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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工电子实验是工科院校电工学、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及相关课程的实践性环节,是

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实验内容除涉及电路、电机、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

等4个部分,还包括常用仪器仪表介绍、Multisim仿真软件介绍和基本实验技能介绍。实

验项目中既有验证型实验,又有设计型和综合型实验;既有硬件实验,又有软件实验。同

时,每个实验均包含多个实验题目,并提供可选实验。实验教师可以根据专业及学时的不

同以及学生实验能力的不同,对实验内容进行组合,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实验教学的需要。

本书中的基本实验部分已在华东理工大学使用了十多年,新增了综合型、设计型实验。

本书可以与张南主编的《电工学(少学时)》及其他电工、电子教材配套使用。

本书实验1~4,6~10,14~17,24以及附录2由张雪芹编写,实验5,11~13,18~23以

及附录1由宋继荣编写,附录3~8由朱奇编写。全书由张雪芹统稿。

本书编写中得到华东理工大学电工电子教研室和电子信息实验中心多位同仁的支持

和帮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存在,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出。

编 者

2016年6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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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注意事项

一、接线前,学生应检查实验用导线是否完好。实验中严禁使用破损了的导线。
二、实验过程中必须一人操作,一人监督。负责监督的学生随时准备拉闸断电,防止事故。

操作人员必须单手操作,防止触电引起人身事故。
三、实验中所有接线必须先自行核对,然后请教师检查。未经同意不得接通电源。如未经

教师许可而擅自通电造成设备损坏,必须赔偿,责任由肇事者自负。
四、所有接线的连接应十分牢固,防止实验过程中线头脱落造成碰线、短接。接线时遇到

需要将导线直接压在螺丝下时,应注意不能使线头露出过长,否则容易引起碰线故障。
五、在电路通电情况下,不可用手接触电路中不绝缘的金属导线或连接点。
六、实验中如遇到事故或发现反常现象,要立即切断电源,并报告教师,经查明原因排除故

障后方可继续进行实验,如损坏仪器按“实验注意事项三”处理。
七、实验中若要更改接线,须“先断电,后动线”。临时断开的导线必须完全拆除,严禁导线

一端悬空。
八、不得用电流表及万用表的电阻、电流挡去测量电压,电烙铁在使用时应妥善放在散热

支架上,以防止烫坏物品。
九、实验时要认真仔细,爱护公物,注意安全,不要随便动用与本实验无关的仪器设备。
十、实验完毕后,应该由指导教师检查实验结果,然后再切断电源、拆除接线,并经实验室

工作人员检查确认设备完好无损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十一、实验室的各类器材不得擅自带出,私人的各类无线电器材元件未经允许一律不得带

进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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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预习与实验报告的要求

一、实验预习要求

实验前应认真阅读实验教材,了解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和实验注意事项,并复习相关原理。
为了确保达到预习要求,每次实验前,教师将对学生进行口头或书面检查。凡没有达到要求的

学生,均不得参加本次实验。
实验预习应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的内容和实验的操作步骤;

2.掌握与实验内容有关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

3.了解实验仪器和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4.回答指定的预习思考题;

5.对部分实验,根据实验要求自行拟定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二、实验报告撰写要求

实验报告是实验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教师考核学生实验成绩的主要依据。实验报告的重点

是实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实验报告要求字迹清楚,回答问题简明扼要,有条有理,数据表格工

整,电路图不得随手乱画,实验曲线、波形一律画在方格纸上,剪贴于报告上相应位置。实验报

告主要包括以下各项:

1.记录实验电路(包括元器件参数)、实验数据与波形以及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及解决

的方法等;

2.对原始记录进行必要的分析、整理,包括实验数据与估算结果的比较,产生误差的原因

及减小误差的方法,实验故障原因的分析等;

3.回答实验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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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实验技能和要求

本课程实验要求学生科学、规范操作,掌握电工电子基本的实验技能,包括以下几点。

一、基本实验技能

1.接线

(1)合理安排仪表元件的位置,接线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尽量做到接线清楚、容易检查、操
作方便。

(2)接线要牢固可靠。
(3)先接电路的主回路,再接并联支路。
(4)为了安全起见,接线时通常最后接电源部分,拆线时应先拆电源部分。操作中严禁带

电拆、接线。

2.合理读取数据点

应通过预操作,掌握被测曲线趋势和找出特殊点:凡变化急剧的地方取点密,变化缓慢处取

点疏。应使取点尽量少而又能真实反映客观情况。

3.正确、准确地读取测量仪表指示值

(1)合理选择量程,对指针式仪表应力求使指针偏转大于2/3满量程时较为合适,同一量

程中,指针偏转越大越准确。
(2)对指针式仪表,在测量仪表量程与表面分度一致时,可以直接读取读数作为测量

值。如果不一致,则先记下指针指示的格数,再进行换算,并注意读出足够的有效数字。

二、仪器设备的基本使用方法

1.了解设备的名称、用途、铭牌规格及面板旋钮情况。使用时各旋钮应放在正确位置,禁
止无意识地乱拨动旋钮。

2.明确仪器设备使用的极限值

(1)要注意使用设备的最大允许的输出值,如调压器、稳压电源有最大输出电流限制,电机

有最大输出功率限制,信号源有最大输出功率及最大信号电流限制。
(2)要注意测量仪表仪器最大允许的输入量,如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表要注意最大的电

流值或电压值。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数字频率计、示波器等的输入端都规定有最大允许的输入

值,不得超过,否则会损坏设备。对多量程仪表(如万用表)要正确使用量程,千万不能用欧姆挡

测量电压或用电流挡测量电压等。

3.学会判断仪器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有自校功能的仪器仪表可通过自校信号对设备进行检查,如示波器有自校正弦波或方波,
频率计有自校标准频率。

三、故障分析与检查排除

1.实验中常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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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线:连线错,接触不良,断路或短路;
(2)元件:元件错或元件值错,包括电源输出错;
(3)参考点:电源、实验电路、测试仪器之间公共参考点连接错误等等。

2.故障检查方法

故障检查方法很多,一般是根据故障类型,确定部位、缩小范围,在小范围内逐点检查,最后

找出故障点并给予排除。简单实用的方法是用万用表在通电状态下用电压挡或断电状态下用

电阻挡检查电路故障。
(1)带电检查法: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或电压表),在接通电源情况下,根据实验原理,如果

电路某两点应该有电压,而万用表测不出电压;或某两点间不应该有电压,而万用表测出了电

压;或所测电压值与电路原理不符,则故障即在此两点间。
(2)断电检查法: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或欧姆表),在断开电源情况下,根据实验原理,如果

电路某两点应该导通无电阻(或电阻极小),而万用表测出开路(或电阻极大);或某两点应该开

路(或电阻很大),但测得的结果为短路(或电阻极小),则故障即在此两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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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电工技术实验





实验1 电路元件伏安特性的测绘

1.1 实验目的

1.学会识别常用电路元件的方法。

2.掌握线性电阻、非线性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绘。

3.掌握实验台上直流电工仪表和设备的使用方法。

1.2 预备知识

任何一个二端元件的特性可用该元件两端施加的电压U 与通过该元件的电流I 之间的函

数关系I=f(U)来表示,即用I U 平面上的一条曲线来表征,这条曲线称为该元件的伏安特

性曲线。
(1)线性电阻器的伏安特性曲线是一条通过坐标原点的直线,如图1 1中直线a所示。

直线的斜率等于该电阻的值。

图1 1 伏安特性曲线

(2)通常将白炽灯视为线性电阻,但实际工作时灯丝处于

高温状态,其灯丝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一般灯泡的

“冷电阻”与“热电阻”的阻值可相差几倍至十几倍。白炽灯的

伏安特性如图1 1中曲线b所示。
(3)理想的直流电压源输出固定幅值的电压,输出电流大

小取决于它所连接的外电路。因此它的伏安特性曲线是平行

于电流轴的直线,如图1 2(a)中实线所示。实际电压源可以

用一个理想电压源US和内电阻Ro相串联的电路模型来表示。
实际电压源的端电压U 和电流I 的关系式为:U=US-Ro×
I。实际电压源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 2(a)中虚线所示。

(4)理想的直流电流源输出固定幅值的电流,其端电压的大小取决于外电路,它的伏安特性

曲线是平行于电压轴的直线,如图1 2(b)中实线所示。实际电流源可以用一个理想电流源IS和
Ri相并联的电路模型来表示。实际电流源的输出电流I和电压U 的关系式为:I=IS -U/Ri。
实际电流源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 2(b)中虚线所示。

图1 2 电压源和电流源伏安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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