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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電子學(II)期中考  

2003/4/16 10:10 AM 
中興大學物理系 孫允武 

注意事項： 

1. 總分 170分，試題共 6頁。 

2. 選擇題請在附於答案卷第一頁之表格內作答，並在表格上標示處寫上你的名字。 

3. 請依題次作答並標明題次。 

4. 解題所需之電路圖請清楚畫在答案紙上，並標明你所使用之符號。 

5. CLOSE BOOK!! 

6. 時間 110分鐘。 

7. BJT放大器常用公式 gm rπ=β 

 

 

 

 

 

 

8. BJT常用公式 

 

 

 

 

9. MOSFET之公式： 

ID=k(VGS-VT)2/2; ID=k(VGS-VT-VDS/2)VDS。k=(W/L)Cox'µ=(W/L)k'。 

[ ]psubsSptt VVV φφγ 220 −++= −  （for NMOS）, oxASi CqN ′= εγ 2  

 

10. VT=25 mV for B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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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請選擇適當的答案，可能不只一個，一題 3分，共 90分。若你覺
得無適當的答案則寫 O）： 

甲、下面有三種放大器，所用的 BJT元件參數均相同，β=100，VA=100V，偏壓
電流 IC=1mA，Rs=1kΩ，RC= RL=10kΩ，VCC=VEE=15V，回答下面問題。VT用 25mV。 

 
    (I)                     (II)                  (III) 
1. 何者是共基極放大器？ 
(A) (I) (B) (II) (C) (III) (D)以上皆非 
2. 何者之電壓增益是正的？ 
(A) (I) (B) (II) (C) (III) (D)以上皆非 
3. 何者之電壓增益的值（不考慮符號）最大？ 
(A) (I) (B) (II) (C) (III) (D)以上皆非 
4. 上題中所述之最大電壓增益值（不考慮符號）為： 

(A) 40 (B) 400 (C) 100 (D) 286 (E) 186 
5. 何者之 Ro最小？ 
(A) (I) (B) (II) (C) (III) (D)以上皆非 
6. 上題中所述之最小 Ro為： 

(A) 35Ω (B) 25Ω (C) 10Ω (D) 1kΩ (E) 10kΩ 
7. 何者之 Ri最大？ 
(A) (I) (B) (II) (C) (III) (D)以上皆非 
8. 上題中所述之最大 Ri約為： 

(A) 500kΩ (B) 101kΩ (C) 1MΩ (D) 2.5kΩ (E) 12.5kΩ 
9. 最小的 Ri為 

(A) 35Ω (B) 25Ω (C) 10Ω (D) 1kΩ (E) 10kΩ 
 
乙、A particular small-geometry BJT has fT of 5 GHz and Cµ=0.1 pF when operated at 

IC=0.5 mA. β=150. 
10. What is Cπ？ 
(A) 0.1 pF (B) 0.64 pF (C) 0.54 pF (D) 0.24 pF (E) 以上皆非 
11. What is gm？ 
(A) 10 mA/V (B) 5 mA/V (C) 40 mA/V (D) 20 mA/V (E)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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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hat is rπ? 
(A) 7.5 kΩ (B) 15 kΩ (C) 5 kΩ (D) 2.5 kΩ (E) 以上皆非 

13. What is fβ? 
(A) 5 GHz (B) 750 GHz (C) 333 MHz (D) 33.3 MHz (E) 以上皆非 

 
丙、回答下面有關MOSFET的問題 
14. 有關一般 n-MOSFET的描述何者正確？ 
(A) 源極是由 n+型半導體構成； 
(B) 汲極是由 p+型半導體構成； 
(C) 基板是由 p型半導體構成； 
(D) VGS>VT，通道才會形成； 
(E) VGS<VT，通道才會形成。 
15. 續上題，n-MOSFET偏壓在恆流區（飽和區）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通道中導電的載子是電洞； 
(B) 靠近源極的通道電洞密度很小； 
(C) 外部電路電流由源極進入電晶體； 
(D) 外部電路電流由汲極進入電晶體； 
(E) 通道中的電流是由源極流向汲極。 
16. 現有一 n-MOSFET，Vt=-1V，源極接地，下列哪些汲極電壓(VD)和閘極電壓
(VG)可使電晶體偏壓在飽和區？ 
(A) VD=2V, VG=2V； 
(B) VD=5V, VG=-2V； 
(C) VD=5V, VG=0V； 
(D) VD=1V, VG=2V； 
(E) VD=-1V, VG=-0.5V。 
17. 一增強型(enhancement) n-MOSFET製程中閘極氧化層厚度 tox減小，其他製

程參數(如摻雜濃度等)不變，則元件參數 k、Vt及γ各如何改變？ 
(A) 變大、變大、變大 
(B) 變小、變大、變大  
(C) 變大、變小、變小 
(D) 不變、變小、變小  
(E) 變小、變大、變小。 

18. 一般我們所說 0.13µm 的MOS技術，其中的 0.13µm是指 
(A) 閘極氧化層厚度 
(B) 源極和汲極的深度  
(C) 閘極的長度 
(D) MOS電晶體的寬度  
(E) 導電載體的平均自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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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當一個 n-MOS偏壓在飽和區時，在下列哪一區導電電子的電位能最低？ 
(A) 氧化層中 (B) 通道中心點 (C) 源極 (D) 汲極 (E) 基板本體 

20. 一 p-MOSFET，k'p(W/L)=80 µA/V2，Vt=-1.5V，λ=-0.02V-1，閘極接地，源極

接到 5V，在下列不同υD偏壓下，何者所列之源極電流 iD為正確？ 
(A) υD=4V時 iD=240 µA； (B) υD=1.5V時 iD=1.04mA； 
(C) υD=0V時 iD=539 µA；(D) υD=-5V iD=488mA； 
(E) 以上皆非。 
21. 右圖為四個MOSFET的轉換曲線，何者
為 p-MOSFET? 
(A) I (B) II (C) III (D) IV (E) 以上皆非 
22. 續上題，何者為空乏型的MOSFET？ 
(A) I (B) II (C) III (D) IV (E) 以上皆非 

 
 
 
 
 
丁、根據右圖一簡易的數位電路，回答下面

問題 
23. 如果輸入一個為 1(5V)，另一個為
0(0.2V)，則輸出為 
(A) 5V (B) 2.5V (C) 0.2V (D) –5V (E) 以上
皆非 
24. 此電路可用作正邏輯的 

(A) AND gate (B) NAND (NOT AND) gate 
(C) OR gate (D) NOR (NOT OR) gate (E) 以
上皆非 

 
戊、回答下列有關 pnp電晶體的問題。 
25. 兩電晶體除基極寬度外，其他參數如摻雜濃度均相同，則基極寬度較寬者較
基極寬度較窄者 

(A)有較大的α  (B)有較小的β  (C)有較大的τt 
(D)有較大的 VA (Early Voltage) (E)以上皆非 
26. 溫度上升時，電晶體參數的變化何者正確？ 

(A) β變大(B) β變小(C) α變大(D) α變小(E) 以上皆非 
27. 若 IC固定在 1mA，當溫度升高時，VEB會 
(A) 變大(B) 變小(C)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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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如右圖電路，假設 Q1和 Q2的β均
為無限大，回答下面問題 
28. 下列有關各節點的電壓值何者正
確？ 

(A)V1=0.7V (B) V2=0.7V (C) V3=-0.7V 
(D) V4=-1.4 V (E) V5=1V 
 
29. Q1和 Q2的集極電流各約為： 

(A)IC1=1.02 mA (B) IC1=1.5 mA (C) 
IC2=1 mA (D) IC2=2 mA (E) IC2=3 mA 
30. 若此電路用作放大器，以 V1為輸

入，V4為輸出，小訊號增益大約為： 

(A) 1 (B) -1 (C) 135 (D) –135  
 
 
二、 簡答題（40分，請簡短作答）： 
1.解釋什麼是 BJT的"爾利效應"(Early Effect)？畫出他對共射極輸出特性的影
響。什麼是MOSFET的”通道長度調變效應”？畫出他對共源極輸出特性的影
響。(7) 

2.解釋為什麼 ICEO叫 ICBO大？又｜BVCBO｜和｜BVCEO｜何者較大？為什麼？(6) 

3.定性畫出BJT的 fT對 IC的關係圖，並說明 fT的最大值不會超過1/2πτt，τt為 transit 
time。(5) 

4.(a)簡單說明任意一種半導體摻雜的方法及原理；(b)解釋何謂”場氧化層”(field 
oxide)；(c)簡單說明光微影術(photolithography)的步驟。(9) 

5.解釋在MOSFET中何謂”triode”區？何謂”saturation”區？在共源極輸出特性上
有何不同？如何決定上述二區的分界點？(7) 

6.何謂”cascode amplifier”？列出他的兩的優點。(6) 

 
三、計算題（請詳列步驟，40分）： 

1. (10分) Sketch the iC-υCE characteristics of an npn transistor having β=100 and 

VA=100 V. Sketch characteristic curves for iB= 20, 50, 80, and 100 µA.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ketch, assume that iC =βiB at υCE =0. Also sketch the load line 
obtained for VCC=10V and RC = 1kΩ. If the dc bias current into the base is 50 µA, 
write the equation for the corresponding iC-υCE curve.  Also, write the equation for 
the load line, and solve the two equations to obtain VCE and IC. If the input signal 

causes a sinusoidal signal of 30- µA peak amplitude to be superimposed on IB, find 
the corresponding signal components of iC and υ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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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分） For the circuit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called a bootstrapped follower: 

(a) Find the dc emitter current and gm, rπ  and re. Use β=100. 
(b) Replace the BJT with its hybrid-π model (neglecting ro) and analyze the circuit to 
determine the input resistance Ri and the voltage gain υo/υs. 

(c) Repeat (b) for the case when capacitor CB is open-circuite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btained in (b) to find the advantages of bootstrapping. 
 
 
 
 
 
 
 
 
 
 
Figure for P. 2. 
 
 
 
 
3. (15分) 

如右圖之放大器，其中 R1=27kΩ， R2 =15kΩ，RC=2.2kΩ， RE =1.2kΩ， VCC =9V。
電晶體之β=100，VA =100V。 RL=2kΩ， Rs =10kΩ 。 
(A) 先利用 infinite-beta analysis求直流電流 IC。 

(B) 計算小訊號參數 gm，rπ和 ro。 
(C) 畫出此電路的小訊號模型。 
(D) 計算 Ri ，υo/υs 和 io/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