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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绘图》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2054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辅助绘图/ Computer Aided Drawing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建环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是传授计算机制图的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使用

AutoCAD 绘制二维图形、阅读工程图样以及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培养学生的专业制图技能和空间想象能力。同时，也为学生后续学习暖通空调、

工程造价与控制等相关课程打下基础。 

计算机辅助绘图课程的上机环节是帮助学生掌握该课程基本理论知识的重

要手段，“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方法绘制相关图形，提

高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培养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增强构建本专业相关领域中计算机实

践应用的技巧和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AutoCAD 基础知识 综合 2 1 必修 

2 基本绘图命令和编辑方法 综合 5 1 必修 

3 绘制建筑平面图 综合 5 1 必修 

4 简单三维建模 综合 5 1 必修 

5 图形输出 综合 1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AutoCAD 基础知识 

1.教学内容 

AutoCAD 的程序介绍、安装、启动、工作界面、文件管理、坐标知识、系

统帮助、绘图辅助知识、目标选择、视窗的显示控制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 AutoCAD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 

（2）熟悉绘图工作界面；掌握正确设置绘图环境的能力。 

（3）掌握创建、打开、保存、关闭图形的基本操作；设置绘图单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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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界限等。 

实验项目 2：基本绘图命令和编辑方法 

1.教学内容 

基本绘图命令和编辑方法的操作、图形属性、图层控制、文本和尺寸标注等

有关知识的讲解和演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绘图命令和修改命令的操作。 

（2）熟悉绘制基本图形的方法和技巧。 

（3）掌握图形的编辑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3：绘制建筑平面图 

1.教学内容 

详细讲解和演示建筑平面图的绘制过程和步骤，包括图幅、图框、标

题栏设置、填写标题栏、绘制定位轴线、轴线圈并标注轴线编号、绘制墙

线、门窗、散水及其他细部和尺寸标注等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建筑平面图的绘制过程和步骤。 

（2）熟悉绘制建筑平面图的方法和技巧。 

（3）掌握建筑平面图的编辑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4：简单三维建模 

1.教学内容 

详细讲解并演示三维建模命令的具体操作，以六角凉亭与四层宿舍楼

的操作步骤演示整个建模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维建模的方法和步骤。 

（2）熟悉三维绘图必要的环境设置方法。 

（3）掌握三维建模和编辑命令的操作过程，以及应用 AutoCAD 制作简单

建筑室外模型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5：图形输出 

1.教学内容 

学习打印样式的设置方法和打印输出的一般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打印样式的设置和打印输出的一般步骤。 

（2）熟悉图形打印的基本设置。 

（3）掌握在 AutoCAD 中调用其它类型图形文件、插入 OLE 对象，图形打

印输出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察 AutoCAD 基础知识，重点考察图形绘制与编辑、图层设置与图形之间

的严密性、图形填充及标注，文字格式，文件输入、输出与打印的相关知识的实

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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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知识点 

一、基础理论知识（5%） 

二、文件及图层设置与基本操作（30%）  

三、图形绘制与编辑（30%） 

四、图形填充（5%） 

五、标注，文字格式（10%） 

六、图形之间的严密性（20%） 

参考样图，上机操作。按以下细则评定： 

90 分以上：对 Auto CAD 软件操作技法的运用熟练，图形、标注、文字格

式严谨，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图层设置清晰，对工程制图等相关课程的认

识清楚正确，并能综合运用各工具作出理想的设计作品。 

80---90 分：对 Auto CAD 软件操作技法的运用较为熟练，图形严谨，图层

设置清晰，对工程制图等相关课程有一定的认识，能利用各个工具的特点作出相

应的效果。 

70---80 分：对 Auto CAD 软件操作技法与技巧的运用较好，图形严谨，图

层设置基本清晰，对工程制图等相关课程认识不清，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有错误。 

60---70 分：缺乏 Auto CAD 软件操作的技巧与方法，图形欠严谨，图形之

间的比例关系有错误，图层设置欠清晰。 

60 分以下：对软件操作技法的掌握不够，软件应用能力较差，图形 

松散，图层设置不清晰，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错误。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基本设备：电脑 55 台，投影仪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姜勇，AutoCAD 建筑制图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2.参考书：余桂英、AutoCAD2008 基础教程。 

 

 

执 笔 人：  李宁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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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205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制冷技术/Refrigera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课程内容：本课程着讲授建筑空调系统中采用的冷热设备，系统地阐述

蒸汽压缩式制冷设备、吸收式制冷设备与热源的工作原理、构造、系统设计以及

工作特性、运行调节等问题，并适当介绍连接冷热源设备与空调末端设备的冷冻

站和水系统的相关问题。 

2、教学目标：使学生掌握蒸汽压缩式制冷和吸收式制冷的原理；了解设备的结构；

常用制冷剂的性质以及制冷系统分析计算。教学中应注意加强实践环节，以及一些基本测试

技能的训练，为培养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创新能力打下基础。 

3、教学要求： 

掌握蒸汽压缩式制冷和吸收式制冷的原理，具备相应的分析计算能力。 

了解组成制冷循环各类设备的类型和结构，工作过程和运行特性。。 

掌握常用制冷剂的性质。 

掌握系统的布置与流程。制冷技术理论在空调工程方面的应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

认识 
综合性 2 4 必修 

2 
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

性能参数测试 
综合性 2 4 必修 

3 
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

变工况测定 
综合性 2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认识 

1.教学内容 

制冷系统实验系统是一个综合性实验设备，要达到对制冷系统进行综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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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首先要掌握制冷系统的基本原理，认识、熟悉实验设备的组成及操作方

法，掌握各种仪器仪表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冷系统实验设备的组成与操作方法。 

（2）熟悉各种仪器仪表的数据读取。 

（3）掌握蒸汽压缩式制冷循环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2：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性能参数测试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实测，来评价热力系统的经济性，性能系数 COP 的实验验算是本

实验的主要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冷系统测试的目的。 

（2）熟悉制冷系统实验设备组成及操作方法。 

（3）掌握蒸汽压缩式制冷循环的工作原理，熟练掌握各种仪表数据的读取。 

实验项目 3：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变工况测定 

1.教学内容 

在选定的压缩机及转速不变的条件下，理解制冷量和功率消耗等特性随工作

温度的变化的情况，重点掌握蒸发温度的变化对制冷性能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制冷系统性能测试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冷凝温度或蒸发温度不变，改变蒸发温度或冷凝温度对制冷性能

的影响。 

（3）掌握有关实验设备、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之后，根据实验报告要求整理实验数据，完成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学生

完成实验报告的质量进行评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制冷压缩机性能实验台   4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空调冷热源工程》，刘泽华等主编，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制冷技术与应用》，岳孝方、陈汝东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 年。 

3.《制冷原理与装置》，郑贤德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执 笔 人：  龚伟申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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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空调制冷系统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206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小型空调制冷系统分析/Small Air 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Systems Analysi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技术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课程内容：本课程以蒸气压缩式小型空调装置为主要对象，沿产品设计

流程主线，探讨空调热泵装置设计各阶段的关键技术问题，系统阐述产品的设计

流程、设计思想、循环设计、设计计算、运行特性、自动控制以及性能评价问题，

为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和知识储备。 

2、教学目标：使学生掌握小型空调装置设计思想、设计流程、设计计算方

法。培养学生对小型空调产品开发的宏观掌控能力和微观设计技巧 

3、教学要求： 

掌握小型空调装置的设计方法，具备相应的空调装置的分析计算能力。 

了解组成各类小型空调装置的类型和结构，工作过程和运行特性。。 

掌握系统的小型空调装置的性能评价手段与途径。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各类小型空调装置的比较认识

及系统分析 
综合性 2 4 必修 

2 小型空调装置的性能评价测试 创新性 4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各类小型空调装置的比较认识及系统分析 

1.教学内容 

比较各类小型空调装置的组成，要达到对各类空调装置进行设计与布置的目

的，首先要掌握空调系统集成的原理，认识、熟悉实验设备的组成及操作方法，

掌握各种仪器仪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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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空调实验设备的组成与操作方法。 

（2）熟悉各种仪器仪表的数据读取。 

（3）掌握空调循环系统的工作原理、设计与分析系统布置。 

实验项目 2：小型空调装置的性能评价测试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实测，来评价空调装置的设计开发性能，并测绘出各类小型空调装

置的制冷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小型空调装置性能评价测试的目的。 

（2）熟悉空调装置实验设备组成及操作方法。 

（3）掌握空调循环的工作原理，熟练掌握各种仪表数据的读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之后，根据实验报告要求整理实验数据，完成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学生

完成实验报告的质量进行评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小型分体空调装置        4 套 

多联机                  4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小型空调热泵装置设计》，石文星主编，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 

2.参考书：《空调用热泵技术及应用》，蒋能照主编，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年。 

 

 

执 笔 人：  龚伟申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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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测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2065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建筑环境测试/ 

     Building Environment Measuremen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教学目的：《热工测量技术及测量仪表》是热能，动力，建筑环境与设备工

程等专业的技术基础课。学习本课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热工测量的一般理论，学会

使用一般的热工测量仪器和仪表，并学会运用数据处理理论和热工测量仪表进行

简单实验布置及完成数据处理得出科学的结果。使学生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 了解建筑环境测试的一般理论及过程。 

2. 掌握测量中的误差与数据处理理论。 

3. 掌握常用热工测量用仪器仪表的使用技术。 

4. 掌握误差分布理论及简单实验布置。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 综合性 2 4 必修 

2 
环境参数的测量方

案设计 
设计性 2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室内空气质量监测 

1.教学内容 

能够对室内环境各参数的测试仪器进行使用,记录数据并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当前各类室内环境参数测试仪表的种类及技术发展 

（2）熟悉温度、湿度、甲醛等参数测试仪表的功能 

（3）掌握熟悉温度、湿度、甲醛等参数测试仪表的使用及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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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建筑环境参数的测试方案设计 

1.教学内容 

对建筑环境中的暖通空调系统某参数进行测试方案设计，要求科学、规范并

具有可操作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暖通空调系统行业常用参数的测试技术及其发展状况 

（2）熟悉相关传感器技术 

（3）掌握相对应的测试技术，并能合理利用传感器测试技术设计出该参数

的测试方案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一以操作技能考核为主，包括数据处理。 

实验二以以提交方案设计为考核素材，主要考虑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室内空气品质测试仪，多功能通风表，便携式甲醛测试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建筑环境测试技术，方修睦、姜永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参考书：建筑环境测量，陈刚，机械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  李明豹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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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UEE3003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机械设计基础/ Foundation of Machine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机械设计基础》是我国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和非机械类各专业

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它起到由基础理论课向专业课过渡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机械设计基础实验是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重要实践环节,其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开

始认知机械设备与机械,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验证,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获得实际设计的基本工程训练能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培养高水平综合型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机械设计

基础》课程还担负着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设计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的任务。在实践

中培养综合设计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尤为重要,开设具有创造性的实验对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有很大帮助,在培养学生的全局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齿轮参数测定实验 验证型 2 3 必修 

2 皮带传动实验 验证型 2 3 必修 

3 减速器拆装实验 综合型 2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齿轮参数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根据直齿圆柱齿轮的实物，测定直齿圆柱齿轮的各个参数，确定各参数之间

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熟悉齿轮个参数之间的关系 

（2）掌握齿轮参数测定的原理与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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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皮带传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皮带传动实验台，观察皮带的打滑情况，测定皮带的滑动曲线及效率曲

线 

2.教学目标 

（1）观察皮带的打滑情况，加深对皮带传动设计标准的理解 

（2）掌握测定皮带传动滑动曲线及效率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3：减速器拆装实验 

1.教学内容 

根据减速器的实物，进行拆装实验，掌握轴系及各部件之间的结构、装配、

工作过程等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减速器装配的基本要求和参数的测量方法 

（2）掌握掌握减速器各零部件的作用、结构及装配关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考核的方法：学生成绩从实验报告和实验过程中的表现两个方面综合评

定。实验报告的审核根据实验要求加以评定,主要看是否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及对实验相关知识、技术的的学习和掌握；实验表现主要看学生对实验

的态度,纪律遵守情况等。  

评分标准：实验报告占实验总成绩的 70％，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占实验总成

绩的 30％。实验各项目在实验总成绩的比例根据学时分配；实验成绩占课程总

考核分数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直齿圆柱齿轮 

皮带传动实验台 

齿轮减速器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机械设计基础》杨可帧主编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参考书：《机械制造设计手册》 

 

 

 

执 笔 人：  蒋建强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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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输配管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UEE3004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流体输配管网/ Pipe-network for Fluid Suppl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流体输配管网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主要介绍流体

输配管网的功能与类型、气液体输配管网的水力特征与水力计算、泵与风机的理

论基础、泵、风机与管网系统的匹配、枝状管网水力工况分析与调节以及环状管

网水力计算与工况分析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流体输配管网的型式、装置、

特征、水力计算、工况分析；掌握管网泵与风机的基本原理以及选用方法；能运

用基本原理、基本公式进行管网的设计、计算，熟悉泵与风机的选用和安装。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一定的动手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及

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离心泵性能测定实验 验证 2 10 必修 

2 离心风机性能测定实验 验证 2 10 必修 

3 管网水力工况实验 综合 2 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离心泵性能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离心水泵流量、扬程、功率及效率的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离心泵工作运行特点及调节特性曲线 

（2）熟悉离心泵性能测试方法 

（3）掌握离心泵的工作原理、性能参数与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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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离心风机性能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离心风机风量、风压、功率等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程测试与理论要求的差别 

（2）熟悉离心风机性能测试方法 

（3）掌握离心风机的工作原理、性能参数与性能曲线 

实验项目 3：管网水力工况实验 

1.教学内容 

离心风机风量、风压、功率等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管网系统的水力失调、水力稳定性和水力可靠性 

（2）熟悉管网系统压力分布规律、定压调压原理 

（3）掌握管网测压管水头线的绘制和应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生需认真实验，记录实验数据，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最终提交实验报

告。教室根据实验过程中学生的表现及实验报告给定成绩。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离心泵综合性能测定实验台 

离心风机性能测定实验台 

管网水力工况实验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付祥钊《流体输配管网》（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2.参考书：院内自编《流体输配管网》实验指导书 

 

 

 

执 笔 人：  徐仁  

审 批 人：  施卫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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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05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电工电子学/Electrotechnics & Electron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专业教学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实

验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电工电子学中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要求

学生能掌握基本实验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电工电子仪表和电工电子实验设备

进行基本电路的测量及数据分析、处理；能正确分析和实现实验电路，合理布线

和安排仪器，以及分析、检查和判断、并排除实验电路故障；能独立完成相应实

验项目，并能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验现象及结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戴维南/诺顿定理验证 验证性 2 2 必修 

2 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设计 设计性 2 2 必修 

3 组合逻辑电路实验分析设计 设计性 2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戴维南/诺顿定理验证 

1.教学内容 

用开路电压法、短路电流法，以及半电压法等测定戴维南等效电路的参数和

诺顿等效电路的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可调直流电源、直流数字毫安表、直流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

等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熟悉可调直流电源、直流数字毫安表、直流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

等设备和仪表的使用方法。 

（3）掌握测量有源线性二端口网络等效参数所采用的开路电压法、短路电

流法，半电压法等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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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原理图绘制安装接线图，按工艺

要求完成电气线路连接，并进行线路的检查和故障排除。 

2.教学目标 

（1）了解互锁的作用和实现方法线路的构成及原理。 

（2）熟悉实验电路中各个元件电压的测量和各个支路的故障检测方法。 

（3）掌握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完成其线路的

安装接线与调试。 

实验项目 3：组合逻辑电路实验分析设计 

1.教学内容 

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逻辑分析和功能验证，特定功能的组合逻辑电路的设

计与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逻辑门电路芯片的引脚特性。 

（2）熟悉组合逻辑电路逻辑分析和功能验证的流程与方法。 

（3）掌握特定功能的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流程与测试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33 台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毕淑娥主编，《电工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 

（2）雷勇主编，《电工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吴峰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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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工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07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通风工程 /Ventilation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风工程》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它是研究控制

工业有害物对室内外空气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工业通风的方法，基本理论和通风技术管理的基本知识，掌

握工业排气中粉尘的净化方法及有害气体的净化方法，掌握各类局部排风罩的特

点，粉尘器的种类，净化设备设计及选择方法，具有进行工业通风设计，改造通

风系统和分析各类安全问题的初步能力，能初步开展工业通风技术方面的科研工

作，了解本学科国内的理论及技术发展动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一定的动手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及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必要的

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通风系统的风量风压测量 综合性 2 10 必修 

2 通风风道内阻力测定 综合性 2 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通风系统的风量风压测量 

1.教学内容 

通风系统中的风速和风压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通风系统的结构组成 

（2）熟悉通风系统中的风速和风压的测试方法 

（3）掌握通风系统中的风量的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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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通风风道内阻力测定 

1.教学内容 

通风风道内阻力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定风道直管或管件时的阻力损失方法，通过测定加深理解能量

方程在通风中的应用 

（2）熟悉选定通风风道内风压（动压、静压和全压）的测试方法 

（3）掌握通风风道内阻力的计算方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生需认真实验，记录实验数据，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最终提交实验报

告。教室根据实验过程中学生的表现及实验报告给定成绩。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中央空调系统 2 套 

毕托管       5 个 

胶皮管       10 根 

倾斜微压计   2 个 

热球风速仪   2 个 

小钢尺       5 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孙一坚沈恒根《工业通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2.参考书：杨婉《通风与空调工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院内自编通风工程》实验指导书 

 

 

执 笔 人：  徐仁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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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0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Heat and Mass Exchange 

Principle and Equipmen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

课程讲述以动量传输、热量传输及质量传输共同组成的传输理论为基础，重点研

究在建筑环境与设备的热质交换中相应的理论与方法，为进一步学习创造良好的

建筑室内环境打下基础。本课程创造建筑室内环境所用热质交换方法的理论知识

与设备知识，也是一门兼顾理论与实践的专业理论课，起着联接本专业基础课与

技术课的桥梁作用。 

课程实验以“注重工程化能力训练、培养个性化创新人才”为实验教学目标，

涉及流体力学、传热学、暖通空调、建筑设备自动化等多门专业课。在系统学习

各门专业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过本专业实验深化学生对本专业传热传质等知识

的系统性理解与掌握，并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利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学生不但能够掌握所学

的理论知识，而且培养学生实验技能、方法，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提高学

生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系统的学习兴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对流传质系数的测定实验 综合性 2 15-20 必修 

2 冷却塔性能实验 综合性 2 15-2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对流传质系数的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对流传质系数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体的传质机理。 



 19 

（2）熟悉对流传质的过程分析。 

（3）掌握测定对流传质系数的数值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冷却塔性能实验 

1.教学内容 

冷却塔热力性能测量和热力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冷却塔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观测水在冷却塔中的冷却过

程及水和空气进行传热传质的热力过程。 

（2）熟悉实验测试仪表的应用。 

（3）掌握冷却塔热力性能测量方法和热力计算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对流传质系数的测定实验报告 1 份，主要包括对流传质的机理，对流传

质的过程分析，测定对流传质系数的数值，并根据实验数据自己整理及分析测试

的结果。 

2）冷却塔性能实验报告 1 份，主要包括冷却塔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水

在冷却塔中的冷却过程及水和空气进行传热传质的热力过程分析。冷却塔热力性

能测量方法和热力计算方法。测温仪表的测温原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的方法，

通过实验及实验数据自己对冷却塔的热工性能测试结果的分析。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2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8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为： 

对流传质系数测定仪表若干套 

中央空调                1 套 

冷却塔                  1 套 

测温仪表若干 

湿度测量仪若干 

测风速仪表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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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使用教材： 

连之伟.《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第三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年 

2、主要参考书： 

（1）东南大学.《热工测量与仪表实验指导书》，水电工业出版社 

（2）张子慧著.《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3）吕崇德.《热工参数测量与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执 笔 人：  杨胤保曹世杰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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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10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建筑环境学/Built Environ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课程内容：本课程着讲授建筑外环境、室内热湿环境、空气质量环境、

空气流动、光环境、声环境，还从人的生理和心理角度出发，分析了人的健康舒

适要求与室内外环境质量的关系，为创造适宜的健康室内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2、教学目标：使学生掌握建筑环境变化的客观规律，领悟控制建筑环境的

关键内容，从而达到掌握室内环境质量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的目的。 

3、教学要求： 

掌握建筑环境的形成、环境特性的影响因素、主客观环境的分析和评价方法。 

了解建筑环境品质的构成。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室内热舒适度测定 综合性 2 4 必修 

2 
室内空气质量综合

性测试 
综合性 2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室内热舒适度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室内温度、相对湿度、微风速、平均辐射温度，掌握测试仪器的使用方

法，实测数据或数据整理后查图以获得 PMV-PPD值，评价室内热环境的舒适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等热环境中室内热环境参数测定的基本内容，。 

（2）熟悉各种仪器仪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3）掌握各项测定达到的目的，通过对某一个房间 PMV-PPD 的测试，能

够对室内的热环境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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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室内空气质量综合性测试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让学生学会测定室内空气中的温湿度、风速、甲醛、苯、二氧化

碳、氨、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室内空气质量评价用的仪器与仪表。 

（2）熟悉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3）掌握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之后，根据实验报告要求整理实验数据，完成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学生

完成实验报告的质量进行评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各种空气质量测试仪器 10 套：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粒子计数器；噪音测试

仪；数字式风速仪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建筑环境学》，朱颖心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建筑环境学》，李念平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建筑环境学》，黄晨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执 笔 人：  龚伟申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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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BUEE301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暖通空调/Heating Ventil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暖通空调》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讲述一

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热湿环境的控制、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空气质量环境的控制技

术、特殊建筑业室内环境控制技术以及阐述了建筑环境控制技术中的一些共性问

题。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通过暖通空调学习，了解暖通空调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掌握暖通空调的负荷计算方法、熟悉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掌握暖通

空调水系统、风系统的设计方法、了解空调设备的构造、工作原理以及掌握暖通

空调工程设计的方法与步骤。 

课程实验以“注重工程化能力训练、培养个性化创新人才”为实验教学目标，

涉及制冷技术、暖通空调、建筑设备自动化等多门专业课。在系统学习各门专业

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过本专业实验深化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系统性理解与掌握，

并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在实验动手过程中掌握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调试检测的

专业技能，帮助同学们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更快的进入角色。通过实验，学生不

但能够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而且培养学生实验技能、方法，锻炼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提高学生对暖通空调系统的学习兴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空调系统现场识图 综合性 2 15-20 必修 

2 中央空调系统启动、运行、调试实验 综合性 2 15-20 必修 

3 空调房间温度分布测试实验 综合性 2 15-2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空调系统现场识图 

1.教学内容 

在认识设备、了解功能基础上，根据现场布置画出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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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系统功能 

（2）熟悉系统设备 

（3）掌握根据现场布置画出系统原理图的能力 

实验项目 2：中央空调系统启动、运行、调试实验 

1.教学内容 

中央空调系统启动、运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方式 

（2）熟悉中央空调系统中主要设备的工作原理 

（3）掌握中央空调系统设备手动控制的启停顺序及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操

作 

实验项目 3：空调房间温度分布测试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测温实验及实验数据自己验证空调房间的舒适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温仪表的测温原理 

（2）熟悉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的方法 

（3）掌握通过实验及实验数据自己验证空调房间的舒适性的方法 

实验项目 4：一次回风空调系统夏季工况实验 

1.教学内容 

模拟一次回风空调系统夏季运行工况，观测不同参数条件下空气状态变化过

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次回风空调实验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2）熟悉一次回风空调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系统型式；模拟一次回风空调系

统夏季运行工况，观测不同参数条件下空气状态的变化过程， 

（3）掌握其热工测量和工况调节方法；掌握一次回风空调系统主要过程段

的热工计算与数据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5：空调系统的故障诊断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工控机进行自动化运行，排除故障中央空调系统启动、运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控机工作原理 

（2）熟悉利用工控机进行自动化运行，排除故障 

（3）掌握系统运行特征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空调系统现场识图报告 1 份，主要包括简述中央空调工作原理、绘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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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图纸、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央空调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几年我国中央空

调发展情况。 

2）提交中央空调系统启动、运行、调试实验报告 1 份，主要包括中央空调

系统运行方式、中央空调系统设备手动控制的启停顺序、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操

作的总结。 

3）提交空调房间温度分布测试实验报告 1 份，主要包括测温仪表的测温原

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的方法，通过实验及实验数据自己验证空调房间的舒适性

的分析。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2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8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为： 

中央空调       1 套 

地源热泵系统   1 套 

空调机         4 台 

测温仪表若干 

测风速仪表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陆亚俊,马最良,邹平华.《暖通空调》，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年 

2.参考书： 

（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年. 

（2）张子慧著.《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3）吕崇德.《热工参数测量与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4）东南大学.《热工测量与仪表实验指导书》，水电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  杨胤保桂秋静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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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节能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13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暖通空调节能技术 / 

Energy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for HVAC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2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暖通空调节能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主要介绍供暖

系统及其节能技术、通风系统及其节能技术、中央空调系统及其节能技术、建筑

维护结构及其节能技术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暖通空调中各主要系统的组

成；熟悉各系统的节能技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一

定的动手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及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中央空调机组性能参数测定

实验 
综合 2 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中央空调机组性能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中央空调机组冷却水水温、冷冻水水温、冷却水和冷冻水水泵功率、压缩机

功率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央空调机组主要系统的结构组成 

（2）熟悉冷却水水温、冷冻水水温、冷却水和冷冻水水泵功率、压缩机功

率的测试方法 

（3）掌握中央空调机组能效的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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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生需认真实验，记录实验数据，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最终提交实验报

告。教室根据实验过程中学生的表现及实验报告给定成绩。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机组 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艳华《暖通空调节能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2.参考书：院内自编《暖通空调节能技术》实验指导书 

 

 

 

执 笔 人：  成恒生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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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技术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1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热泵技术应用/Heat Pump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技术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课程内容：主要讲授热泵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设备，以及热泵空调系统的

设计方法和技术措施。包括热泵机组的工作原理、空气源热泵系统设计、水源热

泵系统设计、土壤源热泵系统设计，并介绍了大型公共建筑热泵空调工程的成功

应用实例。 

2、教学目标：使学生掌握各类热泵用的系统组成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压缩机、

换热器、自控阀门的原理、结构和设计选用方法，并了解国外热泵技术的新发展。 

3、教学要求： 

掌握空气源、水源与土壤源热泵系统的工作原理，具备相应的热泵系统分析计

算能力。 

了解组成各类热泵循环各类设备的类型和结构，工作过程和运行特性。。 

掌握热泵常用制冷剂的性质。 

掌握系统的布置与流程，各类热泵在空调工程方面的应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空气源与土壤热泵系统的比较认识 综合性 2 4 必修 

2 土壤源热泵系统热响应试验 创新性 4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空气源与土壤热泵系统的比较认识 

1.教学内容 

比较空气源与土壤源热泵系统组成，要达到对各类热泵系统进行设计与布置

的目的，首先要掌握热泵系统的基本原理，认识、熟悉实验设备的组成及操作方

法，掌握各种仪器仪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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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热泵系统实验设备的组成与操作方法。 

（2）熟悉各种仪器仪表的数据读取。 

（3）掌握热泵系统循环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2：土壤源热泵系统热响应试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实测，来评价热泵系统的经济性，土壤源热泵地下换热器的换热能

力的热响应试验，并计算出各类地埋管的换热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土壤源热泵系统测试的目的。 

（2）熟悉土壤源热泵系统实验设备组成及操作方法。 

（3）掌握土壤源热泵循环的工作原理，熟练掌握各种仪表数据的读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之后，根据实验报告要求整理实验数据，完成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学生

完成实验报告的质量进行评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各类空气源热泵设备        4 套 

土壤源热泵系统性能实验台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热泵技术与应用》，张昌主编，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空调用热泵技术及应用》，蒋能照主编，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 

 

 

 

执 笔 人：  龚伟申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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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流体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20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工程流体力学/Fluid Mechanic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8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流体力学实验是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专业的必修学科基础实验课程。本课程

实验主要是使学生了解流体静力平衡状态下的平衡规律及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

的验证；和流体运动基本原理及流体运动的描述方法，加深对工程流体力学中的

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流体力学实验能力，掌握静态流动参数测试方法，

更好地掌握基本的观测方法、仪器使用和数据处理方法，培养学生实验研究的兴

趣和动手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流体静力学 

综合型实验 
综合性 1 2 必修 

2 
恒定总流伯努利方程

综合性实验 
综合性 2 2 必修 

3 雷诺实验 设计性 1 2 必修 

4 动量定律综合型实验 综合性 2 2 必修 

5 局部水头损失实验 设计性 1 2 必修 

6 
毕托管测速与修正因

数标定实验 
设计性 1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流体静力学综合型实验 

1.教学内容 

定性分析实验：测压管和连通管判定；测压管高度、压强水头、位置水头、

测压管水头判定；判别等压面；观察真空现象。 

定量分析实验：测点静压强测量；油的密度测定拓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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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水静压仪装置的基本组成。 

（2）熟悉静力学实验原理，了解操作步骤，可以独立完成整个实验。 

（3）掌握用测压管测量流体静压的方法，验证不可压缩流静力学基本方程；

测定油的密度；通过对流体静力学实验观察分析，加深流体静力学基本概念，提

高解决静力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验项目 2：恒定总流伯努利方程综合性实验 

1.教学内容 

验证伯努利方程，在实验管路中沿水流方向取 n 个过水断面，测出通过管路

的总流量，计算断面平均流速，从而得到各过水断面的测压管水头和总水头。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装置组成。 

（2）熟悉伯努利方程验证实验的原理和操作步骤。 

（3）掌握流速、流量和压强等水力要素的实验测量技能。掌握测压管水头

和总水头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雷诺实验 

1.教学内容 

定性观察两种流体：水流稳定后，打开颜色水管阀门，随着流量的不断增加，

颜色水流由直线状变成混掺，直至消失。表明流体质点发生无序的杂乱运动。 

定量测量：测定下临界雷诺数，先调至湍流，逐步关小阀门，直到颜色水形

成直线；测定上临界雷诺数，先调至层流，逐步开大阀门，直到颜色水混掺；分

析设计实验，分析任何界面形状的临界流速与动力粘度、水力半径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雷诺实验装置，观察层流、湍流的流态及其转换过程。 

（2）熟悉实验步骤，测定临界雷诺数，掌握圆管流态判别准则。 

（3）掌握应用量纲分析进行实验研究的方法，确定非圆管流态判别准则数。 

实验项目 4：动量定律综合型实验 

1.教学内容 

定性分析实验：观察、分析本实验装置测力机构的结构创新点；测定本实验

装置的灵敏度； 

定量分析实验：恒定总流动量方程验证与射流动量修正因数测定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装置，通过定性分析实验，加深动量与流速、流量、出射角

度、动量矩等因素间相关关系的了解。 

（2）熟悉实验原理，可以独立操作实验。 

（3）通过定量测量实验，进一步掌握流体动力学的动量守恒定理，验证不

可压缩流体恒定总流的能量方程，测定管嘴射流的动量修正因数； 

实验项目 5：局部水头损失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管道各种边界变化时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观察管径突然扩大时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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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种边界变化时的测压管水头线变化情况。 

2.教学目标 

（1）了解整个实验装置 

（2）熟悉实验原理，掌握实验操作方法保证实验结果有效性。 

（3）掌握三点法、四点法测量局部阻力因数的能力，并将阀门局部阻力因

数测量的设计性实验，学习二点法测量局部阻力因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毕托管测速与修正因数标定实验 

1.教学内容 

定性分析实验：观察管嘴淹没射流过流断面流速分布情况，竖向移动毕托管，

观察 3、4 测压管水头差值。 

定量分析实验：毕托管测点流速实验；毕托管因数 c 标定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毕托管的构造和适用条件。 

（2）熟悉毕托管测速的原理，掌握实验操作步骤。 

（3）掌握用毕托管测量点流速的方法，分析管嘴淹没射流的流速分布及流

速系数的变化规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成绩分组记分，两人一组。考核方式采用两种方式并存的形式：一

是由任课老师考核学生平时的实验态度、实验准备、实验操作以及实验能力等，

在上课时应做好记录。二是在课程完成后，采用提交实验报告的形式对学生整个

课程的实验报告质量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程分数为百分制，其中实验报告占 60％，实

验操作考核占 40％。实验报告要求：规范，完整。报告内容：（1）实验目的（2）

实验原理（3）实验仪器（4）实验步骤（5）实验数据记录及分析（6）实验结果

归纳及讨论。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水静压仪：3 套 

伯努利方程实验台：3 台 

雷诺实验台:3 台 

动量实验台：3 台 

局部阻力实验装置：3 套 

毕托管流速测量装置：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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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胡桂林，《流体力学实验指导书》，浙江科技学院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系自编，

2014 年版 

2.参考书： 

1）王英，谢晓晴，李海英主编，《流体力学实验》，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2）毛根海主编，《应用流体力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3）闻建龙主编，《流体力学实验》，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执 笔 人：  曹世杰  

审 批 人：  龚伟申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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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自动化》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UEE3030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建筑设备自动化/Building Automa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专业教学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实

验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建筑设备自动化中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在实验过程中

要求学生能掌握基本实验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电工电子仪表和电气实验设备

进行基本电路的设计、安装接线及故障处理；能正确分析和实现实验电路，合理

布线和安排元器件，以及分析、检查和判断、并排除实验电路故障；能独立完成

相应实验项目，并能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验现象及结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水塔水位 PLC 控制设计 设计性 2 2 必修 

2 异步电动机星三角PLC控

制设计 

设计性 2 2 必修 

3 空调机组监控 DDC 系统

应用 

设计性 2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水塔水位 PLC 控制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水塔水位控制原理图，列出 I/O 分配表，编写控制程序，绘制 PLC 控制

接线图，完成电气线路连接，并进行程序调试、线路的检查和故障排除。 

2.教学目标 

（1）了解控制逻辑分析与 I/O 分配。 

（2）熟悉水塔水位控制方案与硬件接线。 

（3）掌握定时器指令使用及定时器存储区、类型，控制程序编写、下载与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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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异步电动机星三角 PLC 控制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星三角控制线路原理图，列出 I/O 分配表，编写控

制程序，绘制 PLC 控制接线图，完成电气线路连接，并进行程序调试、线路的

检查和故障排除。 

2.教学目标 

（1）了解控制逻辑分析与 I/O 分配。 

（2）熟悉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星三角降压控制方案与硬件接线。 

（3）掌握定时器指令使用及定时器存储区、类型，控制程序编写、下载与

调试。 

实验项目 3：空调机组监控 DDC 系统应用 

1.教学内容 

设计 DDC 系统的原理图并进行现场连线(搭建硬件系统)，设计 DDC 系统的

监控程序并进行运行和调试(开发软件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 DDC 系统的 I/O 类型和连接方式 AI、 AO、 DI 和 DO。 

（2）熟悉 DDC 监控点的选择和工程上常用监控点表(Point List)的统计方式。 

（3）掌握 DDC 系统控制策略、控制逻辑和组态的一般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气控制实训台     30 套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12 台 

PLC 控制器 CPU    22 台 

DDC 控制器        10 台 

电脑               2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建筑设备自动化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江忆主编，《建筑设备自动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安大伟主编，《暖通空调系统自动化》，中国建筑工业版社 

 

执 笔 人：  吴峰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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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及其工程应用》教学实验大纲 

课程代码：EEIC1007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MATLAB 及其工程应用/ 

                    MATLAB and its Application on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MATLAB 是一种以数值计算和数据可视化为主的科学计算软件，包含了多个

学科的专业软件包，以及完善的程序开发功能。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 MATLAB

的数据类型、矩阵输入和操作方法、语法结构、函数的使用以及二维、三维绘图

功能，并能够熟练地将 MATLAB 应用于学习中，解决相关课程中的复杂的工程

计算问题。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MATLAB 程序集成环境使用与基本

操作命令 
验证 4 1 必修 

2 MATLAB 符号计算与数值计算 验证 4 1 必修 

3 MATLAB 图形可视化 验证 5 1 必修 

4 MATLAB 编程 验证 5 1 必修 

三、实验的内容 

1. MATLAB 程序集成环境使用与基本操作命令 

熟悉 MATLAB 的安装和编程环境；掌握数值、变量和表达式的表达方式；

了解计算结果的图形化表示步骤；掌握命令窗的操作要旨；了解 MATLAB

历史指令, 路径设置的操作；学习使用帮助系统。 

2. MATLAB 符号计算与数值计算 

掌握函数的极限、导数、积分的符号求解，序列求和的符号计算，傅里

叶、拉普拉斯变换的符号计算。 

利用 MATLAB 的基本命令求解线性方程组，非线性方程，多项式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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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定积分的数值计算和常微分方程的数值求解。 

3. MATLAB 图形可视化 

了解 MATLAB 图形窗口和坐标系，掌握 MATLAB 绘图的基本方法，熟悉

各种绘图函数的使用。 

4. MATLAB 编程 

熟悉 MATLAB 程序编辑与设计环境，掌握各种编程语句语法规则及程

序设计和调试方法，掌握基本的编程思想。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要求按时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2. 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4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实验设备 

    1. MATLAB 软件 

    2.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薛定宇，陈阳泉，高等应用数学问题的 MATLAB 求解[M]，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04.  

2. 参考书：苏晓生，掌握 MATLAB6.0 及其工程应用[M]，科学出版社, 2002. 

 

 

执笔人： 沈铨 

审批人： 李双 

完成时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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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LEC2003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控制技术/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计

算机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设计等基础知识和基本应用技术。实验课是本课程

重要的教学环节，其目的是使学生在了解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方法的基础

上，掌握用直流和交流电机的控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计算机控制系统实验

的技能，从而使学生掌握计算机控制系统的一般工程设计方法。同时，接受基本

实验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实验具体要求如下： 

1、进一步巩固对课程所涉及的主要的理论的理解,掌握针对不同类型电机的

控制和调速方法。 

2、了解并掌握 PID 控制的原理，通过实验观察 PID 控制中不同环节的作用，

并将其应用与交流电机的控制中。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数字脉冲分配器和步进电机调速控制 综合性 3 1 必修 

2 数字 PID 控制算法与积分分离法 PID 控制 综合性 3 1 必修 

3 数字 PWM 发生器和直流电机调速控制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字脉冲分配器和步进电机调速控制 

1.教学内容 

1）按图接线； 

2）运行程序观察电机转速，改变步间延时，再观察电机转速变化； 

3）撰写实验报告，记录步进电机的工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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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了解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2）掌握步进电机的调速方法。 

3）掌握步进电机的调向方法。 

实验项目 2：数字 PID 控制算法与积分分离法 PID 控制 

1.教学内容 

1）熟悉 PID 控制原理，掌握采用 PID 调节器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 

2）观察 PID 控制中不同环节对交流电机输出的影响。 

3）调节 PID 各环节的参数，观察输出结果，总结规律。 

3）实验结束，提供实验报告，包括：观测数据和实验收获。 

2.教学目标 

1) 熟悉 PID 的控制原理。 

2）掌握 PID 控制中不同环节的作用。 

3）掌握 PID 的参数调节方法。 

实验项目 3：数字 PWM 发生器和直流电机调速控制 

1.教学内容 

1) 1.按图接线； 

2）在 F7-Wave 界面下运行程序程序，并观察电机转速及示波器上给定

值与反馈值得波形； 

3）实验结束提供实验报告，记录直流电机在不同参数下的输出变化规

律。 

2.教学目标 

1) 熟悉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2）掌握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3）掌握直流电机的调向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给出参数设置、观测到的实验结果、总结的控制规

律和实验收获。 

2、考核方式 

提交实验报告，根据现场的实验情况和实验报告给出成绩，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 1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PC 机， TD-ACC+实验系统＋i386EX 系统板"。 

现有 7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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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李华等.计算机控制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参考书： 

[1] 潘新民等.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执 笔 人：  孙玉娥  

审 批 人：  郑建颖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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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 技术及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EIC2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DSP 技术及应用/ Principle & Applications of DSP                    

课程学时： 45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DSP技术及应用>>主要介绍DSP各主要功能模块的功能和工作原理,包括：

CPU 内部结构、时钟及系统控制、存储器与通用 IO 端口中断管理和复位、串行

通信接口、事件管理器、DSP 软件编程和开发、实时嵌入式系统及高速数字电路

的设计与实现。理解 DSP 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掌握 DSP 定时器、事件管理器、

A/D 中断、SCI 和 SPI 通讯等原理和应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CPU 定时器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2 PWM 波形产生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PU 定时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 运行CCS3.0软件，编写程序编译和运行。（2）CPU定时器通过数字输

入输出单元的LED1—LED8来显示。（3）改变CPU定时器的周期寄存器

PRDH来改变数字输入输出单元的LED1—LED8显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 TI 公司 DSP（TMS320F2812）定时器的基本原理。 

（2）熟悉 DSP 芯片 TMS320F2812 的定时器控制方法。 

（3）掌握 CPU 定时器中断控制方式控制的配置和程序的编写。 

实验项目 2： PWM 波形产生实验 

1.教学内容 

（1）TI 公司 C2000 系列 DSP 芯片 TMS320F2812 事件管理器 EVA 和事件

管理器 EVB 的原理和初始化控制字的配置。（2）事件管理器中的通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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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器、比较单元、捕获单元的配置.（3）事件管理器中的可编程死区控制

单元的配置。（4）示波器观察 DSP 芯片 TMS320F2812 板上 PWM1—PWM6

的输出波形以及各脉冲波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TMS320F2812芯片事件管理器EVA和事件管理器EVB的功能。 

（2）熟悉事件管理器 EVA 和事件管理器 EVB 的控制字的配置。 

（3）掌握事件管理器 EVA 和事件管理器 EVB 产生 PWM 波。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7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3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

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3）绘制实验的接线图；（4）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和数

据；（5）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30 台 

CCS3.0 软件 

DSP 仿真器 30 台 

EXP3 实验箱 30 台 

双踪示波器   30 台 

万用表      3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王忠勇，陈恩庆编著.TM320F2812DSP 原理与应用技术(第 2 版)[M].北京：电

子工业出版社，2014. 

 

 

 

执 笔 人：  杨勇  

审 批 人：  郑建颖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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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EIC2006                 课程学分：4.00 

课程名称（中/英）：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Computer Principles & Interface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 

1．微型计算机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8086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与调试方法 

3．常用接口芯片的功能及接口技术 

4．利用 TD-PITE 实验装置开发与调试程序的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系统认识实验 演示性 3 1 必修 

2 排序程序设计 综合性 3 1 必修 

3 8259 中断控制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系统认识实验 

1.教学内容 

编写实验程序，将 00H～0FH 共 16 个数写入内存 3000H 开始的连续 16 个

存储单元中。 

2.教学目标 

（1）了解 TD 系列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教学实验系统的操作，基本命令，

和实验的整个过程。 

（2）熟悉 Wmd86 联机集成开发调试软件的操作环境。 

（3）掌握教学实验系统的操作过程，D 命令及 E 命令，编写实验程序并会

基本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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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排序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在数据区中存放着一组数，数据的个数就是数据缓冲区的长度，编写实验

程序采用气泡法对该数据区中的数据按递增关系排序。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实验，

将分数在 1～100 之间的 10 个成绩存入首地址为 3000H 的单元中，3000H＋I 表

示学号为 I 的学生成绩。编写程序，将排出的名次表放在 3100H 开始的数据区，

3100H＋I 中存放的为学号为 I 的学生名次。 

2.教学目标 

（1）了解并学习综合程序的设计、编制及调试整个实验过程。 

（2）熟悉综合程序的调试方法。进一步熟练使用 E 命令和 D 命令。 

（3）掌握分支、循环、子程序调用等基本的程序结构。 

实验项目 3：8259 中断控制 

1.教学内容 

练习 8259 单中断实验：单次脉冲输出与主片 8259 的 IR7 相连，每按动一

次单次脉冲，产生一次外部中断，在显示屏上输出一个字符“7”。编写程序并调

试成功。 

练习 8259 级联实验：KK1＋连接到主片 8259 的 IR7 上，KK2＋连接到从

片 8259 的 IR1 上，当按一次 KK1＋时，显示屏上显示字符“M7”，按一次 KK2

＋时，显示字符“S1”。编写程序并调试成功。 

2.教学目标 

（1）了解 8259 级联方式的使用方法。 

（2）熟悉 8259 的应用编程方法。 

（3）掌握 8259 中断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考核 

(2) 实验课考核成绩以实验完成情况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5%。 

2.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报告中应明确写出实验名称、实验时间、实验目的、实验要求、流程

图、源程序、及实验结果。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十六位微型计算机（8088/8086）实验培训系统      35 台 

微型计算机                                     3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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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王富东, 陈蕾,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参考书：80X86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实验教程，西安唐都科教仪器公司，2009

年 

 

 

 

执 笔 人：  张立军  

审 批 人：  季爱明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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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EIC2008 /ELET2002/UMCS2010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嵌入式系统设计/Embedded System Desig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27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

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实验旨在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是学习嵌入式系统设计课程的一个

重要环节，能巩固和加强课堂教学效果，帮助学生理解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知识，

培养学生嵌入式系统的初步分析能力和使用 RTOS（实时操作系统）构成嵌入式

系统的应用能力，为后续学习环节和从事嵌入式研发工作奠定一定的实践基础。 

本课程实验依据嵌入式系统设计教学进度设定，所开实验均针对需重点掌握

的专业技能。先安排一个简单的入门实验帮助学生了解课程、建立学习兴趣，然

后按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开设课程核心实验帮助学生掌握课程重点、难点，最后以

综合性实验做为课程的总结。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Windows CE5.0 构建实验 演示性 3 1 选修 

2 对话框控件编程实验 验证性 3 1 选修 

3 Keil μVision3 实验 演示性 3 1 选修 

4 汇编指令实验 验证性 3 1 选修 

5 GPIO 程序设计与电路仿真 设计性 3 1 选修 

6 RealView Developer Suite 实验 设计性 3 1 选修 

7 中断控制实验 设计性 3 1 选修 

8 SD/MMC 卡读/写实验 设计性 3 1 选修 

9 步进电机控制器设计 综合性 3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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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构建 Windows CE5.0 

1.教学内容 

（1）定制一个基于 MagicARM2410 运行的 Windows CE5.0 操作系统，编译

并下载其映象到 MagicARM2410 上运行； 

（2）输出试验内容（1）定制的操作系统的 SDK。 

2.教学目标 

（1）熟悉 Platform Builder5.0 开发环境；  

（2）学会利用现成的 BSP 定制 Windows CE5.0。 

实验项目 2：对话框控件编程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eMbedded Visual C++ 4.0 编写一个可运行于 MagicARM2410 实验箱

Windows CE5.0 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通过 3 个微调按钮改变一个填

充区的颜色。2.教学目标 

（1）熟悉 eMbedded Visual C++ 4.0 的常用对话框控件；  

（2）学会利用 eMbedded Visual C++ 4.0 编写对话框应用程序。 

实验项目 3：Keil μVision3 实验 

1.教学内容 

（1）编译器设定； 

（2）工程新建、配置、Build； 

（3）高速指令/外设模拟器使用； 

（4）程序文件载入 Proteus。 

2.教学目标 

（1）熟悉 μVision3 集成开发环境界面；  

（2）掌握 Keil μVision3 的基本知识及初级操作。 

实验项目 4：汇编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1）使用 LDR 指令读取 0x40003100 上的数据，将数据加 1，若结果小于

10 则使用 STR 指令把结果写回原地址，若结果大于等于 10，则把 0 写回原地址。

然后再次取 0x40003100 上的数据，将数据加 1，判断结果是否小于 10…周而复

始循环； 

（2）使用 ADS1.2 软件仿真，单步、全速运行程序，设置断点，打开寄存

器窗口（Processor Registers）监视 R0、R1 的值，打开存储器观察窗口(Memory)

监视 0x40003100 上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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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ADS1.2 集成开发环境及 ARMulator 软件仿真；  

（2）掌握 ARM7TDMI 汇编指令的用法，并能编写简单的汇编程序； 

（3）掌握指令的条件执行和使用 LDR/STR 指令完成存储器访问。 

实验项目 5：GPIO 程序设计与电路仿真 

1.教学内容 

（1）选做内容-利用 eMbedded Visual C++ 4.0 编写有个可运行于

MagicARM2410 实验箱 Windows CE5.0 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使

用 S3C2410A 微控制器 GPIO 驱动，控制实验箱上的蜂鸣器的蜂鸣； 

（2）选做内容-设定 μVision3、Proteus 单机联调；建立符合实验要求的

μVision3 工程，编写 P0.0~P0.7 输出控制 LED 闪烁的程序代码。 

2.教学目标 

（1）理解 S3C2410A 微控制器 GPIO 驱动的使用方法；  

（2）学会利用 eMbedded Visual C++ 4.0 调用设备驱动程序编写简单的应用

程序； 

（3）掌握 μVision3 和 Proteus 联调辅助工程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6：RealView Developer Suite 实验 

1.教学内容 

（1）建立数码显示工程并进行工程配置、编译链接，生成包含调试信息的

映像文件和可以直接供烧写 Flash 的 Hex 文件； 

（2）在 Proteus 中进行工程验证。 

2.教学目标 

（1）熟悉 RealView Developer Suite 集成开发环境界面；  

（2）掌握 RealView Developer Suite 集成开发工具。 

实验项目 7：中断控制实验 

1.教学内容 

（1）仿真实验硬件电路搭建； 

（2）使用外部中断 1 进行 LED 控制，每当有一次中断产生时即取反 LED，

以便指示中断输入。 

2.教学目标 

（1）理解中断控制器原理；  

（2）掌握中断控制方法、处理器外部中断的引脚功能设置和中断初始化以

及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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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SD/MMC 卡读/写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eMbedded Visual C++ 4.0 编写一个可运行于 MagicARM2410 实验箱

CE5.0 

操作系统上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利用 S3C2410A 微控制器的 SD/MMC

卡驱动在 SD 卡或 MMC 卡上创建一个文件文本，并往文件里添加文字，在读出

来校验。 

2.教学目标 

（1）学会编写应用程序在动存储器上创建文件/打开文件的方法；  

（2）学会利用 eMbedded Visual C++ 4.0 编写应用程序，在可移动存储器上

的读/写文件。 

实验项目 9：步进电机控制器设计 

1.教学内容 

（1）电流驱动、功率放大、控制单元硬件电路搭建； 

（2）基于 RealView Developer Suite 编写程序代码。 

2.教学目标 

基于 ARM 微控制器实现低成本的步进电机复杂控制方案，设计由 ARM 微

控制器 LPC2124、L297、L298 组成的步进电机控制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法:监控实验过程、抽查实验内容、审查实验结果、评阅实验报告，

综合各项考核指标给定实验成绩；核心实验技能在课程考试试题中加以体现，实

验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20%；实验缺勤两次以上或实验报告缺交两份以上即为实验

成绩不合格；抄袭、复印实验报告或严重影响实验次序者，课程成绩记为不合格。 

评分标准: 

1、在规定实验时间内保质保量独立完成实验者，实验报告格式标准内容详

实准确者，实验成绩评定优秀； 

2、在规定实验时间内，独立完成主要实验内容者，实验报告格式标准内容

详实者，实验成绩评定良好； 

3、在实验指导教师提示下，完成主要实验内容者，实验报告格式标准内容

完整者，实验成绩评定中等； 

4、在实验指导教师指导下，完成基本实验内容者，实验报告格式符合基本

要求者，实验成绩评定及格； 

5、实验态度不端正、干扰实验教学者，抄袭、复印实验报告者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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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嵌入式 SMT32F1 开发板，4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嵌入式系统及其开发应用》沈连丰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参考书：《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及应用开发》罗蕾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 

 

 

 

执 笔 人：  刘光平  

审 批 人：  季爱民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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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ET200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大类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模拟电子技术中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在

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能掌握基本实验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电子仪表和电子实

验设备进行基本模拟电路的测量及数据分析、处理；能正确分析和实现实验电路，

合理布线和安排仪器，以及分析、检查和判断、并排除实验电路故障；能独立完

成相应实验项目，并能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验现象及结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共射极单管放大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2 运算放大器信号运算应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3 整流稳压电路 验证性 3 2 必修 

4 负反馈放大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5 场效应管放大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6 运算放大器信号发生应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共射极单管放大器 

1.教学内容 

共射极单管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的设置、调整和测试，共射极单管放大器电压

放大倍数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负载电阻对电压放大倍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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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静态工作点的设置、调整和测试的方法，熟悉放大器静态工作点

对失真的影响。 

（3）掌握低频信号发生器和双踪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运算放大器信号运算应用 

1.教学内容 

采用集成运算放大器进行构建比例、求和及积分运算电路，并测量相关参

数以验证其理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所采用的运算放大器的型号及对应的引脚符号、性能。 

（2）熟悉采用集成运算放大器进行构建比例、求和及积分运算电路。 

（3）掌握比例、求和及积分运算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的测量与数据分析。 

实验项目 3：整流稳压电路 

1.教学内容 

分别测量与比较有无滤波环节和稳压环节的直流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来验

证整流稳压直流电源的滤波和稳压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半波、全波整流的电路形式与电容滤波及稳压环节的电路构成。 

（2）熟悉直流电源有无滤波环节的性能测试以验证滤波效果。 

（3）掌握直流电源有无稳压环节的性能测试以验证稳压效果。 

实验项目 4：负反馈放大器 

1.教学内容 

测量基本放大器有无设置负反馈环节的性能指标来加深理解放大电路中引

入负反馈的方法和负反馈对放大器各项性能指标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负反馈类型。 

（2）熟悉基本放大器引入负反馈的方法。 

（3）掌握负反馈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和动态参数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5：场效应管放大器 

1.教学内容 

通过测试场效应管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和动态性能的测试进一步熟悉放大

器参数的测试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结型场效应管的性能特点。 

（2）熟悉采用结型场效应管来构成基本放大器的方法。 

（3）掌握结型场效应管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和动态参数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6：运算放大器信号发生应用 

1.教学内容 

采用集成运算放大器构成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发生器并掌握波形发生器

的调整和主要性能指标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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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算放大器非线性应用的注意事项。 

（2）熟悉采用运算放大器构成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发生器的电路构成形

式。 

（3）掌握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发生器的调整和主要性能指标的测试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秦曾煌主编，《电工学》（下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胡泽张雪平顾三春编，《电子技术实验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王业淮  

审 批 人：  陶砚蕴  

完 成 时 间： 2016.03 

 

 

 

 

 

 

 

 

 

  



 54 

《数据结构》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LET2003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结构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在计算机软件的各个领域中均会使用到数

据结构的有关知识。当用计算机来解决实际问题时，就要涉及到数据的表示及数

据的处理，而数据表示及数据处理正是数据结构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这两

方面内容的学习，为后续课程，特别是软件方面的课程打开厚实的基础。因此本

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基础方面，要求学生掌握常用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及其不

同的实现方法；在技能方面，通过系统学习能够在不同存储结构上实现不同的运

算，并对算法设计的方式和技巧有所体会。总言之，使应用者较全面的掌握各种

常用的数据结构，提高运用数据结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线性表的基本操作及其应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2 利用栈实现算术表达式求值 设计性 3 1 必修 

3 递归算法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线性表的基本操作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1）实现顺序表的建立、求长度，取元素、修改元素、插入、删除等顺

序表的基本操作。 

2）实现链表结构上的顺序表建立、销毁、求长度，取元素、修改元素、

插入、删除等基本操作。 

3）实现一个线性表的具体应用实例 2.教学目标 

1) 帮助学生复习 C 语言程序设计中的知识。 

2）熟悉线性表的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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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线性表的基本运算在顺序表（链表）结构上的实现。 

4）掌握顺序表（链表）的存储结构形式及其描述和基本运算的实现。 

实验项目 2：利用栈实现算术表达式求值 

1.教学内容 

1) 利用栈的特性，实现算术表达式的运算，了解算术运算的逻辑，掌握

栈的特性。 

2）基于程序易于设计的考虑，我们仅需要实现一位数值（0-9）的+，-，

*，/，()等运算。 

2.教学目标 

1) 帮助学生复习 C 语言程序设计中的知识。 

2）熟悉栈的逻辑结构。 

3）了解算术表达式计算的逻辑过程。 

4）熟悉算术表达式计算过程中优先级的运算方法。 

5）了解中缀表达式和后缀表达式的区别。 

实验项目 3：递归算法设计 

1.教学内容 

1) 实现全排列程序 

程序的输入为数组 input[n]，以及数组长度 n。数组中的内容为互不相同

的一组数，例如：{1,2,3}或者{1,2,4}皆可。设计算法使得程序的输出为该

数组的所有排列，每一组排列以[out_1, out_2，…，out_n]输出。 

2.教学目标 

1) 帮助学生复习 C 语言程序设计中的知识。 

2、熟悉递归程序设计的概念。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a) 格式规范，书写清晰； 

b) 要求给出具体的 C 源代码； 

c) 给出运行结果； 

d) 进行相应部分的实验小结。 

2、考核方式 

e) 每次实验课结束时有指导老师现场根据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f) 评分过程依据运行结果（70％）、程序结构的合理性（10％）和代码的可

读性（20％）多个方面明确的指标进行； 

g)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台式计算机，安装有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或者 Windows7 操作系统，Turbo 

CVisual C++ 2005。 

现有 2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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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版 

2.参考书： 

[1] 算法导论(第 3 版)，Thomas H. Cormen, Charles E. Leiserson, Ronald L. 

Rivest, Clifford Stein,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数据结构与算法实验教程，张铭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算法设计与实验题解，王晓东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  孙玉娥  

审 批 人：  吴澄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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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ROM1014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土力学/Soil Mechan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8 

适用专业：工程管理 

实验室名称：土木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适应土木工程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土力学的专门知识

和相关技术，具有从事土力学试验的能力和素质。学生应系统掌握土力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其中的关键技术，能应用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岩土工

程中的实际问题，具有在该领域进行试验分析的必备技能。 

本课程实验教学围绕着土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土的压缩性与土的抗剪切强

度而展开。通过土工试验，使得学生对土具有更为直观的认识，要求学生掌握土

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加深对《土力学》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黏土的液塑限试验 综合性 2 10 必修 

2 砂土的固结试验 综合性 2 10 必修 

3 砂土的直接剪切试验 综合性 2 10 必修 

4 饱和砂土的不排水三轴压缩试验 演示性 2 4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黏土的液塑限试验 

1.教学内容 

黏土的含水量测定，黏土的液塑限概念及其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黏土的含水量测定方法； 

（2）了解黏土颗粒与水的相互作用，直观体会黏土随含水率变化的物理性

质； 

（3）掌握黏土的液塑限概念及其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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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砂土的固结试验 

1.教学内容 

对砂土进行侧限压缩固结试验，计算砂土的压缩性指标。 

2.教学目标 

（1）了解砂土的压缩性概念； 

（2）掌握砂土的孔隙比随固结压力的变化规律，会计算各压缩性指标。 

实验项目 3：砂土的直接剪切试验 

1.教学内容 

对砂土进行直接剪切试验，计算砂土的强度指标。 

2.教学目标 

（1）掌握砂土直接剪切试验的原理和步骤； 

（2）掌握砂土强度的概念，会计算砂土的强度指标。 

实验项目 3：饱和砂土的不排水三轴压缩试验 

1.教学内容 

对饱和砂土的不排水三轴压缩试验，测定砂土的强度指标。 

2.教学目标 

（1）了解饱和砂土的不排水三轴压缩试验的基本步骤； 

（2）掌握试验的原理，区别总应力与有效应力，掌握有效应力原理； 

（2）掌握砂土应力-应变的变化规律，掌握砂土强度的概念，会计算砂土

的强度指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必须出勤，否则成绩为零。在出勤的情况下，根据试验报告的质

量进行评分，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试验步骤的描述、试验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与讨论等。 

2. 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记录试验所用仪器、材料，写明试验目的、原理、试验步骤，记

录试验结果，对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讨论结果的合理性及改进方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黏土的液塑限测定仪 6 台、固结试验仪 4 台、直接剪切试验仪 6 台、三轴试

验仪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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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①东南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合编，《土力学》(第三版)，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1999》，中国计

划出版社，1999.10 

② Braja M. Das, Principle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5th), Thomson 

Learning, 2002 

 

 

 

执 笔 人：  江建洪  

审 批 人：  陈甦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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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TSI1005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系统实验/System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4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应用型实验课程，是培养和激发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环节。

课程主要内容为基于单片机设计实现计时器及交通灯功能。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

是与学生已经学习的《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等课程

相衔接，进一步加强培养学生的电路设计、安装、调试及软件编程能力。课程要

求学生学习和掌握电路焊接与调试、单片机系统资源配置、基本 I/O 接口、定时

器等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实现；运用 C 语言进行程序设计与调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基于 PCB 板的电路原理图绘制 综合性 6 1 必修 

2 PCB 电路焊接 综合性 6 1 必修 

3 程序编写调试—计时器（一） 设计性 6 1 必修 

4 程序编写调试—计时器（二） 设计性 6 1 必修 

5 程序编写调试—交通灯（一） 设计性 6 1 必修 

6 程序编写调试—交通灯（二） 设计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于 PCB 板的电路原理图绘制 

1.教学内容 

根据老师讲解及 PCB 电路板，理解主要电路模块连接方式及功能，完成基

于 PCB 板的电路原理图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 PCB 制板原理 

（2）熟悉各功能模块元器件组成 

（3）掌握电路连接测试方法，根据测试结果及功能模块组成，绘制完整的

系统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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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PCB 电路焊接 

1.教学内容 

清点、整理元器件，对照元件清单、电路原理图，焊接电路板。 

2.教学目标 

（1）了解焊接工艺要求 

（2）熟悉主要元器件功能，引脚分布，正负极判断方法 

（3）掌握 PCB 板上的符号识别及元器件焊接方法 

实验项目 3：程序编写调试—计时器（一） 

1.教学内容 

运用单片机所学知识，在 Keil 编程环境下，实现程序的编写调试，完成以

下功能：三只数码管低二位 0-59 计数后进位给高位 0-9 计数，一只按键控制开

始、结束。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编程方法 

（2）熟悉烧录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 Keil 编程环境下的程序编写与调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定时器

的实现原理及数码管显示原理 

实验项目 4：程序编写调试—计时器（二） 

1.教学内容 

运用单片机所学知识，在 Keil 编程环境下，实现程序的编写调试，完成以

下功能：四只数码管低二位 0-59 计数后进位给高二位 0-59 计数（即分秒计时），

一只按键控制开始、结束。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编程方法 

（2）熟悉烧录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 Keil 编程环境下的程序编写与调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定时器

的实现原理及数码管显示原理 

实验项目 5：程序编写调试—交通灯（一） 

1.教学内容 

运用单片机所学知识，在 Keil 编程环境下，实现程序的编写调试，完成以

下功能：按键后红/黄/绿三色灯交替亮：红（20 秒）—〉黄（闪烁 5 秒）—〉绿

（20 秒）—〉黄（闪烁 5 秒）—〉红。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编程方法 

（2）熟悉烧录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 Keil 编程环境下的程序编写与调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定时器

的实现原理及 I/O 读取按键状态的程序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6：程序编写调试—交通灯（二） 

1.教学内容 

运用单片机所学知识，在 Keil 编程环境下，实现程序的编写调试，完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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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能：灯和数码管相结合，模拟十字路口的交通灯。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编程方法及十字路口交通灯工作状态 

（2）熟悉烧录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 Keil 编程环境下的程序编写与调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定时器

的实现原理、I/O 读取按键状态的程序实现方法及程序系统调试优化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以下几方面来评定成绩： 

1) 设计方案正确性与合理性； 

2) 实验动手通力（安装焊接工艺水平、调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

新精神等），教师可适当更改学生已完成电路让学生调试来进行考察； 

3) 实验完成的速度及功能实现程度； 

4) 答辩问题回答情况； 

5) 系统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内容一般要求如下： 

1）本设计拟实现的功能； 

2）所用器件的功能、引脚图； 

3）本系统设计电路原理图； 

4）软件设计流程图； 

5）最终源程序； 

6）已实现的功能； 

7）调试过程，在整个设计中所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8）心得小结。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元器件清单如下，部分器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替代型号，另需电烙铁、万

用表、烧录器等设备。 

器件编号 器件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 集成块 74LS47 1  

2  AT89S51 1  

3  LM7805 1  

4 按键 KEY6x6 5 或 LM336(2.5V) 

5 数码管 7 段 LED 4 共阳 

6 三极管 9013 10 NPN 开关管均可 

7 晶振 11.0592M 1  

8 发光二极管 红灯 3  

9  黄灯 2  

10  绿灯 2  

11 整流桥 BRIDGE_C 1  

12 9V 变压器  1  

13 10K 排阻 SIP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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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编号 器件名称 型号 数量 说明 

14 电阻 1K 8 1/8W 

15  150 8 1/8W 

16 电容 0.1u 1  

17  22u 1  

18  470u 1  

19  20p 2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主讲义，陈蓉、陈红仙 

2.参考书： 

（1）杨居义. 单片机课程设计指导.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9 月 

（2）彭介华.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3）田良、王尧、黄正瑾等.综合电子设计与实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

月 

（4）麦基弗（美）.程序设计方法学.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执 笔 人：  陈蓉  

审 批 人：  陈红仙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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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信号自动控制(含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TSI1006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区间信号自动控制(含实验)/ Automatic Control on 

Railway Signal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必修的一门的专业特色课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包括区间闭塞基础知识、继电半自动闭塞、区间自动闭塞工作原理以及列车运行

控制系统原理以及应用。在区间自动闭塞部分以 UM71、UM2000 和 ZPW2000

自动闭塞系统为例具体进行讲解，使学生理解列车在区间安全行车的自动控制信

号理论，为后期进入轨道行业学习实践和就业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ZPW2000-A移频无绝缘自动闭塞系

统（1） 
验证性 3 25 必修 

2 
ZPW2000-A移频无绝缘自动闭塞系

统（2） 
验证性 3 2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ZPW2000-A 移频无绝缘自动闭塞系统（1） 

1.教学内容 

（1）ZPW2000-A 移频无绝缘自动闭塞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功能。（要求绘

制系统结构图） 

(2)系统室内设备中移频柜的布置原则及图示。 

（3）绘制发送器背面端子分布图，结合实验中指定 FS（标明序号），说明

其载频的配置情况和调整电平端子接线及对应发送电平等级、参考电压值。 

（4）绘制接收器背面端子分布图，结合实验中指定 JS（标明序号），分别

说明其主机和并机载频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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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 ZPW2000-A 移频无绝缘自动闭塞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2）主要掌握室内设备组成及布置 

（3）重点认识发送器和接收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1：ZPW2000-A 移频无绝缘自动闭塞系统（2） 

1.教学内容 

（1）说明测量 FS 输出电平、低频、载频和 FBJ 两端电压的方法及测量结

果的验证； 

（2）讲解衰耗盘的作用及内部结构（要求图体现）； 

（3）观察、验证衰耗盘端子分布图及端子用途； 

（4）利用衰耗器的测试功能，对 FS、JS 的重要参数进行测量，并验证测试

结果（注明四显示的情况， FS 编号、SH 编号（空闲）,SH 编号（占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针对 FS 测量项目及方法； 

（2）通过衰耗器进行系统参数的测试； 

（3）主要掌握衰耗器的作用和端子使用情况。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要求书写和提交实验，要求问题回答正确、书写完整、清晰； 

设置随堂提问环节，计入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ZPW-2000A 型移频自动闭塞系统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董昱主编，《区间信号与列车控制系统》，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 

2.参考书： 

贾文婷主编，《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执 笔 人：  张瑾  

审 批 人：  尚长城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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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信号自动控制（含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RTSI200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车站信号自动控制（含实验）/Automatic Control 

of Railway Signal (include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必修的一门专业特色课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

括车站信号控制技术基础、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和电气集中联锁系统，  使学生

理解车站信号中“联锁”的意义，以车站、信号、轨道电路、继电器、进路等专业

基础知识作为铺垫，详细学习 6502 型电气集中继电联锁系统中选择组、执行组

继电器电路的应用以及计算机联锁系统软件和硬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等，旨在为

轨道交通专业学生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TYJL-III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操作 演示性 3 25 必修 

2 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 验证性 3 25 必修 

3 信号机点灯电路 验证性 3 2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TYJL-III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操作 

1.教学内容 

（1）讲解、演示在 TYJL-III 计算机联锁系统中对于典型进路的操作 

（2）列车接车、发车进路的建立以及进路取消 

（3）调车接车、发车进路的建立以及进路取消 

（4）引导进路的建立以及取消 

2.教学目标 

（1）熟悉计算机联锁系统的设备构成及工作原理 

（2）掌握系统对于进路建立和取消等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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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计算联锁系统与 6502 电气集中联锁系统的异同 

实验项目 2：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 

1.教学内容 

（1）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的组成，相关继电器的型号及作用 

（2）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启动电路 

（注意观察将继电器状态及转辙机自动开闭器的接点闭合情况） 

情况 a  道岔定位→反位 

电路组合中继电器励磁顺序并用接通径路法描述相关励磁电路 

情况 b  道岔反位→定位 

电路组合中继电器励磁顺序并用接通径路法描述相关励磁电路 

（3）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表示电路 

（注意观察将继电器状态及转辙机自动开闭器的接点闭合情况） 

情况 a   

道岔定位→反位，电路组合中继电器励磁情况并用接通径路法描述励磁电路 

情况 b   

道岔反位→定位，电路组合中继电器励磁情况并用接通径路法描述励磁电路 

2.教学目标 

（1）熟悉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的作用及应用情况 

（2）掌握四线制道岔控制电路的组成及控制原理 

（3）掌握 1DQJ、2DQJ 及 DBJ、FBJ 在电路的中的工作情况 

（4）学会看设备接口连线 

实验项目 3：信号机点灯电路 

1.教学内容 

（1）调车信号机 

调车信号机点灯电路中使用的继电器。 

办理任意条调车进路，当信号开放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2）进站信号机 

进站信号机点灯电路的组成（继电器使用并附图说明） 

a.当信号关闭，观察并说明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b.当信号显示黄灯，观察并说明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c.当信号显示双黄灯，观察并说明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d.当信号灯显示引导信号，观察并说明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3)出站信号机 

a.当信号关闭，观察并说明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b.当信号显示绿灯，观察并说明相关继电器的励磁情况 
2.教学目标 

（1）理解信号机点灯电路的作用，熟悉在不同种信号机点灯电路继电器使

用情况 

（2）掌握调车信号机点灯电路的组成和原理 

（3）掌握进站信号机点灯电路的组成和原理 

（4）掌握出站信号机点灯电路的组成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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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要求书写和提交实验，要求问题回答正确、书写完整、清晰； 

设置随堂提问环节，计入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联锁系统：TYJL-III 计算机联锁系统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徐洪泽主编，《车站信号自动控制》，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徐洪泽主编，《车站信号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原理及应用》，中国铁道

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张瑾  

审 批 人：  尚长城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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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电子线路(含实验)》实验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TSI2004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通信电子线路(含实验)/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circuits 

(includingexperiment)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信电子线路（含实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课程围绕通信系

统中典型的功能单元电路如高频小信号放大器、高频功率放大器、混频器、振幅

调制器和解调器、角度调制器与解调器、反馈控制电路、频率合成器等，介绍通

信基本概念、电路基本原理、电路基本分析方法。实验以典型单元电路为载体，

培养学生关于通信系统中单元电路的设计能力和实验研究能力。 

实验类型以基础性实验为主。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 基础性 3 1 选开 

2 高频功率放大器 基础性 3 1 选开 

3 正弦波振荡器 基础性 3 1 选开 

4 混频器 基础性 3 1 必开 

5 振幅调制器 基础性 3 1 必开 

6 调幅解调器 设计性 3 1 必开 

7 频率调制器 基础性 3 1 必开 

8 调频解调器 基础性 3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高频小信号放大器 

1.教学内容 

使用示波器测量调谐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采用点测法测量单调谐和/或双调

谐放大器的幅频特性；用示波器观察放大器的动态范围；观察集电极负载对放大

器幅频特性的影响；观察耦合电容对双调谐回路放大器幅频特性的影响。 

2.教学目标 

掌握单调谐和双调谐放大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测量放大器幅频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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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熟悉放大器集电极负载对单调谐和双调谐放大器幅频特性的影响；了解放

大器动态范围的概念和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2：高频功率放大器 

1.教学内容 

对于丙类功率放大器，观察放大器丙类工作状态的现象，分析其特点；测试丙

类功放的调谐特性；测试负载变化时三种状态（欠压、临界、过压）的余弦电流波

形；观察激励电压、集电极电压变化时余弦电流脉冲的变化过程。 

对于线性宽带功放，了解工作状态特点，测试其幅频特性。 

2.教学目标 

对于丙类功率放大器，加深对丙类功率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理解，掌握丙类

功率放大器的调谐特性；掌握输入激励电压，集电极电源电压及负载变化对放大器

工作状态的影响。 

对于线性宽带功放，掌握其工作工作状态的特点。 

实验项目 3：正弦波振荡器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观察 LC 振荡器和晶体振荡器输出信号；测量 LC 振荡器的幅频特

性；测量电源电压变化对振荡器的影响；观测静态工作点变化对晶体振荡器工作

的影响。 

2.教学目标 

掌握电容三点式 LC 振荡电路和晶体振荡器的基本工作原理，熟悉其各元件的

功能；掌握 LC 振荡器幅频特性的测量方法；熟悉电源电压变化对振荡器振荡幅度和

频率的影响；了解静态工作点对晶体振荡器工作的影响，感受晶体振荡器频率稳定

度高的特点。 

实验项目 4：混频器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分别观测输入为单频信号时和输入为调幅信号时的混频器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2.教学目标 

掌握混频器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使用某一种器件实现混频的方法；了解混

频器的寄生干扰。 

实验项目 5：振幅调制器 

1.教学内容 

调节模拟相乘调幅器的输入失调电压；观测调制信号为正弦波的普通调幅波

（AM）、平衡调幅波（抑制载波的双边带波形 DSB）的波形；观察调制信号为方波、

三角波的调幅波波形；用示波器测量 AM 波的调幅度。 

2.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了解振幅调制的工作原理；掌握用MC1496来实现AM和DSB的方法，

并研究已调波与调制信号，载波之间的关系；掌握用示波器测量调幅系数的方法。 

  



 71 

实验项目 6：调幅解调器 

1.教学内容 

设计二极管峰值包络检波器电路；观测包络检波器解调普通调幅（AM）波的

性能；观察 AM 波解调中的对角切割失真和底部切割失真的现象。 

2.教学目标 

掌握包络检波器解调 AM 波的方法；了解滤波电容数值对 AM 波解调的影响；

理解包络检波器只能解调 m≤100％的 AM 波，而不能解调 m＞100％的 AM 波以及

DSB 波的概念。 

实验项目 7：频率调制器 

1.教学内容 

观测调频器输出波形，考察各种因素对于调频器输出波形的影响；测量变

容二极管调频器静态调制特性、动态调制特性。 

2.教学目标 

掌握用变容二极管调频振荡器实现 FM 的方法；理解静态调制特性、动态调制

特性概念和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8：调频解调器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观测鉴频器输入、输出波形；测量鉴频器的鉴频特性曲线；观察初级

回路电容、次级回路电容、耦合电容变化对 FM 波解调的影响。 

2.教学目标 

掌握鉴频器的工作原理；熟悉初、次级回路电容、耦合电容对于电容耦合回路

相位鉴频器工作的影响。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开始前检查实验预习报告，实验结束时上交实验数据记录（含简单的数

据分析处理）。实验采用形成性考核方式，根据实验完成情况和实验数据记录情

况进行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                  30台 

信号发生器                  30台 

万用表                      30台 

通信电子电路实验箱          3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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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讲义 

2.参考书：《高频电子线路》第五版张肃文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 高 友 福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成时间： 20 16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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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TSI2005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自动控制原理/Principles of Automatic Control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大纲根据《自动控制》课程教学大纲对学生实验能力培养要求而制定。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01 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验证性 3 10 必修 

02 典型系统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验证性 3 10 必修 

03 线性系统的校正 综合性 3 10 必修 

04 线性系统的频率响应分析 综合性 3 10 选修 

三、实验课程目的与要求 

实验项目 1：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1.教学内容 

典型环节的电路指导，阶跃响应曲线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参数变化对典型环节动态特性的影响 

（2）熟悉各种典型环节的理想阶跃响应曲线和实际阶跃响应曲线 

（3）掌握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各典型环节模拟电路的构成方法 

实验项目 2：典型系统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研究二阶系统的特征参量 (ξ、ωn) 对过渡过程的影响。研究二阶对象的三

种阻尼比下的响应曲线及系统的稳定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 Routh 判据的使用条件， 

（2）熟悉 Routh 判据，用 Routh 判据对三阶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 

（3）掌握 Routh 判据的使用条件和方法。 



 74 

实验项目 3：线性系统的校正 

1.教学内容 

线性系统的校正。 

2.教学目标 

（1）了解串联超前校正、滞后校正的原理，及其参数的计算， 

（2）熟悉根据期望的时域性能指标推导出系统的串联校正环节的传递函数， 

（3）掌握系统校正的方法，重点了解串联校正。 

实验项目 4：线性系统的频率响应分析 

1.教学内容 

线性系统的频率响应分析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波特图的绘制方法及由波特图来确定系统开环传函， 

（2）熟悉波特图的绘制方法及由波特图来确定系统开环传函， 

（3）掌握实验方法测量系统的波特图。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预习报告、实验过程中考核和实验报告成绩综合评分。 

2.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的最后阶段是实验总结，即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绘制波形和图表、

分析实验现象、撰写实验报告。每位实验参与者都要独立完成一份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编写应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验结果与理论有

较大出入时，不得随意修改实验数据和结果，不得用凑数据的方法来向理论

靠拢，而是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实验数据和结果，解释实验现象，找出引起较

大误差的原因。 

实验报告的一般格式如下： 

（1）实验名称、专业、班级、实验学生姓名、同组者姓名和实验时间。 

（2）实验目的、实验线路、实验内容。 

（3）实验设备、仪器、仪表的型号、规格、铭牌数据及实验装置编号。 

（4）实验数据的整理、列表、计算，并列出计算所用的计算公式。 

（5）画出与实验数据相对应的特性曲线及记录的波形。 

（6）用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明确的结论。 

（7）对实验中出现的某些现象、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写出心

得体会，并对实验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8）实验报告应写在一定规格的报告纸上，保持整洁。 

（9）每次实验每人独立完成一份报告，按时送交指导教师批阅。 

五、主要仪器设备 

计算机 45 台 

自动控制仿真实验箱 4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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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实验指导书名称： 

教材（指导书）：自编 

 

 

 

 

执 笔 人：  吴澄  

审 批 人：  郑建颖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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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含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RTSI2006                   课程学分： 2.5 

课程名称（中 /英）：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含实验） /Computer 

Communication & Network (including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 6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课程是信息、电气类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目的是使学

生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机网络在日常

生活及工作中的应用方法。主要讲授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和主流技术，包括计

算机网络的组成和发展，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及协议、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局

域网、广域网、网络互联技术、网络安全及网络应用等。本实验是该课程的实验

教学部分。开设本实验可以使学生能够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进一步

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通信机制，熟悉基本的计算机网络的组网技

术，掌握初步的网络应用编程技术，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数据报实验 综合性 1.5 2 必修 

2 面向连接的会话通信 综合性 1.5 2 必修 

3 实现广播通信 综合性 1.5 2 必修 

4 实现多播通信 综合性 1.5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报 

1. 教学内容 

配置本机和通信对端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端口等参数，观

察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在不同参数下接收消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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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客户机/服务器工作模式。 

（2）了解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客户机/服务器程序的不同方法。 

（3）掌握 IP 地址组成以及运行 IP 协议的相关参数。 

实验项目 2：面向连接的会话通信 

1. 教学内容 

配置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IP 地址和端口号，观察不同参数下接收消息的

情况，分析程序中套接字相关函数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理解面向连接的会话通信工作过程。 

（2）了解套接字的配置特点及关键函数功能。 

实验项目 3：实现广播通信 

1. 教学内容 

配置广播通信的源端和目的端 IP 地址及端口号，观察不同参数下消息

接收情况。分析发送和接收广播消息的代码含义。 

2.教学目标 

（1）掌握实现广播通信的套接字配置要求。 

（2）了解广播通信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 

实验项目 4：实现多播通信 

2. 教学内容 

配置多播通信的 IP 地址、端口号等关键参数，建立不同多播组，观察

不同参数下消息接收情况。分析加入和离开多播组的相关代码含义。 

2.教学目标 

（1）掌握多播 IP 地址组成。 

（2）理解多播组的建立、加入和脱离等相关操作。 

（3）了解多播传输跨越网段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上机实验占 40％，实验报告 6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以太网交换机、网卡、传输介质。现有 4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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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Andrew S. Tanenbaum、David J. Wetherall，《Computer Networks》（第 5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 

2.参考书：谢希仁，《计算机网络教程》（第 6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5 

 

 

 

执 笔 人：  马冬  

审 批 人：  汪一鸣  

完 成 时 间： 2016.03 

 

 

 

 

 

 

 

 

 

 

 

 

 

 

 

 

 

 

 

 

 

 

 

 

 

 

  



 79 

《VHDL 语言及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RTSI200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VHDL 语言与应用/VHDL Language & Its 

Applica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DA 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VHDL 语言及应用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一门重要的应用型课程，本实验课

程是该课程的实验部分，是非独立设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大

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本知识和工作原理，掌握 VHDL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常用

数字电路的程序设计方法，熟练使用 EDA 工具软件 QuartusⅡ进行数字电子系统

的设计，为今后运用现代化手段从事有关数字电子系统方面的设计和研究开发工

作打下基础。本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1、 能够针对设计要求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对设计的模块和系统，能选择可

行的实验方案进行仿真和验证； 

2、 熟练使用 EDA 工具软件 QuartusⅡ对数字电子系统进行设计与仿真，掌握软

件仿真平台的设计流程和方法。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4. 研究 
4.2 能基于专业理论，针对通信模块和系统，

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可行的实验方案。 
教学目标 1 

5. 使用现代工具 
5.2 能针对复杂工程问题，选择并合理使用软

硬件设计与仿真平台。 
教学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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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QuartusⅡ的使用：译码器设计或数

据选择器设计 
验证性 3 1 必修 

2 计数器设计以及实验开发系统的使

用（硬件测试） 

验证性 6 1 必修 

3 乘法器设计 验证性 6 1 选修 

4 序列检测器设计 验证性 6 1 选修 

5 数字秒表设计 设计性 6 1 选修 

6 数字频率计设计 设计性 9 1 选修 

7 多功能数字钟设计 设计性 9 1 选修 

8 彩灯控制器设计 设计性 9 1 选修 

9 交通灯控制器设计 设计性 9 1 选修 

10 密码锁设计 设计性 9 1 选修 

11 出租车计费器设计 设计性 9 1 选修 

12 自动打铃系统设计 综合性 9 1 选修 

13 万年历设计 综合性 9  选修 

14 自动售货机控制电路设计 综合性 9 1 选修 

15 电梯控制器电路设计 综合性 9 1 选修 

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QuartusⅡ的使用：译码器设计或数据选择器设计 

1.教学内容 

（1）通过译码器程序或数据选择器的设计熟悉并掌握 QuartusⅡ的使用； 

（2）通过仿真观察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译码器或数据选择器的工作原理； 

（2）掌握软件仿真平台的 QuartusⅡ的使用。 

实验项目 2：计数器设计以及实验开发系统的使用（硬件测试） 

1.教学内容 

（1）设计一个同步十进制加法计数器，完成软件仿真； 

（2）KX-DN系列综合实验开发系统的使用； 

（3）完成引脚绑定和编程下载；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软件仿真平台的 QuartusⅡ的使用； 

（2）熟悉时序电路的设计方法； 

（3）掌握硬件测试平台 KX-DN系列综合实验开发系统的使用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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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乘法器设计 

1.教学内容 

（1）采用并行算法原理设计一个 4*4 位乘法器； 

（2）采用时序逻辑方式设计一个 16*16 位乘法器； 

（3）通过仿真观察设计的正确性；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设计乘法器的原理；掌握软件仿真平台的 QuartusⅡ的使用； 

（2）掌握使用组合逻辑设计并行乘法器的方法； 

（3）掌握使用时序逻辑设计和加法器设计乘法器的方法。 

实验项目 4：序列检测器设计 

1.教学内容 

（1）采用并行算法原理设计一个 4*4 位乘法器； 

（2）采用时序逻辑方式设计一个 16*16 位乘法器； 

（3）通过仿真观察设计的正确性；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设计乘法器的原理；掌握软件仿真平台的 QuartusⅡ的使用； 

（2）掌握使用组合逻辑设计并行乘法器的方法； 

（3）掌握使用时序逻辑设计和加法器设计乘法器的方法。 

实验项目 5：数字秒表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用于体育比赛的数字秒表； 

（2）计时精度可达 1/1000秒； 

（3）具有复位和启停开关； 

（4）通过硬件测试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秒表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6：数字频率计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一个可测频率的数字式频率计，测量范围为 1Hz～12MHz。 

（2）、用层次化设计方法设计该电路，编写各个功能模块的程序。 

（3）、仿真各功能模块，通过观察有关波形确认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4）、完成电路设计后，用实验系统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可测频率的数字式频率计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

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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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多功能数字钟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能正常计时的数字钟，使用数码管分别显示时分秒； 

（2）可以通过按键进行校时； 

（3）可以通过蜂鸣器做整点报时；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数字钟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8：彩灯控制器设计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来控制八路彩灯按照一定的次序和间隔闪烁。具体要

求如下： 

（1）当控制开关为 0 时，灯全灭；当控制开关为 1 时，从第一盏开始，依

次点亮，时间间隔为 1秒。其间一直保持只有一盏灯亮，其它都灭的状态。 

（2）八盏灯依次亮完后，开始从第八盏灯开始依次灭，其间一直保持只有

一盏灯灭，其他都亮的状态。 

（3）当八盏灯依次灭完后，八盏灯同时亮再同时灭，其间间隔为 0.5 秒，

并重复 4次。 

（4）只要控制开关为 1,上述亮灯次序不断重复。 

（5）用层次化设计方法设计该电路，编写各个功能模块的程序。 

（6）仿真各功能模块，通过观察有关波形确认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7）完成电路设计后，用实验系统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彩灯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9：交通灯控制器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十字路口两个方向交通灯的指示状态； 

（2）能实现正常的倒计时功能； 

（3）具有停止和清零等功能；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交通灯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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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密码锁设计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密码锁，要求如下： 

（1）安锁状态 

按下开关键 SETUP，密码设置灯亮时，方可进行密码设置操作。设置初始

密码 0～9(或二进制八位数)，必要时可以更换。再按 SETUP 键，密码有

效。 

（2）开锁过程 

1) 按启动键(START)启动开锁程序，此时系统内部应处于初始状态。 

2) 依次键入0～9(或二进制八位数)。 

3) 按开门键(OPEN)准备开门。 

 若按上述程序执行且拔号正确，则开门指示灯A亮，若按错密码或未

按上述程序执行，则按动开门键OPEN后，警报装置鸣叫、灯B亮。 

4) 开锁处理事务完毕后,应将门关上,按SETUP 键使系统重新进入安锁

状态。若在    报警状态，按SETUP 或START 应不起作用，应另用一

按键 RESET才能使系统进入安锁状态。 

（3）使用者如按错号码可在按OPEN键之前，按START 键重新启动开锁程序。 

（4）设计符合上述功能的密码锁，并用层次化方法设计该电路。 

（5）用功能仿真方法验证，通过观察有关波形确认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6）完成电路设计后，在实验系统上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密码锁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11：出租车计费器设计 

1.教学内容 

（1）实现计费功能，计费标准为： 

按行驶里程收费，起步费为 10.00 元，并在车行 3 公里后再按 1.8 元/公里收

费，当计数里程达到或超过 5 公里时，每公里按 2.7 元计费，车停止不计

费。 

（2）设计动态扫描电路，能显示公里数（百位、十位、个位、十分位），能

显示车费（百元、十元、元、角）。 

（3）设计符合上述功能要求的方案，并用层次化设计方法设计该电路。 

（4）仿真各个功能模块，并通过有关波形确认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5）完成电路全部设计后，通过系统实验箱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出租车计费器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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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自动打铃系统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适用于学校的自动打铃系统； 

（2）能实现打铃时间设置的功能； 

（3）具有调整铃声长度等功能；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自动打铃系统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13：万年历设计 

1.教学内容 

（1）能进行正常的年、月、日和时、分、秒的日期和时间计时功能，按键

KEY1用来进行模式切换，当KEY1=1时，显示年、月、日；当KEY1=0时，显

示时、分、秒。 

（2）能利用实验系统上的按键实现年、月、日和时、分、秒的校对功能。 

（3）用层次化设计方法设计该电路，编写各个功能模块的程序。 

（4）仿真报时功能，通过观察有关波形确认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5）完成电路设计后，用实验系统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万年历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14：自动售货机控制电路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一个自动售货机控制系统； 

（2）要求可以出售两种以上的商品，每种商品的价格可以进行设置； 

（3）具有找零及提示等功能；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自动售货机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15：电梯控制器电路设计 

1.教学内容 

（1）设计一个多层电梯的控制器； 

（2）每层有上下请求按钮，电梯内有楼层选择按钮； 

（3）具有响应多请求安排等功能； 

（4）通过下载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2.教学目标 

（1）分析电梯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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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模块和系统的设计，并进行仿真验证； 

（3）掌握软件仿真平台和硬件测试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根据学生的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操作、最后一次综合设计型实验的设计报告

等指标综合评定学生的实验课成绩。 

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2、要求 

完成实验及实验报告。 

综合实验设计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设计任务；设计方案；软件设计与仿真；

硬件测试过程及结果；结果分析与讨论；总结与体会，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思路

等。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42台，KX-DN系列综合实验开发系统实验箱 30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曲波，黄旭，胡丹峰等  《硬件描述语言实验教程》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2.参考书： 

[1] 潘松、黄继，EDA 技术实用教程—VHDL 版（第五版），科学出版社，2013. 

[2] 陈雪松，腾立中，VHDL入门与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年. 

 

 

 

执 笔 人：黄旭   

审 批 人：胡丹峰   

完 成 时 间 ：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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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RTSI3003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通信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本科生通信原理课程的实验课程，目的

是配合理论课程的教学，通过本综合实验巩固并扩展通信原理课程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分析方法和实现方法。通过实验，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毕业后从事通信系统设计方面的工作

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能够掌握通信原理中模拟信号的调制和解调、数字基带

信号的传输、数字信号的调制和解调，模拟信号的抽样、量化和编码与信号的最

佳接收等原理及通信系统的相关理论。 

本实验要求学生能熟练操作试验箱达到验证通信理论的目的，并能通过验证

性实验达到综合性实验和创造性实验的目的。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DDS 信号源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2 基带信号的常见码型变换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3 AMI/HDB3 编译码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4 FSK（ASK）调制解调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5 PSK DPSK 调制解调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6 抽样定理及其应用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DDS 信号源实验 

1.教学内容 

1)加电 

打开系统电源开关，底板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若电源指示灯显示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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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即关闭电源，查找异常原因。 

2) 信号输出状态设置 

信号输出状态分为： 1.PWM 波、2.正弦波、3.三角波、4.方波、5.扫频信号、

6.调幅信号、7.双边带信号、8.调频波、9.外输入 AM 波等九种状态 

初始时输出序号为 1，对应“PWM 波”输出状态。按下复合式按键旋纽 SS01，

可切换不同的信号输出状态，按一次输出序号递增，DDS 最大序号为 9，正好与

l0 种输出信号状态对应。序号 10 为内置误码仪测试功能，序号 11 为 USB 转串

口数据通道。序号为 11 后，继续按复合按键旋纽，则返回初始序号 1。D0l、D02、

D03、D04 四个指示灯将显示输出的序号状态。 

3）信号频率调节 

旋转复合式按键旋纽 SS01，在“PWM 波”、“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等

输出状态时，可步进式调节输出信号的频率，顺时针旋转频率每步增加 100HZ，

逆时针减小 100HZ； 

在其它 DDS 信号源序号，旋转复合式按键旋纽 SS01 无操作。 

4）输出信号幅度调节 

调节调幅旋钮 W01，可改变 P03、P04 输出的各种信号幅度。 

5）用示波器观察 DDS 信号源产生的信号，并记录波形。 

输出序号及相应输出、输入信号状态如下表： 

输

出 

序

号 

调制输入 P03（输出） P04（输出） P09（输出） 

LED 

1：亮 0：灭 

D4 D3 D2 D1 

1 × × 2K 正弦波 

PWM 波 

（频率 0.1-20KHZ 可

调） 

0 0 0 1 

2 × 正弦波 2K 正弦波 

PWM（频率锁定于初

始状态 10KHZ 或最新

《PWM 波》设定的频

率） 

0 0 1 0 

3 × 三角波 2K 正弦波 0 0 1 1 

4 × 方波 2K 正弦波 0 1 0 0 

5 × 扫频 2K 正弦波 0 1 0 1 

6 × 调幅 
待调信号 

（2K 正弦波） 
0 1 1 0 

7 × 双边带 
待调信号 

（2K 正弦波） 
0 1 1 1 

8 × 调频 
待调信号 

（2K 正弦波） 
1 0 0 0 

9 
外部调制 

信号 

外输入信

号AM调制 
20K 载波 1 0 0 1 

10 内置误码仪，P02 输出 32KKZ 随机码，P01 接收信道回送随机码 1 0 1 0 

11 USB 转串口 1 0 1 1 

2.教学目标 

（1）了解 DDS 信号源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2）掌握 DDS 信号源使用方法； 

（3）掌握 DDS 信号源各种输出信号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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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基带信号的常见码型变换实验 

1.教学内容 

1）在关闭系统电源的条件下，“时钟与基带数据产生器模块”插到底板插座

上（位号为： G），具体位置可见底板右上角的“实验模块位置分布表”。本模块

的 CPLD 中集成了数字基带信号的码型的各种变换功能。 

2）打开系统电源开关，底板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若电源指示灯显示不

正常，请立即关闭电源，查找异常原因。 

3）设置不同的基带数据和编码类型，用示波器观测 4TP01 测量点码型变换

后的波形，并与 4P01（变换前）的波形进行比较。 

4）实验完毕关闭电源，整理好实验器件。 

2.教学目标 

（1）熟悉 RZ、BNRZ、BRZ、CMI、曼彻斯特、密勒、PST 码型变换原理

及工作过程； 

（2）观察数字基带信号的码型变换测量点波形。 

实验项目 3：AMI/HDB3 编译码实验 

1.教学内容 

（1）插入有关实验模块： 

在关闭系统电源的条件下，将 AMI/HDB3 编译码模块、时钟与基带数据发

生模块，分别插到通信原理底板插座上（位号为：F、G）。（具体位置可见底板

右上角的“实验模块位置分布表”）。注意模块插头与底板插座的防呆口一致，模

块位号与底板位号的一致。 

（2）信号线连接： 

用专用导线将 4P01、20P01 连接。注意连接铆孔箭头指向，将输出铆孔连

接输入铆孔。 

（3）加电： 

打开系统电源开关，底板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若电源指示灯显示不正

常，请立即关闭电源，查找异常原因。 

（4）AMI 码测试： 

1）跳线开关 20K01 选择 1-2 脚连，即实现 AMI 功能。 

2）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1110”，拨码器 4SW01 设置“11111111”。即给

AMI 编码系统送入全“1”信号。观察有关测试点波形，分析实现原理，记录有关

波形。 

3）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1110”，拨码器 4SW01 设置“00000000”。，即

给 AMI 编码系统送入全“0”信号。观察有关测试点波形，特别注意 20TP04 点编

码波形，分析原因。 

4）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0001”，即给 AMI 编码系统送入复杂信号（32K

的 15 位 m 序列）。对照 20TP01 点时钟读出 4P01 点的码序列，根据 AMI 编码规

则，画出其编码波形。再观察有关测试点波形，验证自己的想法。记录有关波形。 

（5）HDB3 码测试： 

1）跳线开关 20K01 选择 2-3 脚连，即实现 HDB3 功能。 

2）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1110”，拨码器 4SW01 设置“11111111”。即给

HDB3 编码系统送入全“1”信号。观察有关测试点波形，分析实现原理，记录有

关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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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1110”，拨码器 4SW01 设置“00000000”。，即

给 HDB3 编码系统送入全“0”信号。观察有关测试点波形，特别注意 20TP04 点

编码波形，分析原因。 

4）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0001”，即给 HDB3 编码系统送入复杂信号（32K

的 15 位 m 序列）。对照 20TP01 点时钟读出 4P01 点的码序列，根据 HDB3 编码

规则，画出其编码波形。再观察有关测试点波形，验证自己的想法。记录有关波

形。 

（6）关机拆线： 

实验结束，关闭电源，拆除信号连线，并按要求放置好实验模块。 

注：因 AMI 或 HDB3 码的编码时钟固定为 64KHZ，所以送入的基带数据

速率必须是 2 的 n 次方，且不能超过 64Kb/s。另外，低于 64Kb/s 码元将本编码

模块识别成 64Kb/s 的码元。 

2.教学目标 

（1）熟悉 AMI / HDB3 码编译码规则； 

（2）了解 AMI / HDB3 码编译码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4：FSK（ASK）调制解调实验 

1.教学内容 

（1）插入有关实验模块： 

在关闭系统电源的条件下： 

将“时钟与基带数据发生模块”插到底板的 G 位； 

“信道编码与 ASK.FSK.PSK.QPSK 调制模块”插到底板的 A、B 位； 

 “FSK 解调模块”插到底板的 C 位。 

注意模块插头与底板插座的防呆口一致，模块位号与底板位号的一致。 

（2）信号线连接： 

用导线将 G 位 4P01 连接 A，B 位的 JD；4P02 连接 JCLK。 

用导线连接左面板 A、B 位调制模块的 ASK、FSK 输出铆孔和右面板“FSK

解调模块”的调制输入铆孔 17P01； 

（3）加电： 

打开系统电源开关，底板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若电源指示灯显示不正常，

请立即关闭电源，查找异常原因。 

（4）设置拨码开关： 

设置左面板 G 位时钟模块的拨码器 4SW02：设置为“00000”，则 4P01 产生

2K 的 15 位 m 序列输出。 

按动“信道编码与 ASK.FSK.PSK.QPSK 调制模块”上的 SW01 按钮，使 L02

指示灯亮，ASK、FSK 铆孔输出为 FSK 信号。 

（5）FSK 调制信号和巳调信号波形观察： 

双踪示波器触发测量探头接 4P01，另一测量探头接 ASK、FSK，调节示波

器使两波形同步，观察 FSK 调制信号和已调信号波形，记录实验数据。 

（6）FSK 解调参数调节： 

调节解调模块上的 17W01 电位器，使压控振荡器锁定在 32KHz，同时可用

示波器监测 17TP02 信号。 

（7）无噪声 FSK 解调输出波形观察： 

将 ASK、FSK 输出信号，经过噪声模块加噪，连接 ASK FSK 至噪声模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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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01,3P02 连接 FSK 解调模块的 17P01； 

调节 3W01，将 3TP01 噪声电平调为 0；双踪示波器触发测量探头接 4P01，

另一测量探头接 17P02。同时观察 FSK 调制和解调输出信号波形，并作记录，

并比较两者波形，正常情况，两者波形一致。如果不一致，可微调 17W01 电位

器，使之达到一致。 

（8）加噪声 FSK 解调输出波形观察： 

调节 3W01 逐步增加调制信号的噪声电平大小，看是否还能正确解调出基带

信号。 

（9）ASK 实验与上相似，这儿不再赘述。 

（10）关机拆线： 

实验结束，关闭电源，拆除信号连线，并按要求放置好实验模块。 

2.教学目标 

（1）掌握 FSK（ASK）调制器的工作原理及性能测试； 

（2）掌握 FSK（ASK）锁相解调器工作原理及性能测试； 

（3）学习 FSK（ASK）调制、解调硬件实现，掌握电路调整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5：PSK DPSK 调制解调实验 

1.教学内容 

（1）插入有关实验模块： 

在关闭系统电源的条件下： 

将“时钟与基带数据发生模块”放置到底板 G 位； 

将“信道编码与 ASK、FSK、PSK、QPSK 调制”放置到底板 A、B 位； 

将“PSK 解调模块” 放置到底板 C 位； 

将“复接/解复接同步技术模块”放置到底板 I 位。 

注意模块插头与底板插座的防呆口一致，模块位号与底板位号的一致。 

（2）信号线连接： 

绝对码调制（PSK）时的连接：用专用导线将 4P01 连接 JD；4P02 连接 JCLK；

PSK/DPSK 连接 38P01。 

相对码调制（DPSK）时的连接：用专用导线将 4P03 连接 JD；4P02 连接 JCLK；

PSK/DPSK 连接 38P01；38P02 连接 39P01。 

（3）加电： 

打开系统电源开关，底板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若电源指示灯显示不正常，

请立即关闭电源，查找异常原因。 

（4）实验内容设置： 

拨码器 4SW02 设置为“00001 “，4P01 产生 32K 的 15 位 m 序列输出； 

4P03 输出为 4P01 波形的相对码； 

调制模式设置为“L01”指示灯亮，PSK/DPSK 输出为 PSK 调制； 

将“PSK QPSK 解调模块”两个跳线接插到左侧，既选中 PSK 解调模式。 

（5）相位调制信号观察： 

1）PSK 调制信号观察：双踪示波器，触发测量探头测试 4P01 点，另一测

量探头测试 PSK/DPSK，调节示波器使两波形同步，观察 BPSK 调制输出波形，

记录实验数据。 

2）DPSK 调制信号观察：双踪示波器，触发测量探头测试 4P03 点，另一测

量探头测试 PSK/DPSK，调节示波器使两波形同步，观察 DPSK 调制输出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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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实验数据。 

（6）PSK 解调参数调节： 

调节 38W01 电位器，使压控振荡器工作在 2048KHZ，同时可用频率计鉴测

38TP01 点。注意观察 38TP02 和 38TP03 两测量点波形的相位关系。 

（7）相位解调信号观测： 

1）PSK 调制方式 

观察 38P02 点 PSK 解调输出波形，并作记录，并同时观察 PSK 调制端 JD

的基带信号，比较两者波形相近为准（可能反向，如果波形不一致，可微调 38W01）。 

2）DPSK 调制方式 

“复接/解复接同步技术模块”的拨码器 39SW01 设置为“0010”。 

观察 38P02 和 JD 的两测试点，比较两相对码波形，观察是否存在反向问题；

观察 39P07 和 4P01 的两测试点，比较两绝对码波形，观察是否还存在反向问题。

作记录。 

（8）关机拆线： 

实验结束，关闭电源，拆除信号连线，并按要求放置好实验模块。 

2.教学目标 

（1）掌握 PSK QPSK 调制解调的工作原理及性能要求； 

（2）进行 PSK QPSK 调制、解调实验，掌握电路调整测试方法； 

（3）掌握二相绝对码与相对码的码变换方法。 

实验项目 6：抽样定理及其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1）插入有关实验模块： 

在关闭系统电源的条件下，将“时钟与基带数据发生模块”、“PAM 脉冲幅度

调制模块”，插到底板“G、H”号的位置插座上（具体位置可见底板右上角的“实

验模块位置分布表”）。注意模块插头与底板插座的防呆口一致，模块位号与底板

位号的一致。 

（2）信号线连接： 

用专用铆孔导线将 P03、32P01；P09、32P02；32P03、P14 连接（注意连接

铆孔的箭头指向，将输出铆孔连接输入铆孔）。 

（3）加电： 

打开系统电源开关，底板的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若电源指示灯显示不正常，

请立即关闭电源，查找异常原因。 

（4）输入模拟信号观察： 

将 DDS 信号源产生的三角波（模拟信号最好用复杂信号，如三角波，根据

本实验平台恢复滤波器带宽，三角波频率选 1.5KHZ 较好）送入抽样模块的 32P01

点，用示波器在 32P01 处观察，调节电位器 W01，使该点正弦信号幅度约 2V（峰

一峰值）。 

（5）取样脉冲观察： 

当 DDS 信号源处于“PWM 波”状态(D04D03D02D01=0001)，旋转 SS01 可改

变取样脉冲的频率。示波器接在 32P02 上，可观察取样脉冲波形。考虑到 1.5KHZ

三角波有效带宽不低于 4.5KHZ(三次谐波)，因此抽样频率要大于 9KHZ。 

（6）取样信号观察： 

示波器接在 32TP01 上，可观察 PAM 取样信号，示波器接在 32P03 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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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PAM 脉冲幅度调制”上的 32W01 可改变 PAM 信号传输信道的特性，PAM 取

样信号波形会发生改变。 

（7）取样恢复信号观察： 

PAM 解调用的低通滤波器电路（接收端滤波放大模块，信号从 P14 输入）

设有两组参数，其截止频率分别为 2.6KHZ、5KHZ。调节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

和不同的抽样时钟频率，用示波器观测各点波形，验证抽样定理，并做详细记录、

绘图。（注意，调节 32W01 应使 32TP01、32P03 两点波形相似，即以不失真为

准。） 

（8）关机拆线： 

实验结束，关闭电源，拆除信号连线，并按要求放置好实验模块。 

2.教学目标 

（1）通过对模拟信号抽样的实验,加深对抽样定理的理解； 

（2）通过 PAM 调制实验，使学生能加深理解脉冲幅度调制的特点； 

（3）学习 PAM 调制硬件实现电路，掌握调整测试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实验成绩的考核方式为考查，通过学生的出勤、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

定。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南京众润 RZ8681B 现代通信技术实验平台 

现有套数：3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通信原理综合实验指导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2014 年. 

2.参考书：通信原理（第 7 版），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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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与逻辑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LE1104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数字电子与逻辑设计/Circuit Digital Electronics & 

Logic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字电子与逻辑设计》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专业

的大类基础课程。是学习计算机硬件原理与应用知识重要的预备课程，该课程旨

在提高学生的计算机硬件应用能力和建立基本的硬件设计理念，是学生学习后续

的专业课程，诸如《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原理》、《计算机体系结构》《嵌入

式系统原理》等重要基础课程。该课程是一门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课程，

对学生动手能力要求较高，为提高学生对实验的兴趣，教学内容力求接近工程实

践，让学生知道如何将学到的知识点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并且将 EDA 工具

(Multisim、QuartusII)和现代数字设计方法引入实验中，让学生可以通过观察仿

真结果,轻松的理解比较抽象的理论知识。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门电路特性测试 验证性 3 30 必修 

2 小规模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设计性 3 30 必修 

  3 中规模组合逻辑器件及其应用 综合性 3 30 必修 

4 中规模时序逻辑器件及其应用 综合性 3 30 必修 

5 可逆计数器设计 设计性 3 30 必修 

6 多路数据选择器设计 设计性 3 3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门电路特性测试 

目的：熟悉数字逻辑实验箱的结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掌握 TTL 与非

门、或非门及异或门输入、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熟悉 TTL 中、小规模集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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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外形、管脚及使用方法。 

内容： 

1．测试 74LS00 一个与非门的输入和输出的逻辑关系。 

2．测试 74LS28 一个或非门的输入和输出的逻辑关系 

实验项目 2：小规模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目的：掌握 TTL 和 CMOS 集成与非门的逻辑功能和使用规则、掌握组合逻

辑电路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内容： 

1.验证 74LS20 和 74LS00 的逻辑功能 

2.用与非门设计一个三变量多数表决电路 

实验项目 3：中规模组合逻辑器件及其应用 

目的：掌握典型集成电路译码器和数据选择器的逻辑功能及应用方法，掌

握仿真软件 multisim 的使用方法。 

内容： 

1.测试 74LS153 逻辑功能，用 74LS153 或 74LS151 实现逻辑函数 

2.测试 74LS138 逻辑功能，用 74LS138 和与非门实现逻辑函数 

3.用数据选择器 74LS153 实现全加器 

实验项目 4：中规模时序逻辑器件及其应用 

目的：掌握典型集成触发器、寄存器和计数器的逻辑功能及其应用方法。 

内容： 

1.测试基本 RS 触发器、JK 触发器 74LS112、D 触发器 74LS74 的功能 

2.用 D 触发器 74LS74 和逻辑门构成 JK 触发器 

3. JK 触发器 74LS112 和逻辑门构成 D 触发器 

4.用 JK 触发器 74LS112 构成分频器，观察波形 

5.测试集成计数器 74LS161 的逻辑功能 

实验项目 5：可逆计数器设计 

目的：掌握用基本触发器设计数字电路的方法，Multisim 仿真软件的使用

方法 

内容：使用 RS 触发器、JK 触发器或 D 触发器设计一个六或八或十二进制可逆

计数器的设计，并利用 VHDL 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实验项目 6：多路数据选择器设计 

目的：1．设计并实现一个 16 选 1 多路数据选择器 

 2．熟悉用 Verylog 实现多路选择器 

内容：2 个 74LS151 和 1 片 74LS00 实现 16 选 1 电路。把第四个输入控制端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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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直接接到低 8 位的那片 74LS151 的使能端（第 7 脚），同时经过反相后接

到高 8 位的那片 74LS151 的使能端，前三个输入控制端 S0、S1、S2 同时接到两

片 74LS151 的 S0、S1、S2。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数字电子实验箱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康华光，《数字电子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陶砚蕴  

审 批 人：  朱灿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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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信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LE211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光通信技术 Optic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磁场与电磁波、通信原理、积分变换 

开课单位：苏州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课程负责人：高明义 

实验室名称：光纤通信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课程性质：<<光通信技术>>实验课程是为了配合光通信技术理论教学而开设

的实验课程。学生通过实验学习，不但可以加深对光通信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

以增强实验能力。 

教学目标：通过本实验课程学习，深入理解光纤通信系统及其基本构成组件

的工作原理及测试方法，培养实验动手能力。 

本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3、 掌握光纤通信基本组件（包括光发射机、光接收机、光纤等）的工作原理、

性能参数、测试方法等。 

4、 掌握光纤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了解系统性能参数及其测试方法,

通过文献调研,设计满足应用需求的光纤通信系统。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1-4 理解系统的概念及其在通信领域的体现，

能将专业知识用于描述和分析通信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1 

 

2、问题分析 2-2 能通过文献研究表达复杂工程问题。 教学目标 2 

三、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光发射端实验（半导体激光器的 P-I 特性测试）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光接收端实验（光纤通信信号眼图测试） 验证性 3 2 必修 

3 光纤通信系统实验（数字时分/波分复用系统光

纤通信实验） 

综合性 

设计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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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光发射端实验（半导体激光器的 P-I 特性测试） 

1.教学内容 

测试并绘制半导体激光器的 P-I 特性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半导体激光器平均输出光功率 P 与注入电流 I 的关系； 

（2）熟悉半导体激光器传输信号时的工作电流与阈值电流的关系； 

（3）掌握半导体激光器 P-I 曲线的测试及绘制方法。 

实验项目 2：光接收端实验（光纤通信信号眼图测试） 

1.教学内容 

观测数字光纤传输系统信号眼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眼图的概念及产生原理； 

（2）熟悉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的性能指标参数； 

（3）掌握用示波器观测光纤通信信号眼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3：光纤通信系统实验（数字时分/波分复用系统光纤通信实验） 

1.教学内容 

搭建及测试数字时分复用光纤通信系统，设计并实现时分复用后再经过波

分复用的光纤通信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字时分/波分复用及解复用的概念和原理； 

（2）熟悉数字时分/波分复用光纤通信系统的结构； 

（3）掌握数字时分/波分复用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方法。 

五、考核方式及要求 

搭建并测试实验系统，整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撰写实验报告。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光纤通信综合实验箱、示波器、万用表、光功率计、光波分复用解复用器、

FC-FC 单模光纤跳线、连接导线。现有实验设备 20 套。 

七、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光纤通信综合实验箱实验说明书。 

 

执 笔 人：高明义   

审 批 人：侯嘉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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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划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规划原理/ 

Principles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本实验课程配合《交通规划原理》课程理论教学，实践交通规划

调查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学习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方法。通过上机运用交通发生

吸引、交通分布、交通分担及交通量分配中各种模型进行交通需求预测，学习四

阶段法的基本要领及交通规划常用软件的操作技能。 

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操作，学生应掌握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基本概

念，深刻理解交通规划的基本原理，熟悉交通规划工作的程序、内容和规范，熟

练掌握交通需求预测四阶段法主要模型的理论与方法，能够使用交通规划常用软

件。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具备实施交通规划调查、应用科学方法预测交通需求、

设计和评价交通规划方案等的基本技能，部分优秀学生有兴趣探寻研究交通规划

理论与实践的切入点。 

教学要求：本课程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模型分析及应用尽可能结合实

例，以加深学生对交通规划原理和方法的理解。应鼓励学生反复练习交通规划常

用软件的操作方法，自主发掘软件功能，积极培养分析简单交通规划问题的动手

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TRANCAD 软件操作实验 演示性 4 1 必修 

2 交通网络设计与分析实验 设计性 4 5 必修 

3 交通需求预测实验 综合性 8 5 必修 

4 OD 交通量反推实验 验证性 2 1 选修 

5 交通规划方案评价实验 综合性 2 5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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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TRANCAD 软件操作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 TransCAD 的基本功能，演示各功能的操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TransCAD 的功能。 

（2）熟悉 TransCAD 的操作。 

（3）掌握 TransCAD 的数据类型、结构关系及其导入导出方法。 

实验项目 2：交通网络设计与分析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电子地图、CAD 图等资源在 TransCAD 中构建交通网络拓扑关

系数据库，学习交通网络设计与分析的方法和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交通网络的特点、结构。 

（2）能熟练地将电子地图、CAD 图等导入到 TransCAD 中。 

（3）掌握交通网络拓扑模型构建方法。 

实验项目 3：交通需求预测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TransCAD 划分交通小区，预测生成交通量、发生与吸引交通

量和分布交通量，进行交通方式划分和交通量分配。 

2.教学目标 

（1）了解交通需求预测四阶段法的基本过程。 

（2）熟悉四阶段法中各种模型的原理、计算方法及其标定要领。 

（3）掌握 TransCAD 中交通量生成、发生与吸引、分布、分担、分配的操

作技术。 

实验项目 4：OD 交通量反推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习利用路段观测交通量、部分 OD 交通量反推 OD 交通量的方法

和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反推 OD 交通量的必要性和作用。 

（2）熟悉各种 OD 交通量反推方法。 

（3）掌握 TransCAD 中利用路段观测交通量反推 OD 交通量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5：交通规划方案评价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习交通规划方案评价方法和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交通规划方案评价的目的和作用。 

（2）熟悉各种评价指标的计算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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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利用 TransCAD 进行交通规划方案评价的操作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项目内容，按小组或个人进行考核。按照能否独立全面地完成实验

任务、能否正确使用模型及分析方法、有无独自的见解与分析、实验报告质量等，

确定优、良、及格和不及格 4 个等级。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安装 TransCAD、AutoCAD 等相关软件）：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闫小勇刘博航编著《交通规划软件实验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邵春福主编《交通规划原理（第二版）》，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年 

邵春福主编《交通工程专业实验教程》，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  吴戈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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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06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Planning & Design of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适应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城市轨道交通的专

门知识和相关技术，具有从事轨道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学生

应系统掌握轨道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其中的关键技术，

能应用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城市轨道通系统方面的实际问题，具有在该领

域进行规划与设计的必备技能。 

本课程实验教学围绕着 AutoCAD、数据库 Access 和 TransCAD 交通规划软

件而展开。通过上机操作实践，要求学生掌握该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在

掌握专业软件使用方法的同时，加深对《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课程相关理论知

识的理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轨道交通系统客流特

性分析 

综合性 3 1 必修 

2 轨道交通换乘站流线

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3 轨道交通客流分配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轨道交通系统客流特性分析 

1.教学内容 

轨道交通客流调查、数据整理、数据统计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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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轨道交通系统客流特性分析的基本流程。 

（2）熟悉轨道交通系统客流特性分析方法与实施步骤。 

（3）掌握轨道交通客流基础数据的整理与分析技术。 

实验项目 2：轨道交通换乘站流线设计 

1.教学内容 

运用分析软件统计基础数据的特性，计算换乘流线相关各项物理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换乘站流线设计分析的基本流程。 

（2）掌握换乘站流线设计分析的方法与实施步骤 

实验项目 3：轨道交通客流分配 

1.教学内容 

轨道交通网络构建；分配轨道交通 OD 矩阵、分析轨道客流指标。 

2.教学目标 

（1）了解轨道交通网络构建的基本流程。 

（2）熟悉分配轨道交通 OD 矩阵方法。 

（3）掌握轨道交通客流指标分析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

绩的 4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2. 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利用 AutoCAD 绘制轨道换乘站流线设计，利用 Access 和 Excel

分析轨道交通系统客流特性，利用 TransCAD 分配轨道交通客流指标。 

学生在每次实验课中，分步完成实验报告的各项任务，最后将所有成果进

行整理汇总，得到利用相关软件系统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utoCAD 设计软件、Access 数据库软件和 TransCAD 交通规划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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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毛保华，《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设计》，人民交通出版社，2011.05 

2.参考书： 

①毛保华，《轨道交通综合实验指导书》，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09 

②闫小勇、刘博航，交通规划软件实验教程(TransCAD4.x)，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2 

③TransCAD 用户操作手册和需求分析手册，Caliper 公司 

 

执 笔 人：  肖为周  

审 批 人：  王志强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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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行车组织》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08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交通运输方向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内容包括：铁路客流、货

流组织，车站工作组织，铁路车流组织，列车运行图，铁路运输能力计算与加强，

铁路运输生产计划和铁路运输调度工作等等。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应了解铁路

运输组织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掌握铁路车站、铁路局（路局）运营管理工

作的基本原理和最有效地综合运用铁路技术设备及能力、完成营销任务、满足市

场需求的方法，为从事铁路系统的实际运营管理工作、进行运输组织现代化的科

学研究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车站作业计划编制 设计性 4 1 必修 

2 区段列车运行图编制 设计性 5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车站作业计划编制 

1.教学内容 

为了使车站各车间、各工种协调而有节奏地进行日常运输生产，充分发挥

技术设备的效能，技术站和货运站均设有调度机构，通过制定车站作业计划来组

织指挥车站日常生产活动。实验项目包括班计划设计和阶段计划设计两部分内容。 

①班计划设计内容 

 列车到达计划。各方向到达列车的车次、到达时分及编组内容。 

 列车出发计划。各方向出发列车的车次、出发时分、编组内容及车流

来源等。 

 装车、卸车和排空计划。本班应完成的装车数、卸车数、按方向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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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种的排空车数，以及取送调车的轮廓安排等。 

 班工作指标。中转平均停留时间、一次货物作业平均停留时间和货物

列车出发正点率等。 

 重点任务和上级指示。 

②阶段计划内容 

 到达列车的车次、到达时分、占用股道、编组内容和解体起讫时间。 

 出发列车的车次、出发时分、占用股道、编组内容和车流来源、编组

起讫时间。 

 各货物作业地点装卸车的取送时间、取送辆数及挂运车次。 

 其他有关事项。 

2.教学目标 

（1）分析设计资料，编制车站班计划，绘制车站班计划表。 

（2）根据车站班计划表，编制车站阶段计划，绘制车站技术作业图表。 

（3）掌握区段站班计划和阶段计划编制的主要环节，巩固专业理论知识，

培养独立思考及工作能力。 

实验项目 2：区段列车运行图编制 

1.教学内容 

列车运行图是铁路运输企业实现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和经济有效地组织铁

路运输生产工作的列车运行生产计划，它规定了铁路线路、站场、机车、车辆等

设备的运用，以及与行车各个部门的工作，并通过列车运行图把整个铁路网的运

输生产活动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保证列车按运行图运行，它是铁路运输生产的一个综合性计划。实验项目包括以

下内容： 

①计算区段通过能力。 

②确定区段管内货物列车工作组织。 

③编制列车运行图及机车周转图。 

④编制设计说明书。 

要求： 

（1）设计前，认真分析原始资料，及时查阅相关书籍。 

（2）说明书要求条理清晰，文字通顺，书写工整。 

（3）手绘图纸，保持图面清洁，线条粗细均匀，文字以工程字体书写，亦

可采用 AutoCAD 设计打印；图幅采用坐标纸 750mm×1050mm 或 A0：

841mm×1189mm。 

（4）简述列车运行图的意义及设计区段的技术经济特征、设计指导思想；

说明设计的内容，设计步骤，计算方法及方案比选；对自己的设计进行评价。 

（5）各项参数的取值应确切有据，计算应正确，运行图布局要合理。 

（6）按时完成设计任务，交付文件齐全。 

2.教学目标 

（1）巩固课堂教学中列车运行图和铁路通过能力的相关理论知识。 

（2）掌握列车运行图基本要素，重点掌握车站间隔时间的计算方法。 

（3）掌握区段管内行车量的确定方法及货物列车的铺画方案确定方法。 

（4）掌握区段通过能力计算方法。 

（5）初步掌握列车运行图的设计、计算、绘图等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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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绘制列车运行图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应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项目 1： 

（1）确定出发列车车流来源。 

（2）编制装车计划。 

（3）推算货车停留时间指标。 

（4）编制阶段计划（技术作业图表）。 

（5）编写车站作业计划设计说明书。 

实验项目 2： 

（1）计算区段现有通过能力和需要通过能力。 

（2）制定区段管内货物列车工作组织。 

（3）制定列车运行图及机车周转图。 

（4）编写区段运行图设计说明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彭其渊、王慈光编，《铁路行车组织》，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出版。 

2.参考书： 

①宋建业、谢金宝，《铁路行车组织基础》，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

年出版。 

②赵矿英、冯俊杰，《铁路行车组织与管理》，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

年出版。 

③彭其渊等，客运专线运输组织，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④徐瑞华，轨道交通系统行车组织，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 年出版。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主要技术政策，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

年出版。 

 

 

 

执 笔 人：  王志强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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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调查与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2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调查与分析/Traffic Investigation & Analysis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交通调查与分析》主要具体讲述了各种调查方法的意义和实际操作方法,

并着重于交通调查方案的拟定、调查表格拟定、方法选择、有关仪器的优缺点分

析、交通调查资料分析等方面。共有交通量调查,车速调查,密度调查,通行能力调

查,行车延误调查,起讫点调查,车辆停放调查,行人交通调查,公共交通调查,交通安

全调查,交通环境保护调查,畅通工程调查,交通规划调查和预可、工可及后评价调

查等。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居民出行调查实验 设计性 3 5 必修 

2 交通调查设备认识实验 验证性 3 5-6 必修 

3 交通量和车速调查 验证性 3 5-6 必修 

4 信号交叉口延误与堵车长度调查 综合性 3 5-6 必修 

5 路段车头时距及交叉口饱和流率调查 综合性 4 5-6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交通调查是交通工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获取交通分析、交通管理及交通

规划所需基础资料的基本手段。通过对交通量、速度、密度、通行能力等交通现

象的观察、测量和分析，学生可以掌握各种交通调查的基本要领以及调查数据的

分析方法，加深对交通工程学理论的理解，锻炼交通工程师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交通调查以大量艰苦而又枯燥的现场工作为主，需要严谨的组织和团队协作。在

实际调查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科学求实、吃苦耐劳、安全生产的工作作风和团

队精神，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实验的教学要求：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熟悉各项交通调查的内容和实施

过程，学会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掌握数据处理及调查报告编制的方法。应注重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主动探究的精神，同时要求学

生遵守实验教学纪律，确保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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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前，学生应理解各项实验的任务和要求，进行现场踏勘，作好

调查组织安排等准备工作。学生应自行阅读实验教材或仪器说明书，正确掌握调

查设备及仪器的设置与使用方法。 

（2）同一项调查应安排不同的调查方法进行比对，以加深学生对交通调

查过程的认识。每次实验中，学生必须按照规定的调查地点、内容、方法和时间，

正确记录调查数据。 

（3）处理调查数据，计算相关指标，探究交通现象的原因，对不同调查

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4）学生应听从实验指导教师及小组长的安排，严格遵守纪律，确保自

身的安全。 

 

实验项目 1：居民出行调查实验 

1.教学目标 

（1）了解对象区域内交通设施条件、交通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把握对象区

域内居民出行的特点。 

（2）熟悉居民出行调查的基本过程。 

（3）掌握居民出行调查的问卷设计、组织实施、统计分析方法和技术。 

2.教学内容 

以指定区域内居民为对象，按居民出行调查的要求和对象区域交通

特点设计问卷，采用合理的抽样方法抽取调查样本，组织实施调查并进

行统计分析。 

 

实验项目 2：交通调查设备认识实验 

1.教学目标 

（1）熟悉交通调查的相关概念； 

（2）了解交通调查常用设备的名称及其基本原理； 

（3）掌握计数器、秒表、多功能交通调查仪、雷达测速仪、超声波测速

仪的使用方法； 

（4）学习实验设备管理制度及交通调查安全要求。 

 

2.教学内容 

（1）学习实验室设备管理规章制度和交通调查安全要求； 

（2）初步了解各种调查设备用途、基本原理，安装及使用方法； 

（3）学会常用设备的基本用法。 

 

     3. 设备与实验安排 

（1）查设备：记录纸、记录板、笔、计数器、多功能交通调查仪 MTC-20

（4 台）等； 

（2）数据处理：实验室机房电脑； 

（3）实验安排：每个交叉口进口及连接道路安排 1 组，每组 4 人，共安

排 4 个实验组。每个交叉口进口安排 3 人，分别用手工计数、计数器计数、调查

仪计数三种方法调查分方向分车型交通量；交叉口停车线 100 米外进口道路安排

1 人，用手工计数或计数器计数调查分车型交通量。观测时间为 1 小时。各小组

按照事先约定的调查开始时刻同时启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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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交通量和车速调查 

1.教学目标 

（1）学习交通量、地点车速与区间车速的相关概念； 

（2）学习交通量、地点车速与区间车速调查方法； 

（3）学习交通量数据处理方法、地点车速与区间车速的调查步骤与数据

处理方法。 

2.教学内容 

（1）内容：应用所学交通量、车速知识进行实际调查，完成数据校验和

分析，对不同调查方法进行比较。地点车速：人工测定法（30~50 米），测速仪

测速；区间车速：车牌对照法，驶入驶出法（以有特征的车辆为参考试验车）； 

（2）要求：按照实验指导书的要求与步骤完成实验，包括现场踏勘，调

查方案及记录表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录入与校验分析，撰写实验报告； 

（3）实验地点：227 省道-富元路交叉口、227 省道-康元路过街天桥附近

路段。 

3.设备与实验安排 

（1）地点车速调查： 

上下行方向各安排 1 组，共安排 2 组，每组 4 人。每组实验中，2 人用测速

仪调查（1 人观测，1 人记录），2 人用秒表手工调查（1 人在上游观测并指示车

辆到达起始断面的时间，1 人在下游观测并记录车辆到达结束断面的时间）。观

测时间为 30 分钟，且样本数应符合抽样要求。 

（2）区间车速调查： 

上下行方向各安排 1 组，共安排 2 组，每组 4 人。1 组用按车牌对照法进行

调查（上下游各 2 人，1 人报车牌，1 人记录车牌和通过时间）。另 1 组用驶入驶

出法进行调查（以特征车辆为试验车。上下游各 2 人，其中，1 人确定特征车辆

并负责联系观测的开始和结束时间，1 人计数与记录每分钟的交通量）。每种调

查方法观测时间为 30 分钟，一种方法调查结束后改用另一种方法继续调查。样

本数均应符合抽样要求。 

（3）交通量调查 

每个交叉口进口及连接道路安排 1 组，每次安排 4 个实验组。每组 4 人，交

叉口进口安排 3 人，分别用手工计数、计数器计数、调查仪计数三种方法调查分

方向分车型交通量；交叉口停车线 100 米外进口道路安排 1 人，用手工计数或计

数器计数调查分车型交通量。观测时间为 1 小时。各小组按照事先约定的调查开

始时刻同时启动调查。 

 

实验项目 4：信号交叉口延误与堵车长度调查 

1.教学目标 

（1）学习延误的相关概念； 

（2）学习延误的调查方法； 

（3）学习延误调查数据处理方法。 

2.教学内容 

（1）内容：应用所学知识进行信号交叉口延误与堵车长度调查，通过调

查数据分析交叉口延误及堵车原因； 

（2）要求：按照实验指导书的要求与步骤完成实验，包括现场踏勘，调

查方案及记录表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录入与分析，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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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地点：227 省道-富元路交叉口。 

3.设备与实验安排 

（1）调查设备：记录纸、记录板、笔、秒表、多功能交通调查仪 MTC-10

等； 

（2）数据处理：实验室机房电脑； 

（3）实验安排： 

 交叉口延误调查： 

交叉口各进口分别安排 1 组，共 4 个实验组，每组 4 人。 

每个实验小组中，1 人为报时员，按照预定的时间间隔（15s）通知其他

调查员；1 人为记录员，负责记录；1 人负责按预定时间间隔清点停在停车线后

的车辆数，报记录员记录；1 人负责计数每分钟通过停车线的车辆数（分停车后

通过和不停车通过两类），报记录员记录。观测时间为 30 分钟，且样本数应符合

抽样要求。 

 堵车长度及交叉口通过时间调查： 

调查开始前在路缘石上按 5 米间隔做好距离标记。 

交叉口各进口分别安排 1 组，共 4 个实验组，每组 4 人。 

每个实验小组中，1 人在交叉口进口观察交通信号变化并记录交叉口通过

时间，1 人在车队尾部观察并记录堵车长度。观测时间为 1 小时，且样本数应符

合抽样要求。 

小组另 2 人负责测量交叉口信号配时及各部位几何形状，包括车道数及其

配置、各车道宽度、停车线之间距离等，并协助堵车长度及交叉口通过时间调查。 

A.堵车长度调查：当信号由红灯变为绿灯时，观察交通信号的调查员通知

队尾调查员记录车队最后一辆汽车的车头到停车线的距离。 

B.交叉口通过时间调查：当信号由黄（绿）灯变为红灯时，观察交通信号

的调查员通知队尾调查员，后者将车队最后一辆汽车的车牌及其特征（颜色等）

报给前者，并由前者记录该车通过停车线的时间。 

 

实验项目 5：路段车头时距及交叉口饱和流率调查 

1.教学目标 

（1）学习通行能力的相关概念； 

（2）学习通行能力的调查方法； 

（3）学习通行能力调查数据处理方法。 

2.教学内容 

（1）内容：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路段车头时距及交叉口饱和流率调查，通

过调查数据分析影响通行能力的因素； 

（2）要求：按照实验指导书的要求与步骤完成实验，包括现场踏勘，调

查方案及记录表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录入与分析，撰写实验报告； 

（3）实验地点：227 省道-康元路过街天桥，227 省道-富元路交叉口。 

3.设备与实验安排 

（1）调查设备：记录纸、记录板、笔、秒表、多功能交通调查仪 MTC-10

等； 

（2）数据处理：实验室机房电脑； 

（3）实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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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段车头时距调查： 

上下行方向各安排 1 组，共安排 2 组，每组 4 人。每组实验中，两人一组

分别调查不同车道的车头时距。利用车道分道线或护栏立柱等，预先做好标记，

确定观测断面。1 人用秒表测定连续车流中一辆车经过定长距离（15~20 米）前

后两断面的时间，以确定该车队的地点车速，并观测以后各车辆经过第二段面的

时间及车型，另一人记录。观测时间为 30 分钟，且样本数应符合抽样要求。 

 交叉口饱和流率调查： 

交叉口各进口分别安排 1 组，共 4 个实验组。每组 2 人，1 人在交叉口进

口观察交通信号变化并记录交叉口通过时间，另 1 人在车队尾部观察并记录堵车

长度。观测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A.堵车长度调查：调查开始前在路缘石上按 5 米间隔做好距离标记。当信

号由红灯变为绿灯时，观察交通信号的调查员通知队尾调查员记录车队最后一辆

汽车的车头到停车线的距离。 

B.交叉口通过时间调查：当信号由黄（绿）灯变为红灯时，观察交通信号

的调查员通知队尾调查员，后者将车队最后一辆汽车的车牌及其特征（颜色等）

报给前者，并由前者记录该车通过停车线的时间。各小组按照事先约定的调查开

始时刻同时启动调查。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应用专用的实验报告纸及相应调查表格，记录当次实验课程的学习目的、

学习内容、调查过程及收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等。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成绩的

30%，实验报告考核占成绩的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基本设备：计数器，秒表，皮尺，滚轮式测距仪 

2、多功能交通调查仪：MTC-10，MTC-20，MTC-30 

3、交通速度调查设备：雷达测速仪，微波测速仪 

4、综合调查设备：MetroCount5600，MetroCount5710，NC200，CA/SDR 便

携微波设备，VIP/D 视频检测器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交通调查与分析》，王建军严宝杰，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 

2、参考书： 

《交通工程学》，王炜、过秀成，东南大学交通出版社，2011.06 

 

执 笔 人：  陈丽君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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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RTR1027               课程学分：1.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设计/Traffic Design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适应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城市轨道交通的专

门知识和相关技术，具有从事轨道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工作的能力和素质。课程

涵盖交通设计理论基础、交通问题及其特征分析、交通设计基础与条件、城市道

路交通设计、公共汽车交通设计、枢纽交通设计、停车场(库)交通设计、交通安

全设计、交通语言系统设计、交通设计技术评价分析等内容。学生学习本课程后，

应系统交通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其中的关键技术，能应用这些理论、

方法和技术解决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市政设计、道路规划与设计、公共交通与

交通管理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具有在该领域进行规划与设计的必备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城市道路路段及交叉口设计实验 演示性 4 2 必修 

2 城市 CBD 区域交叉口群协调设计 综合性 2 4 必修 

3 城市快速公交系统设计 综合性 2 4 必修 

4 城市交通枢纽换乘交通设计 综合性 4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城市道路路段及交叉口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1）交通运输系统基本特征 

2）城市建设与发展及其交通问题特征 

3）交通阻塞问题与特征 

4）交通事故与特征 

5）交通环境问题与特征 

6）交通问题成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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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开展路段及交叉口交通设计的基础条件、设计流程、设计依据，

如何开展交通设计基础资料调查与分析。 

（2）熟悉掌握交叉口使用范围和交通特性，发现并分析交叉口与路段存在

的交通安全隐患。 

（3）掌握路段断面与交叉口设计的原则与依据与方法，具体包括道路交叉

口控制相位相序设计、交叉口，断面布置、交通组织、公共交通、慢

行过街交通、路边停车、节点交通的常用处理方法与手段。 

实验项目 2：城市 CBD 区域交叉口群协调设计 

1.教学内容 

1）城市 CBD 区域交通阻塞问题与特征 

2）CBD 区域交通安全事故特征及成因分析 

3）CBD 区域交通功能与景观问题分析 

4）CBD 区域交叉口群交通问题成因剖析及交通改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开展 CBD 区域综合交通改善设计的调研与设计流程、区域交通

改善基本原则。 

2）熟悉掌握 CBD 区域交叉口群交通关联性及其交通特性，发现并分析

交叉口与路段存在的交通拥堵与交通无序的发生原因。 

3）掌握道路用地制约情况下的路段断面与短连线交叉口优化改善设计的

原则与方法，具体包括改善型道路交叉口控制相位相序设计、断面改善

有优化、路网、路段及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包括公共交通、慢行过街交

通、路边停车、节点交通组织与设计的常用处理方法与手段。 

实验项目 3：城市快速公交系统设计 

1.教学内容 

1）快速公交运营路权与道路横断面设计方案编制方法； 

2）快速公交车站规划设计方法； 

3）快速公交运营车辆配置原则与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快速公交运营路权与道路横断面系统规划，包括路权封闭性，专

用道布设位置、车道宽度、超车道设置、瓶颈路段处理方案； 

2）熟悉并掌握快速公交车站设置原则、车站形式、车站基本选型、车站

位置选择、车站平面布局、车站管理形式，换乘车站； 

3）熟悉运营车辆车型选择影响因素，车辆尺寸、车辆底板高度及车门布

置、快速公交车配置方案等。 

实验项目 4：城市交通枢纽换乘交通设计 

1.教学内容 

1）对交通港站与枢纽总体布局规划思路与模式 

2）各种交通方式交通工具交通流线分析与优化设计方法 

3）公路站场设计、铁路站场设计、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计、港口规划设

计、民用机场规划设计以及交通港站与枢纽设计方案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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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快速公交运营路权与道路横断面系统规划方法，包括路权封闭性，

专用道布设位置、车道宽度、超车道设置、瓶颈路段处理方案； 

2）掌握车站设置原则与方法，具体包括、车站形式、车站基本选型、车

站位置选择、车站平面布局、车站管理形式，换乘车站； 

3）运营车辆，研究车型选择对系统运营的影响，车辆尺寸、车辆底板高

度及车门布置、快速公交车配置方案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实验课程的考核方式：考试以笔试或操作等形式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评定，由期末考试与平时成绩综合给出，平

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占 30% 

2．考核要求 

要求学生利用 Autocad 软件针对道路、公交与枢纽开展设计，并利用 Vissim

软件对设计对象进行计算机仿真评价；此外，根据设计内容撰写设计说明，形成

设计说明书，并进行 PPT 汇报课件的写作。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utocad 绘图软件、Vissim 交通仿真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交通设计》，杨晓光等，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9 

2.参考书： 

①道路交通标志设计理论与方法，王建军，科学出版社，/2008-10 

②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20114、 

③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2011 

④城市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范，CJJ15-87 

 

 

 

执 笔 人：  张勇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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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29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 / Working Out Train 

Diagram with Computer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列车运行图是轨道交通组织运输生产的基础，其编制周期的长短、编制质

量的优劣，直接影响轨道交通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采用计算机编制列车

运行图是适应市场需要的重要技术举措，本实验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

图的相关原理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主要涉及列车运行图编制的相关要素、步骤、

方法，重点介绍计算机编图的相关背景、原理和方法，主要内容是通过上机操作

熟悉、掌握计算机编图的使用方法及相关技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基础数据管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2 编图数据管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3 编图操作 设计性 4 1 必修 

4 绘图操作 设计性 1 1 必修 

5 车站电子地图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列车运行仿真 设计性 1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础数据管理 

1.教学内容 

建立数据是实现编图系统业务功能的基础，编图和仿真功能的实现都需要

用到相关的数据。本项目的实验包括线路基础数据管理、车站基础数据管理和区

间基础数据管理三部分内容。 

①线路基础数据管理：包括新建线路、插入线路、删除线路和修改线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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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等操作。 

②车站基础数据管理：包括新建车站、插入车站、删除车站、修改车站、

移动车站和到发线使用设置等操作。 

③区间基础数据管理：包括新建区间、插入区间、删除区间、修改区间、

移动区间和自动产生区间等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础数据在编图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 

（2）熟悉编图系统中基础数据的详细构成。 

（3）掌握线路基础数据、车站基础数据、区间基础数据的添加、删除、修

改等编辑功能的详细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2：编图数据管理 

1.教学内容 

编图数据即除基础数据外，编制运行图所需要的其他运营相关的数据，相

对于基础数据而言，编图数据常会根据用户需求而发生变化。编图数据包括列车

径路、区间运行标尺、列车开行方案、列车运行参数、间隔及约束和显示分段等。 

①列车径路：包括新建径路、插入径路、删除径路、生成对向径路、修改

径路基本属性和修改径路车站等操作。 

②区间运行标尺：包括新建标尺、插入标尺、删除标尺、改变标尺顺序、

修改标尺数据、复制整条线路标尺数据、复制指定区间标尺数据、根据速度生成

运行时分、禁止或允许修改速度和高亮显示标尺数据等操作。 

③开行方案：包括新建列车开行方案、插入列车开行方案、删除列车开行

方案和修改列车开行方案等操作。 

④列车运行参数：包括分类查看列车、查询列车、新建列车、插入列车、

删除列车、清空时刻或车站、选择或取消选择列车和生成列车停时等操作。 

⑤间隔及约束：包括车站敌对间隔的新建、插入、删除、修改和线路间隔

的新建、插入、删除、修改等操作。 

⑥显示分段：包括新建显示分段、插入显示分段、删除显示分段、修改显

示分段和删除显示分段所有车站等操作。 

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编图数据在编图系统中的用途和影响。 

（2）熟悉编图系统中编图数据的详细构成。 

（3）掌握各类编图数据编辑功能的详细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编图操作 

1.教学内容 

编图功能是系统的主要业务功能，也是现场计划编制中主要使用业务功能，

因此，本项目的学习内容是该门课程的重点。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①视图切换：包括显示或隐藏信息窗口、显示或隐藏工作窗口、显示或隐

藏修改列车运行参数窗口等操作。 

②参数设置：包括推线不影响其他线、检查列车间隔、选中运行线时显示

统计信息、整条运行线平移、按车底设置运行线颜色、出入库运行线按越站模式

铺画和自动缩短出入库运行线循环径路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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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编图操作：包括清空列车时刻、自动编图、自动生成车底交路等操作。 

④图形操作：包括设置绘图笔形、隐藏运行线、显示越站标志、按车底设

置运行线颜色、缩放运行图、缩放车次字符、缩放车站名字符、车站名显示设置、

分格线设置、斜标车次名、坐标系转换和接续线设置等操作。 

⑤列车调整：包括复制列车、指定起终点站间增加列车、删除列车、合并

列车、分解列车、平移运行线、擦线、推线和调整设置等操作。 

⑥交路调整：包括手工勾画交路、删除接续关系、删除交路上的列车、复

制交路、按交路推线、整体平移交路上的所有运行线、取消选中交路、取消所有

交路、删除交路中的所有列车、删除未勾交路的所有列车、列车车次按交路排序

和设置接续时间等操作。 

⑦辅助功能：包括全图检查、指标统计、生成目的地码、查询列车运行标

尺等操作。 

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编图操作所包含的功能组成。 

（2）熟悉编图操作各功能的适用情况。 

（3）掌握编图操作各功能的详细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绘图操作 

1.教学内容 

绘图操作的功能是将编制好的列车运行计划，按照指定的内容范围和格式

输出。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①系统功能：包括打印、打印预览和打印机设置等操作。 

②图形操作：包括初始化车站坐标、放大、缩小、绘全图等操作。 

③参数设置：包括绘图布局、显示分段、字体线型、显示车底、车底运行

线颜色等操作。 

④时间范围设置：自主设置输出图形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操作。 

⑤图形与打印纸同尺寸：设置出图时是否按打印机所选的纸张大小来调整

图形的尺寸。 

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绘图操作所包含的功能组成。 

（2）熟悉绘图操作各功能的适用情况。 

（3）掌握绘图操作各功能的详细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车站电子地图 

1.教学内容 

该项目主要完成线路各车站电子地图的创建、进路创建及其他基于车站的

图形操作功能。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①文件操作：包括另存为、导入模板、导出模板和镜像翻转车站等操作。 

②信号机：包括增加车站信号机和设置信号机参数操作。 

③图元操作：包括节点自动连接、选择图形对象、图形对象拖拽、节点连

接检查、轨道平直、图形对象属性设置、背景颜色设置、轨道状态设置、设置车

站名和车站整体移动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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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进路及目的地码：包括列表创建目的地码和图形创建目的地码等操作。 

⑤道岔：包括增加道岔对象操作。 

⑥增加车站其他图例：包括增加股道、增加基本轨道、增加警冲标、增加

绝缘节、增加区间正线、增加车档和增加站台等操作。 

⑦进路操作：包括手动创建进路、敌对进路生成、进路删除和进路过滤显

示等操作。 

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车站电子地图在列车运行仿真中的作用。 

（2）熟悉车站电子地图的功能组成和各功能的操作方法。 

（3）掌握绘制车站电子地图的详细创建流程。 

实验项目 6：列车运行仿真 

1.教学内容 

该项目主要完成仿真场景建立、仿真参数设置、仿真地图生成、列车运行

仿真及结果输出功能。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①仿真场景：包括仿真场景设置、创建仿真电子地图和打开仿真电子地图

等操作。 

②仿真参数：包括设置图层属性、选择列车跟踪显示、仿真参数设置、车

站对象设置、站台属性设置和区间连接属性设置等操作。 

③参数设置：包括绘图布局、显示分段、字体线型、显示车底、车底运行

线颜色等操作。 

④图形操作：涉及图形的漫游、放大、缩小、显示全图、水平翻转等操作。 

⑤仿真控制：对仿真的进程进行控制，包括开始、暂停、停止、继续、加

快、减慢仿真等操作。 

⑥仿真工具：包括平移整个车站、自动创建区间连接、重新生成区间连接、

手工创建区间连接、更改区间连接方向、仿真时钟、查看车站进路、清理图层、

重置设备状态、增加车站名标注和增大或减小标注字体等操作。 

⑦进路及目的地码：此部分操作与车站部分一致，不同的是在车站部分只

能创建涉及到单个车站的目的地码，在这里可以创建跨站的目的地码。 

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列车运行仿真的作用和意义。 

（2）熟悉列车运行仿真的功能组成和各功能的操作方法。 

（3）掌握绘列车运行仿真的详细操作流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 

（1）上课按时出勤； 

（2）认真完成指定练习和操作； 

（3）认真撰写实验报告； 

（4）实验结束后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实验报告。 

（5）期末考核方式：随机抽题，现场限时操作，根据完成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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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 

（1）掌握列车运行图编制的工作流程、方法和相关要素。 

（2）掌握建立列车运行图数据库的使用操作方法。 

（3）掌握采用计算机自动编制列车运行图的使用操作方法。 

（4）掌握人机交互调整列车运行图的使用操作方法。 

（5）掌握绘制列车运行图的使用操作方法。 

（6）掌握列车运行图指标计算及报表输出的使用操作方法。 

（7）掌握建立车站电子地图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8）掌握列车运行仿真的操作流程和方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列车运行图计算机编制系统软件，安装在交通仿真实验室，共 54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西南交通大学全路列车运行图编制研发培训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

计划编制系统用户手册》。 

2.参考书： 

①彭其渊、吕红霞,《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实验教程》,成都：西南交通大

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②张国宝,《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组织》（第二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执 笔 人：  王志强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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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与管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30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控制与管理/ 

Traffic Control and Manage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课程内容：交通管理与控制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交通管理概论；交

通管理法规；交通行政管理；交通秩序管理；交通运行管理；优先通行管理；交

通系统管理；交通需求管理；特殊事件交通管理；交通信号控制概论；单个交叉

口交通信号控制；干线交叉口交通信号联动控制；区域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快速

道路交通控制系统；智能交通运输系统概论。 

（2）教学目标：通过介绍交通管理的内容、设施、交通控制的原理、技术

及设备，使学生掌握交通管理与控制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了解交通管理与控

制与相关课程之间的关系，交通管理与控制的原则和基本内容，交通管理与控制

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平面交叉口的交通管理方法和单点信号控制交叉口的信

号设计方法，以及干线交叉口交通信号联动控制的基本原理和信号设计方法。 

（3）基本要求：1）学会应用系统工程学、交通工程学的观点来观察分析

现代交通管理与控制中的问题，掌握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2）了解

我国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状况；3）掌握交通信号控制

的基本原理、方法，如单点信号控制、线形控制与区域信号控制的基本原理与信

号配时方法；4）熟悉交通管理与控制及 ITS 的硬件设施，如各种标志和标线、

信号控制机、信号显示器、各种交通数据检测器、信号传输设备、可变情报标志、

部分通讯设备等的功能、结构性能及制造；5）熟悉交通管理与控制的软件系统，

如交通模拟软件、交通控制软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单点定时控制配时实验 设计性 4 4-8 必修 

2 干线协调控制配时实验 设计性 4 4-8 必修 

3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识别实验 综合性 4 4-8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单点定时控制配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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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通过获取信号交叉口道路交通流数据，计算道路信号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以

及流量比，并计算信号交叉口的周期长、绿信比等参数，并做出信号配时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点定时控制的基本原理 

（2）熟悉单点定时信号配时方案的基本控制参数 

（3）掌握单点定时控制的计算方法，以及配时方案的优化 

实验项目 2：干线协调控制配时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获取干线上各个交叉口的交通流数据，计算各交叉口配时方案，并找

出关键交叉口，并推求各个交叉口的相位差方案，协调控制干线上各个交叉口。 

2.教学目标 

（1）了解干线交通协调控制的基本原理 

（2）熟悉干线交通协调控制的基本参数 

（3）掌握相邻交叉口相位差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识别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给定国家标准制定的各种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让学生识别，并说明

这种标志或标线的应用场合，让学生熟记各种标志标线的设置方法和原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分类 

（2）熟悉各种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计原则 

（3）掌握各种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含义和设置原则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

绩的 1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40%，PPT 汇报占实验成绩的 50%。课

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2、考核要求 

根据每次的实验内容撰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规范，清楚，报告内容

包括实验目的、原理简述、、实验步骤、问题讨论等，并将实验报告进行 PPT 汇

报。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计算机：50 台 

（2）交通微观仿真软件 

（3）Matlab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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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吴兵，交通管理与控制，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 年。 

2.参考书： 

[1]徐吉谦，交通工程总论，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 年。 

[2]全国交通工程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新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实用手

册，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 年。 

 

 

 

执 笔 人 ：  俄 文 娟  

审 批 人 ：  肖 为 周  

完 成 时 间 ：  2 0 1 6 . 0 2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8%AB%B9%FA%BD%BB%CD%A8%B9%A4%B3%CC%C9%E8%CA%A9%B1%EA%D7%BC%BB%AF%BC%BC%CA%F5%CE%AF%D4%B1%BB%E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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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交通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31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城市客运交通系统/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城市客运交通系统》共分六章，内容包括绪论、城市客运交通系统构成、

城市客运交通系统规划、城市客运交通系统运营管理、城市公共交通优先系统、

客运交通一体化，是高等院校交通工程及交通运输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等部门从事城市客运交通规划与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交通管

理人员和决策人员的学习参考。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参观铁路客运站枢纽内部客流组织模式 综合性 3 5-6 必修 

2 调查公路客运站枢纽运输环境及车流组织 综合性 3 5-6 必修 

3 调查高铁站技术设备并设计多方式交通组

织流线 

设计性 3 5-6 必修 

4 调查地铁乐桥站内的客流组织 设计性 3 5-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参观铁路客运站枢纽内部客流组织模式 

 

1.教学目标 

（1）选取苏州火车站作为铁路客运站枢纽的典型实例； 

（2）熟悉苏州火车站枢纽的整体结构与功能； 

（3）熟悉苏州火车站枢纽多种交通方式的分布规模等。 

（4）参观调查各种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的客流流向和组织模式。 

2.教学内容 

（1）苏州火车站的整体结构与功能：引导学生学习车站整体占地规模、客

流规模、建筑结构分布及相应的用途。 

（2）认识并观察调查苏州火车站枢纽多种交通方式在整个火车站客流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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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作用、布局位置、客流组织方式和疏散方式。 

 

实验项目 2：调查公路客运站的运输环境及车流组织 

1. 教学目标 

（1）以苏州南门汽车客运站为公路客运站的典型实例； 

（2）了解苏州南门汽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和车站综合体整体结构与功能； 

（3）熟悉苏州南门汽车客运服务系统、规模和位置、各类站厅分布等。 

（4）观察苏州南门汽车站枢纽车流组织现状 

（5）发现车流组织问题并设计出改进方案 

2.教学内容 

（1）交通环境：引导学生观察苏州南门汽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了解交通

运输与城市发展、居民出行的关联。 

（2）汽车站整体结构与功能：引导学生学习车站整体占地规模、客流规模、

建筑结构分布及相应的用途，并对比与火车站的异同 

（3）汽车站枢纽周边道路分布情况、道路拥堵情况，根据车流情况和客运

站运力情况设计改进的车流组织方案。 

 

实验项目 3：调查高铁站技术设备并设计多方式交通组织流线实验 

1.教学目标 

（1）了解苏州高铁北站的城市周边环境和车站综合体整体结构与功能； 

（2）熟悉苏州高铁北站客运服务系统、规模和位置、各类站厅分布等。 

（3）调查并设计苏州高铁北站枢纽的多方式交通组织流线。 

2.教学内容 

（1）交通环境：引导学生观察苏州高铁北站的城市周边环境，了解交通运

输与城市发展、居民出行的关联。 

（2）技术设备：调查高铁站的基本图型、站房及站前广场、站场设施、动车段

布局等。 

（3）枢纽整体结构与功能：引导学生学习车站整体占地规模、客流规模、

建筑结构分布及相应的用途，并对比与火车站的异同 

（4）枢纽的多方式交通组织方式：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城际高速铁

路、小汽车、出租车等多种交通的客流疏散和车流组织模式。 

 

实验项目 4：调查地铁乐桥站内的客流组织实验 

 

1.教学目标 

（1）了解地铁换乘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和综合体整体结构与功能； 

（2）熟悉地铁换乘车站的规模和位置、换乘走廊及站厅分布等。 

（3）观察地铁客流在车站内的流向、规模等特征，优化地铁换乘车站内的

客流组织方式。 

2.教学内容 

（1）交通环境：选取苏州轨道交通乐桥站，引导学生观察地铁换乘车站的

城市周边环境，了解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居民出行的关联。 

（2）地铁换乘车站整体结构与功能：引导学生学习车站整体占地规模、客

流规模、建筑结构分布及相应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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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铁换乘站内的客流疏散组织模式：观察地铁客流在车站内的流向、

规模等特征，优化地铁换乘车站内的客流组织方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勤：按学生出勤情况计分。请假必须有书面请假条作为凭证，病假一次扣 1

分，事假一次扣 2 分，无故旷课一次扣 5 分，长期病假酌情扣分。 

2. 课程作业：根据课堂作业完成情况评分。 

3．实验过程表现：评价学生在学习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从事课程学习

活动所具有的好奇心、求知欲、是否遵守纪律；观察、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参与

课堂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实验报告：评价学生实验后实验作业的完成情况，根据作业完成水平评分。

内容包括：（1）实验过程及收获（2）对城市客运交通的方案设计。 

五、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城市客运交通系统》. 李旭宏. 人民交通出版社.2011.   

 

参考书： 

《城市客运交通系统》. 陈小鸿.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城市公共交通》. 刘波.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旅客运输组织》. 杜文.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执 笔 人：  陈丽君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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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系统概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32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智能交通系统概论/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通信工程等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解智能交通系统相关的基本概念、理论、应

用技术以及多个相关子系统。在详细介绍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开发背景与过程、

框架体系、交通信息采集与处理、通信、网络、综合平台技术数据库等技术的基

础上深入讲解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

统、交通需求管理系统、先进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车辆辅助控制及自动车辆驾

驶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事件管理系统、道路设施管理系统等各个子系统的

原理、功能、物理与逻辑框架等，另外讲解智能交通系统的评价方法与未来发展

趋势，如车路协同系统、车联网及互联网+交通等。 

（2）教学目标：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智能交通系统（ITS）的概念、

体系框架、核心技术和评价方法，掌握智能交通系统的各子系统原理、功能及其

设施，领会智能交通系统对提高交通运输水平的意义，通过介绍国内外典型应用

案例，熟悉智能交通系统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3）基本要求：掌握智能交通智能交通系统（ITS）的研发背景、概念、现

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体系框架以及各子系统的原理、功能等，领会智能交通技术

在交通系统中的意义。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不停车收费实验 综合性 4 4-8 必修 

2 车辆导航系统应用实验 综合性 4 4-8 必修 

3 多车协同控制实验 综合性 4 4-8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不停车收费实验 

1.教学内容 

实验内容包括不停车收费系统工作原理、各组成部分的工作过程等。 

  

http://www.c-ps.net/chanpin/d6c7c4dcbdbbcda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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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停车收费系统产生的背景 

（2）熟悉不停车收费系统的主要功能、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3）掌握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车辆导航系统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实验内容包括车辆导航基本方式方法、GPS 车辆定位、车辆通信等的基本概

念、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车辆导航系统产生的背景 

（2）熟悉车辆导航系统的主要功能、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3）掌握车辆导航系统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3：多车协同控制实验- 

1.教学内容 

实验内容包括智能小车的基本组成、车车通信原理、单车控制、多车协同换

道原理，为实际的基于车车通信、车路通信的智能多车协同控制提供理论支持。 

2.教学目标 

（1）了解智能小车的基本构造 

（2）熟悉智能小车信息采集方法 

（3）掌握多车协同换道、超车的原理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1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40%，PPT 汇报占实验成绩的 50%。课程

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2、考核要求 

根据每次的实验内容撰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规范，清楚，报告内容包

括实验目的、原理简述、、实验步骤、问题讨论等，并将实验报告进行 PPT 汇报。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GPS 系统：一套 

（2）计算机：50 台 

（3）智能小车：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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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杨兆升，智能运输系统概论，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 年。 

2.参考书： 

[1]徐建闽，智能交通系统，人民交通出版社，2014 年。 

[2]张毅，基于车路协同的智能交通系统体系框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执笔人： 俄文娟 

审批人： 肖为周 

完成时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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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3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Transportatio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适应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地理信息系统在交

通规划、建设和管理应用领域的相关技术，具有从事交通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工作

的能力和素质。课程涵盖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概念、数据获取、数据模型与组织、

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开发技术等内容。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系统掌握交通地理信

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其中的关键技术，能应用这些理论、方法和技

术解决城市交通系统方面的实际问题，具有在该领域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必

备技能。 

本课程实验教学围绕着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Info 系统而展开。通过上

机操作实践，要求学生掌握该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在掌握一门专业软件

使用方法的同时，加深对《交通工程学》、《城市规划原理》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的

理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城市控制性规划图绘制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与构建 综合性 3 1 必修 

3 交通分析区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设计性 3 1 必修 

4 交通地理专题图分析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城市控制性规划图绘制 

1.教学内容 

给定基础底图，以 CAD 格式，绘制道路网络系统布局图，要求按实际道路

横断面和线形绘制道路中心线、中央绿化带、两侧绿化带、缘石线、红线。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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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校准后，绘制用地规划布局图，要求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分层绘制用地界线、并对用地面域进行填充。 

2.教学目标 

（1）了解城市道路分类及用地分类方法。 

（2）熟悉城市道路及用地绘制方法。 

实验项目 2：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与构建 

1.教学内容 

采集道路路段和用地地块基本属性，计算城市道路段的通行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础地理信息采集的基本方法。 

（2）熟悉 MapInfo 基础数据表建立方法。 

（3）掌握城市道路路段通行能力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3：交通分析区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1.教学内容 

绘制交通分析区，统计各交通分析区的基本指标。 

2.教学目标 

（1）熟悉交通分析区绘制方法。 

（2）掌握计算各交通分析区各类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的方法。 

实验项目 4：交通地理专题图分析 

1.教学内容 

交通地理专题图分析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悉土地利用专题图分析方法。 

（2）掌握道路交通专题图分析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

绩的 2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2. 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利用 MapInfo 软件创建一个区域的道路中线、用地布局、交通小

区、交通大区，根据一定的数据结构组织相关地物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属性信息，

计算道路路段的通行能力。根据地物的相关属性制作专题地图。 

学生在每次实验课中，分步完成实验报告的各项任务，最后将所有成果进

行整理汇总，得到利用 MapInfo 系统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utoCAD、Access、MapInfo6.0 或 MapInfo8.5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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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黄正东、于卓、黄经南，《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9.1 

2.参考书：吴秀琳、刘永革、王利军编著，《MapInfo9.5 中文版标准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01 

 

 

 

执 笔 人：  肖为周  

审 批 人：  谢锋  

完 成 时 间：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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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仿真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TRTR1034                课程学分：1.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系统仿真基础/ 

Traffic System Simulation Fundamental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交通系统仿真是一门在数字计算机上进行交通实验的先进技术。通过对交通

系统的仿真研究，可以得到交通流状态变量随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分布规律及其与

交通控制变量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现有系统或未来系统的行为进行再现或预先

把握。因此，交通系统仿真技术在交通规划与设计、交通评价与决策、交通控制

与管理、交通方案优化与比选等方面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实验课程的目

的是通过学习常用交通系统仿真软件，掌握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基础和常用交通模

型的构建方法，会使用常用交通系统仿真软件。 

本课程实验教学围绕着两类交通系统软件——Vissim、Transcad 以及 railsys

软件系统而展开。通过上机操作实践，要求学生掌握该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

法。在掌握一门专业软件使用方法的同时，加深对《交通工程学》、《城市规划原

理》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道路交通微观仿真

实验 
演示性 6 2 必修 

2 
铁路网络的建模仿

真实验 
综合性 6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道路交通微观仿真 

1.教学内容 

1）了解微观交通仿真系统的结构和 Vissim 软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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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微观路网模型建模过程及操作方法。 

3）掌握驾驶员行为模型建立及参数设置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观交通仿真系统的结构和 Vissim 软件概况，了解交通微观仿真

系统的结构组成、交通微观仿真系统的特点、微观交通仿真系统简介。 

2）掌握微观路网模型建模方法，具体包括机动车路网、公共交通路网模

型的建模过程及方法。 

3）掌握驾驶员行为模型，具体包括、跟车行为、车辆换道行为、超车行

为等行为建模方法。 

实验项目 2：铁路网络的建模仿真实验 

1.教学内容 

1）RailSys 基础设施模型创建方法。 

2）掌握 RailSys 中的机车车辆建模创建及牵引计算。 

3）掌握 RailSys 中的列车运行图设计方法。 

4）掌握 RailSys 中的列车运营仿真场景设置原理及方法。 

5）掌握 RailSys 中的仿真结果评估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RailSys 软件的基本概况。 

2）RailSys 基础设施模型创建方法，包括线路与公共区域、车站与区间、

信号系统的创建方法及编辑。 

3）掌握 RailSys 中的机车车辆建模创建及牵引计算，包括创建列车流程、

运行图变量创建、机车车辆牵引参数与列车类型定义，列车牵引计算实

验。 

4）掌握 RailSys 中的列车运行图设计方法，包括运行线设计、冲突的检

测与疏解、运行图指标统计方法。 

5）掌握 RailSys 中的列车运营仿真，具体包括列车运营基本原理与步骤，

仿真场景设置、运行参数调整设置方法、单日和多日仿真。 

6）掌握 RailSys 中的仿真结果评估，包括仿真评估工程的创建，性能指

标的选取与展现等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要求学生利用 Vissim、Transcad 以及 railsys 交通仿真软件创建道路和轨道，

并根据道路和轨道的属性，赋予一定的属性信息，计算链接路段的通行能力。并

根据仿真结果，给出各评价结果。 

学生在每次实验课中，分步完成实验报告的各项任务，最后将所有成果进行

整理汇总，得到利用各仿真软件系统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实验报告。 

2．考核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1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9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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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utocad 绘图软件、Vissim、Transcad 以及 railsys。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运通，《交通系统仿真技术》，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 年 

2.参考书：陈宏，徐国权，基于 RailSys 平台的轨道交通实验与仿真，江西

高校出版社, 2014.12 

 

 

 

执 笔 人：  张勇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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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导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1035              课程学分：2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运输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Transport Traffic 

课程学时： 36 学时实验学时：4 学时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交通运输工程导论》简明系统地介绍了现代交通运输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规划、交通运输组织与管理和交通运输安全五

个主题，同时介绍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这个专题。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

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是现代社会中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课程融合各种运输

方式，阐明交通运输工程领域涉及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与修建、载运工具的运

用、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以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和安全技

术等。 

一、 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参观苏州高铁北站/火车站综合体交通基

础设施 
验证性 2 5-6 必修 

2 参观苏州南门汽车站交通基础设施 验证性 2 5-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参观苏州高铁北站/火车站综合体交通基础设施 

 

1.教学目标 

（1）了解苏州高铁北站/火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和车站综合体整体结构与功

能； 

（2）熟悉苏州高铁北站/火车站综合体内部多种交通方式的位置和使用方式； 

（3）对比苏州火车站与苏州高铁北站两大交通枢纽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2.教学内容 

（1）交通环境：引导学生观察苏州高铁北站/火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了解

交通运输与城市发展、居民出行的关联； 

http://baike.baidu.com/view/9963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1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8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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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站整体结构与功能：引导学生学习车站整体占地规模、客流规模、

建筑结构分布及相应的用途； 

（3）车站综合体内部多种交通方式的位置和使用方式：引导学习探索车站

综合体多方式交通整体布局是否紧凑合理、换乘设施的安全性与便捷性、如何使

用多种交通设施等。 

3. 实验教学提示要点 

（1）整体布局是否紧凑合理？ 

是否能尽量缩小换乘距离？相邻的换乘设施之间紧密贴合无缝衔接？是否

有提高不同设施间的直达性？减少换乘设施之间的转弯？设施尽量做到垂直换

乘，提高换乘效率。 

（2）设施选址是否近大远小？ 

换乘设施位置的选择是否做到近大远小，客流量越大的换乘方式的设施位置

是否有越靠近主体设施？枢纽内换乘时间是否合理？ 

（3）是否体现换乘设施的舒适性？ 

是否通过合理设置换乘通道宽度，增加自动扶梯及电梯数，增加换乘候车区

座位规模等方式，为乘客在换乘过程中为换乘客流提供舒适的换乘环境？ 

（4）是否有合理设置换乘标志？ 

换乘指示标志是换乘枢纽内换乘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哪些清楚易懂？哪些

难以理解甚至错误？可以如何改进？ 

 

实验项目 2：参观苏州南门汽车站交通基础设施 

1.教学目标 

（1）了解苏州南门汽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和车站综合体整体结构与功能； 

（2）熟悉苏州南门汽车客运服务系统、规模和位置、各类站厅分布等。 

（3）对比学习汽车客运站与火车站/高铁站的异同点。 

2.教学内容 

（1）交通环境：引导学生观察苏州南门汽车站的城市周边环境，了解交通

运输与城市发展、居民出行的关联，并对比与火车站的异同。 

（2）汽车站整体结构与功能：引导学生学习车站整体占地规模、客流规模、

建筑结构分布及相应的用途，并对比与火车站的异同 

（3）汽车站服务系统的功能：了解车辆调度、司机管理、成本结算、服务

监督等多种服务系统的用途与基本原理。 

（4）通过观察对比学习，发掘汽车客运站与火车站/高铁站的异同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勤：按学生出勤情况计分。请假必须有书面请假条作为凭证，病假一

次扣 1 分，事假一次扣 2 分，无故旷课一次扣 5 分，长期病假酌情扣分。 

2．实验过程表现：评价学生在学习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从事课

程学习活动所具有的好奇心、求知欲、是否遵守纪律；观察、了解学生学习过程

中参与课堂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实验报告：评价学生实验后实验作业的完成情况，根据作业完成水平

评分。内容包括：（1）整体布局示意图（2）参观过程及收获（3）对交通的初步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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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交通运输工程导论(第三版). 顾保南，赵鸿铎.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 

 

参考书： 

[1]姚祖康，顾保南. 交通运输工程导论[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  

[2]魏庆朝. 铁路工程概论[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 

[3]顾保南，叶霞飞.城市轨道交通工程[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执 笔 人：  陈丽君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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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及枢纽》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2006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场站及枢纽 / Station & Hub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交通运输专业的主要专业特色课程之一，也是轨道运输方向的专业

核心课程。课程系统的介绍了车站及枢纽设备布置的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获得

对车站布置图形进行分析、计算和绘制的基本技能，具有对中间站、区段站和编

组站进行设计，对新建和改建方案提出改进意见的初步能力；为毕业后从事铁路

技术管理、商务管理、交通工程设计等工作创造条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区段站平面布置设计 设计性 4 1 必修 

2 点连式驼峰纵断面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区段站平面布置设计 

1.教学内容 

根据任务书中提供的原始资料，依据相关规范，设计详细的区段站平面布

置图方案，并计算所设计方案的能力值，绘制车站平面布置详图和比例尺图，编

写计算说明书文档。 

2.教学目标 

（1）了解区段站平面设计的基本步骤，巩固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 

（2）熟悉区段站设计的主要环节，并进行坐标计算、配置图选择、设备数

量、咽喉设计等基本技能的训练。 

（3）掌握车站平面详图、车站比例尺平面图（1:2000）的绘制方法，按要

求撰写详细的区段站设计说明书。 

实验项目 2：点连式驼峰纵断面设计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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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给定的气温、风速、驼峰平面展开图等资料，计算各种溜放车辆受到

的阻力，计算驼峰的高度，对驼峰纵断面进行设计，并对设计的驼峰进行检算。 

要求： 

（1）设计前，认真分析原始资料，及时查阅相关书籍。 

（2）能够综合运用站场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3）设计过程态度认真。 

（4）独立分析、解决问题。 

（5）组织方法合理，计算方法正确。 

（6）按规定作图，图纸整洁清晰。 

（7）按时完成设计任务，交付文件齐全。 

2.教学目标 

（1）加深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驼峰纵断面设计。 

（2）让学生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驼峰纵断面的绘图。 

（3）培养学生综合运用铁路驼峰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项目 1： 

（1）分析已知资料，确定车站原则性配置图。 

（2）确定车站各项设备的相互位置及数量。 

（3）设计车站布置详图（手绘图及 CAD 图），并绘制比例尺平面图（1：2000）。 

（4）编写和提交设计说明书。 

实验项目 2： 

（1）计算驼峰高度。 

（2）设计驼峰溜放部分纵断面。 

（3）绘制溜放部分纵断面图。 

（4）设计各制动位制动器节数。 

（5）绘制驼峰检算图，并根据检算图，判断： 

 驼峰线路的纵断面设计是否合理； 

 驼峰高度和减速器制动位的能高及分布是否符合要求； 

 以规定的推峰速度连续溜放难—易—难单个车辆时，通过分路道岔和制

动位时的间隔，确定合理的驼峰解体速度。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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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李海鹰、张超编，《铁路站场及枢纽》，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 年 2 月出版。 

2.参考书： 

①刘其斌、马桂贞,《铁路车站及枢纽（第 2 版）》,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②马桂贞,《铁路站场及枢纽（第 2 版）》,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GB 50091——2006）,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年出版。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高速铁路设计规范（试行）（TB 10621——2009）,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 年出版。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铁路驼峰及调车场设计规范（TB 10062——99）,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 年出版。 

 

 

 

执 笔 人：  王志强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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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线路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RTR2008                   课程学分：36 

课程名称（中/英）：轨道交通线路设计 / Rail Transit Line Desig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8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专业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交通工程专业的一门实践性课程；该课的课程设计

主要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问题进

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课程设计是在学过《轨道交通线路设计》的基础知识后，

对“牵引计算”、“能力计算”、“平纵面设计”等知识的拓宽与综合应用。通过作业

和课程设计，使学生在巩固所学牵引计算、能力计算的基本方法后，熟悉并运用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从而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线路的平面设计 综合性 4 3-4 必修 

2 线路的纵断面设计 综合性 4 3-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线路的平面设计 

1.教学内容 

对给定两城镇之间范围内的等高线地形图，结合理论知识及《铁路线路设

计规范》，综合考虑圆曲线、缓和曲线、夹直线的基本要求，设计该城镇之间的

区段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铁路线路设计规范》在平面设计要求的相关规定及其原因； 

（2）熟悉地形图及正确使用设计工具； 

（3）掌握地形图及平面设计的理论知识，满足相关的设计标准，选取合适

的圆曲线、缓和曲线及夹直线，正确设计出区段线的平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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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线路的纵断面设计 

1.教学内容 

在实验项目 1 的基础上，结合纵断面设计的要求，确定限制坡度、竖曲线

的要求完成区段线的纵断面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铁路线路设计规范》关于线路纵断面设计的相关规定及其原因； 

（2）熟悉线路规程，结合线路平面直线和曲线情况以及纵断面地形，正确

确定纵断面的坡度、竖曲线位置； 

（3）掌握纵断面设计的方法，结合地形及限制坡度的要求，合理确定纵断

面曲线。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课程设计必须出勤，否则成绩为零。每个小组组员必须各自独立完成平纵

断面线路设计，可以相互交流，并根据每组设计结果选取最优方案作为每个小组

所提交线路设计报告。对课程设计的质量进行评分，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设

计步骤的描述、曲线绘制的合理性分析与讨论等。 

2. 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详细记录课程设计的每一个环节计算过程，包括设计目的、原理、

线规要求、设计步骤，讨论设计方案的优劣，进行恰当的评述。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10 台及线路设计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①叶霞飞，顾保南，轨道交通线路设计，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①中国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线路设计规范》(GB 50090-2006)，中国计

划出版社，2006. 

②缪鹍，王保成，铁路选线设计，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 

③易思蓉，铁路线路设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09. 

 

 

 

执 笔 人：  杨昌锦  

审 批 人：  陈甦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教学大纲 

http://book.jd.com/writer/���d_1.ht
http://book.jd.com/writer/������_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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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UMCP1015                  课程学分：3.00 

课程名称（中 /英）：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Single-chip Computer 

Principles & Application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学科

基础实验范畴。作为与相关教学内容配合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应在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开设。 

学生应具有计算机文化基础，数字电子线路，模拟电子线路，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等课程的基础知识。通过《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使学生加深对单片

机原理基础理论的理解，并在单片机原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方面受到较系统的训练，为单片机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系统认识实验 演示性 3 1 必修 

2 中断系统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3 定时器/计数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4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系统认识实验 

1.教学内容 

（1）Keil C51 软件的基本操作； 

（2）编写实验程序，将 00H～0FH 共 16 个数写入单片机片内 RAM 的 30H～

3FH 空间。 

2.教学目标 

（1）熟悉 TD-PITE 单片机实验教学系统的结构及使用；  

（2）学习 Keil C51 集成开发环境的操作。 

实验项目 2：中断系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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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手动扩展外部中断 INT0、INT1，当 INT0 产生中断时，使 LED 灯 8 亮 8 灭

闪烁 4 次；当 INT1 产生中断时，使 LED 灯由右向左流水显示，一次亮两个，

循环 4 次。 

2.教学目标 

（1）了解 MCS-51 单片机的中断原理；  

（2）掌握中断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3：定时器/计数器实验 

1.教学内容 

将定时器/计数器 1 设定为计数器方式，每次计数到 10 在 P1.0 引脚上取反一

次，观察发光二极管的状态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 MCS-5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原理与工作方式；  

（2）掌握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 T1 在定时器和计数器两种方式下的编程。 

实验项目 4：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1.教学内容 

编写实验程序，在单片机内部一段连续 RAM 空间 30H~3FH 中写入初值

00H~0FH，然后将这 16 个数传送到 RAM 的 0000H~000FH 中，最后再将外部

RAM 的 0000H~000FH 空间的内容传送到片内 RAM 的 40H~4FH 单元中。 

2.教学目标 

（1）掌握单片机系统中存储器扩展的方法；  

（2）掌握单片机内部 RAM 和外部 RAM 之间数据传送的特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 每次实验结束离开实验室前，实验报告须交实验指导教师审核、签名

认可； 

 (2) 实验结束后，应及时对实验现象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将实验报

告交任课教师批改、评分。 

 2.考核（约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1) 对完成实验以及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的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10%。主要考核参加实验的情况、完成实验以及实验现象、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的能力，通过在实验结束离开实验室前由实验指导教师在实验报告上签名以及实

验报告的批改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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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实验内容掌握情况的考核，约占课程总成绩的 10%。主要考核对实

验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情况，通过在课程考试中出一道有关单片机的综合设计实验

试题的方式进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D-PITE 单片机实验教学系统、PC 机，3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张鑫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参考书：《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张西学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执 笔 人：  刘光平  

审 批 人：  季爱民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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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1020 /UMTP1001         课程学分：7 

课程名称（中/英）：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Circuit 

Analysis & Analogy Electronics Technology(Experiment)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和智能控制专业的大类基础

课程。本课程本着素质培养和能力培养的精神，以培养学生的实验基本功和创新

能力为目标帮助学生建立以研究为本的实验模式,将学生带入科学研究、探索、

创新的大门,实现学生早期科学研究训练的要求；并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及

创新能力的统一,使学生既掌握理论知识，又能提高动手实验能力，为后行实验

课程和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期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1．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技能,能正确使用和操作常用的电工仪表和电子仪器

设备,能按电路图正确连接实验电路和合理布线,能初步分析，并能排除故障。 

2．认真观察实验现象,正确读取实验数,据能随时分析实验结果，具有综合运

用知识，科学地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初步的技术创新能力. 

3．能根据实验任务设计实验电路，确定实验方案,正确选择仪器设备，学会

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正确书写实验报告 

4．具有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主体精神、

团队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高质量地完成必做实验、选做实验和自选实验。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综合性 3 30 必修 

2 基尔霍夫定律和叠加定理 综合性 3 30 必修 

3 戴维宁定理 验证性 3 30 必修 

4 基本放大电路-射级电路 综合性 3 30 必修 

5 反馈放大电路 设计类 3 30 必修 

6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 设计性 3 30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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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教学目标 

（1）了解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交流毫伏表、频率计、数

字万用表等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熟悉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交流毫伏表、频率计、数

字万用表等的使用方法。 

（3）掌握双踪示波器观察测量正弦信号波形和读取波形参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基尔霍夫定律和叠加原理 

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台的功能模块和实验线路的构成及原理。 

（2）复习叠加原理和基尔霍夫定理。 

（3）熟悉实验电路中各个元件电压的测量和各个支路的电流测量方法。 

（4）用实验验证叠加原理和基尔霍夫定理。 

（5）掌握实验数据分析、比较、归纳、总结的方法以便得出实验结论，加

深对叠加定理和基尔霍夫定律的理解。 

实验项目 3：戴维南定理 

教学目标 

（1） 研究电源的外特性。 

（2） 复习戴维南定理。 

（2）学习测量等效电压及等效电阻 

（3）用等效电路对戴维南定理进行验证 

实验项目 4：单级射级放大电路 

教学目标 

（1）掌握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的调试了解共射极放大电路特性 

（2）掌握在静态工作点设置完成的基础上实现动态信号不失真放大； 

（3）调整静态工作点和波形幅度大小，观察波形的失真情况，深入理解波

形失真原理； 

（4）学习调整电路参数，将失真波形调整为正常放大波形 

实验项目 5：反馈放大电路 

教学目标 

（1）加深理解放大电路中引入负反馈的方法，理解负反馈在电子电路中的

应用； 

（2）研究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的影响，包括放大器的稳定性能，放大倍数，

输入输出电阻以及波形的失真等； 

（3）掌握负反馈放大器性能的测试方法，学习测量放大倍数，输入、输出

电阻，和非线性失真和通频带等 

  



 148 

实验项目 6：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 

教学目标 

（1）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2）熟悉通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线性运算电路组成形式。 

（3）掌握通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线性运算电路的测试和分析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模拟电子实验箱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教材：《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邱关源主编，《电路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康华光，《模拟电子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陶砚蕴  

审 批 人：  朱灿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http://wenku.baidu.com/view/22e33128af45b307e8719791.html?fr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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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原理与拖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2007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Electrical Machine Principles & Drive                       

课程学时：84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机原理与拖动这门课程将电机学与电力拖动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电机

原理与拖动》主要内容包括电机理论中常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定律、直流电机、

直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变压器、异步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三

相同步电机、控制电机、电动机容量的选择等内容。课程教学目标于培养电气工

程与智能控制学生关于各种电机原理及其拖动技术的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

分析和解决电机相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电机原理与拖动》

课程中常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定律，着重掌握各类电机和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基

本工作原理、内部电磁关系及工作特性等；掌握电力拖动系统的起动、调速及制

动时的运行性能与相关问题。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异步电机的认识与启动 演示性 3 3 必修 

2 
他励直流电动机 

的机械特性测试 
综合性 3 3 必修 

3 
变压器空载、短路、负载

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4 
三相异步电动机 

常用电气控制线路 
综合性 3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异步电机的认识与启动 

1.教学内容 

（1）电机与拖动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安全注意事项。 

（2）异步电机实验中的所用的电机、仪表、变阻器等组件。 

（3）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起动、调速及改变转向方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5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01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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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测取异步电动机的工作特性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异步电机的结构。 

（2）熟悉异步电机的接线方法，包括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 

（3）掌握异步电机调速方法和机械特性的测量手段。 

实验项目 2：他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测试 

1.教学内容 

（1）直流电动机的结构。 

（2）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绕组、电枢绕组的接法。 

（3）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直流电动机的结构。 

（2）熟悉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的接法。 

（3）掌握测取直流电动机工作特性和机械特性的方法。 

实验项目 3：变压器空载、短路、负载实验 

1.教学内容 

（1）变压器的结构。 

（2）三相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绕组的接法。 

（3）单相变压器的空载实验、短路实验、负载实验原理及表笔接线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变压器的结构。 

（2）熟悉三相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的接法。 

（3）掌握单相变压器的空载实验、短路实验、负载实验的接线方法。 

实验项目 4：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电气控制线路 

1.教学内容 

（1）三相异步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的结构、作用和接线。 

（2）培养电气线路安装接线并进行操作的能力。 

（3）异步电动机点动与自锁控制线路的方法和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点动与自锁控制线路。 

（2）熟悉各个控制元件的使用方法及作用。 

（3）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按钮的结构、作用和

接线。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实验过程中考核和实验报告成绩综合评分。其中，实验过程中考核成绩占总

实验成绩的 60%，实验报告成绩占总实验成绩的 40%。 

 

2.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的最后阶段是实验总结，即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绘制波形和图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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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实验现象、撰写实验报告。每位实验参与者都要独立完成一份实验报告，实验

报告的编写应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验结果与理论有较大出入

时，不得随意修改实验数据和结果，不得用凑数据的方法来向理论靠拢，而是用

理论知识来分析实验数据和结果，解释实验现象，找出引起较大误差的原因。 

实验报告的一般格式如下： 

(1)实验名称、专业、班级、实验学生姓名、同组者姓名和实验时间。 

(2)实验目的、实验线路、实验内容。 

(3)实验设备、仪器、仪表的型号、规格、铭牌数据及实验装置编号。 

(4)实验数据的整理、列表、计算，并列出计算所用的计算公式。 

(5)画出与实验数据相对应的特性曲线及记录的波形。 

(6)用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明确的结论。 

(7)对实验中出现的某些现象、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写出心得体会，

并对实验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8)实验报告应写在一定规格的报告纸上，保持整洁。 

(9)每次实验每人独立完成一份报告，按时送交指导教师批阅。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MEC01 型电源控制屏、MEC02 型实验桌， MEC12 型三相芯式变压器，

DD03-11 型不锈钢电机导轨、光码盘测速系统，DJ15 直流并励电动机，DJ16 型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DJ23 型校正直流测功机，MEC21 型直流数字电压、毫

安、安培表，MEC25 型智能型转矩、转速、输出功率测试仪，PAC08 型交流电

参数组件，PAC09A 型交直流电源、变压器及二极管组件，PAC10 型电抗器组件，

MEC41 型和 MEC42 型可调电阻器，万用表。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唐介，《电机与拖动》（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9 月 

实验教材：《电机与拖动》实验指导书自编. 

2.参考书：顾绳谷，《电机与拖动基础》（第四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4 月 

 

 

 

执 笔 人：  陶雪慧  

审 批 人：  杨勇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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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2008                   课程学分：5.0 

课程名称（中/英）：自动控制原理/Principles of Automatic Control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自动控制原理》是全面介绍自动控制系统基本原理、工程分析以及设计方

法的一门学科。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清晰地建立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

初步学会利用自动控制理论的方法来分析、设计自动控制系统，本课程是自动化

等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研究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控制系统在

时域和复域数学模型及其结构图和信号流图；全面细致的研究线性控制系统的时

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以及校正和设计等方法；对非线性控制系统，通过相平面

和描述函数方法讨论分析。本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控制理论与工程方面的

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应用相关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使其接受工

科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提高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选修 

1 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验证性 3 1-2 必修 

2 典型系统的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验证性 3 1-2 必修 

3 线性系统的校正 设计性 3 1-2 必修 

4 模拟 PID 闭环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设计性 3 1-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1.教学内容 

列出各典型环节的方框图、传递函数、模拟电路图、阶跃响应，对比阶跃输

入下理想响应曲线与实际响应曲线的差别、分析原因。 

2.教学目标 

（1）熟悉并掌握 TD-ACC+(或 TD-ACS)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各典型环节模拟

电路的构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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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各种典型环节的理想阶跃响应曲线和实际阶跃响应曲线。对比差异、

分析原因。 

（3）了解参数变化对典型环节动态特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2：典型系统的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列出二阶系统环节的方框图、传递函数、模拟电路图、阶跃响应，分析典型

二阶系统稳定性。 

2.教学目标 

（1）研究二阶系统的特征参量  (、  n)  对过渡过程的影响。 

（2）研究二阶对象的三种阻尼比下的响应曲线及系统的稳定性。 

（3）熟悉 Routh 判据，用 Routh 判据对三阶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 

实验项目 3：线性系统的校正 

1.教学内容 

通过串联校正，实现系统动态性能和静态性能改善。 

2.教学目标 

（1）掌握系统校正的方法，重点了解串联校正。 

（2）根据期望的时域性能指标推导出二阶系统的串联校正环节的传递函数。 

实验项目 4：模拟 PID 闭环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1.教学内容 

采用模拟 PID 调节器、PWM 发生环节、驱动电路、测温元件、转换电路

等构成闭环温控系统，通过调节 PID 控制器参数，实现电热箱温度调控目标。 

2.教学目标 

（1）了解模拟 PID 闭环控制系统的各部分构成。 

（2）掌握模拟 PID 调节器的设计和参数调整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对实验前复习教材并预习实验讲义、实验过程中考核和实验报告成绩进行综

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一台，TD-ACC+(或 TD-ACS)实验系统一套，现有 3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胡寿松．自动控制原理．科学出版社，2007.6． 

2.参考书：杨叔子.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2. 

 

 

 

执 笔 人：  郑建颖  

审 批 人：  吴澄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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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信号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2021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轨道交通信号基础/ 

                              Rail Traffic Signal Fundamentals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电气控制、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必修的一门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教学内

容是使学生掌握轨道交通信号的基础知识，详细学习目前在轨道交通广泛应用的

信号设备如继电器、信号机、轨道电路、转辙机、应答器、计轴器等，认识车站

联锁系统、区间闭塞系统等主要信号系统的功能，旨在为学习有关专业课程以及

进行实践应用打下必要的专业基础。同时，也可以作为轨道角交通相关专业的专

业选修课，是学习了解轨道交通信号的入门课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室外三大件信号设备

实验 
演示性 3 2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室外三大件信号设备实验 

1.教学内容 

（1）演示、讲解无极、偏激、有极、整流等继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性

能 

（2）演示信号机的结构、显示原理和意义 

（3）演示、操作 ZD6—A 电动转辙机各部分结构和传动过程（动作原理） 

（4）演示、操作 S700K 转辙各部分结构和机传动过程（动作原理） 

（5）演示、操作计轴器各部分结构和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熟悉继电器、信号机、计轴器（轨道电路）设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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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继电器、信号机、转辙机、计轴器的设备结构 

（3）掌握 ZD6 系列转辙机传动过程（动作原理） 

（4）掌握 S700K 转辙机传动过程（动作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要求书写和提交实验，要求问题回答正确、书写完整、清晰； 

设置随堂提问环节，计入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继电器： JWXC-1700、 JZXC-480、 JWJXC-H125/0.44、 JYJXC35/220、

JPXC-1000 等若干； 

信号机：LED 铁路色等信号机 4 台； 

计轴器：JZ1-H 型 1 套； 

转辙机：ZD6-A 电动转辙机 1 台； 

        S700K 电动转辙机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郭进主编，《铁路信号基础》，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5。 

2.参考书： 

林瑜筠主编，《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张瑾  

审 批 人：  尚长城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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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与 PLC》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2023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电气控制与 PLC(Electrical Control & PLC)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将控制和车辆交通领域中涉及的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知识设计成任务

模块的形式，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讲解：电气控制基础知识；PLC 的产生、定义

和发展；PLC 硬件组成和工作原理；S7-200 编程语言的掌握和编程软件的使用；

PLC 应用系统设计实例。本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有关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知

识方面的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应用相关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使

其接受工科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提高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低压电器与电机控制 验证性 3 2-3 必修 

2 
S7-200 PLC 编程软件

的使用 
设计性 3 2-3 必修 

3 送料小车的 PLC 控制 设计性 3 2-3 必修 

4 交通灯的 PLC 控制 设计性 3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低压电器与电机控制 

1.教学内容 

低压电器（空气断路器、漏电保护开关、接触器和按钮）和电动机的规范接

线方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接触器、空气断路器、按钮等常用低压电器的原理和连接方

式。 

（2）熟悉电气控制系统的布置方法，训练符合工业规范的接线和布线。 

（3）掌握三相交流电机的常用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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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S7-200 PLC 编程软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编程软件的菜单、工具条、指令输入和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STEP 7 Micro/WIN 编程软件的使用。 

（2）熟悉上机编制简单的梯形图程序的方法。 

（3）掌握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和调试程序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送料小车的 PLC 控制 

1.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按照送料小车的控制过程编制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明确控制对象时序——编制程序——调试程序”的设计过程。 

（2）熟悉编写对应特定控制对象的 PLC 程序。 

（3）掌握 PLC 编程思想和经验。 

实验项目 4：交通灯的 PLC 控制 

1.教学内容 

教会学生读懂交通灯控制时序图，并按照控制要求编制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顺序控制功能图的特点。 

（2）熟悉定时器和计数器在实际 PLC 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3）掌握顺序控制指令和功能指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对实验前复习教材并预习实验讲义、实验过程中考核和实验报告成绩进行综

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开关、接线柱、接触器、继电器、电源、按钮、S7-200PLC、

万用表、台式个人电脑、PC/PPI 数据线等。现有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黄永红．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7． 

2.参考书：王永华. 现代电气控制及 PLC 应用技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08，2. 

 

 

 

执 笔 人：  廖一  

审 批 人：  杨勇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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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UMCP2025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中/英）：电力电子技术/ 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63                       实验学时： 1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力电子技术就是应用于电力领域的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就是使用电力

电子器件对电能进行变换和控制的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主要内容包括电力

电子器件、交流变直流变换器（AC-DC）、直流变交流变换器（DC-AC）、直流

变直流变换器（DC-DC）和交流变交流变换器（AC-AC）和 PWM 控制技术。

掌握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应用特性。理解各种电力电子电

路的结构、原理以及电力电子变换器按线性电路来分析理论。最后，掌握电力电

子变换器的 PWM 控制技术和软开关技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

电路实验 
验证性 3 3 必修 

2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

路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3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

路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4 
三相半波有源逆变电

路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5 

单相正弦波脉宽调制

（SPWM）逆变电路

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6 
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

研究 
综合性 3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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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实验 

1.教学内容 

（1）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的调试。 

（2）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中各点波形的观察和分析。 

（3）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晶闸管触发脉冲产生的方法。 

（2）熟悉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中各元件的作用以及调试方法。 

（3）掌握正弦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2：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实验 

1.教学内容 

（1）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调试。 

（2）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各点电压波形的观察并记录。 

（3）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时 Ud/U2= f(α)特性的测定和分析。 

（4）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带电阻电感性负载时续流二极管作用的观察和

原因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相可控整流电路的结构。 

（2）熟悉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工作原理和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3）掌握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在电阻性负载及电阻电感性负载时的工作

以及其整流输出电压（Ud）波形。 

实验项目 3：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实验 

1.教学内容 

（1）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 

（2）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带电阻电感性负载。 

（3）分析和实验当某一相触发脉冲丢失的波形。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2）熟悉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在电阻性负载和电阻电感性负载时的工作

情况。 

（3）掌握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实验项目 4：三相半波有源逆变电路实验 

1.教学内容 

（1）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在整流状态工作下带电阻电感性负载的研究。 

（2）三相半波有源逆变电路带电阻电感负载的研究。。 

（3）分析两种状态的区别和内在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半波有源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 

（2）熟悉控整流电路在有源逆变时的工作条件，整流和逆变工作时的区别

和内在联系。。 

（3）掌握三相半波可控整流逆变电路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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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单相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逆变电路实验 

1.教学内容 

（1）SPWM 控制信号的观测。 

（2）SPWM 逆变器带电阻及电阻电感性负载的研究。 

（3）SPWM 逆变电路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相交直交变频电路原理及电路组成。 

（2）熟悉 ICL8038、M57962L 的功能。。 

（3）掌握 SPWM 波产生的机理。 

实验项目 6：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1.教学内容 

（1）分析产生 PWM 信号的工作原理。 

（2）整理各组实验数据绘制各直流斩波电路的 Ui/Uo-α 曲线，并作比较与

分析。 

（3）讨论并分析实验中出现的故障现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直流斩波电路的电路组成。 

（2）熟悉各种直流斩波电路的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3）掌握 PWM 控制与驱动电路的原理及其常用的集成芯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7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3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

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3）绘制实验的接线图；（4）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和数

据；（5）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HEAMC-1 型实验装置   12 台 

双踪示波器     12 台 

万用表         1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王兆安、刘进军主编. 电力电子技术[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执 笔 人：  杨勇  

审 批 人：  何立群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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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2026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检测技术 / Detection and Test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不同类传感器测试系统灵敏度的测定；熟悉

YL-998C 传感器实验仪的使用方法，掌握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测试

电路的特点，验证不同结构形式电桥的灵敏度之间的关系；了解霍尔式传感器的

原理与特性，掌握采用直流激励典型测试电路，并验证电路；了解压电式传感器

的原理、结构及应用，掌握压电式传感器的动态响应测试。四个实验中有一个为

基础性实验，三个为综合性实验。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测试系统的工作原

理、结构特性以及测试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金属箔式应变片性能—

单臂电桥 
基础性 3 3 必修 

2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

半桥、全桥性能比较 
综合性 3 3 必修 

3 
霍尔式传感器的特性—

直流激励 
综合性 3 3 必修 

4 
压电传感器的动态响应

实验 
综合性 3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1. 金属箔式应变片性能—单臂电桥 

金属箔式应变片灵敏度的测定。 

了解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电桥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情况。 

2.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性能比较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结构形式；验证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电桥的

灵敏度；比较分析上述三种形式电桥的灵敏度关系。 

验证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的性能及相互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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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霍尔式传感器的特性—直流激励 

霍尔式传感器灵敏度的测定。 

了解霍尔式传感器的原理与特性 

4．压电传感器的动态响应实验 

压电传感器电路结构特点；对信号的频率测定。 

了解压电式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由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5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5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2、要求 

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 

（4）绘制实验的接线图；（5）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和数据；（6）实验结

果和数据分析；（5）实验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YL-998C 传感器实验仪     20 套 

双踪示波器               32 台 

万用表                   3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教材（测试技术实验指导书）. 

2.参考书：熊诗波，黄长艺.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执笔人： 黄伟国 

审批人： 蔡改改 

完成时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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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火灾安全与数值模拟技术应用》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2060                     课程学分：36 

课程名称（中/英）：建筑火灾安全与数值模拟技术应用/ 

                  Building Fire Safety and Simulation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0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中实验教学主要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计算火灾的发展与烟气的流动过

程。常用的数值模拟软件有 Available Safe Egress Time (ASET)、Consolidate Fire 

And Smoke Transport (CFASTS 和 Fire Dynamics Simulator (FDS)等，本实验课程

主要讲解 FDS 的使用方法及工程应用。通过介绍 FDS 的基本特点及使用方法，

使学生了解数值模拟计算的基本思想，针对特定的建筑结构正确使用该软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FDS 安装与使用 验证 2 1 必修 

2 利用 FDS 搭建物理模型 验证 2 1 必修 

3 FDS 测点布置及数据处理 验证 2 1 必修 

4 FDS 工程应用 综合 2 1 必修 

5 答疑 综合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FDS 安装与使用 

1.教学内容 

通过演示教学，使学生了解 FDS 软件的基本思想，并通过本实验初步掌握

FDS 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火灾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2）熟悉数值模拟软件 FDS 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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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FDS 的安装与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利用 FDS 搭建物理模型 

1.教学内容 

介绍 FDS 的操作方法，通过本实验掌握 FDS 软件中各模块的内容，初步使

用 FDS 搭建简单建筑（比如，教学楼）的物理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 FDS 搭建模型的基本思想； 

（2）熟悉 FDS 软件中各模块的内容； 

（3）掌握 FDS 搭建模型的方法。 

实验项目 3：FDS 中 Device 测点布置及 Surfaces 设置 

1.教学内容 

在搭建好物理模型的基础上，合理安排测量点的布局，比如温度测点和能见

度测点；同时，通过计算，设置火源尺寸及增长速率；最后，根据《建筑防火设

计规范》设置排烟口尺寸及速度。通过本实验，完成物理模型的搭建。 

2.教学目标 

（1）了解 FDS 测量点布局的思想； 

（2）熟悉 FDS 中 Device 模块和 Surfaces 模块的使用方法； 

（3）掌握 FDS 软件设置火源增长速率和排烟口速度的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4：FDS 计算及数据处理 

1.教学内容 

针对搭建的物理模型排查错误，通过本实验能开展模拟计算，并根据计算结

果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建筑的安全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 FDS 搭建模型中常见的错误； 

（2）熟悉 FDS 单套网格和多套网格的计算方法； 

（3）掌握 FDS 计算结果的定量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5：FDS 工程应用 

1.教学内容 

针对各种工程案例（比如凌云楼、电影院等），搭建物理模型，据此分析不

同建筑的差别，通过实验掌握该数值模拟软件的工程应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FDS 在工程应用中的使用方法； 

（2）熟悉不同建筑在使用 FDS 搭建物理模型的差别； 

（3）掌握 FDS 的工程应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实验课结束时提交实验报告，其中实验报告占 60％，实验操作

考核占 40％。 

要求：独立完成物理模型的搭建，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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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Pyrosim Manual 

2.参考书：NIST FDS User Guide 

 

 

 

执 笔 人：  赵威风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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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牵引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UMCP3013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中/英）：车辆牵引技术/ Vehicle Towage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 6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车辆牵引技术>>以各类牵引电机为控制对象，以计算机和其他电力电子

装置为控制手段，以自动控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控制牵引电

机的电压、电流、频率等输入量，来改变牵引电机工作机械的转矩、速度，按照

人们期望的要求运行。理解直流牵引调速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概念和能力，掌

握交流调速系统。掌握交流调速系统的基本规律和设计方法，理解伺服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

调速系统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2 三相空间电压矢量

SVPWM 变频原理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1) 各控制单元调试。(2) 测定电流反馈系数β、转速反馈系数α。(3) 测定

开环机械特性及高、低转速时系统闭环静态特性n=f(Id)。(4)闭环控制特性

n=f(Ug)的测定。(5) 观察、记录系统动态波形。(6) 系统的排故分析和训练。 

2.教学目标 

（1）了解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原理、组成及各主要单元部件的原理。 

（2）熟悉转速、电流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调试步骤、方法及参数

的整定。 

（3）掌握系统分析及故障分析处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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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三相空间电压矢量 SVPWM 变频原理实验 

1.教学内容 

（1）将频率设定在 0.5Hz。用示波器观测 SVPWM 部分的三相正弦波信号、

三角载波信号、三相 SVPWM 调制信号;（2）改变转动方向，观测和分析

上述各信号的相位关系的变化；(3)将频率设置为 0.5Hz～60Hz 的范围内改

变，观测和分析马鞍波信号的频率和幅值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异步电机变压变频调速原理。 

（2）熟悉三相 SVPWM 的原理。 

（3）掌握三相正弦波信号、三角载波信号、三相 SVPWM 调制信号的关系，

掌握三相异步电机变压变频输出电压和频率的关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7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3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

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3）绘制实验的接线图；（4）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和数

据；（5）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HEAMC-1 型实验装置   12 台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12 台 

不锈钢电机导轨、光码盘测速系统 12 台 

直流并励电动机 12 台 

校正直流测功机  12 台 

双踪示波器     12 台 

万用表         1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阮毅，陈伯时主编.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M].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杨勇  

审 批 人：  樊明迪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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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牵引与制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P3017                  课程学分：  2 

课程名称（中/英）：车辆牵引与制动/ Vehicle Traction and Braking              

课程学时：  45                        实验学时： 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车辆牵引与制动>>以各类牵引电机为控制对象，以计算机和其他电力电

子装置为控制手段，以自动控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控制牵引

电机的电压、电流、频率等输入量，来改变牵引电机工作机械的转矩、速度，按

照人们期望的要求运行。介绍牵引电机制动原理以及电气制动与机械制动的区别。

理解直流牵引调速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概念和能力，掌握交流调速系统。掌握

交流调速系统的基本规律和设计方法，理解伺服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

调速系统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2 
三相空间电压矢量

SVPWM 变频原理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3 

SPWM、空间电压矢量

调制方式下 V/f 曲线分

析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转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实验 

1.教学内容 

(1) 各控制单元调试。(2) 测定电流反馈系数β、转速反馈系数α。(3) 测定

开环机械特性及高、低转速时系统闭环静态特性n=f(Id)。(4)闭环控制特性

n=f(Ug)的测定。(5) 观察、记录系统动态波形。(6) 系统的排故分析和训练。 

2.教学目标 

（1）了解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原理、组成及各主要单元部件的原理。 

（2）熟悉转速、电流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调试步骤、方法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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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定。 

（3）掌握系统分析及故障分析处理的能力。 

实验项目 2：三相空间电压矢量 SVPWM 变频原理实验 

1.教学内容 

（1）将频率设定在 0.5Hz。用示波器观测 SVPWM 部分的三相正弦波信号、

三角载波信号、三相 SVPWM 调制信号;（2）改变转动方向，观测和分析

上述各信号的相位关系的变化；(3)将频率设置为 0.5Hz～60Hz 的范围内改

变，观测和分析马鞍波信号的频率和幅值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异步电机变压变频调速原理。 

（2）熟悉三相 SVPWM 的原理。 

（3）掌握三相正弦波信号、三角载波信号、三相 SVPWM 调制信号的关系，

掌握三相异步电机变压变频输出电压和频率的关系。 

实验项目 3： SPWM、空间电压矢量调制方式下 V/f 曲线分析实验 

1.教学内容 

（1）在 SPWM 调制运行模式下，用示波器观测交流电机输出电压和频率

的关系；（2）在 SVPWM 调制运行模式下，用示波器观测交流电机输出电

压和频率的关系；（3）定量分析“零矢量”的作用时间和输出电压关系；（4）

分析 SPWM 调制模式和 SVPWM 调制模式的 V/f 曲线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 V/f 方式在交流变频调速中的应用。 

（2）熟悉 SPWM、空间电压矢量调制方式下 V/f 控制原理。 

（3）掌握SPWM、空间电压矢量调制下V/f控制时的内在联系。掌握SPWM、

空间电压矢量调制下调制波的区别和联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7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3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

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3）绘制实验的接线图；（4）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和数

据；（5）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HEAMC-1 型实验装置   12 台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12 台 

不锈钢电机导轨、光码盘测速系统 12 台 

直流并励电动机 12 台 

校正直流测功机  12 台 

双踪示波器     12 台 

万用表         1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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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阮毅，陈伯时主编.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M].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杨勇  

审 批 人：  樊明迪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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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S2008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实验简介 

实验包括两部分内容：（1）基于 DFT 的正弦信号检测；（2）基于滤波技术的

正弦信号增强。目的是巩固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增加感性认

识。实验要求能运用所学的 DFT 频谱分析理论和窗函数 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方法

设计相应的系统，实现对复合正弦信号的谐波分析、检测和滤波处理，并采用

MATLAB 实现系统，观察实验结果、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写出实验报告。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目的要求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

修 

1 
基于 DFT 的正

弦信号检测 

能对含噪谐波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并根据实验要求选择合理的参数 

设计

型 
3 1-3 必开 

2 

基于滤波技术

的正弦信号

增强 

能根据检测得到的谐波数及谐波频

率确定合理的滤波器参数并设计，

实现谐波的增强 

设计

型 
3 1-3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于 DFT 的正弦信号检测 

1.实验内容： 

在语音识别、雷达信号处理、生物医学信号检测与识别等应用领域广泛使用

基于离散傅立叶变换的谱分析技术。一个典型的信号谐波分析系统如下图 1 所示：

 

 

短时窗 峰值判断 DFT 谐波检测

器 

)(nx  )(ny  

 

图 1  信号谐波分析检测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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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系统的输入信号 )(nx 是具有多个频谱峰值的复合正弦信号，短时矩形窗

将信号截短为有限长，经过 DFT 变换得到频谱，峰值判断提取频谱最大峰值的位

置，即对应的频率，然后由谐波检测器识别信号的谐波。根据最大谐波的频率将

其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最大峰值频率分布范围（Hz）为 2000  f 。 

 第二类：最大峰值频率分布范围（Hz）为 500200  f 。 

 第三类：最大峰值频率分布范围（Hz）为 1000500  f 。 

 第四类：最大峰值频率分布范围（Hz）为 1000f 。 

设采样频率为 Hz10000sf ，短时矩形窗宽度 N 为 1000。短时加窗信号经过

DFT 可以得到连续频谱在  20 范围内的 1000 个取样点。 

1) 编程实现该系统。 

2) 输入信号 )08.0sin(2.1)( nnx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的幅度谱，标

出峰值频率，观察系统的实际识别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3) 输入信号 )5.0cos(35..1)( nnx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的幅度谱，

标出峰值频率，观察系统的实际识别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4) 输入信号 )14.0sin(7.0)( nnx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的幅度谱，标

出峰值频率，观察系统的实际识别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5) 输入信号 )02.0sin(5.9)5.0cos(2.1)( nnnx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

的幅度谱，标出峰值频率，观察系统的实际识别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6) 输入信号 )102.0cos()( nnx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的幅度谱，标

出峰值频率，观察系统的实际识别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2.实验目标 

  （1）了解基于离散傅立叶变换和快速傅立叶变换进行频谱分析的应用价

值。 

  （2）熟悉采用 MATLAB 编程实现一个信号分析系统的方法。 

  （3）掌握基于 DFT 频谱分析的理论，实验系统的构建和实现，数据的

I/O 

   和观察分析，实验报告的写作。 

实验项目 2：基于滤波技术的正弦信号增强 

1．实验内容： 

在通信、信息处理以及信号检测等应用领域广泛使用滤波器进行去噪和信号

的增强。FIR 滤波器由于可实现线性相位特性以及固有的稳定特征而得到广泛应

用，其典型的设计方法是窗函数设计法。设计流程如下： 

1）设定指标: 截止频率 cf ，过渡带宽度 f ，阻带衰减A。 

2）求理想LPF的时域响应 )(nhd 。 

3）选择窗函数 )(nw ，确定窗长N。 

4）将 )(nhd 右移（N-1）/2点并加窗获取线性相位FIR滤波器的单位脉

冲响应 )(nh 。 

5）求FIR的频率响应 )( jeH ，分析是否满足指标。如不满足，转3重

新选择，否则继续。 

6）求FIR的系统函数 )(Z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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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据差分方程由软件实现FIR滤波器或依据系统函数由硬件实现。 

实验要求采用哈明（Hamming）窗设计一个 FIR 低通滤波器并由软件实现。

哈明窗函数如下： 

10,)
1

2
cos(46.054.0)( 




 Nn

N

n
nw  

设采样频率为 Hz10kf s  。实验中，窗长度 N 和截止频率 cf 应该能够调节变化。

具体实验内容如下： 

1）设计 FIR 低通滤波器 FIR_LPF（书面进行）。 

1) 依据差分方程编程实现 FIR 低通滤波器。 

2) 输 入 信 号 )8.0c o s ()16.0sin(0.3)( nnnx  到 cf =2000Hz ， N=65 的

FIR_LPF，求输出信号 )(ny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输入信号

)(nx 和输出信号 )(ny 的幅度谱，标出峰值频率，观察滤波器的实际输

出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3) 输入信号 )9.0sin(2.1)4.0cos()2.0sin(5.1)( nnnnx  到 cf =1100Hz，N=65

的 FIR_LPF，求输出信号 )(ny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输入信

号 )(nx 和输出信号 )(ny 的幅度谱，标出峰值频率，观察滤波器的实际

输出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4) 输入信号 )9.0sin(2.1)4.0cos()2.0sin(5.1)( nnnnx  到 cf =2100Hz，N=65

的 FIR_LPF，求输出信号 )(ny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输入信

号 )(nx 和输出信号 )(ny 的幅度谱，标出峰值频率，观察滤波器的实际

输出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5) 输入信号 )9.0s i n (0.5)4.0c o s ()2.0s i n (5.1)( nnnnx  到 cf =1100Hz ，

N=65 的 FIR_LPF，求输出信号 )(ny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

输入信号 )(nx 和输出信号 )(ny 的幅度谱，标出峰值频率，观察滤波器

的实际输出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6) 输入信号 )9.0sin(2.1)4.0cos()2.0sin(5.1)( nnnnx  到 cf =1990Hz，N=65

的 FIR_LPF，求输出信号 )(ny ，理论计算并画出 sff 0 范围输入信

号 )(nx 和输出信号 )(ny 的幅度谱，标出峰值频率，观察滤波器的实际

输出结果，分析其正确性。 

2.实验目标 

  （1）了解 FIR 滤波器在信号去噪处理中的应用价值。 

  （2）熟悉如何编程实现一个基于 FIR 滤波器的谐波消除和信号增强系统。 

  （3）掌握线性相位 FIR 滤波器的窗函数设计方法，谐波消除与增强方法，

实 

验结果的分析，实验报告的写作。 

四、考核方式与要求 

按实验小组写出满足规范的实验报告并提交，内容包括实验名称，实验条件，

实验内容，实验结果与分析，思考题解答，程序等。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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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多媒体计算机，Windows OS,  MATLAB 

 现有 3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俞一彪，孙兵.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与应用. 第二版，东南大学出

版社，2005 

 2.参考书目：程佩清.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 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执 笔 人：俞一彪   

审 批 人：胡剑凌   

完 成 时 间：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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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CS201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测量技术/ Electronic Measuring Technology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通信电子线路， 

数字系统与逻辑设计 

开课单位：电子信息学院     课程负责人：陈小平 

实验室名称：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电子测量技术是进行信息检测的重要手段，也是各个学科领域科学实验现代

化的标志。本实验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电子测量实验技术的基本技能，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常用电子测量仪器的工作原理、仪器组成的基本规律，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本实验的要求是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现代电子测量实践中的基

本测量技术与多种测量仪器正确使用方法，并具备测量误差分析与测量数据处理

的能力。内容包括电子电压表、示波器、数字频率计、虚拟仪器、测量数据处理

等实验。本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1.通过实验，加深理解和掌握信号发生器、数字电压表、数字频率计、示波

器、虚拟仪器等电子测量仪器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2.根据测量任务合理设计测量方案，正确选择测量仪器，充分发挥仪器功能； 

3.科学地记录实验数据，能应用本课程所学的误差分析技术，对实验数据进

行科学的分析与处理，得出相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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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明确本课程知识与能力重点符

合标准哪几条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目标列中的教学目标 1、2 是上

面说明的教学目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1-4 理解系统的概念及其在电子领域的

体现，能用于分析电子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1、2 

4、研究 

4-4 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4 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教学目标 3 

5、使用现代工具 
5-3 具备选择和使用电子仪器设备的能

力，并理解局限性。 
教学目标 1、2 

三、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格拉布斯准则判断异常数

据 
验证性 2 1 必修 

2 电压测量实验 验证性 2 1 选修 

3 频率数字测量及误差分析 验证性 2 1 必修 

4 虚拟仪器实验 综合性 2 1 必修 

5 函数信号发生器制作 设计性 6 1 选修 

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格拉布斯准则判断异常数据 

1.教学内容 

根据格拉布斯准则，采用 C/MATLAB 语言编程实现异常数据的剔除。 

2.教学目标 

（1）掌握实验中异常数据的处理方法 

（2）加深对格拉布斯准则的理解 

实验项目 2：电压测量的研究 

1.教学内容 

分别采用峰值电压表、均值电压表和有效值电压表测量正弦波、三角波和

方波电压，并对电压表的读数进行换算和正确解释。 

2.教学目标 

（1）掌握典型波形电压对不同检波特性电压表的影响 

（2）掌握不同检波特性电压表读数的解释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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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频率数字测量及误差分析 

1.教学内容 

利用频率/计数器测量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准确度、稳定度等部分技术指

标；利用频率/计数器测量脉冲参数、校准示波器的时基因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字式频率/计数器的工作原理 

（2）掌握数字式频率/计数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3）掌握减小测量误差的方法 

实验项目 4：虚拟仪器实验 

1.教学内容 

采用虚拟仪器软件 LabWindows/CVI或者 LabVIEW语言编程实现数字电压

表、波形发生器等简单仪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虚拟仪器的基本概念 

（2）掌握虚拟仪器软件的简单应用 

实验项目 5：函数信号发生器制作 

1.教学内容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信号发生器，可产生频率可调的正弦波、方波和三角

波信号。 

2.教学目标 

（1）掌握简易信号发生器的基本功能 

（2）掌握信号产生的原理，选择适当的实现方案 

（3）掌握元器件的焊接，整体电路的调试及故障排查 

五、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要求写出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分析实验原理，写出源程序，画出电路原理

图。 

2.考核方式 

在满足实验基本要求下，对实验前准备、实验过程、实验结果等分别进行考

核评定，最后给予综合成绩。约占课程总成绩的 15-20%。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交流毫伏表           30 台 

示波器               30 台 

交直流数字电压表     30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0 台 

微机                 30 台 

AD 采集卡            10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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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电子测量实验讲义. 

2.参考书：陈尚松等编著.电子测量与仪器.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第二版 

 

 

 

执 笔 人：朱伟芳   

审 批 人：王丽荣   

完 成 时 间：201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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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UMCS3004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通信与网络/Computer Communication & 

Network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 6 

适用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课程是信息、电气类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目的是使学

生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机网络在日常

生活及工作中的应用方法。主要讲授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和主流技术，包括计

算机网络的组成和发展，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及协议、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局

域网、广域网、网络互联技术、网络安全及网络应用等。本实验是该课程的实验

教学部分。开设本实验可以使学生能够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进一步

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通信机制，熟悉基本的计算机网络的组网技

术，掌握初步的网络应用编程技术，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数据报实验 综合性 1.5 2 必修 

2 面向连接的会话通信 综合性 1.5 2 必修 

3 实现广播通信 综合性 1.5 2 必修 

4 实现多播通信 综合性 1.5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报 

2. 教学内容 

配置本机和通信对端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端口等参数，观

察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在不同参数下接收消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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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客户机/服务器工作模式。 

（2）了解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客户机/服务器程序的不同方法。 

（3）掌握 IP 地址组成以及运行 IP 协议的相关参数。 

实验项目 2：面向连接的会话通信 

1. 教学内容 

配置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IP 地址和端口号，观察不同参数下接收消息的

情况，分析程序中套接字相关函数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理解面向连接的会话通信工作过程。 

（2）了解套接字的配置特点及关键函数功能。 

实验项目 3：实现广播通信 

1.教学内容 

配置广播通信的源端和目的端 IP 地址及端口号，观察不同参数下消息

接收情况。分析发送和接收广播消息的代码含义。 

2.教学目标 

（1）掌握实现广播通信的套接字配置要求。 

（2）了解广播通信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 

实验项目 4：实现多播通信 

1.教学内容 

配置多播通信的 IP 地址、端口号等关键参数，建立不同多播组，观察

不同参数下消息接收情况。分析加入和离开多播组的相关代码含义。 

2.教学目标 

（1）掌握多播 IP 地址组成。 

（2）理解多播组的建立、加入和脱离等相关操作。 

（3）了解多播传输跨越网段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上机实验占 40％，实验报告 6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以太网交换机、网卡、传输介质。现有 4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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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Andrew S. Tanenbaum、David J. Wetherall 著，严伟、潘爱民译，《计算机

网络》（第 5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 

2.参考书：谢希仁，《计算机网络教程》（第 6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5 

 

 

 

执 笔 人：  马冬  

审 批 人：  汪一鸣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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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EC1002             课程学分：4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工程热力学/Engineering Thermal Dynamics                      

课程学时：72 学时实验学时：6 学时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工程热力学》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学

习专业课和从事本专业的科研、生产工作必备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能正确地较熟练地进行热力学计算，

了解热力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和一些相关的热力学研究方法，为分析和解决暖通与

制冷等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 验证性 2 3 必修 

2 
饱和蒸气压力和温

度关系实验 
验证性 2 3 必修 

3 
气体定压比热测定

实验 
验证性 2 3 选修 

4 喷管流动特性实验 综合性 2 3 必修 

5 
活塞式压气机性能

试验 
验证性 2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空气绝热指数测定 

1.教学内容 

空气绝热指数的方法；影响实验精度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空气绝热指数的物理意义。 

（2）熟悉仪器操作，以及相对压差读取。 

（3）掌握空气绝热指数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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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 

1.教学内容 

饱和蒸气的压力和温度对应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 

（2）熟悉加热功率调整，压力及温度数据读取与分析。 

（3）掌握饱和蒸汽的压力与温度的对应关系。 

实验项目 3：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比热及湿空气的基本知识；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体定压比热的物理意义和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温度、压力、热量、流量的测量。 

（3）掌握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 

实验项目 4：喷管流动特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喷管压力与流量的变化规律；临界压力和最大流量现象，压力-流量关系曲

线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喷管压力与流量的变化特性。 

（2）熟悉真空泵操作，阀门调节以及压力数据读取与处理。 

（3）掌握喷管流动特性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5：活塞式压气机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活塞式压气机的工作原理和构造；理论轴功、等温压缩轴功、压气机效率和

容积效率的计算方法；影响压气机性能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活塞式压气机的工作原理和构造。 

（2）熟悉压气机性能试验综合实验台的操作。 

（3）掌握计算理论轴功、等温压缩轴功、压气机效率和容积效率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规范，清楚。报告内容：（1）实验目的（2）原

理简述（3）仪器设备（4）实验步骤（5）原始数据记录（6）数据计算与处理（包

括表格与曲线）（7）问题讨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根据实验预习、实验态度、实验能力、实验结果、

实验报告质量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本实验课程分数为百分制，其中实验报告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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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操作考核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气体定压比热测定仪                                   3 套 

2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装置  3 套 

3 饱和蒸气 P-T 关系实验仪                              3 套 

4 喷管实验台                                            3 套 

5 活塞式压气机性能试验台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童钧耕,《工程热力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 月. 

2.参考书：《传热学实验指导书》，哈尔滨努谢尔特教学实验设备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 

 

 

 

执 笔 人：  范学良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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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EC1003             课程学分：4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传热学/Fundamental of Heat Transfer                       

课程学时：72 学时实验学时：6 学时 

适用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配合《传热学》课程的理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传热学的基本理论和公式，

熟练使用各种仪器和装置，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加深对传热学基本概念的理解。重点掌握导热系数、

换热系数等传热学基本量的测量原理与方法。通过对实验原理的了解和对实验操

作的实践，使学生能在动手过程中达到深化知识，促进思考和培养技能的目的。

对带有设计特点的实验，可启发和指导学生通过开放实验室的方式进行选做。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稳态平板法测定绝热

材料导热系数实验 
验证性 1 学时 3 人 必修 

2 
具有对流换热表面的

伸展体传热特性试验 
综合性 1 学时 3 人 必修 

3 
空气绕水平圆管自然

对流换热实验 
综合性 1 学时 3 人 必修 

4 角系数测定实验 验证性 1 学时 3 人 必修 

5 液体导热系数测量 验证性 1 学时 3 人 必修 

6 
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

换热系数的测定 
综合性 1 学时 3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稳态平板法测定绝热材料导热系数实验 

1.教学内容 

巩固导热理论知识，并通过本实验掌握平板状工程材料导热系数测定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稳态平板法测量板状固体材料的导热系数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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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恒温水浴温度调节，电加热器功率调节以及热电偶测温数据读取。 

（3）掌握平板状工程材料导热系数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具有对流换热表面的伸展体传热特性试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手段测出沿伸展体表面的过余温度分布，并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处理，

求出换热系数的分布规律。 

2.教学目标 

（1）了解伸展体表面过余温度分布特性。 

（2）熟悉风机风速调整，热电偶测温数据读取与分析。 

（3）掌握伸展体表面换热系数的分布规律。 

实验项目 3：空气绕水平圆管自然对流换热实验 

1.教学内容 

选定合适的电流，分别给四根直径不同的水平圆管加热，达到热稳定以后，

测出圆管的壁温同时记录密封房内空气的温度，将实验数据通过图解法或平均值

或线性回归法，整理成关于圆管的自然对流换热系数准则方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然对流换热系数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电加热功率调整，热电偶测温数据读取与处理，以及准则方程的

拟合。 

（3）掌握空气绕水平圆管自然对流换热系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4：角系数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将角系数测量仪按定位环定位，并水平放置在底板上。通过镜筒仔细瞄准被

测表面的轮廓线，使记录笔在底面方格纸上画出封闭图形。计算方格纸上图形的

面积。量出镜筒长度，即半径，比值即为角系数。对每—种图形测量 5 次，求平

均值及方差。测量被测表面的几何尺寸及相对于仪器的位置，按理论公式计算角

系数，并与实测值相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角系数的物理意义。 

（2）熟悉角系数测量仪(机械积分仪)的原理及操作使用方法。 

（3）掌握角系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5：液体导热系数测量 

1.教学内容 

将被测液体缓慢地注入液槽中，直至淹没垫片约 0.5 ㎜为止。将上热面加热

器轻轻放在垫片上，连接热电偶插头及电位差计。接通循环冷却水槽上的进出水

管，并调节水量。接通电源，调整输入电压（V1）达到其预定值（注意热面温

度不得高于被测液体的闪点温度）。按下电流转换开关，并记录测量部位电压 V

及通过的电流 I。每隔 5 分钟左右从温度读数显示器记下被测液体冷、热面的温

度值（℃）。将它们记入记录表中，并标出各次的温差 ΔT=T1－T2。最后经由傅

里叶公式得出液体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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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稳态法测量液体导热系数的原理。 

（2）熟悉电加热器功率调整、热电偶温度数据读取和分析。 

（3）掌握液体导热系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6：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热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将不同管径的试件分别置于风道中，以合适的电流加热，改变空气流速，测

出试件的电流，电压，壁温以及空气的动压和环境温度。对获得的数据进行计算

处理，求出反映空气横掠单管时换热规律的准则方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热系数的测定的基本原理。 

（2）熟悉实验装置的使用。 

（3）掌握测量空气流速和管壁温度的方法，通过对数据的处理获得反映空

气横掠单管时换热规律的准则方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规范，清楚。报告内容：（1）实验目的（2）原

理简述（3）仪器设备（4）实验步骤（5）原始数据记录（6）数据计算与处理（包

括表格与曲线）（7）问题讨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根据实验预习、实验态度、实验能力、实验结果、

实验报告质量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本实验课程分数为百分制，其中实验报告占 60％，

实验操作考核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稳态平板法测定绝热材料导热系数实验台                     3 套 

2 液体导热系数测试装置  3 套 

3 强迫对流单管外放热系数测试装置                           2 套 

4 强迫对流空气横掠平板放热系数测试装置                    2 套 

5 自由对流横管管外放热系数测试装置                     3 套 

6 伸展体的导热特性实验台                                  3 套 

7 换热器综合实验台                                         2 套 

8 角系数测定仪                                              3 套 

9 中温法向幅射率测量仪                                      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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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杨世铭、陶文铨,《传热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8 月. 

2.参考书：《传热学实验指导书》，哈尔滨努谢尔特教学实验设备有限公司，2014

年 6 

 

 

 

执 笔 人：  范学良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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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EC1008              课程学分：3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热工基础/Thermal Foundations 

课程学时：63 学时实验学时：9 学时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建筑环境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配合《热工基础》的理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热力学和传热学的基本理论和

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掌握空气比热、绝热指数以及水蒸气温压

关系的测定方法，掌握导热系数、换热系数等传热学基本量的测量原理与方法。

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仪器和装置，学会通过实验成果的分析和讨论，掌握实验数据

的处理方法，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对带有设计特点的实验，可启发和指导学

生通过开放实验室的方式进行选做。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 验证 1 学时 3 人 必修 

2 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

系实验 

验证 2 学时 3 人 必修 

3 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验证 2 学时 3 人 选修 

4 喷管流动特性实验 综合 2 学时 3 人 选修 

5 活塞式压气机性能试验 演示 2 学时 3 人 选修 

6 稳态平板法测定绝热材

料导热系数实验 

验证 2 学时 3 人 必修 

7 具有对流换热表面的伸

展体传热特性试验 

综合 1 学时 3 人 必修 

8 空气绕水平圆管自然对

流换热实验 

综合 2 学时 3 人 必修 

9 角系数测定实验 验证 1 学时 3 人 必修 

10 液体导热系数测量 验证 2 学时 3 人 选修 

11 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

热系数的测定 

综合 2 学时 3 人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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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空气绝热指数测定 

1.教学内容 

空气绝热指数的方法；影响实验精度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空气绝热指数的物理意义。 

（2）熟悉仪器操作，以及相对压差读取。 

（3）掌握空气绝热指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 

1.教学内容 

饱和蒸气的压力和温度对应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 

（2）熟悉加热功率调整，压力及温度数据读取与分析。 

（3）掌握饱和蒸汽的压力与温度的对应关系。 

实验项目 3：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比热及湿空气的基本知识；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气体定压比热的物理意义和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温度、压力、热量、流量的测量。 

（3）掌握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 

实验项目 4：喷管流动特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喷管压力与流量的变化规律；临界压力和最大流量现象，压力-流量关系曲

线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喷管压力与流量的变化特性。 

（2）熟悉真空泵操作，阀门调节以及压力数据读取与处理。 

（3）掌握喷管流动特性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5：活塞式压气机性能试验 

1.教学内容 

活塞式压气机的工作原理和构造；理论轴功、等温压缩轴功、压气机效率

和容积效率的计算方法；影响压气机性能的因素。 

2.教学目标 

（1）了解活塞式压气机的工作原理和构造。 

（2）熟悉压气机性能试验综合实验台的操作。 

（3）掌握计算理论轴功、等温压缩轴功、压气机效率和容积效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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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稳态平板法测定绝热材料导热系数实验 

1.教学内容 

巩固导热理论知识，并通过本实验掌握平板状工程材料导热系数测定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稳态平板法测量板状固体材料的导热系数的基本原理。 

（2）熟悉恒温水浴温度调节，电加热器功率调节以及热电偶测温数据读取。 

（3）掌握平板状工程材料导热系数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7：具有对流换热表面的伸展体传热特性试验。 

1.教学内容 

通过实验手段测出沿伸展体表面的过余温度分布，并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处

理，求出换热系数的分布规律。 

2.教学目标 

（1）了解伸展体表面过余温度分布特性。 

（2）熟悉风机风速调整，热电偶测温数据读取与分析。 

（3）掌握伸展体表面换热系数的分布规律。 

实验项目 8：空气绕水平圆管自然对流换热实验 

1.教学内容 

选定合适的电流，分别给四根直径不同的水平圆管加热，达到热稳定以后，

测出圆管的壁温同时记录密封房内空气的温度，将实验数据通过图解法或平均值

或线性回归法，整理成关于圆管的自然对流换热系数准则方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然对流换热系数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电加热功率调整，热电偶测温数据读取与处理，以及准则方程的

拟合。 

（3）掌握空气绕水平圆管自然对流换热系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9：角系数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将角系数测量仪按定位环定位，并水平放置在底板上。通过镜筒仔细瞄准

被测表面的轮廓线，使记录笔在底面方格纸上画出封闭图形。计算方格纸上图形

的面积。量出镜筒长度，即半径，比值即为角系数。对每—种图形测量 5 次，求

平均值及方差。测量被测表面的几何尺寸及相对于仪器的位置，按理论公式计算

角系数，并与实测值相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角系数的物理意义。 

（2）熟悉角系数测量仪(机械积分仪)的原理及操作使用方法。 

（3）掌握角系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10：液体导热系数测量 

1.教学内容 

将被测液体缓慢地注入液槽中，直至淹没垫片约 0.5 ㎜为止。将上热面加

热器轻轻放在垫片上，连接热电偶插头及电位差计。接通循环冷却水槽上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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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并调节水量。接通电源，调整输入电压（V1）达到其预定值（注意热面

温度不得高于被测液体的闪点温度）。按下电流转换开关，并记录测量部位电压

V 及通过的电流 I。每隔 5 分钟左右从温度读数显示器记下被测液体冷、热面的

温度值（℃）。将它们记入记录表中，并标出各次的温差 ΔT=T1－T2。最后经由

傅里叶公式得出液体导热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稳态法测量液体导热系数的原理。 

（2）熟悉电加热器功率调整、热电偶温度数据读取和分析。 

（3）掌握液体导热系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11：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热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将不同管径的试件分别置于风道中，以合适的电流加热，改变空气流速，
测出试件的电流，电压，壁温以及空气的动压和环境温度。对获得的数据进行计
算处理，求出反映空气横掠单管时换热规律的准则方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热系数的测定的基本原理。 

（2）熟悉实验装置的使用。 

（3）掌握测量空气流速和管壁温度的方法，通过对数据的处理获得反映空
气横掠单管时换热规律的准则方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规范，清楚。报告内容：（1）实验目的（2）原
理简述（3）仪器设备（4）实验步骤（5）原始数据记录（6）数据计算与处理（包
括表格与曲线）（7）问题讨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根据实验预习、实验态度、实验能力、实验结果、
实验报告质量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本实验课程分数为百分制，其中实验报告占 60％，
实验操作考核占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气体定压比热测定仪                                   3 套 

2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装置  3 套 

3 饱和蒸气 P-T 关系实验仪                              3 套 

4 喷管实验台                                            3 套 

5 活塞式压气机性能试验台                    1 套 

6 稳态平板法测定绝热材料导热系数实验台                 3 套 

7 液体导热系数测试装置  3 套 

8 强迫对流单管外放热系数测试装置                       2 套 

9 强迫对流空气横掠平板放热系数测试装置                2 套 

10 自由对流横管管外放热系数测试装置                 3 套 

11 伸展体的导热特性实验台                              3 套 

12 换热器综合实验台                                     2 套 

13 角系数测定仪                                         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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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学学,《热工基础》（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 

 

2. 参考书：《热工基础实验指导书》，哈尔滨努谢尔特教学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执 笔 人：  范学良  

审 批 人：  曹世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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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UMTP1006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中/英）：电力系统分析/ Power System Analysis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 9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电力系统的组成、运行特点、分析方法有

全面的了解；熟悉电力系统各元件的特点、数学模型和相互间的关系，理解并掌

握电力系统稳态和暂态分析分析的物理概念、原理和方法；并在工程分析计算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得到训练和培养，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在实践中的应用

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相交流输电系统仿

真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2 
电力系统电能质量分

析仿真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3 
单相接地短路故障仿

真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三相交流输电系统仿真实验 

1.教学内容 

（1）熟悉 Matlab/Simulink 仿真工具及 SimPowerSystem 工具箱。 

（2）搭建包含同步发电机、变压器、输电线路及负荷的输电系统仿真模型。 

（3）分析输电系统中各结点的电压跌落及功率潮流。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相交流输电系统的接线方式、等值电路及相关参数。 

（2）熟悉电力系统中各元件参数、电气参数的标幺值表示方法。 

（3）掌握通过节点矩阵、网络方程进行电力系统潮流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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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电力系统电能质量分析仿真实验 

1.教学内容 

（1）基于无功负载、单相不对称负载及非线性负载搭建三相交流电力系统

仿真模型。 

（2）分析网侧电流的正序、负序及零序分量。 

（3）分析电力系统稳态下的功率因数及总谐波电流畸变率（THD）。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的电力系统负荷类型。 

（2）熟悉电力图形用户分析界面（Powergui）模块的使用方法。 

（3）掌握用对称分量法对不对称系统进行分解和分析。 

实验项目 3：单相接地短路故障仿真实验 

1.教学内容 

（1）在 simulink 中建立单机——无穷大电力系统仿真模型，模拟电力系统

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故障的过程。 

（2）观察发电机输出端发生此类故障时的暂态电流波形。 

（3）变更故障点，观察输电线路末端发生此类故障时的暂态电流波形。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故障时的暂态过程分析方法。 

（2）熟悉发电机的励磁系统对电力系统短路暂态过程的影响。 

（3）掌握电力系统各位置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故障后的暂态电流波形。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以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7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3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

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3）绘制实验的原理电路图；（4）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

和数据；（5）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仿真计算机    20 台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何仰赞、温增银主编. 电力系统分析（上下册）[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02. 

 

执 笔 人：  何立群  

审 批 人：  樊明迪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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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MTP1020               课程学分：6 

课程名称（中/英）：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含实验）/Circuit 

Analysis & Analogy Electronics Technology(Experiment) 

课程学时：10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号与控制工程、电气与智能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和智能控制专业的大类基础

课程。本课程本着素质培养和能力培养的精神，以培养学生的实验基本功和创新

能力为目标帮助学生建立以研究为本的实验模式,将学生带入科学研究、探索、

创新的大门,实现学生早期科学研究训练的要求；并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及

创新能力的统一,使学生既掌握理论知识，又能提高动手实验能力，为后行实验

课程和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期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1．掌握科学实验的基本技能,能正确使用和操作常用的电工仪表和电子仪器

设备,能按电路图正确连接实验电路和合理布线,能初步分析，并能排除故障。 

2．认真观察实验现象,正确读取实验数,据能随时分析实验结果，具有综合运

用知识，科学地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初步的技术创新能力. 

3．能根据实验任务设计实验电路，确定实验方案,正确选择仪器设备，学会

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正确书写实验报告 

4．具有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主体精神、

团队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高质量地完成必做实验、选做实验和自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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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综合性 3 30 必修 

2 基尔霍夫定律和叠加定理 验证性 3 30 必修 

3 戴维宁定理 验证性 3 30 必修 

4 基本放大电路-射级电路 综合性 3 30 必修 

5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 设计类 3 30 必修 

6 整流稳压电路的设计 设计性 3 3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教学目标 

（1）了解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交流毫伏表、频率计、数

字万用表等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熟悉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交流毫伏表、频率计、数

字万用表等的使用方法。 

（3）掌握双踪示波器观察测量正弦信号波形和读取波形参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基尔霍夫定律和叠加原理 

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台的功能模块和实验线路的构成及原理。 

（2）复习叠加原理和基尔霍夫定理。 

（3）熟悉实验电路中各个元件电压的测量和各个支路的电流测量方法。 

（4）用实验验证叠加原理和基尔霍夫定理。 

（5）掌握实验数据分析、比较、归纳、总结的方法以便得出实验结论，加

深对叠加定理和基尔霍夫定律的理解。 

实验项目 3：戴维南定理 

教学目标 

（1）研究电源的外特性。 

（2）复习戴维南定理。 

（3）学习测量等效电压及等效电阻 

（4）用等效电路对戴维南定理进行验证 

实验项目 4：单级射级放大电路 

教学目标 

（1）掌握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的调试了解共射极放大电路特性 

（2）掌握在静态工作点设置完成的基础上实现动态信号不失真放大； 

（3）调整静态工作点和波形幅度大小，观察波形的失真情况，深入理解波

形失真原理； 

（4）学习调整电路参数，将失真波形调整为正常放大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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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 

教学目标 

（1）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2）熟悉通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线性运算电路组成形式。 

（3）掌握通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线性运算电路的测试和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6：整流稳压电路 

1.教学内容 

分别测量与比较有无滤波环节和稳压环节的直流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来验

证整流稳压直流电源的滤波和稳压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半波、全波整流的电路形式与电容滤波及稳压环节的电路构成。 

（2）熟悉直流电源有无滤波环节的性能测试以验证滤波效果。 

（3）掌握直流电源有无稳压环节的性能测试以验证稳压效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模拟电子实验箱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教材：《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邱关源主编，《电路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康华光，《模拟电子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陶砚蕴  

审 批 人：  朱灿焰  

完 成 时 间： 2016.03 

  

http://wenku.baidu.com/view/22e33128af45b307e8719791.html?fr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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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基础及应用》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1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有限元基础及应用/ FEM Basic and Applied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有限元法已经成为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土木建筑和车辆工程等等专业

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也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从事产品开发、设计、分析，以及生

产服务的重要工具。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有限元分析方法基础知识

和对 ANSYS、程序的应用基础。有限元方法主要是介绍绪论，有限元分析的直

接刚度法，弹性力学的基础知识，平面问题的有限元法（包括三角形单元和矩阵

单元），等参数单元。程序的应用基础主要是 ANSYS 软件的应用。内容由浅入

深，通俗易懂，结合实践应用分析，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杆梁结构静力学元分析 验证性 3 1 必修 

2 简单平面问题的有限元 验证性 3 1 必修 

3 一般平面问题的有限元 验证性 3 1 必修 

4 结构振动模态分析 验证性 3 1 必修 

5 梁板壳结构的动力学 综合 3 1 必修 

6 传热过程的有限元分析 综合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1. 杆梁结构静力学元分析 

内容：ANSYS 软件界面介绍。以四杆桁架及三梁平面框架为例，建立结构

模型；输入材料参数、边界条件及载荷条件；选择单元类型；计算并输出数值结

果。 

要求：掌握 ANSYS 软件的基本操作界面和主要分析过程；学会 ANSYS 软

件的结构静力分析，加深对有限单元的理解和应用；实验数据与理论结果比较检

验单元的有效性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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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单平面问题的有限元 

内容：以 3 节点三角形单元及 4 节点四边形单元分析简单矩形平面问题。建

立结构模型；输入材料参数、边界条件及载荷条件；选择单元类型；计算并输出

数值结果。 

要求：掌握 ANSYS 软件的平面结构问题的操作界面和主要分析过程；学会

ANSYS 软件不同单元的结构静力分析，加深对有限单元的理解和应用；实验数

据与理论结果比较检验单元的有效性和精度。 

 

3. 一般平面问题的有限元 

内容：以高阶三角形单元及高阶四边形单元分析一般结构的平面问题。建立

结构模型；输入材料参数、边界条件及载荷条件；选择单元类型；计算并输出数

值结果。 

要求：进一步掌握ANSYS软件的平面结构问题的操作界面和主要分析过程；

学会 ANSYS 软件不同单元的不同阶的结构静力分析，加深对有限单元的 h-p 收

敛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实验数据与理论结果比较检验单元的有效性、收敛性和精

度。 

 

4. 结构振动模态分析 

内容：以桥梁框架和高层建筑为例，建立结构模型；输入材料参数及边界条

件等前处理参数；选择单元类型；输出特征值并给出各阶模态图。 

要求：学会ANSYS软件的动力学分析，加深对结构模态空间的理解和应用；

实验数据与理论结果比较检验单元的有效性和精度。 

 

5. 梁板壳结构的动力学 

内容：以梁板壳复杂结构为例，建立结构模型；输入材料参数及边界条件等

前处理参数；根据结构选择单元类型；输出应力分析及动力响应图表。 

要求：学会通过 ANSYS 软件对较复杂结构如何正确使用单元并进行综合分

析（静态及动力学）。 

 

6.传热过程的有限元分析 

内容：温度变化下的结构热应力进行有限元分析。以杆件和板结构为例，建

立结构模型；输入材料参数、热边界条件及位移边界条件等前处理参数；根据结

构选择单元类型；输出应力分析及温度分布。 

要求：学会通过ANSYS软件对结构受到热影响下的热应力进行分析的过程。

由此推广到应用 ANSYS 软件对多物理场结构的力学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 实验步骤书写完整、整齐，绘图清楚准确； 

(2)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并对出现的误差应扼要地说明原因；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及实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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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本课程实验不作为单独课程进行考核，实验教学

部分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计算机(现有 30 台) 

2、ANSYS 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曾攀主编，《工程有限元方法》，科学出版社，2010. 

2. 参考书： 

[1] 张力主编，《有限元法及 ANSYS 程序应用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 

[2] 周昌玉，贺小华，有限元分析的基本方法及工程应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3] 徐芝伦，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 黄国权，有限元法基础及 ANSYS 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执 笔 人：  姚林泉  

审 批 人：  李双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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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OPM1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工程测量学/Engineering Survey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工程管理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适应交通土建需要，掌握主要测量仪器在交通土建领域

的应用，具有从事工程测量工作的能力和素质。课程涵盖水准仪的使用、水准测

量实施、经纬仪的使用、水平角测量、竖直角测量等内容。学生学习本课程后，

应系统掌握工程测量所用到的基本仪器的构造、相应的测量方法以及操作步骤，

切实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测量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工程测量的必备技能。 

本课程实验教学围绕着测量仪器认识与操作系统展开。通过户外操作实践，

要求学生掌握典型测量仪器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在熟练操作仪器的同时，加

深对《测量学》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水准仪的使用 验证 3 4~5 必开 

2 水准测量实施 综合 3 4~5 必开 

3 经纬仪的使用 创新 6 4~5 必开 

4 水平角测量 综合 3 4~5 必开 

5 竖直角测量 综合 3 4~5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水准仪的使用 

1.教学内容 

了解水准仪的一般构造及各部分螺旋的作用；反复练习粗平、瞄准、精平、

读数四项基本操作方法，用水准仪测量两点间的高差。 

2.教学目标 

掌握水准仪的构造及各螺旋的作用，掌握水准测量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水准测量实施 

1.教学内容 

水准测量的全过程。用水准测量方法测一条闭合水准（或支水准）路线。 

2.教学目标 

掌握水准测量的观测、记录、计算、检核方法，并且要求所测高差闭合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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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限差要求。 

实验项目 3：经纬仪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经纬仪的构造及各螺旋的作用，实地练习对中、整平、瞄准、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经纬仪的构造及各螺旋的作用，学会用光学对中器安置仪器，瞄准目标、

正确读数。 

实验项目 4：水平角测量 

1.教学内容 

用测回法观测水平角的观测、记录、计算方法。测回法观测水平角，盘左、

盘右观测角值之差不超过规定值。 

2.教学目标 

用测回法观测一个水平角，盘左、盘右观测角值之差不超过规定值（J6 光

学经纬仪不超过 40"）。 

实验项目 5：竖直角测量 

1.教学内容 

竖直角的观测、记录、计算方法。观测一个目标的竖直角，指标差互差不超

过规定值（J6 光学经纬仪不超过 15"）。 

2.教学目标 

用观测一个目标的竖直角，指标差互差不超过规定值（J6 光学经纬仪不超

过 15"）。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数据必须保持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能涂改、转抄和伪造。要求按

时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5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自动安平水准仪（NAL124）10 台 

光学经纬仪（J2-2）  10 台 

电子经纬仪（DT202C）10 台 

全站仪（RTS612）1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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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赵建三、王唤良，测量学[M]，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  

2. 参考书：钟孝顺, 聂让, 贺国宏，测量学[M]，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3. 

 

 

 

 

执笔人： 谢锋 

审批人： 肖为周 

完成时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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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OPM100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Electrical Engineering & 

Electronics Technology Bas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工程管理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交通运输、工程管理专业的大类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生

进一步巩固所学电工与电子技术中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

能掌握基本实验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电工电子仪表和电工电子实验设备进行

基本电路的测量及数据分析、处理；能正确分析和实现实验电路，合理布线和安

排仪器，以及分析、检查和判断、并排除实验电路故障；能独立完成相应实验项

目，并能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验现象及结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戴维南/诺顿定理验证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叠加定理/基尔霍夫定律验证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感性负载功率因数的提高 验证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戴维南/诺顿定理验证 

1.教学内容 

用开路电压法、短路电流法，以及半电压法等测定戴维南等效电路的参数和

诺顿等效电路的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可调直流电源、直流数字毫安表、直流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

等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熟悉可调直流电源、直流数字毫安表、直流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

等设备和仪表的使用方法。 

（3）掌握测量有源线性二端口网络等效参数所采用的开路电压法、短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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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法，半电压法等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2：叠加定理/基尔霍夫定律验证 

1.教学内容 

根据实验台所设计的实验线路模块，完成叠加定理／基尔霍夫定律的验证

测试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台的功能模块和实验线路的构成及原理。 

（2）熟悉实验电路中各个元件电压的测量和各个支路的电流测量方法。 

（3）掌握实验数据分析、比较、归纳、总结的方法以便得出实验结论，加

深对叠加定理和基尔霍夫定律的理解。 

实验项目 3：感性负载功率因数的提高 

1.教学内容 

测量与分析感性负载电路在采取不同电容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变化规律。 

2.教学目标 

（1）了解提高功率因数的实际意义。 

（2）熟悉交流电路的电压、电流测量方法，以及功率表的正确使用。 

（3）掌握提高功率因数的主要方法（电容补偿法）的电路连接方式，分析

电容参数选择与功率因数变化的规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秦曾煌主编，《电工学》（上、下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雷勇主编，《电工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王业淮  

审 批 人：  陶砚蕴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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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制图》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OPM1018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土木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fting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管理专业、交通运输专业 

实验室名称：土木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程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担负着培养学生基本工程素质的任务。本课程

AutoCad 软件为基础，通过相关实验内容，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计算机绘图所涉及的软件平台

及计算绘图的基本技能，掌握 AutoCAD 绘图的基本方法，训练借助于计算机绘图软件的绘

制工程图样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能力，训练学生手工绘图以及计算

机绘图能力，培养学生基本工程素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AutoCAD基本操作和图形编辑 综合性 3 1 必修 

2 尺寸标注及图层设置 综合性 3 1 必修 

3 绘制基本体和组合体三视图 综合性 6 1 必修 

4 绘制剖视图及零件图 综合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utoCAD 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1）掌握 AutoCAD 界面简介及图形设置、基本操作、基本概念及重要术

语。 

（2）掌握基本绘图命令 

（3）编辑命令：复制类编辑命令，擦除及恢复类命令，修改类命令等使用。 

（4）夹点功能及编辑图形元素属性：知识要点：利用夹点拉伸、移动、旋

转、缩放、镜像等编辑，利用对象特性编辑图素。 

2. 教学目标 

（1）了解 AutoCAD 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概念、功能及重要术语； 

（2）掌握 AutoCAD 基本操作，掌握绝对和相对直角坐标和极坐标及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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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单位、界限、图层等）设置等。 

（3）练掌握并灵活运用各种编辑命令，对象特性匹配，结合绘图命令绘制

复杂图形。 

实验项目 2：AutoCAD 尺寸标注及图层设置 

1.教学内容 

（1）掌握创建尺寸标注样式、编辑尺寸标注的方法 

创建各种尺寸标注样式，使用命令行与工具栏对各种尺寸标注进行尺寸线、

尺寸界限以及文字的标注。 

（2）掌握图层概念及设置、图层特性管理器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1）掌握各种尺寸标注样式的创建，掌握各种尺寸样式的修改； 

（2）掌握图层的概念，并在绘图过程中使用图层设置线型、颜色、线宽绘

制图形。 

实验项目 3：绘制基本体三视图和组合体三视图 

1.教学内容 

学习基本体的分类，基本体的尺寸标注。掌握基本体的三视图的布局以及绘

制步骤。掌握组合体三种组合方式叠加、切割和综合的三种方法，组合体的尺寸

标注和绘制方法、灵活运用对象追踪、极轴、对象捕捉以及辅助线等工具，保证

三视图的“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体的基本内容，基本体三视图的三等关系，掌握基本体三视

图的绘制程序。 

（2）掌握组合体的基本内容，过渡关系，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程序。 

实验项目 4：绘制剖面图及零件图 

1.教学内容 

学习剖视图的种类以及标注要求和方法，掌握剖视图的绘制步骤；学习零件

图的基本内容，零件图的技术要求与标注，掌握零件图的布局，零件图的绘制程

序。 

2.教学目标 

（1）熟悉剖视图的种类以及标注要求和方法，掌握剖视图的绘制步骤。 

（2）掌握零件图的基本内容，零件图的技术要求与标注，掌握零件图的布

局与绘制程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 

（1）上课按时出勤； 

（2）认真完成指定练习和操作； 

（3）认真撰写实验报告； 

（4）实验结束后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实验报告。 

（5）期末考核方式：现场限时操作，根据完成质量评分。 

实验要求： 

（1）熟练掌握 AutoCAD 基本操作； 

（2）熟练掌握图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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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练掌握 AutoCAD 尺寸标注及图层设置； 

（4）熟练掌握绘制基本体三视图； 

（5）熟练掌握绘制组合体三视图； 

（6）熟练掌握绘制剖视图； 

（7）熟练掌握绘制零件图。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人一台计算机，并安装 AutoCAD 软件，在土木工程实验室，共 54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①江景涛,画法几何与土木工程制图（第一版）,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0.3. 

②江景涛,画法几何与土木工程制图习题集（第一版）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0.3 

2. 参考书： 

①朱建国,建筑工程制图,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②朱育万,画法几何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执 笔 人：  李攀  

审 批 人：  陈甦  

完 成 时 间： 2016.03 

  

http://www.china-pub.com/search/power_search/power_search.asp?key1=�廪��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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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OPM2010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Drawing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专业、工程管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交通运输专业、车辆工程专业等专业所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

人才培养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是传授计算机制图的相关理论

知识，培养学生使用 AutoCAD 绘制二维图形、三维实体图形、阅读工程图样以

及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培养学生的专业制图技能和空间想象能力，

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计算机辅助绘图课程的上机操作是帮助学生掌握该课程基本理论知识的重

要手段，通过上机演示、练习、设计等环节，达到“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方法绘制相关图形，提高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培养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培养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

力、增强构建本专业相关领域中计算机实践应用的技巧和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几何图形的绘制 综合 3 1 必修 

2 机械零件的绘制 综合 4 1 必修 

3 三视图的绘制 综合 4 1 必修 

4 建筑平面图的绘制 综合 4 1 必修 

5 简单三维建模 综合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几何图形的绘制 

1.教学内容 

讲解 AutoCAD 基本绘图过程，重点讲解绘图环境设置、图层、基本绘图命

令、文字样式、尺寸标注等功能，老师演示某一几何图形的绘制，让学生自己完

成多组几何图形的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 AutoCAD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 

（2）熟悉绘图工作界面；掌握状态栏、工具栏等相关工具的功能。 

（3）掌握图层、绘图命令、文字和尺寸标注以及几何图形绘制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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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机械零件的绘制 

1.教学内容 

基本绘图命令和编辑方法的操作、图形属性、图层控制、图块、图案填充等

有关知识的讲解和演示，让学生自己完成多个机械零件的绘制，并写出基本的绘

图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绘图命令和修改命令的操作。 

（2）熟悉绘制基本图形的方法和技巧。 

（3）掌握图形的编辑方法和技巧，掌握图形快速、准确绘制的要领。 

实验项目 3：三视图的绘制 

1.教学内容 

讲解三视图的对应关系、绘制过程，演示某一三视图的绘制，让学生自

己绘制多个三视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视图的对应关系。 

（2）熟悉三视图绘制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步骤。 

（3）掌握三视图的绘制、补画等。 

实验项目 4：绘制建筑平面图 

1.教学内容 

详细讲解和演示建筑平面图的绘制过程和步骤，包括图幅、图框、标

题栏设置、填写标题栏、绘制定位轴线、轴线圈并标注轴线编号、绘制墙

线、门窗、散水及其他细部和尺寸标注等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建筑平面图的绘制过程和步骤。 

（2）熟悉绘制建筑平面图的方法和技巧。 

（3）掌握建筑平面图的编辑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5：简单三维建模 

1.教学内容 

详细讲解并演示三维建模命令的具体操作，以机械零件或四层宿舍楼

的操作步骤演示整个建模过程，让学生自己完成多个三维图形的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维建模的方法和步骤。 

（2）熟悉三维绘图必要的环境设置方法。 

（3）掌握三维建模和编辑命令的操作过程，以及应用 AutoCAD 制作简单

三维模型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察 AutoCAD 基础知识，重点考察图形绘制与编辑、图层设置与图形

之间的严密性、图形填充及标注，文字格式，文件输入、输出与打印的相关

知识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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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知识点 

一、基础理论知识（5%） 

二、文件及图层设置与基本操作（30%）  

三、图形绘制与编辑（30%） 

四、图形填充（5%） 

五、标注，文字格式（10%） 

六、图形之间的严密性（20%） 

参考样图，上机操作。按以下细则评定： 

90 分以上：对 Auto CAD 软件操作技法的运用熟练，图形、标注、文字格

式严谨，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图层设置清晰，对工程制图等相关课程的认

识清楚正确，并能综合运用各工具作出理想的设计作品。 

80---90 分：对 Auto CAD 软件操作技法的运用较为熟练，图形严谨，图层

设置清晰，对工程制图等相关课程有一定的认识，能利用各个工具的特点作出相

应的效果。 

70---80 分：对 Auto CAD 软件操作技法与技巧的运用较好，图形严谨，图

层设置基本清晰，对工程制图等相关课程认识不清，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有错误。 

60---70 分：缺乏 Auto CAD 软件操作的技巧与方法，图形欠严谨，图形之

间的比例关系有错误，图层设置欠清晰。 

60 分以下：对软件操作技法的掌握不够，软件应用能力较差，图形松散，

图层设置不清晰，图形之间的比例关系错误。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基本设备：电脑 55 台，投影仪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华顺刚，王磊等.AutoCAD2010 中文版应用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 

2.参考书：余桂英、AutoCAD2008 基础教程。 

姜勇，AutoCAD 建筑制图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年 11

月。 

 

  执 笔 人：  俄文娟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3 



 213 

《数据库原理与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UOPM2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原理与设计/Principles & Designing of DB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 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从系统的观点出发，以数据库技术为研究对象，对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及其应用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叙述。内容包括数据库模型、数据库系统结构、

关系数据库系统、SQL 语言、数据库维护、数据库设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技术新进展、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并行数据库系统

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能够使学生掌握数据库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

备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技能。 

数据库原理与设计是交通运输专业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通过实验教学，

使学生进一步加深理解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理论，学会数据库设计方法、DBMS

的使用，数据库系统的管理和维护，熟悉数据库技术的应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 
SQL Server 的安装及

管理工具的使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2 数据库及表的创建 综合性 3 1 必修 

3 数据库表的操作 综合性 3 1 必修 

4 视图的定义与操作 综合性 3 1 必修 

5 数据完整性管理 综合性 3 1 必修 

6 触发器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SQL Server 的安装及管理工具的使用 

1.教学内容 

1) 根据安装文件的说明安装数据库管理系统。在安装过程中记录安装的

选择，并且对所作的选择进行思考，为何要进行这样的配置，对今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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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2) 学会启动和停止数据库服务，思考可以用哪些方式来完成启动和停止。 

3) 掌握管理工具的使用 

   a)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使用 

 连接服务器的方法 

 查询编辑器的使用 

   b) 配置管理器的使用 

4) 了解数据库系统的逻辑组件： 

它们主要是数据库对象，包括基本表、视图、触发器、存储过程、约束

等。今后将学习如何操作这些数据库对象。 

2.教学目标 

1) 通过对某个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使用，了解 DBMS 的工作原理

和系统构架。 

2) 熟悉对 DBMS 的操作。 

实验项目 2：数据库及表的创建 

1.教学内容 

1) 启动 SQL Server2005：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SQL Server 2005－>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启动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管理系统。 

2) 登录数据库服务器： 

点击“连接到服务器“对话框中的连接按钮连接到 SQL Server 2005 数

据库服务器。 

3) 创建数据库 Student 

4) 在 Student 数据库中新建表”Student” 

2.教学目标 

本次实验了解 SQL Server 2005 的启动，熟悉如何使用 SSMS 和 SQL

建立数据库和表，并加深对于完整性的理解。 

实验项目 3：数据库的操作 

1.教学内容 

1) 单击工具栏中的“新建查询”按钮，并在弹出的“连接到服务器”对话

框中单击“连接”按钮，新建一个 SQL 脚本。 

2) 在 SQL 脚本中写数据查询语句执行。 

3) 方法一：在 SSMS 中插入、删除及修改数据。 

方法二：在查询编辑器中写 SQL 插入、删除及修改数据。 

2.教学目标 

1) 了解 SQL Server 2005 查询编辑器的启动，熟悉如何在 SQL Server 

2005 查询编辑器查询记录。 

2) 掌握 SELECT 语句的基本语法和查询条件表示方法。 

3) 掌握 GROUP BY 和 ORDER BY 子句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4) 掌握连接查询和子查询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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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深对更新操作时数据库中数据一致性问题的了解。 

6) 加深对约束条件在数据更新操作执行中的作用问题的了解。 

实验项目 4：视图的定义与操作 

1.教学内容 

1) 了解视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点。 

2) 掌握在 SQL Server 中创建视图的基本方法(包括在企业管理中创

建视图和用 create view 语句创建视图)。 

3) 掌握视图的数据查询。 

4) 掌握视图的管理和维护。 

5) 掌握通过视图修改基本表中的数据。 

2.教学目标 

1) 理解视图的作用。 

2) 熟练掌握用 SQL 语句来创建视图，对视图进行查询和修改等基

本操作 

3）加深对视图在关系数据库中作用的理解。 

实验项目 5：数据完整性管理 

1.教学内容 

1) 利用企业管理器为列创建 DEFAULT 约束、为列创建 CHECK 约

束、为列创建不允许为空约束、创建 PRIMARY KEY 约束和 FOREIGN 

KEY 约束。 

2) 利用企业管理器将各种完整性约束删除。 

3）利用 SQL 语句为列创建 DEFAULT 约束、为列创建 CHECK 约

束、为列创建不允许为空约束、创建 PRIMARY KEY 约束和 FOREIGN 

KEY 约束。 

4) 利用 SQL 语句将各种完整性约束删除。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完整性的概念以及如何保证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完整性。 

2) 掌握域完整性的实现方法。 

3) 掌握实体完整性的实现方法。 

4) 掌握参照完整性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触发器 

1.教学内容 

1) 创建触发器。 

2) 触发器执行触发器。 

3) 验证约束与触发器的不同作用期。 

4) 删除新创建的触发器。 

2.教学目标 

1) 掌握触发器的创建、修改和删除操作。 

2) 掌握触发器的触发执行。 

3) 掌握触发器与约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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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 格式规范，书写清晰； 

2) 要求给出具体的 SQL 语句； 

3) 给出运行结果； 

4) 进行相应部分的实验小结。 

2、考核方式 

1) 每次实验课结束时有指导老师现场根据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进

行评分； 

2) 评分过程依据实验结果（70％）和 SQL 语句的合理性及可读性

（30％）进行打分； 

3)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台式计算机，安装有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或者 Windows7 操作系统、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现有 1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王珊、萨师煊，《数据库系统概论》（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出版 

2.参考书： 

[1] 冯玉才。数据库基础。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2] 施伯乐，何继潮、崔靖。关系数据库的理论及应用。郑州：河南科技出

版社出版社，1990。 

[3] 俞盘祥，沈金发。数据库系统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4] 王珊，陈红。数据库系统原理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5] 王珊。数据库系统基础。北京：铁道出版社，1998. 

 

 

 

执 笔 人：  孙玉娥  

审 批 人：  吴澄 

完 成 时 间： 2016.03 

  

http://www.youlu.net/search/result/?author=%cd%f5%c9%ba+%c8%f8%ca%a6%ec%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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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UOPM2019                课程学分：1.5 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交通运输系统工程/ 

                            Transport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 32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交通运输 

实验室名称：交通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讲述了如何以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认识、

分解、分析和描述交通运输系统，培养以系统思想和系统分析方法处理交通运输

问题的能力。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运输系统工程概论、运输系统分析与模型、

运输系统预测、运输系统网络计划技术、运输系统模拟与评价、运输系统决策方

法等。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掌握交通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关键技术，能应

用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交通与物流规划、交通网络规划与系统设计等方面

的理论性问题，具有在该领域进行规划与设计的必备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公共交通换乘枢纽

选址方法 
创新性 2 2 必修 

2 

车辆尾气排放收费

政策实施效果的数

值仿真实验 

综合性 2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公共交通换乘枢纽选址方法 

1.教学内容 

1）掌握交通方式选择/交通分配组合交通模型的构成。 

2）掌握交通方式选择/交通分配组合交通模型求解算法及程序编制方法。 

3）交通调查数据基本处理方法，包括交通小区、交通网络、O-D 数据、

交通量数据的矩阵表示与处理方法。 

4）Matlab 软件基本操作及程序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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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分离式四阶段模型的缺点，掌握四阶段组合模型的基本构成及组

合方法。 

（2）掌握交通超级网络及超级交通网络模型构建的基本概念。 

（3）掌握连续平均法的最优求解原理及方法。 

（4）掌握最短路程序编制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2：车辆尾气排放收费政策实施效果的数值仿真实验 

1.教学内容 

1）掌握出行者交通效用函数构建方法。 

2）掌握宏观交通管理政策的模型化表示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离式四阶段模型的缺点，掌握四阶段组合模型的基本构成及组

合方法。 

（2）掌握交通管理政策与交通流量、交通方式分担率之间的敏感性分析方

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实验课程的考核方式：考试以笔试或操作等形式进行。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评定，由期末考试与平时成绩综合给出，平

时成绩占 70%，期末考试成绩占 30% 

2．考核要求 

要求学生利用 Matlab 软件编制求解算法程序，根据利用求解程序，分析交通

运输系统工程中可能出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交通事件引起的交通系统全局

性变化，并开展成因分析，根据实验设计内容撰写形成实验报告，并进行 PPT

汇报课件的写作。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Matlab 数值计算软件、Vissim 交通仿真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王殿海，交通系统工程，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2.参考书： 

①何显慈、马川生，交通系统工程：交通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华中理工大学

出版社，1989 

②黄海军，城市交通网络平衡分析: 理论与实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③陈琳，城市交通网络流理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  张勇  

审 批 人：  肖为周  

完 成 时 间：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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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UOPM3011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工程管理专业、交通运输专业 

实验室名称：土木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工程力学是工程管理专业的学位课程，交通运输专业的大类基础课程。通过

该课程培养学生运用力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分为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部分，具体内容包括质点、质点系以及刚体的平衡

规律，平衡方程的应用，材料力学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常用材料的基本力学

性质、试验方法，较复杂受力杆件的应力、变形、强度、刚度的计算方法以及压

杆稳定问题。 

工程力学实验是工程力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实践性环节。工程力学中的一些理

论和公式是建立在实验、观察、推理、假设的基础上的,其正确性需通过实验来

验证。学生通过做实验，用理论来解释、分析实验结果，又以实验结果来证明理

论，互相印证，达到巩固理论知识和学会实验方法的双重目的。 

本实验教学应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1) 使学生初步掌握工程力学实验的基本技能； 

(2) 通过拉伸、压缩和扭转等实验（演示性实验，占 33.3%学时），使学生

认识材料的力学行为、学会利用实验来测定材料的屈服极限、强度极限等力学参

数； 

(3) 通过纯弯曲梁正应力实验（验证性实验，占 33.3%学时），使学生初步

掌握工程力学理论（如本实验基于平面假设的梁的弯曲理论）的验证方法和基本

结论，加深学生对该理论正确性和适用性的理解； 

(4) 通过薄壁圆管弯扭组合变形测定实验（综合性实验，占 33.3%学时），

使学生初步掌握实验应力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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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金属材料拉伸实验 验证性 1 25-30 必修 

2 金属材料压缩实验 验证性 1 25-30 必修 

3 金属材料扭转实验 验证性 1 25-30 必修 

4 纯弯曲梁正应力实验 验证性 3 2-4 必修 

5 薄壁圆管弯扭组合变形测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金属材料拉伸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低碳钢拉伸时的屈服极限 σs、强度极限 σb、延伸率 δ、断面收缩率 ψ；

测定铸铁拉伸时的强度极限 σb 等主要力学性能指标；绘制拉伸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万能材料试验机的构造、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2）掌握低碳钢、铸铁在拉伸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现象； 

（3）掌握材料拉伸时力学性质的测定方法； 

（4）掌握对实验数据处理及实验结果分析比较的方法。 

实验项目 2：金属材料压缩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低碳钢压缩时的屈服极限 σs；测定铸铁压缩时的强度极限 σb。 

2.教学目标 

（1）掌握低碳钢、铸铁在压缩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现象； 

（2）掌握材料压缩时力学性质的测定方法； 

（3）掌握对实验数据处理及实验结果分析比较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金属材料扭转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低碳钢扭转时的屈服极限 τs、强度极限 τb、扭转角 ψ；测定铸铁扭转

时的强度极限 τb 等各项主要力学性能指标；绘制扭转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材料扭转试验机的构造、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2）掌握低碳钢、铸铁在扭转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现象； 

（3）掌握材料扭转时力学性质的测定方法； 

（4）掌握对实验数据处理及实验结果分析比较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纯弯曲梁正应力实验 

1.教学内容 

用应变仪测定直梁承受纯弯曲时横截面上正应力分布规律，并验证直梁弯

曲时的正应力公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阻应变仪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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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根据测试要求拟定实验方案、合理布贴应变片并组织实验测试的

具体方法； 

（3）掌握测定直梁承受纯弯曲时的正应力分布规律，并验证直梁弯曲时正

应力公式的具体方法。 

实验项目 5：薄壁圆管弯扭组合变形测定 

1.教学内容 

用电阻应变仪测定截面上的弯矩、扭矩和剪力，并验证梁的弯扭组合变形

理论。 

2.教学目标 

（1）掌握根据测试要求拟定实验方案、合理布贴应变片并组织实验测试的

具体方法； 

（2）掌握测定截面上的弯矩、扭矩和剪力，并验证梁的弯扭组合变形理论

的具体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及实验报告等。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本课程实验不作为单独课程进行考核，实验教学

部分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2.实验要求 

(1)遵守实验室纪律，自觉维护实验室秩序； 

(2)实验操作应严格按照流程，安全正确使用仪器，确保实验操作有效； 

(3)实验报告应书写整齐，绘图清楚准确；严格按照原始测量数据进行计算

和分析；对出现的误差应扼要地说明原因；按时提交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现有 4 台) 

2、电子扭转试验机(现有 1 台) 

3、纯弯曲梁实验台(现有 8 台)+电阻应变仪(现有 16 台) 

4、弯扭组合实验台(现有 16 台)+电阻应变仪(现有 1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①单辉祖、谢传锋合编.《工程力学（静力学与材料力学）》.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 

    2.参考书： 

①王杏根、高大兴、徐育澄主编.《工程力学实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②刘鸿文、吕荣坤编.《材料力学实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  陈蕾  

审 批 人：  陈甦  

完 成 时 间： 201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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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1003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机械制图（二）/Mechanical Drawing Ⅱ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绘制和阅读机械工程图样的基本能力；解决空间几何问

题的图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空间分析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

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为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解决机

械技术问题，以及学习后继课程和新的科学技术，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教学围绕绘制和阅读机械工程图样展开。通过绘图实践，要求学

生掌握绘图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加深对《机械制图（二）》课程相关理论知识

的理解。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抄画零件图 验证 3 1 必修 

2 绘制轴类零件图 综合 3 1 必修 

3 绘制箱体类零件图 综合 3 1 必修 

4 绘制装配体 I 综合 3 1 必修 

5 绘制装配体 II 综合 3 1 必修 

6 拆画零件图 设计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抄画零件图 

1. 教学内容 

看懂所绘零件图，根据所给零件的尺寸，选用合适的图幅和比例，抄画该零

件图。要求布图合理，粗细线条均匀一致，尺寸标注完整清晰准确，书写工整规

范。 

2.教学目标 

了解绘制零件图的方法和作图步骤，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 

实验项目 2：绘制轴类零件图 

1.教学内容 

根据所给轴类零件的轴测图，分析其结构特点，选用合理的表达方法，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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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该结构的零件图。要求布图合理，粗细线条均匀一致，尺寸标注完整清晰准确，

书写工整规范。 

2.教学目标 

了解绘制零件图的方法和作图步骤，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 

实验项目 3：绘制箱体类零件图 

1.教学内容 

根据所给箱体类零件的轴测图，分析其结构特点，选用合理的表达方法，绘

制该零件图。要求布图合理，粗细线条均匀一致，尺寸标注完整清晰准确，书写

工整规范。 

2.教学目标 

了解绘制零件图的方法和作图步骤，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 

实验项目 4：绘制装配体 I 

1.教学内容 

了解所给装配体的示意图、轴测装配图，掌握其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认真

识读组成该装配体的零件的零件图，分析该装配体的装配路线。通过分析选用合

理的图幅和比例绘制该装配体草图。 

2.教学目标 

了解绘制装配图的方法和作图步骤，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 

实验项目 5：绘制装配体 II 

1.教学内容 

在实验项目 4 的基础上，根据所给装配体的示意图、轴测装配图、工作原理

及结构说明；以及组成该装配体的零件图，绘制该装配体的装配图。要求布图合

理，粗细线条均匀一致，尺寸标注清晰准确，书写工整规范。 

2.教学目标 

了解绘制装配图的方法和作图步骤，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 

实验项目 6：拆画零件图 

1.教学内容 

根据所给装配图，准确拆画出指定零件的零件图。要求充分理解该装配体的

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及装配路线，根据拆画零件在装配体中的作用选择合理的图

幅和比例，绘制其零件图。 

2.教学目标 

熟悉装配体的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掌握绘制零件图的方法和作图步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数据必须保持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能涂改、转抄和伪造。要求按

时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4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 

图板、丁字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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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朱辉，单鸿波等，《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2. 参考书：朱辉等，《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习题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执 笔 人：  王莲芝  

审 批 人：  李双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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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结构与原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VEEN1013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车辆结构与原理实验/ 

                          Structure & Principles of Vehicle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根据《车辆结构与原理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学院现有实验实施及本课程

教改经验，车辆结构与原理实验教学内容包括实验思想、实验设计、实验技术及

数据处理等四个方面，注重安排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实验，重视培养高年级学生

用实验方法研究车辆结构和原理，提高他们的科学探索意识。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认识DF4型内燃机车 综合性 4 1-3 必修 

2 测量转向架 综合性 5 1-3 必修 

3 
电力机车 DK1 型制

动机模拟操纵 
综合性 3 1-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1.认识 DF4 型内燃机车实验项目 

内容：参观 DF4 型内燃机车，认识 DF4 型内燃机车的车体、转向架、车钩

等主要组成部件。 

要求：掌握机车的主要组成，熟悉车体、转向架、车钩等部件的作用。能认

识车体、转向架和车钩的主要组成部件。 

2. 测量转向架 

内容：测量三轴或二轴转向架。 

要求：熟悉转向架的主要组成部件，通过测量二轴和三轴转向架结构，能绘

制转向架主要结构示意图，掌握转向架的基本结构组成和具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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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机车 DK1 型制动机模拟操纵 

内容： DK1 型制动机模拟操纵，进行制动机“五步闸”和“八步闸”试验。 

要求：过电力机车 DK1 型制动机的模拟操纵，熟悉制动机的组成和操作规

程，掌握制动机“五步闸”和“八步闸”操作规程，并能掌握制动手柄不同作用置时

制动缸压力变化，学会简单故障的应急处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学生每做完一个实验必须独立完成一篇实验报告。报告必须包括

的内容为：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所用器材、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原

始数据记录、数据处理、实验结果分析等。 

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出勤、课堂表现）加实验报告分数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实验课分数占

本课程总分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DF4 型内燃机车      1 台  

2.三轴转向架                     2 台 

3.二轴转向架                     8 台 

4.地铁车辆模拟驾驶仿真系统       1 套 

5.电力机车模拟驾驶仿真系统       1 套 

6. 电力机车 DK1 型制动机模拟操纵台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车辆结构与原理实验讲义》苏州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实验中心编 

参考书：商跃进主编，《动车组车辆构造与设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  王学忠  

审 批 人：  李双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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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1026                  课程学分：4.0 

课程名称（中/英）：材料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课程学时：81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材料力学是变形固体力学入门的技术基础课。教育目的是：构筑作为工程技

术根基的知识结构，为工程结构的计算提供理论依据和计算方法。通过揭示杆件

强度、刚度、稳定性等知识的发生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掌握从已知

的基本定律出发，利用理论分析，导出一些推论，并据此对具体机械系统的性能

进行预测的力学方法；同时以力学理论为指导，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发挥

其它课程不可替代的综合素质作用。 

材料力学实验是材料力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实践性环节。材料力学中的一些理

论和公式是建立在实验、观察、推理、假设的基础上的,其正确性需通过实验来

验证。学生通过做实验，用理论来解释、分析实验结果，又以实验结果来证明理

论，互相印证，达到巩固理论知识和学会实验方法的双重目的。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金属材料拉伸实验 验证 1 2 必修 

2 金属材料压缩实验 演示 0.5 2 必修 

3 金属材料扭转实验 演示 0.5 2 必修 

4 纯弯曲梁正应力实验 验证 1 2 必修 

5 
薄壁圆管弯扭组合变

形测定 
综合 2 2 必修 

6 压杆稳定性实验 验证 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1.金属材料拉伸实验 

要求：了解万能材料试验机的构造、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掌握材料拉伸时

力学性质的测定方法；观察比较低碳钢、铸铁在拉伸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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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内容：测定低碳钢拉伸时的屈服极限 σs、强度极限 σb、延伸率 δ、断面收

缩率 ψ；测定铸铁拉伸时的强度极限 σb 等主要力学性能指标。绘制拉伸图。 

2. 金属材料压缩实验 

要求：掌握材料压缩时力学性质的测定方法；观察比较低碳钢、铸铁在压缩

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现象；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内容：测定低碳钢压缩时的屈服极限 σs；测定铸铁压缩时的强度极限 σb。 

3. 金属材料扭转实验 

要求：了解材料扭转试验机的构造、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掌握材料扭转时力学性质

的测定方法；观察比较低碳钢、铸铁在扭转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现象；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并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内容：测定低碳钢扭转时的屈服极限 τs、强度极限 τb、扭转角 ψ；测定铸铁

扭转时的强度极限 τb 等各项主要力学性能指标。绘制扭转图。 

4. 纯弯曲梁正应力实验 

要求：了解电阻应变仪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根据测试要求拟定实验方案，

合理布贴应变片并组织实验测试；测定直梁承受纯弯曲时的正应力分布规律，并

验证直梁弯曲时的正应力公式。 

内容：用应变仪测定直梁承受纯弯曲时横截面上正应力分布规律，并验证直

梁弯曲时的正应力公式。 

5.薄壁圆管弯扭组合变形测定 

要求：根据测试要求拟定实验方案，合理布贴应变片并组织实验测试；测定

截面上的弯矩、扭矩和剪力，并验证梁的弯扭组合变形理论。 

内容：用电阻应变仪测定截面上的弯矩、扭矩和剪力，并验证梁的弯扭组合

变形理论。 

6.压杆稳定性实验 

要求：通过实验了解影响压杆稳定性的因素，临界载荷的概念。验证欧拉公

式。 

内容：通过细长杆试件和各种支承座（两端铰支，一端铰支另一端固支，两

端固支等）的压杆稳定试验。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书写整齐，绘图清楚准确； 

(2)严格按照原始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 

(3)对出现的误差应扼要地说明原因；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及实验报告等。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本课程实验不作为单独课程进行考核，实验教学

部分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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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现有 4 台) 

2、电子扭转试验机(现有 1 台) 

3、纯弯曲梁实验台(现有 8 台，每台可同时分 2 组进行)+电阻应变仪(现有 16

台) 

4、弯扭组合实验台(现有 16 台)+电阻应变仪(现有 16 台) 

5. 压杆稳定性装置(现有 16 台)+电阻应变仪(现有 1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单辉祖编.《材料力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参考书：王杏根、高大兴、徐育澄主编.《工程力学实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2 

刘鸿文、吕荣坤编.《材料力学实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  姚林泉  

审 批 人：  李双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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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概论》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1030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Introduction to Urban Mass Transportatio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等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土木工程实验室、交通工程实验室等 

一、课程简介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课程的教学，以帮助学生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有一个

概括性的了解，主要了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联系，以及各子系统中

复杂设备的构造及功能，并使学生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概念为原则，达到理论部分

深入了解、技能部分广泛认知的教学目标，最终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的探究习惯、积累科学的学习方法，为后续的、各个方向的技术基础课程和

专业课程奠定坚实基础的目的。主要教学内容有：城市轨道交通概述；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土木工程；城市轨道交通的轨道结构；轨道交通车辆；城市轨道

交通供电与牵引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与通信系统；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以

多媒体教学为主。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轨道交通总体认识 演示 2 20 必修 

2 车辆总体结构认识 演示 1 20 选修 

3 信号控制及行车安全 演示 1 20 选修 

4 运营组织管理 演示 2 2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建立对轨道交通各个基本系统的基本认识，尤其是道路、桥涵、车辆、牵引

供电等。要求学生加深对车辆基本结构的认识：包括转向架各个关键环节、车钩、

车体等。 

1. 轨道交通总体认识：建立对轨道交通的道路、桥涵、车辆、牵引供电等

环节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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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辆总体结构认识：了解车辆总体结构各部分及相互关系 

3. 信号控制及行车安全：了解车辆信号控制原理 

4. 运营组织管理：了解车辆运营组织过程和基本设计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勤：按学生出勤情况计分。请假必须有书面请假条作为凭证，病假一次

扣 1 分，事假一次扣 2 分，无故旷课一次扣 5 分，长期病假酌情扣分。 

2．实验过程表现：评价学生在学习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从事课程

学习活动所具有的好奇心、求知欲、是否遵守纪律；观察、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

参与课堂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实验报告：评价学生实验后实验作业的完成情况，根据作业完成水平评

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道桥模型、各种车辆模型，各种转向架，多种车辆制动系统，受电弓模型。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姚林泉、汪一鸣等，城市轨道交通概论，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2、参考书：谈复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概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执 笔 人：  何英萍  

审 批 人：  李双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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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0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工电子技术（一）/Electrical & Electronics 

Technology(I)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专业的大类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

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电工学中电工技术部分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要

求学生能掌握基本实验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电工仪表和电工实验设备进行基

本电路的测量及数据分析、处理；能正确分析和实现实验电路，合理布线和安排

仪器，以及分析、检查和判断、并排除实验电路故障；能独立完成相应实验项目，

并能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验现象及结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戴维南/诺顿定理验证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叠加定理/基尔霍夫定律验证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感性负载功率因数的提高 验证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戴维南/诺顿定理验证 

1.教学内容 

用开路电压法、短路电流法，以及半电压法等测定戴维南等效电路的参数和

诺顿等效电路的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可调直流电源、直流数字毫安表、直流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

等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熟悉可调直流电源、直流数字毫安表、直流数字电压表、数字万用表

等设备和仪表的使用方法。 

（3）掌握测量有源线性二端口网络等效参数所采用的开路电压法、短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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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法，半电压法等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2：叠加定理/基尔霍夫定律验证 

1.教学内容 

根据实验台所设计的实验线路模块，完成叠加定理／基尔霍夫定律的验证

测试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台的功能模块和实验线路的构成及原理。 

（2）熟悉实验电路中各个元件电压的测量和各个支路的电流测量方法。 

（3）掌握实验数据分析、比较、归纳、总结的方法以便得出实验结论，加

深对叠加定理和基尔霍夫定律的理解。 

实验项目 3：感性负载功率因数的提高 

1.教学内容 

测量与分析感性负载电路在采取不同电容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变化规律。 

2.教学目标 

（1）了解提高功率因数的实际意义。 

（2）熟悉交流电路的电压、电流测量方法，以及功率表的正确使用。 

（3）掌握提高功率因数的主要方法（电容补偿法）的电路连接方式，分析

电容参数选择与功率因数变化的规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秦曾煌主编，《电工学》（上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雷勇主编，《电工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 笔 人：  王业淮  

审 批 人：  陶砚蕴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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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0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工电子技术（二）/Electrical & Electronics 

Technology(Ⅱ)                     

课程学时：45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专业的大类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实验使学

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电工学中电子技术部分的理论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的模拟电路

和数字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能掌握基本实验

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电子仪表和实验设备进行基本电路的测量及数据分析、

处理；能正确分析和实现实验电路，合理布线和安排仪器，以及分析、检查和判

断、并排除实验电路故障；能独立完成相应实验项目，并能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分

析实验现象及结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验证性 3 2 必修 

2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 验证性 3 2 必修 

3 组合逻辑电路实验分析 验证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常用电子仪器使用 

1.教学内容 

测量示波器内的校准信号；用示波器和交流毫伏表测量信号参数；两波形间

的相位关系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交流毫伏表、频率计、数

字万用表等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熟悉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直流稳压电源、交流毫伏表、频率计、数

字万用表等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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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双踪示波器观察测量正弦信号波形和读取波形参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2：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应用 

1.教学内容 

反相放大器、同相放大器、反相求和、反相积分器等常用线性电路的性能

测试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2）熟悉通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线性运算电路组成形式。 

（3）掌握通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线性运算电路的测试和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3：组合逻辑电路实验分析 

1.教学内容 

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逻辑分析和功能验证，特定功能的组合逻辑电路的测

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逻辑门电路芯片的引脚特性。 

（2）熟悉和掌握组合逻辑电路逻辑分析和功能验证的流程与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指导书中具体内容要求进行实验，并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文本以及全

部实验结果记录。指导老师根据实验指导过程中的实验操作及实验结果情况，结

合实验报告文本一起评定实验成绩。实验成绩将以 10%计入最终课程总评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工电子实验台     33 套 

双踪示波器         33 台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 台 

数字万用表         33 台 

毫伏表             3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自编资料 

2.参考书： 

（1）秦曾煌主编，《电工学》（下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汪一鸣黄旭胡勇陈红仙，《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  王业淮  

审 批 人：  陶砚蕴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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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与振动控制及测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08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噪声与振动控制及测试/ 

                          Noise and vibr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教师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噪声与振动控制及测试》主要分为基础篇、控制篇、运用篇三大部分。基

础篇利用较少的篇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振动基础和声学理论基础以及振动与噪

声控制的一般过程。本课程的重点是振动控制技术和噪声控制技术。在控制篇,

用五章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吸振、隔振、阻尼减振、吸声、隔声等专项控制技术。

在实际工程运用中,每一种专项控制技术并不是孤立的,在运用篇中介绍了消声器

与声屏障,它们是噪声控制各专项技术综合运用的典型例子。 

该课程实验教学涵盖测试系统构建及信号采集调理、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振

型测试、区域环境噪声和振动测试分析等内容。 

该课程旨在振动与声学方面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知识，使其掌握在振动与噪声

方面主要仪器的操作，具有从事减振降噪相关工作的能力与素养。学生学习本课

程后，应系统的掌握振动与声学的专业知识，了解振动噪声测量仪器的构造、相

应的测量方法以及操作步骤，切实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对实验仪器的操作能力，

使其具有与减振降噪技术相关的必备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测试系统构建及信号采集调理 验证 2 5~6 必修 

2 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振型测试 验证 2 4~5 必修 

3 区域环境噪声和振动测试分析 综合 2 4~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测试系统构建及信号采集和调理 

1.教学内容： 

选用合适的传感器采集某一运动部件（如转轴）的振动和噪声数据，利

用信号分析软件进行信号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与振动噪声相关的传感器以及信号采集和调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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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计算机测试系统的构建； 

（3）掌握振动和噪声信号分析软件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振型测试 

1.教学内容： 

了解激振器、加速度传感器、电荷放大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简支梁的固

有频率和振型；理解多自由度系统振型的物理概念；对机械振动有一定的感

性认识，形成机械振动的工程概念。 

2.教学目标： 

（1）了解激振法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固有振型； 

（3）掌握多自由度系统固有频率和振型的简单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3：区域环境噪声和振动测试分析 

1.教学内容： 

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区域（校园、地铁附近、闹市区等），进行环

境振动和噪声测试，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声学的基本术语和定义； 

（2）熟悉环境噪声和振动的相关测量方法和评价方法； 

（3）掌握噪声信号处理方法，能对所处环境的振动与噪声质量做出一定的

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数据必须保持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能涂改、转抄和伪造。要求按

时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4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振动与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2 套，简支梁模型 1 个，激振器 2 个，半消声室 1 个。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盛美萍，王敏庆，孙进才编著. 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基础（第 2 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2.参考书：张恩惠，殷金英，邢书仁编著.噪声与振动控制. 北京：冶金工业出

版社, 2012. 

3.参考书：徐世勤，王樯编著.工业噪声与振动控制（第 2 版）.北京：冶金工

业出版社, 1999. 

执 笔 人：  李双  

审 批 人：  姚林泉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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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控制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1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 /英）：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Control Principle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63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是全面介绍自动控制系统基本原理及其在机械工程中

的分析和设计方法的一门学科。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清晰地建立反馈控制

系统的基本概念，初步学会利用自动控制理论的方法来分析、设计自动控制系统，

本课程是自动化等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研究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

念、控制系统在时域和复域数学模型及其结构图和信号流图；究线性控制系统的

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以及校正和设计等方法。本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

控制理论与工程方面的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应用相关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实际能力，使其接受工科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提高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相

关知识的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验证性 3 1-2 必修 

2 典型系统的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综合性 3 1-2 必修 

3 线性系统的校正 综合性 3 1-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1.教学内容 

列出各典型环节的方框图、传递函数、模拟电路图、阶跃响应，对比阶跃输

入下理想响应曲线与实际响应曲线的差别，并分析原因。 

2.教学目标 

（1）熟悉并掌握 TD-ACC 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各典型环节模拟电路的构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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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熟悉各种典型环节的理想阶跃响应曲线和实际阶跃响应曲线。对比差异、

分析原因。 

实验项目 2：典型系统的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列出二阶系统环节的方框图、传递函数、模拟电路图、阶跃响应，分析典型

二阶系统稳定性。 

2.教学目标 

（1）研究二阶系统的特征参量  (、  n)  对过渡过程的影响。 

（2）研究二阶对象的三种阻尼比下的响应曲线及系统的稳定性。 

实验项目 3：线性系统的校正 

1.教学内容 

通过串联校正，实现系统动态性能和静态性能改善。 

2.教学目标 

（1）掌握系统校正的方法，重点了解串联校正。 

（2）根据期望的时域性能指标推导出二阶系统的串联校正环节的传递函数。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对实验前复习教材并预习实验讲义、实验过程中考核和实验报告成绩进行综

合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一台，TD-ACC+(或 TD-ACS)实验系统一套，现有 3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杨叔子.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2. 

2.参考书：胡寿松．自动控制原理．科学出版社，2007.6． 

 

 

 

执 笔 人：  杨剑宇  

审 批 人：  郑建颖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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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测试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15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车辆测试技术 / Vehicle test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9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不同类传感器测试系统灵敏度的测定；熟悉

YL-998C 传感器实验仪的使用方法，掌握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测试

电路的特点，验证不同结构形式电桥的灵敏度之间的关系；了解霍尔式传感器的

原理与特性，掌握采用直流激励典型测试电路，并验证电路；了解压电式传感器

的原理、结构及应用，掌握压电式传感器的动态响应测试。四个实验中有一个为

基础验证性实验，三个为综合性实验。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测试系统的工

作原理、结构特性以及测试方法。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金属箔式应变片性能—单臂电桥 验证性 3 3 必修 

2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

桥性能比较 
综合性 3 3 必修 

3 霍尔式传感器的特性—直流激励 综合性 3 3 必修 

4 压电传感器的动态响应实验 综合性 3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1. 金属箔式应变片性能—单臂电桥 

金属箔式应变片灵敏度的测定。 

了解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电桥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情况。 

2.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性能比较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结构形式；验证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电桥的

灵敏度；比较分析上述三种形式电桥的灵敏度关系。 

验证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的性能及相互之间关系。 

3. 霍尔式传感器的特性—直流激励 

霍尔式传感器灵敏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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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霍尔式传感器的原理与特性 

4．压电传感器的动态响应实验 

压电传感器电路结构特点；对信号的频率测定。 

了解压电式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由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两部分构成，实验结果占实验成

绩的 5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5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2、要求 

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实验的项目名称；（2）实验的任务目标；（3）实验所用到的实验设备； 

（4）绘制实验的接线图；（5）记录实验的过程、现象和数据；（6）实验结

果和数据分析；（5）实验小结、体会和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YL-998C 传感器实验仪     20 套 

双踪示波器               32 台 

万用表                   3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教材（测试技术实验指导书）. 

2、参考书：熊诗波，黄长艺.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执笔人： 黄伟国 

审批人： 姚林泉 

完成时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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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CAD 技术基础》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18                   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机械 CAD 技术基础/ Basics of machinery CAD  

课程学时：48                          实验学时：16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科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担负着培养学生基本工程素质的任务。本

课程以 AutoCAD 及 SolidWorks 软件为基础，通过相关实验内容，使学生了解计

算机辅助设计所涉及的常用软件平台，掌握计算机辅助二维、三维设计的基本技

能，掌握二维、三维绘图的基本方法，训练借助于计算机辅助绘图软件的绘制工

程图样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能力，训练学生计算机辅

助设计能力，培养学生基本工程素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AutoCAD 基本操作 综合性 4 1 必修 

2 绘制草图 综合性 4 1 必修 

3 绘制三维零件图 综合性 4 1 必修 

4 绘制工程图 综合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一：AutoCAD 基本操作 

主要内容： 

1、熟悉 AutoCAD 界面简介及图形设置、掌握基本操作、基本概念及重要

术语 

知识要点：AutoCAD 软件特点及功能、AutoCAD 界面、绘图环境（图层、

标注样式等）设置等。 

教学重点：绘图环境（图层、标注样式等）设置。 

2、掌握基本绘图及编辑命令 

知识要点：直线、矩形、圆、圆弧、点、多边形等图形画法、图形编辑基本

功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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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绘图命令及编辑命令的选择及使用。 

教学难点：运用命令行绘制各类基本图素。 

主要要求： 

通过本实验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AutoCAD 基本知识，掌握 AutoCAD 基本

操作，掌握绘图环境设置等。 

实验二：绘制草图 

主要内容： 

1、熟悉 SolidWorks 界面简介及常用用户设置、掌握基本操作、基本概念及

重要术语 

知识要点：SolidWorks 软件特点及功能、SolidWorks 界面、软件设置等。 

教学重点：软件特点的理解。 

2、掌握基本草图绘制及编辑命令 

知识要点：基本图形（直线、矩形、圆、圆弧、腰圆、样条曲线等）画法、

图形编辑功能（镜像、等距、裁剪、阵列等）的使用，形状及尺寸约束的应用。 

教学重点：基本图形的绘制、约束的应用。 

教学难点：约束的应用。 

主要要求： 

通过本实验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SolidWorks 基本特点，掌握 SolidWorks 草

图的基本操作，掌握草图约束的使用等。 

实验三：绘制三维零件图 

主要内容： 

1、熟悉常用三维建模特征，掌握拉伸、旋转、扫描等常用特征命令 

知识要点：拉伸基体（拉伸切除）、旋转基体（旋转切除）、扫描基体（扫描

切除）、异形孔向导、圆角、倒角、镜像、阵列、筋、抽壳、包覆、组合等基本

功能的使用。 

教学重点：拉伸基体（拉伸切除）、旋转基体（旋转切除）、扫描基体（扫描

切除）、异形孔向导命令的选择及使用。 

教学难点：特征所使用草图合法性的判断。 

2、掌握组合体零件绘制的方法 

教学要点：组合体零件的拆分及组合、零件绘制步骤的选择、参考几何体（基

准面、基准线、基准点等）的应用。 

教学重点：零件绘制步骤的选择。 

教学难点：参考几何体（基准面、基准线、基准点等）的应用。 

主要要求： 

通过本实验的学习，使学生熟悉 SolidWorks 实体建模的基本过程，掌握

SolidWorks 常用特征命令的基本操作，掌握组合体零件的绘制思路及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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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绘制工程图 

主要内容： 

1、掌握工程图的基本视图绘制方法，熟悉工程图模版的调用及调整方法。 

知识要点：工程图属性的调整方法、图纸格式的调整方法、零件向视图的调

用及调整方法、常用视图（剖视图、断裂视图、局部放大视图等）的绘制方法。 

教学重点：基本视图的布局及绘制方法、常用辅助视图（剖视图、断裂视图、

局部放大视图等）的绘制方法。 

教学难点：工程图模版的调用及调整方法。 

2、掌握工程图的标注方法 

教学要点：工程图常用标注（中心线、尺寸标注、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等）

功能的使用。 

教学重点：尺寸公差的标注、基准的标注、形位公差的标注、表面粗糙度的

标注。 

教学难点：体现设计意图的标注方式的选择。 

主要要求： 

通过本实验的学习，使学生熟悉 SolidWorks 工程图绘制的基本过程，掌握

SolidWorks 常用工程图命令的基本操作，掌握工程图的绘制步骤及方法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考核方式 

以实验态度 20%，实验方法 20%，实验图形为依据 60%，给出实验成绩。  实

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40%。 

2. 实验报告 

学生在每次实验课中，分步完成实验报告的各项任务，最后将所有成果进

行整理汇总，得到利用相关软件系统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utoCAD、SolidWorks 设计软件。电脑 1 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绘图，李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 月； 

2、参考书：AutoCAD 2006 标准教程，赵雪，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执 笔 人：  刘鑫培  

审 批 人：  李双  

完 成 时 间：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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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20                课程学分：2.0 

课程名称（中/英）：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Structural Modal Analysis and Tes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学生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模态分析是研究结构动力特性一种近代方法，是系统辨别方法在工程振动领

域中的应用。模态是机械结构的固有振动特性，每一个模态具有特定的固有频率、

阻尼比和模态振型。这些模态参数可以由计算或试验分析取得，这样一个计算或

试验分析过程称为模态分析。这个分析过程如果是由有限元计算的方法取得的，

则称为计算模态分析；如果通过试验将采集的系统输入与输出信号经过参数识别

获得模态参数，称为试验模态分析。通常，模态分析都是指试验模态分析。 

本课程将系统地介绍模态分析及参数辨识理论、模态测试技术、各种频域及

时域参数辨识方法、载荷识别、结构动力学修改、灵敏度分析及模态综合技术，

并给出大量应用实例。对从事振动与噪声控制、故障诊断、结构动力分析等有关

工程技术工作有重要作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测试系统构建及信号

采集调理 
验证 2 5~6 必修 

2 
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

振型测试 
验证 3 4~5 必修 

3 简支梁试验模态分析 验证 3 4~5 必修 

4 悬臂梁试验模态分析 验证 3 4~5 必修 

5 
转子实验台动态特性

测试 
综合 3 4~5 必修 

6 平板结构模态测试 设计 4 4~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测试系统构建及信号采集和调理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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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合适的传感器采集某一运动部件（如转轴）的振动和噪声数据，利

用信号分析软件进行信号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与振动噪声相关的传感器以及信号采集和调理装置； 

（2）熟悉计算机测试系统的构建； 

（3）掌握振动和噪声信号分析软件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振型测试 

1.教学内容： 

了解激振器、加速度传感器、电荷放大器的工作原理；测量简支梁的固

有频率和振型；理解多自由度系统振型的物理概念；对机械振动有一定的感

性认识，形成机械振动的工程概念。 

2.教学目标： 

（1）了解激振法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简支梁的固有频率和固有振型； 

（3）掌握多自由度系统固有频率和振型的简单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3：简支梁试验模态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模态分析基本原理、模态测试及分析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实验模态分析的基本方法，了解多点激励（锤击）单点响应实验方法。

了解简支梁在各阶固有频率之下的实际振动情况。 

实验项目 4：悬臂梁试验模态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实验原理；用频响函数的幅值谱或虚部谱，求出各阶主振型；利用加速

度频响函数求出各阶主振型。 

2.教学目标 

掌握用位移频响函数的幅值谱、虚部谱或加速度频响函数求出各阶主振型。 

实验项目 5：转子实验台动态特性测试 

1.教学内容 

学习使用转子试验台；自主完成转子试验台振动和噪声的测量、信号采集；

对转子试验台的动态特性进行分析评价。 

2.教学目标 

加深对振动和噪声测试理解以及综合运用；能够独立对试验台设计实验，测

试、信号采集以及动态特性分析评价。 

实验项目 6：平板结构模态测试 

1.教学内容 

熟悉四边简支和四边固支平板的理论模态；自行制作一个四边简支或四边固

支平板，对其模态进行测试；将试验模态与理论模态对比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平板结构的模态测试和分析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数据必须保持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能涂改、转抄和伪造。要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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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4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振动与噪声测试分析系统 2 套，简支梁模型 1 个，转子实验台 2 个，激振器

2 个，功率放大器 2 个，模态测试分析软件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曹树谦，张文德，振动结构模态分析—理论实验与应用（第 2 版），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4.  

2. 参考书：傅志方,华宏星，模态分析理论与应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执 笔 人：  李双  

审 批 人：  姚林泉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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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程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2030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汽车工程基础/Basics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48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实验室名称：车辆工程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汽车工程基础》是车辆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类课程，本课程涵盖

了汽车的发展历史，汽车的分类、性能、各组成部分的基本结构原理、车身和电

气设备、设计、制造、材料、试验、使用、驾驶的基本方法、营销、保险、保养、

美容、修理、检测、更新报废以及汽车部分新结构和新技术等方面，系统和全方

位的进行了论述。 

该课程实验教学主要涉及到汽车基本结构，汽车电气设备组成、汽车主被动

安全技术以及汽车发动机拆装等实验环节。 

该实验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对车辆基本结构的

直观认知，使其掌握汽车结构基本组成及各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作用，清楚汽车发

动机内部基本结构及各组成部分的功用，了解现代车辆主被动安全技术的应用及

原理。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厢轿车基本结构认知 演示 3 10~15 必修 

2 发动机拆装 综合 3 5~1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三厢轿车基本结构认知 

1.教学内容： 

三厢轿车基本结构组成，发动机舱，乘员舱，后备箱三者划分依据。汽

车底盘中传动系布局对整车行驶性能影响，转向系统的转向梯形结构，制动

系统组成分类。 

2.教学目标： 

（1）熟悉车辆基本结构； 

（2）熟悉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器与电子设备四大组成； 

（3）了解车辆类型的基本划分依据，了解现代汽车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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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发动机拆装实验 

1. 教学内容： 

掌握发动机的基本结构组成；拆装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各项装配、

调整、调试的技术数据和方法；工具和量具的正确选用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拆装前，了解发动机的基本结构，熟知发动机拆装的流程和规范； 

（2）熟悉各零部件的装配顺序和关键零部件的标记； 

（3）了解发动机测试相关项目。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数据必须保持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能涂改、转抄和伪造。要求按

时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包括出勤考核与实验报告考核两方面。出勤考核占实验成绩

的 40%，实验报告考核占实验成绩的 6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解剖车辆 1 台；发动机 4 台；变速机构 1 台；前后桥各 1 台；鼓式制动器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大维主编. 汽车工程概论（第 1 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2.参考书：陈家瑞主编.汽车构造（第 3 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3.参考书：于增信等编著.汽车发动机构造、构造原理与维修. 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4. 

 

执 笔 人：  尉迟志鹏  

审 批 人：  姚林泉  

完 成 时 间： 201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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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VEEN3019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Software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实验室名称：信号控制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大纲根据《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对学生实验能力培养

要求而制定。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01 指针与函数 验证性 0.5 5 必修 

02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验证性 0.5 5 必修 

03 
标准（库）函数与编译

预处理 
验证性 0.5 5 必修 

04 数组与指针 验证性 0.5 5 必修 

05 顺序文件应用 验证性 0.5 5 必修 

06 排序与查找 验证性 0.5 5 必修 

07 单链表应用 验证性 0.5 5 必修 

08 
表的分组查询和统计

查询 
验证性 0.5 5 必修 

09 视图的定义及使用 验证性 1 5 必修 

10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

设计（成绩管理系统或

图书管理系统） 

验证性 1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指针与函数 

1.教学内容 

指针与函数之间的关系，指针的使用方法，函数的定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指针与函数之间的关系，指针的使用方法，函数的定义， 

（2）熟悉指针与函数之间的关系，指针的使用方法，函数的定义， 

（3）掌握指针与函数之间的关系，指针的使用方法，函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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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使用方法， 

（2）熟悉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3）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标准（库）函数与编译预处理 

1.教学内容 

标准库函数的编译和预处理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标准库函数的编译和预处理方法， 

（2）熟悉封装函数的方法， 

（3）掌握封装自己的库函数和头文件。 

实验项目 4：数组与指针 

1.教学内容 

数组与指针的区别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组和指针的区别，使用方法， 

（2）熟悉数组和指针的使用方法，区别， 

（3）掌握数组和指针的常用方法。 

实验项目 5：顺序文件应用 

1.教学内容 

顺序文件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顺序文件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2）熟悉顺序文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顺序文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排序与查找 

1.教学内容 

排序与查找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排序和查找存在的各种方法， 

（2）熟悉排序的各种方法，如冒泡排序等， 

（3）掌握冒泡排序，快速查找等常用排序与查找的方法。 

实验项目 7：单链表应用 

1.教学内容 

单链表的使用及相关函数调用。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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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单链表相关函数及其子函数， 

（2）熟悉单链表相关函数的调用和， 

（3）掌握程序的调试及单链表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8：表的分组查询和统计查询 

1.教学内容 

链表的分组查询方法和统计查询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表的分组查询和统计查询方法的使用，加深对表的理解， 

（2）熟悉分组查询和统计查询的相关方法， 

（3）掌握分组查询和统计查询的相关用法，能够按一定条件快速查询。 

实验项目 9：视图的定义及使用 

1.教学内容 

视图的定义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视图的定义和相关方法的使用，加深图视图的理解， 

（2）熟悉视图的相关使用方法， 

（3）掌握视图的相关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0：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设计（成绩管理系统或图书管理系

统） 

1.教学内容 

对数据库进行整体介绍和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和工作原理， 

（2）熟悉数据库的使用和维护，小型数据库的建立， 

（3）掌握数据库的使用和维护，小型数据库的建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预习报告、实验过程中考核和实验报告成绩综合评分。 

2.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的最后阶段是实验总结，即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绘制波形和图表、

分析实验现象、撰写实验报告。每位实验参与者都要独立完成一份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编写应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验结果与理论有

较大出入时，不得随意修改实验数据和结果，不得用凑数据的方法来向理论

靠拢，而是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实验数据和结果，解释实验现象，找出引起较

大误差的原因。 

实验报告的一般格式如下： 

（1）实验名称、专业、班级、实验学生姓名、同组者姓名和实验时间。 

（2）实验目的、实验线路、实验内容。 

（3）实验设备、仪器、仪表的型号、规格、铭牌数据及实验装置编号。 

（4）实验数据的整理、列表、计算，并列出计算所用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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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画出与实验数据相对应的特性曲线及记录的波形。 

（6）用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明确的结论。 

（7）对实验中出现的某些现象、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写出心得体

会，并对实验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8）实验报告应写在一定规格的报告纸上，保持整洁。 

（9）每次实验每人独立完成一份报告，按时送交指导教师批阅。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45 台 

数据库服务器 2 台 

校园网络 

六、教材及实验指导书名称： 

徐士良、葛兵，《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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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批 人：  郑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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