊问

题，理解脉宽调速系统的控制电路。掌握反馈控制闭环调速系统的稳态分析和设

计，理解反馈控制闭环调速系统的动态分析和设计。掌握无静差调速系统和积分、

比例积分控制规律和电压反馈、电流补偿控制的调速系统。掌握调节器的工程设

计方法。 

（二）多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 （12学时） 

主要讲述双闭环系统的组成和原理，双闭环系统的动态过程，系统的动态指

标，双闭环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 

掌握转速、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及其静态特性和动态性能，掌握转速调节器

和电流调节器的作用，掌握典型Ⅰ型和‖型系统的最佳参数设计和校正整定法，

掌握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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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步电动机变压变频调速系统 （12学时） 

主要讲述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和控制方式，变频器的分类和组成，正弦波脉

宽调制原理和方法，变频调速机械特性，开环和闭环变频调速系统。 

掌握交流调速的基本类型。掌握变频调速的基本控制方式，熟悉变频器的分

类和组成，掌握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逆变器的工作原理和实现，理解异步电

动机电压/频率协调控制的稳态机械特性，理解死区问题，理解熟悉基于稳态模

型的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和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的变频

调速系统。 

（四）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系统 （12学时） 

主要讲述异步机的多变量非线性数学模型，坐标变换的矩阵简化过程，矢量

控制系统。 

掌握异步机的多变量非线性数学模型；掌握两相坐标系上的数学模型和状态

方程；理解基于动态模型按转子磁链定向的矢量控制系统。 

（五）实用控制器 （6学时） 

主要讲述 EUROTHERM 公司的 514C 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和 SIEMENS 公司的

MM440 变频器的使用方法。 

熟悉现代控制器及其使用。 

应用自动控制系统的理论解决实际系统的调试问题。 

（六）课程实验 

实验 1：直流电动机开环调速系统 （2 学时） 

要求： 

1、了解开环系统的性能。 

2、掌握电机的电枢电阻 Ra 以及电感 La 的测试方法。 

实验 2：直流电机单闭环调速系统 （2 学时） 

要求： 

1、了解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组成。 

2、掌握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静特性的测试方法。 

实验 3：直流电机双闭环调速系统（综合型） （2 学时） 

要求： 

1、了解双闭环不可逆调速系统的组成。 

2、进一步了解调节器参数对系统的动态指标的影响。 

3、掌握系统的静态及动态性能指标的测试。 

实验 4：交流电机开环变频调速 （2 学时） 

要求： 

1、掌握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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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 IGBT在交流电机变频调速中的应用。 

实验 5：流电机单闭环变频调速系统 （2 学时） 

要求： 

1、了解转速单闭环交流调速系统的组成。 

2、掌握单闭环交流调速的 P.I.D参数的整定方法。 

3、测定单闭环交流调速系统的静特性和带载特性。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第 4 版）阮毅、陈伯时编，机械工业出版，20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习题例题集》，童福尧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2、《电力传动自动控制系统》，唐永哲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3、《现代电气控制技术》，郑萍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514C 操作手册  MM440 操作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李梦达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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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运动控

制调速系统的基本原

理、控制方法和设计

方法，掌握直流调速

系统的反馈控制、开

环机械特性和闭环静

特性、系统稳态参数

计算、系统动态分析

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方

法。 

目标 2：掌握双闭环

系统的最佳工程设

计方法，掌握变频

调速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及其机械特

性。 

目标 3：掌握 SPWM

的工作原理和实

现，熟悉基于稳态

模型的运动控制开

环系统和闭环系

统。 

目标 4:掌握异步

机矢量控制的数

学模型和状态方

程，理解基本的

矢量控制系统，

熟悉现代实用控

制器的使用。 

单闭环系统的组成和原理 √    

系统的调速指标和稳态分析计算 √    

积分控制和系统 √    

单闭环系统动态分析 √    

比例积分调节器的工程设计方法 √    

双闭环系统的组成和原理  √   

双闭环系统的动态过程  √   

系统的动态指标  √   

双闭环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  √   

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和控制方式   √  

变频器的分类和组成   √  

正弦波脉宽调制原理和方法   √  

变频调速机械特性   √  

开环和闭环变频调速系统   √  

异步机的多变量非线性数学模型    √ 

坐标变换的矩阵简化过程    √ 

矢量控制系统    √ 

EUROTHERM公司的 514C控制器的

使用方法 
√ √   

SIEMENS 公司的 MM440 变频器的

使用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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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27A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Field Work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1-7 学期所有专业必修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班学生对学习的领域有较明确的

理解，对未来的工作或职业规划有较清晰的认识，熟悉现代化企业生产管理流程。 

目标 2：在基本知识方面，了解电气工程设计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深入了解电气专业系统在工业现场实际运

行的情况。 

目标 3：在基本技能方面，培养学生读图、作图能力，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目标 4：在素质提升方面，提高对复杂电气系统工程的设计分析水平，锻炼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作风和创新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实习教学安排 

生产实习按所实习企业分组进行，且由工程技术人员与指导教师组成生产实

习教学组，组织学生去相关企业进行 3周现场实习，具体要求如下： 

1.1 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现场和

生产过程；了解现代化企业新产品研发的一般过程和手段。 

1.2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根据给定的设

计任务和设计要求，确定合适的电气工程设计方案。 

1.3具有从事与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能力。 

1.4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根据给定的设

计任务和要求，选定电气工程设计方案，完成电气设备的选型工作。 

1.5 通过工程制图、文字报告和口头报告，表达电气工程系统设计方案，就

电气工程设计相关问题与业界同行、电气工程领域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的能力。 

1.6 了解电气工程设计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

和基本程序，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工作内容和任务，理解电气工程设计与其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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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协作关系，具备资料获取、应用及初步解释的能力。 

1.7 通过实习检查，就实习现场涉及到的生产工艺、安全与环境问题、工艺

参数和电气设备，团结协作，分工讨论。 

1.8 通过分组实习答辩，就工艺特点与电气设备选型与软硬件实现等问题，

与学生现场讨论。 

1.9听取工厂专家的报告，参观仪器仪表维修，听技术员讲解。 

1.10撰写符合规范要求的实习报告。 

（二）实习注意事项 

2.1学校应安排教师到实习企业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纪律管理及考勤管理。

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实习

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2.2 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

想，强化安全意识，确实保护自身安全并维护他人安全；切实遵守实习纪律，按

规定穿戴好个人劳保防护用品，按照实习日程安排，按时进入和退出实习场所；

认真听讲安全教育课和技术讲座课，做好讲课笔记及实习记录。 

2.3 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

完成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实习报告要求同时上交纸质文档（A4）和电子文档

（Word）。 

2.4 实习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实习企业的概况；简述生产工艺过程、各

环节主要电气设备参数、控制设备；生产过程各环节主要控制参数，检测仪表，

执行机构等；工厂（或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和作用；实习经验总结、意

见建议与心得体会。 

三、课程教材 

1、各企业、单位的各种技术资料（无保密要求）； 

2、与实习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文献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实习过程成绩+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绩的综合考

核方式，即：总成绩=平时成绩*20%+实习过程成绩*40%+实习日记与实习报告成

绩*4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20%） 

实习主动性（出勤、实习纪律、积极主动性） 10 

平时表现（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查阅相关资料、小组讨论） 10 

实习过程

（40%） 

现场抽查实习笔记及技术讲座课的记录情况 10 

实习期间学习观察是否仔细认真，是否深入细致、并能进行合理

的分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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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交流与讨论是否积极主动、是否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见解 15 

实习日记

与实习报

告 

（40%） 

实习日记/报告的质量（格式规范、内容丰富、并具合理性） 10 

实习日记/报告的质量（观点正确、论述准确） 15 

实习日记/报告的质量（科学性和创新性） 15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鹏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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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

毕业班学生对学习

的领域有较明确的

理解，对未来的工

作或职业规划有较

清晰的认识，熟悉

现代化企业生产管

理流程。 

目标 2：在基本知识

方面，了解电气工程

设计的相关国家标

准和行业规范，掌握

电气工程设计的基

本方法和步骤，深入

了解电气专业系统

在工业现场实际运

行的情况。 

目标 3：在

基 本 技 能

方面，培养

学生读图、

作图能力，

综 合 分 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力。 

目标 4：在素质提

升方面，提高对复

杂电气系统工程

的设计分析水平，

锻炼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严

谨作风和创新精

神。 

1.1 了解现代化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

式、生产现场、生产过程、新产品研发的

一般过程和手段 

√    

1.2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根据给定的设计任务

和设计要求，确定合适的电气工程设计方

案 

√    

1.3 具有从事与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系统

运行管理与维护等能力 
√    

1.4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综合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根据给定的设计任务

和要求，选定电气工程设计方案，完成电

气设备的选型工作 

 √   

1.5 通过工程制图、文字报告和口头报告，

表达电气工程系统设计方案，就电气工程

设计相关问题与业界同行、电气工程领域

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  

1.6 了解电气工程设计相关的国家行业标

准，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

程序，掌握电气工程设计的工作内容和任

务，理解电气工程设计与其他专业的协作

关系，具备资料获取、应用及初步解释的

能力 

  √  

1.7 通过实习检查，就实习现场涉及到的

生产工艺、安全与环境问题、工艺参数和

电气设备，团结协作，分工讨论 

  √ √ 

1.8 通过分组实习答辩，就工艺特点与电

气设备选型与软硬件实现等问题，与学生

现场讨论 

   √ 

1.9 听取工厂专家的报告，参观仪器仪表

维修，听技术员讲解 
√    

1.10 撰写符合规范要求的实习报告     

2.1 学生应听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指挥，

实习时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要严格遵守实

习单位的规章制度、礼貌待人、认真实习 

 √   

2.2 严格遵守实习企业的有关规定，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强

化安全意识 

 √   

2.3 学生要做好实习准备和实习小结，收

集相关资料信息、做好相关记录，完成实

习日记和实习报告 

 √   

2.4 实习报告必须包括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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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31A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时：64                   学分：4 

先修课程：物理、数字系统基础、PLC及电气控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开课院系：电气学院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让学生掌握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结构、通信协议、通信服务和

通信组态与编程。 

课程目标 2：掌握通信中常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工业网络通信的硬件组态、网络组态、编程及工程应用实

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第 2 章全集成自动化与网络通信 （2 课时） 

掌握工业自动化及全集成自动化的概念。了解 TIA 的统一性、TIA 的开放性。

掌握全集成自动化的体系结构。理解 SIMATIC NET。 

（二）网络通信基础 （8 课时） 

掌握通信的基本概念、单工通信、半双工通信及全双工通信、串行传输与并

行传输、异步传输与同步传输、串行通信接口、传输速率、计算机通信的国际标

准、OSI 参考模型、IEEE 802 通信标准、SIMATIC 通信与标准通信。 

（三）MPI 网络通信 （4 课时） 

了解 MPI 通信。掌握 MPI 通信方式、全局数据包通信方式、基于 MPI 的 S7

基本通信方式、基于 MPI 的 S7 通信方式、MPI 通信应用技术、全局数据包通信、

单边通信、双边通信、基于 MPI-S7 通信的单边通信、无需确认双边通信 

（四）PROFIBUS 网络通信 （8 课时） 

对 PROFIBUS 总线介绍。掌握 PROFIBUS 的结构与硬件、PROFIBUS 总线

的分类、PROFIBUS 协议、PROFIBUS 设备分类、DP 主站系统中的地址、

PROFIBUS 网络连接设备、PROFIBUS 总线的拓扑结构、PROFIBUS 电气接口网

络、PROFIBUS 光纤接口网络 

（五）PROFIBUS-DP 网络通信 （8 课时） 

掌握基于 PROFIBUS-DP 主站与从站的通信、主站与标准从站的通信、主站

与智能从站的不打包通信、主站与智能从站的打包通信、基于 PROFIBUS 的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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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通信、CPU 集成 

（六）PROFIBUS-PA 网络通信 （6 课时） 

掌握 PROFIBUS-PA 的传输技术、DP/PA 耦合器、DP/PA 链接器、

PROFIBUS-PA 的网络组态、PA 现场设备的 GSD 文件安装、使用 DP/PA 耦合器

的 PROFIBUS-PA 网络组态 

（七）工业以太网通信 （8 课时） 

掌握工业以太网的特点及优势。掌握工业以太网的交换技术、工业以太网通

信处理器、带 PN 接口的 CPU、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以太网络的信息安全、

使用 ISO 协议进行通信、使用 TCP/IP 进行通信、基于以太网的 S7 通信。1RFID

技术简介、RFID 技术的主要应用。 

（八）PROFINET 网络通信 （8 课时） 

掌握 PROFINET 实时通信、PROFINET 的主要应用。掌握基于 CPU 集成 PN

接口的 PROFINET IO 通信、基于 CP343-1 的 PROFINET IO 通信、带有 IRT 的

PROFINET IO 通信、PROFINET CBA 通信、PROFINET CBA 的用户程序接口。 

（九）实验安排（12 学时） 

实验一 基于 MPI 的 S7 基本通信实验 

实验二 基于 PROFIBUS-DP 的主从站通信实验 

实验三 基于 PROFIBUS 的 S7 通信实验 

实验四 基于 PROFINET 的 IO 通信实验 

实验五 基于以太网的 S7 通信实验 

实验六 触摸屏与 S7-1500 通信实验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西门子工业通信工程应用技术》姜建芳，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S7-1200/1500PLC 应用技术》廖常初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1。 

2.《西门子 PROFINET 工业通信》（德）皮金（Pigan，R.），（德）梅特（Mottor.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11。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内容： 

平时考核：作业、纪律、出勤、课堂讨论等方面 

期末考试 

2. 考核方式：总评 = 平时*40% + 期末考试*60%       

五、附件 

制定人： 郑翔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刘俊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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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1：让学生掌握西门子工

业网络通信结构、通信协议、通

信服务和通信组态与编程。 

 

课程目标 2：掌握通信

中常用的一些基本概念

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工业

网络通信的硬件组态、

网络组态、编程及工程

应用实现方法。 

1．全集成自动化与网络通信 √ √  

2.网络通信基础 √ √  

3. MPI 网络通信  √  

4. PROFIBUS网络通信  √  

5. PROFIBUS-DP网络通信 √  √ 

6. PROFIBUS-PA网络通信 √  √ 

7.工业以太网通信 √  √ 

8. PROFINET网络通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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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及电气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33A1     

英文名称：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and Electrical Control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工科基本训练（电气控制）、交直流电技术、电测量技术、数字系统

基础 

后续课程：工业通信技术、机器人技术、电气驱动工程、电气控制综合实验、数

字化制造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常用低压电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传统的继电器-接触

器电气控制基本知识。 

目标 2：熟悉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系统配置、指令系统，

对照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统，能够编写 PLC 控制系统 LAD 梯形图、STL 语

句表程序。 

目标 3：能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完成电气设备的软硬件选型与组态，并利用

TIA PORTAL 软件平台编写符合 IEC 61131-3 标准的 PLC 程序并调试运行。 

目标 4：初步具备现代电气控制系统设计、技术开发与工程应用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电气控制基础知识 （10 学时） 

1.1 电气控制系统介绍，包括电气控制的历史与发展,智能制造下电气控制项

目设计要求、流程、方案、硬件选型与配置、I/O 分配、PLC 控制系统软硬件设

计、上位监控系统设计、现场运行调试等概述内容。 （2 课时） 

1.2 常用低压电器设备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包含低压主令电器、低压控

制电器、低压保护电器、低压执行电器、低压信号电器 。 （2 课时） 

1.3 电气控制线路设计规范及读图方法 。 （2 课时） 

1.4 常用电气控制线路及其保护环节，三相异步电动机起保停线路及其保护

环节，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及其保护环节，他励直流电动机串三级电

阻起动及其保护环节等典型线路。 （4 课时） 

（二）PLC 基础 （2 课时） 

2.1 PLC 的定义、组成、分类、工作特点和应用范围，将 PLC 控制系统与继

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进行比较，熟悉 PLC 的基本特点及主要功能，理解可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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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替代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方法。 （2 课时） 

（三）PLC 的硬件组成及工作原理 （6 课时） 

3.1 S7-1500 PLC 硬件组成，CPU 模块、信号模块、工艺模块与通信等模块

属性。  （2 课时） 

3.2 TIA PORTAL 软件平台的安装与使用入门。 （2 课时） 

3.3 S7-1500 硬件接线规范 和 CPU 的参数设置，安装现场的接线、使用隔离

电路时的接地与电路参考点、数字量 I/O 端口接线、模拟量 I/O 端口接线；硬件

组态的基本方法、组态 PROFINET 接口方法、信号模块的组态和参数设置等。 

  （2 课时） 

（四）S7-1500 程序设计基础 （6 课时） 

4.1 IEC 61131-3 标准下的 PLC 编程语言，梯形图（LAD）和语句表（STL）。

  （2 课时） 

4.2 S7-1500 的程序结构、数据类型、结构化程序中的块、存储器与寄存器分

类及功能、S7-1500 的指令类型及指令结构。 （2 课时） 

4.3 S7-1500 PLC 的编址与寻址方式。 （2 课时） 

（五）S7-1500 PLC 指令系统及编程 （14 课时） 

5.1 位逻辑指令，与、或、非、反等逻辑运算指令。 （2 课时） 

5.2 定时器指令，通电延时定时器、断电延时定时器、带记忆的通电延时定

时器。  （2 课时） 

5.3 计数器指令，加计数器、减计数器、加减计数器。 （2 课时） 

5.4 数据处理指令，比较器操作指令、使能输入与使能输出指令、转换操作

指令、移动操作指令、移位与循环移位指令等。 （2 课时） 

5.5 数学运算指令，加、减、乘、除、平方、开方、正弦、余弦等计算指令。

  （2 课时） 

5.6 S7-1500 的高速脉冲输出与高速计数器指令。 （2 课时） 

5.7 日期和时间指令、字符串与字符指令等其他指令。 （2 课时） 

（六）S7-1500 的用户程序结构 （8 课时） 

6.1 函数与函数块，生成与调用函数，生成与调用函数块，复杂数据类型作

块的输入参数，多重背景。 （2 课时） 

6.2 操作数寻址，对变量的组成部分寻址、间接寻址。 （2 课时） 

6.3 中断事件与中断组织块，事件与组织块、初始化组织块与循环中断组织

块、时间中断组织块、硬件中断组织块、中断连接指令与中断分离指令、延时中

断组织块。 （2 课时） 

6.4 数据块及其数据结构、功能（块）编程与调用、结构化程序设计举例。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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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与 PID_Compact 指令 （6 课时） 

7.1 PID 参数的物理意义与手动整定方法，PID 参数与系统动静态性能的关系、

PID 参数的手动整定方法、PID 参数自整定方法。 （2 课时） 

7.2 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模拟量数据采集与标准化方法、PID_Compact 指

令的算法与参数、PID_Compact 指令的组态与调试。 （4 课时） 

（八）顺序控制编程方法 （8 课时） 

8.1 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图，顺序功能图的基本元件、顺序功能图的

基本结构、顺序功能图中转换实现的基本规则。 （2 课时） 

8.2 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单序列的编程方法、选

择序列与并行序列的编程方法、专用钻床的顺序控制程序设计。 （3 课时） 

8.3 顺序功能图语言 S7-Graph，S7-Graph 语言概述、使用 S7-Graph 编程的例

子、顺控器中的动作与条件。 （3 课时） 

（九）S7-1200/1500 的故障诊断 （4 课时） 

9.1 TIA 博途诊断故障方法，项目的上传与故障诊断有关的中断组织块，与硬

件故障有关的中断组织块、时间错误中断组织块，用在线和诊断视图诊断故障、

用网络视图和设备视图诊断故障、编程错误的诊断，S7-1500 CPU的 Web服务器、

LED 和显示屏诊断故障方法。 （2 课时） 

9.2 程序诊断故障方法，通过编写程序诊断故障、通过用户自定义报警诊断

故障、用模块的值状态功能检测故障。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7-1200/1500 PLC 应用技术》，廖常初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S7-1500 PLC 项目设计与实践》，刘长青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6 

2. 《SIMATIC S7-1500 与 TIA 博途软件使用指南》，崔坚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8.01 

3. 《电气控制与 S7-1200 PLC 应用技术》，王淑芳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07 

4. 《TIA 博途软件与 S7-1200/1500 PLC 应用详解》，张硕编著，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7.02 

5.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黄永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3 

6.  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topics/cn/zh/sce/Pages/Default.aspx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考勤作业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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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用低压电器、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线路、PLC 的工作原理和主要功能、西门子 S7-1500PLC 的硬

件组成、指令系统、结构化程序设计规则、现代电气控制系统设计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鹏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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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

常用低压电

器的基本结

构和工作原

理，掌握传统

的继电器 -接

触器电气控

制基本知识。 

目标 2：熟悉可编程控

制器的基本结构、工

作原理、系统配置、

指令系统，对照继电

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

统，能够编写 PLC 控

制系统 LAD 梯形图、

STL 语句表程序。 

目标 3：能够根据生

产工艺要求完成电

气设备的软硬件选

型与组态，并利用

TIA PORTAL软件平

台 编 写 符 合 IEC 

61131-3 标准的 PLC

程序并调试运行。 

目标 4：初

步具备现代

电气控制系

统设计、技

术开发与工

程应用的基

本能力。 

1.1 电气控制系统介绍 √ √   

1.2 常用低压电器设备的工作原理与使用

方法 
√ √   

1.3 电气控制线路设计规范及读图方法 √ √  √ 

1.4 常用电气控制线路及其保护环节 √ √  √ 

2.1 PLC 的定义、组成、分类、工作特点和

应用范围 
 √   

3.1 S7-1500 PLC 硬件组成   √ √ 

3.2 TIA PORTAL 软件平台的安装与使用入

门 
  √ √ 

3.3 S7-1500 硬件接线规范 和 CPU 的参数

设置 
  √ √ 

4.1 IEC 61131-3 标准下的 PLC 编程语言   √ √ 

4.2 S7-1500 的程序结构、数据类型、结构

化程序中的块、存储器与寄存器分类及功

能、S7-1500 的指令类型及指令结构 

  √ √ 

4.3 S7-1500 PLC 的编址与寻址方式   √ √ 

5.1 位逻辑指令  √ √  

5.2 定时器指令  √ √  

5.3 计数器指令  √ √  

5.4 数据处理指令  √ √  

5.5 数学运算指令  √ √  

5.6 S7-1500 的高速脉冲输出与高速计数器

指令 
 √ √  

5.7 日期和时间指令、字符串与字符指令等

其他指令 
 √ √  

6.1 函数与函数块   √  

6.2 操作数寻址   √  

6.3 中断事件与中断组织块   √  

6.4 数据块及其数据结构、功能（块）编程

与调用、结构化程序设计举例 
  √ √ 

7.1 PID 参数的物理意义与手动整定方法    √ 

7.2 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   √  

8.1 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图   √  

8.2 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顺序控制梯形图

设计方法 
  √  

8.3 顺序功能图语言 S7-Graph   √  

9.1 TIA 博途诊断故障方法    √ 

9.2 程序诊断故障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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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及电气控制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34P1              

英文名称：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and Electrical Control Experiment 

学分/学时：0.5/16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工科基本训练（电气控制）、交直流电技术、电测量技术、数字系统

基础 

后续课程：工业通信技术、机器人技术、电气驱动工程、电气控制综合实验、数

字化制造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实验熟悉 S7-1500系列 PLC的外部接线方法，掌握 TIA PORTAL

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硬件组态和参数设置、符号表和逻辑块的生成、STEP7 与

PLC的在线连接和在线操作方法。 

目标 2：掌握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等基本操作,熟悉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

掌握装入指令、传送指令、比较指令、数据转换指令使用方法，掌握部分数学运

算指令、移位与循环移位指令使用方法。 

目标 3：掌握模拟量数据采集与标准化方法，理解 PID 算法的工作原理，能

使用 PID_Compact 指令的算法与参数配置，完成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的组态与调

试。 

目标 4：掌握 PLC 电气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能根据实验控制工

艺要求，列出合理的 I/O分配表，设计完成流程图及合理的顺序功能图，掌握结

构化编程方法，能熟练运用 PLC 的指令系统，编制符合 IEC61131-3 标准的 PLC

程序，并能进行模拟调试运行，并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图纸与实验报告。 

二、课程内容 

实验（一）STEP7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 （2课时） 

1.1 熟悉 PLC实验装置，S7-1500系列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方法。 

1.2通过实验熟悉 TIA PORTAL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硬件组态和参数设

置、符号表和逻辑块的生成、STEP7与 PLC的在线连接和在线操作。 

实验（二）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基本操作 （2课时） 

2.1掌握位逻辑功能的编程方法。 

2.2 掌握定时器的正确编程方法，并学会定时器的应用，用编程软件对可编

程控制器的定时器运行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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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掌握计数器的正确编程方法，并学会计数器的应用，用编程软件对可编

程控制器的计数器运行进行监控。 

实验（三）基本指令编程实验 （2课时） 

3.1熟练运用 PLC的基本指令，编制满足控制要求的程序，并进行模拟调试。 

3.2了解用 PLC解决实际生产控制要求的全过程。 

实验（四）顺序控制程序的编程实验 （2课时） 

4.1 熟悉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 

4.2掌握用起、保、停方法或置位、复位方法进行顺序控制的编程。 

实验（五）数据处理和数字运算操作 （2课时） 

5.1 掌握装入指令与传送指令、比较指令、数据转换指令使用方法，验证相

关结果。 

5.2 掌握部分数学运算指令和移位与循环移位指令使用方法，验证相关的结

果。 

实验（六）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实验 （2课时） 

6.1模拟量数据采集、输出、标准化与反标准化方法。 

6.2 PID_Compact 指令的算法、参数整定与在线调试。 

6.3闭环控制系统数据实时监控与曲线绘制。 

实验（七）程序结构化编程 （2课时） 

7.1熟悉 TIA PORTAL编程软件的结构化编程方法。 

7.2熟悉用结构化编程方法来进行编程。 

实验（八）PLC综合实验 （2课时） 

8.1掌握 PLC电气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8.2 能根据实验控制工艺要求，列出合理的 I/O分配表，设计完成流程图及

合理的顺序功能图。 

8.3能熟练运用 PLC的指令系统，编制符合 IEC61131-3标准的 PLC程序，并

能进行模拟调试运行，并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图纸与实验报告。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7-1200/1500 PLC 应用技术》，廖常初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实验自编讲义. 2018.03 

2. 《S7-1500 PLC 项目设计与实践》，刘长青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6 

3. 《SIMATIC S7-1500 与 TIA 博途软件使用指南》，崔坚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8.01 

4. 《电气控制与 S7-1200 PLC 应用技术》，王淑芳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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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 

5. 《TIA 博途软件与 S7-1200/1500 PLC 应用详解》，张硕编著，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7.02 

6.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黄永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3 

7. 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topics/cn/zh/sce/Pages/Default.aspx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成绩（40%）、考勤作业等（20%）。 

6.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上机操作考试，现场答辩评分，考核内容主要

包括：S7-1500 系列 PLC 的外部接线方法、TIA PORTAL 软件的使用方法、PLC 硬

件组态和参数设置、符号表和逻辑块的生成、位逻辑、定时器、计数器、顺序控

制的编程、常用指令使用、模拟量闭环控制系统的组态与调试、PLC 电气控制系

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鹏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任晓明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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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实验

熟悉 S7-1500 系

列 PLC 的外部接

线方法，掌握 TIA 

PORTAL 软件的

使用方法，掌握

硬件组态和参数

设置、符号表和

逻辑块的生成、

STEP7 与 PLC 的

在线连接和在线

操作方法。 

目标 2：掌握位逻

辑、定时器、计

数器等基本操作,

熟悉顺序控制的

编程方法，掌握

装入指令、传送

指令、比较指令、

数据转换指令使

用方法，掌握部

分 数 学 运 算指

令、移位与循环

移位指令使用方

法。 

目标 3：掌握模

拟量数据采集

与标准化方法，

理解 PID 算法

的工作原理，能

使 用
PID_Compact

指令的算法与

参数配置，完成

模拟量闭环控

制系统的组态

与调试。 

目标 4：掌握 PLC 电气控制

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

骤，能根据实验控制工艺要

求，列出合理的 I/O 分配表，

设计完成流程图及合理的顺

序功能图，掌握结构化编程

方法，能熟练运用 PLC 的指

令 系 统 ， 编 制 符 合

IEC61131-3 标准的 PLC 程

序，并能进行模拟调试运行，

并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

图纸与实验报告。 

1.1 熟悉 PLC 实验装置 √    

1.2 熟悉 TIA PORTAL 编程软件

的使用方法 
√    

2.1 掌握位逻辑功能的编程方法  √   

2.2 掌握定时器的编程方法     

2.3 掌握计数器的编程方法  √   

3.1 熟练运用 PLC 的基本指令 √ √   

3.2 了解用 PLC 解决实际生产控

制要求的全过程 
√ √   

4.1 熟悉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  √   

4.2 掌握用起、保、停方法或置位、

复位方法进行顺序控制的编程 
 √   

5.1 掌握装入指令与传送指令、比

较指令、数据转换指令使用方法 
 √   

5.2 掌握部分数学运算指令和移

位与循环移位指令 
 √   

6.1 模拟量数据采集、输出、标准

化与反标准化方法 
  √  

6.2 PID_Compact 指令的算法、参

数整定与在线调试 
  √  

6.3 闭环控制系统数据实时监控

与曲线绘制 
  √  

7.1 熟悉 TIA PORTAL 编程软件

的结构化编程方法 
√   √ 

7.2 熟悉用结构化编程方法来进

行编程 
   √ 

8.1 掌握 PLC 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   √ 

8.2 能根据实验控制工艺要求，

列出合理的 I/O 分配表，设计完

成流程图及合理的顺序功能图 

√   √ 

8.3能熟练运用PLC的指令系统，

编制符合 IEC61131-3 标准的

PLC 程序，并能进行模拟调试运

行，并正确撰写完整规范的设计

图纸与实验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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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Z35A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类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数学、复变函数及积分变换、自动控制原理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先进的控制理论及其应用领域，掌握基本的智能控制系统原理

及其设计方法； 

目标 2：理解递阶控制系统、专家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神经控制系统、

学习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应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智能控制器设计与分析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  

了解：智能控制的发展、智能控制的主要研究领域 

理解：智能控制的定义、智能控制系统的构成原理和特点以及智能控制系统

的分层递阶结构。 

重点：智能控制的定义、智能控制系统原理及特点。  

（二）递阶控制系统 （10 学时） 

了解递阶智能机器的一般理论、递阶智能机器的一般结构、递阶智能机器的

信息论基础。 

掌握 IPDI 原理的解析公式、递阶智能控制系统的原理与结构、组织级原理

与结构、协调级原理与结构、执行级原理与结构、递阶智能控制系统举例、汽车

自主驾驶系统的组成、汽车自主驾驶系统的递阶结构与控制算法。 

（三）模糊控制 （8 学时） 

了解：隶属度函数的建立、规则库的建立、模糊关系方程、模糊控制器的分

类、模糊自整定方法、模糊控制的应用等。 

理解：模糊数学基础、模糊语言逻辑、模糊集合概念、模糊关系、隶属度函

数的建立方法、模糊控制系统原理、模糊 PID 控制系统设计原理等 

掌握：模糊集合的表示方法、模糊集合的运算、模糊逻辑推理、解模糊方法、

模糊控制器的分类、结构及其设计步骤、模糊 PID 控制系统结构。 

重点掌握：模糊集合运算、模糊化方法、模糊逻辑推理、解模糊方法、模糊

控制器设计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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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模糊逻辑推理、模糊控制原理、模糊控制器设计。 

（四）神经网络控制 （10 学时） 

了解：神经元模型、神经网络分类、BP 算法改进、RBF 神经网络模型、神

经网络辨识、神经网络自适应控制等 

理解：神经网络的概念、特点及在控制领域的应用、神经网络的结构与学习

规则、神经网络函数逼近、神经网络辨识等 

掌握：神经网络模型分类、前向神经网络及 BP 算法、动态网络特点与 Hopfield

网络 

难点：前向网络及 BP算法、神经网络控制。 

（五）专家控制系统 （8 学时） 

理解：专家系统的概念、专家控制的知识表示与推理、直接专家控制系统、

间接专家控制系统等； 

掌握：专家控制系统概念、专家控制系统结构与原理、专家控制的应用领域。 

重点掌握：专家控制系统原理、专家控制的应用。 

难点：专家控制系统原理。 

（六） 学习控制系统 （8 学时） 

了解：学习控制的定义与研究意义、学习控制的发展及其与自适应控制的关

系、控制律映射及对学习控制的要求。 

理解：基于模式识别的学习控制、迭代学习控制、重复学习控制、增强学习

控制、基于神经网络的学习控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蔡自兴，《智能控制原理及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2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Zdenko, 《 Fuzzy Controller Design-----Theory and 

Applications》,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Jan.2006. 

[2]Gurney,《An Introduction of Neural Networks》, University of Lodon, 

1999. 

[3]孙增圻，《智能控制理论与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月第 1版. 

[4]张化光，《智能控制基础理论及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

1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课堂表现（20%）、考勤作业等（20%）。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递阶控制系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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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神经控制系统、学习控制系统等。 

 

制定人：  郑翔  审核人：  商雨青  批准人：  刘俊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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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先进的控制理论及

其应用领域，掌握基本的智能控

制系统原理及其设计方法； 

目标 2：理解递阶控制系统、专家控制系统、模糊

控制系统、神经控制系统、学习控制系统的基本原

理及应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智能控制器设计与分

析能力。 

1．智能控制及应用绪论 √ √ 

2.递阶控制系统 √ √ 

3. 模糊控制  √ 

4.神经网络控制  √ 

5.专家控制系统 √ √ 

6.学习控制系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