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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18  10:10ΑΜ 
注意事項： 

1. 總分170分，考試時間110分鐘。 

2. 在答案紙封面註明姓名、學號，否則不予計分。 

3. 可以使用掌上型計算機。 

4. 不可使用試題卷與答案卷外之計算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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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列為常見基本放大器的特性表，你不需推導，可直接使用： 

gmrπ=β，for BJT， VT=25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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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可能有一個以上之正確答案。共 30題，一題 3分，共 90分） 
 
下圖為 uA741運算放大器之電路示意圖，各電晶體之β假設為 200(npn)或
50(pnp)，請回答 1~8題 
 
 
 
 
 
 
 
 
 
 
 
 
 
 
 
 
 
 
1.有關圖中標示之 A、B、C、D及 E部分電路之描述何者正確？ 

(A) B部分為輸入差動放大器； 
(B) C部分是電壓增益級； 
(C) D部分為一 B 類功率輸出級； 
(D) A為各級之偏壓電流源； 
(E) E部分為電流放大器。 

2.假如外加直流電源為±15V，則 IREF= 
(A) 0.366mA；(B) 1.46mA；(C) 0.733mA；(D) 0.579mA；(E) 以上皆非。 

3.uA741的最大輸出電流約為 
(A) 10mA (B) 25mA (C) 50mA (D) 100mA (E) 150mA。 

4.假如 Q10的集極電流為 19µA，則 Q1與 Q2的集極電流為 
(A) 19 µA (B) 3.8mA (C) 9.5 µA (D) 0.095 µA (E) 1.9 µA。 

5.uA741輸入偏壓電流為 
(A) 19 nA (B) 3.8nA (C) 9.5 µA (D) 95nA (E) 47.5 nA。 
 
 

741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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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741 之小訊號模型如下圖，其中 GM1=0.19mA/V，GM2=6.5mA/V，

Rout1=6.7MΩ，Rin2=4MΩ，Rout2=73.4kΩ，Rin3=3.7MΩ。 

 
 
 
 
 
 
 

6. 第二級的放大率 A2(=υy/ υx)為 
(A) -468；(B) –46.8；(C) -752；(D) –7.52；(E) 1。 

7. 他的 fH約為 
(A) 45MHz；(B) 4.5Hz；(C) 45Hz；(D) 4.5kHz；(E) 450kHz。 

8.他的 fT約為 
(A) 45MHz；(B) 4.5Hz；(C) 1MHz；(D) 100MHz；(E) 45kHz。 
 
考慮使用一MOSFET接成 9～11題中的電路，相關參數：Vt=2 V，kn’(W/L)= 
0.5mA/V2，λ=0。選出標示點 P的電壓值： 
 
 
 
 
 
 
 
             P9               P10                 P11 

9. 電路 P9中 VP= 
(A) 2.2V；(B) 0V；(C) –1.1V；(D) –2.2V；(E) –3.8V。 

10. 電路 P10中 VP= 
(A) 2.2V；(B) 0V；(C) –1.1V；(D) –2.2V；(E) –3.8V。 

11. 電路 P11中 VP= 
(A) 2.3V；(B) –5V；(C) –2.3V；(D) 0V；(E) –3.8V。 
 

12. 現有一偵測器，其輸出阻抗為 10MΩ，欲利用運算放大器(OP)將其電壓訊號
放大，在選擇 OP時最好選擇輸入元件為何種類者？（提示：複選） 
(A) BJT；(B) JFET；(C) MOSFET；(D) 以上皆非。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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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放大器之增益轉換函數可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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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有關此放大器的描述何者正確？ 
(A) 中頻增益(midrange gain)為 106； 
(B) 低頻 3dB頻率ωL在 10 rad/s； 
(C) 高頻 3dB頻率ωH在 103 rad/s； 
(D) 轉換函數有 3個極點(poles)； 
(E) 轉換函數有 1個零點(zero)。 

14. 續上題，當一頻率為 105 rad/s訊號輸入該放大器，則輸出訊號與輸入訊號的
相角差約為： 
(A) -180° (B) -90° (C) 0° (D) 45° (E) -45°。 
 
一 JFET source follower如圖 P15，其中 RS=10kΩ，JFET的 ro=100 kΩ，已知無
輸出負載時閘極到源極增益為 0.9V/V。回答 15～17題。 
 
 
 
 
 

P15 
 
15. JFET的 gm為 

(A) 0.1mA/V (B)0.5mA/V (C) 10mA/V (D) 1mA/V (E) 5mA/V。 
16. Rout= 

(A) 0.9kΩ (B) 9kΩ (C) 10kΩ (D)100kΩ (E) 0.5kΩ。 
17. 當輸出負載為 RL=910Ω，此時的增益υo/ υg為： 

(A) 0.1V/V (B)0.45 V/V (C) 0.6 V/V (D) 0.8 V/V (E) 0.9 V/V。 
 
右圖為一 active-load differential amplifier，電流 
源 I=100mA，電晶體參數：VA=160V，β=100， 
回答 18～20題。 

18. 對差模訊號的輸入阻抗為： 
(A) 0.5kΩ (B) 1kΩ (C) 50kΩ (D)101kΩ (E) 500kΩ。 

19. 輸出阻抗為 
(A) 3.2MΩ (B) 6.4MΩ (C) 1.6MΩ (D)320kΩ (E)100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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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開路電壓增益為 
(A) 1600V/V (B)6400 V/V (C) 800 V/V (D) 1230 V/V (E)3200V/V。 
 
回答下列有關電晶體放大器頻率響應相關問題 

21. 一般和放大器低頻響應相關的電容有 
(A) coupling capacitor (B)internal capacitors of transistors  (C) by-pass transistor 
(D) effective capacitor between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transistors 

22. 哪些種類放大器的高頻響應最容易受到Miller’s effect 影響： 
(A) CE (B) CB (C) CC (D) CS (E) CG (F) CD (複選) 

23. CE放大器與偏壓用射極電阻並聯的 by-pass電容在最後的電壓增益函數貢

獻(A) one pole (B) two poles (C) one zero (D) two zeros (E) no zero 
24. 短路時間常數方法是用來計算 

(A)高頻響應 (B)低頻響應 (C) fT (D) 中頻增益(midrange gain) 
 
回答下面有關功率電晶體及放大器的相關問題 

25. 一 BJT功率晶體的 SOA(safe operating area)會由哪些曲線圍起來： 
(A)ICmax (B)thermal dissipation limit (C) second-breakdown limit (D) VBEmax (E) 
BVCEO 

26. 下列有關 power MOSFET DMOS（N type）的敘述，何者正確？ 
(A)當 VGS很高時，IGS和 VGS成正比 (B)DMOS結構上有兩個 source區域 (C)
當 VGS偏壓在 Vt和 zero-temperature coefficient point間會有 thermal runaway 現
象 (D) 當VGS偏壓在大於 zero-temperature coefficient point會有 thermal runaway 
現象 

27. 下面哪些類放大器之效率可能超過 50%：（電路中不含大電感元件） 
(A) A 類 (B)B 類 (C) AB 類 
 
A BJT is specified to have Tjmax =150 °C and to be capable of dissipating 
maximum power as follows:  40W at TC=25 °C         2W at TA=25 °C 
Above 25 °C, the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is to be derated linearly with 
θJC=3.21 °C/W and θJA=62.5 °C/W. Find the following:（27～30） 

28. The maximum power that can be dissipated safely by this transistor when 
operated in free air at TA=50 °C. 
(A) 32W (B) 20W (C) 2W (D) 1.6W (E) 1W  

29. The maximum power that can be dissipated safely by this transistor when 
operated at an ambient temperature of 50 °C, but with a heat sink for which 
θCS=0.5 °C/W and θSA=4 °C/W. In this case fi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ase and of 
the heat sink. 
(A) 26W (B) 13.1W (C) 2W (D) 1.6W (E) 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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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續上題）In this cas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ase is 
(A) 109 °C (B) 150 °C (C) 75 °C (D) 102.4 °C (E) 50 °C 

 
二、簡答及計算題：（共 80分） 
1. (20分) 簡答題 

(a)何謂Miller’s theorem?何謂Miller’s effect? 
(b)AB 類放大器與 B 類放大器有何不同？ 
(c)Wilson和 Cascode current mirrors為何有較高之輸出阻抗？ 
(d)影響差動放大器 CMRR大小及頻率響應的因素有哪些？寫出四個。 
 

2. （20分）BJT差動放大器 

BJT之參數：β=320, VA=125V。QM的面積為

QR面積的一半。 
(a)當 a,b均接地時，計算 QM，Q1及 Q2的偏

壓電流及小訊號參數 gm及 ro。(4分) 
(b)計算差模增益、差模訊號看到的輸入阻

抗、共模增益、共模訊號看到的輸入阻抗、

輸出阻抗及 CMRRdB(single-ended)。(10分) 
(c)計算可容許共模輸入之範圍。(6分) 
 

3. (15分)For a standard BJT current mirror 
derive an expression for the current transfer function Io(s)/I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JT internal capacitances and neglecting rx and ro. Assume the BJTs to be 
identical. Observe that a signal ground appears at the collector of Q2. If the mirror 
is bias at 1mA and the BJTs at this operating point are characterized by fT 
=400MHz, Cµ=2 pF, and β0=∞, find the frequencies of the pole and zero of the 
transf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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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5 分) For the common-base circuit in Fig. P4, assuming the bias current to be 

about 1mA, β=100, Cµ =0.8pF, and fT =600 MHz: 
(a) Estimate the midband gain Vo/Vs. 
(b) Use the short-circuit time-constants method to estimate the lower 3-dB 
frequency, fL. 
(c) Find the high-frequency poles, and estimate the upper 3-db frequency, fH. 
 
 
 
 
 
 
 
 
 
 
                              Fig. P4 
 
 

5. (10分) In the circuit of Fig. P5, the NMOS transistor has |Vt|=0.9 V and VA=50V, 
and operates with VD=2V. What is the voltage gain υo/υi? What do VD and the gain 
become for I increase to 1mA? 

Fig. 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