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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与信号大小有关

C。仅与外接电阻有关

A。 电压控制电压

C。电压控制电流

A。 正离子

C。 空穴

中国航天科研机构

2019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电子技术基础试题 (满分 150分 )

(本试题的答案必须全部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及草稿纸上无效 )

(试卷共 6页 )

(-)模拟电路部分 (75分 )

一、(20分,每小题 2分 )单选题

1、 理想运放作放大信号使用时,其电压增益 烁 的值 ( )

罗十 ∵̄ 2耙想宝稷冒两成的屯路如题氵图所禾 ∵黼茁甯压珥宽灾△肀→
ˉ^^

A。 -8Ⅴ

B。 -5V

C。 -3V

D。 +5Ⅴ

3、 三极管β值是反映以下哪种参数的控制能力(  》

B。与信号极性有关

D。与运放型号有关

B。 电流控制电流

D。 电流控制电压

B。 负离子

D。 自由电子

4、 N型杂质半导体中,多数载流子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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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压串联负反馈

C。 电流串联负反馈

A。 Au产0,Rid=o

C。 Au疒0,RiF∞

A。 正向导通状态

C。 反向击穿状态

5、 集成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时,电路反馈形式应为 (  )

6、 理想运放 的开环 电压放大倍数 榀 和差模输入 电阻 ‰ 分别为

(       )

B。 电压并联负反馈

D。 电流并联负反馈

B。 Aj产∞,Rid=0

D。 Aud=∞ ,Rid=∞

B。 反向截止状态

D。 正向击穿状态

7、 当三极管工作于饱和状态时,其两个 PN结的状态是 (  )

A。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B。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C。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D。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8、 下列基本放大电路中,电压和电流放大倍数都大于 1的是 ( )

A共 发射极放大电路
~~~^ˉ E`芙基极放犬蓖路

C。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D。 共源极放大电路

9、 稳压二极管正常工作时的状态是 (  )

10、  能将矩形波转变成三角波的运算电路为(  )

A。 比例运算电路      B。 微分运算电路

C。 积分运算电路      D。 加法运算电路

二、 (10分)电路如图 1所示,已知稳压二极管 D的稳压值 ‰歹亻/,

Izcm拟)=5tlmA,圪 (耐⑴=3mA∴ 输入电的变化范围为 5.3V诵。4Ⅴ。求能使



o091D2018000000075376400-三 马习叉￡疋-日 0冒岔-1129-3/6-1

稳压管正常工作的 R1的取值范围。

R1

图。1∶

三、(18分 )放大电路如图 2所示Ⅱ已知三极管 Q的 V:四=0。 ”V,β

=sO,气 D`=300Ω ,‰ 可忽略。

R2
0000

画出直流通路       ∵

画出交流通路    ∷

画出交流小信号等效电路

试估算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I:Q,IcQ,ⅤcEQ。

蝓
∷
娩 睑虬,∵

∵角鞭娩魑|盹∴Ⅱ̄ ∷ ∵

电庆放大倍数Ai∶   Ⅱ ∷∷∷

弘 Ⅰ

(1)

(2)

(3)∷

(4)

∷t夯∷∷

(6)

图 2

四、(12分 )电路如图
:3所

示。已知主极管Q1的~:EQ=0.6Ⅴ ,

ⅤBEQ=ˉ0.6V,且它们的β趋于无穷大,使得其基极电流为 0。

Vcc〓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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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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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通过电阻∷R3∶ 的电流∷Iβ。

《2∷》∷计算Q⒈ 的集∷电极∷电流0∷

(j)∷计箅∷电底∷
vO∷的值r∷ ∷∷

R1
15K

∶∷1f

电压VO。 已知电阻Ⅱ=1000,″ ~睁 |l吖%邸△邺苄饕 ∷r∶

来拌电阻∷豇
:上

的电流为40Ⅱ

^∷

时Ⅱ求瞧 ∷嗨巍絷螂娜簸

黪
当流过

畲车∷0∷

氵∷||i|∷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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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电路部分 (75分 )

六、数字逻辑基础 (共 20分 ) '

(1)将 16进制数σB纷H转换为十进制数和二进制数

(2)用代数法化简函数“+θ +(/+0+(/B)(/助   ′

(3)列 出函数
y=/B+/c+BC的 真值表

(4)用卡诺图化简 P【厶鸟GDJ=】D色气⒎1α 1轧 1匀

七、(10分 )分析图 5所示电路,写出L,G,M的 逻辑表达式,列

真值表并分析功能。    ∶

图 5

八、(10分 )某重点实验室可供 A、 B、 C、 D四个单位使用,但每次

只能有一个单位用。四个单位使用实验室的优先顺序是:A最高,B

次之,C再次,D优先级最低。试对四个单位使用实验室的情况进行

编码 (YlYO为 00、 01、 10、 H时分别表示 A、 B、 C、 0使用 )。

(1)列出真值表

(2)写出表达式并化为最简与非形式

(3)画出用与非门实现的电路图

九、 (15分 )根据图 6所示电路,写 出输出 T触发器 Q的状态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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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并根据 A、 宝(C波形:

∶  ∷Ⅱ∷∷∷∷∷∶∷∷∷ ∵ ∶图:-∷  ∷∷△∷|∶ ∴∷∷∶i∴Ⅱ∷∷Ⅱ∷∷∷∶∷∷

十、(20分 )分析图
∷
∶7(o电路。设初始时 Q,QlQo∷轴 Ⅱ∷橱蛐 酌

∷波形如图灭-)。
  ^i∷   ∴̌ ∶

∷(1)写出QzQIQo的状态方程;

Ι⊥∶
=-妊
           1∶   垂0挂   二

(3)画 出Q2QlQo的时序波形图 (画满8个脉冲〉;       ∷∷

(4)说明三组彩灯点亮的过程。

亻 叮 叮 盯 U凵T凵△ T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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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