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情况 

二、 课程性质与任务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是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

专业必修课，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的一门专业限选课。本课程共 48 个学时，分

别在 3个学期完成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1，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2，电子系

统综合设计实训 3，每个学期实训课时为 16 学时，共 48 学时。本课程的任务是

结合当前学期电路基础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完成一个实际的电子系统综合设计

项目，从而加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三、 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表 1.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教学内容及课时安排 

阶段 内容 课时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1 

1. 电子综合设计、各类电子竞赛介绍 

2. Multisim 简介 

3. Proteu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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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类别 ■必修 □限选 □任选 学时/学分 48/3 

课程名称 （中文）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英文） Practical Training for Integrated Design of Electronic System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实验为主    □自学为主    □专题讨论为主 

课程学时 

及其分配 

课内总学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外学时分配 

 

 

48 

课堂讲课  课后复习  

自学交流  课外自学  

课堂讨论  讨论准备  

试验辅导 24 实验预习 16 

课内试验 24 课外实验 48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口试     ■实际操作    ■大型作业 

成绩评定 堂上完成实际项目指标情况考核 

适用院系 

适用专业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信息工程 

先修课程 

预备知识 

电路分析，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子线路，通信电子线路，单片机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2 

1. 完成一个基于 PSoC 平台的温度测量报警系

统，能够完成环境温度的检测并通过 LCD 显

示； 

2. 能够通过按键设定温度报警上下限，当温度

超过报警门限，能产生警报声音； 

3. 编写串口通信协议，并通过串口把采集到的

温度信息发送到 PC 显示，并能够通过 PC 设

置温度报警上下限，以及温度数据更新间

隔； 

4. 完成 PC 端软件编写（选作，也可采用通用

串口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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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3 

1. 完成一个基于 FPGA 的 DDS 系统，能够产生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 

2. 输出信号的频率范围 1Hz ~ 100KHz，步进

1Hz； 

3. 输出信号的幅度范围 0 ~ 5V（峰值），步进

0.1V； 

4. 实现 AM 调制、FSK 调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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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和要求 

（一） 电子综合实训 1 

了解现代电子系统的构成及特点，掌握现代电子系统的设计方法，掌握各种

电路仿真软件在电子系统设计中的辅助作用；了解目前电类大专业各类电子设计

竞赛的要求，特别了解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等级、要求、选拨和培训机制，

学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团队协作的方法。 

掌握 Multisim 在模拟、数字电路仿真实验中的基本操作和注意事项，掌握

Proteus 完成基本的单片机系统仿真实验的方法，并能够通过 Keil C 编写控制

软件进行同步调试。 

（二） 电子综合实训 2 

    掌握PSoC平台的开发方法和流程，学会使用PSoC平台开发复杂的电子系统。

掌握温度测量的方法和提高测量精度的修正方法。掌握 PSoC 平台 ADC 模块和

UART 模块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方法，学会编写简单的串口通信协议，掌握测

量系统门限设置方法和报警产生方法。 

（三） 电子综合实训 3 

    掌握 DDS 系统构成及原理，能够利用硬件描述语言（HDL）完成各模块的描



述和顶层系统描述。重点掌握 ROM（RAM）表的制作，DAC 控制器的 HDL 编写方法，

DDS 调频、调相、调幅的原理和实现手段。掌握根据系统参数要求，分析，计算，

设计系统的步骤和实现方法。 

五、 课程内容的重点和深广度要求 

    电子系统综合实训作为其它电路理论和实验课程的补充加强课程，要求学生

具备广泛、扎实的电路基础知识，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综合实训项目难度大、跨度广、工作量大，并且涉及到软硬件开发、技术文档编

写、答辩 PPT 制作和讲解、答疑。因此需要多个学生（一般为 3人一组）完成一

个项目，因此需要学生组队时各有优势，取长补短。并且要求每个队员都具备团

队协作完成任务的能力。 

六、 课后作业与课外辅导的要求 

    本课程为实训课程，需要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一定的项目，并提

交报告。因此，本课程没有课后作业，但会开放实验室，用于学生课后继续完成

项目使用。 

七、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无具体参考书，根据项目要求，查找各种方案已经各种数据手册完成设计。 

八、 学习方法与建议 

    实际动手操作，加强基础课程知识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Practical Training for Integrated 

Design of Electronic System） 

考试大纲 

一、 课程编号： 

二、 课程类型：必修课 、限选课 

课程学时：48 学时/3 学分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子线路、单片机

原理与应用、等电路课程 

三、 概述： 

1.考试目的：实训课程以项目验收的形式进行考核，通过对项目指标的检验，

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 

2.考试基本要求：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组队完成具体项目课题，并提交项

目课题报告。 

3.考试形式：按要求组队完成实际电子系统制作，并提交相应的报告，制作

PPT 进行答辩。 终成绩按制作、报告、答辩占 0.6、0.2、0.2 的比例进行评定。 

 

四、 考试内容及范围： 

（一） 电子综合实训 1 

电子综合实训1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电路仿真软件的使用，主要考核Multisim

和 Proteus 的使用情况。要求学生能够利用 Multisim 完成基本的模拟、数字电

路仿真；利用 Proteus 完成简单的单片机系统设计，并通过 Keil C 编写软件控

制代码； 

（二） 电子综合实训 2 

    电子综合实训 2要求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 PSoC 平台的应用。

要求学生通过该平台完成一个实际的远程温度采集系统，要求该系统对环境温度

进行采集显示，并能通过串口发送到 PC 机进行温度的监控。学生需要完成采集

端硬件、软件设计，以及串口通信协议设计。对于有能力的同学，可以自己编写



PC 端软件代替通用串口调试助手。 

（三） 电子综合实训 3 

电子综合实训 2 要求学生在已有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与应用的基础上，进

一步掌握 FPGA 的在通信领域的工程应用。完成一个 DDS 系统，能够输出正弦波、

三角波、方波。输出信号的频率、幅度可调。有能力的同学，在此基础上完成

AM、FSK 等调制信号的产生。 

 

五、 考试对象： 

所有选修本课程的学生。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Practical Training for Integrated 

Design of Electronic System） 

课程简介 

课程编号： 

课时[学分]：48/3 

课程类型：必修，限选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子线路、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近年来，电子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现代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起着前所未

有的推动作用。社会对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从数量到质量上都有着极大的需求，

因此，高等学校所承担的培养电子信息类专业技术人才的使命特别重大。在这种

背景下，电子信息类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电子信息类课程在电子信息专业课程

培养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和具有主导作用。 
电子信息类课程较多，授课周期较长，授课相对独立，因此学生对整个课程

体系缺乏系统的认识，不能较好的归纳总结每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加上扩招影响

和高等学校办学客观因素的制约，学生的实践环节被弱化。因此，开设电子系统

综合设计实训课程，以实际工程应用为核心，开设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课程，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应用所学电子信息类专业知识解决生活实际电子设

计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共 48 个学时，分别在 3个学期完成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1，电子

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2，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训 3，每个学期实训课时为 16 学时，

共 48 学时。本课程的任务是结合当前学期电路基础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完成

一个实际的电子系统综合设计项目，从而加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培养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