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客观存在，
成为引起社会变化、塑造社会变化和应对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技术素养是当代青少年的基本素养，通用
技术课程是普通高中学生人人必须修学的课程。

电子控制技术是一门运用电子电路实现信息或能量改变的技术。它不仅提高了生产自动化程度，而且走进了
千家万户，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帮手。电子控制技术是在技术与设计1、技术与设计2必修模块学习之后的选修模块，
是一个实践性强、创造空间大、涉及面广的课程模块。在这个模块的学习
中，同学们一定会享受到挑战自我、拓展个性的人生乐趣。

同学们，

欢迎你们进入

电子控制技术

世界。

了解本书的章节的构

成，能使我们总揽全貌，

形成关于课程学习的宏观

架构。

学习目标会使我们明

确学习的方向，为进入学

习过程做好心理准备。
本栏目富有典型意

义的范例、素材、话题是

学习中对话的平台，它引

穿插课文之中、形

式多种多样的活动使

我们所学的知识与技

能得到即时的巩固、应

用和内化，它是我们主

动建构知识、拓展能

力、发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的有力工具。

领我们走入学习情境，使我

们享受到由丰富的感性走向

深刻的理性的快乐。

章章

节节



这是一个发展认知、挑战

思维的天地。想像、分析、判

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将使我们

体验到头脑风暴的乐趣和批判

性、创造性思维的魅力。

这里为我们拓展学习、发展个

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作业，

将本章所学内容综合起来、与其

他学科知识综合起来、与自己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综合起来，可以提高综合

应用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我们领略学习的最高境界。

在学完一章后，就学习内容进行

概括和归纳，能使所学知识与技能进

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作一

回顾、总结和反思，有助于知识

与能力的主动建构，有助于学习

目标的真正实现。

学习，
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过程，
它永无止境……

一步强化和

结构化。

这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世

界。它将使我们拓宽视野、深

亲临其境、亲自动

手、亲身体验是本栏目

的宗旨。这里的一些项

目将使我们经历激动人

心的操作和探索实践，

使我们的实践才能和创

新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

化认识、锻造精神，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里，品味到

技术信息方面的“美味

佳肴”。

选学

选学

性提供了网络学习、课外

学习等方面获取资源的

路径。它将把兴趣浓、

有追求的同学引

向技术探究的

幽深之处。

选学

时也打通了与课

外活动结合

的通道。

使我们所学的本节内容得以巩固，同

思考思考
小试验小试验

链接链接

辩论辩论

探究探究

小辞典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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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有一个“芝麻开门”的故事：大盗头目对着

巨大的石门说了句“芝麻、芝麻，开开门”，大门就自动打开了。尽管这是一

个神话，但当今的电子控制技术已经使之成为现实，电子控制技术如同开启

石门的钥匙， 将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　电子控制技术与电子控制系统

二 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和工作过程

三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第一章 电子控制系统概述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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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制技术 Electronic Control Technology
通用技术

选修1

一  电子控制技术与

  电子控制系统

一  电子控制技术与

  电子控制系统

控制技术是人们为了使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式沿着某一确定的方向发展所使用的手段

或方法。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发明的指南车就是运用控制技术的成功范例。随着人类需

求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控制技术已从人工控制发

展到机械控制，再发展到当代的电子控制。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被控对

象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来实现控制的目的。

1. 理解电子控制技术的含义，了解它的广泛应用。

2.知道电子控制系统是以电子控制技术为核心的系统。

学习目标

从门锁的演变看控制技术的发展

拥有安全，这是人类在生活中的基本需要

之一。不仅作为个体的人出于本能具有这样的

需要，而且在群体生活中人们有时也有这种需

要。为了能满足和更好地实现人类这一需要，人

们发明了锁具来控制门的开和关。多少年来，锁

具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并随着技术的

发展而发展。

机械控制的门锁 公元870～890

年，出现了全金属锁。这种锁多为铜

质和铁质，锁内装有片状弹簧，利用

钥匙与弹簧片的几何关系和弹力作用

来上锁和开锁。

人工控制的门锁 在古代，为了安全的需要，人们设

计和制作了门闩。人们在家时插上门闩，外人就不能随便

进入。但是，门闩的安全功能有限，人们可以从外面将它

拨开，而且如果人们要外出，门就不可以锁了。

机械弹子锁

控制门开关的木闩

文字锁

弹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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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子控制系统概述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电子控制技术是一门运用电子电路实现控制功能的技术。近几十年来，它的发展异常

迅速，已经成为推动新的技术革命的一种重要技术。它不仅在生活中为我们所用，而且广

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军事、航天等各领域。

利用电子控制技术生产的自动化

家用电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方

便。只要接通电源，按揿功能开关，它

就会按使用者的具体要求，自动地进

行工作。在它内部安装了微电脑和各

种电子元器件，存贮着根据人的需要

而设计的各种工作方案。例如，智能洗

衣机能模拟人洗衣时的习惯，自动进

行判断和处理，具有学习、记忆和寻优

的本领。
红外线遥控的音响系统微电脑控制的洗衣机

1860年，美国人林纳斯·那鲁父子将弹子簧片应用在机械锁上，发明了机械弹子锁。

它的原理是利用几个高低不同的弹子配以相应的钥匙打开一把锁。这种锁的安全系数也比

木制门闩高，而且更耐用。但是，它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钥匙携带不便、钥匙丢失后开

锁很麻烦、易生锈、互开率高等。

电子控制的门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的电子技术被应用于门锁的改进和开

发。这样，磁卡锁、IC卡锁等电子锁相继问世。新颖的电子锁具有各种先进的功能，如现

在的数字密码锁，它具有直接

用门卡开门、反锁提醒、报警

提示、开锁记忆等功能。它运

用电子电路实现控制，当感应

卡接近锁体时，锁内的微控制

器自动启动读卡程序，如果读

到的是有效卡，则启动电磁开

关，带动离合机构，此时按下

手柄，锁就被打开；如果读到

无效卡则发出无效卡提示，门

不能被打开。电子锁的优越性

可想而知，但它也有造价较高、

修理麻烦等不足。
数字门锁

1.比较机械弹子锁与电子锁在使用功能上的异同。

2.在日常生活中，你关注过门锁吗？你认为未来的门锁会怎样发展？

自动化的家用电器

IC卡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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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

选修1

在现代自动化生产中，电子

控制技术有着普遍的运用。如一

些产品的生产线使用了能自动更

换刀具和完成多道加工工序的数

控机床，并将加工设备、检测设

备、装卸设备等按照工艺流程连

接起来，形成了自动生产流水线，

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减少了

原材料的消耗，改善了劳动条件，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电子控制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同样大有

作为。在如图所示的温室厂房中，通过电

子控制技术实现了施肥配方、营养液滴

灌、人工补充二氧化碳、锅炉燃煤送热自

动化，并对温、气、肥、水、光等植物生

长要素进行自动调控，形成全年都能生长

蔬菜、花卉的人工气候。另外，还可引入

农业机器人，利用它移植秧苗、采摘果实，

实现农业生产的工厂化。

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

 工业化的农业温室

长“眼睛”的导弹
电子控制技术对军事技术变革和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现代战争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

例如，在辽宁舰强大的武器库中，担

负防卫重任的是“海红旗-10”近程防空

导弹。其制导系统非常先进，采用被动雷

达和红外复合制导方式。其被动雷达导引

头能够跟踪目前世界上所有主动雷达制导

的反舰导弹的射频信号，且作用距离远，

观察视场宽。红外导引头采用红外成像，

抗干扰能力强，制导精度高。两者结合使

用，可谓强强联手，使该型导弹同时具备

“先发射后锁定”与“发射后不管”技术。

使用电子控制技术的农业温室

钢铁厂轧钢生产线

“海红旗-10”近程防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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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子控制系统概述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还有一种巡航导弹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攻击目标的地理位置和巡航导弹飞经的

沿途地形进行精密测量，并将这些信息输入弹载的微型电脑中。巡航导弹在飞行的过程中

将它与实际所显示的地形进行精密对照，从而控制飞行的方向、路线、速度、离地面的高

度。电子控制技术使巡航导弹变得十分“聪明”。据称，“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命中精度高，

距离2000km以内的目标命中误差不超过10m。

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叫做电子控制系统（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在这个

系统中，有电阻、电感、电容等元件和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IC）等电子器件，它

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整体，以实现控制的目的。

例如，智能化的电饭煲具有煮饭、保温、定时、显示温度等功能，它是依靠电子控制

技术实现控制的，属于电子控制系统。而普通的电饭煲往往只具有煮饭、保温功能，它是

利用双金属片进行控制的，属于机械控制方式，不是电子控制系统。

电子控制系统是通过控制器实现控制的。如电子调光台灯系统，灯泡是被控对象，灯

光的亮度是被控量，我们通过控制器（调光电子电路）对灯泡进行控制，实现灯光亮度的

调节。又如遥控小车，它是通过遥控器对被控对象（小车）进行控制，最终使被控量（小

车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得到改变。

电子控制技术还可以应用在其他什么地方？请举例说明。

辩论辩论

在某居民小区，由于有少数居民随意从住户窗口向绿化区域丢弃垃圾

等杂物，造成破坏绿化、影响居住环境卫生等问题。有人提出对居民楼窗

口用电子控制装置进行摄像监控，以便发现那些乱丢垃圾的居民，但这个

建议也遭到不少人反对。

该不该采用电子监控设备监视居民楼窗口？请就此议题进行辩论。

无线遥控的电子模型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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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制技术 Electronic Control Technology
通用技术

选修1

仿照例子，结合生活经验，填写下表。

名 称

普通电熨斗

智能电冰箱

被控对象

熨斗的底板

冷藏室

被控量

温 度

温 度

是否属于电子控制系统

否

是

理 由

控制温度的仅是一个双金属片

它的核心是一个集成电路

案例一 热气球和宇宙飞船

目前，热气球的最高飞行记录为40km左右，飞行12h后在距离起飞地点约250km

处降落，着落点严重偏离预定地点，飞行员需抵御-26°C的低温和近似真空的大气压

及恶劣气候。

“神舟五号”宇宙飞船运用电子控制系统，变轨后飞行的圆形轨道距地球343km，

在太空中大约每90min绕地球一圈，其间经受180°C的温差。“神舟五号”宇宙飞船实

际着落点距离预定降落地点只有4.8km。

案例二 伽马刀

华佗是我国古代神医，曹操得病，请华佗前去诊治。诊断之后华佗说：脑中生瘤，

必开颅取之，否则危及性命。曹操得知后非常恼火，认为华佗别有用心，立即杀了华

佗。开头颅确实可怕，可是不开又如何治病呢？

现在我们可以运用安装了电子控制系统的“新武器”——伽马刀来切除颅内肿瘤。

它利用电子控制系统准确定位，以伽马射线作为能源，把肿瘤作为目标，用聚焦技术

将几条射线聚于一点形成高能区，然后破坏肿瘤和病灶。这种无刀胜有刀的技术超越

了传统手术的局限，降低了手术危险性，使患者避免感染和失血，而且大大降低了对

周围组织的损伤。

计算机中电子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CPU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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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子控制系统概述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下面左图所示是由音乐集成电路、开关、干簧管、喇叭和电池等组成的电子控制报警

器模型。请根据图示在实验板上搭接电子电路。如果安装正确，当磁铁靠近干簧管时，喇

叭会发出报警声。这个模型装置是一个电子控制系统吗？为什么？

案例三 智能化的红绿灯电子控制系统

在城市的交通管理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交通警察为了维持交通秩序，保持道路畅通

而辛苦工作。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采用了智能化的红绿灯电子控制系统。在路口停车线

前一段距离内埋下一些环形感应器，感应器将车辆在上面通过所产生的数据传输给交通

信号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交叉路口车辆的通过情况指挥红绿灯的自动切换。这样不

但减轻了交警的工作负担，而且使城市交通畅通。

思考思考

阅读以上三个案例，结合生活经验，分析电子控制系统的优点，并填写下表。

序 号

1

2

3

4

5

优 点 举 例

电子控制报警器模型 磁铁靠近干簧管时簧片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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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

选修1

二  电子控制系统的

  组成和工作过程

二  电子控制系统的

  组成和工作过程

了解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它的工作过程，对于电子产品的设计、使用和维护都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面以路灯的控制为例，说明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过程。

过去的路灯需要人工控制，现在利用电子控制技术实现了自动化控制。那么，这两者

有什么异同呢？现通过下图进行对比。

从上图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知道：

两个系统都是先进行信息的收集，然后经过对信息的分析、判断，发出命令，再执行

命令，闭合或者切断电路，从而达到控制目的。

两个系统虽然结构的组成各不相同，但是各部分完成的功能十分相似。

电子控制系统一般可分为输入、控制（处理）和输出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用方框图

1. 知道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

2.能用方框图分析生活中常见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学习目标

路灯的人工

控制系统

路灯的电子

控制系统

检测光

的强度

分析信息，

发出命令

执行命令，

完成路灯

的开和关

分析信息，

发出命令

执行命令，

完成路灯

的开和关

点亮与

熄灭

点亮与

熄灭

两种路灯控制系统的方框图对照

检测光

的强度

视觉器官 大 脑 手和足 路 灯

传感器 电子电路 执行机构 路 灯

008



011

第一章 电子控制系统概述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输入部分】

输入部分通常由各种传感器组成，输入信息可以有各种形式， 可以是作用力，也可以

是温度、湿度、磁场、光照强度等环境参数的变化。

输入部分相当于人的感官，它能将采集的非电量变化转变为电量的变化。例如，手按

动按钮开关，输入部分就把机械开关的通或断的非电量变化转变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

的有或无的电量变化。

【控制（处理）部分】

控制（处理）部分一般由具有各种控制功能的电子电路（或微处理器）组成。它的作

用相当于人的大脑，它能对送入的电信号进行比较、分析和处理，并发出指令。

【输出部分】

输出部分由电磁继电器、晶闸管等多种执行机构组成。输出信号可以是位移，如电磁继

电器中衔铁的运动、电动机的转动等，也可以是声音、光等，如扬声器中发出的音乐声。

输出部分相当于人的手和足，它的作用是执行控制（处理）部分的指令，进行某种操

作，实现某种功能。

通过以上讨论与分析，我们可以将基本的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用下图来表示：

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方框图

分析下列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并说出它们的简要工作过程。

电子控制系统名称

智能化的红绿灯电子控制系统

全自动洗衣机进水控制系统

输入部分 控制（处理）部分 输出部分

信息

输入部分 控制（处理）部分 输出部分 被控对象

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信息

被控对象采集信息

并转化为

电信号

分析、比较和

处理电信号并

发出命令

执行命令

输入 控制（处理） 输出

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表示如下（其中箭头表示信息传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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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制系统内部的电路通常由大量的电子元器件组成，结构比较复杂。如果使用方

框图，往往可以在不十分了解系统内部结构细节的情况下，帮助你分析有关的控制问题。

链接链接

传 感 器：见本书第二章。

电磁继电器：见本书第四章。

晶 闸 管：见本书第四章。

在电子计算机家族中，无论

是大型的还是家用的，都可以看

做是由输入、控制（处理）和输

出三个最基本的部分组成的。请

把家用计算机最基本组成部分的

器件、设备填入下列空格中，并

说明它的工作过程。

控制（处理）

输 出

输 入

计算机组成部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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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子控制系统概述 Chapter 1 Introduction in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搭接一个路灯自动控制模型。

1.制作

在电路试验板上按照图示电路搭接一个光控路灯的模型。

电路图

2.试验

调整Rp的阻值，使装置达到下列要求：

模拟夜晚 用黑纸罩住光敏电阻R（MG4），外界光线照射不到光敏电阻时，R的阻值

变得很大，三极管V2导通，代表路灯的发光二极管V1（LED）就会自动点亮。

模拟白天 当拿去遮光的黑纸，让强光照射光敏电阻R时，R的阻值变得很小，三极

管V2截止，发光二极管V1就熄灭。

3.画出路灯自动控制模型的方框图，并说明其工作过程。

控制（处理） 输 出输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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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道反馈在电子控制系统中的作用。

2. 知道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闭环电子控制系统的区别， 会

用方框图分析生活中常见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在《技术与设计2》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知道，控制系统有开环和闭环之分。在电子控

制系统中，根据信息有无反馈，可把电子控制系统分为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闭环电子控制

系统。

学习目标三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三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由上图可知，开环电子控制系统由输入、控制（处理）、输出三个部分组成，对控制系

统的输出没有任何检测。下面以电子门铃为例，分析开环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把电子门铃装置作为一个电子控制系统，则扬声器是被控对象，门铃发出的音乐

声是被控量，控制器是一个电子集成电路装置。用方框图对它进行分析，它的工作过

程如下：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方框图

信息

输入 控制（处理） 输出 被控对象

电子门铃的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输 入

开 关

输 出

扬声器

控制（处理）

集成电路

倘若电子控制系统的输出结果对系统的控制没有影响，也就是被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

控制量的改变，即没有反馈，这种电子控制系统叫做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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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用手按动按钮开关，输入一个触发信号。

【控制（处理）】 音乐集成电路经过触发后工作，产生一组载有“音乐”的电信号。

【输出】 扬声器将电信号转变为音乐声。

从分析电子门铃的工作过程中可以知道，它的输出量（音乐声）的变化对系统的控制

状态并不产生影响，即不存在反馈。所以，电子门铃装置是一个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与开环电子控制系统不同，它能对输出结果进行检测，并将检测信号反

馈到控制处理部分，从而对系统的控制产生影响。它的方框图如下图所示：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一般结构简单、造价较低，适用于被控对象的状态变化较为简单、被

控量的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形，如上文中所提的电子门铃只存在音乐声有、无两种状态。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方框图

输 入 控制（处理） 输 出

检 测
反 馈

被控对象

分析下列电子控制系统中的被控对象、被控量、控制器和它们的工

作过程的共同点：

1.电子音乐门铃系统；2.路灯自动控制系统；3.电子锁；4. 自动门。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现在常见的家用电冰箱由电动机、压缩机、冷却器和散热器组成，它们之间用一根管

道相连接。管道里装着一种沸点很低的制冷剂。管道的底部安装着压缩机，使制冷剂不断

地在管道里循环，如图（1）所示。

隔热层

吸收热量

压缩机

门

低压管道 高压管道

释放热量

散热板

小孔

压缩机

散

热

冷却器

散

热

器

（1） （2）

家用电冰箱的结构和制冷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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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道中有一小段十分狭窄的毛细管，从而限制了管道内制冷剂的流动速度，并使

气态的制冷剂受到强大的压力，使之由气态变成液态，对外释放热量。当液态制冷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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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根据冰箱内放置食物的保存要求，预先设置一个恰当的冷藏温度。

【控制（处理）】

它由电子电路组成，其核心部件是一个微处理器，实际上是一个微型电脑装置。它能

够对预置设定和输出中检测到的电信号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并发出命令。

【输出】

它由电磁继电器等组成。当它接到“接通”压缩机电路的操作指令时，电磁继电器接

通压缩机的工作电路；当它接到“停止”的操作指令时，继电器便断开压缩机的工作电路。

【检测与反馈】

它主要由温度传感器组成。温度传感器放置在家用电冰箱的冷藏室内，它将检测到的

冰箱冷藏温度转变为电信号并反馈到电子控制系统的控制（处理）部分。当接通电冰箱的

电源后，控制电路命令执行器接通压缩机工作电路，制冷剂不断地在管道中循环，并吸收

电冰箱内的热量，使电冰箱内温度下降。同时，电冰箱冷藏室内的温度传感器不断检测电

冰箱内的温度，并把温度变化的电信号反馈到控制（处理）部分，控制（处理）部分不断

地对预置温度和反馈的温度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和处理。当电冰箱内温度达到预先设定的

温度时，控制（处理）部分即发出指令给电磁继电器，继电器立即切断压缩机工作电路，电

冰箱内制冷工作停止，使电冰箱内温度不再下降。

由于存在电冰箱外面的温度较高、经常开门等干扰因素，电冰箱冷藏室不能一直保持

预置温度，当电冰箱内温度回升并超过预置温度时，电子控制电路又发出指令，使电磁继

电器接通压缩机工作电路，压缩机重新工作并进行制冷。如此往复循环，使电冰箱内能始

终保持恒温。

从分析家用电冰箱的制冷工作过程可以知道，智能冰箱的电子控制系统是一个闭环电

子控制系统。

毛细管进入电冰箱的内部由较粗管道组成的冷却器时，由于压力突然降低，制冷剂便由液

态立即转变为气态，从而吸收电冰箱内的热量，使电冰箱内的温度降低，达到制冷的效果，

如上页图（2）所示。

下面用方框图分析电子控制系统是如何利用反馈的方法实现冰箱恒温控制的。

找出你身边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闭环电子控制系统的例子。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家用电冰箱的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输 出
（继电器等）

输 入
（预置温度调节装置）

控制（处理）
（电子电路）

检 测
（温度传感器）

反 馈

被控对象
（冷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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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用电冰箱的工作过程中，电子控制系统是运用反馈的方法实现温度控制自动化的。

目前，反馈被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中，从简单的水位控制、恒温箱控制，到复杂的导弹、人

造卫星和宇宙飞船，都离不开反馈。

思考思考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与开环电子控制系统相比有什么优点？

辩论辩论

这是闭环系统吗

同学们几乎每天听着扩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做广播体操，

但扩音机从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学习了上面的内容后，“扩音机

是一个什么电子控制系统”引起了全班同学的热烈讨论。

正方：扩音机是一个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反方：扩音机是一个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正方论据

扩音机的工作过程是：

【输入部分】 通常用的是话筒、CD机，其作用是将声音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

【控制（处理）部分】 这一部分由电子电路组成，它将接受到的微弱电信号经过

处理后放大。

【输出部分】 主要是由各种扬声器组成的音箱，它把经过放大处理后的电信号转

化为声音。

从以上分析可知，扩音机的电子

控制系统对其输出没有任何检测，所

以它是一个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反方论据

因为在使用扩音机的过程中，有

时喇叭输出的音量经过人的耳朵检测

后感到太小，可以通过调节扩音机上

的相关旋钮把音量增大，这就是一种

检测和反馈，所以它是一个闭环电子

控制系统。

输 出

音 箱

输 入 控制（处理）

话 筒 电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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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闭环电子控制系统的区别进行分析、判断，在你认为正确

的表格中打“√”。

2.注意你周围的电子产品，查找说明书等有关资料，找出一个由闭环电子控制系统构

成的产品，画出它的方框图，分析它是如何运用反馈来实现自动控制的。

电子控制技术是一门运用电子电路实现控制功能的技术。以电子控制技术为核心的控

制系统叫做电子控制系统。

电子控制系统具有体积小、工作可靠、控制精度高、性价比高和能实现远程或网络控

制等优点。

电子控制系统由输入、控制（处理）和输出三个部分组成，并依靠信息的采集、转换、

处理和执行来实现控制的目的。

从信息有无反馈来划分，电子控制系统可分为开环电子控制系统和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以系统输出的结果来调整系统控制的方法称为反馈。反馈是提高电子控制系统控制能

力的重要方法。

开环电子控制系统 闭环电子控制系统

电 子 表

电取暖系统

空 调

程序控制洗衣机

可调亮度的台灯

智能洗衣机

电热水器

你认为正、反哪一方的论据能站得住脚？形成不同结论的关键是什么？赶快

发表你自己的见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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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认为电子控制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自动化生产水平的广泛提高，会引起

工人大量失业，因此电子控制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应当受到限制。请在收集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写一篇短文，陈述你的观点，也可就此举行一次辩论会。

2.全班组织一期以“电子控制技术及其应用”为主题的墙报或班会活动。

具体要求如下：

（1）全班确定几个专题，专题内容原则上要求围绕本章内容进行选择，例如，智能控

制的电动玩具、伊拉克战争中的“爱国者”导弹、“神舟五号”宇宙飞船中的自动控制系统

和不用任何钥匙的人体指纹识别锁等。

（2）根据专题内容自愿组成小组，小组内应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3）专题内容要求资料精而新，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并能密切结合学到的知识和

方法。

3.根据本章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提出设计一件以电子控制技术为核心的作品的

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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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学

习

结

果

学

习

过

程

评 价 内 容

课内完成学

习任务情况

课外完成学

习任务情况

学习态度评价

学习水平评价

学习本章内容

的收获与不足

本章学习目标

实现情况

自 我 评 价

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