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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電晶體之交流分析

實習一共射極放大電圖

技能活動

實習二共集極放大電圖

技能活動

實習三共基極放大電圖

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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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 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
1.實體圖

2.電路圖

3.等效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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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 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
4.求模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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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實習一 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共射極放大電路
5.完成交流模型

6.套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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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

圖6-6共射極放大器 (a)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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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

圖6-7 三種狀況的電腦模擬結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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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

圖6-7 三種狀況的電腦模擬結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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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

圖6-8 (a)直流偏壓電路

(b)

圖6-9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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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直直直、、、、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直直直直、、、、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

圖6-14 (a)電路圖 圖6-16 (a)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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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直直直、、、、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直直直直、、、、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

圖6-14 (a)電路圖 圖6-16 (a)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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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直直直、、、、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直直直直、、、、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

圖6-17 (a)電腦模擬圖（模擬軟體中的單位 U=µ = 10-6） (b)示波器顯示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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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

圖6-22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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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直流分析

圖6-23 直流偏壓等效電路 圖6-24 電腦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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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

圖6-25 (a)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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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交流分析

圖6-26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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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實習電子學實習IIII

第七章串級放大電路

實習四 RC耦合串級放大電路

技能活動

實習五 共集極放大電圖

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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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RC RC 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22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

圖7-4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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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RC RC 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22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

圖7-5 電腦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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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單獨一級放大電路的電壓增益

圖7-6 (a)電路圖 (b)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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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RC RC 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22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

圖7-7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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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RC RC 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耦合22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級串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

圖7-8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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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22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

圖7-13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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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22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級串接的直流分析

圖7-14 電腦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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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單獨第一級的電壓增益

圖7-15 電路圖及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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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22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

圖7-16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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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直接耦合22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級串接的電壓增益

圖7-17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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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場效電晶體之特性

實習六 接面場效電晶體（JPET）的基本認識

技能活動

實習七 共源極放大電路

技能活動

實習八 共汲極與共閘極放大電路

技能活動

實習九 金氧半場效電晶體的認識

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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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JFETJFET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

圖8-6 (a)接腳測量圖 (b)N通道JFET之直流等效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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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JFETJFET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

圖8-7 N通道JFET之閘極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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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JFETJFET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

圖8-8(a)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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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JFETJFET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

圖8-8(b) 轉移特性曲線 圖8-9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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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JFETJFET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輸出特性曲線

圖8-1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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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JFETJFET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閘極接腳以及類型的判斷

圖 8-11 (a)電腦模擬圖 圖 8-12 (a)電腦模擬圖 圖8-13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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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

圖8-21 (a)源極自給偏壓電路圖 (b)直流偏壓等效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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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源極自給偏壓電路

圖8-22 (a)狀況1的電腦模擬結果 (b)狀況2的電腦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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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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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24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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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25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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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28 (a)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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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汲極小信號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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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31 (a)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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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共閘極小信號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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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EE--MOSFETMOSFET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

圖8-43 ﹝⊕→G，Θ→S﹞的接線測試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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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8-44 汲極與源極之間開路的測試

EE--MOSFETMOSFET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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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8-45 (a)步驟3建立n通道 (b)步驟4D-S 之間導通

EE--MOSFETMOSFET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接腳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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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EE--MOSFETMOSFET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轉移特性曲線

圖8-46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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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臨界電壓的測量

圖8-47 IRF830的規格及轉移特性曲線



22

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轉移特性曲線的繪製

圖8-48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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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分壓偏壓電路

圖8-49 (a)分壓偏壓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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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51 (a)直流偏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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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51 (a)直流偏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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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共源極小信號放大器

圖8-52 (a)電腦模擬圖



C17810

電子學實習電子學實習IIII

第九章運算放大器
實習十 反相與非反相放大器

技能活動

實習十一負回授電路

技能活動

實習十二加法器與減法器電路
技能活動

實習十三 比較器

技能活動



2

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 IC 741IC 741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運算放大器

圖9-3 IC 741元件的接腳圖



3

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OP OP AmpAmp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

圖9-9(a)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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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OP OP AmpAmp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

圖9-9(b) 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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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OP OP AmpAmp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好壞的判斷（（（（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電壓隨耦器））））））））

圖9-10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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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

圖9-11 電路圖（實體接線圖請參考圖9-1(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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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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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

圖9-13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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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圖9-15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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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圖9-15 電路圖 圖9-17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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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

圖9-23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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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電壓串聯負回授（（（（（（（（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非反相放大器））））））））

圖9-24 電腦模擬圖 (a) = 500Hz (b) = 9.9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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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圖9-26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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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圖 9-27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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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電壓並聯負回授（（（（（（（（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圖9-32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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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

圖9-37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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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減法電路

圖9-39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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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

圖9-46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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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非反相及反相比較器

圖9-48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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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

圖9-5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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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正參考電壓之比較器

圖9-53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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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

圖9-56 電路圖

圖9-57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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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加負參考電壓之比較器

圖9-59 電路圖 圖9-60 (a)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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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實習電子學實習IIII

第十章基本震盪電路應用
實習十四 正弦波振盪器

技能活動

實習十五 施密特觸發電路

技能活動

實習十六 無穩態多諧振盪器

技能活動

實習十七 單穩態多諧振盪器

技能活動



2

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 RC RC 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

圖10-1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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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超前型 RC RC 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相移振盪器

圖10-11 (a)電腦模擬圖

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4

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

圖10-12 電路圖

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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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韋恩電橋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6

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石英晶體振盪器

圖10-15 電路圖

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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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23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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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9

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反相施密特觸發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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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29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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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12

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非反相施密特觸發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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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4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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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43 電路圖

飽和區直流工作點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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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無穩態多諧振盪

圖10-44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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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電晶體式無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閃爍燈

圖10-46 電路圖



17

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5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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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雙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52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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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53 電路圖



20

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運算放大器式單穩態多諧振盪器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技能活動

圖10-55 電路圖

定時器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