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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081010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普通物理实验/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理学、工学、教育学、医学各相关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对普通物理实验中有关误差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

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从而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以及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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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综合性 4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2 长度和密度的测量 验证性 3 1 必开 

3 温度的电测法 综合性 3 1 必开 

4 杨氏模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5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6 弦振动的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7 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8 用落球法测液体的粘度系数 综合性 3 1 必开 

9 用直流电桥测量电阻 设计性 3 1 选开 

10 磁滞回线的测定 综合性 3 1 选开 

11 霍耳效应测磁感强度 验证性 3 1 选开 

12 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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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3 用透射光栅测定光波波长 综合性 3 1 必开 

14 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 综合性 3 1 必开 

15 示波器的使用 综合性 6 1 必开 

16 灵敏电流计的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17 油滴实验 综合性 3 1 必开 

18 牛顿环与劈尖干涉 综合性 3 1 必开 

19 偏振面的旋转和旋光仪 综合性 3 1 必开 

20 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 设计性 3 1 必开 

21 CCD 单缝衍射相对光强分布的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22 激光全息照相 综合性 3 3-4 必开 

23 空气中声速的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24 普朗克常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1 选开 

25 振动法测材料的杨氏模量 设计性 4 2 选开 

26 真空的获得与测量 设计性 6 3-4 选开 

27 纳米薄膜的制备 设计性 6 3-4 选开 

28 冷却法测量金属的比热容 设计性 3 1 必开 

29 RLC 电路谐振特性的研究 设计性 3 1 必开 

30 椭圆偏振仪测量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 设计性 3 2 选开 

31 等离子体的产生 创新性 6 3-4 选开 

32 等离子体参量的静电探针测量 创新性 4 3-4 选开 

33 等离子体参量的发射光谱测量 创新性 4 3-4 选开 

34 纳米薄膜的红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创新性 4 3-4 选开 

35 纳米薄膜的紫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创新性 4 3-4 选开 

36 固体材料浸润性能的水接触角测量 创新性 4 3-4 选开 

 

序号 1—36 对应的实验适用于所有专业，每学期从中选取 54 课时的实验内容。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绪论 

1.教学内容 

讲授物理实验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的基本要求、注意事项； 

（2）熟悉误差理论； 

（3）掌握数据处理基础知识。 

实验项目 2：长度和密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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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不确定度估算，测量固体的密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 

（2）掌握固体密度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3：温度的电测法 

1.教学内容 

热电偶的定标及测温 

2.教学目标 

掌握热电偶的定标和测温方法； 

实验项目 4：杨氏模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量金属丝杨氏模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拉伸法测量金属丝杨氏模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5：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拉脱法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弦振动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测量波速 

2.教学目标 

用驻波测出波速。 

实验项目 7：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物体的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扭摆法测量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8：用落球法测液体的粘度系数 

1.教学内容 

落球法测液体的粘度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落球法测液体（蓖麻油）的粘度系数的原理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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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用直流电桥测量电阻 

1.教学内容 

直流电桥测电阻 

2.教学目标 

掌握直流电桥测电阻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0：磁滞回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 

2.教学目标 

用磁滞回线仪测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 

实验项目 11：霍耳效应测磁感强度 

1.教学内容 

测量磁感强度 

2.教学目标 

用霍耳效应测量仪测量磁感强度。 

实验项目 12：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掌握分光计的调节方法，测定三棱镜的顶角和折射率 

2.教学目标 

掌握分光计的调节原理和使用方法，测定三棱镜的顶角和折射率。 

实验项目 13：用透射光栅测定光波波长 

1.教学内容 

用光栅测波长，由波长测光栅常数 

2.教学目标 

掌握用光栅测波长及由波长测光栅常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迈克耳逊干涉仪的使用方法，测量单色光的波长 

2.教学目标 

掌握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方法，测量单色光的波长。 

实验项目 15：示波器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观察利萨如图形 

2.教学目标 

（1）学习使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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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 

（3）通过观察利萨如图形，加深对振动合成概念的理解。 

实验项目 16：灵敏电流计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测定灵敏电流计内阻及外临界电阻 

2.教学目标 

（1）了解灵敏电流计的原理和运转特性，测定其内阻及外临界电阻； 

（2）学会用最小二乘法处理数据方法。 

实验项目 17：油滴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电子的电荷值 

2.教学目标 

用密立根油滴仪测定电子的电荷值 

实验项目 18：牛顿环与劈尖干涉 

1.教学内容 

用牛顿环测平凸透镜曲率半径 

2.教学目标 

掌握利用牛顿环测平凸透镜曲率半径的原理。 

实验项目 19：偏振面的旋转和旋光仪 

1.教学内容 

用旋光仪测溶液浓度 

2.教学目标 

学会用旋光仪测溶液浓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20：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固体电介质介电常数 

2.教学目标 

掌握测定固体电介质介电常数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1：CCD 单缝衍射相对光强分布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量夫琅和费单缝衍射的条纹位置和光强分布 

2.教学目标 

用 CCD 法测量夫琅和费单缝衍射的条纹位置和光强分布。 

实验项目 22：激光全息照相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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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照相的拍摄方法和再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激光全息照相的基本原理、特点； 

（2）学会光路调整，掌握全息照相的拍摄方法和再现技术。 

实验项目 23：空气中声速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空气中的声速 

2.教学目标 

用驻波法（或位相法）测定空气中的声速。 

实验项目 24：普朗克常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光电管基本特性曲线，测定普朗克常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效应的基本规律，测定光电管基本特性曲线； 

（2）验证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测定普朗克常数。 

实验项目 25：振动法测材料的杨氏模量 

1.教学内容 

振动法测材料的杨氏模量 

2.教学目标 

用振动法测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实验项目 26：真空的获得与测量量 

1.教学内容 

真空的获得与测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有关真空的获得与测量的有关知识。 

实验项目 27：纳米薄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纳米薄膜的制备 

2.教学目标 

了解真空制备纳米薄膜的方法和技术。 

实验项目 28：冷却法测量金属的比热容 

1.教学内容 

用冷却法测定金属比热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牛顿冷却定律及金属的比热容； 

（2）了解热电偶测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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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用冷却法测定金属比热容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29：RLC 电路谐振特性的研究 

1.教学内容 

研究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交流电路串联谐振的特点； 

（2）掌握测量谐振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30：椭圆偏振仪测量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 

1.教学内容 

测量不透明样品的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用消光法测定薄膜样品的厚度与

折射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椭偏仪的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 

（2）利用椭偏仪测量不透明样品的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 

（3）掌握消光法测定薄膜样品的厚度与折射率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实验项目 31：等离子体的产生 

1.教学内容 

学习电磁线圈型电子回旋共振等离子体系统的使用技术，测量气体放电的 I-V

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离子体的产生与基本性质；  

（2）了解电子回旋共振放电产生等离子体的技术； 

（3）测量气体放电的 I-V 特性。 

实验项目 32：等离子体参量的静电探针测量 

1.教学内容 

用单探针法诊断电容耦合放电 Ar 等离子体、电子回旋共振放电 Ar 等离子体的

等离子体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离子体诊断在等离子体研究中的作用； 

（2）熟悉等离子体诊断的静电单探针法； 

（3）掌握探针法诊断 Ar 气体放电等离子体参量。 

实验项目 33：等离子体参量的发射光谱测量 

1.教学内容 

采用光纤光谱仪测量 Ar、碳氟气体的容性耦合放电等离子体发射光谱，通过光

谱识别放电等离子体中的基团，测量基团的相对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发射光谱在低温等离子体诊断中的作用，掌握低温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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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2）学习使用光纤光谱仪测量 Ar、碳氟放电等离子体的特性。 

实验项目 34：纳米薄膜的红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1.教学内容 

学习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的技术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熟悉双光束红外分光光度计的操作以及系统软件使用方法； 

（2）学习使用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 

实验项目 35：纳米薄膜的紫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1.教学内容 

学习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透射率和吸收系数的技术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熟悉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的操作以及系统软件使用方法； 

（2）学习使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透射率和吸收系数。 

实验项目 36：固体材料浸润性能的水接触角测量 

1.教学内容 

学习接触角的测量方法与测量技术，测量特定材料（微电子材料、纺织材料）

的水接触角，研究材料的浸润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体对固体浸润性的基本知识； 

（2）学习液体在固体表面润湿接触角的测量方法与技术； 

（3）研究特定材料（微电子材料、纺织材料）的水浸润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由平时实验考核和期终考核两部分组成。 

1、平时实验考核： 

平时实验考核包括对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实验报告三个环节进行

考核。本课程对实验报告撰写的要求如下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原理图、

线路图、光路图、公式完整。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误差等进

行讨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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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终考核 

本课程的期终考核方式：笔试和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 

3、考核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考核成绩和期终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

验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70%，期终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30%。 

平时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

实验报告，依据实验室制定的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评定学生单次实验的成绩，然后将

每次实验课程成绩累加除以实验项目个数得出平时实验考核成绩。 

期终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试卷完成情况和实验操作情况，按照试卷确

定的分值给出期终考核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杨氏弹性模量仪           20 套         表面张力仪               20 套 

电振音叉                 20 套         液体粘度系数仪           20 套 

物理天平                 40 套         热电偶                   20 套 

示波器                   40 套         灵敏检流计               20 套 

密粒根油滴仪             20 套         直流电桥                 20 套 

磁滞回线仪               20 套         普朗克常量的测定         20 套 

介电常数测试仪           20 套         分光计                   40 套 

激光全息                 10 套         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测定仪 10 套 

迈克尔逊干涉仪           20 套         牛顿环                   20 套 

单缝衍射光强分布测量仪   20 套         高真空镀膜装置            1 套 

金属比如容测量仪         20 套         椭圆偏振仪                1 套 

ECR 等离子体装置         1 套        等离子体静电探针            1 套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1 套         水接触角测量              1 套 

红外光谱仪                1 套         紫外可见光光谱仪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江美福 方建兴 主编，《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上、下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3 年版 

2.参考书： 

（1）江美福 方建兴 编著，《大学物理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方建兴 江美福 朱天淳编著，《物理实验》（第二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杨述武主编，《普通物理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4）曾金根编著，《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 

（5）吕斯骅编著，《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6）丁慎训编著，《物理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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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江美福、叶超   

审 批 人：高雷   

完成时间： 201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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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工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EEE1005                      课程学分：0.5 

课程名称（中/英）：金工工艺   Metalworking Techniques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理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金工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金工工艺”是本科实验教学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结

合实验学习的重要环节。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初步接触机器制造的生产过程，

掌握各工种的基本操作能力，了解金属加工工艺、机床和工具的常识，具备初步

的工程意识和实践能力。  

“金工工艺”是以学生独立操作为主，现场理论教学和示范讲解为辅。使学生了

解“金工工艺”基础知识，掌握初步的“车、钳、刨”等操作技能，为学生以后从事

机械加工工作奠定基础。在满足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教

学，学生参与实际的操作训练；在学习和掌握基本操作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挥“金工

工艺”的基础实践作用，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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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割 验证性 2 1 必修 

2 挫削 1 验证性 4 1 必修 

3 划线 验证性 2 1 必修 

4 挫削 2 验证性 4 1 必修 

5 钻孔 验证性 2 1 必修 

6 攻丝 验证性 2 1 必修 

7 热处理 验证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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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锯割 

1.教学内容 

在 25*25mm 方钢的材料上，用钢锯锯割一段长为 112mm 的羊角榔头的柸料。 

2.教学目标 

（1）了解锯条的种类和选择方法 

（2）学会锯割方法和常用型材的下料方法 

实验项目 2：挫削 1 

1.教学内容 

用锉刀锉削柸料的两个锯割的端面，使两端面平行，且与侧面保持垂直，总长度

为 110mm。 

2.教学目标 

（1）了解挫刀的种类、规格、用途及挫刀的正确选择 

（2）学会平面挫削方法 

实验项目 3：划线 

1.教学内容 

在 25*25mm 方钢的材料上，用钢锯锯割一段长为 112mm 的羊角榔头的柸料。 

2.教学目标 

了解学会常用划线工具的正确使用，划线基准的选择，平面划线和简单零件的立

体划线方法 

实验项目 4：挫削 2 

1.教学内容 

用钢锯锯削羊角端的斜面，然后用锉刀挫削羊角斜面和锤端的四个倒角。 

2.教学目标 

掌握平面、曲面、球面的挫削方法 

实验项目 5：钻孔 

1.教学内容 

用直径 8.5mm 的钻头钻孔。 

2.教学目标 

学会麻花钻的刃磨和钻孔方法；钻床的使用安全操作规程 

实验项目 6：攻丝 

1.教学内容 

用 M10*1.5 的丝攻进行攻丝。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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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攻丝孔经直径的计算方法和攻丝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热处理 

1.教学内容 

将羊角榔头放入炉中加热后，先把锤端和羊角端分别放入水中快速（约 5 秒钟）

冷却，然后全部放入水中进行热处理，提高表面的硬度。 

2.教学目标 

学会热处理方法和实际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包括：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3）实验分析 

2、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现场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决定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2）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分数，最后出该学生的

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车床           一台 

     铣床           一台 

     钻床           一台 

     钳工工具       八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清华大学金属工艺学教研室编，《金属工艺学实习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2、南京工学院金属工艺学教研组编，《金属工艺学实习教材》，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1 年  

执 笔 人：于江波   

审 批 人：高   雷   

完成时间：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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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流体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EEE1011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工程流体力学/ Engineering fluid mechanic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流体力学的各种实验方法和技能，了解流体力学测量

设备的原理和使用方法。通过实验成果的分析和讨论，掌握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加深对流体力学基本概念的理解。重点掌握毕托管测速、能量方程的验证、沿程

水头损失的测量以及局部阻力损失的测量。工程流体力学实验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了解毕托管的构造和适用条件，掌握用比托管测量点流速的方法；测定管嘴淹

没出流时的点流速，学习毕托管流速修正因数的技能；分析管嘴淹没射流的点流

速分布及流速因数的变化规律。通过定性分析实验，提高对动水力学诸多水力现

象的实验分析能力；学习掌握三点法、四点法测量局部阻力因数的技能，并将突

扩管的实测值与理论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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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方程实验 综合性 1 2 必修 

2 动量方程实验 综合性 1 2 必修 

3 毕托管测速实验 设计性 1 2 必修 

4 雷诺实验 创新性 1 2 选修 

5 沿程水头损失实验 综合性 1 2 选修 

6 局部阻力损失实验 创新性 1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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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能量方程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全压、静压 

2.教学目标   

（1）了解能量方程 

（2）熟悉实验设备 

（3）掌握设备的调试 

实验项目 2：动量方程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动量和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量方程 

（2）熟悉实验设备 

（3）掌握设备的调试 

实验项目 3：毕托管测速实验 

1.教学内容 

全压、静压和动压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毕托管工作的原理 

实验项目 4：雷诺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层流和紊流的概念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层流和紊流的概念 

实验项目 5：沿程水头损失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层流状态下的水头损失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沿程阻力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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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局部阻力损失实验 

1.教学内容 

不同流速下测定局部阻力损失系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局部阻力测定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能量方程实验台（3 套）；动量方程实验台（1 套）；毕托管测速实验台（3 套）； 

雷诺实验台（1 套）；沿程水头损失实验台（3 套）；局部阻力损失实验台（3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浙江大学水利实验室编写.工程流体力学实验指导书与报告.随实验设备提供 

2、参考书： 

（1）周云龙等编著.工程流体力学.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2）山东工业大学孔珑主编.工程流体力学.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 

（3）于荣宪.工程流体力学解题分析.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4）于荣宪等.工程流体力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 

（5）费祥麟主编.高等流体力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 

（6）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郑洽余等.流体力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7）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编.流体力学基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2 

（8）普朗特著.流体力学概论.郭永怀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9）张兆顺等.流体力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0）莫乃荣主编.工程流体力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11）黄卫星等.工程流体力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执 笔 人：祝   贺  

审 批 人：魏   琪  

完成 时间： 2016.2.20 



 17 

 

《供热工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EEE1055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供热工程/ Heat Supply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2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掌握散热器测试的方法，熟悉热水管网系统水压分布规律及管网调节的

基本方法，增加学生实践知识和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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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管热水系统水压图实

验 
综合性 1 2 必修 

2 散热器性能试验 综合性 1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双管热水系统水压图实验 

1.教学内容 

调节阀门三次, 测量并绘制水压图,对比分析水压图的变化原因,与课堂上学到的

理论相对照并作出解释。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双管热水系统水压分布规律，熟悉管网的调节特性及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散热器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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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1）、数据记录：测定散热器进出口温度，水流量，记录 5 个点的房间温度，记

录加热功率。通过调节加热功率，记录两个工况的两套数据。 

2）、数据整理： 

①根据水温、流量计算散热量； 

②根据散热量和各温度，计算散热器传热系数 K； 

③散热量和加热功率对比，分析产生差别的原因。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散热器试验的方法，熟悉各种测试仪表的使用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双管热水系统水压图实验台        2 台 

散热器试验台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供热工程实验指导书》   苏州大学 

 

 

 

 

执 笔 人：方   攀  

审 批 人：魏   琪  

完 成 时 间： 20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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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EEE2002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用：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检测技术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工程力学》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课程，而工程力学实验是工程力学课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使学生学到测定材料力学性质的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和基本方法；了解实验应力分析、应变测量的基本概念；初步掌握验证材料力学理

论的方法，并通过实验理解理论、深化理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分析

能力和综合归纳能力；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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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臂、半桥、全桥性能比较 验证性 4 1 必开 

2 悬臂梁振动频率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3 应变片粘贴实验 综合性 4 2 必开 

4 弯扭组合变形应力测量 综合性 3 2 必开 

5 悬臂梁挠度测量 创新性 4 2 必开 

三、 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单臂、半桥、全桥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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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 

比较单臂、半桥、全桥输出时灵敏度和非线性误差，得出相应的结论。 

2、 教学目标 

（1）了解应变测量原理。 

（2）掌握电桥法测量应变方法。 

实验项目 2：悬臂梁振动频率测量 

1、 教学内容 

通过测量悬臂梁振动过程中表面应力变化，测量悬臂梁振动频率。 

2、 教学目标 

（1）了解动应变测量原理。 

（2）掌握交流电桥测量动应力方法。 

实验项目 3：应变片粘贴实验 

1、教学内容 

常温下应变片粘贴工艺，根据构件受力特点选择应变片粘贴方式。 

2、教学目标 

掌握应变片粘贴技术，静态应变仪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应变片粘贴实验 

1、教学内容 

复杂应力情况下应力测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复杂应力测量方法。 

（2）、掌握应变花粘贴技术。 

实验项目 5：悬臂梁挠度测量 

1、教学内容 

利用光测法非接触测量悬臂梁挠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悬臂梁挠曲线计算方法。 

（2）、了解光测法在力学量测量中应用。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按实验操作、实验效果、实验纪律和实验报告质量各环节综合评定成绩。实验成

绩以 30％计入本课程学期总成绩。 

五、 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拉伸试验机                 1 套 

扭转试验机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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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传感实验仪             20 套 

示波器                     20 套 

力学试件                   8 套 

万用表                     2 套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原方. 工程力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范钦珊.工程力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参考书：有关工程力学各类书籍 
 

 

 

 

 

 

执 笔 人：杨   勇   

审 批 人：杨诚成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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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EEE2013                        课程学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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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运用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
空气比热、绝热指数以及水蒸气温压关系的测定方法，并熟练使用各种仪器和装置，
从而起到巩固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的实际效果。工程热力学实验的教学目标：通过绝
热膨胀，定容加热至初温的热力学过程，测出三状态下的压力值，从而求出绝热指数
K；正确使用该仪器，在保持工况稳定的情况下，测出饱和蒸气的压力和相应温度值，
并绘制 p-t 关系曲线和整理经验公式；被测空气由风机经流量计进入比热仪主体后流
出，在此过程中进行测温、测压、测流量，并查相应的物性参数，进而计算出空气的
定压比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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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性 2 2 必修 

2 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 综合性 2 2 必修 

3 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设计性 2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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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空气绝热指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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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空气绝热指数测定原理 

实验项目 2：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 

1.教学内容 

水蒸气温度和压力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该仪器的测量原理和结构 

实验项目 3：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温度、压力、热量、流量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掌握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仪                2 台    

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仪      2 台 

气体比热测定装置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工程热力学实验指导书》 苏州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系编 2004 年 5 月 

2、参考书：《工程热力学》（第三版）,沈维道 蒋智敏 童钧耕合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1 年 6 月 

 

执 笔 人：吴世凤 

审 批 人：魏  琪 

完 成 时 间：  20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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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BEEE2015                       课程学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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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6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运用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

空气比热、绝热指数以及水蒸气温压关系的测定方法，并熟练使用各种仪器和装置，

从而起到巩固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的实际效果。传热学实验的教学目标：学习测量空

气绝热指数的方法，思考影响实验精度的因素。了解该仪器的测量原理和结构，掌握

水蒸气温度和压力的测定方法。掌握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熟悉温度、压力、热量、

流量的测量。学习测量空气绝热指数的方法，思考影响实验精度的因素。学习测量空

气绝热指数的方法，思考影响实验精度的因素。掌握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熟悉温度、

压力、热量、流量的测量，在计算中应用比热及湿空气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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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 综合性 1 2 必修 

2 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 综合性 1 2 必修 

3 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设计性 2 2 必修 

4 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热系数的测定 创新性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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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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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空气绝热指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空气绝热指数测定原理 

实验项目 2：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 

1.教学内容 

水蒸气温度和压力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该仪器的测量原理和结构 

实验项目 3：气体定压比热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温度、压力、热量、流量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掌握空气比热测定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空气横掠单管时平均换热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获得换热规律的准则方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测量空气流速和管壁温度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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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空气绝热指数测定仪                2 台    

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关系实验仪      2 台 

    气体比热测定装置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传热学实验指导书》 苏州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系编  2010 年 5 月 

2、参考书：《传热学》（第四版）杨世铭、陶文诠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1  

 

 

 

 

 

 

 

执 笔 人：吴  玺 

审 批 人：魏  琪 

完 成 时 间：20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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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理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100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电路理论/Circuit Theor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电子、光电 

实验室名称：电子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路理论》实验包括 6 个实验：电路元件伏安特性的测试、叠加定理、戴维南

定理、RC 选频网络的测试、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研究、RC 一阶电路的研究。 

电路实验的目是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连接电路的技能；学

会几种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比如：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等仪器；

培养学生检查和排除故障的能力。电路实验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实验内容并且正确连接

相应的电路，使用相关的仪器测量实验讲义所要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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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元件伏安特性的测试 验证性 3 2 必修 

2 叠加定理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戴维南定理 验证性 3 2 必修 

4 RC 选频网络的测试 验证性 3 2 必修 

5 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研究 综合性 3 2 必修 

6 RC 一阶电路的研究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路元件伏安特性的测试 

1.教学内容 

测定线性电阻、半导体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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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电路元件的工作原理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电路元件伏安特性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2：叠加定理 

1.教学内容 

用电路验证叠加定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叠加定理的内容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用电路验证叠加定理的方法 

实验项目 3：戴维南定理 

1.教学内容 

用电路验证戴维南定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戴维南定理的内容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用电路验证戴维南定理的方法 

实验项目 4：RC 选频网络的测试 

1.教学内容 

测量 RC 选频网络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 RC 选频网络的工作原理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 RC 选频网络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5：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测量 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和品质因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工作原理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测量 RLC 串联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和品质因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6：RC 一阶电路的研究 

1.教学内容 

观测时间常数对积分和微分电路的影响；测量时间常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RC 一阶电路的工作原理 



 29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电路时间常数的测量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 

考核要求：能够正确使用仪器，认真完成实验内容，该项占实验成绩的 50%；完

成每个实验后均需撰写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所用实验器材、实

验步骤、实验数据记录以及实验结果分析等，该项占实验成绩的 50%。 

实验课成绩占总课程成绩的 2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KHDL-1 型电路原理实验箱     19 台 

2. 信号发生器                   19 台 

3. 示波器                       19 台 

4. 数字万用表                   19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陈希有，《电路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 3 版 

2.参考书： 

（1）许爱德等，《电路理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2）何东钢等，《电路理论实验》，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执 笔 人：韦晓茹   

审 批 人：蔡志坚   

完 成 时 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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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实验(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1008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技术实验(二)/ Experiment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Ⅱ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测控、电子、光电 

实验室名称：电子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子技术实验Ⅱ》是电子工程技术基础课程，实验包括 13 个实验，分为 2 大

类：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 

加强基本的实验技能训练是学好电子技术的重要教学环节。实验目的是通过实

验帮助学生加深理解课本知识，从实验得到的结果、现象分析中学会一个科技工作者

应具有的动手能力与操作技能。 

电子技术实验要求学生能够正确连接相应的电路，熟练使用万用表、双踪示波

器、信号发生器等仪器仪表测量实验电路，记录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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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性 3 2 必修 

2 负反馈放大器 验证性 3 2 必修 

3 集成运算放大器指标测试 验证性 3 2 必修 

4 模拟运算电路和波形发生器 验证性 3 2 必修 

5 低频功率放大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6 RC 正弦波振荡器 综合性 3 2 必修 

7 集成稳压电路 验证性 3 2 必修 

8 晶体管收音机 设计性 3 2 必修 

9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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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译码器及其应用 验证性 3 2 必修 

11 计数器及其应用 验证性 3 2 必修 

12 
脉冲信号源的制作和脉冲分配

器的应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555 时基电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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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体三极管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的调试、放大倍数的测试、静态工作点的调试与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晶体三极管的内部结构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和参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2：负反馈放大器 

1.教学内容 

基本放大器和负反馈放大器的连接与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放大器和负反馈放大器的组成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基本放大器和负反馈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和参数的测试 

实验项目 3：集成运算放大器指标测试 

1.教学内容 

集成运算放大器指标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构成单元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指标的含义和指标测试的方法 

实验项目 4：模拟运算电路和波形发生器 

1.教学内容 

集成运放的基本应用电路的连接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集成运放的基本结构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集成运放的基本应用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连接调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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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低频功率放大器 

1.教学内容 

OTL 电路功率放大器的连接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OTL 电路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 OTL 电路功率放大器的调试和指标测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6：RC 正弦波振荡器 

1.教学内容 

RC 正弦波振荡器的连接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RC 正弦波振荡器电路的基本结构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 RC 正弦波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和波形的测试 

实验项目 7：集成稳压电路 

1.教学内容 

78××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的连接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78××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的内部构造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 78××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的使用方法和指标测量 

实验项目 8：晶体管收音机 

1.教学内容 

组装晶体管收音机并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晶体管收音机的工作原理 

（2）熟悉电路元件、电烙铁、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焊接元器件的基本技能及调试收音机的方法 

实验项目 9：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1.教学内容 

常用逻辑芯片的使用、半加器和全加器等电路的搭建 

2.教学目标 

（1）了解逻辑芯片的工作原理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逻辑芯片构建基本逻辑电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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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译码器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译码器的逻辑功能和使用方法； 7 段译码驱动电路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译码器基本芯片的内部组成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译码器驱动电路的使用 

实验项目 11：计数器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学习用集成触发器组成计数器的一般方法；掌握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的工

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计数器芯片的内部组成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搭建加法计数器、减法计数器电路和使用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脉冲信号源的制作和脉冲分配器的应用 

1.教学内容 

用 CD4060 组成一个可供实验使用的脉冲信号源；集成时序脉冲分配器 CD4017

的使用方法及其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CD4060 和 CD4017 芯片的内部组成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 CD4060 和 CD4017 芯片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3：555 时基电路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用 555 时基电路搭建单稳态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555 芯片的基本组成部分 

（2）熟悉电路元件、电子仪表的使用 

（3）掌握 555 时基电路搭建单稳态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实验报告和实验考试 

考核要求：(1)能够正确使用仪器，认真完成实验内容，完成每个实验后均需撰

写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所用实验器材、实验步骤、实验数据记

录以及实验结果分析等；(2)按试卷上题目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的全部操作过

程，得出测量结果。成绩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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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占           50% 

实验考试占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电子技术实验箱      20 台 

2. 双踪示波器       20 台 

3. 信号发生器       20 台 

4. 晶体管毫伏表      20 台 

5. 数字万用表       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KHDL-1 型电路原理实验箱指导书》 

2.参考书：《电路实验与实践》王勤，余定鑫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执 笔 人：韦晓茹   

审 批 人：蔡志坚   

完 成 时 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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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101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传感器技术/Sensor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检测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要求学生通过具体的传感器实验，比如应变片传感器实验、差动变压器实验、电

涡流传感器实验、热电偶实验、压电传感器实验、霍尔传感器实验等，学会熟练操作

传感器实验仪和双踪示波器等实验仪器以及学会对实验数据的处理及分析。从对实验

得到的结果、现象分析中学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动手能力与操作技能，

加强动手能力培养。遇到实际问题会选择合适的传感器，为将来的生产、科研打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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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

桥比较 
验证性 3 1-2 人 必修 

2 移相器实验 验证性 1 1-2 人 必修 

3 相敏检波器实验 综合性 1 1-2 人 必修 

4 差动变压器性能 验证性 1 1-2 人 必修 

5 差动变压器零点残余电压的补偿 验证性 3 1-2 人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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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6 差动变压器的应用—振动测量 综合性 3 1-2 人 必修 

7 电涡流式传感器的静态标定 验证性 3 1-2 人 选修 

8 
差动变面积式电容传感器的静态

及动态特性 
验证性 3 1-2 人 选修 

9 热电偶原理及现象 验证性 1.5 1-2 人 必修 

10 压电传感器的动态响应实验 验证性 1.5 1-2 人 必修 

11 光电传感器的应用—转速测量 验证性 1.5 1-2 人 必修 

12 霍尔式传感器的特性—直流激励 验证性 1.5 1-2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比较 

1.教学内容 

（1）单臂电桥性能测试； 

（2）半桥差动电路性能测试； 

（3）全桥差动电路性能测试； 

（4）做 V-X 曲线，比较三种电桥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金属箔式应变片的结构及粘贴方式。 

（2）熟悉单臂、半桥、全桥的性能及相互之间关系。 

（3）掌握各种电桥电路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2：移相器实验 

1.教学内容 

测试移相器在不同频率下的移相范围。 

2.教学目标 

（1）了解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移相电路的工作原理。 

（2）掌握移相器的实际应用。 

实验项目 3：相敏检波器实验 

1.教学内容 

测试相敏检波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工作情况，掌握相敏检波器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由施密特开关电路及运放组成的相敏检波电路的原理。 

（2）掌握相敏检波器的实际应用。 

实验项目 4：差动变压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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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测试差动变压器性能，做 V-X 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差动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及原理。 

（2）掌握差动变压器的基本特性。 

实验项目 5：差动变压器零点残余电压的补偿 

1.教学内容 

测试差动变压器的零点残余电压及补偿电路的补偿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差动变压器的零点残余电压。 

（2）掌握零点残余电压的补偿方法。 

实验项目 6：差动变压器的应用—振动测量 

1.教学内容 

使用差动变压器测试振动平台的振动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差动变压器在振动测量应用时的电路。 

（2）掌握差动变压器的实际应用。 

实验项目 7：电涡流式传感器的静态标定 

1.教学内容 

测试电涡流传感器在被测材料距离变化时的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涡流式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及工作性能。 

（2）掌握电涡流式传感器的实际应用。 

实验项目 8：差动变面积式电容传感器的静态及动态特性 

1.教学内容 

测试差动变面积式电容传感器的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差动变面积式电容传感器的原理及其特性。 

（2）掌握差动电容式传感器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9：热电偶原理及现象 

1.教学内容 

掌握热电偶测温的方法，并和温度计测温进行比较。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电偶的结构和原理。 

（2）熟悉热电偶的工作特性。 

（3）掌握热电偶分度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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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压电传感器的动态响应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压电传感器测试梁的振动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压电式传感器的原理及结构。 

（2）掌握压电式传感器的实际应用。 

实验项目 11：光电传感器的应用—转速测量 

1.教学内容 

使用光电传感器进行转速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传感器的原理。 

（2）掌握光电传感器测量转速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霍尔式传感器的特性—直流激励 

1.教学内容 

使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磁场的分布。 

2.教学目标 

（1）了解霍尔式传感器的原理与特性。 

（2）掌握霍尔传感器做静态位移测试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包含如下内容： 

（1）实验名称：本实验的名称。 

（2）实验目的：通过本实验应加深对理论课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3）实验原理：阐述与本实验相关的主要知识点的基本原理。 

（4）实验内容：画出实验电路图，列出详细的实验步骤。 

（5）实验器材：本实验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和材料。 

（6）实验结果：记录通过实验得到的实验结果。 

（7）实验结果分析：将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实验中遇到

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 

 

2、考核方式 

（1）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根据现场实验操作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分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

分数，最后得出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3）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0
003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传感器系统实验仪 CSY10B 型      30 台 

2、双踪示波器 GOS-630FC（30MHz）     3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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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传感器实验讲义   

2、参考书： 

（1）黄贤武，郑筱霞.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 

（2）陈杰，黄鸿.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执 笔 人：    栗   荣  

审 批 人：     杨   勇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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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1024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Matlab/Matlab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用：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教室 

 

一、课程简介 

MATLAB 是一种以数值计算和数据图示为主的计算机软件，并包含适应多个学

科的专业软件包，以及完善程序开发功能。通过实验课程要求学生掌握 Matlab 基本

操作、绘图功能、分析计算功能、掌握 Matlab 在数学、信号处理、图像处理、自动

控制等方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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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 Matlab 软件环境和基本的操作 验证性 2 1 必开 

2 矩阵建立及基本操作 验证性 2 1 必开 

3 矩阵生成函数 验证性 2 1 必开 

4 Matlab 图形绘制 验证性 2 1 必开 

5 Matlab 符号运算 验证性 2 1 必开 

6 Matlab 程序设计 验证性 2 1 必开 

7 Matlab 仿真 验证性 2 1 必开 

8 Matlab 在图像处理中应用 综合性 2 1 必开 

9 Matlab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应用 综合性 2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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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熟悉 Matlab 软件环境和基本的操作 

1、教学内容 

Matlab 软件安装、帮助系统的使用。 

2、教学目标 

熟悉软件使用环境、学会帮助系统使用。 

实验项目 2：矩阵建立及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一维、二维矩阵建立，各种矩阵导入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各种矩阵建立方法 

实验项目 3：矩阵生成函数 

1、教学内容 

特殊矩阵使用，矩阵运算规则 

2、教学目标 

掌握特殊矩阵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Matlab 图形绘制 

1、教学内容 

Matlab 各种图形绘制命令掌握 

2、教学目标 

掌握各种图形绘制方法 

实验项目 5：Matlab 符号运算 

1、教学内容 

多项式运算、符号积分微分运算 

2、教学目标 

掌握符号运算方法 

实验项目 6：Matlab 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Matlab 编程方法掌握。 

2、教学目标 

掌握 Matlab 程序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7：Matlab 仿真 

1、教学内容 

Simulink 初步，界面使用，简单参数设定。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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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仿真参数设置方法，各种模块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Matlab 在图像处理中应用 

1、教学内容 

Matlab 图像处理工具包的使用。 

2、教学目标 

熟悉 Matlab 图像处理工具包。 

实验项目 9：Matlab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应用 

1、教学内容 

Matlab 数字信号处理工具包的使用。 

2、教学目标 

熟悉 Matlab 数字信号处理工具包。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每次上机作业完成情况 

2、考核方式 

（1）上机训练完成情况 

（2）实验课成绩为每次上机训练习题完成情况综合评分，实验分数按 20%计入

课程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  60 套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李海涛《Matlab 程序设计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参考书：有关《Matlab》各类书籍 

    

 

 

 

执 笔 人：杨   勇   

审 批 人：杨诚成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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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 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EIST1027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EDA 应用/ Application of EDA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信号处理和 EDA 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指导详尽地介绍了 PROTEUS、PROTEL、MAXPLUSII 和 EDA6000 实验

箱使用方法和应用技巧以及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开发与应用。 

VHDL作为IEEE标准的硬件描述语言和EDA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应用和完善，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的接受。因此，使用VHDL语言来设计

数字系统是电子设计技术的大势所趋。 

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VHDL语言的语法基础和程序结构，并能够使

用VHDL语言进行一般的逻辑电路设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先进的电子

设计方法，提高电路系统的设计水平和智能化产品的开发水平，以适应新技术发展的

需要，同时也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有如下几个教学目的: 

1、 对电子电路设计的计算机仿真，有一个初步认识 

2、 对电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以达到初步应用 

3、 熟练掌握 EDA 软件 MAXPLUSII 

4、 熟练掌握硬件逻辑语言 VHDL 

5、 用硬件逻辑语言编写逻辑电路 

6、 VHDL 电路的硬件实现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二选一多路选择器的实现 验证性 2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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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2 四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设计 综合性 2 1 必开 

3 74LS138 译码电路的 VHDL 设计 综合性 2 1 必开 

4 元件例化实现 4/16 译码电路 综合性 4 1 必开 

5 图形输入设计的实现 综合性 4 1 必开 

6 七人表决器 设计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二选一多路选择器的实现 

1.教学内容 

培养初学者使用MAX+plusⅡ软件，利用书上现有程序，完成二选一多路选择器

的功能实现。 

实验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1、编辑输入书上第二章第一个程序，并存盘VHDL原文件 

2、将当前设计设定为工程 

3、选择VHDL文本编译版本号和排错 

4、时序仿真 

 

2.教学目标 

（1）了解EDA编程思想 

（2）熟悉MAX+plusⅡ软件 

（3）掌握MAXPLUS2的界面和编程方式 

实验项目 2：  四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设计 

1.教学内容 

在熟悉MAX+plusⅡ的基础上。结合数字电路中加法技术器的功能，用VHDL的

进程和IF语句设计实现四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的设计。并独立完成程序中错误的改

错。最后测试实验的时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实验过程如下。 

1、用进程和IF语句设计四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VHDL程序，编辑输入并存盘

VHDL原文件 

2、将当前设计设定为工程 

3、选择VHDL文本编译版本号和排错 

4、时序仿真 

5、管脚锁定 

6、器件编程/配置 

7、编程实验板验证试验内容 

a. 从“MAX+PLUS II”菜单下选择“Programmer”。 

b. 单击按钮“Programmer”即可完成配置。 

83脚为全局脉冲，由实验板右侧GCLK发出脉冲，经分频后使用，用条线帽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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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观察试验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加法计数器的逻辑方式 

（2）熟悉VHDL程序书写规范 

（3）掌握四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编程设计 

实验项目 3：  74LS138 译码电路的 VHDL 设计 

1.教学内容 

复习数字电路中38译码器的功能真值表，并按照真值表的内容，使用进程和顺序

语句书写VHDL程序，并实现译码器的功能。并通过仿真测试程序的逻辑是否和数字

电路中38译码器一致。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设计38译码器VHDL程序，编辑输入并存盘VHDL原文件 

2、将当前设计设定为工程 

3、选择VHDL文本编译版本号和排错 

4、时序仿真 

5、管脚锁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38译码器的功能 

（2）熟悉38译码器的真值表 

（3）掌握使用顺序语句实现38译码器的VHDL程序，编写一段描述74LS138功能

的VHDL语言，模拟74LS138的译码功能。 

实验项目 4：  元件例化实现 4/16 译码电路 

1.教学内容 

复习数字电路中用2个38译码器组成一个4/16译码器的方法，并使用元件例化的

方法编写VHDL程序，用上节课的38译码器程序例化为一个4/16译码器。并通过仿真

测试程序的逻辑是否和4/16译码器一致。 

具体实验过程如下： 

1、调用上节课编写的38译码器程序，并用原件例化的方法编写4/16译码器的

VHDL程序，编辑输入并存盘VHDL原文件 

2、将当前设计设定为工程 

3、选择VHDL文本编译版本号和排错 

4、时序仿真 

5、管脚锁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元件例化的作用 

（2）熟悉4/16译码电路 

（3）掌握元件例化的方法 

实验项目 5：  图形输入设计的实现 

1.教学内容 



 46 

利用图形输入的方法和元件74161设计一个模为12的计数器。使用画图的方法，

把74161按照实验讲义的图画好并编译通过，测试计数器的逻辑功能是否和模为12的

计数器一致。 

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图形输入文件 

（1）在File菜单下选择“New…”， 

（2）调入一个元件：调入元件74161，此时可发现在图形编辑器窗口出现了74161。 

2、保存文件： 

3、调入一个三输入与非门： 

采用同步置零法，使74161在“1011”处置零来实现模为12的计数器。故需调用

一个三输入与非门，三输入与非门位于库“prim”中，名称为“nand3”。（n代表输

出反向，and代表与门，3代表输入端的个数；所以“nand3”为一个三输入与非门。

同样“or6”代表一个6输入或门；xor代表异或门） 

4、连线： 

如果需要连接元件的两个端口则将鼠标移到其中的一个端口上，这时鼠标指示符

会自动变为“+”形，然后 

（1）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至第二个端口（或其他地方）； 

（2）松开鼠标左键后，则可画好一条连线； 

（3）若想删除一条连线，只需用鼠标左键点中该线，被点中的线会变为高亮线

（为红色），此时按“Delete”键即可删除。按图5-6连好线，并存盘。 

5、添加输入输出引脚： 

输入引脚的符号为“input”，输出引脚的符号名为“output”，仿照前面添加74161

的方法加入三个输入引脚和五个输出引脚。“input”和“output”皆位于库“prim”

下。它们外形如下： 

在本例中，三个输入引脚将分别被命名为en，clear，clk，分别作为计数使能，清

零，时钟输入。五个输出引脚分别被命名为q0,q1,q2,cout分别作为计数器计数输出，

进位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原理图输入方式 

（2）熟悉用原理图输入方式把74161设计模为12的加法计数器。 

（3）掌握原理图输入方式设计VHDL程序的方法 

实验项目 6：  七人表决器 

1. 教学内容 

本实验为设计型实验。学生需要根据7人表决器的功能，结合以前学习的知识和

做过的实验，自主设计一个用于表决的程序，并通过电路实现。7人中如果4人及以上

赋予高电平，则表决通过，否则不通过。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设计实现上面的描述。 

2．仿真、下载并验证设计结果的正确性。 

3．选择VHDL文本编译版本号和排错 

3．时序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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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脚锁定 

5．器件编程/配置 

a. 将下载电缆一端插入LPT1（并行口，打印机口），另一端插入系统板，打开

系统板电源； 

b. 从“MAX+PLUS II”菜单下选择“Programmer”。 

c. 单击按钮“Configure”即可完成配置。 

6、编程实验板验证试验内容 

a. 从“MAX+PLUS II”菜单下选择“Programmer”。 

b. 单击按钮“Programmer”即可完成配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行为级描述方法 

（2）熟悉使用行为级描述方法设计电路 

（3）掌握自我设计程序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目的。 

实验原理。 

实验仪器及软件。 

实验内容。 

程序。 

计算机仿真波形及或硬件实验结果。 

结论 

 

2、考核方式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实验的过程及结果，当场打分。实验报告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 

实验过程及结果占90%，实验报告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实验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台式电脑，软件 MAXPLUSII，南京伟福 

EDA6000。仪器共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潘松主编，《VHDL 实用教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7。 

2、 参考书：  

［1］侯伯亨 顾新编，《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辑电路设计》（修订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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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建平 曾繁太编，《VHDL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潘松 黄继业编，《EDA技术实用教程》，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潘松 王国栋编，《VHDL实用教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美)Stefan Sjoholm，Lennart Lindh编，边计年等译，《用VHDL设计电子线路》，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6］谢云等编，《现代电子技术实践课程指导》，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 

 

 

 

 

执 笔 人：吴  迪 

审 批 人：陈大庆 

完成时间：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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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1028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测量/ Electronic Measure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教室 

一、课程简介： 

虚拟仪器技术是在 21 世纪高速发展的新技术，在电子测量领域的仪器设计方面

具有广泛的应用。通过虚拟仪器实验，可以使学生对虚拟仪器测控系统有进一步的了

解，巩固与丰富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实验课程共 6 个实验，包括 2 个基础性实验，2 个综合性实验及 2 个设计性实

验。通过相关实验使学生了解 Labview 中的常用功能。能够进行 Labview 面板设计和

简单程序编程及调试。；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While 循环；移位寄存器；For 循环；

Case 结构；公式节点等程序结构，并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掌握 Labview 信号分析

模块的基本功能并综合应用相关程序设计流程和功能模块进行软件设计，能够自行设

计开发一些简单的仪器。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虚拟仪器开发平台，学会自己设计虚拟仪器系统，并利

用虚拟仪器软件平台编写虚拟仪器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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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view VI 界面设计基础 演示性 3 1 必修 

2 Labview VI 程序设计基础 演示性 3 1 必修 

3 Labview 程序结构基础设计 综合性 3 1 必修 

4 Labview 程序结构综合设计 综合性 3 1 必修 

5 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1） 设计性 3 1 必修 

6 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2） 设计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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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abview VI 界面设计基础 

1.教学内容 

储液罐状态监控系统虚拟仪器前面板的设计练习。 

2.教学目标 

（1）了解虚拟仪器技术相关理论知识。 

（2）掌握 Labview 中的常用功能。 

（3）能够进行 Labview 面板设计。 

实验项目 2：Labview VI 程序设计基础 

1.教学内容 

创建简单的 VI 程序，完成四则运算、开关控制灯、随机信号波形显示及

温度转换等功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 Labview 设计过程，分析规划设计，完成 VI 程序。 

（2）能够解决设计过程中出现的一般问题，具有初步调试能力。 

实验项目 3：Labview 程序结构基础设计 

1.教学内容 

VI 循环结构、移位寄存器、选择结构、公式节点等程序设计，并进行初步

的编程。 

2.教学目标 

（1）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While 循环。 

（2）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移位寄存器。 

（3）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For 循环。 

（4）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Case 结构。 

（5）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公式节点。 

实验项目 4：Labview 程序结构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通过采用程序结构，解决相关循环问题。 

2.教学目标 

（1）综合运用 Labview 中的程序结构。 

（2）能解决程序设计过程中出现的一般问题，具有一定调试能力。 

实验项目 5：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1） 

1.教学内容 

利用波形测量模块计算信号的平均直流-均方根及功率谱、利用显示模块绘

制不同相位差的李沙育图形、利用滤波模块设计滤波实验。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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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Labview 信号分析模块的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6：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2） 

1.教学内容 

利用信号模块及条件结构进行软件设计、利用数组实线数据的线性拟合。 

2.教学目标 

（1）能够综合应用相关程序设计流程和功能模块进行软件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一律用统一的实验报告本认真书写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实验名称 ；一、实验目的 ；二、实验仪器 ；三、实验原理 （包括指导书所要

求的实验原理图、流程图以及其它实验教师所要求的内容）；四、实验结果（根据实

验所绘制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并按指导书要求加以处理，附在实验报告最后）；五、

实验结果分析(完成指导书所要求的总结、问题讨论等)。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通过实验报告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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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计算机（含 Labview8.5 软件）      3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子测量课程实验指导手册》.自编教材 

2.参考书：（1）刘刚等.Labview 8.20 中文版编程及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2）徐晓东等.Labview8.5 常用功能与编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张 晓 俊 

审 批 人：   杨 诚 成  

完 成 时 间: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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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仪器原理与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103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智能仪器原理与设计/ 

Principles and Design of Intelligent Instru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测控专业 

实验名称：电子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智能仪器原理与设计》课程实验是一门电子、测控类专业的综合性实验课程，

包括电子电路的焊接、单片机及外围电路的应用和程序设计，拟在加强学生的实际设

计和操作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化理论知识。 

本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程序的设计和基本电路的设计能力，熟悉常规电路的硬

件设计和程序编写，如键盘、LED 显示、A/D 转换、D/A 转换、RS-232C 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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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装备技能锻炼（1） 设计性 2 2 选修 

2 焊接、装备技能锻炼（2） 设计性 2 2 选修 

3 仪表数字显示器的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4 键盘程序的编写 设计性 2 2 选修 

5 算数运算计算方法及编程 设计性 2 2 选修 

6 定时器、中断程序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7 模拟信号处理（1）：放大器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8 模拟信号处理（2）：A/D 转换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9 模拟信号处理（3）：D/A 转换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10 数据通信：RS-232C 通信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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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1 数据通信：SPI 总线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12 脉宽调制技术（PWM）实时控制应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焊接、装备技能锻炼（1） 

1.教学内容 

  掌握常规电子元件的焊接技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焊接设备的使用和特性； 

（2）熟悉焊接过程和焊接技巧； 

（3）掌握常规焊接方法，熟悉各类元件的识别方法。 

实验项目 2：焊接、装备技能锻炼（2） 

1.教学内容 

  掌握特殊元件的焊接技能，如贴片元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焊接设备和元件拆装设备的性能； 

（2）熟悉电子元件的焊接和拆卸技术； 

（3）掌握特殊电子元件的焊接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3：仪表数字显示器的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仪表常用的 LED 显示电路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 LED 显示器的特性和封装结构； 

（2）熟悉 LED 显示器的硬件电路设计； 

（3）掌握 LED 显示器的编程程序方法。 

实验项目 4：键盘程序的编写 

1.教学内容 

  掌握仪器仪表基本键盘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仪表键盘设计的几种方法和结构； 

（2）熟悉独立式和矩阵式键盘设计的方法； 

（3）掌握独立式和矩阵式键盘的程序设计。 

实验项目 5：算数运算计算方法及编程 

1.教学内容 

  掌握仪器仪表基本的算术运算的程序结构和编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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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规算术运算的程序结构； 

（2）熟悉算术运算程序的几种编程技巧； 

（3）掌握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程序的编程技术。 

实验项目 6：定时器、中断程序应用 

1.教学内容 

  了解 MCS-51 单片机定时器和中断的内部机制，掌握相关程序的编写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片机定时器和中断系统的内部结构； 

（2）熟悉定时器初始值的设置和中断程序的结构； 

（3）掌握定时器精确定时的编程方法，理解中断程序的结构和中断机制。 

实验项目 7：模拟信号处理（1）：放大器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几种基本运算放大器的结构和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同相比例运算比例运算放大器和反相比例运算比例运算放大器的结构； 

（2）熟悉两种运放的特殊应用； 

（3）掌握运放的电路和电压增益的设计，掌握运放的几个重要指标：如输入失调电

压、共模抑制比等。 

实验项目 8：模拟信号处理（2）：A/D 转换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数据采集的主要电路 A/D 转换器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模拟信号采集的特点； 

（2）熟悉 A/D 转换过程中的数字滤波方法； 

（3）掌握 A/D 转换的编程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9：模拟信号处理（3）：D/A 转换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模拟信号的输出方法和程序编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模拟信号输出的几种方法； 

（2）熟悉 D/A 转换过程中的抗干扰处理技巧； 

（3）掌握 D/A 转换的编程。 

实验项目 10：数据通信：RS-232C 通信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RS-232C 通信的电路结构和程序编制。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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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RS-232C 通信总线的电平特点； 

（2）熟悉 RS-232C 通信在异步通信中的数据格式； 

（3）掌握 RS-232C 通信的编程。 

实验项目 11：数据通信：SPI 总线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SPI 总线的结构和编程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SPI 总线电气特性和结构； 

（2）熟悉 SPI 总线的数据格式和通信时序； 

（3）掌握 SPI 总线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12：脉宽调制技术（PWM）实时控制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PWM 输出的原理和编程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PWM 和 D/A 转换输出模拟信号的不同点； 

（2）熟悉 PWM 的输出原理； 

（3）掌握 PWM 的程序编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现场检验，现场记录分数。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台式电脑       20 台 

（2）单片机实验箱 （或实验板）  20 套 

（3）万用表       20 只 

（4）示波器       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MCS-51 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 

2.《智能仪器原理与设计》 

 

执 笔 人：朱桂荣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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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09                   课程学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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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电子信息科学类 

实验室名称：检测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子技术专业和测控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很多院校的考研课。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自动控制的理论基础，并具备对简单系统进行定性分

析、定量估算和动态仿真（模拟仿真和数字仿真）的能力，为专业课学习和参加控制

工程实践打下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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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系统的 MATLAB 仿真 验证性 3 2-3 必修 

2 典型环节的特性分析 验证性 3 2-3 必修 

3 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及其稳定性分析 验证性 3 2-3 必修 

4 频率特性测试 验证性 3 2-3 必修 

5 控制系统串联校正研究 验证性 3 2-3 必修 

6 采样系统分析 验证性 3 2-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控制系统的 MATLAB 仿真 

1.教学内容 

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控制系统时域设计，控制系统复域设计，控制系统频

域设计，控制系统校正设计。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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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 MATLAB 在自动控制原理上的应用，进一步理解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论及提高运

用计算机辅助工具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的能力。 

 

实验项目 2：典型环节的特性分析 

1.教学内容 

熟悉使用 TDN-AC/ACS+系统及其操作软件，典型环节：比例、积分、惯性、PD、

PI、PID 的模拟。 

2.教学目标 

了解自动控制原理教学实验系统的使用方法，通过观测理解典型环节的阶跃响应曲

线。 

 

实验项目 3：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及其稳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二阶系统在不同阻尼工况下的阶跃响应，三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2.教学目标 

验证理解典型二阶和典型三阶系统的阶跃响应曲线，研究系统参数的变化对系统动态

性能和稳定性的影响。 

 

实验项目 4：频率特性测试 

1.教学内容 

根据实验所测数据分别作出相应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曲线，用测量的实验数据确定系统

的传递函数，分析实验数据，分析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 

2.教学目标 

理解频率特性的物理意义，掌握利用 Bode 图推导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 

 

实验项目 5：控制系统串联校正研究 

1.教学内容 

测量未校正系统与串联超前校正系统性能指标,分析校正系统作用。 

2.教学目标 

理解校正的方式和作用。 

 

实验项目 6：采样系统分析 

1.教学内容 

理解采样原理及采样过程，分析 z 变换法在研究采样系统时的局限性，研究采样周期

的变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2.教学目标 

理解采样原理及采样过程；分析 z 变换法在研究采样系统时的局限性，研究采样周期

的变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课程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内容、

实验步骤、实验记录、实验结果、思考问答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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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本课程包含六个实验，每个实验所占分值见下表： 

实验项目 分值 累加总分 

实验一   控制系统的 MATLAB 仿真 15 

100 

实验二   典型环节的特性分析 25 

实验三   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及其稳定性分析 15 

实验四   频率特性测试 15 

实验五   控制系统串联校正研究 15 

实验六   采样系统分析 15 

 

（2）每个实验的成绩：实验操作分（60%）和实验报告（40%）两个部分； 

（3）缺席一个实验，该实验不得分； 

（4）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DN-AC/ACS+系统及其操作软件，PC 机，1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控制技术教学实验系统实验指导书. 西安唐都科教

仪器公司 

2.参考书：《自动控制原理实验教程》.程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执 笔 人：钱   敏   

审 批 人：杨   勇   

完 成 时 间 :   201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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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1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微机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s & Application of Microcomputer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教室、电子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微机原理与应用”课程实验环节是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使学生进一步

加深对 80X86 系列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的理解，其中主要对 8086/8088

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指令系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学会编写基于 8086/8088

微处理器的汇编语言源程序，并通过对源程序进行汇编、连接、调试等操作掌握程序

编辑与调试的整个过程，从而较灵活地掌握各类指令的功能和使用方法。通过实验，

学会对微型计算机输入/输出接口的基本操作、I/O 端口的扩展方法，从而更全面地理

解计算机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以及对外部设备进行控制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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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编语言程序的编辑、调试 验证性 4 1 选修 

2 算术运算编程 验证性 4 1 选修 

3 条件转移和循环指令的应用 设计性 4 1 选修 

4 子程序和系统功能调用 设计性 4 1 选修 

5 逻辑运算和端口操作的编程 设计性 4 1 选修 

6 
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

配置下的双色灯实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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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7 
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

配置下的开关状态显示实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8 
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

配置下的模拟交通信号灯实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9 
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

配置下的 A/D 转换实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10 综合应用程序的编程设计 创新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汇编语言程序的编辑、调试 

1.教学内容 

用EDIT行编辑程序建立和编辑汇语言源程序；用MASM汇编程序对源程序进行汇编，

产生目标程序模块；用 LINK 连接程序对目标程序进行连接，产生可执行程序文件；用

DEBUG 命令对可执行程序进行调试，并记录相应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SM 宏汇编程序的功能与运用。 

（2）熟悉 8086/8088 系列微型机汇编语言程序的编辑和调试过程及基本步骤。 

（3）掌握用 EDIT 行编辑程序编辑汇编语言源程序以及用汇编程序MASM 和用连接

程序 LINK 对源程序进行汇编和连接，最后产生可执行程序的过程，掌握用调试程序

DEBUG 对程序进行跟踪调试的方法。 

实验项目 2：算术运算编程 

1.教学内容 

用算术运算指令编写源程序，并对其进行汇编、连接和调试。调试过程中用U 命令进

行反汇编，用T 命令跟踪程序的运行，在此过程中通过D 命令记录程序初始状态下和各断

点处的内存单元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算术运算指令对标志位的设置，进一步体会数据寻址方式的应用。 

（2）熟悉字节、字、双字类型数据运算的编程方法。 

（3）掌握算术运算指令的功能及使用规则。 

实验项目 3：条件转移和循环指令的应用 

1.教学内容 

用“起泡法”对一组数据进行排序，编写汇编语言源程序，利用条件转移指令和循环

指令实现该算法功能，使数据实现升序或降序排列，对程序进行调试，检查并记录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算法语言中“起泡法”的基本原理。 

（2）熟悉条件转移的各种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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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练掌握条件转移指令和循环指令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能正确运用这些指

令编写跳转、分支和循环程序。 

实验项目 4：子程序和系统功能调用 

1.教学内容 

编写程序并调试，利用DOS 系统功能调用的相关指令接收键盘数据，用子程序完成对

输入数据的十进制与十六进制数制转换，并将通过系统功能调用将转换后的数据在屏幕上

显示出来。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机 DOS 系统中系统功能调用的作用。 

（2）熟悉系统功能调用的基本概念和 INT 21H 指令的使用方法。 

（3）掌握过程定义及过程调用的基本规则，学会子程序的编程方法和常用的几

种系统功能调用。 

实验项目 5：逻辑运算和端口操作的编程 

1.教学内容 

编写程序，用 I/O 指令和逻辑运算指令对 61H 端口的控制寄存器进行操作，使内部扬

声器的发声能根据不同键的控制来实现响、停等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86 系列微型计算机 I/O 端口的组成。 

（2）熟悉 I/O 端口的结构和操作方法。 

（3）掌握逻辑运算指令的原理和常见的用途，掌握对 I/O 端口寄存器进行数据

输入和输出的操作和控制字的使用，掌握端口操作和 I/O 通信程序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6：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配置下的双色灯实验 

1.教学内容 

在AEDK8688ET 实验机上进行硬件连接，通过 8255A 输出口控制 4 个双色LED 指示

灯，再编写程序，经汇编、连接产生可执行程序后输入实验机，运行程序使双色灯交替发

出红光和绿光。 

2.教学目标 

（1）了解 AEDK8688ET 实验机的主要功能。 

（2）熟悉通用可编程并行 I/O 接口芯片 8255A 的实际应用。 

（3）掌握在 PC 系统中扩展简单 I/O 接口的方法、对 8255A 进行初始化的方法

以及双色灯的使用。 

实验项目 7：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配置下的开关状态显示实验 

1.教学内容 

在AEDK8688ET 实验机上进行硬件连接，将 8255A 的 PA 口和PC 口分别接 8 个开关

和 8 个 LED 指示灯，编写程序，将从 PA 口输入的开关状态数据从 PC 口输出，通过指示

灯的亮暗状态确定相应位置开关的通断状态。 

2.教学目标 

（1）了解 8255A 芯片的内部结构和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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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对 8255A 的编程方法，熟悉 8255A 各端口的功能。 

（3）掌握 8255 各个口的不同工作方式，学习通过 8255A 的不同端口进行数据

输入和信号输出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8：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配置下的模拟交通信号灯实验 

1.教学内容 

在AEDK8688ET 实验机上进行硬件连接，通过 8255A 输出口控制 4 个双色LED 指示

灯（可发红、绿、黄光），再编写程序，实现模拟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城市道路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规则和要求。 

（2）进一步熟悉 I/O 接口的简单扩展和编制数据输出程序的设计方法。 

（3）掌握通过 8255A，控制双色 LED 灯（可发红、绿、黄光）的亮和灭，从而

实现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管理的计算机软硬件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9：独立运行单板机方式或串行通信配置下的 A/D 转换实验 

1.教学内容 

在AEDK8688ET 实验机上进行硬件连接，接好A/D 转换芯片ADC0809，编程用查询

方式采样电位器输入电压，并将采样到的结果实时地通过 8279 显示在数码管上。 

2.教学目标 

（1）了解 A/D 转换和 D/A 转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2）熟悉 ADC0809 芯片的基本结构、基本特性和使用方法。 

（3）掌握 A/D 转换芯片 ADC0809 在数据采集中的实际使用，掌握简单数据采

集的编程方法，掌握该芯片与 8279 芯片之间的接口方法。 

实验项目 10：综合程序的编程设计 

1.教学内容 

自行设计实验方案，选定实验器材，编写一个较为实用的汇编语言应用程序，使计算

机完成某一特定的功能，并进行结果分析。 

2.教学目标 

通过该实验，能对 8086/8088 指令系统提供的各种指令进行综合运用，能较全面

地掌握 86 系列微机所能提供的各种功能，能将内存资源的运用、数据传输控制、I/O

接口扩展、A/D 转换等应用于实践，并注意引入新材料或新器件，从而设计出基于

8086/8088 系统的智能控制或信息采集系统。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根据实验操作与书面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实验成绩； 

（2）实验成绩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20%。 

2、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报告应应包含如下内容： 

（1）实验名称：本实验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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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目的：通过本实验应加深对哪几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3）实验原理：阐述与本实验相关的主要知识点的基本原理，列出实验程序的

原理、流程图和汇编语言源程序清单。 

（4）实验内容：列出本实验要求完成的操作内容和详细的实验步骤。 

（5）实验仪器和材料：本实验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和材料。 

（6）实验结果：记录通过实验得到的实际结果，以及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

如何解决的。 

（7）实验结果的分析：将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EDK8688ET 教学实验系统，现有 30 台； 

80X86 系列微型计算机，现有 3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王富东  陈 蕾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8 月 

（2）《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  邹丽新  陈蕾  邱国平  周江 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2.参考书： 

（1）《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第二版）郑学坚、周 斌、马力妮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2）《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第二版）     王永山、杨宏五、杨婵娟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3）《IBM-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沈美明、温冬婵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执 笔 人：  邱国平  

审 批 人：  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64 

 

《信号与线性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12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信号分析与处理（信号与线性系统）  / Signal Analysis  

& Processing（Signals & Linear System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测控、光信息 

实验室名称：电子学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信号与线性系统”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无线电技术、自动控制、生物

医学电子工程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也是各院校相应专业的主干课程。由于这门课的

系统性、理论性很强，非常有必要开设实验课程，使学生通过实验课程巩固和加深对

基础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使抽象的概

念和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实验课程使用信号与线性系统实验箱，可进行阶跃响应和冲激响应的时域分

析；信号频谱的分析和研究；信号的分解和合成分析实验等。利用实验箱，使学生既

可以方便测试，观察信号的时域特性，又可以测试和观察信号的频域特性；把信号源

和各种滤波器组合在一起，既可以分解信号，又可以合成信号，从而加深学生对信号

频谱的理解。 

本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如下：1、巩固和加深所学的理论知识；2、掌握函数发生

器、示波器等常用电子设备和仪器的使用方法；3、培养选择实验方法、整理实验数

据、分析实验结果、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4、培养严肃认真的实验作风、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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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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齿波信号的分解 验证性 3 2-4 必修 

2 方波信号的分解 验证性 3 2-4 必修 

3 三角波信号的合成与分析 验证性 3 2-4 必修 

4 方波信号的合成与分析 验证性 3 2-4 必修 

5 阶跃响应与冲激响应 综合性 3 2-4 必修 

6 有源、无源滤波器 综合性 3 2-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锯齿波信号的分解 

1.教学内容 

傅里叶级数分析方法；不同频率正弦波相位差的鉴别和测试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任何周期信号都是由各种不同频率、幅度和初相位的正弦波叠加而成。

由傅里叶级数可知，各次谐波的频率为基波频率的整数倍，高次谐波的的幅度均趋于

无穷小。 

（2）熟悉利用傅里叶级数分析周期信号基波和谐波分量的方法。 

（3）掌握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相位差是否为零的鉴别和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2：方波信号的分解 

1.教学内容 

通过观察方波信号的分解过程，进一步理解信号频谱的分析方法；频率失真和

相位失真对方波信号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频率失真和相位失真对方波信号影响。 

（2）熟悉傅里叶级数分析信号频谱。 

（3）掌握方波信号的基波和谐波分量所占的比例。 

实验项目 3：三角波信号的合成与分析 

1.教学内容 

全面学习波形分解与合成原理；进一步理解傅里叶级数分析信号频谱的原理和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波形分解与合成原理。 

（2）熟悉傅里叶级数分析信号频谱。（3）掌握频率失真和相位失真对方波信号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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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方波信号的合成与分析 

1.教学内容 

不同非正弦周期信号波形的谐波成分有哪些不同；进一步理解三角波和方波信

号所含频率分量的差异。2.教学目标 

（1）了解非正弦周期信号波形的谐波成分有哪些不同。（2）熟悉傅里叶级数分

析信号频谱。 

（3）掌握三角波和方波信号所含频率分量的差异。 

实验项目 5：阶跃响应与冲激响应 

1.教学内容 

观察和测量 RLC 串联电路的阶跃响应与冲激响应，观察相关波形、记录有关参

数；研究电路元件参数变化对响应状态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析 RLC 串联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2）熟悉输入信号、冲激响应、阶跃响应等基本概念。 

（3）掌握有关信号的时域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6：有源、无源滤波器 

1.教学内容 

有源、无源滤波器的构成与特性；学会测量有源、无源滤波器幅频特性飞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源、无源滤波器差异和特点。 

（2）熟悉有源、无源滤波器的构成与特性。 

（3）掌握测量有源、无源滤波器幅频特性飞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包括：（1）实验目的；（2）实验原理；（3）实验分析 

2.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现场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决定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2）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分数，最后出该学生的实验

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信号与系统综合实验箱 HD-XH-2 型，20 台 

2.双踪示波器 CA620 型 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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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管致中、夏恭恪、孟桥，信号与线性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4 版）,2004

年。 

2.参考书：信号与系统实验指导书（自编），2009 年。 

 

 

 

 

 

                                        

 

 

 

 

 

 

执 笔 人：  郑分刚  

审 批 人：  高   雷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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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15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The Principle of 

Single-chip Microprocessor & Interface Technolog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测控 

实验室名称：电子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 MCS-51 单片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理解，熟悉

51 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系统，掌握最基本的程序设计方法，通用接口技术的使用，以

及程序调试过程和调试方法，更进一步理解单片微型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

为今后更好地使用单片微型计算机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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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流水灯(1) 演示性 3 2 必修 

2 LED 流水灯(2) 演示性 3 2 必修 

3 LED 数码管（静态） 演示性 3 2 必修 

4 多位 LED 数码管显示（动态） 设计性 3 2 必修 

5 UART 单向（发送）通讯 演示性 3 2 必修 

6 UART 双向通讯 设计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ED 流水灯(1) 

1.教学内容 

掌握 I/O 的控制及编程，熟悉程序调试方法 



 69 

2.教学目标 

（1）了解 I/O 的结构，初始化过程。 

（2）熟悉 IDE 的编程环境，了解程序编制中软时钟循环的基本方法。 

（3）掌握 对汇编语言程序及伪指令的编程过程，完成编译、程序下载、调试

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LED 流水灯(2) 

1.教学内容 

掌握定时器功能的设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 51 系列中外部中断及定时器的基本功能与结构。 

（2）熟悉 定时器延时和软件延时的区别，以及定时器多少时间的计算和配置。 

（3）掌握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的编程、调试，以及流程图的绘制。 

实验项目 3：LED 数码管（静态） 

1.教学内容 

掌握 LED 数码管的静态驱动常用 I/O 口的编程技巧 

2.教学目标 

（1）了解 LED 数码管的工作原理、驱动方式以及 I/O 口的配置。 

（2）熟悉 LED 数码管的应用，以及笔段码的设计和笔段码表的读取操作。 

（3）掌握对笔段码读取的编程、调试。对 IDE 开发环境的调试。 

实验项目 4：多位 LED 数码管显示（动态） 

1.教学内容 

掌握多 LED 数码块动态扫描显示方式的硬件接口和软件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态扫描与静态显示的区别。多种设计的方法及相应软件的编程。 

（2）熟悉多位显示的驱动方法以及编程设计，。 

（3）掌握显示数据的动态调整技术。 

实验项目 5：UART 单向（发送）通讯 

1.教学内容 

掌握波特率发生器的设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定时器 1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功能、作用。 

（2）熟悉定时器 T1 的初值计算和初始化编程。 

（3）掌握通讯的基本原理、调试方法以及联机实验。 

实验项目 6：UART 双向通讯 

1.教学内容 

掌握通讯中断服务功能集本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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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UART 的双向通讯原理和通讯中断处理。 

（2）熟悉双向通讯的中断编程，调试。实现数据的发送和传输。 

（3）掌握通讯中断的服务程序的设计、编制、调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操作与书面考核相结合； 

（2）平时成绩与实验成绩相结合。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STC 高性能单片微型计算机实验箱，现有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邹丽新、陈蕾、邱国平、周江编著，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书，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11。 

（2）邹丽新、翁桂荣，《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 

（3）翁桂荣、邹丽新，《单片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 

2.参考书 

（1）张迎新等，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应用及接口技术，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1 

（2）顾筠、钱琦、林小宁，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12。 

（3）张似玫，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2 

（4）高锋，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科学出版社，2003.2。 

（5）徐惠民，安德宁，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接口及应用，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2000.10 

（6）陈桂友，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 

 
 

 

 

 

 

执 笔 人：周   望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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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 原理与应用》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2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DSP 原理与应用/The Principle & Applications of DSP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检测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技术性与应用性均较强的专业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验训练，使学生了解当前常用 DSP 处理器的基本原理、

总体结构、指令系统与应用范围，掌握 DSP 系统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的基本方法，

进一步巩固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为今后从事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与研

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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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设备安装与 CCS 开发流程 演示性实验 2 10 必修 

2 指示灯 验证性实验 2 5 必修 

3 异步串口通讯 综合性实验 3 2 必修 

4 点阵式 LCD 显示 综合性实验 3 2 必修 

5 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控制 设计性实验 4 2 必修 

6 语音信号采集与分析 创新性实验 4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实验设备安装与 CCS 开发流程 

1.教学内容 

DSP 开发板的基本硬件组成；DSP 开发系统与计算机的连接方法；CCS V6.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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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开发环境的的安装、配置步骤、菜单功能和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DSP 开发系统与计算机的连接方法、CCS V6.1 集成开发环境的的安

装和配置步骤； 

（2）熟悉 CCS 的基本操作、新建一个工程的方法、构成一个工程的头文件、

库文件、源文件及 CMD 文件的基本知识以及程序编译调试的方法； 

（3）了解 F2812 芯片内部的基本单元和指令在 DSP 中执行的基本过程。 

实验项目 2：指示灯 

1.教学内容 

GPIO 多功能输入输出接口的原理；GPIO 的控制类寄存器、数据类寄存器及其

具体用法；GPIO 寄存器位与 I/O 引脚的对应关系。 

2.教学目标 

（1）掌握 GPIO 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方法以及如何设定 GPIO 为通用数字 I/O 口

或相应功能引脚； 

（2）熟悉 GPIO 初始化的基本步骤； 

（3）了解 GPIO 多功能输入输出接口原理和 GPIO 寄存器位与 I/O 引脚对应关

系。 

实验项目 3：异步串口通讯 

1.教学内容 

SCI 模块特点；SCI 模块的相关寄存器；SCI 模块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工作原

理；SCI 多处理器通信模式。 

2.教学目标 

（1）掌握 SCI 通讯格式设定、波特率计算以及如何采用中断方式实现数据传输； 

（2）熟悉查询方式实现异步串口通信的方法及其优缺点； 

（3）了解 SCI 模块的结构特点和 SCI 模块多处理器通信模式。 

实验项目 4：点阵式 LCD 显示 

1.教学内容 

DMA 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相关寄存器设置方法；字符及图形编码的生成。 

2.教学目标 

（1）掌握 DSP 中 DMA 操作方法，进一步加深对 GPIO 的应用理解； 

（2）熟悉 LCD 模块初始化的基本方法以及如何利用字模软件生成所需的字符

及图形编码； 

（3）了解点阵图形式 LCD 显示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5：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控制 

1.教学内容 

事件管理器的功能结构；通用定时器的结构原理及应用方法；比较单元及 PWM

电路的原理与应用方法；捕获单元的结构原理及应用方法；正交编码脉冲电路的原理

及应用方法；事件管理器的中断及其相关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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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如何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产生占空比不变或占空比可变的 PWM 波形

及其死区； 

（2）熟悉事件管理器的通用定时器、比较单元产生 PWM 波形的原理； 

（3）了解通用定时器、比较单元和捕获单元的结构原理及全比较单元产生 PWM

波形的原理。 

实验项目 6：语音信号采集与分析 

1.教学内容 

DSP 内部 ADC 模块的结构及特点；ADC 模块时钟频率和采样频率；ADC 模块

四种工作方式及其工作原理；ADC 模块中断；ADC 模块寄存器；ADC 模块校正；

CCS 开发环境中的图形显示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 ADC 模块单序列发生器的运行模式以及如何利用软件置位方式或通

用定时器 T1 方式实现 AD 采样； 

（2）熟悉 ADC 模块顺序采样和并发采样运行模式的相关寄存器设置方法； 

（3）了解 ADC 模块的四种工作方式及其相关校正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部分的考核由平时表现与出勤情况、实验原理图及实物系统搭建、软件程序

编写及调试、实验报告以及现场答辩等五部分组成，各部分比例如下： 

（1）平时表现与出勤情况（10%）； 

（2）实验原理图及实物系统搭建（20%）； 

（3）软件程序编写及调试（包括 matlab 仿真、CCS 仿真等）（20%）；  

（4）实验报告（25%）；  

（5）现场答辩（2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包括：PC 机、TMS320F2812 DSP 开发学习板、CCS V6.1 集成开

发环境软件及 TI-XDS100 仿真器； 

现有台套数：3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王忠勇，陈恩庆.《TMS320F2812 DSP 原理与应用技术（第 2 版）》，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2. 

2.参考书：„„„„ 

[1]顾卫钢.《手把手教你学 DSP—基于 TMS320X281x》，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2]王潞钢，陈林康，曾岳南，许贤昶.《DSP C2000 程序员高手进阶》，机械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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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5. 

[3]薛非.《品悟 C—抛弃 C 程序设计中的谬误与恶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执 笔 人：许宜申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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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综合实验与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24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技术综合实验与设计/Experiment and Desig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电子综合实验与设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子技术综合实验与设计》是针对电子、测控专业高年级学生所开的一门课程，

具体涉及模拟电子系统、数字电子系统、SOC 单片机系统和综合电子系统等几部分。

本课程以 SOC 单片机系统和 CPLD/FPGA 为重点，通过人机交互、温度测量、精密

电阻测量等实验，在学生学习了一系列的理论知识以及进行了相关的基础训练后，从

小单元局部电路为主的实验向多模块、综合系统实验转变，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和分析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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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等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演示性 4 1-2 人 必修 

2 LED 数码管的显示程序设计 验证性 4 1-2 人 必修 

3 键盘扫描程序设计 验证性 4 1-2 人 必修 

4 波形发生器的程序设计 验证性 4 1-2 人 必修 

5 基于 C8051F360 内部定时器的时钟程序设计 验证性 8 1-2 人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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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6 片上温度监控程序设计 验证性 12 1-2 人 必修 

7 基于 DS18B20 的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验证性 12 1-2 人 选修 

8 基于 M41T0 的实时时钟设计 验证性 12 1-2 人 必修 

9 基于 ADS1100 的精密电阻测量 设计性 12 1-2 人 必修 

10 基于 DDS 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设计性 12 1-2 人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等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1.教学内容 

（1）示波器的常用功能的介绍及测量应用； 

（2）函数信号发生器常用功能介绍； 

（3）数字稳压电源的常用功能介绍； 

（4）数字万用表常用功能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示波器等常用仪器的功能。 

（2）熟悉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LED 数码管的显示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及组成；讲解 LED 数码管动态显示电路的工

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C8051 单片机的基本功能模块和 LED 数码管的基本结构； 

（2）掌握 LED 数码管动态显示电路的工作原理； 

（3）编写程序实现在六位数码管上显示规定的内容，并完成调试。 

实验项目 3：键盘扫描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继续熟悉 C8051F360 单片机的基本功能模块；讲解独立式按键电路的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继续了解 C8051 单片机的基本功能； 

（2）掌握独立按键电路的工作原理； 

（3）编写程序实现在数码管上对按键做出相应的显示。 

实验项目 4：波形发生器的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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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讲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 DAC 功能模块的组成相关的特殊寄存器，编写 DAC

程序并进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 DAC 功能模块。 

（2）掌握 DAC 电路的三种刷新模式，选择其中的一种模式实现模拟信号的输出，

并编写程序在规定的引脚上输出波形信号。 

实验项目 5：基于 C8051F360 内部定时器的时钟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定时器模块和中断系统，利用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实

现时钟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定时器模块和中断系统。 

（2）掌握定时器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并完成调试。 

实验项目 6：片上温度监控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 ADC 功能模块和相关的特殊寄存器，编写 ADC 程序

并进行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8051F360 单片机的 ADC 功能模块的组成。 

（2）掌握 ADC 功能模块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利用片上自带的温度传感器实现

对单片机温度监控的功能，完成温度监控程序的最终调试。 

实验项目 7：基于 DS18B20 的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1.教学内容 

详细讲解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的工作原理、硬件电路的连接和通讯协

议编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 的工作原理和时隙的概念。 

（2）掌握 DS18B20 的通讯协议，编程并完成调试实现温度测量的目的。 

实验项目 8：基于 M41T0 的实时时钟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 IIC 总线接口和时钟/日历芯片 M41T0 的功能框图，并利用该芯片编程实现

实时时钟的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IIC 总线接口功能和时钟/日历芯片 M41T0 的功能框图。 

（2）掌握时钟芯片内部寄存器的设置，编写程序实现实时时钟的功能。 

实验项目 9：基于 ADS1100 的精密电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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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讲解片外 ADC 芯片 ADS1100 的功能框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 ADC 芯片 ADS1100 的功能框图。 

（2）继续熟悉 IIC 总线接口。 

（3）了解利用电桥电路测量电阻的原理，编写程序实现电阻测量的功能。 

实验项目 10：基于 DDS 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的原理及 DDS 芯片 AD9833 的功能框图及寄存

器的设置；介绍 SPI 串行外设接口。 

2.教学目标 

（1）了解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和 AD9833 内部寄存器的设置。 

（2）掌握 AD9833 的功能，编写程序实现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波形的输出设

置和频率设置。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包含如下内容： 

（1）实验名称：本实验的名称。 

（2）实验目的：通过本实验应该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 

（3）实验内容：画出实验电路图，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列出详细的实验步骤。 

（4）实验器材：本实验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和材料。 

（5）实验结论：记录实验得到的结果以及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仿真和调试心得；附程序清单。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现场实验操作结果（ 0
007 ）和实验报告综合评

分（ 0
003 ）。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

分数，最后得出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3）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0
00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ESDM-1 型模块化综合电子系统设计实验箱    15 台 

2、戴尔 OPTIPLEX 3020MT 台式电脑      15 台 

3、固纬 GDS2072E 示波器         15 台 

4、固纬 GPD3303D 稳压电源        15 台 

5、固纬 GDM8341 台式万用表        15 台 

6、ATTEN  AT8603B 信号发生器       1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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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贾立新，王涌，陈怡.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2、参考书：刘延飞，李琪.现代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执 笔 人 ：  栗   荣  

审 批 人 ：   陈大庆  

完 成 时 间 ：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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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IST2026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 VC++/VC++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测控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教室 

一、课程简介： 

VC++是一门高效实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它既可进行过程化程序设计，也可进行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程序员最广泛的开发工具之一。通过该课程实验，使学生得到

C++程序设计方面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能力和调试程序的基本技能，提

高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熟悉 Visual C++编程环境、C++基

本语法，掌握面向对象和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掌握使用 Visual C++开发应用程序的

基本方法和步骤，能够编写、调试和运行一般的应用程序。面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是一

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时应注重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应用自己所学的

理论知识进行程序开发，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技能，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便为今后学生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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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简单程序开发 综合性 3 1 必修 

2 类和对象 综合性 3 1 必修 

3 继承和派生 综合性 3 1 必修 

4 运算符重载 设计性 3 1 必修 

5 虚函数 创新性 3 1 必修 

6 动态库的调用 创新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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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VC++简单程序开发 

1.教学内容 

（1）在屏幕上显示 100 以内的素数。 

（2）用数组处理 Fibonacci 数列问题。 

（3）使用 VC++的 debug 调试功能观察程序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和使用 VC 集成开发环境。 

（2）熟悉完整的 C++程序开发过程，掌握基本数据类型。 

（3）掌握程序的分支、循环结构，学习调试方法。 

实验项目 2：类和对象 

1.教学内容 

（1）编写具有结构、类与对象的简单源程序，注意 public 和 private 的作用。 

（2）编写一个具有构造函数、析构函数或拷贝构造函数的简单源程序。 

（3）使用 VC++的 debug 调试构造函数、析构函数、成员函数的执行顺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结构的定义和使用。 

（2）熟悉类的定义、实例化的方法。 

（3）掌握使用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实验项目 3：继承和派生 

1.教学内容 

（1）定义一个基类 BaseClass，有整型成员变量 Number。 

（2）构造其派生类 DerivedClass，观察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执行情况。 

（3）编写一个存储学生信息的类，给出构造函数、析构函数等成员函数的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继承和派生。 

（2）熟悉从现有类派生出新类的方法。 

（3）掌握基类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控制。 

实验项目 4：运算符重载 

1.教学内容 

（1）编写复数类的定义，类中有“+”运算符和“-”算符的重载函数。 

（2）给出重载函数的定义，使用 VC++的 debug 调试功能观察程序流程。 

（3）编写重载求绝对值的函数，实现求整数、双精度数的绝对值，并上机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算符重载含义。 

（2）熟悉重载函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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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运算符重载的方法，学习调试方法。 

实验项目 5：虚函数 

1.教学内容 

（1）利用虚函数实现多态性来求正方形和圆的面积，并上机调试。 

（2）编写程序练习虚析构函数功能。 

（3）使用 VC++的 debug 调试功能观察程序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 VC 中多态的含义。 

（2）熟悉虚函数对多态性的支持。 

（3）掌握在具体程序中使用虚函数，学习调试方法。 

实验项目 6：动态库的调用 

1.教学内容 

（1）使用静态加载动态库。 

（2）使用动态加载动态库。 

（3）使用动态库调用完成二维码的解码。 

2.教学目标 

（1）了解 VC 对动态库的调用。 

（2）熟悉 VC++程序开发含动态库的过程。 

（3）掌握两种动态库调用的方法，学习调试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必须有完整的题目、实验要求，实验内容有完整的程序和实验结果（图

形或数据）。 

2、考核方式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包括出勤、完成实验的质量、实验报告。 

实验教学部分占课程总成绩 20％；在笔试中，实验内容占考试内容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安装 VC++的计算机 

现有台套数：  60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谭浩强，《C++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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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金珂、高丽华、张迎新，《VC++程序设计基础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Stanley B. Lippman ，《Essential C++》，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版。 

（3）刘冰、张林，《C++程序设计教程——基于 Visual Studio2008》，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9 年版。 

 

 

 

 

                                               

执 笔 人：陈大庆   

审 批 人：吴   迪   

完 成 时 间：   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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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1014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测控、光信息 

实验室名称：电子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PLC 是实验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它的实验是整个教学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包含 PLC 硬件电路设计接线与 PLC 编程控制两方面内容，要求学生完成电路设计与

接线、编程与实验调试分析。 

通过 PLC 实验教学环节，不仅可以使学生验证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认识和

理解，扩大知识领域，深化教学内容，同时可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综合设计能

力、动手能力、分析解决生产技术和科学实验等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获得实验操

作基本训练后，进一步掌握 PLC 地址分配、接线、基本指令的应用等基本知识，掌

握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和编程技巧；掌握利用计算机软件编

程和调试的方法。 

本实验的开设将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动手训练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本

实验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能较熟练掌握 PLC 的编程软件和编程语言；  

2、能独立完成小型 PLC 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编程和调试； 

3、能设计 PLC 控制系统的上位机监控系统；  

4、在控制方案和策略设计上能展现出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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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指令实验 演示性 0.5 1 必修 

2 定时器及计数器指令实验 验证性 0.5 1 必修 

3 移位寄存器指令实验 验证性 0.5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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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4 置位/复位及脉冲指令实验 验证性 0.5 1 必修 

5 跳转指令实验 验证性 0.5 1 必修 

6 常用功能指令实验 验证性 0.5 1 必修 

7 艺术灯控制 综合性 1 1 必修 

8 数码管显示控制 综合性 1 1 必修 

9 交通灯控制 综合性 1 1 必修 

10 驱动步进电机的 PLC 控制 综合性 1 1 选修 

11 电机星三角启动控制 综合性 1 1 选修 

12 机械手的 PLC 自动控制 综合性 1 1 选修 

13 四层电梯的 PLC 控制 设计性 1 1 必修 

14 物料混合控制 设计性 1 1 必修 

15 水塔水位控制 设计性 1 1 选修 

16 邮件分拣控制 设计性 1 1 选修 

17 四级传送带的控制 创新性 1 1 必修 

18 装配流水线控制 创新性 1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 OMRON 编译调试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掌握 CPM1A 系列 PLC 常用基本指令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基本指令的使用方法。 

（2）学会用基本逻辑与、或、非等指令实现基本逻辑组合电路的编程。 

（3）熟悉编译调试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2：定时器及计数器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定时器的使用方法；掌握计数器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定时指令的使用方法。 

（2）掌握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3）掌握定时器/计数器内部时基脉冲参的设置。 

（4）熟悉编译调试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3：跳转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跳转指令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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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跳转指令的使用方法。 

（2）熟悉编译调试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4：置位/复位及脉冲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置位/复位及脉冲指令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 KEEP、DIFU、DIFD 指令的使用方法。 

（2）熟悉编译调试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5：移位寄存器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移位寄存器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移位指令的使用方法。 

（2）熟悉编译调试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6：常用功能指令实验 

1.教学内容 

常用功能指令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比较指令、数据传送指令、加法指令、减法指令的使用方法。 

（2）熟悉编译调试软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7：艺术灯控制 

1.教学内容 

艺术灯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定时器指令的应用。 

（2）掌握 PLC 与外围电路的接口连线。 

实验项目 8：数码管显示控制 

1.教学内容 

数码管显示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移位寄存器指令的应用。 

（2）掌握用 PLC 控制数码管显示。 

实验项目 9：交通信号灯的自动控制 

1.教学内容 

交通信号灯的自动控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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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 PLC 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用 PLC 控制交通灯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驱动步进电机的 PLC 控制 

1.教学内容 

驱动步进电机的 PLC 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 PLC 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用 PLC 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电机星三角启动控制 

1.教学内容 

电机星三角启动控制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用 PLC 控制交流电机的可逆起动控制电路及星/三角起动的电路。 

实验项目 12：机械手的 PLC 自动控制 

1.教学内容 

机械手的 PLC 自动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 PLC 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用 PLC 对机械手步进控制程序的设计 

实验项目 13：四层电梯的 PLC 控制 

1.教学内容 

四层电梯的 PLC 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定时指令的使用方法。 

（2）掌握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实验项目 14：物料混合控制 

1.教学内容 

物料混合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物料混合控制程序的设计。 

实验项目 15：水塔水位控制 

1.教学内容 

水塔水位控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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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定时指令的使用方法。 

（2）掌握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实验项目 16：邮件分拣控制 

1.教学内容 

邮件分拣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邮件分拣控制程序的设计。 

实验项目 17：四级传送带的控制 

1.教学内容 

四级传送带的控制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功能指令的用法。 

（2）掌握四级传送带控制程序的设计。 

实验项目 18：装配流水线控制 

1.教学内容 

装配流水线控制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装配流水线控制的设计方法。 

（2）掌握移位寄存器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及其编程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3）实验仪器及软件。 

（4）实验内容。 

（5）硬件接线图。 

（6）编程语句表和梯形图。 

（7）实验结果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训完成情况。根据实验的过程及结果，当场打分。 

（2）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批改报告。 

（3）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过程及结果占 90%，实验报告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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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姆龙 CPM1A-30 点型 PLC 实验箱 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PLC 课程实验指导手册》.自编教材 

2.参考书：程周.欧姆龙系列 PLC 入门与应用实例.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执 笔 人：孙宝印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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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1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测量/ Electronic Measure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教室 

一、课程简介： 

虚拟仪器技术是在 21 世纪高速发展的新技术，在电子测量领域的仪器设计方面

具有广泛的应用。通过虚拟仪器实验，可以使学生对虚拟仪器测控系统有进一步的了

解，巩固与丰富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实验课程共 6 个实验，包括 2 个基础性实验，2 个综合性实验及 2 个设计性实

验。通过相关实验使学生了解 Labview 中的常用功能。能够进行 Labview 面板设计和

简单程序编程及调试。；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While 循环；移位寄存器；For 循环；

Case 结构；公式节点等程序结构，并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掌握 Labview 信号分析

模块的基本功能并综合应用相关程序设计流程和功能模块进行软件设计，能够自行设

计开发一些简单的仪器。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虚拟仪器开发平台，学会自己设计虚拟仪器系统，并利

用虚拟仪器软件平台编写虚拟仪器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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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view VI 界面设计基础 演示性 3 1 必修 

2 Labview VI 程序设计基础 演示性 3 1 必修 

3 Labview 程序结构基础设计 综合性 3 1 必修 

4 Labview 程序结构综合设计 综合性 3 1 必修 

5 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1） 设计性 3 1 必修 

6 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2） 设计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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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abview VI 界面设计基础 

1.教学内容 

储液罐状态监控系统虚拟仪器前面板的设计练习。 

2.教学目标 

（1）了解虚拟仪器技术相关理论知识。 

（2）掌握 Labview 中的常用功能。 

（3）能够进行 Labview 面板设计。 

实验项目 2：Labview VI 程序设计基础 

1.教学内容 

创建简单的 VI 程序，完成四则运算、开关控制灯、随机信号波形显示及

温度转换等功能。 

2.教学目标 

（1）熟悉 Labview 设计过程，分析规划设计，完成 VI 程序。 

（2）能够解决设计过程中出现的一般问题，具有初步调试能力。 

实验项目 3：Labview 程序结构基础设计 

1.教学内容 

VI 循环结构、移位寄存器、选择结构、公式节点等程序设计，并进行初步

的编程。 

2.教学目标 

（1）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While 循环。 

（2）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移位寄存器。 

（3）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For 循环。 

（4）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 Case 结构。 

（5）学会使用 Labview 中的公式节点。 

实验项目 4：Labview 程序结构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通过采用程序结构，解决相关循环问题。 

2.教学目标 

（1）综合运用 Labview 中的程序结构。 

（2）能解决程序设计过程中出现的一般问题，具有一定调试能力。 

实验项目 5：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1） 

1.教学内容 

利用波形测量模块计算信号的平均直流-均方根及功率谱、利用显示模块绘

制不同相位差的李沙育图形、利用滤波模块设计滤波实验。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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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Labview 信号分析模块的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6：Labview 信号处理分析与设计（2） 

1.教学内容 

利用信号模块及条件结构进行软件设计、利用数组实线数据的线性拟合。 

2.教学目标 

（1）能够综合应用相关程序设计流程和功能模块进行软件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一律用统一的实验报告本认真书写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实验名称 ；一、实验目的 ；二、实验仪器 ；三、实验原理 （包括指导书所要

求的实验原理图、流程图以及其它实验教师所要求的内容）；四、实验结果（根据实

验所绘制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并按指导书要求加以处理，附在实验报告最后）；五、

实验结果分析(完成指导书所要求的总结、问题讨论等)。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通过实验报告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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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计算机（含 Labview8.5 软件）      3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电子测量课程实验指导手册》.自编教材 

2.参考书：（1）刘刚等.Labview 8.20 中文版编程及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2）徐晓东等.Labview8.5 常用功能与编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执 笔 人：  张 晓 俊 

审 批 人：   杨 诚 成  

完 成 时 间: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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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无损检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202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工业无损检测/ Industrial Nondestructive Test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检测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无损检测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工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已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军事工业、电力、电子、机械、化工、冶金、建筑、交通、新能源等领域。

本课程主要讲授：超声检测技术、射线检测技术、涡流检测技术、磁粉检测技术、渗

透检测技术、无损检测新技术等内容。通过无损检测实验的系统学习，可以提升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实验课程开设 6 个实验，包括 3 个验证性实验，3 个综合性实验。通过相关实

验训练，使学生了解超声、涡流、磁粉检测仪器的常用功能，能够利用超声纵波、横

波、磁粉、涡流、射线探伤仪器，对焊缝、铸件、锻件进行探伤，学会对焊缝进行评

级、学会超声当量计算方法的应用，学习相关无损检测标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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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检测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2 磁粉检测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涡流检测实验 验证性 3 2 必修 

4 超声纵波探伤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5 超声横波探伤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6 射线探伤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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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渗透检测实验 

1.教学内容 

液体渗透探伤在铸件、锻件表面缺陷检测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体渗透检测的相关理论知识。 

（2）掌握液体渗透探伤的操作方法。 

（3）能够对铸件、锻件表面缺陷进行检测，学习渗透检测的相关国家标准，学

会制作探伤报告。 

实验项目 2：磁粉检测实验 

1.教学内容 

磁粉检测在铁磁性材料表面探伤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磁粉检测的相关理论知识。 

（2）掌握钢铁工件磁粉探伤的操作方法。 

（3）能够对铁磁性材料表面缺陷进行检测，学习磁粉检测的相关国家标准，学

会制作探伤报告。 

实验项目 3：涡流检测实验 

1.教学内容 

涡流检测在金属材料表面探伤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磁粉检测的物理基础。 

（2）掌握金属管道、金属平板涡流探伤的操作方法。 

（3）能够对金属管道、金属平板表面缺陷进行检测，学习涡流检测的相关国家

标准，学会制作探伤报告。 

实验项目 4：超声纵波探伤实验 

1.教学内容 

纵波探伤在铸件、锻件检测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超声检测的物理基础。 

（2）掌握超声纵波检测扫描速度的调节方法、检测灵敏度的调节方法。 

（3）掌握缺陷定位方法。 

（4）掌握缺陷当量计算方法。 

（5）能够对铸件、锻件内部缺陷进行检测，学习超声检测的相关国家标准，学

会制作探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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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超声横波探伤实验 

1.教学内容 

横波探伤在焊缝检测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超声检测的物理基础。 

（2）掌握超声横波检测扫描速度的调节方法、距离波幅曲线的制作方法。 

（3）掌握缺陷定位方法。 

（4）掌握缺陷定量方法。 

（5）能够对焊缝内部缺陷进行检测，学习超声检测的相关国家标准，学会制作

探伤报告。 

实验项目 6：射线探伤实验 

1.教学内容 

射线探伤在焊缝检测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射线检测的物理基础。 

（2）掌握射线检测透照布置方法。 

（3）掌握射线检测的操作方法。 

（4）掌握焊缝五大常见缺陷的影像特征。 

（5）能够对焊缝内部缺陷进行检测，学习射线检测的相关国家标准，学会评定

焊缝检测结果、学会制作探伤报告。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一律用统一的实验报告本认真书写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实验名称 ；一、实验目的 ；二、实验仪器 ；三、实验原理 （包括指导书所要

求的实验原理）；四、实验步骤（包括指导书所要求的实验步骤以及实验指导教师的

相关其他要求）；五、实验结果（根据计算分析，完整表达缺陷的性质、位置和当量

尺寸）；六、实验结果分析(参考国家标准，完成指导书所要求的检测结果分析、问题

讨论等)。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通过实验报告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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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波探伤仪           6 套 

射线探伤机             1 套 

涡流探伤仪             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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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粉探伤机             3 套 

渗透检测装置           2 套 

射线观片灯             5 套 

超声检测 IIW 试块       5 套 

超声检测 CS 系列试块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无损检测实验指导书》自编教材 

2.参考书：（1）无损检测，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西安，2015 

（2）陈 勇 等，实用无损检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15 

 

 

 

 

 

 

执 笔 人：  杨 诚 成 

审 批 人：   杨    勇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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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测量仪器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2027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常用测量仪器应用 /Application of General  

measuring instrument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测控专业 

实验室名称：电子综合实验与设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常用测量仪器应用》实验课程的学习，使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学生了解、

熟悉一些常用测量仪器的基本结构、测量原理。通过完成相应的实验测量内容，使学

生掌握常用测量仪器正确的使用方法，建立基本的工程意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提高学生的基础实验能力和基本实验素养，为培养创新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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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开、选开 

1 长度测量（1）-各种游标卡尺的使用 验证性 2 3 必开 

2 长度测量（2）-螺旋测微器的使用 验证性 2 3 必开 

3 长度测量（3）-高度尺的使用 验证性 2 3 必开 

4 长度测量（4）-杠杆式千分表的使用 验证性 2 3 必开 

5 长度测量（5）-读数显微镜的使用 验证性 2 3 必开 

6 基本电学量测量 验证性 2 3 必开 

7 基本光学系统应用 验证性 2 3 必开 

8 介质光学常数测量 验证性 2 3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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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长度的测量（1） 

1.教学内容 

双孔板尺寸（孔直径、孔间距、孔深度）以及有底空心圆柱体积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游标卡尺的类型。 

（2）熟悉游标卡尺的结构和刻线原理。 

（3）掌握游标卡尺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 

实验项目 2：长度测量（2） 

1.教学内容 

金属工件（块状、片状、柱状）尺寸以及钢珠体积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螺旋测微器的类型。 

（2）熟悉螺旋测微器的结构和机械放大原理。 

（3）掌握螺旋测微器的读数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和测量误差产生的

原因。 

实验项目 3：长度测量（3） 

1.教学内容 

零件高度的测量及零件的划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高度尺的类型。 

（2）熟悉高度尺的结构。 

（3）掌握高度尺正确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和维护方法。 

实验项目 4：长度测量（4） 

1.教学内容 

金属圆杆圆度及套筒同轴度的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杠杆式千分表的应用。 

（2）熟悉杠杆式千分表的结构。 

（3）掌握杠杆式千分表的基本安装及正确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5：长度测量（5） 

1.教学内容 

物体尺寸的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读数显微镜的结构。 

（2）熟悉读数显微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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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用读数显微镜对微小尺寸进行正确测量以及读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基本电学量的测量 

1.教学内容   

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的测量与判断。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字万用表的基本技术指标。 

（2）熟悉数字万用表的功能面板。 

（3）掌握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的正确方法。 

实验项目 7：基本光学系统应用 

1.教学内容 

测量透镜的焦距、分辨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平行光管的结构。 

（2）熟悉平行光管的光学技术参数。 

（3）掌握平行光管的使用方法，并用于测量光学元件的光学参数。 

实验项目 8：介质光学常数测量 

1.教学内容 

测量固体、液体的折射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阿贝折射仪的结构。 

（2）熟悉阿贝折射仪的工作原理。 

（3）掌握阿贝折射仪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使用注意事项，用阿贝折射仪测量固

体、液体样品的折射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包括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必要时，简要地用文字、公式、图表说明测量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图表、公式

完整。 

（3）仪器  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  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  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  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误差等进

行讨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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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教师根据记录的学生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实验

报告，以每次实验课程成绩累加除以实验项目个数得出。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仪器名称 所需台/套数 现有台/套数 备注 

游标卡尺 3 0 采购中 

螺旋测微器 4 0 采购中 

高度尺 4 0 采购中 

千分表 6 0 采购中 

数字万用表 6 0 采购中 

读数显微镜 3 0 采购中 

平行光管 3 0 采购中 

阿贝测试仪 3 0 采购中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欧阳九令，《常用物理测量手册》，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 

2、《物理技术手册》编写组编，《物理技术手册 常用资料》，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执 笔 人：陈新荣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3.10  

 



 101 

 

《仪器设计专题》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2028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仪器设计专题（Special Subject On Instrument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72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电子综合实验与设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仪器设计专题》实验课是针对光信息、电子、和测控专业高年级学生所开的一

门课程，本课程的 Zemax 内容具体涉及仪器的光学建模、光学成像、性能评价等几

部分。该部分内容深入浅出，从由易及难的具体实例解析、和上机操作为重点，通过

对典型仪器系统的建模、设计与评价，让学生熟悉软件的运用，掌握典型系统的设计

方法，培养自主设计和研发满足实际使用要求的仪器的能力。 

本课程的 SolidWorks 内容涵盖草图绘制、零件建模、零件装配和工程图绘制等

几部分，共 36 个学时。本课程是在学生具备机械制图、工程制图等相关方面知识基

础上的衔接和配合，以 SolidWorks 人机结合三维软件为主体，培养学生辅助完成一

项产品设计中的建模、装配、结构分析和工程图生成的部分，旨在培养学生能够创建

包含有丰富信息的实体模型，为今后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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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max 光学设计软件的功能介绍和

使用 
演示性 4 1 人 必修 

2 仪器分类、系统设计与评价方法 演示性 4 1 人 必修 

3 孔径光栏和单透镜 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4 双胶合消色差物镜的设计 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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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5 Cooke 三片式物镜的建模与设计 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6 双高斯物镜的建模与设计 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7 望远物镜的建模与设计 设计性 4 1 人 选修 

8 成像光谱仪的建模与设计 设计性 4 1 人 必修 

9 上机考试 设计性 4 1 人 必修 

10 草图绘制 演示性 4 1 人 必修 

11 草图绘制实例-曲柄等 演示+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12 零件绘制 演示性 4 1 人 必修 

13 零件绘制实例-阀体等 演示+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14 曲线与曲面 演示性 4 1 人 必修 

15 曲线与曲面实例-塑料焊接器等 演示+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16 装配体绘制 演示性 4 1 人 必修 

17 装配体实例-手压阀装配等 演示+验证性 4 1 人 必修 

18 工程图绘制-生成手压阀工程图 演示+验证性 2 1 人 必修 

19 上机考试 设计性 2 1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Zemax 光学设计软件的功能介绍和使用 

1.教学内容 

（1）Zemax 软件的几大模块及功能介绍； 

（2）各模块的具体操作及使用方法介绍； 

（3）介绍如何在数据编辑模块中进行系统建模； 

（4）介绍如何在优化编辑器中设置合理的优化函数，进行系统性能优化。 

2.教学目标 

（1）了解 Zemax 的几大模块及功能； 

（2）熟悉 Zemax 软件个模块编辑器的使用方法； 

（3）掌握系统建模和优化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2：仪器分类、系统设计与评价方法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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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光学仪器的种类、仪器的分类方法，以及各类仪器的总体评价指标与评价方

法；结合 Zemax 软件，介绍软件中用于评价仪器性能指标的各类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学仪器的类别、分类方法； 

（2）掌握不同仪器的不同评价方法； 

（3）熟悉并能准确合理地利用 Zemax 软件中的各类评价曲线。 

实验项目 3：孔径光栏和单透镜 

1.教学内容 

以单透镜为例，在 Zemax 软件中建立透镜模型；了解系统建模的要素，掌握系

统中虚拟孔径光栏在 Zemax 软件中的确定与设置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系统在 Zemax 软件中的建模步骤； 

（2）掌握系统关键指标在 Zemax 软件中的设置方法； 

（3）了解 Zemax 软件优化模块中的操作数，初步了解建立优化函数的建立方法，

对单透镜进行简单的优化设计； 

（4）利用合理的评价曲线，对单透镜进行聚焦性能评价。 

实验项目 4：双胶合消色差物镜的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仪器中成像系统存在的各类像差，以胶合物镜为例，讲解色差的矫正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仪器中成像系统存在的像差，并了解各种像差的产生原因；。 

（2）掌握双胶合透镜的设计方法，掌握色差的矫正方法。 

实验项目 5：Cooke 三片式物镜的建模与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 Cook 三片镜的建模与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ook 三片镜的结构和存在的像差特点； 

（2）掌握 Cook 三片镜的建模、设计方法与应用。 

实验项目 6：双高斯物镜的建模与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双高斯物镜的建模与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双高斯物镜的结构和存在的像差特点； 

（2）掌握双高斯物镜的建模、设计方法与应用。 

实验项目 7：望远系统的建模与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望远系统的建模与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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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望远系统的结构和存在的像差特点； 

（2）掌握望远系统的建模、设计方法与应用。 

实验项目 8：成像光谱仪的建模与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解成像光谱仪的建模与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成像光谱仪的结构和存在的像差特点； 

（2）掌握成像光谱仪的建模、设计方法与应用。 

实验项目 9：上机考试（Zemax 部分） 

实验项目 10：草图绘制 

1.教学内容 

讲解二维、三维草图绘制的一般步骤及技巧、转换实体、圆角、等距实体等草

图绘制功能的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草图绘制的基本方法； 

（2）熟悉草图绘制的基本命令； 

（3）掌握尺寸的标注和添加几何约束，达到精确绘制草图。 

实验项目 11：零件绘制 

1.教学内容 

讲解零件三维实体建模的基本过程；讲解包括基体特征、设计特征及镜向特征

等功能的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零件三维建模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2）熟悉零件三维建模的基本命令； 

（3）掌握基本特征的构造方法和技巧，能进行机械零件的设计。 

实验项目 12：曲线和曲面 

1.教学内容 

讲解曲线的分类及画法，讲解曲面特征、曲面处理和曲面编辑等功能的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曲面建模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2）熟悉曲面建模的基本命令； 

（3）掌握曲面特征的构造方法和技巧，能进行曲面零件的设计。 

实验项目 13：装配体绘制 

1.教学内容 

讲解零件装配的设计方法及步骤，讲解零件装配的配合方式及相关功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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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零件装配的基本流程； 

（2）熟悉各种装配约束条件的设置； 

（3）掌握装配方法和技巧，能进行一般机械的装配，进行静态或动态干涉检查。 

实验项目 14：工程图绘制 

1.教学内容 

讲解工程图绘制的方法及尺寸标注。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程图文件模板的建立方法； 

（2）熟悉标准视图的生成方法及工程图尺寸的标注和技术要求的标注； 

（3）掌握各种工程图的完整制作。 

实验项目 15：上机考试（SolidWorks 部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Zemax 部分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包含如下内容： 

（1）实验名称：本实验的名称。 

（2）实验目的：通过本实验应该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 

（3）实验内容：分析系统工作原理，列出详细的建模和设计步骤。 

（4）实验结论：记录实验得到的结果以及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程的考核方式：根据现场实验操作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评分（60%）；

上机考试（40%）。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

分数，最后得出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3）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0
0010  

SolidWorks 部分考核方式： 

1. 教学方法 

本内容主要通过多媒体教学演示、上机操作指导、网上习作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2.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程的考核方式：上机测试。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根据学生完成的模型，得出该学生的成绩。 

（3）本课程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0
0100  

 

最终成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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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的 Zemax 成绩和 SolidWorks 成绩，取平均值。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投影仪                                       1 台 

2.满足 Zemax 及 SolidWorks 运行环境的台式电脑    50 台 

3. Zemax 教学版软件                      1 套 

4. SolidWorks 教学版软件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以莫。应用光学[第 3 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郁道银.工程光学【第 3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06 月 

CAD\CAM\CAE 技术联盟.SolidWorks 2012 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2 年 8 月 

2.参考书：湛迪强、孔杰. SolidWorks 2014 快速入门、进阶与精通.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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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光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2030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工程光学/Engineering Opt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光信息处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透镜焦距的测量、透镜成像规律以及平面系统成像特性实验，使学生能够了

解基本光学元件的作用，培养学生基本的光路调试技能。在此基础上开展望远系统、

显微系统、投影系统的成像实验以及像差观测实验，能够加深学生对经典几何成像系

统的理解，获得对几何像差的初步认识，为今后分析和解决在工程技术上常见的应用

光学问题，进一步开展光学仪器的设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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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镜成像规律及平面系统成像特性 验证性 3 2 必修 

2 透镜焦距的测量 验证性 3 2 必修 

3 望远系统特性参数的测量 验证性 3 2 必修 

4 显微系统特性参数的测量 验证性 3 2 必修 

5 薄透镜像差的观测与校正 创新性 3 2 必修 

6 自组透射式幻灯机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透镜成像规律及平面系统成像特性 

1.教学内容 

 正透镜、负透镜的成像特性；平面棱镜系统的成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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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平面棱镜系统对改变成像方向的作用； 

（2）熟悉透镜的成像规律，加深对实物、虚物、物方焦点、像方焦点 

 以及垂轴放大率等基本概念的理解； 

（3）掌握虚物的构成方法和虚像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2：透镜焦距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放大倍率法测量焦距的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测量透镜焦距的方法、原理； 

（2）熟悉焦距仪的基本结构并掌握焦距的测量技术； 

（3）掌握放大倍率法测量焦距的原理、和步骤。 

实验项目 3：望远系统特性参数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望远镜的入瞳直径、出瞳直径和出瞳距；测定望远镜的视觉放大率； 

测定望远镜的物方视场角，像方视场角；测定望远镜的最小分辨角。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束限制的概念； 

（2）熟悉望远镜系统光学特性及基本公式； 

（3）掌握望远镜系统光学特性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4：显微系统特性参数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量显微系统的线视场、放大倍率及数值孔径的大小。 

2.教学目标 

（1）了解柯拉照明条件； 

（2）熟悉显微系统光学特性及基本公式； 

（3）掌握显微系统光学特性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5：薄透镜像差的观测与校正 

1.教学内容 

几何像差的观测与校正。 

2.教学目标 

（1）了解几何像差产生的原因； 

（2）熟悉几何像差的规律； 

（3）掌握减小特定几何像差的方法。 

实验项目 6：自组透射式幻灯机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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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式投影光路的构建。 

2.教学目标 

（1）了解幻灯机的工作原理； 

（2）熟悉照明光路和放大光路的作用； 

（3）掌握透射式投影光路的调节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操作占实验成绩的 6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40%，实验成绩占课程总

成绩的比例的 20% 

实验操作要求：充分理解实验原理，熟悉实验仪器的性能和操作规程，确定合理

的实验步骤。 

实验报告要求：明确实验目的，清楚阐述实验原理，实验操作内容和详细的实验

步骤，列出实验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记录通过实验得到的实际结果，并对实验结果

进行处理和分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激光光学演示仪（3 套）；550 型焦距仪（或光具座）及相应附件（3 套）； 

望远镜（3 套）；显微镜（3 套）；测微目镜（3 套）；标准刻尺（3 套）； 

半反半透镜（3 套）；三维光具座（3 套）；二维光具座（3 套）； 

投影物镜（3 套）；可变光阑（3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工程光学实验指导。 

2.参考书：贺顺忠，工程光学实验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执 笔 人：刘  琳 

                                  审  批  人：赵勋杰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2 月 

 



 110 

 

《光电仪器设计与制造》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2031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光电仪器设计与制造 /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Opto-electrical Instru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实验室名称：待建 

一、课程简介： 

通过对常用的典型光电仪器原理的学习、光电仪器系统结构的认识、和对光仪

器应用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掌握光电仪器

重要组成部件的结构、功能及参数的设计方法，从而加深对光电仪器基本原理的理解

与掌握，使学生掌握光电仪器开发基本技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学生独立

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素养，培养学生进行总体设计的能力、

激发学生开发新仪器的潜能，为工程设计奠定理论基础和工程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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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仪（物质成分测定） 设计性、创新性 4.5 3-4 必修 

2 干涉仪（测量长度） 演示性、验证性 4.5 3-4 必修 

3 显微镜 演示性、验证性 4.5 3-4 必修 

4 投影仪 设计性、创新性 4.5 3-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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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光谱仪测定物质的成分” 

1. 教学内容 

从讲解光谱仪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开始，学习该类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根据不同的指标，可进一步将光谱仪进行分类研究，包括各类光谱仪器的功能、

用途和应用领域。通过一个具体的实验、测量某物质的光谱成分，掌握一般常

用光谱仪器的使用方法。 

2. 教学目标 

（1） 了解光谱仪的种类、功能、用途和应用领域； 

（2） 熟悉光谱仪的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 

（3） 掌握光谱仪的设计方法和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2：“利用平行光管测量/验证自行设计光学系统的参数” 

1. 教学内容 

学习典型光电系统中核心光学成像部分的系统参数计算方法，并进行典型

系统的设计。学习平行光管的使用方法，利用平行光管，测量并验证所设计系

统参数的正确性。 

2. 教学目标 

（1） 掌握常用光电仪器系统中核心部件的设计方法； 

（2） 掌握平行光管测量光学系统参数的使用方法； 

（3） 通过测量光路的搭建和测试调整，初步了解光电系统的制作过程和实现

方法 

实验项目 3：“干涉仪的使用方法及应用” 

1. 教学内容 

以迈克尔逊干涉仪为例，讲解学习它的工作原理，了解其主要组成部件，

重点学习其核心部件——光学系统部分的光路设计、各光学元件的作用；通过

操作、调整可移动平台，带动测量镜，观察记录装置上显示干涉条纹的周期变

化情况，以计算并判断被测物体的长度。 

2. 教学目标 

（1） 了解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工作原理和应用领域； 

（2） 熟悉迈克尔逊干涉仪的构成，特别是其核心—光学系统部分的光路布置；  

（3） 掌握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光学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利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测量

长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4：“投影仪” 

1. 教学内容 

学习显示或计量投影仪各单元的构成以及各单元部件的指标和性能选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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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通过对投影光路设计，熟悉数字 PBS 棱镜、x-cub 棱、偏振片、LCOS 器件、

DMD 等关键器件的应用，搭建照明光路、数字光处理单元控制、投影光路，掌

握投影仪的关键知识点。 

2. 教学目标 

（1） 了解投影仪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2） 熟悉投影仪光路中关键器件或单元的作用； 

（3） 掌握投影仪光学系统光路实现方法和数字光处理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实验要求，独立完成实验、并认真填写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光谱仪（拟配备：2 台） 

2. 平行光管 （拟配备：2 台） 

3. 迈克尔逊干涉仪（拟配备：1 台） 

4. 投影仪教具 （拟配备：2 套） 

5. DLP 套件、PBS 棱镜、成像物镜、光学元件、光源（各 2 套） 

6. 微小型激光器（提供单色光源）（拟配备：2 台） 

7. 实验平台、调整支架、升降台、光具座等（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郝群（主编），胡摇、赵跃进、朱秋东（参编），光电仪器原理与设计，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3.7。 

2.参考书： 

高明、刘缠牢、吴玲玲（编著），光电仪器设计，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6。 

 

 

 

                                               执   笔  人：季轶群、周建康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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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CTI203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 System Integration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待建 

一、课程简介： 

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是机械、电子、计算机、材料、物理、化学和生物等领域多

种先进技术的综合，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课程讲授包括：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的发展、仪器仪表中的传感技术、系统及

系统特性描述、仪器仪表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典型仪器仪表集成系统应用实例、现

代测控与仪器微纳米系统集成技术等内容。通过对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的原理、技术

和应用的介绍，以期学生能够掌握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的本质、提高接受和运用新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实验课程开设 6 个实验，包括 2 个设计和验证性实验，4 个综合性实验。通过

相关实验训练，使得学生掌握基于 LabVIEW 虚拟仪器平台的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的

设计与实现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工程设计与实践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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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李萨如图形测频实验 设计和验证性 2 3-4 必修 

2 典型信号的频谱分析 设计和验证性 2 3-4 必修 

3 PC 上的测量资源应用实验 综合性 3 3-4 必修 

4 称重实验台应用实验 综合性 3 3-4 必修 

5 环形输送线实验台综合实验 综合性 4 3-4 必修 

6 LED 交通灯显示 综合性 4 3-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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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利用李萨如图形测频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利用李萨如图形测频的原理、虚拟仪器的概念和基于组件的装配式软件设计

方法，借助 DRVI 可重构虚拟仪器平台设计虚拟双通道示波器，显示两路正弦波信号

的不同相位差和频率差下的李萨如图形。 

2.教学目标 

（1）了解虚拟仪器的概念和利用李萨如图形测频的原理 

（2）熟悉基于组件的装配式软件设计方法 

（3）掌握利用 DRVI 可重构虚拟仪器平台进行虚拟双通道示波器设计 

实验项目 2：典型信号的频谱分析 

1.教学内容 

利用 DRVI 可重构虚拟仪器平台建立典型信号的频谱分析实验环境，完成对白噪

声、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和含有白噪声的正弦波信号的幅值谱特性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号频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典型信号的频谱特征，并能从信号频谱中读取所需信息 

（3）掌握用频谱分析提取测量信号特征的方法 

实验项目 3：PC 上的测量资源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DRVI 软件和 PC 上的测量资源进行相关实验，包括：光电传感器测距（鼠

标），电容传声器测声（麦克风），A/D 和 D/A 工作原理，以及声音信号测量和频谱

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PC 上的测量资源 

（2）熟悉光电传感器测距，电容传声器测声，A/D 和 D/A 工作的原理 

（3）掌握利用虚拟仪器平台实现测距、测声和信号频谱分析的方法与技术 

实验项目 4：称重实验台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DRVI 可重构虚拟仪器平台、称重台和数据采集仪构建应变式力传感器称重

实验系统，完成传感器电压——质量关系的标定，并将定标结果编写到 Signal 

VBScript 脚本中，设计一个实时显示的电子秤。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应变片测力环制作电子秤进行物品称重 

（2）熟悉电阻应变片测量原理和 Signal VBScript 编程语言 

（3）掌握对称重实验台进行定标和测量误差修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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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环形输送线实验台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DRVI可重构虚拟仪器平台和DRCSX-I2-B型环形输送线实验台构建综合实

验系统，运用红外反射式传感器和色差传感器分别实现对自动生产线上不同材质物体

的检测、输送线运行速度的测量和物体表面颜色的识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动生产线上常用传感器的检测原理 

（2）熟悉和掌握自动生产线上不同材质物体检测、输送线运行速度测量和物体

表面颜色识别的实现方法与系统 

实验项目 6：LED 交通灯显示 

1.教学内容 

使用 NI ELVIS II 工作站测试红黄绿色二极管并确定其极性、测量二极管的特性

曲线、测试并控制十字路口双向交通灯的二进制模式，在 LabVIEW 环境中使用 NI 

ELVIS II API 自动运行交通灯，借助 Multisim 设计一个交通信号灯控制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LED 交通灯显示和工作原理 

（2）熟悉 NI ELVIS II 工作站的软硬件构成 

（3）掌握 LabVIEW 和 Multisim API 的使用，以及借助 LabVIEW 虚拟仪器平台

和 NI ELVIS II 工作站实现诸如 LED 交通灯显示的简单测控系统集成的方法与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的内容包括： 

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仪器、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和分析讨论。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通过实验报告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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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RVI/DRLINK 虚拟仪器测控软件平台（拟采购：1-2 套） 

2. DRCZ-A 型称重台及砝码（拟采购：2-3 套） 

3. DRCSX-I2-B 型环形输送线实验平台（拟采购：2-3 套） 

4. DRHF-I2-A 红外反射式传感器（拟采购：2-3 套） 

5. DRSC-I2-A 红外反射式色差传感器（拟采购：2-3 套） 

6. DRDAQ-USB 型数据采集仪（拟采购：2-3 套） 

7. NI ELVIS II 工作站（拟采购：2-3 套） 

8. 硅二极管、6 个 LED（红、黄、绿色各 2 个）和 220Ω电阻（拟采购：4-6 组） 

9. 计算机（拟采购：2-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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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王凌云、刘红、苏拾、张宁、王菲、孙小伟、张晖、杨成禹.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实验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9 

2.参考书： 

丁天怀、李庆祥等. 《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现代系统集成技术》, 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05.7 

 

 

 

 

 

 

 

                                               

 

 

 

 

 

 

 

 

 

执 笔 人：马锁冬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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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一）（力学、热学）（英文）》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1028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普通物理实验（一）（力学、热学）（英文）/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I (Mechanics、Calorifics)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实验室名称：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课程首先介绍误差理论的基本知识，并以长度和密度为例讲授基本物理量的测

量，然后引导学生开展精选的力学和热学实验，通过学生的独立操作和测量，以及对

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培养学生掌握力学和热学实验的方法和技术，进一步加深对

力学和热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掌握，在此过程中，着重训练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素

质。课程所开设的实验项目同物理学专业的力热实验（本科水平）相当。另外课程使用

英语为教学语言，帮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活动中掌握科技英语，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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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2 长度和密度的测量（一）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3 长度和密度的测量（二）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4 气垫实验（一） 综合性 3 1 必开 

5 气垫实验（二） 综合性 3 1 必开 

6 杨氏模量的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7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8 弦振动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9 用落球法测液体粘滞系数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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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切变模量的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11 转动惯量的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12 用玻耳共振仪研究受迫振动 综合性 3 1 必开 

13 弹簧振子振动周期公式研究 设计性 3 1 必开 

14 
金属线胀系数的测定（光杠

杆法） 
综合性 3 1 必开 

15 
用稳态法测定不良导体的导

热系数 
综合性 3 1 必开 

16 空气比热容比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17 金属比热容的测量 设计性 3 1 必开 

18 空气中声速的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绪论 

1.教学内容 

讲授物理实验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的基本要求、注意事项； 

（2）熟悉误差理论； 

（3）掌握数据处理基础知识。 

实验项目 2：长度和密度的测量（一） 

1.教学内容 

讲授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及误差估算 

2.教学目标 

误差理论应用于长度测量时伴随的误差实践，掌握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3：长度和密度的测量（二） 

1.教学内容 

讲授固体密度的测量 

2.教学目标 

误差理论应用于密度测量时伴随的误差实践，掌握电子秤、电子天平等称量仪

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4：气垫实验（一） 

1.教学内容 

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2.教学目标 

掌握用对心碰撞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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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气垫实验（二） 

1.教学内容 

测定重力加速度 

2.教学目标 

掌握用倾斜气垫导轨测定重力加速度 

实验项目 6：杨氏模量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量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拉伸法测量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实验项目 7：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用拉脱法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 

实验项目 8：弦振动研究 

1.教学内容 

测量波速 

2.教学目标 

掌握驻波法测量波速 

实验项目 9：用落球法测液体粘滞系数 

1.教学内容 

落球法测液体的粘滞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落球法测液体的粘滞系数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10：切变模量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物体的切变模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扭摆法测定物体的切变模量 

实验项目 11：转动惯量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物体的转动模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测定物体的转动模量，验证平行轴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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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用玻耳共振仪研究受迫振动 

1.教学内容 

用玻耳共振仪研究受迫振动 

2.教学目标 

研究玻耳共振仪中弹性摆轮受迫振动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实验项目 13：弹簧振子振动周期公式研究 

1.教学内容 

研究弹簧振子振动周期 

2.教学目标 

用线性回归法研究弹簧振子振动周期公式 

实验项目 14：金属线胀系数的测定（光杠杆法） 

1.教学内容 

测量金属线胀系数 

2.教学目标 

用光杠杆装置，以电加热方法来测量金属线胀系数 

实验项目 15：用稳态法测定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1.教学内容 

测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2.教学目标 

用稳态法测定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实验项目 16：空气比热容比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空气的比热容比 

2.教学目标 

用绝热膨胀法测定空气的比热容比 

实验项目 17：金属比热容的测量 

1.教学内容 

用冷却法测量金属比热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牛顿冷却定律及金属的比热容； 

（2）了解热电偶测温技术； 

（3）掌握用冷却法测定金属比热容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18：空气中声速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空气中的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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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用驻波法和位相法测空气中声速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有: 实验名称，目的，要求，原理，步骤，示意图，

数据，表格，数据处理，问题讨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与笔试相结合。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预习报告，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共占 70%，期末考

核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物理天平                 10 套        游标卡尺                   50 套 

千分尺                   40 套        电子天平                    5 套 

空气比热容比测定仪        6 套        不良导体导热系数测定仪      6 套 

金属线胀系数测定仪        6 套        杨氏模量测试仪             10 套 

焦利称                   16 套        电位差计                   10 套 

稳压电源                 10 套        检流计                     10 套 

标准电池                 10 套        双踪示波器                 12 套 

信号发生器               12 套        声速测定仪                  8 套 

转动惯量测定仪           10 套        玻尔共振仪                  6 套 

气垫导轨                  8 套        气源                        6 套 

毫秒计                   18 套        电振音叉                   10 套 

粘滞系数测定仪           10 套        切变模量测定仪             1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大学物理实验教程》的英文翻译 

2.参考书：《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江美福 方建兴 编著，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执 笔 人：  侯波   

审 批 人：  赖耘   

完 成 时 间：  201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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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二）（电磁学）（英文）》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1029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普通物理实验（二）（电磁学）（英文） /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II (Electromagnetism)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实验室名称：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课程首先介绍电磁理论的基本知识，电磁学实验的基本仪表和操作，并扩展介绍

现代电磁现象的计算机仿真模拟，然后引导学生开展精选的电磁学实验，通过学生的

独立操作和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培养学生掌握电磁学实验的方法和

技术，进一步加深对电磁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和掌握，在此过程中，着重训练学生的科

学实验能力和素质。课程所开设的实验项目同物理学专业的电磁学实验（本科水平）相

当。另外课程使用英语为教学语言，帮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活动中掌握科技英语，提升学

生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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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一）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2 绪论（二）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3 绪论（三）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4 示波器的使用（一） 综合性 3 1 必开 

5 示波器的使用（二） 综合性 3 1 必开 

6 电势差计的使用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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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7 磁滞回线的显示 综合性 3 1 必开 

8 霍尔效应测磁感强度 综合性 3 1 必开 

9 灵敏电流计的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10 单臂电桥测电阻 综合性 3 1 必开 

11 双臂电桥测电阻 综合性 3 1 必开 

12 热敏电阻温度计 设计性 3 1 必开 

13 电子元件伏安特性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14 电介质介电常数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15 油滴实验 综合性 3 1 必开 

16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 设计性 3 1 必开 

17 RLC 电路的暂态过程 综合性 3 1 必开 

18 
半导体 PN 节物理特性及弱电

流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绪论（一） 

1.教学内容 

讲授电磁学实验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了解麦克斯韦方程式，熟悉经典电磁学规律，掌握电磁学基本理论 

实验项目 2：绪论（二） 

1.教学内容 

讲授电磁学实验常用基本仪表，操作规范，用电安全 

2.教学目标 

了解实验常用基本电表和操作规范，熟悉安全用电要领 

实验项目 3：绪论（三） 

1.教学内容 

讲授现代电磁学的数值仿真技术 

2.教学目标 

了解电磁学现象的计算机仿真呈现 

实验项目 4：示波器的使用（一）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观测电信号的波形 

2.教学目标 

了解示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初步掌握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学会用示波器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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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号的波形 

实验项目 5：示波器的使用（二）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时间，观察李萨如图形 

2.教学目标 

用示波器 Y-T 模式测量电压、时间，用示波器 X-Y 模式观察李萨如图形 

实验项目 6：电势差计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用电势差计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及内阻 

2.教学目标 

了解电势差计的原理、结构和特点，掌握用电势差计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

方法 

实验项目 7：磁滞回线的显示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显示磁滞回线 

2.教学目标 

了解铁磁物质的磁化特征，进一步学习使用示波器，学习用示波器显示磁滞回线 

实验项目 8：霍尔效应测磁感强度 

1.教学内容 

用霍尔效应测量螺线管内磁感强度 

2.教学目标 

了解霍尔效应测量磁场的基本原理，掌握用霍尔效应测量螺线管内磁感强度 

实验项目 9：灵敏电流计的研究 

1.教学内容 

观察灵敏电流计的三种运动状态 

2.教学目标 

了解灵敏电流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观察灵敏电流计的三种运动状态，学会用

逐差法和最小二乘法处理实验数据。 

实验项目 10：单臂电桥测电阻 

1.教学内容 

用单臂电桥测电阻 

2.教学目标 

掌握单臂电桥的原理及特点，学会用单臂电桥测电阻及其误差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11：双臂电桥测电阻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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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臂电桥测电阻 

2.教学目标 

了解双臂电桥的原理与结构，掌握低电阻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12：热敏电阻温度计 

1.教学内容 

研究热敏电阻的阻温特性，设计并制作半导体温度计 

2.教学目标 

研究热敏电阻的阻温特性，了解半导体温度计的原理，设计并制作半导体温度计 

实验项目 13：电子元件伏安特性研究 

1.教学内容 

电阻及晶体二极管伏安特性的测定 

2.教学目标 

学会用伏安法测电阻及电表接入误差的分析，了解晶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实验项目 14：电介质介电常数测量 

1.教学内容 

测量固体、液体电介质的介电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固体、液体电介质介电系数的测量原理及方法，学习减小系统误差 

实验项目 15：油滴实验 

1.教学内容 

用油滴仪测量油滴带电量 

2.教学目标 

掌握用油滴仪测量油滴带电量的原理和方法，验证电荷的不连续性，并测定基

本电荷的大小 

实验项目 16：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 

1.教学内容 

研究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特性 

2.教学目标 

了解交流电路串联谐振的特点，掌握测量谐振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17：RLC 电路的暂态过程 

1.教学内容 

研究 RLC 电路的暂态过程 

2.教学目标 

研究 RLC 电路的暂态过程，加深理解 R、L、C 元件的特点及作用， 进 一

步学习使用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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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8：半导体 PN 节物理特性及弱电流测量 

1.教学内容 

用运放构成的电流电压转换器测弱电流 

2.教学目标 

了解 PN 结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证实此关系符合玻尔兹曼分布规律，学习用

运放构成的电流电压转换器测电流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有: 实验名称，目的，要求，原理，步骤，示意图，

数据，表格，数据处理，问题讨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与笔试相结合。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预习报告，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共占 70%，期末考

核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介电系数测试仪     8 套   频率计     10 台 

油滴仪        8 套   稳压电源    70 台 

电压表       20 块   电流表     20 块 

示波器       50 台   交流毫伏表    30 块 

十进电容箱      40 台   交直流电阻箱   40 台 

直流电阻箱     120 只   函数信号发生器   40 台 

直流复射式检流计    20 台   直流指针式检流计  20 只 

直流单臂电桥     10 台   直流双臂电桥   10 台 

霍尔测螺线管实验装置    8 套   学生型电势差计   10 台 

磁滞回线实验仪     8 套   冲击电流计    10 台 

设计安装多用表     5 套   PN 结物理特性测试仪  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大学物理实验教程》的英文翻译 

2.参考书：《大学物理实验教程》江美福 方建兴 编著，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执 笔 人：侯波   

审 批 人：赖耘   

完 成 时 间： 201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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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与测试方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29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材料分析与测试方法/ Experiments in Analysis and  

Test of Material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教学过程，使学生掌握新型储能材料分析和测试的基本原理和最新发

展，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或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材料分析和测试技

术的原理、特点和它们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新的材料分析和表征

技术、学好后续的各门专业课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验所涉及的材料分析和测试方法主

要包括 X 射线衍射分析、激光粒度分析、热分析、红外吸收光谱分析和扫描电子显

微镜分析等现代分析和测试技术。通过本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常用的材料分析和测

试方法的基础知识，熟悉它们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毕业后可适应与新能源材料相关

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深刻领会课本所学的理

论知识，具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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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射线衍射分析 设计性 6 3-5 必修 

2 扫描电镜分析 设计性 6 3-5 必修 

3 热重分析 设计性 6 3-5 必修 

4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 设计性 6 3-5 必修 

5 比表面积和孔径测定 设计性 6 3-5 必修 

6 激光粒度分析 设计性 6 3-5 选修 

http://energy.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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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X 射线衍射分析 

1.教学内容 

X 射线衍射分析 

2.教学目标 

（1）学习 X-射线衍射仪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了解 X-射线衍射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 X-射线衍射分析软件进行物相分析的方法。 

实验项目 2：扫描电镜分析 

1.教学内容 

扫描电镜分析 

2.教学目标 

（1）学习扫描电镜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扫描电镜观察样品形貌的使用技术； 

（3）了解样品导电性对扫描电镜形貌图的影响。 

实验项目 3：热重分析 

1.教学内容 

热重分析 

2.教学目标 

（1）学习热重分析仪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了解热重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热重分析的数据处理方法及分析。 

实验项目 4：红外吸收光谱分析 

1.教学内容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 

2.教学目标 

（1）学习红外吸收光谱分析仪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了解红外吸收光谱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红外吸收光谱分析的数据处理方法及分析。 

实验项目 5：比表面积和孔径测定 

1.教学内容 

比表面积和孔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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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学习氮气吸附-脱附分析仪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了解氮气吸附-脱附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氮气吸附-脱附分析仪的数据处理方法及分析。 

实验项目 6：激光粒度分析 

1.教学内容 

激光粒度分析 

2.教学目标 

（1）学习激光粒度分析仪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了解激光粒度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3）掌握激光粒度分析仪的数据处理方法及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使用的仪器设备及原材料，

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分析及课后习题。 

 

2、考核方式 

（1）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开放设计实验来综合评定学生成绩。本课程开放实

验按学时数的比例确定评分比例，与平时考核平均计入总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纪律

及出勤情况，占 30%；实验操作包括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实验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能力和实验结果占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X 射线衍射分析仪 台 1 

激光粒度分析仪 台 1 

热分析仪 台 1 

红外吸收光谱仪 台 1 

扫描电镜 台 1 

氮气吸附-脱附仪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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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材料分析与测试方法实验》讲义（自编） 

2、参考书： 

（1）《材料现代分析与测试技术》，王晓春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01 

（2）《材料近代分析测试方法（修订版）》，常铁军等，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03 

                                               

 

 

 

 

 

执 笔 人：金   超   

审 批 人：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2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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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工艺学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30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电源工艺学实验  / Experiments in Technologies of  

Power Sources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36 学时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教学过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各类化学电源的基本原理和制备工艺。

课程既包括传统化学电源的内容，也将介绍近年来化学电源领域的新技术和新工艺

（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离子电池和燃料电池等），并将着重阐述生产规模大的新

型和传统化学电源的制造工艺原理以及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化学电源。使学生充分了解

化学电源的发展过程和最新进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新

的制备技术、学好后续的各门专业课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验所涉及的化学电源工艺主要包括扣式锂离子电池的电极配方的调控、压制对

电极片的影响、袋式电池的制作、和柱状电池的拆解。使学生掌握各类化学电源的基

本制备工艺，毕业后可适应储能材料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培养学生的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深刻领会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具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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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极配方对电极片性能的影响 综合性 6 6 必修 

2 压制对电极片厚度、孔率和其他性能的影响 综合型 6 6 必修 

3 袋式电池的制作与测试 设计型 6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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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4 18650 柱状电池的拆解 综合型 6 6 必修 

5 搅拌方式对电极片性能的影响 综合型 6 6 必修 

6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制备及其理化性质 综合型 6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极配方对电极片性能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磷酸铁锂（LiFePO4）为正极材料，使用不同含量的导电剂制作电极片； 

（2）使用得到的电极片组装扣式电池； 

（3）研究究电极片的导电性质和电化学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极片中的电极活性物质、导电剂、粘结剂和分散剂等物质的作用； 

（2）熟悉使用不同成分制作不同的电极片的方法； 

（3）掌握电极配方对电极片性能的影响。 

实验项目 2：压制对电极片厚度、孔率和其他性能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使用石墨电极材料制备电极片，在不同压力对电极进行压制； 

（2）计算电极的厚度与孔率、导电性、抗剥离性质和电极表面形貌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极片压制对其厚度、孔率、导电性、剥离性质和电极表面的影响； 

（2）熟悉电极片的压制工艺； 

（3）掌握压制工艺与电极片各项性能间的关系。 

实验项目 3：袋式电池的制作与测试 

1.教学内容 

（1）磷酸铁锂正极、石墨负极电极片的切片； 

（2）电极片两端极耳的焊接； 

（3）袋式电池内部结构的组装和外包装的封装。 

2.教学目标 

（1）了解正负极集流体和极耳的作用； 

（2）熟悉极耳的焊接和电池的封装工艺； 

（3）掌握袋式电池内部结构的组装。 

实验项目 4：18650 柱状电池的拆解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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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50 电池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2）用 MSK-500 柱状电池拆解机拆解 18650 柱状电池； 

（3）对拆解出来的电极极片进行基本的表征和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18650 柱状电池的结构组成及其作用； 

（2）熟悉 18650 柱状电池的工作原理； 

（3）掌握 18650 柱状电池的拆解步骤及注意事项。 

实验项目 5：搅拌方式对电极片性能的影响 

1.教学内容 

（1）利用高速剪切机搅拌浆料； 

（2）使用磁力搅拌转子搅拌浆料； 

（3）使用球磨机搅拌浆料。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不同的混料方式； 

（2）了解搅拌方式对浆料中电极活性物质、导电剂、粘结剂之间相互分散的影

响； 

（3）理解不同搅拌方式对电极片性能的影响。 

实验项目 6：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制备及其理化性质 

1.教学内容 

（1）调配 LiPF6 电解液； 

（2）对电解液进行电导率测试； 

（3）对电解液进行浸润性测定。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电池电解液的组成和制备方法； 

（2）了解电解液组成对其基本理化性质的影响； 

（3）理解电解液各种组分的具体作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开放设计实验来综合评定学生成绩。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纪律

及出勤情况，占 30%；实验操作包括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实验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能力和实验结果占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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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电子天平 台 4 

鼓风干燥箱 台 6 

真空干燥箱 台 6 

电化学工作站 台 6 

管式炉 台 4 

恒温磁力搅拌器 台 6 

超声波清洗器 台 2 

恒温槽 个 6 

水浴锅 台 2 

电导率仪 台 6 

电极压片机 台 4 

四探针膜电阻测试仪 台 2 

超声波分散机 台 2 

高速剪切搅拌机 台 2 

涂布机 台 3 

球磨机 台 2 

手套箱 台 2 

离心机 台 2 

点焊机 台 1 

扫描电镜（SEM） 台 1 

测厚仪 套 6 

封口机 台 2 

切片机 套 1 

冲空机 套 1 

玛瑙球墨罐 套 4 

循环水真空泵 台 1 

旋片式真空泵 台 2 

粉末压片机 台 2 

MJ 普通圆柱型模具 套 4 

扣式电池冲片机 台 1 

扣式电池液压封口机 台 1 

电池测试系统 台 1 

柱状电池拆解机 台 1 

玛瑙研钵 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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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化学电源工艺学》讲义（自编） 

2.参考书： 

《化学电源工艺学》史鹏飞 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化学电源测试原理与技术》杨军等 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  陈煜   

审 批 人：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 2015/12/29  

 

 



 136 

 

《先进储能材料制备技术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31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先进储能材料制备技术实验/Experiments in  

Energy-storage Materials and Synthesi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教学过程，使学生掌握几种先进储能材料关键制备技术的基本原理、

方法、工艺特点和应用领域，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新的制备技术，开展创新实验、综合

实验和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实验所涉及的储能材料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电极材

料、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太阳能电池基底材料、光催化材料和镍氢电池储氢材料。

所用到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高温固相法、溶胶凝胶法、水热法、机械球磨法和共沉淀

法。使学生获得储能材料合成与制备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可适应储能材料的科学研究

与技术开发工作。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深刻领会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具

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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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热法制备 Co3O4 及其超级电容性能

测量 
设计性 6 

新能源专业所有

本科生 
必修 

http://energy.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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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2 
高温固相法制备锂离子电池 Li4Ti5O12

负极材料及其电导率的测定 
综合性 6 

新能源专业所

有本科生 
必修 

3 溶胶-凝胶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 设计性 6 
新能源专业所有

本科生 
必修 

4 
共沉淀法制备TiO2光催化剂及其光催

化性能的测定 
创新性 6 

新能源专业所

有本科生 
必修 

5 使用热蒸镀仪生长金属银薄膜 演示性 6 
新能源专业所

有本科生 
必修 

6 机械球磨法制备储氢合金材料 设计性 6 
新能源专业所

有本科生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水热法制备 Co3O4 及其超级电容性能测量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水热法制备 Co3O4 的原理、合成实验设备、合成步骤以及电容性测量仪

器、操作过程和比电容计算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o3O4 的水热法合成原理 

（2）熟悉 Co3O4 的合成实验设备和电容性测量仪器 

（3）掌握 Co3O4 的合成步骤和比电容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2：高温固相法制备锂离子电池 Li4Ti5O12 负极材料及其电导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采用高温固相方法煅烧 Li4Ti5O12 材料前驱物，制备高纯度 Li4Ti5O12 负

极，讲授内容包括前驱体的制备、样品的焙烧条件、程序升温条件以及管式炉的操作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锂离子电池的应用和 Li4Ti5O12 负极材料的结构、特点 

（2）熟悉 Li4Ti5O12 负极材料的固相制备方法和粉体材料电导率测试原理和方法 

（3）掌握前驱物制备流程、实验步骤以及管式炉和四探针电极测试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3：溶胶-凝胶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使用凝胶-溶胶方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的原理、实验设备和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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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凝胶-溶胶方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的原理 

（2） 熟悉凝胶-溶胶方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的实验设备 

（3）掌握凝胶-溶胶方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的合成步骤和高温后处理操作步骤 

实验项目 4：共沉淀法制备 TiO2 光催化剂及其光催化性能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使用共沉淀方法制备纳米 TiO2 微粉的原理、实验设备和操作方法以及

光催化性能测试的设备搭建、实验设计和表征手段 

2.教学目标 

（1）了解纳米材料制备的一般原理及光催化降解典型有机污染物的原理 

（2）熟悉共沉淀法制备 TiO2 微粉的实验设备和操作方法 

（3）在教师指导下设计光催化性能测试方案（包括实验方法、主要仪器及试剂、

主要实验步骤及实验装置等），共同完成光催化性能的测定 

实验项目 5：使用热蒸镀仪生长金属银薄膜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使用热蒸镀仪在玻璃基底上生长金属银纳米薄膜的原理、仪器设备和

制备工艺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蒸镀仪在玻璃基底上生长金属银纳米薄膜的原理 

（2）熟悉热蒸镀仪的设备组成、结构和工作机制 

（3）掌握热蒸镀仪的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工艺条件控制 

实验项目 6：机械球磨法制备储氢合金材料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使用机械球磨法制备储氢合金材料的原理、仪器设备和制备工艺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储氢材料的基本理论及机械球磨法的仪器原理 

（2）熟悉储氢材料的设计、制备技术及吸/放氢性能测试方法 

（3）掌握机械球磨仪器的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工艺条件控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使用的仪器设备

及原材料，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分析及课后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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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评定学生成绩。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纪律

及出勤情况，占 30%；实验操作包括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实验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能力和实验结果占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电子天平 台 4 

鼓风干燥箱 台 3 

真空干燥箱 台 2 

马弗炉（厢式电阻炉） 台 2 

管式炉 台 3 

恒温磁力搅拌器 台 6 

超声波清洗器 台 3 

恒温槽 个 2 

水浴锅 台 2 

电导率仪 台 6 

恒流泵 台 2 

离心机 台 2 

球磨机 台 1 

玛瑙球磨罐 套 4 

循环水真空泵 台 1 

旋片式真空泵 台 2 

粉末压片机 台 2 

MJ 普通圆柱型模具 套 4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先进储能材料制备技术实验》讲义（自编） 

2、参考书： 

（1）《功能材料制备实验》，顾大明等，哈尔冰工业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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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合成与制备》，曹茂盛等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12 

 

 

 

                                               

执 笔 人：张   力   

审 批 人：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  2016.3.10  

 

 

 



 141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Electro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Syllabus 

 

Course Code：MDNE2035            Course Credits：2.5 

Couse Name：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Electrochemistry 

Course Hours：54 Hours              Experiment Hours：18 Hours 

Applicable majors：Novel Materials and Devices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Laboratory：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of Novel Materials and  

Devices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1. Introduction 

 

This experiment course aims at develop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s,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frontiers of electrochemical technology,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lectrochemistry. The course also serves a purpose to build a solid 

background and cultivate capacities for students to utilize electrochemical techniques on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materials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The 

electrochemical principle, technologies and experiments for applications include Cyclic 

Voltammograms, Electrodeposition Techniques, Polarization Curve, Rotating Disk (ring) 

Electrodes,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Tafel Curves an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Measurements, etc. After the experimental trainings and practic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obtain basic and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of electrochemistry, and to be 

compet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related to development of novel materials and devices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energ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fter 

gradua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mprove students' experiment operation skills and 

also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to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ased on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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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tails: Experimental sections and hours 

NO. Name of sections 
Experimental 

type 

Distribution of 

hours 

Students 

per group 

Optional or 

Required 

1 

Experimental basis for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Verification 

experiment 
3 hours 

Class as a 

unit 
Required 

2 
Preparation of silver 

chloride (AgCl) electrode 

Designed 

experiment 
3 hours 6 Required 

3 

Dynamics of electrode 

reactions via Cyclic 

Voltammetry 

Designed 

experiment 
3 hours 6 Required 

4 
Measurements of 

polarization curves 

Designed 

experiment 
3 hours 6 Required 

5 

Measurements of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Designed 

experiment 
3 hours 6 Required 

6 

Dynamics of electrode 

process  via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Designed 

experiment 
3 hours 6 Required 

3. Experimental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Experimental section 1： Experimental basis for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1. Contents 

Introduc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matters for attentions, theory of error data analysis, etc. 

2. Targets 

（1）Learn method to measure the potential of electrode, effects of the salt bridge and 

various types of electrolytic cells; 

（2）Be familiar with all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working electrode, auxiliary 

electrode and reference electrode, as well as how to connect them to the instrument; 

（3）Understand experimental basis for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potential 

measurements and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s of the reference electrode used in common 

electrochemical cell setup 

Experimental section 2：Preparation of silver chloride (AgCl) electrode 

1. Contents 

Prepare silver chloride electrode that is commonly acted as the reference electrode in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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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rgets 

（1）Learn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commonly-used reference electrodes; 

（2）Be familiar with performance and working mechanism of reference electrodes; 

（3）Understand procedures and steps to prepare reference electrodes. 

Experiment 3：Dynamics of electrode reactions via Cyclic Voltammetry (CV)  

1. Contents 

Measure dynamics of electrode reactions using CV technique   

2. Targets 

（1）Lear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CV technique; 

（2）Be familiar with impacts of scanning rate and concentration of reaction solutions on 

CV curves 

（3）Understand the CV technique and approaches to obtain the related CV parameters.  

Experimental section 4：Measurements of polarization curves 

1. Contents  

Evaluate the passivation behavior of nickel (Ni
0
) in sulfuric acid solution by the linear 

potential sweep method. 

2. Targets 

(1) Lear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anodic polarization test; 

(2) Be familiar with passivation and activation processes of the electrode; 

(3) Understand the test of anodic polarization curves for nickel electrode in electrolyte 

with and without chloride ions. 

Experimental section 5：Measurements of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1. Contents 

Measure zero-charge potential of solutiona using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2.  Targets 

(1) Learn the measuring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2) Be familiar with impacts of solution concentration, anion adsorption and adsorption 

of organic compounds on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3) Understand how to determine zero-charge potential of a solution using differential 

capacitance curves. 

Experimental section 6：Dynamics of electrode process via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1. Contents 

 Measure impedance of SEI film and charge transfer resistance of battery using EIS 

technique 

2. Targets 

(1) Learn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EIS technique; 

(2) Be familiar with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IS spectra and impedance 

components on a lithium ion battery; 

(3) Understand the method to measure battery parameters by using a electrochemical 

work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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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ade and requirements  

1. Experimental report: 

Experimental reports are required to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experiment 

title, object, principle, list of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experiment descrip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data analysis and all the assignments after class. 

2. Grade: 

(1) The final grade of this course is consisted of two parts: one is your performance 

and attendance in the class and the other is the achievement of your open and designed 

experiments. The credit of each open experiment is proportional to its experimental hours, 

and their grades will be incorporated to the final grade.  

(2) The grade of each experiment is determined by factors as follows: 30% from your 

activities in the experiments, such as preparation work, motivation, attitude, discipline and 

attendance; 70% from your activities in experiment operations involving understanding the 

experimental principle, operation processes and compliance with all rules, together with 

the assessment of your report showing your ability of date analysis and organizing, 

presenting y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report.   

5. Instruments  

Name of equipment  Unit Quantity  

Electronic balance Table 2 

Magnetic stirrer Table 2 

Ultrasonic cleaner Table 2 

Electrochemical workstation Table 6 

Glassy carbon electrode piece 6 

Platinum electrode piece 6 

Gold electrode piece 6 

Ag/AgCl reference electrode piece 6 

Saturated calomel reference electrode piece 6 

Pine Modulated Speed Rotator unit 3 

Glass electrolytic cell  6 

Volumetric flask (100 mL)  6 

Volumetric flask (250 m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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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extbook and References 

1. Textbook 

Changjiu Liu, Yanwei Li, Wei Shang, “The Electrochemical Experiments”,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1. 

2. References 

YanNa Nuli, Baofeng Wang, “The Electrochemical Experiment”,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7. 

3. Selley, N Write, Shi Zen translation, “The Electrochemical Experimental Methods”, 

Science Press, 1985. 

 

 

 

 

 

 

 

 

 

Author：   L i jun  Gao  

Approval:   Honghe  Zheng  

Date:       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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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实验 1》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50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普通化学实验 1/General Chemistry I Lab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中外合作）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相应设置的普通化学课程，注重以科学性、基础性为前提，适当考虑

内容的趣味性，强调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训练，介绍了一些常见的重要化学反应、基

本的化学知识和基本的化学实验技能。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的化学实验操作；粘

度实验；抗酸药中碳酸钙成分的测定（酸碱滴定）、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水杨酸

的含量、利用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理解三维分子结构、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等。 

本课程目的在于传授化学知识和实验技能，训练科学的思维和实验方法，培养学

生的工作能力和科学精神，使学生了解化学实验、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

为深入学习化学课程打好基础。 

本课程要求学生应该按照课程大纲的要求，在课程的学习中动手实验，观察和记录

实验现象，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初步了解和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良

好的实验习惯和科学态度，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对化学学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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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性实验 验证性 3 4 必修 

2 抗酸药中碳酸钙成分的测定（酸碱滴定） 综合性 3 2 必修 

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水杨酸的含量 综合性 3 5 必修 

4 有机趣味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5 利用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理解三维分子结构 验证性 3 4 必修 

6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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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Slime experiment(粘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习粘度计测定液体粘度和数据处理的方法，了解乌氏粘度计的结构和使用过

程，对粘性液体的测试过程和数据进行记录，完成粘性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乌氏粘度计测定粘性液体的基本原理。 

（2）熟悉使用粘度计测定液体粘度的公式及数据处理方法。 

（3）掌握聚乙烯醇的摩尔质量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2：抗酸药中碳酸钙成分的测定（酸碱滴定） 

1.教学内容 

利用酸碱滴定法测定抗酸药中碳酸钙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酸碱滴定的基本原理 

（2）熟悉滴定分析的基本操作 

（3）掌握滴定分析仪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3：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水杨酸的含量 

1.教学内容 

利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水杨酸溶液中水杨酸的含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性能、结构 

（2）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3）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定性、定量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术 

实验项目 4：有机趣味实验 

1.教学内容 

指纹检查和香料合成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机化学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2）熟悉指纹检查和香料合成的方法 

（3）掌握有机合成装置和萃取方法 

实验项目 5：利用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理解三维分子结构 

1.教学内容 

利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预测单个共价分子三维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分子几何构型的因素 

（2）熟悉价层电子对互斥模型的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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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应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判断三维立体结构的方法 

实验项目 6：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1.教学内容 

从天然产物—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2.教学目标 

（1）了解索氏提取器的使用和升华的基本操作 

（2）掌握从天然产物—茶叶中提取咖啡因的原理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根据实验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尽可能

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等进行讨论和分析，

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以后的

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和现场实验操作规范和结果 

（2）考核成绩确定：考核成绩采用实验报告和现场实验相结合的办法，最终成

绩中实验报告和现场实验的成绩各占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三管乌氏粘度计   1 支 

恒温水浴     1 套 

机械搅拌器     1 台 

鼓风干燥箱      4 套 

分析天平               1 套        

台秤                    6 套 

紫外可见风光光度计      2 套 

普通蒸馏装置    1 套 

带加热磁力搅拌器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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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 

（1）同济大学普通化学及无机化学教研室；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普通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傅献彩；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大学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2.参考书： 

（1）王世润等；基础化学实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赵新华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学基础实验；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4 年。 

（3）郑豪等；21 世纪高等院校教材:新编普通化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05 年。 

（4）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有机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 

（5）李敏谊等；有机化学实验（全国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7 年。 

 

 

 

 

 

 

 

 

 

 

                                               

执 笔 人：赵杰、李晓伟、张静宇   

审 批 人：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 2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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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实验 2》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51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普通化学实验 2/General Chemistry II Lab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中外合作）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相应设置的普通化学课程，注重以科学性、基础性为前提，适当考虑

内容的趣味性，强调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训练，介绍了一些常见的重要化学反应、基

本的化学知识和基本的化学实验技能。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的化学实验操作色谱

测定镇痛药、氢气的制备和铜相对原子质量测定、热化学、透明皂的制备、丁香中挥

发油的提取分离与检识、沸石-钙离子置换性能表征等。 

本课程目的在于传授化学知识和实验技能，训练科学的思维和实验方法，培养学

生的工作能力和科学精神，使学生了解化学实验、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

为深入学习化学课程打好基础。 

本课程要求学生应该按照课程大纲的要求，在课程的学习中动手实验，观察和记

录实验现象，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初步了解和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

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和科学态度，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对化学学科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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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谱测定镇痛药 综合性 3 4 必修 

2 氢气的制备和铜相对原子质量测定 设计型 3 2 必修 

3 热化学 综合性 3 4 必修 

4 透明皂的制备 设计型 3 2 必修 

5 丁香中挥发油的提取分离与检识 综合性 3 2 必修 

6 沸石-钙离子置换性能表征 设计型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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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hromatographic Determination(色谱测定镇痛药) 

1.教学内容 

了解色谱柱和镇痛药的组成结构；学习色谱柱测试的基本原理和制作步骤；学

会使用色谱柱进行镇痛药的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色谱柱的基本结构和制备。 

（2）熟悉色谱柱测定的基本原理。 

（3）掌握使用色谱柱来测定镇痛药的方法。 

实验项目 2：氢气的制备和铜相对原子质量测定 

1.教学内容 

装配启普气体发生器，在气体发生器中利用锌粒和稀酸反应制备氢气，检查气体

纯度和密闭性，通过氢气的还原性测定铜的相对原子质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启普发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氢气还原氧化铜的基本原理和反应方

程式。 

（2）熟悉启普发生器气密性检验原理、气体纯度检验方法。 

（3）掌握启普发生器简易装置的设计及原理、铜相对原子质量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3：Thermochemistry(热化学) 

1.教学内容 

学习化学反应速率、反应级数与活化能的基本知识；了解基本的化学反应过程；

记录浓度变化、温度和催化剂的变化进行比较与计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化学反应速率、反应级数与活化能的基本概念。 

（2）熟悉计算反应级数、化学反应速率与活化能。 

（3）掌握浓度变化、温度和催化剂的变化对反应速率的影响规律。 

实验项目 4：透明皂的制备 

1.教学内容 

以植物油或动物油脂为原料，通过加热搅拌进行皂化反应，再通过提纯和固化步

骤制备出透明皂。 

2.教学目标 

（1）了解透明皂的性能和特点、工业上制造透明皂的工艺过程和方法。 

（2）熟悉皂化反应的基本原理、各种原料的基本作用。 

（3）掌握透明皂制备的方法和操作技巧。 

实验项目 5：丁香中挥发油的提取分离与检识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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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香中提取丁香酚 

2.教学目标 

（1）了解水蒸气蒸馏的技术基本操作 

（2）熟悉萃取的技术 

（3）掌握从天然产物—茶叶中提取咖啡因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6：沸石-钙离子置换性能表征 

1.教学内容 

定量的钙溶液与沸石在一定的控制条件下充分反应，剩余的钙以钙指示剂指示，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溶液滴定，标定结束时，测出剩余钙的量，从而换算出

沸石对钙的交换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离子交换的基本原理。 

（3）掌握滴定分析基本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根据实验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尽可能

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等进行讨论和分析，

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以后的

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和现场实验操作规范和结果 

（2）考核成绩确定：考核成绩采用实验报告和现场实验相结合的办法，最终成

绩中实验报告和现场实验的成绩各占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机械搅拌器     1 台 

鼓风干燥箱        4 套 

分析天平                6 套        

台秤                    6 套 

层析柱      6 根 

索氏提取器     1 套 

分析天平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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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同济大学普通化学及无机化学教研室；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普通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傅献彩；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大学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2.参考书： 

（1）王世润等；基础化学实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赵新华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学基础实验；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4 年。 

（3）郑豪等；21 世纪高等院校教材:新编普通化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05 年。 

（4）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有机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 

（5）李敏谊等；有机化学实验（全国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7 年。 

 

 

 

 

 

                                               

执 笔 人： 周 东 营 、 赵 杰 、

张静宇  

 

审 批 人：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 2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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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及生物学应用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2053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有机化学及生物学应用实验/Experiments in Organic  

Chemistry with Biological Application                      

课程学时： 18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中外合作）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教学过程，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及生物学应用课程的基本原理、技术

应用和最新发展，为学生深入理解有机化学及生物学应用基本原理，特别是采用有机

化学及生物学技术进行能源材料制备和表征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验所涉及的有机化学

及生物学应用相关实验主要包括化学活性提取、醇脱水反应、香芹酮的色谱分离、亲

电芳香取代、葡萄糖异构体、格氏反应、酮的还原和羟醛缩合反应。通过实验使学生

获得有机化学及生物学应用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可适有机化学及生物学、及相关的新

源材料与器件、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培养学生的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并结合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具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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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活性提取 综合型 2 6 必修 

2 醇脱水反应 综合型 2 6 必修 

3 香芹酮的色谱分离 综合型 2 6 必修 

4 亲电芳香取代 综合型 2 6 必修 

5 葡萄糖异构体 综合型 2 6 必修 

6 格氏反应 综合型 2 6 必修 

7 酮的还原 综合型 3 6 必修 

8 羟醛缩合反应 综合型 3 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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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化学活性提取 

1.教学内容 

讲授有机化合物酸碱化学反应理论原理，以及提取的基本原理、基本要求、注意

事项等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有机化合物酸碱化学反应理论和方法，提取的基本原理； 

（2）熟悉有机化合物酸碱化学反应的原理，提取的仪器和原理； 

（3）掌握提取的方法和实验操作及注意事项，乳化现象的解决方法。 

实验项目 2：醇脱水反应 

1.教学内容 

讲授醇在酸催化下脱水发生消去反应的机理，分馏的操作，了解烯烃的性质及鉴

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环己醇发生消去反应生成环己烯的消去反应原理； 

（2）熟悉分馏、液态有机物的洗涤与干燥、分液漏斗的使用； 

（3）掌握小区反应的机理及分馏技术的操作。 

实验项目 3：香芹酮的色谱分离 

1.教学内容 

讲授色谱法分离提纯有机化合物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循色谱法分离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2）熟悉柱层析、薄层层析的操作方法； 

（3）掌握薄层层析的操作技术。 

实验项目 4：亲电芳香取代 

1.教学内容 

讲授 Friedel-Crafts 付-克酰基化的原理，制备芳香酮的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付-克酰基化的基本原理和制备芳香酮的基本方法； 

（2）熟悉付-克酰基化反应； 

（3）掌握亲电芳香取代的其他反应机理，及蒸馏的实验操作。 

实验项目 5：葡萄糖异构体 

1.教学内容 

学习有机化合物旋光度的定义。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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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旋光仪测定旋光度的基本原理； 

（2）熟悉用旋光仪测定溶液或液体物质的旋光度的方法； 

（3）掌握比旋光度的计算。 

实验项目 6：格氏反应 

1.教学内容 

以三苯甲醇的制备为例，教授格氏试剂的制备、应用和进行格氏反应的条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格氏反应的原理； 

（2）熟悉格氏试剂的制备； 

（3）掌握格氏试剂的制备及反应条件。 

实验项目 7：酮的还原 

1.教学内容 

讲授酮还原的机理，以硼氢化钠为还原剂进行酮的还原。 

2.教学目标 

（1）了解酮还原的机理理和方法； 

（2）熟悉各类的还原剂和实验操作； 

（3）掌握硼氢化钠作为还原剂的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8：羟醛缩合反应 

1.教学内容 

了解 Aldol 缩合反应机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Aldol 缩合反应机理和实验操作方法； 

（2）熟悉蒸馏的操作； 

（3）掌握羟醛缩合反应的机理及具体实验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使用的仪器设备

及原材料，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分析及课后习题。 

2、 

3、考核方式 

1）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开放设计实验来综合评定学生成绩。本课程开放实验 

按学时数的比例确定评分比例，与平时考核平均计入总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纪律及

出勤情况，共占 30%；实验操作包括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

事项，实验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能力和实验结果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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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电子天平 台 2 

磁力搅拌器 台 6 

旋光光度计 台 3 

层析柱 根 6 

分液漏斗 个 6 

三径烧瓶 个 12 

直型冷凝管 根 6 

球型冷凝管 根 6 

容量瓶(100 mL) 个 6 

容量瓶(250 mL) 个 6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徐家宁，王英华，张寒琦编，《基础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  孙迎辉   

审 批 人：  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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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综合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3006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专业综合实验/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Experiment 

课程学时：162                         实验学时：154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教学目的：本课程的课题设计主要包括有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燃料电池、

太阳能电池等，各个课题均具有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覆盖了本专业的主干课程，

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通过综合实验： 

1、进一步巩固和掌握所学专业知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 

2、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观点和创新意识； 

4、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进行工程训练； 

5、培养学生初步的科研能力； 

6、使学生了解新能源行业工作的特点和要求，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

作风。 

 

基本要求：要求每位学生在实验中独立完成并写出实验报告交给指导老师，主要

内容包括： 

1、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与老师一起确定创新性实验的题目，实验前学

生必须进行实验设计和可行性论证，经教师批阅后，方可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 

2、记录试验现象和试验数据，并对试验现象和数据逐个进行分析论证； 

3、独立完成系统的实验调试； 

4、每个学生写出一篇实验设计报告、体会、建议，并把具有创新意义的结果整

理后，力争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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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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 创新性 30 6 必修 

2 锂离子电池关键技术 创新性 30 6 必修 

3 超级电容器关键材料与技术 创新性 30 6 必修 

4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 创新性 30 6 必修 

5 太阳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 创新性 34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规的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 

（2）熟悉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制备的使用 

（3）掌握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掌握球磨机等相关仪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2：锂离子电池关键技术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锂离子电池制备关键技术、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锂离子电池制备的关键技术、方法 

（2）熟悉锂离子电池制备的仪器，如冲孔机、扣式电池封口机、袋式电池封口

机、膜电阻测试仪和电池综合测试仪等 

（3）掌握锂离子电池制备关键技术、方法 

实验项目 3：超级电容器关键材料与技术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超级电容器关键材料与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超级电容器关键材料与技术、方法 

（2）熟悉超级电容器材料制备的仪器，如电化学测试仪等 

（3）掌握超级电容器材料制备的技术、方法 

实验项目 4：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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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方法 

（2）熟悉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制备的仪器，如旋转圆盘电极等的使用 

（3）掌握燃料电池制备关键技术、方法 

实验项目 5：太阳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 

1.教学内容 

主要介绍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相关材料的制备方法、太阳能器件的制备相关的技

术、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相关材料 

（2）熟悉太阳能电池材料的制备方法 

（3）掌握太阳能电池制备的旋涂、真空蒸镀等相关技术、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月进行一次实验总结，总结以口头报告的形式进行，总结完成后，交书面总结

报告。实验结束后，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写出实验的基本思想和创新性结果，分析讨论

后交给主管老师。 

2、考核方式： 

（1）考核成绩分为平时成绩和最后成绩两部分。其中，平均综合成绩占百分之

50，最后成绩占百分之 50。 

（2）平时成绩由学生完成的各实验项目和口头报告组成。 

（3）最后成绩按照研究论文的质量进行评价。 

（4）各项成绩乘以所占的百分比系数再取和，即为实验的总成绩。总成绩最后

折成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分制。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高温炉              10 台              水热反应釜          20 套 

天平                10 台              球磨机               5 台 

普通烘箱            12 台              真空烘箱             8 台 

高低温恒温箱         2 台              旋转粘度计           1 台 

旋转圆盘电极         1 台              混料机               6 台 

涂膜机               4 台              压片机               5 台 

冲孔机               5 台               扣式电池封口机       5 台 

袋式电池封口机       5 台               电化学测试仪         6 台 

膜电阻测试仪         3 台               PH 计                3 台 

电池综合测试仪     200 通道           热分析仪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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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 比表面分析仪    1 台              FTIR                1 台 

X 射线衍射仪        1 台              扫描电镜            预约使用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杨军.电池原理与测试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执 笔 人：孙迎辉   

审 批 人：郑洪河   

完 成 时 间： 201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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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原理与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DNE3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化学原理与应用/ Electrochemistry Principles &  

Application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实验室名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教学过程，使学生掌握电化学课程的基本原理、技术应用和最新发展，

为学生深入理解电化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采用电化学技术进行能源材料制备和表征

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验所涉及的电化学原理与应用相关实验主要包括循环伏安技

术、电沉积技术、极化曲线技术、旋转圆盘(环盘)技术、微分电容曲线、塔菲尔曲线

和电化学阻抗谱测定技术。通过实验使学生获得电化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可适应新

源材料与器件、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培养学生的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并结合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具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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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化学测量实验基础 综合性 3 以班级为单位 必修 

2 氯化银电极的制备 设计性 3 6 必修 

3 
循环伏安技术测定电极反

应参数 
设计性 3 6 必修 

4 极化曲线的测定 设计性 3 6 必修 

5 微分电容曲线的测定 设计性 3 6 必修 

6 
电化学交流阻抗测量电极

过程参数 
设计性 3 6 必修 

http://energy.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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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化学测量实验基础 

1.教学内容 

讲授电化学测量实验基础，以及电化学实验的基本要求、注意事项，误差理论、

数据处理等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极电位的测量方法，盐桥的作用和电解池的常见种类； 

（2）熟悉工作电极、辅助电极和参比电极的定义、分类以及如何与仪器连接； 

（3）掌握电化学测试实验基础，电化学实验中常用参比电极的电极电位和电化

学反应。 

实验项目 2：氯化银电极的制备 

1.教学内容 

操作电化学实验和研究中常用参比电极氯化银电极的制备。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参比电极的特点及应用； 

（2）熟悉参比电极的性能及工作原理； 

（3）掌握常用参比电极的制备方法。 

实验项目 3：循环伏安技术测定电极反应参数 

1.教学内容 

采用循环伏安技术测定电极反应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循环伏安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2）熟悉扫描速率和浓度对循环伏安图的影响； 

（3）掌握循环伏安法的实验技术和有关参数的测定方法。。 

实验项目 4：极化曲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线性电位扫描法测定镍在硫酸溶液中的钝化行为 

2.教学目标 

（1）了解阳极极化曲线测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熟悉对电极钝化与活化过程的理解； 

（3）掌握镍电极在电解液中有无氯离子存在条件下的阳极计划曲线测量。 

实验项目 5：微分电容曲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微分电容法测量溶液的零电荷电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分电容曲线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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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微分电容曲线中溶液浓度、阴离子吸附、有机物吸附对其曲线形状的

影响； 

（3）掌握通过微分电容曲线的测定计算零电荷电位。 

实验项目 6：电化学交流阻抗测量电极过程参数 

1.教学内容 

电化学交流阻抗谱测定电池的 SEI 膜阻抗和电荷转移阻抗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化学交流阻抗的工作原理和方法； 

（2）熟悉电化学交流阻抗谱图和锂离子电池中各个阻抗元件的对应关系； 

（3）掌握电化学工作站测量电池参数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使用的仪器设备

及原材料，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分析及课后习题。 

2、考核方式 

1）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开放设计实验来综合评定学生成绩。本课程开放实验 

按学时数的比例确定评分比例，与平时考核平均计入总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纪律及

出勤情况，共占 30%；实验操作包括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

事项，实验数据分析及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能力和实验结果占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电子天平 台 2 

磁力搅拌器 台 2 

超声波清洗器 台 2 

电化学工作站 台 6 

玻璃碳电极 支 6 

铂电极 支 6 

金电极 支 6 

Ag/AgCl 参比电极 支 6 

饱和甘汞参比电极 支 6 

旋转圆盘电极装置 套 3 

玻璃电解池 个 6 

容量瓶(100 mL) 个 6 

容量瓶(250 mL) 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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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长久,李延伟,尚伟编，《电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2.参考书：努丽燕娜,王保峰编，《实验电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塞勒(Selley,N.)著，曾实译，《电化学的实验方法》，科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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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信息技术专业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IST1015                    课程学分：1.5 分 

课程名称（中、英）：光信息技术专业实验/ Professional Experiment 课程 

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实验室名称：光信息处理实验室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以学生实验为主。通过实验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光电测试技术和光信息处

理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熟悉光电测试和光信息处理实验仪器的基本性能，掌握课

程所开设光电基础知识实验、光电器件特性测试实验、光电综合实验、光纤传感实验、

光信息处理实验基础、全息干涉计量实验、数字散斑干涉计量实验以及傅里叶变换全

息存储等光电测试和光信息处理的实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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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基础知识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2 光电器件伏安特性测试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3 光电器件光照特性测试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4 光电器件光谱响应特性测量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5 光电倍增管参数特性测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6 光电开关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7 光信号调制方法—电光调制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8 简易光功率计的制作实验 设计性 3 2 必修 

9 CCD 光谱仪的波长定标和溴钨灯发射光谱的测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10 光纤纤端光场轴向分布的测试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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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1 光纤纤端光场径向分布的测试 综合性 3 2 必修 

12 LED 光源 I—P 特性曲线测试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光电混合联合变换相关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14 全息干涉计量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15 数字散斑测量微小位移的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16 傅立叶变换全息存储 综合性 3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1.教学内容 

测量溴钨灯及激光器在不同工作电压下的照度和功率；根据光谱光视效率将照度

和功率相联系。 

2.教学目标 

（1）了解辐射度量和光度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2）掌握光源、三棱镜色散现象、光波长等的基本概念。 

实验项目 2： 

1.教学内容 

在一定照度时，测量硅光电二极管在不同的反偏置的电压下的输出光电流；测量

硅光电池在不同负载下的光电流。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二极管和光电池的工作原理。 

（2）熟悉其基本应用。 

（3）掌握其伏安特性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3： 

1.教学内容 

在一定的反偏置电压下，测量光电二极管在不同光照时的光电流；测量硅光电池

在不同光照度下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二极管和光电池的光照特性。 

（2）掌握光电二极管和光电池的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4： 

1.教学内容 

分别测量热释电和光电二极管在单色光入射时的输出信号值，根据测量数据作出

光电二极管的光谱响应曲线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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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光电二极管光谱响应特性的基本概念。 

（2）掌握用光栅分光法测量光电器件光谱响应曲线的基本原理和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5： 

1.教学内容 

测量光电倍增管的暗电流、阴极灵敏度、阳极灵敏度、光电特性、电流增益。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倍增管的基本结构和特性。 

（2）熟悉其正确的使用方法。 

（3）掌握其基本参数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6： 

1.教学内容 

观察 LED、光电二、三级管在不同极性电压下的发光情况和对光的响应情况；理

解两个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二极管、三极管在正向、反向偏压下对光的响应特点。 

（2）掌握两种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7： 

1.教学内容 

铌酸锂电光调制器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铌酸锂电光调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掌握该调制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 

1.教学内容 

确定光功率计所需的电阻大小，将电阻、万用表、电源等接入电路，制作光功率

计并测量激光器的功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硅光电池制作光功率计的原理。 

（2）掌握用该功率计测量不同波长光功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9： 

1.教学内容 

采用 CCD 光谱仪测量高压汞灯的光谱，确定波长定标所需的参数；用定标后的

光谱仪测量溴钨灯光谱。 

2.教学目标 

（1）了解 CCD 光栅光谱仪的结构和原理。 

（2）能熟悉使用 CCD 光栅光谱仪测量光谱。 

（3）掌握波长定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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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 

1.教学内容 

测量光纤轴上不同点的光强的大小；根据测量到的数据作出轴上光强分布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纤传感实验仪”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以及光纤纤端光场轴向分

布特点 

（2）熟悉该实验仪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3）掌握其测量方法、步骤及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11： 

1.教学内容 

测量光纤半径上不同点的光强的大小；根据测量到的数据作出径向光强分布曲

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纤传感实验仪”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以及光纤纤端径向光场分

布特点 

（2）熟悉该实验仪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3）掌握其测量方法、步骤及计算方法。 

实验项目 12： 

1.教学内容 

测量 LED 在不同驱动电流 I 下的光强 P 的大小；根据测量到的数据作出 LED 的

I—P 特性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 LED 光源的发光机理、PIN 探测器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2）熟悉 LED 光源的光学特性和电学特性。 

（3）掌握其 I—P 特性曲线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13： 

1.教学内容 

构建由空间光调制器、CCD 以及计算机组成的光电混合联合变换相关实验系统，

实现相关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空间光调制器、CCD 性能以及计算机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 

（2）掌握光电混合联合变换相关原理以及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14： 

1.教学内容 

采用全息干涉二次曝光法测量物体的微小转动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全息干涉计量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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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全息干涉计量实验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15： 

1.教学内容 

采用 CCD、激光光源以及快速傅立叶变换算法，测量物体的微小位移。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字散斑干涉的原理。 

（2）掌握数字散斑干涉计量基本实验方法，分析并处理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实验项目 16： 

1.教学内容 

基于傅立叶变换法实现信息存储的原理，设计一种能再现放大实像的傅立叶变换

全息图的记录和再现光路，并进行实验，对再现像进行观察和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采用傅立叶变换方法实现信息存储的原理。 

（2）设计和掌握一种傅立叶变换全息图记录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现场回答提问，要求能熟练完成

考试内容，并正确回答提问。 

2、实验报告：完成每个实验后均需撰写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

理、所用实验器材、实验步骤、实验数据记录以及实验结果分析等。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平时实验 50％，实验报告 20％，实验操作考核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GSY—2000 光电器件实验系统           1 台套 

2、GSY—2000G 光电器件实验系统          2 台套 

3、大恒光电实验系统                      1 台套 

4、光照度计模板及探头                    1 套 

5、可见光光功率计模板及探头              1 套 

6、ZY-光电探测原理实验箱                 2 台套 

7、CSY998-G 实验系统                     1 台套 

8、ZY-光电倍增管实验仪                   1 台套 

9、光纤传感实验仪                        3 台套 

10、透过型/反射型光电开关及稳压电源      1 台套 

11、铌酸锂电光调制器                     1 台套 

12、ZY60 电光调制器信号源                1 台套 

13、微弱信号检测仪                       1 台套 

14、单色仪                               1 台套 

15、CCD 光栅光谱仪系统                   1 台套 

16、20MHz 模拟双踪示波器                 1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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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电寻址液晶空间光调制器               1 台套 

18、CCD 摄像头                           2 套 

19、He-Ne 激光器                         4 台套 

20、半导体激光光源                       2 套 

21、高压汞灯及其电源                     1 台套 

22、溴钨灯及其电源                       1 台套 

23、计算机                              5 台 

24、图像处理软件 DSPI                    1 套 

25、自动曝光定时器                      2 台套 

26、空间光调制器                        1 台套 

27、光学隔震平台及附件                  4 台套 

28、三棱镜、滤光片、偏振片、透镜、1/4 波片（632.8nm）、1/2 波片（632.8nm）、

反射镜等若干。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苏州大学信息光学工程研究所编。《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实验》讲义，2014 年 6 月 

2、参考书： 

（1）苏显渝、吕乃光、陈家璧编著。《信息光学原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2）陈士谦、范玲、吴重庆编著。《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7 

（3）王海晏主编。《光电技术原理及应用》，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4）安毓英,曾晓东编著。《光电探测原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5）张圣勤编著。《Matlab7.0 实用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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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IST1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全息技术/ Holographic Technique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实验教学过程，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全息技术》课程的基本原理和

概念，熟悉各种光学元件的名称与功能，理解实验光路设计原则，掌握全息技术基础

实验的方法，掌握平面透射全息光栅的基本原理、掌握同轴全息透镜和离轴全息透镜

的基本原理、掌握像面全息图拍摄的光路和步骤、理解白光再现全息图的原理和方法、

理解彩虹全息的白光再现原理、掌握彩虹全息图的制作过程及光路，培养学生运用所

学专业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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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尔逊干涉实验 设计性 4 4 必修 

2 全息光栅 综合性 4 4 必修 

3 全息透镜 综合性 4 4 必修 

4 像面全息图 验证性 4 4 必修 

5 彩虹全息图 验证性 4 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麦克尔逊干涉实验 

1.教学内容 

自行设计实验光路，掌握激光全息干涉仪的光学调整技术，并应用麦克尔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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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实验检查光学隔震平台的防震性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光路设计原则 

（2）熟悉全息实验装置 

（3）掌握激光全息干涉仪的光学调整技术 

实验项目 2：全息光栅 

1.教学内容 

采用对称光路记录全息光栅，掌握光栅的衍射规律，采用分光计测量光栅常数，

或者采用激光衍射法测量光栅常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栅的应用背景 

（2）熟悉光栅的主要特征 

（3）掌握光栅的衍射规律 

实验项目 3：全息透镜 

1.教学内容 

采用平行光和会聚光（或者平行光和发散光）相干涉来制作离轴全息透镜，并

观察全息透镜的成像情况。 

2.教学目标 

（1）了解全息透镜的应用背景 

（2）熟悉全息透镜的主要特征 

（3）掌握同轴全息透镜和离轴全息透镜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4：像面全息图 

1.教学内容 

采用透镜成像法（一步法）记录像面全息，了解母全息图再现像法（二步法）

记录像面全息，在白光照明下观察重现像，并讨论观察到的现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步法、二步法像面全息的异同 

（2）熟悉白光再现全息图的原理 

（3）掌握像面全息图拍摄的光路和步骤 

实验项目 5：彩虹全息图 

1.教学内容 

采用一步法记录彩虹全息，了解二步法记录彩虹全息，了解“一步法”和“两

步法”的区别；用白光照明彩虹全息图，仔细观察彩虹全息像，深入理解彩虹全息的

白光再现原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步法、二步法彩虹全息的异同 

（2）熟悉彩虹全息的白光再现原理 

（3）掌握彩虹全息图的制作过程及光路 



 174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详细描述实验中的操作过程，包括：摆放光路（重点体现全息实验光路设计原则），

拍摄全息图（预制曝光时间，取干板、安装干板的要求，拍摄全息图时的注意事项），

干板显影（冲洗干板的顺序，冲洗干板的时间要求及注意事项），全息图的再现（再

现全息图的光路，单色共轭光再现结果，以及白光点光源再现结果）。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实验操作+实验报告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平时实验操作

60％，实验报告 40％。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是：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He-Ne 激光器                                  2 台套 

2、光学隔震平台及附件                            2 台套 

3、自动曝光定时器                                2 台套 

4、光学镜架、针孔滤波器、拍片架、磁性表座等若干。 

5、显微物镜、偏振片、透镜、1/4 波片（632.8nm）、1/2 波片（632.8nm）、反射

镜等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光学全息实验讲义》，苏州大学信息光学工程研究所编 

2.参考书： 

（1）光学原理，(德) 马科斯·玻恩, (美) 埃米尔·沃耳夫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2）信息光学理论与应用，王仕璠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4 

（3）信息光学，苏显渝，李继陶编著，科学出版社，1999 

  

                                               

 

 

 

执 笔 人：刘全   

审 批 人：唐敏学   

完 成 时 间:  2016.3  

 



 175 

 

《单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IST2023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The Principle of  

Single-chip Microprocessor & Interface Technolog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测控 

实验室名称：STC 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 MCS-51 单片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理解，熟悉

51 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系统，掌握最基本的程序设计方法，通用接口技术的使用，以

及程序调试过程和调试方法，更进一步理解单片微型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

为今后更好地使用单片微型计算机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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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流水灯(1) 演示性 3 2 必修 

2 LED 流水灯(2) 演示性 3 2 必修 

3 LED 数码管（静态） 演示性 3 2 必修 

4 多位 LED 数码管显示（动态） 设计性 3 2 必修 

5 UART 单向（发送）通讯 演示性 3 2 必修 

6 UART 双向通讯 设计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ED 流水灯(1) 

1.教学内容 

掌握 I/O 的控制及编程，熟悉程序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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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I/O 的结构，初始化过程。 

（2）熟悉 IDE 的编程环境，了解程序编制中软时钟循环的基本方法。 

（3）掌握 对汇编语言程序及伪指令的编程过程，完成编译、程序下载、调试

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LED 流水灯(2) 

1.教学内容 

掌握定时器功能的设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 51 系列中外部中断及定时器的基本功能与结构。 

（2）熟悉 定时器延时和软件延时的区别，以及定时器多少时间的计算和配置。 

（3）掌握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的编程、调试，以及流程图的绘制。 

实验项目 3：LED 数码管（静态） 

1.教学内容 

掌握 LED 数码管的静态驱动常用 I/O 口的编程技巧 

2.教学目标 

（1）了解 LED 数码管的工作原理、驱动方式以及 I/O 口的配置。 

（2）熟悉 LED 数码管的应用，以及笔段码的设计和笔段码表的读取操作。 

（3）掌握对笔段码读取的编程、调试。对 IDE 开发环境的调试。 

实验项目 4：多位 LED 数码管显示（动态） 

1.教学内容 

掌握多 LED 数码块动态扫描显示方式的硬件接口和软件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态扫描与静态显示的区别。多种设计的方法及相应软件的编程。 

（2）熟悉多位显示的驱动方法以及编程设计，。 

（3）掌握显示数据的动态调整技术。 

实验项目 5：UART 单向（发送）通讯 

1.教学内容 

掌握波特率发生器的设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定时器 1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功能、作用。 

（2）熟悉定时器 T1 的初值计算和初始化编程。 

（3）掌握通讯的基本原理、调试方法以及联机实验。 

实验项目 6：UART 双向通讯 

1.教学内容 

掌握通讯中断服务功能集本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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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UART 的双向通讯原理和通讯中断处理。 

（2）熟悉双向通讯的中断编程，调试。实现数据的发送和传输。 

（3）掌握通讯中断的服务程序的设计、编制、调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操作与书面考核相结合； 

（2）平时成绩与实验成绩相结合。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STC 高性能单片微型计算机实验箱，现有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邹丽新、陈蕾、邱国平、周江编著，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书，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11。 

（2）邹丽新、翁桂荣，《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 

（3）翁桂荣、邹丽新，《单片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 

2.参考书 

（1）张迎新等，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应用及接口技术，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1 

（2）顾筠、钱琦、林小宁，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12。 

（3）张似玫，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2 

（4）高锋，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科学出版社，2003.2。 

（5）徐惠民，安德宁，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接口及应用，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2000.10 

（6）陈桂友，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 

 

 

 

 
 

执 笔 人：周望   

审 批 人：李孝峰   

完 成 时 间： 20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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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技术与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IST202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光纤技术与应用/ Optical Fiber Techniques & Application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实验室名称：光纤传感技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光纤技术与应用是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

器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配套的实验课是通过实验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理论课

的内容，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与操作技能。通过本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实验大

纲要求的实验内容，主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

的实际工作奠定必要工程实践基础。 

掌握半导体激光器调制原理和调制方法；掌握主要光纤连接器和耦合器使用方

法；掌握典型的光纤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物理量测量方法；掌握光通信系统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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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D 探测器实验 验证 3 2 选修 

2 光源及光调制解调实验 验证 3 2 选修 

3 大气光通信实验 验证 3 2 选修 

4 光纤光栅传感实验 验证 3 2 选修 

5 光纤位移传感器实验 验证 3 2 选修 

6 光纤压力传感实验 验证 3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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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PD 探测器实验 

1. 教学内容 

（1） 探测器暗电流测试； 

（2） 探测器雪崩电压测试； 

（3） 探测器光照特性测试； 

（4） 探测器时间响应特性测试； 

（5） 探测器光谱特性测试。 

2.教学目标 

（1） 了解 APD 探测器基本特性； 

（2） 熟悉 APD 探测器特性测试方法； 

（3） 掌握 APD 探测器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2：光源及光调制解调实验 

1.教学内容 

（1） 幅度调制解调实验； 

（2） 光音频调制解调实验。 

2.教学目标 

（1） 熟悉光源调制及其解调的实现方法； 

（2） 熟悉光源调制及其解调的实现方法； 

（3） 掌握光源调制及其解调的原理。 

实验项目 3：大气光通信实验 

1.教学内容 

（1） 模拟信号大气光传输实验； 

（2） 数字信号大气光传输实验； 

（3） 视频信号传输实验； 

（4） 音频信号传输实验。 

2.教学目标 

（1） 了解几种常见的数字调制电路的原理； 

（2） 掌握光发送机和光接收机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4：光纤光栅传感实验 

1.教学内容 

（1） 测量光纤光栅透射谱、反射谱； 

（2） 用光纤光栅测量微位移； 

（3） 用光纤光栅测量微载荷。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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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光纤光栅光谱（透射谱、反射谱）特性； 

（2） 熟悉应用光纤光栅测量微应变、微位移和微载荷的方法； 

（3） 掌握光纤光栅的传感原理。 

实验项目 5：光纤位移传感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 反射型位移传器测量位移实验； 

（2） 透射型光纤位移传感器测距实验； 

（3） 测量光强随位移的函数关系。 

2.教学目标 

（1） 掌握光纤位移传感器工作原理； 

（2） 掌握光纤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光纤压力传感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 传导型光纤压力传感器测压力原理实验； 

（2） 利用光纤压力传感器测量出电压（或电流）随压力变化的函数关系。 

2.教学目标 

（1） 了解压电陶瓷特性； 

（2） 掌握光纤压力传感器工作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现场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决定该学生的每个实验成绩。其

中：实验操作占实验成绩的 40%，数据处理及分析占 20%；实验报告占实验成绩的 

40%； 

（2）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分数，最后出该学生的实验

成绩。 

（3）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的 20%。 

2. 实验报告要求 

（1）实验基本原理； 

（2）数据测量； 

（3）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PD 探测器综合实验仪                  2 台 

光源及光调制解调实验仪                 2 台 

大气光通信实验实验仪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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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栅传感器综合实验仪               2 台 

光纤位移传感器实验仪                   2 台 

光纤压力传感实验仪                     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自编教材《光纤技术及应用实验指导书》 

 

 

 

 

 

 

执 笔 人：赵勋杰 

审 批 人：顾济华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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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OIST202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微弱信号检测技术/Weak Signal Detection in Noise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光信息、电子、测控 

实验室名称：信号处理和 EDA 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微弱信号检测技术》是一门利用电子学、信息论和物理学方法，研究在噪声背

景或干扰中检测微弱信号的技术学科。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噪声理论及基础（主要介绍随机信号与噪声基础、电路和

系统中的噪声及低噪声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和相关检测方法及微弱信号检测仪器（主

要介绍相关函数和相关检测原理、基于互相关检测技术的锁定放大器和取样积分器）。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掌握微弱信号检测系统的分析与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

从事高精度检测系统开发与应用，尤其是如何提高系统的检测能力和精度的工作建立

良好的专业基础。 

教学要求：具有电子学和信息论的相关基础知识，学会分析电路中噪声产生的原

理、规律和抑制方法；学习和掌握电子电路的降噪和抗干扰技术；学习相关检测方法

的数理基础，掌握同步互相关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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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器的研究及主要参数测量 综合性 3 3 必修 

2 同步积分器的研究及主要参数测量 综合性 3 3 必修 

3 锁定放大器原理实验 综合性 3 3 必修 

4 锁定放大器性能的测试 综合性 3 3 必修 

5 用锁定放大器测量低频电噪声电压 综合性 3 3 必修 

6 多点信号平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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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器的研究及主要参数测量 

1.教学内容 

相关器是锁定放大器的核心部件，是实现参考信号和被检测信号两者互相关的

电子线路。同步互相关原理的数学表述和数学解的物理含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相关器的原理 

（2）测量相关器的输出特性 

（3）测量相关器的抑制干扰能力和抑制白噪声能力 

（4）测量相关器的过载电平 

（5）测量相关器的直流漂移 

（6）测量相关器的动态范围 

实验项目 2：同步积分器的研究及主要参数测量 

1.教学内容 

同步积分器的工作原理和组成电路，同步积分器微分电路的求解和物理意义、同

步积分器的输出性能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同步积分器的原理 

（2）测量同步积分器的输出特性 

（3）测量同步积分器的抑制干扰能力与抑制白噪声能力 

（4）测量同步积分器的过载电平 

（5）测量同步积分器的等效噪声带宽 

实验项目 3：锁定放大器原理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锁定放大器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研究锁定放大器传递函数的

幅频输出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锁定放大器的原理及典型框图 

（2）根据典型框图，连接成锁定放大器 

（3）熟悉锁定放大器的试用方法 

（4）了解双相锁定放大器的原理及典型框图 

（5）根据典型框图，连接成双相锁定放大器，并测试双相锁定放大器的功能 

实验项目 4：锁定放大器性能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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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锁定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锁定放大器的动态协调和白噪声过载。 

2.教学目标 

（1）了解锁定放大器的主要性能及技术指标 

（2） 测量锁定放大器的抑制干扰能力和抑制白噪声能力 

（3） 测量锁定放大器的不相干信号过载电平 

（4） 测量锁定放大器的白噪声过载电平 

（5） 测量锁定放大器的信噪比的提高 

实验项目 5：用锁定放大器测量低频电噪声电压 

1.教学内容 

噪声的统计特性和频率传输特性、噪声带宽、噪声功率谱密度、噪声等效模型

和前置放大器的噪声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噪声的一般性质 

（2）了解锁定放大器测低频点噪声的原理 

（3）测量噪声源的噪声电压频谱 

（4）测量前置放大器噪声 

 

实验项目 6：多点信号平均器 

1.教学内容 

多点信号平均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门积分电路的传输函数和数学求解；门积分

器的输出特性和性能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点信号平均器的原理 

（2）观察与测量多点信号平均器的输出特性 

（3）观察与测量多点信号平均器的抑制噪声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本课程对实验报告内容包括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原理图、

线路图、光路图、公式完整。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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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  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误差等进

行讨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现场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决定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2）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分数，最后出该学生的实验

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弱信号检测实验综合装置；精密衰减器；数字存储示波器。 

（建议 10 套，目前已有台数尚不确定）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刘国福 杨俊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参考书： 

《微弱信号检测》曾庆勇 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微弱信号检测》高晋占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微弱信号检测与应用》孙士平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   张桂菊  

审 批 人：   肖仲喆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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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EYE1025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演示实验/Demonstrating Experiment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物理学专业选修课，其他专业公选课 

实验室名称：演示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所有物理定律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客观自然现象

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物理演示实验》将日常生活或生产实践中不易观察到的或

习以为常而未引起注意的物理现象突出地显示出来，把实际较为复杂的现象，在课堂

演示的条件下分解出有意义的部分，从兴趣和提高关注度出发，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建立物理思想，培养学生根据物理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演示实验可以打开学生眼界，介绍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的新技术、新发明、新材料、

新探索、新成果，分享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喜悦。 

本课程精选普通物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中一百个左右能揭示物理概念和

规律的演示实验，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学生亲自动手操作、观察思考，对物理现象进

行解释，从而掌握物理规律、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实验设计能力。 

1、培养和提高学生基本的科学实验能力，其中包括： 

自学能力：通过自行阅读实验教材和其它资料，能正确概括出实验内容、方法和

要求，做好实验前的准备； 

动手能力：借助教材《物理演示实验》和仪器说明书，正确调整和使用仪器；安

排实验操作顺序，把握主要实验技能，排除实验故障；掌握常规物理实验仪器的使用，

掌握科学实验的数据处理方法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形成，为进一步学习和从事科学实验

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分析能力：运用所学物理知识，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观察分析判断，得出结论； 

表达能力：正确记录和处理实验数据，绘制曲线，正确表达实验结果，撰写合格

的实验报告； 

2、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实验素养： 

要求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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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遵守纪律、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公共材物、团结协作的

优良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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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演示（一） 验证性 6 2 必修 

2 力学演示（二） 综合性 6 2 必修 

3 热学演示 综合性 6 2 必修 

4 电磁学演示（一） 综合性 6 2 必修 

5 电磁学演示（二） 综合性 6 2 必修 

6 光学演示 综合性 6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力学演示（一） 

1.教学内容 

（一）机械能及机械能守恒系列 

1. 1 锥体上滚轮演示装置 

1. 2 滚摆〔麦克斯韦滚〕 

1. 3 七联球碰撞演示  

1. 4 过山车 

（二）角动量及角动量守恒系列  

1. 5 茹可夫斯基转椅演示角动量守恒 

1. 6 悬挂式角动量守恒仪 

1. 7 大型回转定向仪（角动量守恒的应用） 

1. 8 陀螺的进动 

1. 9 车轮的进动 

1. 10 角动量综合演示仪  

（三）刚体的平面运动和定轴转动系列 

1. 11 角速度矢量合成演示  

1. 12 刚体的平面平行运动（斜面圆柱式） 

1. 13 转动定理演示仪  

1. 14 滚摆〔麦克斯韦滚〕 

2.教学目标 

（1）掌握掌握以上演示实验的原理、方法。 

（2）掌握实验所涉及的质点运动学、动力学及刚体定轴转动等的物理概念和物

理规律的知识。 

实验项目 2：力学演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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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一）机械振动系列 

1. 14 单摆的共振演示  

1. 15 弹簧的受迫振动与共振演示 

1. 16 弹簧片的受迫振动与共振演示 

1. 17 振动合成演示 

1. 18 傅科摆  

1. 19 音叉的共鸣  

（二）波动系列 

1. 20 几种驻波现象的演示（弦驻波、纵驻波、环驻波） 

1. 21 水波盘演示仪  

1. 20 鱼洗 

1. 21 横波与纵波演示仪  

（三）气体分子运动论和流体力学系列 

1. 22 速率分布演示  

1. 23 伯努利旋浮器 

1. 24 伯努利定律演示仪  

1. 25 气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演示 

1. 26 空气内摩擦  

1. 27 气体动理论的模拟演示 

1. 28 飞机升力 

（四）其它 

1. 29 离心力演示 

1. 30 混沌摆 

2.教学目标 

（1）掌握掌握以上演示实验的原理、方法。 

（2）掌握实验所涉及的液体力学、振动、波动等方面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 

实验项目 3：热学演示 

1.教学内容 

2.1 气体理论的模拟演示 

2.2 布朗运动 

2.3 统计规律与正态分布 

2.4 热管工作原理演示 

2.5 液体的表面张力演示 

2.6 球形液面内外的压强差 

2.7 沸点与压强的关系 

2.8 饱和蒸气压与温度的关系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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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以上演示实验的原理、方法。 

（2）掌握实验所涉及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 

实验项目 4：电磁学演示（一） 

1.教学内容 

（一）静电学类 

3．1  点电荷和电偶极子的电场分布演示实验 

3．2  静电跳球 

3．3  静电摆球 

3．4  静电除尘 

3．5  静电滚筒演示尖端放电 

3．6  电风轮演示尖端放电 

3．6  电风吹蜡烛演示尖端放电 

3．7  避雷针原理 

3．8  异型导体表面的电荷分布 

3．9  鸟笼演示静电屏蔽  

3．10  有极分子电介质的极化模型演示   

3．11  神奇的辉光球 

3．12  雅各布天梯 

3．13  高压带电作业 

（二）电学综合 

3．14  手触电池  

3．15  RC 时间常数实验演示 

3．16  基尔霍夫定律实验演示 

3．17  温差电磁铁  

3．18  温差热电偶实验  

3．19  电光调制       

2.教学目标 

（1）掌握以上演示实验的原理、方法 

（2）掌握实验所涉及静电场和电学综合方面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 

实验项目 5：电磁学演示（二） 

1.教学内容 

（一）磁场 

3．21  巴比轮演示仪演示磁力矩  

3．22  安培力演示实验 

3．23  巴克毫森效应演示铁磁质磁化过程中磁畴壁的移动  

3．24  热磁轮演示铁磁质的居里点 

3．25  磁力演示仪  

（二）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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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大线圈中插拔磁铁或磁场变化演示电磁感应现象 

3．27  磁悬浮及涡电流阻力现象演示仪（磁体在铝管和铜管内的运动） 

3．28  电磁驱动演示 

3．29  单向旋转磁场演示异步电动机原理  

3．30  涡流热效应演示  

3．31  两种跳环式愣次定律实验演示 

3．32  涡流阻尼摆演示实验 

3．33  趋肤效应  

3．34  超导磁悬浮列车  

3．35  光点反射磁致伸缩演示仪  

3．36  傅立叶分解合成  

2.教学要求 

     （1）掌握以上演示实验的原理、方法 

     （2）掌握以上实验所涉及磁场、电磁感应、电磁波等方面的知识。 

实验项目 6：光学演示 

1.教学内容 

（一）几何光学系列 

4．1 透镜成像及薄透镜焦距的测定  

4．2 透镜像差  

4．3  弯曲的激光束（反射﹑折射）  

4．4  光学幻影 

4．5  视觉错觉 

4．6 反射多像簇的动态变换演示仪 

4．7 折射率梯度记录及测量  

（二）光的干涉系列 

4．8 杨氏双缝干涉演示实验  

4．9 双面镜干涉演示实验  

4．10 双棱镜干涉演示实验  

4．11 洛埃镜干涉实验演示实验  

4．12 等厚干涉（牛顿环﹑劈尖） 

4．13 麦克耳逊干涉仪 

4．14 细玻璃管的干涉实验  

4．15 用读数显微镜观察劈尖干涉  

4．16 薄云母片的等倾干涉  

（三）光的衍射系列 

4．17 菲涅耳衍射（圆孔、圆屏、直边、矩孔、叉丝、十字孔„„）  

4． 18 夫琅和费衍射（圆孔、单缝、双缝、圆屏、一维光栅、二维正交光栅、„„）  

4．19 用分光计做光栅衍射实验 

4．20 波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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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菲涅耳衍射与夫琅和费衍射的区别  

（四）光的偏振系列 

4．22  偏振光演示仪（用偏振片获得和检验偏振光 

4．23  用反射和折射获得偏振光（验证布儒斯特定律） 

4．24  双折射现象及双折射引起的偏振 

4．25  显色偏振 

4．26  会聚偏振光的干涉 

4．27  旋光效应与旋光色散  

4．28  人为双折射现象（应力双折射、磁致双折射、电致双折射）  

4．29  1/4 波片，1/2 波片；圆偏振光、椭圆偏振光的产生与检验  

（五）光学信息处理系列 

4．30  全息照相的再现 

4．31  阿贝成像原理和空间滤波  

4．32  模拟光通讯  

（六）近代物理  

4．33  超导磁悬浮演示 

4．34  记忆合金演示  

2.教学目标 

    （1）掌握以上演示实验的原理、方法 

    （2）掌握以上实验所涉及几何光学和物理光学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要求学生根据平时实验的情况，任选一个比较重要的、

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写出一份实验报告，要求交待清楚实验的目的、原理、方法、操作

步骤、注意事项以及对实验的改进设想等。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根据对实验原理和方法的掌握程度、实验的认真程度

及回答问题的情况和实验结束前的实验操作演示情况，给定每次实验成绩。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总评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两部分构

成，其中平时实验成绩占 80％比例。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普通物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相关知识的演示实验仪器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物理演示实验教程》，沈黄晋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8. 

2、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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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演示实验》，陈熙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8. 

《物理学演示实验手册》，段吉辉、徐从兰编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5. 

《物理演示实验精编》，沈永昭、许永生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3. 

 

 

 

 

 

 

 

                                               

执 笔 人：孙宝印   

审 批 人：赖   耘    

完 成 时 间：201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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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教学法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E1011                     课程学分：1 

课程名称（中/英）：中学物理教学法实验/Instruction Experiments of High  

School Physic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物理学（师范） 

实验室名称：教学法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物理实验是物理科学的基础，是物理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物理教学的基础。对于

一名合格的中学物理教师来说，具备一定的物理教学法实验的素养和技能是必需的。 

本实验的课程训练内容是以介绍中学物理教学及研究中必需的基本实验技术为

主，并选择一些典型的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作分析、研究。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与

训练，使学生熟悉从事中学物理教学的基本实验技术，掌握做好某些主要实验的关键，

进而培养学生改进和研究中学物理教学实验的初步能力，为学生毕业后进行中学物理

教学与实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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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点计时器的调整与使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2 静电仪器与静电实验研究 综合性 3 1 必修 

3 演示电表和可调内阻电池的使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4 充磁、退磁和电磁力的演示 综合性 3 1 必修 

5 电磁感应和变压器的演示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6 示波器及其应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7 利用数字实验平台验证牛顿第二定律 综合性 3 1 必修 

8 利用数字实验平台进行声波的研究 综合性 3 1 必修 

9 测定金属的电阻率和物质的比热容 综合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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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光路的显示和光的干涉 综合性 3 1 必修 

11 光电效应的演示 综合性 3 1 必修 

12 实验设计与自制教具 设计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打点计时器的调整与使用 

1.教学内容 

（1）电磁计时器的检验与调整； 

    （2）电磁打点频率稳定性的调整； 

    （3）打点质量的检验与调整； 

    （4）打点阻力大小的检验与调整 

    2.教学目标 

（1）了解打点计时器的结构、原理，掌握其检验、调整和使用方法； 

（2）掌握处理打点计时器纸带数据的方法； 

（3）掌握使用打点计时器研究匀变速运动的规律、测定重力加速度、验证机械

能守恒定律等实验的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2：静电仪器与静电实验研究 

1.教学内容 

    （1）摩擦起电与电荷守恒实验； 

    （2）验电器带电的两种基本方法； 

（3）韦氏感应起电机研究； 

（4）静电感应与静电起电实验 

（5）电力线分布形状的演示。 

    2.教学目标 

（1）掌握静电实验的成败关键； 

（2）了解主要静电仪器的结构原理和主要用途，掌握其使用方法； 

（3）掌握静电实验的基本实验技术和一些重要实验的操作技术； 

（4）了解自制若干静电仪器的要求和方法，加深对自制教具及其作用的认识。 

实验项目 3：演示电表和可调内阻电池的使用 

1.教学内容 

    （1）认识演示电表，掌握用法； 

    （2）演示电表量程的改装； 

    （3）直导线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流实验演示； 

（4）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的演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演示电表的基本结构，掌握演示电表的使用及改装量程的方法； 

    （2）了解可调内阻电池的性能，初步掌握铅蓄电池的充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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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右手定则和闭合欧姆定律演示实验。 

实验项目 4：充磁、退磁和电磁力的演示 

1.教学内容 

    （1）充磁、退磁实验； 

    （2）磁体极性的判定及观察磁极位置的分布情况； 

    （3）演示磁场对电流和运动电荷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充、退磁技术； 

    （2）正确判定磁体的极性和磁极的位置。 

    （3）演示磁场对电流和运动电荷的作用 

（4）掌握电流天平和洛伦兹力演示仪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5：电磁感应和变压器的演示实验 

1.教学内容 

    （1）电磁感应规律的演示实验； 

    （2）用变压器原理说明并演示涡流现象； 

    （3）单相变压器工作原理的演示研究； 

    （4）用调压变压器演示“远距离输电”的模拟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变压器原理，结构、性能及使用方法； 

    （2）掌握利用变压器原理做好有关电磁感应和涡流实验的演示技巧； 

（3）研究相变压器工作原理的演示。 

（4）利用变压器做好“提高输入电压可以减少输电线路上功率损失”的模拟实验。 

实验项目 6：示波器及其应用 

1.教学内容 

    （1）用示波器观察研究声现象； 

    （2）用示波器验证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和有效值的关系； 

    （3）用示波器及其配套仪器演示电磁波的调制和发射。 

    2.教学目标 

    （1）了解教学示波器和电子开关的结构、性能； 

    （2）掌握使用这些仪器的方法、技能； 

（3）利用上述仪器和辅助设备演示交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关系。 

实验项目 7：利用数字实验平台验证牛顿第二定律 

1.教学内容 

    （1）掌握气垫轨的调节和使用技能； 

    （2）掌握斜面上摩擦的平衡方法； 

    （3）学会用所给仪器设计验证牛顿第二定律的方案并进行实验，能改进实验思路。 

    2.教学目标 

    （1）掌握气垫轨的调节和使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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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掌握斜面上摩擦的平衡方法； 

    （3）学会用所给仪器设计验证牛顿第二定律的方案并进行实验，能改进实验思路。 

（4）学会对实验数据和结果进行深入分析，改进实验方案。 

实验项目 8：利用数字实验平台进行声波的研究 

1.教学内容 

    （1）了解数字实验平台的基本使用； 

    （2）掌握声波传感器的使用，并能进行声波图形的采集和分析； 

    （3）掌握不同频率声波的图形采集和分析的基本方法、声波合成研究波的叠加

和拍的研究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字实验平台的基本使用； 

    （2）掌握声波传感器的使用，并能进行声波图形的采集和分析； 

    （3）掌握不同频率声波的图形采集和分析的基本方法； 

（4）声波合成研究波的叠加和拍的研究。 

实验项目 9：测定金属的电阻率和物质的比热容 

1.教学内容 

    （1）设计学生分组实验方案及选择实验器材、实验条件； 

    （2）研究测定金属（镍铬电阻丝）电阻率的实验； 

    （3）研究物质（铜）比热容的实验。 

    2.教学目标 

    （1）学会根据学生分组实验的要求，设计学生分组实验方案及选择实验器材、

实验条件； 

    （2）研究测定金属（镍铬电阻丝）电阻率的实验； 

（3）研究物质（铜）比热容的实验。 

实验项目 10：光路的显示和光的干涉 

1.教学内容 

    （1）光路的显示和控制实验； 

    （2）单缝衍射演示及双缝干涉的投影。 

    2.教学目标 

    （1）掌握显示光路的几种方法 

    （2）了解光源的调节方法； 

（3）掌握双缝干涉实验的投影方法。 

实验项目 11：光电效应的演示 

1.教学内容 

    （1）用锌板、静电计和紫外光源演示； 

    （2）用光电效应演示仪演示光电效应规律。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效应演示实验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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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演示光电效应的现象和规律的方法和技巧。 

实验项目 12：实验设计与自制教具 

1.教学内容 

    （1）了解实验的类型和特点； 

    （2）进行方案的分析与研究； 

    （3）方案的确定及实施 

    （4）实验教具的制作。 

    2.教学目标 

    （1）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 

（2）加深对自制教具及其作用的认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前必须认真预习，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原理和内容，熟悉所需仪器的使

用，掌握实验步骤及应注意的问题，完成预习报告；实验后应对实验中出现的现象进

行分析与讨论，完成实验数据处理。实验报告要用规定的实验报告纸书写，要求页面

整洁、语言通顺、图表清晰、分析合理、讨论深入，于下一次实验前应及时上交实验

报告。 

2、考核方式： 

根据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及实验思考题的作答，由各指导老师对每组

实验综合评定每个学生的考核成绩，最后由实验室负责老师总评每个学生的考核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磁打点计时器及其调整、使用的配套仪器 1 套 

静电演示实验及相关静电实验仪器（含自制） 1 套 

演示电表、可调内阻电池及配套仪器 1 套 

充磁、退磁和电磁力演示的配套仪器（含自制） 1 套 

电磁感应、变压器和“远距离输电”的模拟装置等配套仪器（含自制） 1 套 

教学示波器、低频信号发生器、电子开关及配套仪器（含自制） 1 套 

测量金属电阻率和物质比热容的配套仪器及测量工具（含自制） 1 套 

光路显示和双缝干涉实验的配套仪器及装置(含自制) 1 套 

光电效应的演示装置及配套仪器 1 套 

振动演示器及配套仪器 1 套 

计算机及配套装置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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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1）《中学物理实验技能及教学技能训练》（第一编：“中学物理实验技能训

练”），郭子正、王河主编（苏州大学、济南大学等校合编），高等教育出版，1995 年。 

（2）《中学物理教学法实验补充讲义》，苏州大学物理教学法实验室编著，2009 年。 

2.参考书：《中学物理教学法》（第三编：“中学物理实验技术及实验研究”），许国梁

主编、束炳如等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执 笔 人：  张健敏  

审 批 人：   袁海泉  

完成时间：  2016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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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力、热）》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S1005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 普通物理实验（力、热）/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Mechanics & Calorific)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物理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对普通物理实验中有关误差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

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从而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以及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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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综合性 4 以班级为单位 必开 

2 长度和密度的测量 验证性 3 1 必开 

3 空气密度测定 验证性 3 1 选开 

4 气垫实验 综合性 6 1 必开 

5 弹性模量的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6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7 金属线胀系数 验证性 3 1 必开 

8 用落球法测液体的粘度系数 综合性 3 1 必开 

9 耦合摆的研究 综合性 3 1 选开 

10 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11 弹簧振子振动周期测量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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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2 波尔共振-受迫振动 综合性 3 1 必开 

13 弦振动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14 空气中声速测定 验证性 3 1 必开 

15 不良导体导热系数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16 金属比热容 综合性 3 1 必开 

17 空气比热容比测定 综合性 3  必开 

18 温度的电测法 综合性 3 1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绪论 

1.教学内容 

讲授物理实验基础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的基本要求、注意事项； 

（2）熟悉误差理论； 

（3）掌握数据处理基础知识。 

实验项目 2：长度和密度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不确定度估算，测量固体的密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 

（2）掌握固体密度的测量方法。 

实验项目 3：空气密度测定 

1.教学内容 

实验室空气密度及干燥空气密度测定 

2.教学目标 

（1）掌握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2）学会使用机械真空泵、气压计、干湿球湿度计。 

实验项目 4：气垫实验 

1.教学内容 

（1）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2）了解非完全弹性碰撞与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特点 

（3）测量重力加速度。 

2.教学目标 

（1）掌握气轨的调节与使用方法； 

（2）掌握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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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会数字毫秒计的使用方法； 

（4）掌握用倾斜气轨测重力加速度。 

实验项目 5：弹性模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量金属丝杨氏模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拉伸法测量金属丝杨氏模量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拉脱法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7：金属线胀系数 

1.教学内容 

测量金属的线胀系数 

2.教学目标 

（1）学习光杠杆的使用； 

（2）学习望远镜的调节与使用方法； 

（3）用电加热法测量金属的线胀系数 

实验项目 8：用落球法测液体的粘度系数 

1.教学内容 

落球法测液体的粘度系数 

2.教学目标 

掌握落球法测液体（蓖麻油）的粘度系数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9：耦合摆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测量耦合系统的支频率、耦合摆的简正频率 

2.教学目标 

观察弹簧能量传递的过程及拍的现象。 

实验项目 10：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物体的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扭摆法测量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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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弹簧振子振动周期测量 

1.教学内容 

研究弹簧质量对振子振动的影响 

2.教学目标 

学会用图解法处理数据。 

实验项目 12：波尔共振-受迫振动 

1.教学内容 

研究阻尼对受迫振动的影响，阻尼系数的测定 

2.教学目标 

研究受迫振动中强迫力频率对其振幅和相位的影响。 

实验项目 13：弦振动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测量波速 

2.教学目标 

用驻波测出波速。 

实验项目 14：空气中声速测定 

1.教学内容 

掌握用共振干涉法和相位法测空气声速的原理和方法 

2.教学目标 

了解压电陶瓷换能器的功能及超声波产生和接收的原理 

实验项目 15：不良导体导热系数测定 

1.教学内容 

不良导体导热系数测定 

2.教学目标 

用稳态法测定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实验项目 16：金属比热容 

1.教学内容 

掌握用冷却法测定金属比热容的原理及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牛顿冷却定律及金属的比热容； 

（2）了解热电偶测温技术。 

实验项目 17：空气比热容比测定 

1.教学内容 

绝热膨胀法测定空气的比热容比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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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热力学过程中状态变化及基本物理规律； 

（2）学习气体压力传感器和电流型集成温度传感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8：温度的电测法 

1.教学内容 

热电偶的定标及测温 

2.教学目标 

掌握热电偶的定标和测温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由平时实验考核和期终考核两部分组成。 

1、平时实验考核： 

平时实验考核包括对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实验报告三个环节进行

考核。本课程对实验报告撰写的要求如下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原理图、

线路图、光路图、公式完整。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误差等进

行讨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期终考核 

本课程的期终考核方式：笔试和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 

3、考核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考核成绩和期终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

验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70%，期终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30%。 

平时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

实验报告，依据实验室制定的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评定学生单次实验的成绩，然后将

每次实验课程成绩累加除以实验项目个数得出平时实验考核成绩。 

期终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试卷完成情况和实验操作情况，按照试卷确

定的分值给出期终考核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杨氏弹性模量仪           20 套         表面张力仪               20 套 

电振音叉                 20 套         液体粘度系数仪           20 套 

物理天平                 40 套         热电偶                   20 套 

示波器                   40 套         气垫导轨实验仪           3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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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表面张力测定仪       20 套         金属线胀系数测定仪       20 套 

液体的粘度系数测定仪     20 套         金属比如容测量仪         20 套 

波尔共振仪               20 套         弦振动实验仪             40 套 

空气声速测定仪           10 套         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测定仪 10 套 

耦合摆实验  仪           10 套         毫伏电势差计             2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江美福 方建兴 主编，《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上、下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3 年版 

 

2.参考书： 

（1）方建兴 江美福 朱天淳编著，《物理实验》（第二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杨述武主编，《普通物理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3）曾金根编著，《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 

（4）吕斯骅编著，《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5）丁慎训编著，《物理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江美福、张毓麟   

审 批 人：赖耘   

完成时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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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电磁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S1006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 普通物理实验（电磁学）/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Electromagnetism)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 物理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对普通物理实验中有关误差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

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从而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以及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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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单臂直流电桥测量电阻 验证性 3 1 必开 

2 用双臂直流电桥测量低值电阻 综合性 3 1 选开 

3 示波器的使用 综合性 6 1 必开 

4 磁滞回线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5 霍耳效应测磁感强度 验证性 3 1 必开 

6 灵敏电流计的研究 综合性 3 1 必开 

7 油滴实验 综合性 3 1 必开 

8 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 设计性 3 1 必开 

9 电子元件伏安特性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10 RLC 电路谐振特性的研究 设计性 3 1 必开 

11 RLC 电路暂态过程的研究 设计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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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2 RLC 电路稳态特性的研究 综合性 3 1 选开 

13 交流电桥 综合性 3 1 选开 

14 温度传感器及其使用 验证性 3 1 必开 

15 电势差计及其使用 综合性 3 1 必开 

16 半导体 PN 结物理特性 综合性 3 1 必开 

17 运算放大器的研究 综合性 3  选开 

18 地磁场水平分量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用单臂直流电桥测量电阻 

1.教学内容 

单臂直流电桥测电阻 

2.教学目标 

掌握直流电桥测电阻的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2：用双臂直流电桥测量低值电阻 

1.教学内容 

双臂直流电桥测电阻 

2.教学目标 

掌握低值电阻的测量原理及方法。 

实验项目 3：示波器的使用 

1.教学内容 

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观察利萨如图形 

2.教学目标 

（1）学习使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2）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 

（3）通过观察利萨如图形，加深对振动合成概念的理解。 

实验项目 4：磁滞回线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 

2.教学目标 

用磁滞回线仪测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 

实验项目 5：霍耳效应测磁感强度 

1.教学内容 

测量磁感强度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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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霍耳效应测量仪测量磁感强度。 

实验项目 6：灵敏电流计的研究 

1.教学内容 

测定灵敏电流计内阻及外临界电阻 

2.教学目标 

（1）了解灵敏电流计的原理和运转特性，测定其内阻及外临界电阻； 

（2）学会用最小二乘法处理数据方法。 

实验项目 7：油滴实验 

1.教学内容 

测定电子的电荷值 

2.教学目标 

用密立根油滴仪测定电子的电荷值 

实验项目 8：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定固体电介质介电常数 

2.教学目标 

掌握测定固体电介质介电常数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9：电子元件伏安特性测量 

1.教学内容 

电子元件伏安特性测量 

2.教学目标 

（1）伏安法测电子元件特性； 

（2）了解合成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 

（3）掌握系统误差的修正方法。 

实验项目 10：RLC 电路谐振特性的研究 

1.教学内容 

研究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交流电路串联谐振的特点； 

（2）掌握测量谐振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RLC 串联电路暂态过程的研究 

1.教学内容 

研究 RC、RL、RLC 电路的暂态过程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电容、电感充放电特性的认识； 

（2）进一步熟悉示波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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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RLC 串联电路稳态特性的研究 

1.教学内容 

研究 RLC 串联电路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同频率信号相位差的测量方法； 

（2）进一步掌握交流电路中矢量图解法和复数表示法。 

实验项目 13：交流电桥 

1.教学内容 

用交流电桥测电容和电感 

2.教学目标 

了解交流电桥平衡的原理，掌握交流电桥的调节方法。 

实验项目 14：温度传感器及其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热敏电阻温度计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 

（2）学习非平衡电桥的原理 

实验项目 15：电势差计及其使用 

1.教学内容 

了解直流电势差计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2.教学目标 

学习用学生型电势差计测量电池电动势及内阻的方法 

实验项目 16：半导体 PN 结物理特性 

1.教学内容 

测量 PN 结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测量波尔兹曼常量； 

（2）通过数据处理证实 PN 结特性符合波尔兹曼分布律； 

（3）学习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电流-电压转换器测量弱电流。 

实验项目 17：运算放大器的研究 

1.教学内容 

了解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特性 

2.教学目标 

掌握运算放大器的简单应用方法。 

实验项目 18：地磁场水平分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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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测量地磁场的水平分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亥姆霍兹线圈的特点； 

（2）学习用正切电流计测磁场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由平时实验考核和期终考核两部分组成。 

1、平时实验考核： 

平时实验考核包括对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实验报告三个环节进行

考核。本课程对实验报告撰写的要求如下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原理图、

线路图、光路图、公式完整。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误差等进

行讨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期终考核 

本课程的期终考核方式：笔试和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 

3、考核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考核成绩和期终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

验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70%，期终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30%。 

平时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

实验报告，依据实验室制定的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评定学生单次实验的成绩，然后将

每次实验课程成绩累加除以实验项目个数得出平时实验考核成绩。 

期终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试卷完成情况和实验操作情况，按照试卷确

定的分值给出期终考核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直流稳压电源             60 套         霍尔效应实验仪           20 套 

直流电桥                 20 套         光点复射式检流计         40 套 

学生型电势差计           10 套         十进电阻箱               60 套 

示波器                   60 套         十进电容箱               40 套 

函数发生器               50 套         PN 结实验仪              20 套 

油滴仪                   20 套         磁滞回线实验仪           20 套 

介电常数测试仪           10 套         频率计                   2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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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式交流电桥           10 套         交流毫伏表               4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江美福 方建兴 主编，《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上、下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3 年版 

2.参考书： 

（1）方建兴 江美福 朱天淳编著，《物理实验》（第二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杨述武主编，《普通物理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3）曾金根编著，《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 

（4）吕斯骅编著，《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5）丁慎训编著，《物理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江美福、张毓麟   

审 批 人：赖耘   

完成时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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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实验（光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S1007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普通物理实验（光学）/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Optic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物理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对普通物理实验中有关误差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

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从而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以及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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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2 用透射光栅测定光波波长 综合性 3 1 必开 

3 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 综合性 3 1 必开 

4 牛顿环与劈尖干涉 综合性 3 1 必开 

5 偏振面的旋转和旋光仪 综合性 3 1 选开 

6 CCD 单缝衍射相对光强分布的测量 综合性 3 1 选开 

7 激光全息照相 综合性 3 3-4 必开 

8 普朗克常量的测定 综合性 4 1 选开 

9 真空的获得与测量 设计性 6 3-4 选开 

10 纳米薄膜的制备 设计性 6 3-4 选开 

11 椭圆偏振仪测量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 设计性 3 2 选开 

12 薄透镜焦距测定 综合性 3 1 必开 

13 显微镜与望远镜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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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4 单色仪定标 综合性 3 1 必开 

15 液晶光电效应 综合性 3 1 必开 

16 太阳能电池 综合性 3 1 必开 

17 双棱镜测光波波长 综合性 3 1 必开 

18 等离子体的产生 创新性 4 3-4 选开 

19 等离子体参量的静电探针测量 创新性 6 3-4 选开 

20 等离子体参量的发射光谱测量 创新性 4 3-4 选开 

21 纳米薄膜的红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创新性 4 3-4 选开 

22 纳米薄膜的紫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创新性 4 3-4 选开 

23 固体材料浸润性能的水接触角测量 创新性 4 3-4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掌握分光计的调节方法，测定三棱镜的顶角和折射率 

2.教学目标 

掌握分光计的调节原理和使用方法，测定三棱镜的顶角和折射率。 

实验项目 2：用透射光栅测定光波波长 

1.教学内容 

用光栅测波长，由波长测光栅常数 

2.教学目标 

掌握用光栅测波长及由波长测光栅常数的方法。 

实验项目 3：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迈克耳逊干涉仪的使用方法，测量单色光的波长 

2.教学目标 

掌握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方法，测量单色光的波长。 

实验项目 4：牛顿环与劈尖干涉 

1.教学内容 

用牛顿环测平凸透镜曲率半径 

2.教学目标 

掌握利用牛顿环测平凸透镜曲率半径的原理。 

实验项目 5：偏振面的旋转和旋光仪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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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旋光仪测溶液浓度 

2.教学目标 

学会用旋光仪测溶液浓度的方法。 

实验项目 6：CCD 单缝衍射相对光强分布的测量 

1.教学内容 

测量夫琅和费单缝衍射的条纹位置和光强分布 

2.教学目标 

用 CCD 法测量夫琅和费单缝衍射的条纹位置和光强分布。 

实验项目 7：激光全息照相 

1.教学内容 

全息照相的拍摄方法和再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激光全息照相的基本原理、特点； 

（2）学会光路调整，掌握全息照相的拍摄方法和再现技术。 

实验项目 8：普朗克常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测定光电管基本特性曲线，测定普朗克常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电效应的基本规律，测定光电管基本特性曲线； 

（2）验证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测定普朗克常数。 

实验项目 9：真空的获得与测量量 

1.教学内容 

真空的获得与测量 

2.教学目标 

掌握有关真空的获得与测量的有关知识。 

实验项目 10：纳米薄膜的制备 

1.教学内容 

纳米薄膜的制备 

2.教学目标 

了解真空制备纳米薄膜的方法和技术。 

实验项目 11：椭圆偏振仪测量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 

1.教学内容 

测量不透明样品的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用消光法测定薄膜样品的厚度与

折射率 

2.教学目标 

（1）了解椭偏仪的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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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椭偏仪测量不透明样品的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 

（3）掌握消光法测定薄膜样品的厚度与折射率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实验项目 12：薄透镜焦距测定 

1.教学内容 

掌握薄透镜焦距的常用测定方法 

2.教学目标 

学会调节光学系统共轴，并了解视差原理的实际应用 

实验项目 13：显微镜与望远镜 

1.教学内容 

掌握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并学会用显微镜测量微小长度 

2.教学目标 

（1）熟悉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构造及其放大原理 

（2）学会一种测定显微镜和望远镜放大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单色仪定标 

1.教学内容 

了解棱镜单色仪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单色仪定标的方法 

（2）掌握用单色仪测定滤光片光谱透射率的方法 

实验项目 15：液晶光电效应 

1.教学内容 

掌握液晶光开关的基本工作原理 

2.教学目标 

（1）测量液晶光开关的电光特性曲线 

（2）测量液晶显示的视角特性 

实验项目 16：太阳能电池 

1.教学内容 

了解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及光电转换原理 

2.教学目标 

（1）理解太阳能电池的基本特性，并掌握其测量方法； 

（2）通过实验测量，比较三种太阳能电池的光电特性。 

实验项目 17：双棱镜测光波波长 

1.教学内容 

学会用双棱镜测定钠光的波长 

2.教学目标 

掌握用双棱镜获得双光束干涉的方法，加深对干涉条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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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8：等离子体的产生 

1.教学内容 

学习电磁线圈型电子回旋共振等离子体系统的使用技术，测量气体放电的 I-V

曲线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离子体的产生与基本性质；  

（2）了解电子回旋共振放电产生等离子体的技术； 

（3）测量气体放电的 I-V 特性。 

实验项目 19：等离子体参量的静电探针测量 

1.教学内容 

用单探针法诊断电容耦合放电 Ar 等离子体、电子回旋共振放电 Ar 等离子体的

等离子体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离子体诊断在等离子体研究中的作用； 

（2）熟悉等离子体诊断的静电单探针法； 

（3）掌握探针法诊断 Ar 气体放电等离子体参量。 

实验项目 20：等离子体参量的发射光谱测量 

1.教学内容 

采用光纤光谱仪测量 Ar、碳氟气体的容性耦合放电等离子体发射光谱，通过光

谱识别放电等离子体中的基团，测量基团的相对浓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发射光谱在低温等离子体诊断中的作用，掌握低温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诊断技术； 

（2）学习使用光纤光谱仪测量 Ar、碳氟放电等离子体的特性。 

实验项目 21：纳米薄膜的红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1.教学内容 

学习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的技术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熟悉双光束红外分光光度计的操作以及系统软件使用方法； 

（2）学习使用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 

实验项目 22：纳米薄膜的紫外光谱测定和分析 

1.教学内容 

学习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透射率和吸收系数的技术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熟悉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的操作以及系统软件使用方法； 

（2）学习使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透射率和吸收系数。 

实验项目 23：固体材料浸润性能的水接触角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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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学习接触角的测量方法与测量技术，测量特定材料（微电子材料、纺织材料）

的水接触角，研究材料的浸润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体对固体浸润性的基本知识； 

（2）学习液体在固体表面润湿接触角的测量方法与技术； 

（3）研究特定材料（微电子材料、纺织材料）的水浸润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由平时实验考核和期终考核两部分组成。 

1、平时实验考核： 

平时实验考核包括对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实验报告三个环节进行

考核。本课程对实验报告撰写的要求如下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原理图、

线路图、光路图、公式完整。 

（3）仪器：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包括实验教材上的思考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误差等进

行讨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2、期终考核 

本课程的期终考核方式：笔试和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 

3、考核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考核成绩和期终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

验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70%，期终考核在总成绩中占 30%。 

平时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

实验报告，依据实验室制定的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评定学生单次实验的成绩，然后将

每次实验课程成绩累加除以实验项目个数得出平时实验考核成绩。 

期终考核成绩的确定：教师根据学生试卷完成情况和实验操作情况，按照试卷确

定的分值给出期终考核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直流稳压电源             20 套         激光全息                 10 套 

迈克尔逊干涉仪           20 套         牛顿环                   20 套 

示波器                   20 套         分光计                   40 套 

普朗克常量的测定         20 套         单缝衍射光强分布测量仪   20 套 

迈克尔逊干涉仪           20 套         光点复射式检流计         2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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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色仪                   10 套         显微镜                   20 套 

液晶光电实验仪           20 套         普朗克常量测定仪         20 套 

太阳能实验仪             20 套         全息台                   10 套 

高真空镀膜装置            1 套         椭圆偏振仪                1 套 

ECR 等离子体装置          1 套         等离子体静电探针          1 套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1 套         水接触角测量              1 套 

红外光谱仪                1 套         紫外可见光光谱仪          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江美福 方建兴 主编，《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上、下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3 年版 

2.参考书： 

（1）方建兴 江美福 朱天淳编著，《物理实验》（第二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杨述武主编，《普通物理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3）曾金根编著，《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 

（4）吕斯骅编著，《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5）丁慎训编著，《物理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江美福、张毓麟   

审 批 人：赖耘   

完成时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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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工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S1013                    课程学分：0.5 

课程名称（中/英）：金工工艺   Metalworking Techniques 

课程学时：18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理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金工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金工工艺”是本科实验教学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结

合实验学习的重要环节。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初步接触机器制造的生产过程，

掌握各工种的基本操作能力，了解金属加工工艺、机床和工具的常识，具备初步

的工程意识和实践能力。  

“金工工艺”是以学生独立操作为主，现场理论教学和示范讲解为辅。使学生了

解“金工工艺”基础知识，掌握初步的“车、钳、刨”等操作技能，为学生以后从事

机械加工工作奠定基础。在满足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教

学，学生参与实际的操作训练；在学习和掌握基本操作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挥“金工

工艺”的基础实践作用，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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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割 验证性 2 1 必修 

2 挫削 1 验证性 4 1 必修 

3 划线 验证性 2 1 必修 

4 挫削 2 验证性 4 1 必修 

5 钻孔 验证性 2 1 必修 

6 攻丝 验证性 2 1 必修 

7 热处理 验证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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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锯割 

1.教学内容 

在 25*25mm 方钢的材料上，用钢锯锯割一段长为 112mm 的羊角榔头的柸

料。 

2.教学目标 

（1）了解锯条的种类和选择方法 

（2）学会锯割方法和常用型材的下料方法 

实验项目 2：挫削 1 

1.教学内容 

用锉刀锉削柸料的两个锯割的端面，使两端面平行，且与侧面保持垂直，

总长度为 110mm。 

2.教学目标 

（1）了解挫刀的种类、规格、用途及挫刀的正确选择 

（2）学会平面挫削方法 

实验项目 3：划线 

1.教学内容 

在 25*25mm 方钢的材料上，用钢锯锯割一段长为 112mm 的羊角榔头的柸

料。 

2.教学目标 

了解学会常用划线工具的正确使用，划线基准的选择，平面划线和简单零

件的立体划线方法 

实验项目 4：挫削 2 

1.教学内容 

用钢锯锯削羊角端的斜面，然后用锉刀挫削羊角斜面和锤端的四个倒角。 

2.教学目标 

掌握平面、曲面、球面的挫削方法 

实验项目 5：钻孔 

1.教学内容 

用直径 8.5mm 的钻头钻孔。 

2.教学目标 

学会麻花钻的刃磨和钻孔方法；钻床的使用安全操作规程 

实验项目 6：攻丝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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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10*1.5 的丝攻进行攻丝。 

2.教学目标 

学会攻丝孔经直径的计算方法和攻丝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热处理 

1.教学内容 

将羊角榔头放入炉中加热后，先把锤端和羊角端分别放入水中快速（约 5

秒钟）冷却，然后全部放入水中进行热处理，提高表面的硬度。 

2.教学目标 

学会热处理方法和实际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包括：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3）实验分析 

2、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现场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综合决定该学生的实验成绩。 

  （2）根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验的成绩，算出其平均分数，最后出该学生的

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车床           一台 

     铣床           一台 

     钻床           一台 

     钳工工具       八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清华大学金属工艺学教研室编，《金属工艺学实习教材》，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1 年  
2、南京工学院金属工艺学教研组编，《金属工艺学实习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1 年  

执 笔 人：于江波   

审 批 人：赖   耘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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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实验》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S2004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文）：近代物理实验/Modern Physics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物理学类各相关专业 

实验室名称：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 近代物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根据《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本校物理学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光电学院和能源学院物理类相关专业的课程要求，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

对一些在近代物理学发展史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实验的实验思想、实验设计、实验

技术及数据处理等四个方面的理解、操作和掌握。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物理学相

关各专业的学生在完成基础物理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和理解一些典型物理实验

的方法和实验技巧，提高他们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探索精神。要求学生能较为完整

地掌握从实验选题内容和原理的资料收集，实验的具体实施和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等一

系列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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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电子动量与动能的相对论关系 综合性 3 1-2 必修 

2 β 射线的吸收和能量的测定 综合性 3 1-2 必修 

3 夫兰克—赫兹实验 验证性 3 1-2 必修 

4 塞曼效应 综合性 3 1-2 必修 

5 光谱定性分析 综合性 3 1-2 必修 

6 氢原子光谱 验证性 3 1-2 必修 

7 核磁共振 综合性 3 1-2 必修 

8 铁磁共振 综合性 3 1-2 必修 

9 电子自旋共振 综合性 3 1-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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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0 微波实验 综合性 3 1-2 必修 

11 示波器法观测磁滞回线 验证性 3 1-2 必修 

12 正温度系数（PTC）半导体陶瓷阻温特性曲线的测量 验证性 3 1-2 选修 

13 光速的测定 验证性 3 1-2 必修 

14 X 射线实验 综合性 3 1-2 必修 

15 扫描隧道显微镜 设计性 3 1-2 选修 

16 黑体辐射 综合性 3 1-2 选修 

17 单光子计数 综合性 3 1-2 选修 

18 光多道分析 综合性 3 1-2 选修 

19 光磁共振 综合性 3 1-2 选修 

20 核衰变的统计规律 设计性 3 1-2 选修 

21 NaI(Ti)单晶 γ 闪烁谱仪 综合性 3 1-2 选修 

22 法拉第磁光效应 综合性 3 1-2 必修 

23 铁电体电滞回线的测量 验证性 3 1-2 必修 

24 巨磁电阻效应 验证性 3 1-2 必修 

25 燃料电池特性的测量 综合性 3 1-2 选修 

26 冉绍尔—汤森效应 验证性 3 1-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快速电子动量与动能的相对论关系 

 1.教学内容 

 验证快速电子的动量与动能的相对论关系，了解 β 磁谱仪的测量原理，闪烁计数

器的使用方法及拟合法数据处理的思想方法。 

 2.教学目标 

 （1）学习用磁谱仪测量 β 射线的能量； 

 （2）验证爱因斯坦动量与动能的相对论关系。 

 实验项目 2：β 射线的吸收和能量的测定 

 1.教学内容 

 了解 β 粒子被物质吸收的规律，学会用吸收法测量 β 粒子的最大能量，从而掌握

一种同位素监定方法。 

 2.教学目标 

 （1）观察和测量物质对射线的吸收规律； 

 （2）测量 β 射线在 Al 中的射程； 

 （3）测量 Sr 
90

—Y
 90源 β 粒子的最大能量。 

 实验项目 3：夫兰克—赫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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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学内容 

 通过测定汞原子和氩原子的第一激发电位，证明原子能级的存在，学习测量微电

流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学习用慢电子碰撞原子的方法测量原子的中肯电位； 

 （2）验证原子能级的存在。 

 实验项目 4：塞曼效应 

 1.教学内容 

 使用法布里—伯洛干涉仪观察光谱线的塞曼效应，并从所拍摄的干涉条纹测定电

子的荷质比。 

 2.教学目标 

 （1）观察和测量汞绿线的塞曼效应； 

 （2）测定电子的荷质比。 

 实验项目 5：光谱定性分析 

 1.教学内容 

 掌握用哈特曼光栏拍摄和比较光谱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光谱照相和光谱波长的测

量进行合金光谱定性分析。 

 2.教学目标 

 （1）用摄谱仪拍摄铜合金的光谱； 

 （2）通过谱线波长的测量确定样品中所含元素。 

 实验项目 6：氢原子光谱 

 1.教学内容 

 认识氢原子光谱，观测巴尔末系中各谱线的波长，从而验证巴尔末公式，测定里

德堡常数。 

 2.教学目标 

 （1）测量氢原子光谱巴尔末系中各光谱线的波长； 

 （2）测量里德堡常数。 

 实验项目 7：核磁共振 

 1.教学内容 

 了解核磁共振现象，用核磁共振方法精确测量磁场，利用其稳态吸收信号测量均

匀磁场及原子核旋磁比。 

 2.教学目标 

 （1）用核磁共振法精确测量磁场； 

 （2）测定核的旋磁比和朗德因子。 

 实验项目 8：铁磁共振 

 1.教学内容 

 通过观察铁磁共振现象和测量 YIG 小球的共振线宽 ΔB，了解 FMR 机理及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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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并学习有关的微波技术知识。 

 2.教学目标 

 （1）用通过式谐振腔装置测量多晶铁氧体样品的铁磁共振线宽； 

 （2）求出 YIG 小球的旋磁比和 g 因子。 

 实验项目 9：电子自旋共振 

 1.教学内容 

 了解电子自旋共振（ESR）现象及其基本原理，测量 DPPH 自由基中电子的 g 因

子和共振曲线的线宽。 

 2.教学目标 

 （1）测量 DPPH 自由基中电子的 g 因子和共振曲线的线宽。 

 实验项目 10：微波实验 

 1.教学内容 

 熟悉微波测试系统，测出反射式速调管的工作特性曲线，掌握驻波测量、频率测

量、功率测量及波导波长测量的基本方法。 

 2.教学目标 

 （1）用只读频率计测量微波频率并计算微波波导波长； 

 （2）测量不同负载的驻波比。 

 实验项目 11：示波器法观测磁滞回线 

 1.教学内容 

 学习使用示波器来观察铁氧体的磁滞回线，并从回线上定量地求出材料的几个主

要磁参数，即矫顽力、饱和磁感应强度、磁损耗的数值。 

 2.教学目标 

 （1）观察并测量铁氧体的磁滞回线； 

 （2）根据磁滞回线计算样品的主要磁参数。 

 实验项目 12：正温度系数（PTC）半导体陶瓷阻温特性曲线的测量 

 1.教学内容 

 了解 PTC 陶瓷材料阻温特性的物理机理，测定其阻温特性曲线并计算有关参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 PTC 陶瓷材料阻温特性； 

 （2）测量 PTC 陶瓷材料的有关参数。 

 实验项目 13：光速的测定 

 1.教学内容 

 掌握几种测量光速的实验思想和实验方法。学会用位相法测定调制波的波长和间

接测时法来测定光速。并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和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 

 2.教学目标 

 （1）用“光程—时间法”测量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2）用“位相法”测量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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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项目 14：X 射线实验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利用 X 射线对靶材料作用的特征光谱来研究晶体的结构，如测定单晶

体的晶格结构、多晶粉末样品的晶面间隔和钼阳极特征 X 射线的精细结构等。 

 2.教学目标 

 （1）测量钼的特征 X 射线光谱的波长； 

 （2）测量 NaCl 单晶样品的晶格常数。 

 实验项目 15：扫描隧道显微镜 

 1.教学内容 

 学习和了解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原理和结构，观测和验证量子力学中的隧道效应，

通过观测金和石墨样品，了解物质表面的原子结构，并学会用计算机软件处理原始图

象数据。 

 2.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理解量子力学的隧穿效应； 

 （2）利用 STM 观测样品表面的原子结构。 

 实验项目 16：黑体辐射 

 1.教学内容 

 理解和学会通过对黑体辐射能量和任意发光源辐射能量的测量，记录发光源的辐

射能量曲线，并验证维恩位移定律和斯特藩—波尔兹曼定律。 

 2.教学目标 

 （1）验证维恩位移定律； 

 （2）验证斯特藩—波尔兹曼定律。 

 实验项目 17：单光子计数 

 1.教学内容 

 掌握一种利用光电倍增管测量极微弱光的方法，了解光子计数的基本原理、实验

技术和弱光检测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并通过与锁相放大器测量弱光方法的比较，加深

对单光子技术的认识。 

 2.教学目标 

 （1）利用光电倍增管和锁相放大器掌握一种测量极弱光的方法，以加深对单光

子技术的认识。 

 实验项目 18：光多道分析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光学多道分析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测定氢原子巴尔末系中各谱线的

波长和里德堡常数，了解氢原子能级与光谱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测定氢原子巴尔末系中各谱线的波长和里德堡常数。 

 实验项目 19：光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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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学内容 

 理解和掌握利用光抽运效应来研究碱金属原子铷，从而观察和测量原子超精细结

构塞曼子能级间的磁共振。 

 2.教学目标 

 （1）利用光抽运效应测量原子超精细结构塞曼子能级间的磁共振。 

 实验项目 20：核衰变的统计规律 

 1.教学内容 

 测量 NaI（Ti）闪烁探测器的坪曲线，确定合适的工作电压，了解并验证原子核

衰变及放射性计数的统计性，掌握计算统计误差的方法，检验测量数据的分布类型的

方法。 

 2.教学目标 

 （1）测量 NaI（Ti）闪烁探测器的坪曲线； 

 （2）验证原子核衰变及放射性计数的统计性。 

 实验项目 21：NaI（Ti）单晶 γ 闪烁谱仪 

 1.教学内容 

 了解闪烁探测器的结构、原理，掌握 NaI（Ti）单晶 γ 闪烁谱仪的几个性能指标

和测试方法及有关核电子学仪器的数据采集、记录方法核数据处理原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 NaI（Ti）单晶 γ 闪烁谱仪的的结构和测试方法； 

 （2）掌握有关核电子学仪器的数据采集、记录方法和数据处理原理。 

 实验项目 22：法拉第磁光效应 

 1.教学内容 

 了解光和电磁现象之间的联系，观测并理解在光线传播方向的磁场作用下，线偏

振光通过介质时的旋光现象。 

 2.教学目标 

 （1）用毫特斯拉计测量电磁铁磁头中心的磁感应强度，分析线性范围； 

 （2）用消光法测量样品的费尔德常数。 

 实验项目 23：铁电体电滞回线的测量 

 1.教学内容 

 了解铁电体电滞回线形成的机制，利用 EDU 软件观测铁电体的电滞回线，并对

铁电体的某些特性进行深入研究，理解它们的物理意义。 

 2.教学目标 

 （1）绘制电滞回线曲线，读取电滞回线数据； 

 （2）求出电滞回线上三个特征量 Ps、Pr、Vc的大小。 

 实验项目 24：巨磁电阻效应 

 1.教学内容 

 了解巨磁电阻效应原理，学习巨磁电阻传感器的定标方法，测量不同磁场下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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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电阻的阻值。 

 2.教学目标 

 （1）由所测巨磁电阻的阻值，作 RB/R0—B 关系图，求电阻相对变化率的最大值； 

 （2）测定巨磁电阻传感器输出电压 V 输出与工作电压 V+的关系； 

 （3）测定巨磁电阻传感器输出电压 V 输出与通电导线电流 I 的关系。 

 实验项目 25：燃料电池特性的测量 

 1.教学内容 

 了解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观察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

过程。测量燃料电池的输出特性，计算燃料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和效率。 

 2.教学目标 

 （1）测量质子交换膜电解池的特性，验证法拉第电解定律； 

 （2）测量太阳能电池的特性，作出其伏安特性曲线输出功率随电压的变化曲线，

获取太阳能电池的各个特性参数。 

 实验项目 26：冉绍尔—汤森效应 

 1.教学内容 

 了解电子碰撞管的设计、工作原理，掌握电子与原子的碰撞规则和测量原子散射

截面的方法。验证冉绍尔—汤森效应，学习用量子力学理论解释该效应。 

 2.教学目标 

 （1）测量低能电子与气体原子碰撞的散射几率与电子速度的关系； 

 （2）测量气体原子的有效弹性散射截面与电子速度的关系，测定散射截面最小

时的电子能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学期总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占 70%）和操作考试成绩（占 30%）组成。 

（1）平时实验成绩 

平时成绩由实验预习、操作和实验报告成绩组成。实验报告包括的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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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末实验操作考试 

每个学生随机抽选一个实验考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该考题要求的实验内容操

作，数据处理，并解答若干与该实验相关的问题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相对论实验谱仪     2 套 
 2、β 射线的吸收和能量测定仪  1 套 
 3、夫兰克—赫兹实验仪    2 套 
 4、法拉第—塞曼效应综合实验仪 3 套 
 5、光谱定性分析实验仪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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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氢原子光谱仪     1 套 
 7、核磁共振实验仪     4 套 
 8、铁磁共振实验仪     4 套 
 9、电子自旋共振实验仪    2 套 
 10、微波实验系统     2 套  
 11、磁滞回线实验仪     1 套 

 12、PTC 半导体陶瓷特性测量仪  1 套 

 13、光速测定仪      2 套 

 14、X 射线实验装置    2 套 

 15、扫描隧道显微镜    2 套 

 16、黑体辐射实验仪    1 套 

 17、单光子计数实验仪    1 套 

 18、光学多道实验仪    1 套 

 19、光磁共振实验仪    2 套 

 20、铁电体电滞回线测量仪   1 套 

 21、巨磁电阻效应测量仪   3 套 

 22、燃料电池特性测量仪   2 套 

 23、冉绍尔—汤森效应实验仪  3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近代物理实验讲义》苏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近代物理实验室编。 

2、参考书： 

（1）《近代物理实验讲义》南京大学近代物理实验室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97

年）； 

（2）《近代物理实验讲义》复旦大学戴乐山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95 年）。 

（3）《近代物理实验讲义》北京大学吴思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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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PHYS2009                   课程学分：1.00 

课程名称（中/英）：专业实验/Professional Experiment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54 学时 

适用专业：物理学和物理光伏 

实验室名称：电子材料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针对各种材料体系，设计出丰富的实验，让学生从中获得材料各种物性

的直观印象，学习其测量方法，探究其设计思路。整个课程涉及到半导体材料，磁性

材料，铁电材料等，包括磁性，电性、热电，光电、声光等物性，以及等离子体体系

下的放电研究。对这些实验的学习和训练，使得学生能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对应起

来，从而加深对材料物理学中有关原理的理解与掌握，同时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

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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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Q 表测量软磁铁氧体的磁性 综合性 3 2 必修 

2 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的测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3 铁磁材料磁滞回线和基本磁化曲线 验证性 3 2 选修 

4 半导体热电特性综合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5 霍 尔 效 应 综合性 3 2 必修 

6 铁磁材料居里温度测试实验 验证性 3 3 选修 

7 固体介质折射率的测定 综合性 3 2 选修 

8 晶体电光效应 综合性 3 2 选修 

9 晶体声光效应实验 综合性 3 2 选修 

10 太阳能电池基本特性的测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11 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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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2 WH-Ⅱ金属电子逸出功测定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13 X 射线衍射原理与实验 综合性 3 2 必修 

14 太阳能电池量子效率（QE）测试 综合性 3 2 必修 

15 大气压介质阻挡放电实验 创新性 3 2 必修 

16 低气压射频空心阴极放电系统 创新性 3 2 必修 

17 四探针法测量电阻率 综合性 3 2 必修 

18 铁电体电滞回线测量 综合性 3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用 Q 表测量软磁铁氧体的磁性 

1.教学内容 

学习 Q 表测量原理，理解品质因素 Q 的意义，学会用 Q 表测量电容和电感

的方法，掌握计算磁导率的公式。 

2.教学目标 

（1）会使用 Q 表，掌握用 Q 表测量高频线圈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值； 

（2）掌握用 Q 表测量软磁铁氧体在较高频率下的μ r 和 Q 的方法。 

实验项目 2：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的测量 

1.教学内容 

学习根据介电常数的公式设计实验，并进行测量。掌握介电损耗的计算和测量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介质材料的介电常数及其测量方法； 

（2）了解电介质材料的介质损耗及其测量方法； 

（3）掌握误差修正的方法。 

实验项目 3：铁磁材料磁滞回线和基本磁化曲线 

1.教学内容 

铁磁性材料的分类，磁滞回线的特点和测量，磁滞损耗和计算和磁导率的确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示波器显示和观察动态磁滞回线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测绘铁磁材料动态磁滞回线和基本磁化曲线的原理和方法，加深对铁

磁材料磁化规律的理解； 

（3）学会根据磁滞回线确定矫顽力Hc、剩余磁感应强度Br 、饱和磁感应强度

Bm、磁滞损耗 ][BH 等磁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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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测量磁性材料磁导率  的方法，并测绘铁磁材料的 —H 曲线，了解

铁磁材料的主要特性。 

实验项目 4：半导体热电特性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学习测量半导体材料热电综合特性的实验方法及其实验装置，研究不同

材料的热电特性，并学习智能化的综合测量和数据处理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半导体热敏电阻、pn 结的电输运的微观机制及其与温度的关系； 

（2）熟悉热电测量的原理和方法； 

（3）掌握直接或间接用最小二乘法做一元线性回归，拟合得到热敏电阻的温度

系数（热敏指数）和 pn 结的禁带宽度。 

实验项目 5：霍尔效应 

1.教学内容 

学会利用霍尔效应判断样品的导电类型，根据测量结果求的半导体器件的载

流子浓度以及迁移率等物理量。学习用“对称测量法”消除实验中副效应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霍尔效应实验原理及有关霍尔元件对材料要求的知识； 

（2）学习用“对称测量法”消除副效应的影响，测量并绘制样品的 VH-Is 和 VH-IM

曲线； 

（3）掌握利用霍尔效应确定样品的导电类型、计算出载流子浓度以及迁移率。 

实验项目 6：铁磁材料居里温度测试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会利用交流电桥法测定铁磁材料样品的居里温度，并学习分析实验参数（加

热速率和交流电桥输入信号频率）对居里温度测试结果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铁磁物质由铁磁性转变为+顺磁性的微观机理； 

（2）熟悉交流电桥法测定铁磁材料样品的居里温度； 

（3）掌握实验时的加热速率和交流电桥输入信号频率对居里温度测试结果的影

响。 

实验项目 7：固体介质折射率的测定 

1.教学内容 

学习固体折射率测量的原理。通过偏振光知识与布儒斯特定律的学习，研究

玻璃材料的折射率测量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偏振光的基本知识； 

（2）掌握偏振光的获取并测量激光源的偏振度，确定偏振片的偏振方向。通过

布儒斯特定律测定玻璃的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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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晶体电光效应 

1.教学内容 

了解电光效应，学习电光调制的原理和实验方法，研究研究铌酸锂晶体的横向

电光效应，观察锥光干涉图样，测量半波电压。 

2.教学目标 

（1）对晶体具有电光效应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并查阅相关晶体电光知识； 

（2）研究铌酸锂晶体的横向电光效应，观察锥光干涉图样，测量半波电压； 

（3）学习电光调制的原理和实验方法，掌握调试技能； 

（4）了解利用电光调制模拟音频光通信的一种实验方法。 

实验项目 9：晶体声光效应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声光效应的原理，利用声光效应测量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了解声光

效应的通信技术中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声光效应的原理和实验规律； 

（2）观察喇曼-奈斯（Ranman—Nath）衍射的实验条件和特点； 

（3）利用声光效应测量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4）测量声光器件的衍射效率和带宽； 

（5）了解声光效应的通信技术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10：太阳能电池基本特性的测量 

1.教学内容 

学习太阳电池的应用背景，太阳电池的结构、工作原理，学习其等效电路并

对伏安特性进行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太阳电池的原理、主要表征参量； 

（2）掌握太阳电池特性曲线的测量方法，求出短路电流、开路电压，计算填充

因子并测量太阳电池的光照特性。 

实验项目 11：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在了解光敏传感器光电基本物理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实验测量不同外加

电压和光照强度下的光敏传感器的光电流大小，从而加深对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的理

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敏电阻、光电池、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的基本物理特性； 

（2）熟悉光敏电阻的伏安特性和光照特性的基本测试原理； 

（3）掌握不同外加电压和光照强度下的光敏传感器的光电流的变化规律，从而

对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具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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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WH-Ⅱ金属电子逸出功测定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习热电子发射现象，根据里查孙-杜什曼公式的变换由里查孙直线法得到电

子逸出功。 

2.教学目标 

（1）了解热电子发射现象及其基本规律； 

（2）掌握里查孙直线法并测定金属钨的电子逸出功。 

实验项目 13：X 射线衍射原理与实验 

1. 教学内容： 

本实验介绍 X 射线衍射原理和测量方法，希望为大学本科学生了解晶体学的

相关知识、X 射线产生的条件及相关设备的使用，掌握 XRD 测量的方法、软件使用

方法以及数据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晶体学、X 射线的基本知识、布拉格（Bragg）定律等； 

（2）掌握 X 射线产生的条件及相关设备； 

（3）掌握 XRD 测量的方法、软件使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 

实验项目 14：太阳能电池量子效率（QE）测试 

1.教学内容 

（1）量子效率的定义和分类； 

（2）不同太阳能电池的光谱响应； 

（3）两步法与分束一步法测量太阳能电池量子效率的优缺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量子效率的定义和分类，理解内量子效率与外量子效率的联系与差别； 

（2）熟悉不同太阳能电池的光谱响应； 

（3）掌握分束一步法测量太阳能电池量子效率的步骤与方法，并与一步法想比

较，了解各自的优缺点。 

实验项目 15：大气压介质阻挡放电实验  

1.教学内容 

大气压介质阻挡放电结构，介质阻挡放电特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大气压介质阻挡放电原理和放电方法； 

（2）测量介质阻挡放电特性曲线； 

（3）掌握大气压介质阻挡放电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加深介质阻挡放电的实际

功率的测量与电子密度的理论计算能力； 

（4）了解不同放电气体的放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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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低气压射频空心阴极放电系统 

1. 教学内容 

低气压射频空心阴极放电系统的结构与设备组装、放电原理及其放电特性 

2. 教学目标： 

（1）了解低气压射频空心阴极放电系统的放电原理； 

（2）掌握射频空心阴极放电系统的放电结构及其系统的其它支撑部分； 

（3）掌握射频空心阴极放电系统的放电特征； 

（4）掌握不同放电气压条件下氩气空心阴极放电的光谱特性。 

实验项目 17：四探针法测量电阻率 

1.教学内容 

学习四探针的工作原理和方法，了解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及其修正方法，对比

不同位置处测量的电阻率值。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电阻率测试结果的因素； 

（2）掌握四探针测量电阻率的原理和方法并对特殊尺寸样品的电阻率测试结果

进行修正。 

实验项目 18：铁电体电滞回线测量 

1.教学内容 

学习铁电体的基本知识与自发极化以及铁电体电滞回线测量的方法和基本原

理，使用电滞回线测量仪对铁电体样品进行测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晶体的自发极化与电滞回线测量的基本原理； 

（2）熟悉电滞回线测量系统的使用方法； 

（3）掌握铁电体电滞回线的测量方法，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包括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简洁清楚，原理图、线路图、光路图、

公式完整。 

（3）仪器  列出实验中所要使用的主要仪器。 

（4）实验内容  应简明扼要地写出实际操作步骤、实验的内容。 

（5）实验数据及其处理  应用文字、表格、图形、将数据表示出来。根据实验

要求及计算公式，计算、分析结果并进行有关数据和误差处理，尽可能地使记录表格化。 

（6）问题讨论  包括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和处理，对实验中的现象、产

生的误差等进行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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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笔试或操作考试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考核成绩采用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教师根据记录的学生实验预习、操作情况以及撰写的实验报告，依据实验室制定的考

核办法和评分标准评定学生单次实验的成绩，最后的平时成绩是以每次实验课程成绩

累加除以实验项目个数得出。在总成绩中平时占 70%，笔试或操作考试占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WY2851D 数显 Q 表                                    2 套 

2.   测微电极                                              1 个 

3.   TH—MHC 型磁滞回线实验仪                            2 套 

4.  电导温度特性测试仪                                    2 套 

5.  TH-H 型霍尔效应试验组合仪器                            2 套 

6.  FD-FMCT-A 铁磁材料居里温度测试实验仪                   2 套 

7.  FD-OE-3 型固体介质折射率测定仪                         2 套 

8.  晶体电光效应仪                                        1 套 

9.  LOSG-Ⅱ型晶体声光效应实验系统                         1 套 

10. THPTDC-1 型太阳能电池特性测试综合实验仪               2 套 

11. FD-LS-B 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实验仪                       2 套 

12. WH-II 型金属电子逸出功测定仪                           2 套 

13. 18kW-X 射线衍射仪                                     1 台 

14．Newport QE200 量子效率测试仪                          1 套 

15. 自搭建放电设备                                        1 套 

17. ST2263 型四探针测试仪                                  2 套 

18. TF_DH1 型电滞回线测量仪                               2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讲义 

2.参考书： 

（1）黄昆，固体物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 

（2）刘诺、任敏等，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15 年。 

（3）姜传海、杨传铮，材料射线衍射和散射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4）翁敏航、刘玮，太阳能电池材料·制造·检测技术，科学出版社，2013 年。 

（5）菅井秀郎，等离子体电子工程学，科学出版社， 2002。 

                                               

执 笔 人：韩琴   

审 批 人：赖耘   

完 成时间 ： 2016-01-05  

http://book.jd.com/writer/%E5%A7%9C%E4%BC%A0%E6%B5%B7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D%A8%E4%BC%A0%E9%93%AE_1.html
http://mall.jd.com/index-1000007002.html


 236 

 

《锅炉原理及设备》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PE1020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锅炉原理及设备/ Boiler Principles and Equip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2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链条炉和煤粉炉的结构、各组成部分；了解锅炉烟风系统、汽水系统、

燃料系统等各个系统；了解锅炉的工作原理和生产过程；掌握锅炉水循环的机理，了

解水循环的停滞和倒流、下降管带汽等水循环故障出现的原因和危害，以及保障水循

环安全的措施；增强对锅炉的感性认识。展示和分析链条炉的结构、各组成部分、烟

风系统、汽水系统、燃料系统，分析其工作原理和生产过程。使学生掌握链条炉的结

构、各组成部分；了解其烟风系统、汽水系统、燃料系统等各个系统；了解其工作原

理和生产过程。使学生掌握锅炉水循环的机理，了解水循环的停滞和倒流、下降管带

汽等水循环故障出现的原因和危害，以及保障水循环安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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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条炉展示 综合性 2 2 必修 

2 煤粉炉展示 综合性 2 2 选修 

3 水循环模拟 设计性 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链条炉展示 

1.教学内容 

链条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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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链条炉工作的的原理 

实验项目 2：煤粉炉展示 

1.教学内容 

煤粉炉展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煤粉炉工作的的原理 

实验项目 3：水循环模拟 

1.教学内容 

水循环模拟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水循环的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链条炉模型（1 台）；煤粉炉模型（1 台）；工业锅炉模拟演示实验台（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锅炉习题实验及课程设计》同济大学等院校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2、参考书：《锅炉及锅炉房设备》，奚士光等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执 笔 人：陶永明  

审 批 人：魏   琪  

完 成 时 间：20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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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器原理与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PE102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换热器原理与设计/ Heat Exchanger Principle and Desig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2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是《换热器原理与设计》课程中有关换热器的综合实验。热管是一种新型

高效的传热原件，在现代能源利用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本实验包括热管管内对流换

热和沸腾换热特性测试、混合工质工作特性测试、热管换热器换热特性测试等，本实

验要求学生对现有各种形式的热管及热管换热器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各种实验测试手

段和技术以及各种仪器、设备的用途、性能。实验前根据所学的知识对实验用热管及

热管换热器进行热力计算，并自行制定实验方案和测试方法，自行调整实验工况，记

录和整理实验结果，并和理论计算结果相对照，这样能够加深学生对传热理论的理解，

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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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管特性实验 综合性 2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热管特性试验 

1.教学内容 

热管特性试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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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热管的安装与使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热管特性试验台（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朱聘冠编著, 换热器原理及计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 

2、参考书： 

（1）秦叔经, 叶文邦等编, 换热器,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2）钱颂文主编, 换热器设计手册,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执 笔 人：魏琪  

审 批 人：魏琪  

完 成 时 间：20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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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测量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PE1030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热工测量技术/ Thermal Measuring Technique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是与《热工测试技术》基础课程的配套实验课程，主要完成该课程所

介绍的相关物理量的综合测试实验，包括压力、功率、转速、流量、温度、振动与位

移等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有选择地进行测量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的标定实验，并进行测

试数据的误差分析训练。通过本实验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测试技术及基本理论

的理解，提高对试验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了解计算机技术在测试技术自动化方面的应

用，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测试软件编程

过程中得以锻炼和体现。实验的主要任务是：熟悉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法、完成实验

数据的误差分析，了解计算机技术在测试领域中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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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热电偶测量臂温 综合性 2 2 必修 

2 用毕托管测量空气流速 综合性 2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用热电偶测量臂温 

1.教学内容 

用热电偶测量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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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掌握电位计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用毕托管测量空气流速 

1.教学内容 

用毕托管测量空气流速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测量空气流的动压头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换热系数测定试验台（3 套）；水银温度计（6 根）；毕托管（6 个）；斜管微

压计（3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苏州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系编写. 

2、参考书： 

（1）吴永生，方可人.热工测量及仪表.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81 

（2）何适生.热工参数测量及仪表.北京：水利电力工业出版社，1990. 

（3）叶大均.热力机械测试原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4. 

（4）宋耑，燕欣之.热工测试技术及研究方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5）吕祟德等.热工参数测量与处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6）徐大中.热工与制冷测试技术.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 

（7）朱德祥.流量仪表原理和应用.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 

 

执 笔 人：方攀  

审 批 人：魏琪  

完 成 时 间：2016.2.20 



 242 

 

《制冷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PE103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制冷技术/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制冷技术》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

学生了解和掌握冰箱制冷系统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及电器控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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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电气控制实验 综合性 4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冰箱电气控制实验（4 学时） 

（1） 实验目的、要求 

通过拆装电冰箱，使学生了解电冰箱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及控制系统，具有

电冰箱的运行管理、维护的基本知识。 

（2） 实验内容 

     观察电冰箱的箱体结构，了解其制冷系统的组成及工作流程，拆装并观察电气

控制系统主要部件如启动器，保护器温度控制器等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自己进行

简单的电路接线并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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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冰箱电气控制实验台两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彦启森，石文星，田长青. 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0 年 

2、参考书： 

（1）陆亚俊，马最良等. 制冷技术与应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年 

（2）郑贤德. 制冷原理与装置，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执 笔 人：吴世凤  

审 批 人：魏   琪  

完 成 时 间：20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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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理论与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EPE2014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燃烧理论与技术/ Combustion Theory and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4 

适用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 

实验室名称：暖通与热能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要求学生掌握燃气热值测定、燃气燃烧烟气成分分析与计算的基本实验原理，熟

悉实验的燃气热值和燃烧过程的计算原理，增强对具体实验设备的操作的实际动手能

力，掌握常用的相关实验操作技能，加深对燃烧课本知识的深入理解，进而理解工业

中常用的燃气热值测定原理和烟气成分测定的原理及具体的分析计算。通过增湿式流

量计的调节控制燃气的流量，点火后观察本省灯火焰的结构，通过进行燃气的燃烧放

热，同时与水换热计算燃气的热值。利用玻璃管式烟气分析仪对燃气燃烧后的烟气成

分进行测试，计算燃气燃烧的效率及过量空气系数等参数。通过实验使学生熟悉烟气

分析的原理，具有能够利用分析的结果进行燃烧效率、空气过量系数熟练计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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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石油气的热值测定 综合性 2 2 必修 

2 烟气成分分析 设计性 2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液化石油气的热值测定 

1.教学内容 

液化石油气的热值测定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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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燃气热值的测试原理 

实验项目 2：烟气成分分析 

1.教学内容 

烟气成分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设备 

（2）熟悉实验过程以及设备的调试 

（3）掌握烟气分析的基本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包括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对实验提出改进的建议。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操作占 50%，实验报告占 50%。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SE－RK2 型燃气热值测定实验台（1 台）；管式烟气分析实验台（2 套）；烟气分

析仪（1 台）；喷嘴（2 套）；煤气罐（1 个） 

六、教材及参考书五、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燃烧学实验指导书  自编教材 

2、参考书： 

（1）普理查德等编  《燃气应用技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2）天津市政工程设计院编 《城市煤气燃烧器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79 

（3）东北工学院冶金炉教研室  《冶金炉热工及构造》 1997 

（4）同济大学等编  《锅炉及锅炉设备》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5）许晋源、徐通模，《燃烧学》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0 

（6）东方锅炉厂等编，《天然气锅炉》 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77 

 

执 笔 人：王健翔  

审 批 人：魏   琪  

完 成 时 间：2016.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