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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電子學(I)期中考  2005.11.21 
中興大學物理系 孫允武 

注意事項： 

1. 總分 145分，試題共五頁。 

2. 選擇題請在附於答案卷第一頁之表格內作答，並在表格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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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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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請選擇適當的答案，答案可能不只一個。一題 4分，共 80分，不倒扣）： 

甲、一交流訊號υ (t)=cos(120πt-π/4) V 

1. υ之相子(phasor)應寫為： 

(A) 1 V (B) (1-j) V (C) 
2
2 (1-j) V (D) )4/(1 π−∠  V (E) e-jπ/4  V (F)以上皆

非 
2. 此訊號之 rms值為何？ 

(A) 1 (B) 2  (C) 
2
2  (D) 0.5 (E) 0.6  V 

3. 此訊號接上一負載，測得通過電流訊號為 i(t)= cos(120πt) A，則此負載平均
消耗功率為： 

(A) 1W (B) 2 W (C) 
2
2 W (D) 

4
2 W (E) 以上皆非   

 
乙、圖中有(a)到(f)六個由理想的運算放大器接成之電路，回答下面問題： 

 

4. 電壓增益(υO/υi)為-10之電路有：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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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出阻抗不為 0的有：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以上皆非 

6. 輸入阻抗為 10kΩ的有：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以上皆非 

 
丙、右圖為用理想運算放大器所接成

之電路，R=2kΩ。回答下列問題。 
7. 若輸入電壓υI=1 V，電流 i1為(A) 

0 (B) 1 mA (C) 0.5 mA (D) 2 mA 
(E) 以上皆非 

8. 續上題，電流 i2為 
(A) 1mA (B)1.5 mA (C) –1.5mA 
(D) 2.5mA (E) –2.5 mA (F) 以上
皆非 

9. 此放大器之放大率為 
 (A) 3 (B) -3 (C) -5 (D) -8 (E) 以上皆非 

 
丁、一差動放大器之差動放大率為 60dB，CMRR為 86dB，不考慮負載效應，回

答下面問題。 
10. 正端輸入訊號為 2mV，負端為 0mV，則共模輸入訊號υc為何？差模υd為何？ 
 (A) υc=1mV (B) υc=0mV (C) υd=1mV (D) υd=2mV (E) 以上皆非 
11. 續上題，輸出電壓約為何？ 
 (A)0.8V (B) 1V (C) 0.6V (D) 2V (E) 126mV (F) 以上皆非 
12. 假如正負端的電壓訊號各為 

 
V),602cos(5)10002cos(04.0

V),602cos(5)10002cos(04.0
tt

tt
⋅+⋅−=

⋅+⋅=
−

+

ππυ

ππυ
 

 輸出訊號頻率為 60Hz分量的振幅為 
 (A) 10mV (B) 250mV (C) 100mV (D) 1mV (E) 500mV (F) 以上皆非 
 
戊、右圖為一用途廣泛的電阻電橋，其中 

R=20kΩ，∆R<<R。 

13. 此電路之輸出阻抗約為 

(A) 10kΩ (B) 5kΩ (C) 40kΩ (D) 20kΩ  
(E) 以上皆非 

14. 假如 VS為一 1V之直流電源，∆R=40Ω，則此電路之戴維寧等效電路中之等

效電壓源為 

R R

R
R+∆R 

Vout VS 

X Y 

i1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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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5V (B) 1V (C) 0.1mV (D) 0.5mV (E) 0.25mV (F) 以上皆非 
15. 假如 VS為一 200Hz的交流訊號，而∆R受測試環境影響呈現 cos(2π×5 t) Ω的
時間變化，輸出電壓會包含哪些頻率？ 
(A) 100Hz (B) 205Hz (C) 190Hz (D) 10Hz (E)195Hz 
 

己、考慮一 AC訊號源，振幅之 rms值為 1V，頻率

1MHz，輸出阻抗為 Rs=50Ω，連結到一負載電阻 RL，

如右圖所示。 
16. 負載電阻 RL時，負載消耗的功率 PL最大。此時 

(A) RL=50Ω (B) RL=25Ω (C) RL=0Ω (D) PL=10mW 
(E) PL=5mW (F) 以上皆非 

17. 續上題，假如負載電阻大小如上題之結果，但負載電阻並聯一電容，其電抗

（reactance, XC）在 1MHz時為 50Ω，這時負載電阻所消耗的功率為 
(A) 10mW (B) 8mW (C) 20mW (D) 4mW (E) 5mW (F) 以上皆非 

18. 續上題，對於此含有電容的負載，下列哪一個對 Rs的調整，可使負載消耗的

功率恢復到最大值。 
(A) Rs並聯一電抗為 50Ω的電感 (B) Rs並聯一電抗為 50Ω的電容(C) Rs串聯一

電抗為 50Ω的電感(D) Rs串聯一電抗為 50Ω的電容(E)以上皆非 
 
庚、考慮一階低通濾波器，3dB頻率在 100Hz，以輸入之訊號強度當參考值（即

0dB），回答下列問題： 
19. 輸入訊號的頻率為 1MHz時，輸出訊號之強度應為幾 dB？ 

(A) 50dB (B) 80dB (C) -60dB (D) -80dB (E) -24dB 
20. 將兩個這樣的濾波器串接，不考慮負載效應，同樣輸入 1MHz的訊號，輸出
訊號之強度應為幾 dB？ 

(A) 100dB (B) 48dB (C) -120dB (D) -160dB (E) -48dB 
 

二、計算、問答及設計題（70分）： 

1. 寫出下圖雙埠電路所提供的兩個方程式（或條件式），以及畫出輸入特性曲

線、輸出特性曲線、和輸出短路時之轉換特性曲線。請標出斜率及截距。(10
分) 
 
 
 
 
 
 

Rs 

RLVs

iin iout

υin υout
Rout gmυin 

Rin

Rin=1kΩ、gm=1A/V、Rout=10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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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利用一個運算放大器設計一增益 AV=υO/υI=100，且輸入與輸出阻抗均為 75Ω
之非反相放大器。(8分) 
 
3. 一電壓放大器模型及參數如右圖，輸入

部分接上一個輸出阻抗 Rs為 20kΩ的 AC訊
號源υs，輸出接上一個 1kΩ的負載電阻， 
(a) 請計算此放大器的 DC gain，高頻 3dB
頻率ωH，unity gain 頻率。並寫出轉換

函數 T(s)=Vo(s)/ Vs(s)，畫出波德圖（包
括振幅及相位）。(10分) 

(b) 寫出下列輸入訊號υs對應之輸出訊

號：(6分) 
(1) V,10sin1.0)( 6 tts =υ  
(2) V,10sin1.0)( 8 tts =υ  

(c) 假如在輸出部分負載電阻 RL前串聯一電容 CC=47µF，用以阻隔直流的訊號，

請計算這時的低頻 3dB頻率ωL，並寫出這時的轉換函數 T(s)=Vo(s)/ Vs(s)。(6
分) 
 

4. (7分)假如 op amp之開路增益為 A，證
明 inverting amp.之增益為 

ARR
RR

V
V

G
i /)/1(1

/

12

120

++
−==  

 
 
 
 

5. (18分) 解釋中下列名詞的意義。 
(a)封閉回路增益(close-loop gain)  
(b)諾頓(Norton)等效電路 
(c)功率因子(power factor) 
(d)虛擬短路(virtual short) 
(e)理想運算放大器(ide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f)tuned amplifier 
 

υo 

Rout iin iout 

υin µυin 

Rin

Rin=100kΩ、µ=144、
Rout=1kΩ、Ci=60pF 

Ci

υI 

R2 

R1 A υ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