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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复试专业课笔试（满分 100 分） 

080801 电机与电器 一套卷①电机学+②自动控制原理 

080802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一套卷①电力系统分析+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080803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一套卷①电介质物理+②电气绝缘测试技术 

080804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一套卷①电力电子技术+②自动控制原理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四套卷任选两套答题：每科 50 分  1.电气测量 2.电机学          3.电力电子技 4.自动控制原理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套卷任选两套答题，不得跨套答题：每科 50 分   1.信息论基础   2.高频电子技术   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85207 电气工程 四套卷任选两套答题：每科 50 分  1.电气测量 2.电机学          3.电力电子技 4.自动控制原理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套卷任选两套答题，不得跨套答题：每科 50 分   1.信息论基础   2.高频电子技术   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电机学》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变压器、感应电机、同步电机、直流电机的原理、基本理论和稳态分析方法，以及对简单工程问题的分析能力。考

生应掌握电机的基本原理、等效电路、相量图及基本参数和性能的实验方法，初步具备进行简单电机工程问题的分析能力。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分） 

内容比例：   

磁路基础    约 5%   

变压器基本原理与性能分析计算        约 20% 

交流电机理论的共同问题  约 20% 

感应电机    约 20% 

同步电机    约 20% 

直流电机    约 15%   

          题型比例： 

          1．单项选择题      约 20% 

          2．简答题              约 25% 

          3．综合计算题      约 55%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磁路的基本概念 

考试内容 

          磁路；直流磁路的分析方法；交流磁路的分析方法；铁磁材料的基本特性；磁路的基本定律。 

考试要求 

  1.  了解磁路的基本概念及磁场分析基本量。 

2.  掌握磁路的分析方法与磁路的基本定律。 

3.  了解铁磁材料的基本特性。 

 

      （二）变压器 

考试内容 

变压器基本原理、等效电路、参数测定与计算、性能计算分析。 

考试要求 

1.  了解变压器的用途，结构，分类，额定值。 

  2.  理解变压器的基本原理与空载、负载分析方法。 

  3.  掌握变压器电压方程，绕组归算，等效电路，向量图，等效电路参数测定。 

  4.  掌握变压器的运行特性与性能指标。 

   

      （三）交流电机理论的共同问题   

考试内容 

交流绕组的构成、分类；交流绕组磁动势和电动势的计算与分析；三相交流绕组的联接方式与展开图。 

考试要求 

1.  掌握三相交流绕组联结方法、基本要求，及绕组短距与分布。 

2.  掌握正弦磁场下交流绕组的感应电动势计算。 

3.  掌握正弦电流下交流绕组的磁动势计算。 

 

（四）感应电动机   

考试内容 

感应电机的基本原理、基本方程、等效电路、运行性能等。 

考试要求 

1.  掌握感应电机的用途，基本类型、主要结构、额定值、运行状态、转差率等。 

2.  掌握感应电机的工作原理、磁动势和磁场。 

参考书目：《电机学》

戈宝军   梁艳萍   温

嘉斌  中国电力出版

社  2013  第二版 
 



3.  掌握感应电机的基本方程（功率方程、转矩方程）和运行性能。 

 

（五）同步电机   

考试内容 

同步电机的基本原理、基本方程、相量图、电枢反应、运行性能等。 

考试要求 

1.  掌握同步电机的基本类型、主要结构、额定值、功角和运行状态。 

2.  掌握同步电机的基本原理（空载磁场、负载磁场、电枢反应）。 

3.  掌握同步电机的基本方程（电压方程、功率方程）。 

4.  掌握同步电机的参数测定与运行性能。 

5.  掌握同步电机的并网运行条件和并网方法等。 

 

（六）直流电机 

考试内容 

直流电机的基本原理、方程和运行性能。 

考试要求 

1.  掌握直流电机的用途、主要结构部件、分类、额定值。 

2.  掌握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磁动势和磁场。 

3.  掌握直流电机电枢绕组的构成、电动势和电磁转矩方程。 

4.  掌握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的运行性能。 

 

 

 

 

 

 

 

 

 

 

 

 

 

 

 

 

 

 

 

 

 

 

 

 

 

 

 

 

 



《自动控制原理》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系统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分析和性能定量评价的能力。考生应掌握自动

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分析方法，初步具备进行电气工程中常见系统自动控制的能力。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内容比例：   

系统的数学模型   约占 20% 分 

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法 约占 35% 分 

根轨迹法  约占 20% 分 

频率特性法 约占 25% 分 

     题型比例： 

     1．单项选择题   约占20%分 

     2．绘图题       约占30%分 

     3．计算题       约占40%分 

     4．分析判断题   约占 10%分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自动控制的一般概念 

 考试内容 

     自动控制的任务；基本控制方式：开环、闭环（反馈）控制；自动控制的性能要求：稳、快、准。 

考试要求 

 1. 了解基本概念：控制、自动控制、自动控制系统、反馈控制等。 

2. 掌握开环控制与闭环控制。 

3. 了解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类型及对自动控制系统性能的基本要求。 

 

   （二）系统的数学模型 

考试内容 

建立控制系统的时域和频域数学模型；控制系统的结构图及其简化；梅森增益公式。 

考试要求 

1. 建立控制系统的时域、频域数学模型。 

 2. 掌握传递函数的概念、定义和性质。 

 3. 掌握结构图的等效变换。 

 4. 熟练应用梅森增益公式求系统的等价传递函数。 

 

   （三）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法 

考试内容 

典型的输入信号；线性系统时间响应的性能指标；一阶系统在典型输入信号下的响应；二阶系统在单位阶跃函数作用下的响应及欠阻

尼  二阶系统的性能指标计算；线性连续系统的稳定性概念、劳思稳定判据及稳态误差的计算。 

考试要求 

1. 掌握一阶系统在典型输入信号下的响应。 

2. 掌握典型二阶系统在单位阶跃函数作用下的响应。 

3. 欠阻尼情况下典型二阶系统在单位阶跃函数作用下的性能指标计算。 

4. 掌握稳定性的概念和劳思稳定判据。 

5. 能熟练计算线性系统的稳态误差。 

 

（四）根轨迹法 

考试内容 

根轨迹的相关概念；绘制根轨迹的基本规则；按根轨迹分析控制系统。 

参考书目：《自动控

制原理》 （第二版）

梅晓榕  科学出版社 

2007 



考试要求 

1. 了解根轨迹的概念。 

2. 理解根轨迹满足的幅值条件和相角条件。 

3. 掌握绘制根轨迹的基本规则。 

4. 能熟练绘制系统的根轨迹。 

5. 利用根轨迹分析系统的控制性能。 

 

（五）频率特性法 

考试内容 

频率特性的相关概念；频率特性的图形表示； Nyquist 稳定判据；控制系统的相对稳定性；频率特性与控制系统性能的关系；控

制系统设计的初步概念；PID 控制器的作用。 

考试要求 

1. 理解频率特性的概念。 

2. 了解频率特性的图形表示方式。 

3. 掌握典型环节的极坐标图和对数频率特性图。 

4. 理解最小相位系统的含义。 

5. 能熟练绘制系统的开环对数频率特性曲线。 

6. 正确理解最小相位系统的对数幅频特性曲线和开环传递函数之间的对应关系。 

7. 理解 Nyquist 稳定判据并利用其分析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8. 掌握衡量控制系统相对稳定性的性能指标。 

9. 理解频率特性与系统控制性能之间的关系。 

10. 了解补偿的作用及补偿的方法。 

11. 掌握 P控制器、PD 控制器、I控制器、PI 控制器、PID 控制器的作用。 

 

 

 

 

 

 

 

 

 

 

 

 

 

 

 

 

 

 

 

 

 

 

 

 

 

 



《电力系统分析》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考生应掌握电力系统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具备对系统正常稳态及故障时运行状态进行计算和分析的能力。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内容比例：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    约 50%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约 50% 

 

     题型比例： 

     1．简答题       约 40% 

     2．计算题       约 50% 

     3．分析论述题   约 1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电力系统的一般概念 

 考试内容 

     电力系统的组成、电力系统的特点及要求；电力系统的额定电压；电力系统负荷及负荷曲线。 

考试要求 

 1. 了解基本概念：电力系统、电力网、负荷等。 

2. 了解电力系统的特点及要求。 

3. 掌握电力系统及各元件的额定电压 

4. 了解负荷曲线的作用。 

 

   （二）电力系统各元件的等值电路及参数 

考试内容 

建立电力系统各元件的等值电路及参数。 

考试要求 

1. 了解发电机及负荷在稳态及暂态中常用的等值电路及参数。 

 2. 掌握输电线路的等值电路及参数的特点。 

 3. 掌握二绕组变压器的参数及等值电路。 

 4. 理解三绕组变压器的参数计算过程。 

  

   （三）电力系统稳态分析 

考试内容 

稳态分析计算中常用的几个概念：电压降落、电压损耗、功率损耗和输电效率；开式电网、闭式网的潮流计算；电力网的数学模

型以及潮流计算的计算机算法；无功功率平衡与电压调整；有功功率平衡与频率调整；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 

考试要求 

1. 掌握电压降落、电压损耗、功率损耗以及输电效率的物实际意义。 

2. 熟练进行开式网潮流计算。 

3. 掌握闭式网的潮流计算。 

4. 熟练建立电力网的数学模型。 

5. 掌握两种（极坐标和直角坐标下）牛顿拉夫逊法潮流计算的数学模型及修正方程的表达式。 

7. 了解无功电源的类型、特点。 

8. 掌握无功功率平衡与电压的关系、具体的调压措施。 

9. 理解有功功率平衡与频率的关系。 

10. 了解电力系统火电厂间、水火电厂间有功负荷的分配问题以及无功负荷的经济分配。 

 

参考书目：《电力系统分析》（上，

下）何仰赞  温增银华中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02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陈珩  中国电

力出版社  1995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李光琦  中国

电力出版社 1995



（四）电力系统暂态分析 

考试内容 

短路的概念；不同类型电源供电网络的三相短路电流实用计算；不对称短路时短路电流的计算；简单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分析与计

算。 

考试要求 

1. 了解电力系统短路的原因、类型和危害。 

2. 熟练计算功率无穷大电源、有限容量电源供电网络的三相短路电流的周期分量（起始次暂态电流）及冲击电流。 

3. 掌握简单电力网络的化简方法，利用短路电流曲线求取不同时刻的三相短路电流。 

4. 了解电力系统各元件序阻抗参数的特点。 

5. 利用对称分量法熟练计算不对称短路时的短路电流。 

6. 理解电力系统静态稳定、暂态稳定性的定义、提高稳定性的措施。 

7. 掌握分析判定系统稳定性的基本方法。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考查考生掌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以及利用继电保护基本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考生应全面了解继电保护的基本内容、最新技术和发展方向，理解和掌握各种电流保护、距离保护、差动保护的设计方法和应用

特点，了解自动重合闸关内容的基本原理。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题型比例： 

     1．填空题             约20% 

     2．简答题             约50% 

     3．计算题或分析题     约3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绪论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作用，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和保护装置的组成，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了解） 

   （二）电网的电流保护和方向性电流保护 

电磁型电流继电器（理解，核心）；  

电流保护（理解，核心）；  

电流保护的接线方式（理解，核心）； 

方向性电流保护的工作原理（理解，核心）。 

双侧电源网络中电流保护的整定的（理解，核心）； 

直接接地电网接地短路的零序电流及方向性保护（理解，核心）。 

非直接接地电网单相接地的零序电压电流及方向性保护（理解，核心）。  

    （三）电网的距离保护 

距离保护的作用原理（理解，核心）； 

阻抗继电器（理解，核心）。 

阻抗继电器的接线方式（理解，核心）； 

距离保护的整定计算原则及对距离保护的评价（理解，核心）。 

影响距离保护正确工作的因素及防止方法（理解，核心）； 

（四）输电线纵联保护 

输电线纵联差动保护（理解，核心）； 

输电线的高频保护（理解，核心）； 

（五）自动重合闸 

自动重合闸的作用及其基本要求（了解，核心）。 

自动重合闸的方式选择和动作时限选择（理解，核心）。 

自动重合闸与继电保护的配合（理解，核心）。 

 

 

参考书目：《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原理》贺家李主编 中国电力

出版社 



《电介质物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考生应掌握电介质在电场作用下发生的极化、损耗、电导和击穿的基本物理过程，掌握由上述物理过程所决定的四大宏观电

气参数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二、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内容比例：   

电介质的微观结构    约 15%  

电介质的极化    约 20% 

电介质的损耗  约 25% 

电介质的电导  约 20% 

电介质的基传  约 20% 

 

     题型比例： 

1、 名词解释及填空题  约 25% 

2、 简答题       约 40% 

3、 分析论述题   约 25% 

4、 计算题       约 1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电介质的微观结构 

 考试内容 

     玻尔古典量子论、量子力学概论、统计力学概论及固体能带理论的基础知识。 

考试要求 

1. 了解基本概念：玻尔假设、氢原子结构及相关参数、四个量子数等； 

2. 了解化学键的概念、泡利不相容原理、最小能量原理、洪特规则的； 

3. 掌握量子力学基本假设、波函数的物理概念及薛定锷方程等； 

4. 掌握三种统计规律及各自适用的范围、费米能级的概念等； 

5. 了解电子共有化运动的概念、能带形成及结构特点。 

 

   （二）电介质的极化 

考试内容 

五种极化的微观机理及相关的宏观、微观参数。 

考试要求 

1. 了解电介质的分类及特点； 

2. 掌握电子位移极化、离子位移极化、偶极子转向极化的微观机理及相关参数的表达式及特点、规律； 

3. 了解界面极化和热离子极化的机理及特点； 

4. 掌握内电场的概念及莫索蒂内电场模型，了解不同电介质中内电场各分量的组成及物理意义。 

 

   （三）电介质的损耗 

考试内容 

电介质损耗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不同电介质中损耗各分量的组成；温度、频率等对介质损耗的影响。 

考试要求 

1. 掌握电介质损耗产生的原因及表征参数； 

2. 掌握不同介质材料中介质损耗的特点及变化规律； 

3. 掌握介质损耗的影响因素、变化规律等； 

4. 了解松弛时间分布的概念及复介电常数的概念等； 

5. 了解光频极化的特点、色散、介质吸收的概念等。 

 

参考书目：《电介质物理》金

维芳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5 

 



（四）电介质的电导 

考试内容 

电介质电导的宏观、微观参数；不同载流子电导的物理机制；不同电介质材料中电导的特点及规律。 

考试要求 

1. 了解电介质电导分类的特点和规律； 

2. 掌握气体电介质离子电导的模型及 j-E 曲线的规律、物理含义； 

3. 掌握液体电介质离子电导的势垒模型及电导率变化规律、影响因素等； 

4. 掌握固体电介质电子电导的肖特基模型及特点； 

5. 了解普尔-弗兰凯尔效应及隧道效应等。 

（五）电介质的击穿 

考试内容 

电介质击穿的宏观、微观参数；不同击穿类型的特点及规律。 

考试要求 

1. 了解电介质击穿的类型及相关特点和规律； 

2. 掌握气体放电的碰撞电离理论； 

3. 了解气体放电的流注理论、不均匀电场击穿德空间电荷效应等； 

4. 了解液体电介质击穿的特点、影响因素及气桥理论、水桥理论等； 

5. 掌握固体电介质击穿的单电子近似理论和集合电子近似理论模型及特点； 

6. 掌握不均匀电介质的击穿规律，并能够运用其进行分析、计算。 

 

《电气绝缘测试技术》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对描述绝缘材料与绝缘结构基本性能参数的定义、影响因素、每一参数的测试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以

及考核考生对影响测试结果的可能因素及消除测试误差的措施了解程度。考生应掌握绝缘电阻（率）、相对介电常数、损耗因数、

击穿强度和局部放电的定义、影响因素、每一参数的测试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初步具备进行工程实际测量的能力。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内容比例：   

电气绝缘测试技术    约 100% 

     题型比例： 

1．填空题       约30% 

2．简答题       约40% 

3．论述题       约3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绝缘电阻（率）的测量 

 考试内容 

绝缘电阻、体积绝缘电阻率、表面绝缘电阻率的定义和影响因素；绝缘电阻测试测试基本原理；绝缘电阻测试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技

术措施。 

考试要求 

 1. 掌握绝缘电阻、体积绝缘电阻率、表面绝缘电阻率的定义； 

          2.  了解绝缘电阻、体积绝缘电阻率、表面绝缘电阻率的影响因素及影响规律。 

     3.掌握三电极系统的优点以及电极材料选用的原则。 

     4. 了解绝缘电阻测试的直接法、比较法和充放电法的基本原理、优缺点、使用场合。 

    5. 掌握高阻计法的测量原理，影响因素和消除措施。 

 

   （二）相对介电常数与损耗因数的测量 

考试内容 

绝相对介电常数、损耗因数的定义和影响因素；电容与损耗因数测试测试基本原理；电容与损耗因数测试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技术措

 

参考书目：   《电气绝缘测

试技术》（第三版）邱昌荣 曹

晓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施。 

考试要求 

 1. 掌握相对介电常数与损耗因数的定义； 

          2.  了解相对介电常数与损耗因数的影响因素及影响规律。 

     3.掌握一般西林电桥的原理图、读数公式的推导，以及一般西林电桥存在的不足。 

     4. 掌握高精密西林电桥采取的技术措施。 

     5. 了解大电容西林电桥、反接西林电桥和对角线接地西林电桥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 

     6. 了解变压器比例臂电桥的工作原理。 

     7. 掌握工频高压和高频低压相对介电常数与损耗因数测试技术的不同。 

 

   （三）介电强度试验 

考试内容 

击穿试验、耐压试验、介电强度的定义和影响介电强度因素；工频、直流和冲击电压发生器的工作原理；工频、直流和冲击高电

压的测量方法 

考试要求 

 1. 掌握介电强度的定义； 

          2.  了解影响介电强度的因素及影响规律。 

     3.掌握工频、直流和冲击电压发生器的工作原理。 

  4. 掌握工频、直流和冲击高电压的测量方法。 

     5. 了解工频、直流和冲击三种形式高电压试验的基本过程和相关注意事项。 

 （四）局部放电测试 

考试内容 

局部放电定义、等效电路、表征参数以及影响局部放电的因素；局部放电测量中脉冲电流法测量及系统校正原理；局部放电测试

技术 

考试要求 

 1. 掌握局部放电的定义、等效电路、表征参数； 

          2.  了解工频、直流和冲击高电压下局部放电的物理过程。 

     3.了解影响局部放电的因素及影响规律。 

  4. 掌握脉冲电流法-直接法的工作原理、系统标定方法。 

     5. 了解局部放电电气测量和非电气测量方法及其使用范围。 

          6.  掌握局部放电测试技术，即掌握局部放电的干扰种类、判别方法和消除措施等。 

 

（五）老化试验 

考试内容 

电老化定律、热老化寿命方程；老化试验的形式、老化试验设计原则。 

考试要求 

 1. 掌握电老化定律； 

  2.  了解电老化的种类和机理。 

 3.了解电老化试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4. 掌握热老化寿命方程。 

 5. 了解热老化试验温度水平选择的原则。 

 

 

 

 

 

 

 

 



《电力电子技术》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分析电能变换电路的能力。考生应全面了解电力电子技术的基本内

容、最新技术和发展方向，理解晶闸管、可关断晶闸管、电力场效应晶体管和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等的开关原理、工作特性和电气

参数，掌握单\三相整流电路、有源逆变电路、无源逆变电路、直流和交流变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波形分析和定量计算等，掌握

PWM 控制技术和软开关技术的基本原理。 

二、 试卷结构  （满分 50 分） 

     题型比例： 

     1．单项选择或填空题   约20% 

     2．简答题             约20% 

     3．计算题             约20% 

     4．分析题             约 20% 

     5．综合题             约 2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绪论 

电力电子技术概念、发展史及其应用（了解） 

   （二）电力电子器件 

电力电子器件概述（了解，核心） 

二极管、普通晶闸管及典型全控器件的原理、特性（理解，核心） 

功率集成电路与集成电力电子模块（了解，核心） 

    （三）整流电路 

单相、三相可控整流电路（理解，核心） 

变压器漏感对整流电路的影响（理解，核心） 

电容滤波的不可控整流电路（理解，核心） 

整流电路的谐波和功率因数（理解，核心） 

整流电路的有源逆变工作状态（理解，核心） 

相控电路的驱动控制（了解，核心） 

 （四）逆变电路 

换流方式（了解，核心） 

电压型、电流型逆变电路（理解，核心） 

（五）直流-直流变流电路 

  基本斩波电路（了解，核心） 

复合斩波（理解，核心） 

带隔离的直流‐直流变流电路（理解，核心） 

 （六）交—交变流电路 

  交流电力控制电路（了解，核心） 

交—交变频电路及相关问题（了解，核心） 

矩阵式变频电路（了解，核心） 

 （七）PWM 控制技术 

   PWM 控制的基本原理（了解，核心） 

PWM 逆变电路、整流电路及它们的控制方法（理解，核心） 

  PWM 跟踪控制技术（理解，核心） 

（八）软开关技术 

      软开关的基本概念及典型软开关电路（了解，核心） 

（九）电力电子器件应用的共性问题 

电力电子器件的驱动电路和保护电路（了解，核心） 

            电力电子器件的串联和并联使用（了解，核心） 

 

 

 

 

参考书目：  《电力电子技术》

（第 5 版）王兆安 李进军 机械

工业出版社 2009 

 



《电气测量》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电气测量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对测试误差分析和数据处理的能力。考生应掌握电气量、磁测量、非电

量电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初步具备解决电气工程领域涉及到的各类电气测量问题的能力。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分） 

内容比例： 

测量误差的综合与分配约占 10% 

模拟指示电测仪表及比较式仪表约占 20 % 

数字化测量技术约占 30 % 

非电量电测量技术约占 30 % 

磁性测量约占 10 % 

题型比例： 

1．单项选择题   约占10 % 

2．填空题       约占20 % 

3．计算题       约占30 % 

4．分析论述题   约占 40 %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测量误差的综合与分配 

考试内容 

测量与测量单位的概念；电学基准与电学量具；测量误差的概念与分类；函数绝对误差、相对误差的定义；随机和系统误差的综合；

测量按照算术或几何综合时的误差分配。 

考试要求 

 1. 了解基本概念：测量、单位、基本单位、导出单位、电学自然基准、实物基准、相对误差、基准误差等概念。 

2. 掌握函数绝对误差、相对误差的定义。 

3. 掌握测量误差的综合（随机误差的综合、系统误差的综合）、测量误差的分配（按照算术综合时的误差分配、按照几何综合

时的误差分配）计算方法。 

 

（二）模拟指示电测仪表及比较式仪表 

考试内容 

磁电系电流表、电压表、欧姆表、万用表；电磁系测量机构及电磁系电流、电压表；电动系测量机构及电动系电流、电压表和功

率表；直流电位差计；交直流电桥。 

考试要求 

1. 区分磁电系、电磁系和电动系仪表的特点、适用范围。 

 2. 掌握磁电系电流表、电压表、欧姆表原理与计算。 

 3. 掌握电磁系电流表、电压表原理与计算。 

 4. 掌握功率表和兆欧表原理、接线方式。 

 5. 熟练掌握交直流电桥分类、原理与相关分析计算。 

 

（三）数字化测量技术 

考试内容 

A/D、D/A 转换器原理和类型；频率、周期、相位的数字化测量；电压、电阻、电容和功率的数字化测量；数字电压表的误差及

抗干扰措施；数据采集系统组成与功能。 

考试要求 

1. 掌握 A/D、D/A 转换器基本原理、技术指标。 

2. 掌握权电阻型 D/A 转换器、T 型电阻网络 D/A 转换器的电路原理与应用。 

3. 掌握逐次比较式 A/D 转换器的电路原理与应用，并与 V-F 型 A/D 转换器、双积分型 A/D 转换器进行特点与适用范围比较。 

4. 熟悉频率、周期的数字化测量，掌握相位的数字化测量方法。 

参考书目： 《电气测量》陶时

澍  主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5. 熟悉电阻、电容和功率的数字化测量，掌握交流电压的数字化测量方法。 

6. 掌握串模干扰、共模干扰及其抑制措施。 

 

（四）非电量电测技术 

考试内容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及部分基础效应；传感器的信号调理技术；温度测量；运动量的测量；力的测量。 

考试要求 

1. 掌握传感器的静态特性、电阻应变效应、压电效应、霍尔效应基本原理。 

2. 掌握传感器常用接口电路、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设计计算，熟悉测量系统噪声及抑制措施。 

3. 掌握热电阻测量电路、接线方式，熟悉热电偶应用原则。 

4.掌握电阻式电位器测位移的原理。 

5. 熟悉电阻应变片在力测量方面的应用。 

 

（四）磁性测量 

考试内容 

空间磁场、磁通的测量；磁性材料直流磁特性的测量；磁性材料交流磁特性的测量。 

考试要求 

1. 熟悉感应法测量交流磁场的原理、冲击法测量直流磁场的原理。 

2. 熟悉冲击法测量环状样品的磁特性。 

3. 掌握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磁滞回线的工作原理。 

4. 熟悉电阻法测量动态磁化曲线的工作原理、爱泼斯坦方圈铁损测量原理。 

 

 

 

 

 

 

 

 

 

 

 

 

 

 

 

 

 

 

 

 

 

 

 

 

 

 

 

 



《信息论基础》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信息论基础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应用信息论基本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生应全面了解信

息论基础的基本内容、最新技术和发展方向，理解单符号离散信源、单符号离散信道、离散信道的信道容量、离散序列信源、

离散序列信信道、无失真信源编码和有噪信道编码等相关内容的基本原理。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题型比例： 

     1．选择题             约20% 
     2．名词解释           约20% 
     3．简答题             约20% 
     4．计算题             约4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绪论 

信息与信息科学,通信系统的基本模型,信息论发展史,信息论的应用（了解） 

   （二）信源与信息熵 

信源的描述与分类（了解，核心） 

自信息量和互信息（了解，核心） 

信息熵（理解，核心） 

信源熵的性质（了解，核心） 

数据处理中信息的变化（了解，核心） 

  离散信源的最大熵定理（了解，核心） 

离散无记忆信源的扩展信源（理解，核心） 

离散平稳信源（理解，核心） 

马尔可夫信源（理解，核心） 

信源的冗余度（理解，核心） 

    （三）信道与信道容量 

信道的基本概念（理解，核心）  

信道的数学模型（理解，核心） 

信道容量（理解，核心）  

离散单个符号信道及其容量   （理解，核心）  

离散序列信道及其容量（了解）  

连续信道及其容量（了解）  

多输入多输出信道及其容量（了解）  

信源与信道的匹配（理解，核心）  

（四）信息率失真函数 

信息率失真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了解，核心） 

失真函数和平均失真（了解） 

信息率失真函数及其性质（理解，核心） 

信息率失真函数与信道容量（理解，核心） 

离散信源和连续信源额 R(D)（了解） 

（五）信源编码 

编码的概念（理解，核心） 

定长码和变长信源编码定理（理解，核心） 

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了解，核心） 

哈夫曼编码（理解，核心） 

算术编码（理解，核心） 

LZ 编码和游程编码（了解，核心） 

（六）信道编码 

有扰离散信道的编码定理（理解，核心） 

纠错编译码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理解，核心） 

线性分组码（理解，核心） 

卷积码（了解，核心） 

 

 

参考书目： 《信息论与编码》

（第 3版）曹雪虹、张宗橙主编    清

华大学出版社 

 



《高频电子技术》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对通信系统高频电子线路中各单元电路的组成以及工作原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高频电子线路性能的分析能力。考

生应掌握高频小信号放大器、高频功率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振幅调制与解调、角度调制与解调以及变频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分

析方法，初步具备能够设计和运用各种高频电子线路的能力。 

 

二、试卷结构（满分 50 分） 

内容比例：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高频功率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约占20 ~25% 

振幅调制与解调电路、角度调制与解调电路、变频电路约占25~30 % 

 

题型比例： 

1．填空题或选择题约10分 

2．计算题  约40分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高频小信号放大器 

考试内容 

高频电路的基础知识；晶体管高频小信号等效电路；晶体管谐振放大器；小信号谐振放大器的稳定性 

考试要求 

1. 掌握并联谐振回路的主要性能及计算：谐振条件与谐振曲线，通频带，Q 值等。 

2. 掌握串并联谐振回路的阻抗互换与抽头的阻抗变换的计算。 

3. 理解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技术指标。 

4. 掌握单调谐回路谐振放大器的增益、通频带与选择性等主要技术指标的计算。 

（二）高频功率放大器 

考试内容 

丙类高频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丙类高频功率放大器的折线分析法；丙类高频功率放大电路 

考试要求 

1. 理解高频功率放大器的电路组成以及工作原理。 

2. 掌握高频功率放大器的折线近似分析法。 

3. 掌握高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与效率的计算。 

4. 理解高频功率放大器的动态特性与负载特性。 

（三）正弦波振荡器 

考试内容 

反馈型 LC 振荡原理；反馈型 LC 振荡电路；高稳定的 LC 振荡器 

考试要求 

     1.理解反馈型 LC 振荡的工作原理。 

     2.掌握振荡器的起振与平衡条件。 

（四）振幅调制与解调电路 

考试内容 

低电平调幅电路；高电平调幅电路；单边带信号的产生；包络检波电路；同步检波器 

考试要求 

1. 掌握幅度调制的基本原理，包括普通调幅、双边带调幅、单边带调幅。 

     2. 理解低电平调幅电路及高电平调幅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3. 掌握调幅波的数学表达式、波形、频谱宽度、功率分配等基本性质的分析与计算。 

4. 掌握二极管大信号包络检波电路的电路组成、工作原理以及技术指标的计算。 

     5. 掌握同步检波的工作原理与计算。 

 

参考书目： 《高频电子线路》

阳昌汉主编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

社 

 



 

（五）角度调制与解调电路 

考试内容 

调角波的基本特性；频率调制电路；调频信号解调电路 

考试要求 

1. 掌握调角波的原理。 

2. 掌握调角波的数学表达式、波形、频谱、带宽等基本性质的分析与计算。 

3. 掌握变容二极管调频的工作原理。 

4. 理解相位鉴频器以及比例鉴频器的工作原理。 

5. 掌握鉴频的计算。 

（六）变频电路 

考试内容 

晶体三极管混频器；二极管混频电路；混频器的干扰与失真 

考试要求 

     1. 理解混频器的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2. 理解混频器中的各种干扰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单片机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对单片机设计和应用的能力。考生应掌握单片机硬件结构组成基本原理，

掌握单片机基本指令及软件编程方法，掌握单片机的扩展应用方法。 

二、 试卷结构（满分 50分） 

内容比例：   

单片机原理基础知识        约 60% 

设计及编程                        约 40% 

     题型比例： 

     1．简答题             约60% 

     2．编程及设计题       约40%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考试内容 

单片机的特点及概念；80C51 的基本结构和应用模式；80C51 的指令系统和编程；80C51 的中断系统和定时/计数器 

考试要求 

 1. 了解单片机的基本概念：掌握 80C51 的结构和和原理等。 

2. 掌握 80C51 的程序设计 

3. 掌握 80C51 的定时器的应用设计及编程方法 

4、了解 80C51 的应用系统设计方法 

 

参考书目： 《单片机原理与应

用及 C51程序设计》（第三版）      谢

维成  杨加国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