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实验项

目  
功能  特点与效果  

实验  

层次  

服务  

课程  

实验  

课时  

实验  

类别  

面向专业（学

科）  

9.           

汽车转

向信号

系统虚

拟仿真

实验  

本实验在分析汽

车转向信号系统

工作原理的基础

上，完成转向信号

系统理论设计，运

用 Multisim 软件

建立转向信号系

统仿真模型，通过

设置相关参数对

转向信号系统进

行调试，实现其对

转向灯的控制功

能，解决了系统中

关键元件闪光器

设计各环节涉及

的技术问题。  

使学生掌握汽车转向

信号系统工作原理与

设计方法，培养学生

运用相关软件进行转

向信号系统中关键元

件闪光器电路设计方

面的能力，锻炼学生

结合工程实际进行电

子电路设计方面的技

能。  

基本

技能  

汽车电器

与电控系

统  

2  专业  

车辆工程、汽车

服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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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撰写人： 陈勇、王士湖 

 

一、实验室的地位、作用和目的 

本实验课是汽车电器与电控系统课程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通过实验，使学

生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学会正确使用相关的仪器、工具和检测设备，培

养学生使用相关计算机软件的能力，增强学生对汽车电器控制线路进行分析与设

计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内容提要： 

本课程是车辆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限选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汽车电源

系统、点火系统、照明信号仪表系统、辅助电器系统、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电

子控制自动变速器系统、电子控制制动系统、电子控制转向系统等。 

三、实验配套的主要仪器设备及台(套)数： 

电脑                                              40台 

Multisim 软件                                      1套 

Office软件                                        1套 

投影仪                                            1台 

四、实验项目与提要 

序 

号 
实 验 项 目 

学

时 
内 容 提 要 要求 类型 

1 

汽车交流发

电机电压调

节器虚拟仿

真设计实验 

2 

目的：了解仿真技术在汽车发电机电压调节

器设计中的应用，学习在仿真环境下器件

选择、电路构建、仿真调试的过程；加深

对电压调节器控制原理的理解和巩固。 

内容：掌握发电机电压调节器工作原理与实

现方法；通过 Multisim 软件环境自主选择

相应的器件并搭建电压调节器控制电路，

在此基础上进行仿真调试，验证方案的合

理性及电路的正确性。 

必修 设计 



方法：上机操作。 

2 

汽车转弯信

号灯虚拟仿

真实验 

3 

目的：了解仿真技术在汽车信号灯控制领域

中的应用，学习在仿真环境下器件选择、电

路构建、仿真调试的过程；加深对信号灯控

制原理的理解和巩固。 

内容：通过 Flash 动画操作使学生了解汽车

信号灯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信号灯控制线

路的工作原理与实现方法；通过 Multisim 软

件环境自主选择相应的器件并搭建信号灯

控制线路，在此基础上进行仿真调试，验证

方案的合理性及线路的正确性。 

方法：上机操作。 

必修 设计 

3 

汽车电动辅

助装置虚拟

仿真实验 

3 

目的：在仿真环境下实现汽车电动雨刮器、

电动门窗等电动辅助装置的工作状态模拟

及控制线路构建与调试,加深学生对其控制

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和实际操作能力。 

内容：实验包括汽车电动雨刮器、电动门窗

等辅助装置工作状态模拟，让学生在仿真的

环境中完成相关开关、传感器、控制器和执

行元件的选择以及控制电路的构建与仿真

调试。 

方法：上机操作。 

必修 设计 

 

 

 

授  课 

对  象 
本  科 

实  验    

要  求 
必 修 

课程学时数 48 

实验学时数 6 



课程英文名称 Vehicle electric appliances and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适用专业 车辆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说  明 

 

1、每个实验要求有实验报告，再结合实验操作、课

堂纪律、实验效果综合评定成绩。 

2、实验成绩不及格或未做实验，不准参加期终考试。 

主要教材及参考书 

 

1、周云山.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4 

2、冯渊.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3、曹家喆.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7. 

 

 

 

审 核 人：刘永臣  

院    长：夏晶晶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aspx?catalog=01&key2=董维忠
http://www.sinoshu.com/authors/%B3%C2%D7%D3%CF%C0


实验九  汽车转向信号灯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学时：2学时 

实验类型：设计 

实验要求：必修 

一、实验目的 

    1、了解汽车信号灯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信号灯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与实

现方法。 

2、熟悉 Multisim软件的环境和功能； 

3、学习使用仿真软件对汽车信号灯控制系统进行线路构建和仿真调试过程

中的难点处理，注意局部细节问题； 

4、加深对教学环节中所获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学习和培养针对某具体案例

进行实验的能力。 

二、实验内容 

信号灯控制是汽车电气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是通过操作灯光开关

或操纵杆，实现对汽车转向灯、前主灯、倒车灯、故障灯等信号指示灯的控制。

该虚拟仿真实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 Flash技术提供一个虚拟灯光控制演示

程序，学生通过点击画面中的开关或操纵杆，分别点亮相应的信号灯，同时画面

中对应的电气控制线路及器件同步动作，使学生了解汽车信号灯的正确使用方

法，掌握信号灯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与实现方法。二是通过 Multisim 软件提供

一个虚拟仿真调试的环境，学生可以自主选择灯光控制的实现方案，自主选择相

应的器件并搭建控制线路，在此基础上进行仿真调试，验证方案的合理性及线路

的正确性，以提高设计能力和动手能力。 

三、实验条件 

1、Multisim仿真软件 

2、计算机、局域网 

3、office办公软件 

四、实验步骤 

4.1 虚拟灯光控制 Flash动画演示  



学生根据画面提示，以鼠标点按的形式，控制各开关，实现对车辆转向灯、

照明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控制，了解各种类型信号灯的正确使用方法。 

 

图 1.1 汽车转向灯演示画面 

 

图 1.2  汽车危险报警闪光灯演示画面 



 

图 1.3  汽车前雾灯演示画面 

4.2 汽车信号灯控制线路仿真调试 

学生根据给出的汽车信号灯控制线路，通过相应的控制键进行操作，观察线

路的工作过程，进一步巩固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 

汽车灯光控制仿真电路主要由系统电源（蓄电池）、点火开关（控制键为

SPACE 键）、紧急停车开关（控制键为 D键）、转向灯开关（最右侧档没有使用，

仿真电路中用两个同步的单刀四掷开关代替两个同步的单刀三掷开关，（控制键

为 A键））、闪光器（已经集成）、多个指示灯泡以及多个保险丝构成。其仿真电

路如下： 



 

图 1.4  汽车信号灯控制线路 

在上图电路中，24V 电压源模拟汽车电瓶，点火开关 D 从左到右分别对应

模拟汽车的空档、点火、启动、LOCK 档，处在 LOCK 档，则汽车方向盘被锁

死。紧急停车灯开关正常时处在左侧位置，紧急停车时被拨到右侧位置，转向灯

开关正常处在中间位置，左转向时被拨到左侧位置，右转向时被拨到右侧位置。

在 11 个指示灯中，左转向时对应的左前、左后、左后视镜灯、车内左转指示灯

共四盏等被点亮并闪烁，右转向时对应的右前、右后、右后视镜灯、车内右转指

示灯共四盏等被点亮并闪烁。紧急停车时，左前、左后、左后视镜灯、车内左转

指示灯、右前、右后、右后视镜灯、车内右转指示灯、车内紧急停车指示灯共九

盏灯被点亮并闪烁，此外，还设有两盏驻车指示灯，在驻车且需要指示时，靠左

驻车则右侧驻车灯被点亮，靠右驻车则左侧驻车灯被点亮。驻车灯的亮与灭也受

转向灯的控制，但是在汽车处于空档或者 LOCK档时有效。 

在上图电路中，闪光器电路已经被集成封装成子电路，其具体电路如下图所

示。图中 IO3为电源端（B端），IO2为输出端（L端），IO3为参考地端（E端）。

如果系统采用其他闪光器，将对应端子进行连接即可。 



 

图 1.5  汽车信号灯闪光器电路 

电路验证： 

验证驻车灯。将点火开关处于空档位置、紧急停车开关处于正常位置，通过

转向开关控制驻车灯，转向开关拨向左侧则左侧驻车灯亮，转向开关拨向右侧则

右侧驻车灯亮，表明驻车灯正常工作。 

验证紧急停车灯。将转向灯开关位于正常位置、将紧急停车开关拨到右侧，

此时，无论点火开关处于什么位置，左前、左后、左后视镜灯、车内左转指示灯、

右前、右后、右后视镜灯、车内右转指示灯、车内紧急停车指示灯共九盏灯被点

亮并闪烁，表明紧急停车灯正常工作。 

验证转向灯。将紧急停车开关位于正常位置(拨到左侧)、转向灯开关位于左

侧位置，此时，点火开关无论处于点火还是启动位置，则与左转向有关的四只指

示灯被点亮并闪烁；将紧急停车开关位于正常位置(拨到左侧)、转向灯开关位于

右侧位置，此时，点火开关无论处于点火还是启动位置，则与右转向有关的四只

指示灯被点亮并闪烁。 

经过上述验证，如果都能满足要求，则整个控制电路满足要求。 

4.3 汽车信号灯控制线路的构建与调试 



学生根据给出的控制线路图，在 Multisim 仿真软件环境下，自主构建控制

线路并进行仿真调试。 

1、在仿真条件下选择控制器件并合理布局； 

2、控制线路连接； 

3、闪光器电路的封装； 

4、整个线路的仿真调试。 

扩展要求：在此基础上，学生可查阅相关资料，自主设计汽车信号灯的控制

线路或对给出的电路进行优化及改进，并在仿真软件中进行调试，以锻炼提高自

己的设计与调试能力。 

六、实验思考题 

1、有触点和无触点电子闪光器的工作原理？ 

2、转向灯、双跳灯和驻车灯的电源供给方式有何区别？ 

七、实验报告要求 

1、实验目的和内容 

2、实验条件 

3、实验步骤 

4、汽车信号灯控制系统器件选择、线路构建、仿真调试及优化过程 

5、思考题 

6、实验体会 

八、其它说明 

原始数据采用淮阴工学院的实验原始数据记录纸进行记录，实验报告符合淮

阴工学院有关实验的规定。 

九、实验考核要求 

实验考核总体分为三部分： 

●实验预习：20% 

根据对实验资料的阅读情况。 

●实验操作：50% 

在正常实验时间内，应正确运用仿真软件，根据整个过程和仿真效果给出实



验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30% 

十、实验参考资料 

[1] 曹家喆.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 周云山.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 麻友良.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系统.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4] 冯渊.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