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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全国许多重点院校实行

了按大类招生，长江大学也于2005 年实行按电气信息学科类招

生，采用“2+2”培养模式，即前两年统一学习公共基础课和学

科基础课，后两年再分专业学习专业基础和专业课，以适应我

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需要。电类专业在传统的划分中，可分

为强电专业和弱电专业，课程体系也有所不同。我国现行的电

路类的大学教材就分为两类。电路教材偏重于强电，电路分析

教材偏重于弱电。实行大类招生后，一般采用设置“电路分析

基础”课程和“信号与系统”课程作为电气信息类的基础平台课。

因此，就需要兼顾强电和弱电内容的电路分析基础教材。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编写了《电路分析基础》教材，由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中外电路分析基础教材的比较

1.篇幅较大、起点较低、注重基础、便于自学

国外的电路教材的篇幅较大，以文献 [1] 为例，约1200页，

该书已经是第 9版，可见是比较经典的著作。并且起点低，串

并联电路就写了约 220页。这部分电路叙述得十分详细，非常

容易看懂。并且习题也不太难，学生容易上手，比较难的题都

用“*”号标注。全书由浅入深、深入浅出非常便于自学。

2.注重电路的工程应用

在近年出版的国外电路教材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都

有实际工程应用的电路实例。有的书 [3] 用工程实例作为每一章

的引言，这一章结束时，再回到对工程实例的分析。有的书 [1,2,4]

在每章后面用一节讲述与这章内容相关的工程应用问题。[1] 有的

书 [3,4] 在习题中专门设有工程应用和电路设计的题。

3.借助仿真软件和计算机辅助分析

国外教材中都有计算机辅助分析的内容。在每一章中设有

一小节为计算机分析。计算机分析的内容可以是Basic 程序、C

程序、电路的Pspice 仿真软件或电路的Matlab 计算。电路分

析的计算机应用是每一本教材不可缺少的内容，并且在习题中

也有符号标记，表示此题可用计算机计算。

4.习题丰富，难易适中，注重基本概念

国外教材中的习题的量都很大，资料丰富，教师选择余地

大。习题的难度不大，特别注重电路基本概念的应用，较难的

习题都要用特殊符号标记。在文献 [2-3] 中，每一节都有检测

评价题，以测验学生对这一章的掌握程度。在文献 [3-4] 中，

还有部分习题是工程应用或电路设计的题。

5.图形精美，编排独特，图表丰富

只要翻开国外教材的原版教材，可以发现书中的电路图、

照片、图表都十分精美。在文献 [1] 中，电路图大量应用阴影来

体现电路的特点，如一条短路线上有几个节点，就用一个阴影

表示，使初学者一看就容易明白短路线上所有节点实际上是一

个节点。另外电源、等效电路、曲线的部分等，都可用阴影来表示。

在文献 [2] 中，书中的重要概念、公式、结论等用文本框单独显

示出来。另外，国外教材中实物照片也很多，如电阻、电容、电

子器件、仪器仪表等。

二、编写电路分析基础教材的若干新写法

根据电路分析基础教学改革的需要，笔者编写了《电路

分析基础》一书，在编写过程中力争处理好以下关系：教学基

本要求与加深扩展内容；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衔接；一般教

学与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并尽量参考国外优秀教材，选用其中

的习题，使之与国际接轨。本书结构、叙述方法和习题都比较

新颖。

1.选用Matlab 作为辅助电路计算工具

选用EWB 仿真软件作为电路仿真工具。原因很简单，在

国内外的工程课程中，广泛使用科学计算软件Matlab 和仿真软

件EWB。将软件工具应用与电路理论教学结合有很多好处，学

生可以利用计算机完成大量烦琐的计算并把分析结果可视化，

能直观呈现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波形。这有利于学生对电路性质

及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2.本书的结构和叙述方法与国内教材有一些不同

其一，开设第 2 章学生简单电阻电路的分析，以加强电路

中串联与分压、并联与分流、电位、开路、短路等基本知识的学习。

其二，在讲述网孔方程和节点方程时，国内教材均采用自电阻、

互电阻和自电导、互电导的公式化方法。这种列方程的方法学

生学习入门难、容易忘、解决特殊问题时技巧性强。本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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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的方法即基尔霍夫定律即可。对特殊问题的处理采用国

外教材流行的“超网孔”和“超节点”方法。其三，在讲述引入

相量时，采用相量变换与反相量变换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后续

课程“信号与系统”中的傅氏变换、拉氏变换相呼应。同时叙

述也简单得多。其四，在选频电路一章中，引入多频率电路的

计算，而回避了傅氏级数。这是因为在“信号与系统”中傅氏

级数要详细论述。

3.为了便于自学，本书例题较多，在每小节后都有自测题，以

测试本节内容的掌握程度

采用的题型是选择题或填空题。在精选习题时，本书采用

分层次递进的结构。将习题分为三个层次：基本练习题，这是

大多数学生必须会做的习题，这种层次的习题应在考试中占百

分之七十左右。复习提高题，这种题应难做些，不必要求人人

会做，是给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的，特别是要考研的同学。用

计算机分析和仿真练习题，是供学生选用的，一般不作要求。

4.在编排上，将重要的概念、公式和结论用文本框单独显示

出来

另外在一些电路要有区别的地方用阴影表示，如等效电路、

超节点、超网孔等。

本书的编写参考了许多国内外教材，并总结了作者多年的

教学经验。笔者的做法是一要精选内容，二是要阐述透彻。对

分析方法的应用要多举各方面的示例，教会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来理解和解决问题。电路分析基础这门课的特点就是一个“活”

字，它既没有很深的数学推导，也没有很深的物理电磁学知识。

这门课难得掌握就是因为电路的分析方法灵活多变。同一个问

题有多种解决方案。因此多“练”就显得很重要。本书在这方

面的做法是每小节有自测题，每章提供不同层次的习题。根据

这门课“活”的特点，采用多“练”的方法，然后就是“想”。所

谓“想”就是将所学的内容总结归纳，就是思考电路分析的实

质问题，只有抓住了电路分析方法的本质，才能对付其中的“活”。

因此，本书每章后都有小结和思考题，它是对本章内容的高度

概括，以便于学生掌握本章内容的核心。

三、结束语

教材是教学之本，纵观国内外电路教材，可以看到国内教

材都是大同小异，特色不够鲜明，而国外优秀电路教材确实有

若干特点。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出兼顾强电和弱电内容

的电路分析基础教材。教材编写采用了新的思路，对电路中几

个问题处理借鉴了国外教材的经验。在近年的教学实践中，证

明是可行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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