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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执 笔 人：官峰

审 核 人：王兴波 傅贵武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2.5

二、实验总学时：8

三、应开实验个数 4： 必开实验个数：4 选开实验个数：0

四、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五、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综合评定。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实验报告占 40％, 实验操作占 20％，考试成绩占 40％。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3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自编《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实验指导书》。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常用控制电路及 PLC 控制电路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PLC 软硬件熟悉及基本指令练习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三 步进及移位指令练习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四 PLC 应用综合设计实验 设计性 2 必开

实验一 常用控制电路及 PLC 控制电路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基本控制器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熟悉车床、钻床等常用机械设备的继电控

制电路和工作过程；

2. 了解 PLC 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掌握 PLC 控制电路组成方式及结构，明确 PLC 与继

电控制电路的区别。

（三）实验内容：

1. 观察按钮、继电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等器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掌握车床、钻床、铣床等设备的继电控制电路原理并对照实际机床线路的工作状

态过程。

2. 严格遵守 PLC 的使用注意事项，掌握 FX 系列 PLC 外部输入输出接线端子的功能及

接线方法，熟悉数据通讯接口与计算机连接方式及功能选择键的使用。

3. 观察 PLC 控制系统的电路组成结构，比较 PLC 控制电路与继电控制电路的区别。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车床 5 台、FX 系列 PLC10 台、计算机 10 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机电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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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PLC 软硬件熟悉及基本指令练习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掌握 PLC 的基本结构和原理，熟悉三菱 FX 系列编程软件的使用。

2. 熟悉三菱 FX 系列 PLC 基本指令的原理及使用，能运用基本指令进行程序的编写。

（三）实验内容：

1. 学习三菱 FX 系列编程软件的使用，掌握应用必须的菜单功能，并进行简单程序的

上机操作练习；

2. 根据实验指导书要求运用基本指令编写程序并进行联机通讯、调试、运行。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FX 系列 PLC10 台、计算机 10 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机电控制室

实验三 步进及移位指令练习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熟悉三菱 FX 系列 PLC 步进及移位指令的原理及使用，能运用步进及位移

指令进行程序的编写。

（三）实验内容：根据实验指导书要求运用步进和移位指令编写程序并进行联机通讯、调试

运行。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 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FX 系列 PLC10 台、计算机 10 台。

(七) 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机电控制室

实验四 PLC 应用综合设计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熟悉三菱 FX 系列 PLC 各种常用指令的原理及使用，能运用常用指令进行

综合型程序设计。

（三）实验内容：

1．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现有条件（控制对象、执行器件、输入器件等），利用 PLC 作为

控制设备，设计简单系统组成，画出控制电器线路图。

2．利用计算机及 FX 编程软件，运用常用指令编写控制程序。

3．通过通讯接口下传控制程序到 PLC。

4．PLC 控制系统调试，实现控制功能。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 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FX 系列 PLC10 台、计算机 10 台、接触器若干、电机 1-2 台。

(七) 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机电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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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 B》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执 笔 人：冼凯仪 封利君

审 核 人：王东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4.5

二、实验总学时：16
三、应开实验个数：5~8 必开实验个数：2 选开实验个数：3~6
四、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五、考核方式：操作+报告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按实验操作成绩占 50％，实验报告成绩占 50％综合评定。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2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自编。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单级放大电路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三 射极跟随器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四 负反馈放大电路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五 差动放大电路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六 RC正弦波振荡器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七 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万用电表 综合性 4 选开

实验八 模拟运算电路设计 设计性 4 选开

实验九 门电路逻辑功能及测试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十 译码器及其应用 设计性 2 选开

实验十一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测试 设计性 2 选开

实验十二 时序电路测试及研究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十三 集成计数器及其应用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十四 555 时基电路 验证性 2 选开

实验十五 模拟声响电路 设计性 2 选开

实验十六 简易交通灯电路设计 设计性 4 选开

实验一 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学习电子电路实验中常用的电子仪器——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万用表等的主

要技术指标、性能及正确使用方法。

2.初步掌握用双踪示波器观察正弦信号波形和读取波形参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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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

1.数字示波器的基本操作。

2.信号发生器的基本操作。

（四）要 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单级放大电路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基极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的特点和性能。

2.学习测试单级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和动态参数。

3.理解电路产生非线性失真的原因。

（三）实验内容：

1.测量静态工作点。

2.测量放大电路动态参数。

3.测量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射极跟随器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射极跟随器的特性及测试方法。

2.进一步学习放大器各项参数测试方法。

（三）实验内容：

1.静态工作点的调整。

2.测量电压放大倍数。

3.测量输出电阻。

4.测量输入电阻。

5.测试跟随特性。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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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负反馈放大电路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中引入负反馈的方法以及负反馈对放大电路各项性能指标的影

响。

2.进一步掌握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以及动态参数的测量方法。

3.掌握放大电路开环与闭环特性的测试方法。

（三）实验内容：

1.调整并测量静态工作点。

2.测试开环时电路的动态参数。

3.测试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各项性能指标。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差动放大电路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差动放大电路的测试方法。

2.学习调节差动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方法。

3.掌握差动放大电路动态参数的测量方法。

（三）实验内容：

1.测量静态工作点。

2.测量电压增益。

3.测量并计算共模抑制比。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六 RC正弦波振荡器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学习 RC正弦波振荡器的组成及其振荡条件。
2.学会测量和调试振荡器。

（三）实验内容：

1.断开选频网络，测量静态工作点及电压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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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通选频网络，使电路起振，测量各参数。

3.测量振荡频率并与计算值比较。

4.改变参数，观察振荡频率的变化。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七 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万用电表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由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万用电表。

2.学会万用电表的组装与调试。

（三）实验内容：

1.直流电压表的安装与调试。

2.直流电流表的安装与调试。

3.交流电压表的安装与调试。

4.交流电流表的安装与调试。

5.欧姆表的安装与调试。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八 模拟运算电路设计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掌握模拟运算电路的原理、设计方法以及测量方法。

（三）实验内容：

设计一个能实现指定运算关系的运算电路。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双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模拟实验箱、数电模电实验箱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九 门电路逻辑功能及测试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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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目的：

1．熟悉门电路的逻辑功能。

2．熟悉数字电路学习机的结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三）实验内容：

1．测试门电路的逻辑功能。

2．门电路的逻辑变换。

（四）要 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 译码器及其应用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中规模集成译码器的逻辑功能。
2．能使用译码器进行综合性设计。

（三）实验内容：

译码器的应用设计。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一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测试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测试方法。

（三）实验内容：

1．设计一个半加器电路。

2．设计一个一位全加器电路。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二 时序电路测试及研究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常用时序电路分析、设计及测试方法。



8

2．训练独立进行实验的技能。
（三）实验内容：

1．异步二进制计数器。

2．自循环移位寄存器。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三 集成计数器及其应用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熟悉中规模集成电路计数器的功能及应用。

（三）实验内容：

1．测试集成计数器的逻辑功能。

2．计数器的应用。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四 555 时基电路

学时： 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熟悉 555 型集成时基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其特点。

2掌握 555 型集成时基电路的基本应用。

（三）实验内容：

1．单稳态触发器。

2．多谐振荡器。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五 模拟声响电路

学时：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声响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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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多谐振荡器的应用。

（三）实验内容：

1．用 555 定时器构成两级多谐振荡器；
2．声响电路输出频率可调。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六 简易交通灯电路设计

学时：4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掌握集成器件的性能、应用和数字电路设计方法。

（三）实验内容：

1．设计一个简易交通灯控制电路，由 3个输出端分别表示红、黄、绿三灯，交通灯亮

的顺序是红、黄、绿、黄、红依次循环；

2．三种灯亮的时间是红、绿灯每次亮 30s，黄灯每次亮 10s。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数字电路学习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24套。
（七）所属实验室：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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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实验Ⅰ》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冯大鹏 唐东炜 唐曙光

审 核 人：王兴波、傅贵武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1

二、实验总学时：16

三、应开实验个数：9 必开实验个数：9 选开实验个数：0

四、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五、考核方式：操作考核、口头考核及考勤综合评定。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实验报告成绩占 60％,考核成绩占 40％。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自编《机械基础实验 I指导书》。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金属材料的拉伸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金属材料的压缩实验 验证性 1 必开

实验三 金属材料的扭转实验 验证性 1 必开

实验四 纯弯曲正应力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五 形位误差测量 验证性 1 必开

实验六 表面粗糙度测量 验证性 1 必开

实验七 螺纹测量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八 机械零件几何精度的综合测量实验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九 热处理对中碳钢的组织和性能影响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一 金属材料的拉伸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学习使用万能材料试验机；

2.观察低碳钢和铸铁试件拉伸过程中的各种现象。

（三）实验内容：

1.测定低碳钢的屈服极限、抗拉强度、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

2.测定铸铁的抗拉强度；

3.观察拉伸过程的几个阶段、现象及拉伸图；

4.比较低碳钢与铸铁抗拉性能的特点，并进行断口分析。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 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30 吨微机控制液压式万能材料试验机 2台。

（七）所属实验室：土木建筑实验室工程力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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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金属材料的压缩实验

学时：1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观察低碳钢和铸铁在压缩时的变形和破坏现象，并进行分析比较。

（三）实验内容：

1.确定低碳钢的屈服极限。

2.确定铸铁压缩时的强度极限。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 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30 吨微机控制液压式万能材料试验机 2台。

(七）所属实验室：土木建筑实验室工程力学室

实验三 金属材料的扭转实验

学时：1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比较低碳钢和铸铁件在受扭时的变形规律和破坏特征。

（三）实验内容：

1.确定低碳钢的屈服极限。

2.确定铸铁压缩时的强度极限。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 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NJ-50B 型扭转试验机 2台。

(七) 所属实验室：土木建筑实验室工程力学室

实验四 纯弯曲正应力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测定梁在纯弯曲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分布规律，并与理论值进行比较；

2.熟悉电测静应力法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三）实验内容：

1.在矩形截面梁上分级加载逐级测试横截面上的应变值。

2.计算出各点的应变值对应的实验应力，并与理论应力值进行比较。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 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材料力学小型系列实验装置 5台，静态电阻应变仪 5台。

(七) 所属实验室：土木建筑实验室工程力学室

实验五 形位误差测量

学时：1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用合像水平仪测量直线度误差的方法及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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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深对直线度误差定义的理解。

（三）实验内容：用合像水平仪测量直线度的误差及作数据处理。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合像水平仪 4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六 表面粗糙度测量

学时：1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测量表面粗糙度的原理；

2.掌握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测量表面粗糙度的方法；

3.理解表面粗糙度评定参数 Ra 、Rz 的实际含义。

（三）实验内容：用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测量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并作评定。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JB-1C 表面粗糙度测试仪，1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七 螺纹测量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工具显微镜的测量原理及结构特点；

2.掌握用工具显微镜测量外螺纹主要参数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用工具显微镜测量外螺纹的主要参数。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JGX-1 小型工具显微镜 3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八 机械零件几何精度的综合测量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熟练掌握立式光学计、工具显微镜、表面粗糙度测试仪等常用检测设备的使用方法

和使用范围；

2.了解各种几何量的检测技术，学会对一般复杂零件进行精度检测。

（三）实验内容：根据提供的零件和设备，选择一种零件和适当的测试方法，进行该零件几

何精度的综合测量。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LG-1 立式光学计 2台、JGX-1 小型工具显微镜 3台、JB-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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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测试仪 1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九 热处理对中碳钢的组织和性能影响

学时：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 掌握硬度的测试方法；
2. 掌握金相试样的制作方法及中碳钢的金相组织的观察与分析；
3. 掌握淬火及回火热处里对中碳钢的组织与性能的影响。

（三）实验内容：

1．测量中碳钢在退火、淬火和回火状态下的布氏硬度或洛氏硬度；
2．金相试样的制作，用金相显微镜观察中碳钢在退火、淬火和回火状态下的显微组织，

分析中碳钢热处理后的组织变化对其硬度的影响。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硬度试验计 2台，箱式高温实验炉 4台，金相显微镜 4台，抛光机 2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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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实验 II》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唐曙光 冯大鹏 唐东炜

审 核 人：王兴波、傅贵武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1.5

二、实验总学时：24

三、应开实验个数：12 必开实验个数：12 选开实验个数：0

四、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五、考核方式：实验报告，实验操作，实验纪律。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平时成绩占 6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进行评定。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机械基础实验 II》指导书（自编）。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渐开线齿轮范成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三 带传动特性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四 轴系结构设计与分析实验 设计性 2 必开

实验五 热塑性塑料注射成型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六 模具装拆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七 数控铣编程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八 液压泵的特性测试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九 节流调速回路性能实验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十 气缸运动的顺序控制 设计性 2 必开

实验十一 镗杆的自激振动及消振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十二 机械加工误差统计分析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一 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进行机构和简单机械的认知能力的培养；

2.通过对实际机械或机构模型的直接测绘，掌握绘制机构运动简图的方法；

3.验证和巩固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三）实验内容：

1.按选定的比例绘制一种机构的运动简图和多种机构的示意图。

2.确定运动机构的构件数目和运动副的形式，运动副的数目，并计算机构的自由度。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机器模型 14 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二 渐开线齿轮范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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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掌握用范成法制造渐开线齿轮轮廓的基本原理；

2.了解渐开线标准齿轮产生根切的原因和变位齿轮的概念。

（三）实验内容：

1．借助范成仪描绘标准、正变位、负变位齿廓，并进行分析比较；

2．借助计算机画出上述齿轮或自定参数齿轮的整圈齿形齿廓；（选做）

3．通过计算机仿真，了解模数、齿数、变位系数、压力角对渐开线齿轮廓线的影响。

（选做）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齿轮范成仪 8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三 带传动特性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观察带传动中的弹性滑动和打滑现象以及它们与带传递的载荷之间的关系；

2.了解带传动实验台的工作原理与转矩、转速的测量方法；

3.测定弹性滑动率和带传动效率与所传递的载荷之间的关系，绘制带传动滑动曲线和

效率曲线；

4.比较预紧力大小对带传动承载能力的影响并分析比较 V带、平带或圆带传动的承载

能力。

（三）实验内容：

1.测定一种以上传动带在不同初拉力和负载下的滑动率和效率，绘出带传动的滑动曲

线和效率曲线；

2.了解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打滑现象以及与带传动承载能力的关系。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3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带传动实验台 4台，计算机 4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四 轴系结构设计与分析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1.熟悉和掌握轴的结构设计和轴承组合设计的基本要求和设计方法；

2.了解轴的加工工艺和轴上零件的装配工艺。

（三）实验内容：

1.进行轴的结构设计与滚动轴承组合设计；

2.绘制轴系结构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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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CQX-B 轴系结构设计实验箱 6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五 热塑性塑料注射成型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塑料注射成型的意义和原理；

2.掌握塑料注射成型的方法和操作；

3.掌握塑料模具的基本结构知识。

（三）实验内容：

1.塑料注射成型的基本操作。

观察典型塑料零件注射加工过程，观察注射周期各步骤状况，包括：预塑、注射、

保压、冷却、开模、推出、取件、合模。

2．观察模具与注射机的关系。

3．认识注射工艺参数。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塑料注射成型机 2台；模具 2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六 模具装拆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进一步了解典型模具结构及工作原理，了解组成模具的零件、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装

配关系，熟悉模具的装配顺序，增强学生对模具的直观感性认识。

（三）实验内容：

1.观察分析模具类型并作好记录，了解模具各零部件的名称、功用、相互配合关系；

2.确定拆卸顺序，针对各种模具采用不同的拆卸方法和顺序；

3.拆卸模具；

4.组装模具，以先拆的零件后装、后拆的零件先装为一般原则制定装配顺序；

按拟定的顺序将全部模具零件装回原来的位置，注意正反方向，防止漏装。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塑料模具 2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七 数控铣编程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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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数控铣的编程方法和编程格式；

2.掌握三维模型的刀具路径及工艺参数的设置方法，掌握生成 NC 程序的流程。

（三）实验内容：

1.创建 NC 文档并载入模型；

2.进入 NC 程序管理器并设置刀具路径和加工参数；

3.加工仿真并进行后处理。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Cimatron 软件及电脑 20 台。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八 液压泵的特性测试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了解液压泵的主要性能和小功率液压泵的测试方法。

（三）实验内容：泵的压力特性值测量。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组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液压技术教育培训系统一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九 节流调速回路性能实验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通过实验测量节流阀进油、回油、旁油，以及调速阀进油四种方式的速度

-负载对应关系，进一步分析四种节流调速方式的性能对比。
（三）实验内容：测量节流阀进油、回油、旁油，以及调速阀进油四种方式的速度-负载对
应关系。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组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液压技术教育培训系统一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十 气缸运动的顺序控制
学时：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熟悉实验常用气动元件及其元件的连接，学会 fluidsim软件的使用，熟悉
基本的气动回路，学会气动程序控制的设计，并能判别故障信号，且排除之。

（三）实验内容：FLUIDSIM软件的使用及常用气动元件的熟悉，气动基本回路（方向，流
量，压力）的仿真，设计一个气动回路，使汽缸按规定程序运动。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组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festo---费思托气动实验台及其配套软件一套。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十一 镗杆的自激振动及消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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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验证产生自振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振型耦合颤振原理”。
2．了解切削用量及几何参数对自振的影响。
3．比较撞击式消振块与镗杆孔不同间隙的消振效果。

（三）实验内容：

1．求稳定切削区。

2．比较三种不同结构镗杆（ 120 削扁镗杆， 30 削扁镗杆，圆镗杆）的动态

稳定性。

3．试验撞击块消振镗杆的消振效果。
4．刀具几何参数及切削用量对自振的影响。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1．机床：C6132车床一台。
2．特殊刚性刀架。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实验十二 机械加工误差统计分析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运用微米千分尺进行加工误差数据的采集、运算结果显示和打印。
2．通过实际操作掌握工件误差测量及计算机数据处理、统计分析的原理、方法。
3．熟悉直方图的作法，能根据样品数据确定分组数、组距，由直方图作出实际分布曲

线，进而将实际分布曲线与正态分布曲线相比较，判断加工误差的性质，评定工序能力 Cp，
并根据给定的精度估算工件合格率。

4．熟悉 -R 质量控制图的作法，能根据 -R 图判断加工工序的工艺稳定性。

（三）实验内容：

对一批经调整法加工的工件，用千分尺测量其直径，并记录之，然后利用计算机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由此得到该批工件的误差统计分析结果，在试验报告中对统计分

析结果进行工艺误差分析和论证。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4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1．机床：C6132车床一台。
2．特殊刚性刀架。

（七）所属实验室：机电工程实验室



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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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方清城、蔡晨晖

审 核 人：肖红军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1

二、实验总学时：16

三、应开实验个数：8 必开实验个数：8

四、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五、考核方式：实验报告为主进行考核。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以考核成绩 40%和平时成绩 60%综合评定。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自编《电力电子技术实验指导书》；

自编《自动控制原理实验指导书》。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单相全波可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三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四 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五 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六 典型系统的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七 线性系统的频率响应分析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八 采样系统分析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一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掌握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2. 掌握电路中晶闸管模块的接线；

3. 学会对集成触发电路产生触发脉冲的应用；

4. 熟悉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5. 对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在纯电阻负载及电阻、电感负载的全面分析。

（三）实验内容：

1. 用示波器观察移相触发器（TCA785）输出脉冲波形的移相范围；

2. 在纯电阻负载的情况下，用示波器观察а=60º、а=90º、а=120º时 Ud和 Uvt的波
形，同时测量 Ud及调压器副边电压 U2的值；

3. 在阻感负载的情况下，不接续流二极管，用示波器观察а=60º、а=90º、а=120
º时 Ud和 Id波形；

4. 接上续流二极管，重复上述实验，观察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四）要求：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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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电力电子实验装置、示波器、交流调压器、电抗器、电阻器

等共 8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单相全波可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掌握单相全波可控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

2. 比较单相全波与单相半波电路的相同与不同点；

3. 进一步加深对电感性负载的研究。

（三）实验内容：

1. 用示波器观察移相触发器（TCA785）两路相位互差 180º的输出脉冲波形；

2. 在纯电阻负载的情况下，用示波器观察а=0º、а=60º、а=90º时 Ud和 Uvt的波形，

同时测量 Ud及调压器副边电压 U2的值；

3. 在阻感负载的情况下，接上续流二极管，用示波器观察а=0º、а=60º、а=90º

时 Ud和 Id波形。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电力电子实验装置、示波器、交流调压器、电抗器、电阻器

等共 8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 熟悉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接线，观察纯电阻负载、阻感负载时输出电压、电

流的波形；

2. 加深对触发器的定相原理的理解，掌握调试三相桥式全控整流装置的步骤和方法。

（三）实验内容：

1. 主电路不通电的情况下调试三相触发电路；

2. 对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加纯电阻负载时的分析；

3. 对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加阻感负载时的分析。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电力电子实验装置、示波器、交流调压器、电抗器、电阻器

等共 8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直流斩波电路的性能研究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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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目的：

1. 熟悉直流斩波电路的工作原理；

2. 熟悉各种直流斩波电路的组成及其工作特点；

3. 了解 PWM 控制与驱动电路的原理及其常用的集成芯片。

（三）实验内容：

1. 控制与驱动电路的测试；

2. 直流斩波器的测试；

3. 整理各组实验数据绘制各直流斩波电路的 Ui/UO-α曲线，并作比较与分析。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数字示波器、DJDK—1 电力电子技术及电机控制实验装置等

5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典型环节的时域响应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并掌握实验系统模拟电路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典型环节模拟电路的构成方法；

3. 掌握各种典型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

4. 了解参数变化对典型环节动态特性的影响。

（三）实验内容：

1. 典型动态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性能的测试；

2. 参数变化对典型环节阶跃响应的性能；

3. 观测各种典型环节的阶跃响应曲线；

4. 观测参数变化对典型环节阶跃响应的影响。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计算机 12台、TD—ACC系列教学实验系统 12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六 典型系统的时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学习动态性能指标的测试技能；

2. 了解参数对系统动态性能及稳定性的影响。

（三）实验内容：

1. 典型二阶系统动态性能的测试；

2. 典型三阶系统的性能的测试；

3. 观测不同参数下二阶系统的阶跃响应并测出性能指标：超调量Mp、峰值时间 Tp、
调节时间 Ts；

4. 观测增益对典型三阶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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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计算机 12台、TD—ACC系列教学实验系统 12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七 线性系统的频率响应分析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学习测量系统频率特性曲线的方法和技能；

2. 学习根据频率特性曲线求取传递函数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

1. 频率范围：0.1Hz—300Hz；

2. 测量模拟系统的开环频率特性；

3. 画出对数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20 个测量点）。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计算机 12台、TD—ACC系列教学实验系统 12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实验八 采样系统分析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 培养学生模拟研究采样系统的技能；

2. 验证和加深理解采样系统的基本理论。

（三）实验内容：

1. 信号的采样和恢复与采样周期的关系；

2. 采样系统的稳定性及动态响应；

3. 了解信号的采样和恢复与采样周期的关系；

4. 分析采样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能。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计算机 12台、TD—ACC系列教学实验系统 12套。
（七）所属实验室：自动化技术实验室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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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平台开发》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执 笔 人：黄营

审 核 人：崔如春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专业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2

二、实验总学时：32

三、应开实验个数：5 必开实验个数：5

四、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五、考核方式：综合评定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

实验成绩由实验考勤、上机操作、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不得无故缺席，因故缺席的

要补做实验，否则无实验成绩。实验成绩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40%，平时成绩占 60%，对于
在实验中具有较强综合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学生，在评定成绩时应给予适当地加分。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自编《电子商务平台开发》指导书。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电子商务系统案例分析 验证性 4 必开

实验二 电子商务系统的规划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三 电子商务系统的需求分析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四 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五 电子商务系统的实施和运行维护 综合性 10 必开

实验一 电子商务系统案例分析

学时：4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电子商务系统的主要作用及其与一般管理信息系统的差异，明确电子商务系统

设计、开发、建造过程中的主要技术热点和前沿问题。

2. 掌握电子商务系统的生命周期的基本概念，理解电子商务系统分析设计和开发的各

个主要阶段及其主要任务，了解电子商务系统分析开发过程与一般管理信息系统的差异，了

解电子商务系统开发过程中的人员组织及其职责。

3. 理解水平型网站、垂直型网站、综合型网站的主要特征、作用及其核心技术。要求

学生掌握网站设计的基本思路和过程。了解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常用组件，掌握首页设计、页

面可视化设计、网站的风格和创意设计、网站的栏目和版块设计、网站的目录结构和链接结

构确定的要点。

（三）实验内容：

1. B2C 网站调研。

网上调查 3～4 个 B2C 网站，比较分析其首页设计、页面可视化设计、网站的风格和创

意设计、网站的栏目和版块设计、网站的目录结构和链接结构设计的特点。

2. B2B 网站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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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调查 3～4 个 B2B 网站，比较分析其首页设计、页面可视化设计、网站的风格和创

意设计、网站的栏目和版块设计、网站的目录结构和链接结构设计的特点。

3. 电子商务系统的开发方式。

访问淘宝网（http://www.taobao.com/）网站，了解其技术解决方案的提供过程。根据

相关资料，写出一份报告，说明如果试图利用该平台开展网络零售，并租用该平台提供的支

付宝实现网络支付，需要做什么工作。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每组 1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电脑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电子商务系统的规划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理解电子商务系统战略规划的重要性，掌握电子商务系统战略规划的内容与方法。掌握

一般电子商务系统体系的基本构成、各个部分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掌握电子商务系统规划

报告的撰写方法。

（三）实验内容：

假定拟开发一个 B2C电子零售的网络商店（或其他，任选），对该电子商务系统进行
系统规划，正确撰写电子商务系统规划报告。

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对企业所处的行业及企业竞争力进行分析。

2．分析确定企业如何开展电子商务。

3．进行收益——风险分析评估。

4．确定实施与管理。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每组 1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电脑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电子商务系统的需求分析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了解企业商务活动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类型，掌握不同商务活动的不同需求及其特点，掌

握不同类型电子商务活动的特征。要求学生理解电子商务需求分析的基本内容，掌握企业商

务流、信息流、资金流分析的目的及方法。熟练掌握系统分析建模工具并能够利用这些工具

对企业需求进行描述。理解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中参与的人员及其组织。

（三）实验内容：

1．统一建模语言 UML的上机学习实践
（1）UML静态建模。使用实例图、类图、包图、部件图和配置图对系统进行分析和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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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ML动态建模。使用消息、状态图、顺序图、合作图和活动图来描述系统中各
个对象如何操作、各个对象在外界消息的触发后如何发生变化。

2．撰写系统分析报告

任选其一：

（1）对附录 2给出的某网上银行进行系统分析，撰写系统分析报告。
（2）对附录 3给出的某综合旅游信息网进行系统分析，撰写系统分析报告。
（3）对附录 4给出的某网上餐饮公司进行系统分析，撰写系统分析报告。
（4）对一个开展 B2C电子零售的网络商店的电子商务系统进行系统分析，撰写系统

分析报告。

要求采用结构化分析方法描述出系统的 DFD，利用 UML的方法阐述其主要对象。
3．实验结果

正确撰写电子商务系统分析报告。内容包括：

（1）分析企业商务运作过程中的基本商务环节。
（2）分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商务活动各个环节的影响。
（3）分析电子商务环境中本企业应具备的新的商务手段。
（4）描述企业各项业务活动的数据流程和相关处理过程。
结构化分析方法。包括：数据流图、数据字典、处理过程说明。

向对象的分析方法。包括：对象的认定、结构认定、认定属性、定义方法。

基于 UML的分析方法。在面向对象建模的基础上，利用 UML的符号体系，对系统功
能结构进行描述。

（5）提出电子商务系统需求。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每组 1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电脑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掌握总体结构、信息基础设施、系统平台、企业信息门户、安全环境、电子支付与交

易环境设计的主要内容、重点及相互关系，从而理解电子商务系统设计的整体概念。

掌握电子商务系统中应用系统设计与集成的基本概念，明确电子商务系统中应用系统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掌握电子商务系统中商务应用系统功能设计的主要内容，掌握电子商务

系统的应用系统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方法。了解典型的电子商务应用的设计及实现方法，其中

重点包括：搜索与导航、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个性化服务或定制服

务、虚拟社区、电子交易市场的基本概念、主要实现方式及设计要点。掌握电子商务系统的

主要开发工具和系统集成方法。

理解电子支付的基本概念、电子支付的主要形式和特点，电子支付与认证的相关关系，

认证的种类方式及其实现过程，掌握 SET和 SSL两类支付协议的主要流程。掌握电子支付
系统的基本结构，设计要点，基本功能。了解电子支付过程中的主要数据流程。

（三）实验内容：

任选其一：

1．对附录 2给出的某网上银行进行系统设计，给出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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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附录 3给出的某综合旅游信息网进行系统设计，给出设计方案。

3．对附录 4给出的某网上餐饮公司进行系统设计，给出设计方案。

4．对一个开展 B2C 电子零售的网络商店的电子商务系统进行系统设计，给出设计方案。

正确撰写电子商务系统设计报告。内容包括：

（1）阐述企业电子商务系统设计的原则。
（2）系统总体结构设计。包括：确定系统的外部接口；确定系统的组成结构。
（3）系统信息基础设施设计。包括：网络环境设计；服务器主机设计与选择。
（4）系统软件平台的选择与设计。包括：操作系统的选择；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

应用服务器的选择；中间件软件的选择；开发工具的选择。

（5）系统应用软件设计。包括：子系统的划分；系统模块结构设计；代码设计；输出
设计；输入设计；处理过程设计；数据存储设计；网页设计与编辑。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每组 1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电脑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电子商务系统的实施和运行维护

学时：10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理解电子商务系统实施与运行维护管理作为电子商务系统的生命周期中的最后物理实

现阶段，对于电子商务系统的质量、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重要影响，了解电子商务系统实施

的主要活动构成。了解电子商务系统的开发集成与传统的信息系统开发的区别，了解电子商

务应用的编程模式、电子商务应用的主要开发工具、电子商务系统的应用集成基础。了解系

统测试的作用和意义，理解系统测试的内容，掌握系统测试的方法。了解系统运行维护的内

容。了解电子商务系统评价的作用。

（三）实验内容：

1．据实验四所做设计，进行系统应用软件的编码调试。

2．对所做的应用软件进行系统测试。

3．系统投产运行管理。

4．系统维护管理。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每组 1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电脑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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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支付与安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黄营

审 核 人：崔如春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专业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2

二、实验总学时：32

三、应开实验个数：6 必开实验个数：6

四、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五、考核方式：综合评定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

实验成绩由实验考勤、上机操作、实验报告综合评定。实验不得无故缺席，因故缺席的

要补做实验，否则无实验成绩。实验成绩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40%，平时成绩占 60%，对于
在实验中具有较强综合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学生，在评定成绩时应给予适当地加分。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自编《电子支付与安全实验》指导书。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Windows 系统安全 验证性 4 必开

实验二 Linux 系统安全 验证性 4 必开

实验三 病毒查找及清除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四 主机监管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五 数据安全及数据恢复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六 漏洞扫描 设计性 6 必开

实验一 Windows 系统安全

学时：4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windows server2003是目前最为成熟的网络服务器平台，服务安全配置等
安全配置与管理。通过配置使服务器具备良好的攻击防御能力，实现对服务器的安全防护，

提高服务器资源的利用率。并且当某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时能被及时检测到，实现透明的容错，

保证服务器整体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三）实验内容：

1. Windows 用户管理；

2. Windows 策略管理；

3. Windows 网络与服务管理；

4. Web 服务安全配置；

5. Windows 下 FTP服务安全配置；
6. Windows 远程桌面安全配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网络安全实验平台 4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28

实验二 Linux 系统安全

学时：4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熟悉 Linux 系统环境下文件管理相关操作命令; 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中
文件管理相关的安全配置方法。

（三）实验内容：

1.Linux 文件系统；

2.Linux 用户管理；

3.Linux 日志管理；

4.Linux 网络与服务管理。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网络安全实验平台 4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病毒查找及清除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手动病毒查找的方法； 掌握常见病毒分析和查杀的第三方工具使用

方法； 能够根据病毒特征清除病毒。

（三）实验内容：

1．脚本病毒；

2．邮件型病毒；

3．DLL注入型病毒；
4．木马攻击；

5．病毒查找及清除；

6．开源反病毒。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网络安全实验平台 4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主机监管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对整个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如实记录系统内发生的任何事件，根据

一定的安全策略记录和分析历史操作事件及数据，有效的记录攻击事件的发生，提供有效改

进系统性能和的安全性能的依据。

（三）实验内容：

1．文件事件审计；

2．网络事件审计；

3．应用程序审计；

4．主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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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志事件关联审计；

6．审计跟踪。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网络安全实验平台 4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数据安全与数据恢复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不同操作系统下的数据安全与数据恢复方法。

（三）实验内容：

1.FAT32 数据恢复；

2．NTFS 数据恢复；

3．Ext2 数据恢复；

4．Raid 0，Raid 1 及 Raid 5；

5．网络存储实验。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网络安全实验平台 4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六 漏洞扫描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漏洞的类型，漏洞扫描的方法和检测手段。

（三）实验内容：

1．操作系统漏洞扫描；

2．应用层漏洞扫描；

3．数据库漏洞扫描；

4．特殊漏洞与方法扫描。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网络安全实验平台 4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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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络设计与部署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丁伟雄

审 核 人：崔如春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专业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2

二、实验总学时： 32

三、应开实验个数：8 必开实验个数：8 选开实验个数: 0

四、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五、考核方式:综合评定。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期末考试成绩占 40％、平时成绩占 60％。在实验完成后，要求

写实验总结报告，重点写实验收获、体会、总结、存在的问题、意见或建议。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自编《企业网络设计与部署实验》指导书。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局域网组建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二 基于 Windows 的网络系统软件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三 交换机配置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四 VLAN 配置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五 路由器配置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六 静态路由配置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七 动态路由 RIP 配置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八 路由器实现 Vlan 间通信实验 综合性 4 必开

实验九 Web 服务器的配置与管理 综合性 4 选开

实验十 FTP 服务器的配置与管理 综合性 4 选开

实验一 局域网组建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局域网 10BASE-T 以太网的物理网络组建方法，能熟练制作直通双绞线与交叉双

绞线的方法。

2．掌握组建共享式以太网的技术与方法:网卡、交换机的安装配置、连通性测试等。

3．掌握简单的网络拓扑组建。

（三）实验内容：

1．认识各种类型的双绞线；

2．T568A 和 T568B 双绞线的制作，交叉线的制作；

3．计算机与集线器或交换机的连接；

4．交换机和交换机的互联、交换机和集线器的互联、集线器和集线器的互联；

5．两台计算机间的互联；

6．安装网卡，以及配置网卡驱动程序；

7．配置 TCP/IP 协议；

8．组装多集线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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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双绞线、网卡、交换机、路由器、RJ-45 接头、各种工具。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基于 Windows 的网络系统软件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 ip 地址的分配和划分子网的方法。

2．学习 Windows 支持的网络协议及设置参数方法，加深了解网络协议对网络系统的重

要作用。

3．学会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网络组件，并了解各种协议的作用。

4．学会安装客户端网络程序及共享网络资源。

（三）实验内容：

1．IP 地址分配。

2．划分子网。

3．安装 Windows 支持的基本网络协议。

4．安装网络用户。

5．安装网络服务组件。

6．设置网络共享资源。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各种网络资源软件。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交换机配置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交换机配置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学习交换机配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交换机、各种网络资源软件、连接线。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VLAN 配置实验

学时：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配置 VLAN 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学习 VLAN 配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交换机、各种网络资源软件、连接线。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32

实验五 路由器配置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配置路由器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学习配置单个的路由器。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路由器、各种网络资源软件、连接线。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六 静态路由配置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静态路由配置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学习静态路由配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各种网络资源软件、连接线。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七 动态路由 RIP 配置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动态路由 RIP 配置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学习动态路由 RIP 配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各种网络资源软件、连接线。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八 路由器实现 Vlan 间通信实验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路由器实现 Vlan 间通信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学习路由器实现 Vlan 间通信。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PC 机 40 台、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各种网络资源软件、连接线。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九 Web 服务器的配置与管理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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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IIS 的安装方法；

2．掌握建立 Web 站点配置方法和虚拟站点的建立方法；

3．掌握Web站点的管理方法。
（三）实验内容：

1．Windows 2000 Server Web站点的配置；
2．虚拟站点的建立；

3．虚拟目录的建立；

4．Web站点的管理。
（四）要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IIS 的 PC 机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 FTP 服务器的配置与管理

学时 4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 FTP 服务器的安装方法；

2．掌握 FTP 站点建立和管理的基本方法。

（三）实验内容：

1．Windows 2000 Server FTP站点的配置；
2．虚拟目录的建立；

3．FTP站点的管理；
4．FTP站点的访问。

（四）要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1-2 人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IIS 的 PC 机 40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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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库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胡 明

审 核 人：崔如春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2

二、实验总学时：32

三、应开实验个数：12 必开实验个数：12

四、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五、考核方式：实验成绩由实验考勤、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综合评定。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

实验成绩由实验考勤、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综合评定。验证性实验可不写实验报告，综

合性实验要写实验报告。实验成绩中平时成绩占 6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考试成绩以
综合性实验设计报告成绩为准。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

焦健．《网络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案例教程》（下册）.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年6月。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数据库和数据库表操作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数据库单表查询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三 数据库多表连接查询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四 数据库嵌套查询和组合查询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五 数据的更新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六 T-SQL 语言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七 视图与索引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八 存储过程的实现 设计性 2 必开

实验九 触发器的实现 设计性 2 必开

实验十 数据库的安全性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十一 备份、还原与导入、导出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十二 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 综合性 10 必开

实验一 数据库和数据库表操作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熟悉 SQL Server 2005 的开发环境。

2. 熟练掌握通过 SQL Server 管理工具和 SQL 语句创建数据库的方法。

3．熟练掌握通过 SQL Server 管理工具和 SQL 语句创建基本表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

1.利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创建数据库，名称为“T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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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TMIS”中建立六个数据表：学生表 Student、系表 Department、课程表 Course、

学生选课表 SC、教师表 Teacher、授课表 Teaching，表的定义可参照“实验指导书”

中表的定义。要求定义每张表的主键，为属性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决定允许是否

为空，为“性别”属性定义默认值，并设置相关的约束条件。

3.定义表之间的关系。

4.分别为表录入几行数据记录，同时练习数据的修改和删除操作。

5.用 SQL 语句重做以上内容：创建数据库；创建 6张表，同时指定主键、外键、默认值

等数据完整性设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数据库单表查询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使用 SELECT语句进行单表查询的基本方法。
（三）实验内容：

1.创建查询窗口，设置查询环境。

2.练习使用 SELECT 语句进行单表查询的基本方法。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数据库多表连接查询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多表连接查询的 SELECT、FROM、WHERE、JOIN子句的用法。
（三）实验内容：

1.创建查询窗口，设置查询环境。

2.练习使用 SELECT 语句进行多表连接查询。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数据库嵌套查询和组合查询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掌握查询中嵌套查询和组合查询的操作方法，进一步加深对 SELECT 语句的理解。

（三）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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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查询窗口，设置查询环境。

2.练习使用 SELECT 语句进行嵌套查询、组合查询。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数据的更新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掌握使用 SQL 语句完成数据插入、修改和删除操作。

（三）实验内容：

1.使用 INSERT 语句在数据库的表中插入几行记录。

2.使用 UPDATE 语句修改某个数据。

3.使用 DELETE 语句删除某行记录。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六 T-SQL 语言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熟悉 T-SQL 语言的基本语法格式；熟悉 T-SQL 语言的运算符和表达式；熟悉 T-SQL 语言

的基本语句；熟悉系统函数的调用；熟悉 T-SQL 语言的用户定义标准函数。

（三）实验内容：

1.通过查询窗口，运行 T-SQL 语言代码，包括 T-SQL 语言支持的各种类型数据、运算符、

表达式和系统内置函数。

2.定义用户自定义标准函数，实现函数定义与调用。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七 视图与索引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视图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2.掌握索引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三）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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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视图、查询视图、更新视图、删除视图、修改视图定义。

2. 索引的建立和删除操作。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八 存储过程的实现

学时：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1.理解存储过程的作用。

2.学会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创建存储过程。

3.学会存储过程的管理方法。

（三）实验内容：

存储过程的创建、执行与删除。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九 触发器的实现

学时：2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1.理解触发器的作用。

2.学会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创建触发器。

3.掌握 inserted 表和 deleted 表的使用方法。

4.学会触发器的管理方法。

（三）实验内容：触发器的创建、执行与删除。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 数据库的安全性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理解数据库的安全性。

2. 学会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进行登录账号的管理。

3. 学会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进行数据库用户账号的管理。

4. 掌握数据库用户的授权。

（三）实验内容：



38

1. 创建登录账号与数据库用户。

2. 对数据库用户进行授权。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一 备份、还原与导入、导出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掌握备份和还原的基本概念。

2.掌握备份和还原的几种方式。

3.掌握 SQL Server 的备份和还原的操作方法。

4.掌握使用 DTS 导入、导出向导对数据库进行导入与导出。

（三）实验内容

1.为实验一创建的数据库 TMIS 进行数据库备份，备份名称：TMISDEV。

2.将数据库备份 TMISDEV 进行恢复。

3.将 SQL Server 数据库导出到 Access 数据库。

4.将 Access 数据库导入到 SQL Server 数据库。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二 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

学时：10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熟悉关系数据库结构的设计过程及其在 SQL Server2005 中的实现。

2.了解 C/S 与 B/S 结构应用系统的特点与适用场合，了解 C/S 与 B/S 结构应用系统的不

同开发设计环境与开发设计方法。

（三）实验内容

1.从应用出发，分析用户需求，设计数据库概念模型、逻辑模型、物理模型，并创建数

据库。

2.熟悉 C/S 或 B/S 结构，选择一种熟悉的开发工具实践应用系统开发。

3.参考题目：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图书借阅管理系统、工资管理系统、进销存管理系统。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装有 SQL Server2005 的计算机 45 台。

（七）所属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



光源与照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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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含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执笔人：谭鹏

审核人：吕健滔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学科基础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6

二、实验总学时：32

三、应开实验个数：13 必开实验个数：13 选开实验个数：0

四、适用专业：光源与照明专业

五、考核方式：期末随理论课程一起统一笔试。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实验成绩=平时成绩×40%+考试成绩×60%。

平时成绩根据学生平时实验操作情况及实验报告成绩等综合考虑。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4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

黄义清,李斌,周有平主编.大学物理实验教程.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实验一 示波器的原理与应用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二 液体粘滞系数的测定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三 光杠杆法测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四 声速测量 验证性 3 必开

实验五 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验证性 2 必开

实验六 迈克尔逊干涉仪测光波波长 验证性 3 必开

实验七 光的等厚干涉 验证性 3 必开

实验八 用分光计测光栅常数及角色散率 综合性 3 必开

实验九 霍尔效应与应用 综合性 3 必开

实验十 用霍尔传感器测杨氏模量 综合性 3 必开

实验十一 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测量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十二 大功率白光 LED 特性测量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十三 太阳能电池特性的测量 综合性 2 必开

实验一 示波器的原理与应用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示波器显示波形的原理；

2.学习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3.学习用示波器观察交流信号波形，测量信号电压、周期、频率。

4.观察李萨如图，测量信号频率。

（三）实验内容：

1.熟悉示波器的使用步骤，练习显示水平扫描线并调至清晰；

2.练习正确选取触发源、调节触发电平，显示稳定的波形；

3.选取适合的偏转因数，测量交流信号（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电压；

4.选取适合的扫描速率，测量交流信号周期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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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观测李萨如图形，用李萨如图形测量正弦信号频率。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二 液体粘滞系数的测定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用斯托克斯公式测定液体粘滞系数的原理，掌握其适用条件；

2.掌握用落球法测定液体的粘滞系数。

（三）实验内容：

1.分析金属小球在粘滞液体中的运动情况；

2.用落球法测定液体的粘滞系数。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液体粘滞系数测定仪、螺旋测微计、游标卡尺、温度计、小

钢球、待测液体等；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三 光杠杆法测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杨氏模量的物理意义以及静态拉伸测量法的原理；

2.掌握用光杠杆测量微小长度的原理和方法；

3.学会用逐差法和作图法处理实验数据；

4.能够从诸多直接测量量中分析实验结果的主要误差来源。

（三）实验内容：

1.杨氏模量测量仪的调节；

2.测量钢丝的杨氏模量；

3.用逐差法和作图法处理数据。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杨氏模量测定仪、光杠杆、望远镜尺组、砝码、螺旋测微计、

米尺、游标卡尺等；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四 声速测量
学时：3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压电换能器的功能和工作原理；

2.学习用驻波共振极值法和行波相位比较法测量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

（三）实验内容：

1.用振幅极值法测定声速；

2.用相位比较法测定声速。

3.声速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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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声速测量仪、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五 分光计的调节及棱镜折射率的测定
学时：2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分光计的构造，学会调整分光计；

2.利用分光计测量三棱镜顶角；

3.测量玻璃的折射率。

（三）实验内容：

1.分光计的调整；

2.用反射法测定三棱镜顶角；

3.观测三棱镜的色散现象，测量对汞灯绿光的最小偏向角δmin，计算三棱镜对汞灯绿光

的折射率。（选做内容）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分光计、汞灯、三棱镜；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六 迈克尔逊干涉仪测光波波长
学时：3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迈克尔逊干涉的设计原理；

2.了解仪器的构造，掌握调节方法；

3.学会用等倾干涉测量 He-Ne 激光的波长。

（三）实验内容：

1.调节干涉仪，观察等倾干涉圆环条纹；

2.测量 He-Ne 激光的波长；

3.测量钠灯双黄线的平均波长，测量钠灯双黄线的波长差。（选做内容）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迈克尔逊干涉仪、多光纤 He-Ne 激光器；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七 光的等厚干涉
学时：3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从实验中加深理解等厚干涉原理及定域干涉的概念；

2.掌握读数显微镜的调节与使用；

3.掌握用牛顿环测定透镜的曲率半径；

4.了解用劈尖干涉条纹测定微小直径（或微小厚度）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

1.实验装置的光路调整，观察牛顿环；

2.测量牛顿环平凸透镜的曲率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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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量劈尖干涉暗条纹之间的距离及劈尖所夹纸片厚度；（选做内容）

4.观察牛顿环和劈尖干涉条纹的疏密情况，并从理论上加以解释。（选做内容）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读数显微镜、牛顿环、劈尖装置、钠光灯等；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八 用分光计测光栅常数及角色散率
学时：3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熟悉分光计的调节与使用；

2.观察光通过光栅的衍射现象，了解光栅的主要特性；

3.学会用透射光栅测定光栅常数、角色散率、角分辨率及光波波长。

（三）实验内容：

1.分光计的调节，光栅放置的调节；

2.测定汞灯±1级绿光谱线的衍射角，从而测定光栅常数 d和光栅分辨本领 R；
3.测定汞灯1级两黄光谱的衍射角，从而测定两黄光波波长及角色散率 D。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分光计、低压汞灯、平面光栅、平面镜；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九 霍尔效应与应用
学时：3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产生霍尔效应的机理和判断霍尔元件类型的方法；

2.学会用“换向测量法”消除副效应的影响，测定霍尔元件的灵敏度；

3.测绘霍尔元件的 UH－IS曲线和 UH－B曲线；
4.测量电磁铁气隙磁场沿水平方向的分布；（选做内容）

5.测量霍尔元件的霍尔系数及其材料的电导率。（选做内容）

（三）实验内容：

1.测量霍尔元件的灵敏度

2.测绘霍尔元件的 UH－IS曲线
3.测绘霍尔元件的 UH－B曲线和电磁铁的 B－IM曲线
4.测量电磁铁气隙磁场沿水平方向的分布；（选做内容）

5.测量霍尔元件的霍尔系数及其材料的电导率。（选做内容）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霍尔效应实验仪和测试仪；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十 用霍尔传感器测杨氏模量
学时：3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进一步学习基本长度和微小位移量测量的方法和手段，用逐差法进行数据处理；

2.学会用梁弯曲法测定金属的杨氏模量以及对霍尔位置传感器定标；

3.熟悉霍尔位置传感器的特性，掌握微小位移的非电量电测新方法。



43

（三）实验内容：

1.霍尔位置传感器的仪器调整；

2.测量黄铜的杨氏模量，霍尔位置传感器的定标；

3.用霍尔位置传感器测量可锻铸铁的杨氏模量。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霍尔位置传感器测杨氏模量实验仪和测试仪、游标卡尺、螺

旋测微计、直尺；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十一 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测量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磁滞回线和磁化曲线概念，加深对磁材料矫顽力、剩磁等参数的理解；

2.掌握磁材料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的测量方法，确定 BS、Br和 HC等参数；

3.探讨励磁电流频率对动态磁滞回线的影响。

（三）实验内容：

1.选择测试箱的磁样品和元件参数；

2.观察磁滞回线簇和初始磁化曲线；

3.动态法逐点测量（不同频率的）初始磁化曲线；

4.动态法逐点测量（不同频率的）磁滞回线。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套数: FC10-II型智能磁滞回线实验仪；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十二 大功率白光 LED 特性测量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了解大功率白光 LED的工作原理与光电特性；
2.掌握大功率白光 LED发光强度、发光效率、光强分布等参数的测量方法；
3.研究大功率白光 LED在恒压驱动与恒流驱动下的温度特性。

（三）实验内容：

1.测 LED伏安特性曲线（选做）；
2.测量 LED光强与电流的关系；
3.测量 LED光强角分布；
4.测量恒流下 LED发光效率与温度的关系；
5. 测量恒压下 LED发光效率与温度的关系（选做）。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LED 特性测量实验仪；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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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 太阳能电池特性的测量
学时：2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探讨太阳能电池的基本特性；

2．研究无光照时太阳能电池在外加偏压时的伏安特性；

3．测量太阳能电池有光照时的输出特性，并求出它的短路电流、开路电压、最大输出

功率及填充因子；

4．测量太阳能电池的短路电流、开路电压与相对光强的关系，求出它们的近似函数关

系。

（三）实验内容：

1.在没有光照时，测量太阳能电池的伏安特性曲线；

2.不加偏压，有光照条件下，测绘太阳能电池在不同负载电阻下的 -I U 曲线图，求出
太阳能电池的短路电流、开路电压、最大输出功率；

3.测量太阳能电池的光照特性，求出短路电流与相对光强的近似函数关系，开路电压与

相对光强的近似函数关系。

（四）要求：必开

（五）每组人数：1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太阳能电池特性测定仪，ZX21 电阻箱，万用表；20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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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与照明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人：谢嘉宁

审 核 人：吕健滔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实验类别：专业实验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学分：6

二、实验总学时：96，其中第 5学期 32 学时（理论 2学时），第 6学期 32 学时（理论 2学
时）, 第 7学期 32 学时（理论 2学时）

三、应开实验个数：15 必开实验个数：0 选开实验个数：15
四、适用专业：光源与照明专业

五、考核方式：小论文

六、实验成绩评定方法：平时成绩占 6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
七、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比例：100％。
八、实验教材或自编指导书：《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讲义（自编）。

九、实验项目汇总表：

实验编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学时 要求

第 5学期
实验一 激光光束模式分析 验证性 6 选开

实验二 电光调制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三 激光调腔技术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四 液晶光电效应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五 激光全息照相 验证性 6 选开

实验六 调制传递函数的测量和成像系统像质评价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七 空间滤波与调制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八 全息光栅的制作 设计性 6 选开

实验九 波长可调的光纤激光器设计与性能测试 设计性 6 选开

实验十 基于 Labview 平台的光电检测系统设计 设计性 6 选开

第 6学期
实验一 光敏元件的特性及电机转速测量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二 光电探测器灵敏度及线性度研究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三 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综合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四 太阳能光伏发电原理与应用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五 燃料电池综合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六 光源色温、发光效率及光强空间分布测量 综合性 6 选开

第 7学期
实验一 LED 光色电热综合测试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二 电子镇流器电参数与 LED 电磁兼容测量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三 光致发光及荧光粉相对亮度测量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四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五 大功率白光 LED 恒流驱动电源实验 设计性 6 选开

实验六 “OLED 驱动电路与程序设计”综合实验 综合性 6 选开

实验七 LED 加速老化测试实验 验证性 6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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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学期学时：32
应开实验个数：5 必开实验个数：0 选开实验个数：5

实验一 激光光束模式分析

学时：6

（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加深理解激光光束特性和模式分布；
2．掌握激光光束发散角的测量方法。

（三）实验内容：

1．调整光路；
2．观察并测量激光的模式分布；
3．测量激光光束发散角。

（四）要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4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激光光束分析仪，He-Ne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2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电光调制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掌握晶体电光调制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2．观察电光调制实验现象，并测量电光晶体的参数；
3．实现模拟信号光通讯。

（三） 实验内容：

1．测量晶体的调制曲线；

2．测量晶体的半波电压；

3．模拟光通讯。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电光调制实验仪，示波器；4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激光调腔技术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了解激光原理和光学谐振腔的结构；
2．掌握调节激光腔的操作方法。

（三） 实验内容：

1．用激光准直法调节各个光学元件同轴等高；
2．调整腔镜使激光器输出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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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Las-1激光调腔实验仪（包含 He-Ne激光管 1支，反射镜
若干、导轨 1根、激光电源 1台、十字屏及支架、功率计及光探头 1台、校准光源 1个） 2
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液晶光电效应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在掌握液晶光开关的基本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测量液晶光开关的电光特性曲线，并

由电光特性曲线得到液晶的阈值电压和关断电压。

2．测量驱动电压周期变化时，液晶光开关的时间响应曲线，并由时间响应曲线得到液

晶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3．测量由液晶光开关矩阵所构成的液晶显示器的视角特性以及在不同视角下的对比度，

了解液晶光开关的工作条件。

4．了解液晶光开关构成图像矩阵的方法，学习和掌握这种矩阵所组成的液晶显示器构

成文字和图形的显示模式，从而了解一般液晶显示器件的工作原理。

（三） 实验内容：

1. 液晶的电光特性测量实验；
2. 液晶的时间特性实验；
3. 液晶的视角特性测量实验；
4. 液晶的图像显示原理实验。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液晶光开关电光特性综合实验仪 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激光全息照相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 实验目的：

1．掌握漫反射物体全息照相原理；
2．能熟练地拍摄漫反射物体的三维全息图；
3．能熟练地再现全息图虚像，观察全息照相的特点。

（三） 实验内容：

1．检查防震情况；
2．调整光路；
3．记录——拍摄全息图，暗室冲洗全息底片；
4．再现。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全息光路系统，曝光定时器，光学平台(1.4×0.85m)，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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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7mw), 6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学实验室

实验六 调制传递函数的测量和成像系统像质评价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了解传递函数测量的基本原理，掌握传递函数测量和成像质量评价的近似方法；
2．通过对不同空间频率的矩形光栅成像，测量透镜的调制传递函数。

（三） 实验内容：

1．调整光路，将各部件固定到导轨上，调节目标板、待测透镜、CCD同轴等高；
2．用 CCD在成像系统（或透镜）的像平面接收，调节目标板的位置，使目标板在显

示器屏幕中得到相对清晰的放大像，测定像的归一化调制度；

3．测量不同空间频率的矩形光栅的MTF值，绘制MTF—f曲线；
4．观察离焦对MTF的影响。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光学传递函数的测量和成像系统像质评价系统，计算机。４ 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七 空间滤波与调制

学时：6

（一）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实验目的：

1．掌握阿贝成像原理与空间滤波光学图像处理的方法；
2．掌握调制与颜色合成光学图像处理的方法。

（三）实验内容：

1．用Ｈe－Ｎe激光器作光源，搭建 4F系统，调整光路，观察网格物产生的频谱图；
2．使用各种滤波器，观察像平面上的结果并记录下来；
3．用溴钨灯作白光源，搭建 4F 系统，放入θ调制板（图像已经被一定角度的光栅所

调制），在傅里叶焦平面上制作滤波器，实现假彩色编码，得到彩色的输出像。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4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白光光学/数字图像信息处理实验系统，显示器、Ｈe－Ｎe
激光器、各种空间滤波器，θ调制板若干。4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八 全息光栅的制作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掌握信息光学的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了解全息光栅制作的实验技术和测

量光栅常数的方法。

（三）实验任务：

1．根据任课教师给出的要求（如制作空间频率为 100 l/mm或 20 l/mm的光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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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路中两光束的夹角大小，设计出制作该光栅的光路；

2．在全息平台上搭建光路；
3．拍摄全息光栅；
4．暗室中进行显影、定影；
5．测量所拍光栅的空间频率，与原先的设计要求进行比较。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4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全息光路系统，曝光定时器，光学平台(1.4×0.85m)，He-Ne
激光器(7mw), 6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学实验室

实验九 波长可调的光纤激光器设计与性能测试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光纤激光器的组成及特性；

2. 掌握光纤激光器的设计方法；

3. 测量光纤激光器的主要参数。

（三）实验内容：

1．设计 1550nm 附近不同波长的光纤激光器；

2．研究激光的起振条件及稳定条件；

3．测量滤波器的光谱曲线及激光的性能参数。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2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可调带通滤波器，梳状滤波器，
偏振控制器，衰减器，耦合器，光纤连接器，光谱仪（OSA），2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十 基于 Labview平台的光电检测系统设计

学时：6

（一）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实验目的：

了解光电检测元件的应用，能够制作简单的光电检测系统，通过软件编程控制光电检测

系统的工作和采集。

（三）实验内容：

制作光电检测系统，学习 labview软件编程来控制光电检测系统的各种动作和采集。
（四）要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4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光敏二极管，光敏电阻，电阻，电子线路板，数据采集卡。

4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第 6学期学时：32
应开实验个数：5 必开实验个数：0 选开实验个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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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光敏元件的特性及电机转速测量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 掌握光敏二极管、光电池、热释电探测器等光电元件的基本特性，了解其应用；

2. 掌握用光敏二极管测量电机转速的原理与方法。

（三） 实验内容：

1. 测量光电池的短路电流、开路电压及光电流随光照度的变化曲线；

2. 测量热释电探测器的输出电压与人体感应距离的关系曲线及与环境温度的关系；

3. 用光电开关测量电机转速。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CSY10G光电传感系统实验仪，示波器；4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二 光电探测器灵敏度及线性度研究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掌握光电探测器灵敏度和线性度的概念；

2.掌握光电探测器（光敏电阻、光电池、光敏二极管）灵敏度和线性度的测量方法。

（三） 实验内容：

1.熟悉光敏电阻、光电池、光敏二极管的结构；

2.了解并掌握光电探测器测量系统的基本结构；

3.测量光电探测器的灵敏度和线性度，并绘制相应关系曲线。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2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自制仪器（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三 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综合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掌握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的工作原理和调试方法，学会测量阈值及功-功转换效率，

了解固体激光器倍频的基本原理。

（三） 实验内容：

1．调试半导体泵浦固体激光器；
2．测量阈值及功--功（泵浦光功率--输出激光功率）转换效率；
3．研究腔长对阈值及功--功转换效率的影响；
4．在半导体激光泵浦的固体激光器实验系统的基础上，在激光谐振腔内插入 KTP 晶体，

进行腔内倍频，产生 532nm的绿光输出。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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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半导体激光泵浦固体激光器及其倍频和调 Q实验系统，示
波器，光电探测器，光谱仪（OSA）。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四 太阳能光伏发电原理与应用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太阳电池的原理及结构，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组成及工程应用。

（三） 实验内容：

1．太阳电池特性测量；
2．环境因素对太阳能电池输出的影响；
3．最大功率点跟踪器（MPPT）功能实验；
4．太阳能控制器功能实验；
5．离网太阳能系统搭建及实验；
6．并网太阳能系统搭建及实验。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太阳能光伏发电原理与应用综合实验平台。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五 燃料电池综合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太阳电池的原理及结构，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组成及工程应用。

（三） 实验内容：

1. 燃料电池输出特性的测量；
2. 质子交换膜电解池的特性测量；
3. 太阳能电池的特性测量。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燃料电池综合实验仪。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电信息与技术实验室

实验六 光源色温、发光效率及光强空间分布测量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了解并掌握光源色温测试系统的基本结构、测量方法，光通量和流明效率的基本概念

及测量方法，光强空间分布的测试原理及方法。

（三） 实验内容：

1. 了解光源色温测试系统的基本结构及使用方法；

2. 测定白炽灯色温与输入功率关系，并绘制功率—色温关系曲线，分析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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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光强空间分布测试系统的基本结构及使用方法；

4. 测定插脚式 LED和贴片式 LED的光强空间分布，绘出光强空间分布图。
5. 计算光源的流明效率，分析流明效率与输入功率的关系。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LED610 光通量测试仪，光源光强度角分布实验仪。3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第 7学期学时：32
应开实验个数：5 必开实验个数：0 选开实验个数：5

实验一 LED 光源光色电热综合测试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学会 LED 光源的色参数、光度参数、电参数、结温热阻的快速测试，并实现 LED 在不

同温度或工作电流下的瞬态和稳态参数的测量。

（三） 实验内容：

1. 电性能测试，自动设定并测量 LED 的正向工作电流、正向工作电压、反向击穿电压、

反向漏电流；

2. 空间光强分布测试，测量光强分布曲线、等效光通量；

3. 用快速扫描方式测量相对光谱功率分布、色品坐标、相关色温、显色指数、色容差、

峰值波长、光谱半宽度、主波长、色纯度等参数；

4. LED 热学特性参数测试实验。

（四） 要 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LED光色电综合分析系统 2套；高精度快速光谱辐射计,

热电性能分析仪, 0.5米专用积分球, 标准光源及配套稳压电源, LED 热电光综合分析系统软
件, 高精度数字功率计,计算机；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实验二 电子镇流器电参数与 LED 电磁兼容测量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了解电子镇流器在电光源中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2．掌握电子镇流器常用性能参数的测量方法；

3. 学会判定 LED 及配套电器的抗静电能力；

4. 学会判定电子设备的电快速瞬变群脉冲抗扰度；

5. 找出 LED及照明产品在规定的工作状态下工作时，对由开关或雷电作用所产生的有
一定危害电平的浪涌（冲击）电压的反应。

（三） 实验内容：

1．测量电子镇流器的输入电压电流波形，电压与电流的有效值、功率、功率因数，以

及谐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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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电子镇流器的输出电压电流波形，电压与电流的有效值、功率、功率因数，以

及谐波分析；

3．测量电子镇流器的输入启动特性：输入端的电压最大值、电压达到最大值的时间、

冲击电流、电流达到最大值的时间，以及输入电压、电流启动过程的波形；

4．比较输入与输出特性的异同，分析原因，分析电子镇流器的输入启动特性；

5. 静电抗扰度实验；

6. 群脉冲抗扰度实验；
7. 浪涌（冲击）抗扰度实验。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HB-5A 电子镇流器性能分析仪，节能灯，电子镇流器 2套;

EMS61000-2A静电放电发生器 1台；ESDD-2_静电放电试验台_0.8mm_台式 1台；ESDD-2_
静电放电试验台_0.8mm 1台； EMS61000-4A智能型群脉冲发生器 1台；群脉冲标准实
验环境 1套；EMS61000-5A雷击浪涌发生器 1台。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实验三 光致发光及荧光粉相对亮度测量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了解荧光粉光致发光的物理机理；

2．掌握荧光粉发光效率的基本概念；

3．掌握荧光粉亮度测量的基本方法和仪器的结构、原理。

（三） 实验内容：

1．熟悉荧光粉亮度测量仪器的结构；

2．熟悉并掌握荧光粉亮度测量仪器的使用方法；

3．观察不同颜色荧光粉光致发光颜色，并测量其相对亮度；

4．配置三基色白光灯用荧光粉，观察颜色并测量其相对亮度。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荧光粉相对亮度测量仪，2套；荧光粉激发装置，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实验四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了解目前常见光源的调光技术和手段，通过单片机编程和 PC软件编程来改
变设备的设计参数，实现在线动态调光。学习和掌握 DALI整流器调光技术，0-10V整流
器调光技术，串口通讯技术，VB上位机的软件编程技术和单片机编程技术。
（三） 实验内容：

1. 学习常见节能光源（节能灯、LED灯、无极灯）驱动电源的工作原理；
2. 学习基于 DALI协议的数码调光和 0-10V模拟调光；
3. 根据环境光的变化进行自适应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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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时控制；
5. 过流、过压、过温保护。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FZM10-Ⅰ型节能照明控制系统，计算机，4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实验五 大功率白光 LED 恒流驱动电源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设计性

（二） 实验目的：

1. 了解LED的调光特性；

2. 掌握LED恒流驱动电源的设计方法与制作；

3. 测量 LED 恒流驱动电源的特性参数。

（三） 实验内容：

1. 设计一种输出电流为 300mA、驱动 4只 1W LED串联负载和输出 600mA、驱动 4
只 1W LED的 2串 2并负载的恒流源，能用单片机切换 MAX16832A 的电源电压（如+12V 或
10V）及对 MAX16832A 进行 PWM/模拟调光。画出电路原理图，焊接 PCB板。

2. 测试其性能。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LED驱动电源实验仪，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实验六 “OLED 驱动电路与程序设计”综合性实验

学时：6

（一） 实验类型：综合性

（二） 实验目的：

1. 了解OLED的机构及工作原理；

2. 了解OLED的光电特性；

3. 掌握OLED单片机驱动电路的设计及编程。

（三） 实验内容：

1. 根据 OLED 屏与单片机的接口设计，连接硬件。

2. 编写单片机程序(C 程序或汇编程序)，显示自己的班级、姓名、学号等信息。将程
序在线下载到单片机。

3. 运行程序，观察并记录（拍照）显示的结果，并进行分析。

4. 用示波器双踪测量 SPI 接口方式的 SCLK 和 DIN 的波形（时序）图，并进行分析。

（四） 要求：选开

（五） 每组人数：4
（六） 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OLED实验仪，2套。
（七） 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实验七 LED 加速老化测试实验

学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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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类型：验证性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大功率 LED的老化机理；
2. 掌握大功率 LED的老化测试方法；
3. 研究 LED在加速老化后的光通量特性。

（三）实验内容：

1. 采用 1 W大功率 LED进行改变电流应力条件下的老化实验，再测试老化后的光通量
特性；

2. 对比样品两次实验的测试数据，分析样品老化后的光通量特性。

（四）要 求：选开

（五）每组人数：4
（六）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DJ5000 LED加速老化试验仪 2台；1W大功率 LED及相
应的 LED铝基板， 各 10颗。
（七）所属实验室：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光源与照明专业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