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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18100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教师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r Teacher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 18 

实验室名称：计算中心公共实验室 

适用专业：师范专业 

一、课程简介 

《教师教育技术》是高等学校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以

培养师范生信息素养和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为基本目标。学生在完成本课程学习后，应

掌握多媒体教学素材包括音频、视频、图形图像等的采集与处理技术；能够进行演示

型多媒体课件的设计与制作；能够进行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及进行教学动画的编

制；应能够选择一种软件工具独立编制符合教学思想、教学设计原理的多媒体课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演示型多媒体课件的编制 设计性 4 1 必修 

2 音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图像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4 视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设计性 4 1 必修 

5 动画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设计性 4 1 选修 

6 思维导图工具的使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7 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综合性 2 4-5 选修 

8 信息化教学综合设计 综合性 4 4-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演示型多媒体课件的编制 

1.教学内容 

Office 软件中 Powerpoint 的使用。包括文本类整套幻灯片的编制；各类教学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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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的设计和编制；视频、音频类教学内容的编制；幻灯片的动画设置；演示文稿的

结构设计和放映技术。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利用 PPT 制作演示型课件的方法。能够编制出一套形式多样的幻灯片

式演示文稿。 

实验项目 2：音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1.教学内容 

音频格式转换；内录、外录声音；利用软件（建议使用 adobe audition）进行剪

辑音乐、拼接音乐；添加音效，混音技术。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格式声音文件的转换方法及基本的声音处理技术和混音技术。 

实验项目 3：图像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1.教学内容 

数字图像的获取；图像色彩色调修改技术；图像润饰技术；简单图像合成技术 

2.教学目标 

掌握采集图像的方法并能够使用相关软件（建议使用 adobe photoshop）对图像进

行处理。 

实验项目 4：视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1.教学内容 

视频格式转换；基本的视频录制和编辑技术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格式视频文件的转换方法。能够利用视频软件（建议使用 Camtasia 

studio）进行视频的采集、编辑，并完成成品。 

实验项目 5：动画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1.教学内容  

Flash 二维动画制作：包括矢量图形绘制和基本动画制作；引导层、遮罩动画及

元件应用；简单交互控制；影片的测试和发布。 

2.教学目标 

能利用 Flash 工具，创作出满足教学基本需要的动画作品。 

实验项目 6：思维导图工具的使用 

1.教学内容 

运用思维导图工具制作概念图和思维导图。 

2.教学目标 

能够利用工具软件（mindmanager,mindmap,inspiration,百度脑图等）制作概念图，

并了解其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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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教学内容 

网络搜索技巧；利用 Frontpage 制作简单网页。 

2.教学目标 

能够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查询、保存和整理教学资料。掌握制作一个简单教学

网站的方法。 

实验项目 8：信息化教学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综合运用教学设计的思想，结合相关学科教学应用，设计完整的教学资源（可包

括教学用 PPT 课件、微课视频、WEBQUEST 网站资源等）与教学方案。 

2.教学目标 

能够结合教学设计的需要，设计、利用、制作各类教学资源，进行信息化教学。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是基础性和综合性相结合，以操作为主。基础性实验要

求学生递交相应的作业；综合性实验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将完整的信息化教学设计

思想、创新之处、制作过程形成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根据学生递交的个人制作的课件和以小组为单位开发的课

件作品结合进行实验成绩评分。 

（2） 实验课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软件要求：office2010 以上版本、另外所需软件由任课教师提供，并在开课之前

完成公共机房的安装。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张剑平.《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2、参考书： 

1）和汇.信息化教育技术.科学出版社，2007. 

2) 祝智庭，钟志贤.现代教育技术 --- 促进多元智能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祝智庭.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执 笔 人：李  利  

审 批 人：和  汇  

完 成 时 间:2016.3.15 



 4 

《实验心理学(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SY301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Experimental Psychology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应用心理学系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引导学生掌握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过程，形成周密、严谨和具有批判新

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实验态度。提高设计心理学实验的理论水平和

形成具体的实验操作能力，最后达到具备独立实验设计、开展研究、采集数据和撰写

研究报告的能力，为将来从事相关的研究和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反应时 演示性 3 8 必修 

2 色词干扰效应 验证性 3 8 必修 

3 选择性注意 综合性 3 8 必修 

4 心理旋转 综合性 3 8 必修 

5 记忆容量 综合性 3 8 必修 

6 记忆时间规律 综合性 3 8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反应时 

1.教学内容 

三种类型的反应时（A,B，C）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类型的反应时，以及实验新心理学的减法逻辑 

（2）熟悉通过相减法提纯不同的加工过程 

（3）掌握实验心理学减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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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色词干扰效应 

1.教学内容 

颜色加工和语义加工的不同速度 

2.教学目标 

（1）了解颜色和语义两种不同的加工 

（2）熟悉色词干扰实验条件的设置 

（3）掌握色词干扰实验结果的计算和推广 

实验项目 3：选择性注意 

1.教学内容 

空间提示线索对靶子加工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了解空间提示线索对靶子加工的影响和时程 

（2）熟悉双变量实验设计 

（3）掌握双变量实验的设计和分析 

实验项目 4：心理旋转 

1.教学内容 

心理旋转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类在进行比较时进行的心理操作 

（2）熟悉顺序效应等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3）掌握证明心理选择存在的技术和排除顺序效应影响的方法 

实验项目 5：记忆容量 

1.教学内容 

短时记忆容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短时记忆的容量限制 

（2）熟悉利用概率计算短时记忆容量的方法 

（3）掌握短时记忆研究的经典结论和方法 

实验项目 6：记忆时间规律 

1.教学内容 

记忆的首因和近因效应 

2.教学目标 

（1）了解记忆的时间时间效应，即首因和近因效应 

（2）熟悉测量记忆效果的方法 

（3）掌握排除先前经验影响的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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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独立设计、开展、收集数据和撰写研究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syLAB 心理实验台 6 套 

计算机机房电脑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郭秀艳 《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2.参考书： 

朱滢 《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第 2 版本） 

 

1.Kantowitz, B. H., Henry L Roediger, I., & Elmes, D. G. (2009).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inth). Cengage Learning. 

2.John Wixted, P. (2004). Steven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Methodology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John Wiley & Sons. 

3.Kingdom, F. A. A., & Prins, N. (2009). Psychophysics. Academic Press. 

4.Cunningham, D. W., & Wallraven, C. (2011). Experimental Design. CRC Press.  

5.MacMillan, N. A., & Creelman, C. D. (2005). Detection Theory 2ed (2nd ed.). 

Psychology Press. 

 

 

 

 

                                               

 

 

 

 

 

执 笔 人：张阳   

审 批 人：张明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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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心理学(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PSY3023                            课程学分：1.5 

课程名称（中/英）：Experimental Psychology II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应用心理学系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一、课程简介 

在实验心理学 I 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实验设计在各个心理学基

本领域的应用。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信号检测论 演示性 3 8 必修 

2 情绪刺激加工 验证性 3 8 必修 

3 注意的眼动研究 综合性 3 8 必修 

4 注意的 ERP 研究 演示性 3 8 必修 

5 无意识信息加工 探索性 3 8 必修 

6 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 探索性 3 8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信号检测论 

1.教学内容 

信号检测的理论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号检测论及其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2）熟悉分离辨别力和判断标准的方法 

（3）掌握分离判断标准和辨别力的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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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情绪刺激加工 

1.教学内容 

情绪图片的不同加工 

2.教学目标 

（1）了解情绪加工的基本过程 

（2）熟悉情绪研究中无关变量的控制和平衡技术 

（3）掌握一些操控、控制和平衡无关变量的技术 

实验项目 3：注意的眼动研究 

1.教学内容 

利用眼动作为反应指标对注意进行研究 

2.教学目标 

（1）了解眼动研究设计的优势 

（2）熟悉眼动研究的技术 

（3）掌握对各种眼动指标的分析和应用 

实验项目 4：注意的 ERP 研究 

1.教学内容 

利用 ERP 对注意进行研究 

2.教学目标 

（1）了解 ERP 技术的优点 

（2）熟悉 ERP 技术的要求和优势 

（3）掌握和了解 ERP 在注意研究中的应用 

实验项目 5：无意识信息加工 

1.教学内容 

无意识信息的加工 

2.教学目标 

（1）了解无意识情况下认知系统的活动 

（2）熟悉将刺激进行有效的操控以置于意识阈限下的方法和技术 

（3）掌握无意识加工研究中的若干技术 

实验项目 6：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 

1.教学内容 

工作记忆个体差异的研究 

2.教学目标 

（1）了解个体工作记忆出现差异的成因 

（2）熟悉个体差异研究的技术 

（3）掌握个体差异研究以及被试间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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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独立设计、开展、收集数据和撰写研究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syLAB 心理实验台 6 套 

计算机机房电脑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郭秀艳 《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2.参考书： 

朱滢 《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第 2 版本） 

 

1.Kantowitz, B. H., Henry L Roediger, I., & Elmes, D. G. (2009).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inth). Cengage Learning. 

2.John Wixted, P. (2004). Steven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Methodology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John Wiley & Sons. 

3.Kingdom, F. A. A., & Prins, N. (2009). Psychophysics. Academic Press. 

4.Cunningham, D. W., & Wallraven, C. (2011). Experimental Design. CRC Press.  

5.MacMillan, N. A., & Creelman, C. D. (2005). Detection Theory 2ed (2nd ed.). 

Psychology Press. 

 

 

 

                                               

执 笔 人：张   阳   

审 批 人：张   明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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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形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DMTE1038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数字图形设计                       

英文名称：Plane graphic design and productio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平面设计基础理论，即版面、造型、色彩、文字；

二是平面设计基础理论的应用，即矢量图形设计软件 Illustrator 的基础操作和高级应

用。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完成从色彩、文字、图形、图像、布局，到编排的全方位设

计以及制作工作，为学生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网页美学设计师、平面广告设计师、

UI 设计师、矢量插画设计师、书籍装帧与出版设计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 Unit1-节日插图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2 Unit1-大学生简历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3 Unit2-节日色彩树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4 Unit2-LOGO 设计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5 Unit3-花纹图案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6 Unit3-书籍装帧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7 Unit4-AI&PS 结合的艺术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8 Unit4-国画荷花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9 Unit4-线稿上色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0 Unit4-网页设计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1 Unit5-酒瓶盖效果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2 Unit5-复古飘带效果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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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3 Unit5-矢量线性花朵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4 Unit5-贺卡设计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5 Unit6-无缝拼贴图案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6 Unit6-逼真子弹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7 Unit6-齿轮图案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18 Unit6-海报设计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Unit1-节日插图 

1、 教学内容 

基本图形的绘制技法 

2、 教学目标 

掌握基本图形的绘制技法 

 

实验项目 2：Unit1-大学生简历 

1、教学内容 

基本图形的绘制方法，色彩的搭配，版面的设计 

2、 教学目标 

掌握基于基本图形的作品设计 

 

实验项目 3：Unit2-节日色彩树 

1、 教学内容 

对象的基本操作 

2、 教学目标 

掌握对象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4：Unit2-LOGO 设计 

1、 教学内容 

对象基本操作，理念的传达，色彩的搭配，文字的图形化处理 

2、教学目标 

掌握 LOGO 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5：Unit3-花纹图案 

1、 教学内容 

钢笔工具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掌握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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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Unit3-书籍装帧 

1、 教学内容 

钢笔工具的使用，理念的传达，色彩的搭配，版面的设计 

 

2、 教学目标 

掌握基于钢笔工具的封面装帧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7：Unit4-AI&PS 结合的艺术 

1、 教学内容 

了解 AI 和 PS 整合的基本方法 

2、 教学目标 

掌握 AI 和 PS 整合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8：Unit4-国画荷花 

1、 教学内容 

学习图层、透明度设置、对象模糊 

2、 教学目标 

掌握图层、透明度、对象模糊效果的设置 

 

实验项目 9：Unit4-线稿上色 

1、 教学内容 

学习矢量插图的基本绘制方法 

2、 教学目标 

掌握矢量插图的基本绘制方法 

 

实验项目 10：Unit4-网页设计 

1、 教学内容 

学习 AI 和 PS 整合情况下，网页页面设计的基本方法 

2、 教学目标 

掌握学习 AI 和 PS 整合情况下，网页页面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11：Unit5-酒瓶盖效果 

1、教学内容 

学习封套扭曲的基本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封套扭曲的基本用法 

 

实验项目 12：Unit5-复古飘带效果 

1、 教学内容 

学习渐变网格的用法 

2、 教学目标 

掌握渐变网格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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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Unit5-矢量线性花朵 

1、 教学内容 

混合工具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掌握混合工具的使用 

 

实验项目 14：Unit5-贺卡设计 

1、教学内容 

AI 各项技巧的综合运用，理念的传达，造型处理，色彩的搭配，版面的设计 

2、教学目标 

掌握 AI 各项技巧的综合运用 

 

实验项目 15：Unit6-无缝拼贴图案 

1、 教学内容 

学习无缝拼贴图案的构造 

2、 教学目标 

掌握无缝拼贴图案的构造 

 

实验项目 16：Unit6-逼真子弹 

1、 教学内容 

学习车削效果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学习车削效果的使用 

 

实验项目 17：Unit6-齿轮图案 

1、 教学内容 

了解 3D 效果的应用 

2、教学目标 

掌握 3D 效果的应用 

 

实验项目 18：海报设计 

1、 教学内容 

AI 各项技巧的综合运用，理念的传达，造型处理，色彩的搭配，版面的设计 

2、教学目标 

AI 各项技巧的综合运用，理念的传达，造型处理，色彩的搭配，版面的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快速知识点讲解，大量案例练习，当堂讲评 

2、 Unit1-Unit6，每两个阶段一个综合大作业，一共 3 个大作业，选择学生最好的成

绩，占到总成绩的 40% 

3、 两次期末考试，包括技巧考试和创意考试，选择学生最好的成绩，占到整个成绩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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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60 台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PDF 参考书： 

The Adobe lllustrator CS3 WOW! BooK（美斯得渥） 

大师之路：Photoshop 中文版完全解析（中赵鹏） 

lab 调色经典(美玛格利斯) 

 

  执笔人：孙冀宁 

  审批人：李  利 

  完成时间：2016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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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软件设计与制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DMTE200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多媒体软件设计与制作/Computer Based Education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多媒体资源的集成开发流程与技术，能根据特

定的开发需求，进行多媒体项目的需求分析、模块设计，资源集成以及项目测试。通

过课程实验，掌握应用常见的多媒体应用软件开发工具，集成并发布具有一定实用性

的多媒体应用软件的技能。本课程的实验包含了 9个验证性和 3个设计性类型的实验，

其中验证性实验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常见多媒体软件开发工具的使用技能，设计性实验

则在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能根据特定的开发要求，独立设计，并独立选择

开发工具，进行相关多媒体软件的开发。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开/选开 

1 Authorware 7.0 的基本操作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2 Authorware 7.0 人机交互的实现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3 
Authorware 7.0 对声多媒体信息的

控制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4 Authorware 综合应用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5 Director MX 2004 基本操作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6 Lingo 与多媒体信息控制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7 .Net 多媒体 Web 应用程序界面设计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8 .Net 多媒体 Web 应用程序设计一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9 .Net 多媒体 Web 应用程序设计二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10 演示型多媒体程序设计 设计性实验 3 1 必开 

11 交互型多媒体程序设计 设计性实验 3 1 必开 

12 多媒体作品测试与发布 设计性实验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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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uthorware 7.0 的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Authorware 7.0 的基本操作（工作环境，图标，动画，语法）。 

2.教学目标 

熟悉 Authorware 7.0 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Authorware 7.0 人机交互的实现 

1.教学内容 

【交互】图标的作用； 交互响应类型； 交互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 Authorware 7.0 人机交互功能的设计与开发的基本技术。 

实验项目 3：Authorware 7.0 对声多媒体信息的控制 

声音媒体的导入与控制；视频媒体的导入与控制；DirectMedia Xtra 插件控制媒

体。 

2.教学目标 

掌握 Authorware 7.0 对声音、视频和动画的控制技术。 

实验项目 4：Authorware 综合应用 

1.教学内容 

库和知识对象；模块；知识对象；环境设置；文件打包。 

2.教学目标 

掌握综合应用并发布 Authorware 作品的技术。 

实验项目 5：Director 11 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Director 11 的工作环境；电影的发布。 

2.教学目标 

熟悉 Director 11 基本操作法。 

实验项目 6：Lingo 与多媒体信息控制 

1.教学内容 

Lingo 脚本的类型； Lingo 脚本的分类； Lingo 语法特点； 事件； Lingo 中的

变量、列表和数组； 导航脚本； 条件语句。 

2.教学目标 

掌握 Director 11 中 Lingo 语言的基本特性以及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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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Net 多媒体应用程序界面设计 

1.教学内容 

基于.Net Framework 的多媒体 Web 程序界面设计。 

2.教学目标 

掌握.Net 多媒体网络应用程序界面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8：.Net 多媒体 Web 应用程序设计一 

1.教学内容 

基于.Net Framework 的多媒体 Web 控件设计。 

2.教学目标 

掌握.Net 多媒体网络应用程序控件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9：.Net 多媒体 Web 应用程序设计二 

1.教学内容 

基于.Net Framework 的多媒体 Web 通信设计。 

2.教学目标 

掌握.Net 多媒体网络通信的开发技术。 

实验项目 10：演示型多媒体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演示型多媒体程序的开发流程与技术实现，独立设计指定主题的多媒体作品。 

2.教学目标 

掌握演示型多媒体作品的开发技术，演练相关的设计与开发能力。 

实验项目 11：交互型多媒体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交互型多媒体程序的开发流程与技术实现，独立设计指定主题的多媒体作品。 

2.教学目标 

掌握交互型多媒体作品的开发技术，演练相关的设计与开发能力。 

实验项目 12：多媒体作品测试与发布 

1.教学内容 

多媒体作品测试与发布技术，独立测试并发布个人设计作品。 

2.教学目标 

掌握多媒体作品测试与发布技术，演练包装发布个人数字作品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每次上机实验的作品进行评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累计实验 1-9

考核分数，占课程总成绩 30%。，实验 10-12 考核分数占课程总成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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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房爱莲.《多媒体作品设计与制作）》.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 参考书：耿强.《多媒体软件应用教程》.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执 笔 人：张润来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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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设计与制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DMTE2030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 Web Dsign and Dvelopment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教会学生网页设计原理与基本的制作方法。课程分为课堂讲授和机房

上机两部分。通过本课程实验，教会学生使用 DW 和 FW 制作网站。其中，学生要

能使用 FW 设计网站 logo 与 banner；要能使用 DW 制作网站，包括静态网站和动态

网站。实验课程结束，学生应能独立制作门户网站。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网站 logo 设计 设计性 4 2 必修 

2 网站 banner 设计 设计性 4 2 必修 

3 网站布局与色彩运用 设计性 6 2 必修 

4 个人网站设计实例 综合性 6 5 必修 

5 中小学门户网站设计实例 综合性 8 5 必修 

6 企业门户网站设计实例 综合性 8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网站 logo 设计 

1.教学内容 

使用 firework 软件设计各种网站标识，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类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静态 logo 的设计原则、设计方法和色彩运用原理。 

（2）熟悉 firework 软件的工具栏、基本菜单栏，以及适量工具。 

（3）掌握 firework 软件制作网站标识的常用工具及菜单，并能设计制作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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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标识。 

实验项目 2：网站 banner 设计 

1.教学内容 

熟悉网站上各种 banner 的常见设计方法，鉴赏各种企业网站的 banner 布局及常

用表现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banner 的含义及其常见形式，能够分析 banner 的基本色彩搭配方式，

熟知不同网站对 banner 的需求。 

（2）熟悉 firework 软件中的蒙版、动画动能，并能使用这些功能设计制作动态

banner。 

（3）掌握常见 banner 的设计与制作方法，能独立为网站设计制作各种静态及动

态 banner。 

实验项目 3：网站布局与色彩运用 

1.教学内容 

学会网站布局理论与网站配色理论，并能使用软件实现网站布局与配色。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的网站布局类型，了解网站配色的基本原理，熟悉各种常用颜色

在网站设计中的运用法则。 

（2）熟悉 firework 进行网站布局并能将布局图片转存成页面格式，学会使用

firework 进行页面色彩效果配图。 

（3）掌握 firework 配色方法、页面设计方法，并能独立设计制作页面效果图。 

实验项目 4：个人网站设计实例 

1.教学内容 

通过实例操练，让学生掌握网站的整体设计与实现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个人网站的基本结构及实现方法。 

（2）熟悉 dreamweaver 软件的基本工具栏及静态页面设计方法，能够进行表格

布局。 

（3）掌握 dreamweaver 静态页面的开发流程及操作方法，可以独立设计制作完

整的静态网站 

实验项目 5：中小学门户网站设计实例 

1.教学内容 

通过实例操练，让学生掌握中小学门户网站的整体设计与实现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门户网站的基本结构及实现方法。 

（2）熟悉 dreamweaver 软件的中常用媒体素材的引用方法，能够制作多媒体页

面。 

（3）掌握 dreamweaver 静态页面的开发流程及操作方法，可以独立设计制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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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门户网站 

实验项目 6：企业门户网站设计实例 

1.教学内容 

通过实例操练，让学生掌握企业门户网站的整体设计与实现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企业网站的设计趋势及实现方法。 

（2）熟悉 dreamweaver 软件的中 CSS 布局方法，并能使用 CSS+DIV 方法进行

多页面的整体布局与架构。 

（3）掌握 dreamweaver 多页面的高效开发流程及操作方法，使用 JS 效果丰富

页面，可以独立设计制作完整的门户网站。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结束后，学生将本次实验电子作品上交。要求提交的作业能基

本提现对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 

2.电子作品评价法 

考社成绩由作品质量而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50%。电子作品要能提现对

知识点的熟练掌握和综合运用，并提现一定的作品创新性。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实验室要求配备投影、60 台台式机以及话筒、音响。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牛红慧，DreamweaverCS5 中文标准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无 

 

 

执 笔 人：徐红彩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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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DMTE203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JAVA 程序设计 / JAVA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1）加深学生对课堂讲授内容的理解，从计算机语言的基本概念、程序设计的

基本方法、语法规则等方面加深理解，打好程序设计、开发软件的良好基础。 

（2）在上机实验中，提高学生对 Java 语言各部分内容的综合使用能力，逐步

掌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的规律与技巧。 

（3）在对 Java 程序的调试过程中，提高学生分析程序中出现的错误和排除这

些错误的能力。 

（4）通过上机实践，加深学生对计算机软件运行环境，以及对操作系统与计算

机语言支持系统相互关系的了解。 

（5）本课程实验包含 9 个验证性实验、2 个设计性实验和 1 个创新性实验。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JDK 开发工具 验证性实验 2 1 必开 

2 简单数据类型和流程控制 验证性实验 4 1 必开 

3 类与对象 验证性实验 2 1 必开 

4 面向对象高级技术 验证性实验 4 1 必开 

5 常用基础类库与工具类库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6 异常处理 验证性实验 2 1 必开 

7 流式输入输出 验证性实验 2 1 必开 

8 多线程机制 验证性实验 3 1 必开 

9 GUI 标准组件及事件处理 验证性实验 4 1 必开 

10 Applet 基础 设计性实验 3 1 必开 

11 Java 网络编程技术 设计性实验 3 1 必开 

12 综合设计实验 创新性实验 4 3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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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JDK 开发工具 

1.教学内容 

熟悉 JDK 开发环境、熟悉 EditPlus 编辑器的使用。 

2.教学目标 

熟悉 JDK 开发环境、熟悉 EditPlus 编辑器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掌握简单数据类型和流程控制方法 

1.教学内容 

掌握标识符的定义规则、表达式的组成、各种数据类型及使用方法、各种运算

符的使用及其优先级控制。掌握分支结构，循环结构，continue，break 语句等内容。 

2.教学目标 

掌握简单数据类型和流程控制方法。 

实验项目 3：类与对象 

1.教学内容 

掌握类的声明、对象的创建、方法的定义和调用、构造函数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类与对象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面向对象高级技术 

1.教学内容 

类的继承、变量的继承和覆盖、方法的继承、重载和覆盖、接口的实现。 

2.教学目标 

掌握类的继承方法、变量的继承和覆盖、方法的继承、重载和覆盖、接口的实

现方法。 

实验项目 5：常用基础类库与工具类库 

1.教学内容 

掌握 Math 类的使用、String 类和 StringBuffer 类的使用、Java Application 命令

行参数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常用基础类库与工具类库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异常处理 

1.教学内容 

定义、抛出和捕捉处理异常。 

2.教学目标 

掌握异常的概念以及如何定义、抛出和捕捉处理异常。 



 24 

实验项目 7：流式输入输出 

1.教学内容 

了解流式输入输出的基本原理；掌握类 File、FileInputStream、FileOutputStream、

RandomAccessFile 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了解流式输入输出的基本原理；掌握相关类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多线程机制 

1.教学内容 

线程的概念、线程的生命周期；多线程的编程；使用多线程机制实现动画。 

2.教学目标 

线程的概念、线程的生命周期；多线程的编程。 

实验项目 9：GUI 标准组件及事件处理 

1.教学内容 

常用 GUI 控制组件设计及其事件处理。 

2.教学目标 

掌握常用 GUI 控制组件及其事件处理。 

实验项目 10：Applet 基础 

1.教学内容 

掌握 Java Applet 程序结构和开发过程、了解 Applet 运行机制、学会编写 Applet

对应的 HTML 文件，掌握从 HTML 文件向 Applet 传递参数的方法、掌握在 Applet

图形界面设计，设计相关网页运行平台。 

2.教学目标 

掌握 Java Applet 程序结构和相关网络平台设计与开发过程。 

实验项目 11：Java 网络编程技术 

1.教学内容 

掌握 URL，Socket，Datagram 三个层次网络通讯的运行机制。设计并开发多用

户聊天室的功能。 

2.教学目标 

掌握 Java 基础网络编程技术，设计并实现相关通信平台。 

实验项目 12：综合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Applet 多媒体应用设计—益智游戏，通过小组协作创新设计数字化交互游戏平

台。 

2.教学目标 

综合掌握 Java 开发技术，演练实践开发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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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每次上机实验的作品进行评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累计实验 1-11 考核

分数，占课程总成绩 30%。，实验 12 考核分数占课程总成绩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50 台。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叶核亚.《Java2 程序设计实用教程（第四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2、参考书：郑莉，刘兆宏 .《JAVA 语言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执 笔 人：张润来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15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6%A3%C0%F2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F5%D5%D7%B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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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导论》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DUE100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教育技术学导论/ Induction to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 18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专业 

一、课程简介 

《教育技术学导论》是教育技术学专业入门课，课程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教

育技术是什么？教育技术从何而来，它的发展又会如何？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学科，

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的研究和实践内容包括什么？如何进行教育技术领域的研

究？在理论学习的主线之余，还有一条技术体验的副线，即通过引导学生对网络学习

平台等技术支持的学习体验，以及常用的媒体开发工具如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视音频及动画编辑工具的开发体验，感受教育技术的实践领域。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POWERPOINT 基本操作 演示性 4 1 必修 

2 POWERPOINT 综合实验 综合性 2 1 必修 

3 音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演示性 2 1 必修 

4 视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演示性 2 1 必修 

5 视频作品综合设计 设计性 4 4-5 必修 

6 二维动画制作体验 演示性 2 1 选修 

7 专业文献检索 综合性 2 1 必修 

8 思维导图工具使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POWERPOINT 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Office 软件中 Powerpoint 的使用。包括文本类整套幻灯片的编制；各类教学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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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的设计和编制；视频、音频类教学内容的编制；幻灯片的动画设置；演示文稿的

结构设计和放映技术。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利用 PPT 制作演示文稿的方法。能够编制出一套形式多样的幻灯片式

演示文稿。 

实验项目 2：POWERPOINT 综合实验 

1. 教学内容 

选择专业相关的专题，制作一个讲座型辅助课件，并汇报。 

2.教学目标 

综合运用各种 powerpoint 制作技巧，制作完整的演示文稿。 

实验项目 3：音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1. 教学内容 

音频格式转换；内录、外录声音；利用软件（使用 adobe audition）进行剪辑音

乐、拼接音乐；添加音效，混音技术。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格式声音文件的转换方法及基本的声音处理技术和混音技术。 

实验项目 4：视频素材的采集与处理 

1.教学内容 

视频格式转换；基本的视频录制和编辑技术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格式视频文件的转换方法。能够利用视频软件（使用 Camtasia studio）

进行视频的采集、编辑，并完成成品。 

实验项目 5：视频作品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结合理论教学内容，选取适当的视角完成《教育技术那些事》视频制作。 

2.教学目标 

体验视频制作基本流程（体验脚本创作到技术开发），理解教育技术学科主要研

究领域。 

实验项目 6：二维动画制作体验 

1.教学内容 

Flash 二维动画制作：包括矢量图形绘制和基本动画制作；引导层、遮罩动画及

元件应用；简单交互控制；影片的测试和发布。 

2.教学目标 

能利用 Flash 工具，创作出满足教学基本需要的动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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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专业文献检索 

1.教学内容 

网络搜索技巧；使用图书馆专业资源搜索专业文献。 

2.教学目标 

学会查找专业文献的方法，形成初步的研究能力。 

实验项目 8：思维导图工具的使用 

1.教学内容 

运用思维导图工具制作概念图和思维导图。 

2.教学目标 

能够利用工具软件（mindmanager,mindmap,inspiration,百度脑图等）制作概念图，

并了解其教学应用。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每次实验完毕，提交相应的实验作业。 

2、考核方式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作业评价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由各次实验作业按比例加权构成，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实验室要求配备投影、60 台台式机以及话筒、音响。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 教材：《教育技术技能训练与评价》主编 冯奕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参考书： 

    各类多媒体课件制作的相关书籍 

 

 

 

执 笔 人：李   利  

审 批 人：和   汇   

完 成 时 间：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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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学与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DUE1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Lea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面向教育技术专业本科生开设。课程旨在介绍学习科学领域前言及相关实

践领域。为学生从事师范工作、培训工作做好准备。 

了解技术所引发的学习变革，在课程学习实践中，学会应用互联网、脑图等技术

工具进行学习和交流，提高自身信息素养与技术个人知识管理能力。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搜索与存储工具的使用 演示性 3 2 必修 

2 知识交流工具 综合性 3 2 必修 

3 知识的发布与分享 演示性 4 2 必修 

4 个人知识管理软件 综合性 4 5 必修 

5 团队学习体验 综合性 4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搜索与存储工具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引导学生学会常见的信息搜索与存储工具的使用，并能将这些工具应用于日常

学习中。 

2.教学目标 

（1）了解当前流行的信息搜索网站及其性能，了解线下、线上各种存储工具。 

（2）熟悉关键词搜索法、页面存储法以及声音、视频学习资料的存储方法。 

（3）掌握网盘、云盘的使用方法，学会存储自己的知识并学会与他人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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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知识交流工具 

1.教学内容 

设计一定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熟悉各种知识交流网站和工具，并能将

这些工具用于与老师和同学的学习交流中。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的知识交流网站和软件。 

（2）熟悉交流工具、网站的用法，学会虚拟社区中与他人交流的方法和技巧。 

（3）掌握参与一般的交流讨论群的方法与技巧，学会通过网络请教他人知识与

问题。 

实验项目 3：知识的发布与分享 

1.教学内容 

通过设计教学活动，让学生懂得个人知识发布的重要性，并在活动中学会知识

分享。 

2.教学目标 

（1）了解个人知识发布的常见工具和软件，了解个人知识的内涵及意义。 

（2）熟悉个人知识发布的流程与方法，掌握在虚拟社区中扩大个人知识影响的

方法与规范。 

（3）掌握同学之间知识分享的方法与规则，体会知识分享带来的个人内心体验。 

实验项目 4：个人知识管理工具 

1.教学内容 

总结梳理个人学习技术，归纳适合自己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体系，为今后在学

习和工作中熟练应用个人知识管理的工具技术打好基础。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的个人知识管理的工具及综合网站，熟悉这些网站的功能与用法。 

（2）熟悉 360 图书馆、mybase、网博士、针式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的界面及其使

用方法。 

（3）掌握常见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的用法，能用这些工具管理自己大学期间所学

的课程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个人就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体系。 

实验项目 5：团队学习体验 

1.教学内容 

设计一定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学会建设团队、维系团队并在团队中学会知识分

享、与他人交流以及共同合作等具体任务。 

2.教学目标 

（1）了解团队的基本知识，知道团队的结构与一般组织方法。 

（2）熟悉团队学习法则，熟悉第五项修炼的具体应用方法，熟悉自己的团队角

色。 

（3）掌握创建、参与、维系团队的一般方法，学会在团队中与他人合作学习，

并能够组织他人进行团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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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课程实验对每个实验项目分别进行考核，每个实验项目占 25%，考核形式为操

作并提交自创作品，考核以作品创意、操作技术、表现技巧为标准依据进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实验室要求配备投影、60 台台式机以及话筒、音响。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学习的科学与技术》 桑新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参考书：《思维导图 大脑使用说明书》，东尼·博赞(英)著 张鼎昆 徐克茹 译，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 4 月。 

 

 

执 笔 人：徐红彩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15 

 

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D5%C5%B6%A6%C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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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1018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摄影》 Photograph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摄影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学生只有通过实践环节才能把所学的摄影理论知

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摄影课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而且可以帮助教育技术专

业的学生采集资料，并为今后的摄像技术等课程提供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摄影

实验，学生应掌握相机的使用技能，掌握取景、用光、构图、景深等技巧，并掌握数

码照片的后期处理技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熟悉摄影器材 演示性（验证型） 2 2 必开 

2 聚焦与景深 演示性（验证型） 2 2 必开 

3 曝光与测光 演示性（验证型） 4 2 必开 

4 摄影构图 综合性 4 2 必开 

5 光线与色彩的运用 设计性 4 4 必开 

6 数码照片后期处理 综合性 2 2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熟悉摄影器材 

1.教学内容 

相机类型、镜头的工作原理、镜头的光圈、焦距、视角；镜头的种类及其特点；

相机附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相机类型，镜头的工作原理，照相机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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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照相机的结构、部件及功能；镜头的光圈、焦距和视角，种类及特点 

（3）掌握相机各部件的具体操作及镜头的安装与卸载 

实验项目 2：聚焦与景深 

1.教学内容 

相机的取景系统、对焦系统与景深控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照相机的取景系统、取景器类型，照相机的对焦系统、景深控制系统 

（2）熟悉相机的对焦方式和模式；相机的快门及速度控制； 

（3）掌握相机的景深控制方式 

实验项目 3：曝光与测光 

1.教学内容 

相机的测光原理、方式与模式；正确测光的原则；包围曝光、曝光补偿；利用

直方图判断曝光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照相机的测光系统 

（2）熟悉相机的测光方式和模式以及如何利用直方图来判断照片的曝光量 

（3）掌握正确测光的原则、包围曝光与曝光补偿的方式 

实验项目 4：摄影构图 

1.教学内容 

影响构图的因素、构图方式、构图元素、主体与陪体、前景与背景、简与繁、

平衡与稳定、透视与对比、画面的景别、拍摄的角度与方向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构图的因素 

（2）熟悉构图方式、元素，画面景别，拍摄角度与方向对构图的影响 

（3）掌握主体与陪体、前景与背景、简与繁、平衡与稳定、透视与对比等的关

系对构图的影响 

实验项目 5：光线与色彩 

1.教学内容 

摄影用光的要素（光度、光位、光质、光型、光比、光色），色温，白平衡；光

与色的关系，光线的情感，画面的色彩基调 

2.教学目标 

（1）了解影响摄影用光的基本要素 

（2）熟悉光与色的关系，光线的情感表达与画面的色彩基调 

（3）掌握相机的色温与白平衡调节 

实验项目 6：数码照片后期处理 

1.教学内容 

数码照片的管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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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adobe bridge 和 photoshop 的布局与各部分功能 

（2）熟悉用 adobe bridge 管理照片的基本方式 

（3）掌握 RAW 插件对照片的基本处理及 PHOTOSHOP 的进一步处理的基本流

程与技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根据每次实验项目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拍摄相应的照片并提交作品，共提交 5

次平时作业与一次期终考试作品。按平时占 40%，期末占 60%的比例进行课程的考

核。 

要求：构图 30%， 用光 30%， 创意 20%，表达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学生用数码单反相机 30 套，镜头（配套两支变焦镜头，包括广角端和长焦端）

60 支；教师用数码单反 1 套，镜头 4 支。其他包括闪光灯、三角架、影棚用摄影灯、

背景布、静物摄影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大学摄影基础教程》，张宗寿、彭国平主编，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9 年第

3 版  

2. 参考书：  

1)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上、下册，中国摄影出版社，孙建秋、刘宝成等

译，1986 年 8 月第 1 版。  

2) 《数码摄影技法大全》，曾立人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1 版。 

3) 《大学摄影基础教程》，彭国平等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 版。 

4) 《摄影大师的构图》，林路编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版。 

5) 《摄影大师教你 100 招》，[英]米歇尔布谢尔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年版。 

6) 《Photoshop 七大核心技术》，[美]Scott Kelby 著，许伟民、袁鹏飞译，人民邮电

出版社 2008 年版。 

 

 

                                               

执 笔 人：马忠虎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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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动画制作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EDUE1019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Flash 动画制作技术         Flash Animation Creat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Flash 是目前制作动画的优秀工具。Flash 支持多种格式的图像、视频、声音文件，

可以制作出交互性很强的电脑作品。Flash 具有强大的多媒体编辑功能，广泛地应用

于网页制作、课件制作等。 

课程的基本要求：掌握 Flash 动画的基本概念，了解 Flash 动画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情况。掌握 Flash 动画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 Flash 动画的基本知识和制作技术，

遵循适用、实用、会用、通用的原则，着力培养学生 FLASH 动画制作的知识和技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认识软件和界面布局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2 工具箱的使用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3 形状变形动画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4 对象的位置、变换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5 运动变形动画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6 引导层及应用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7 逐帧动画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8 元件影片剪辑多场景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9 遮罩效果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0 单项选择题框架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1 表单技术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2 密码应用框架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3 描点作图、连线作图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4 帧的命令动画、对象的命令动画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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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5 鼠标拖拽事件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6 MTV 框架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7 制作钟表、放大镜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8 程序调试方法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认识软件和界面布局 

1.教学内容 

熟悉 Flash 软件的环境 

2.教学目标 

（1）了解 Flash 软件。 

（2）熟悉菜单、属性栏、工具箱、场景、浮动面板。 

（3）掌握新建、保存文件、发布文件等技术。 

实验项目 2：工具箱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学习工具箱中的工具及特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工具栏、时间轴、导入、导出等技术。 

（2）掌握铅笔、钢笔、笔刷等绘画技术。 

（3）掌握橡皮擦等工具。 

（4）掌握其它工具。 

实验项目 3：形状变形动画 

1.教学内容 

形状变形动画制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悉形状变形动画的特性。 

（2）熟练掌握形状变形，两端是打散的对象。 

（3）掌握图像的形状变形动画技术。 

实验项目 4：对象的位置、变换 

1.教学内容 

对象的移动、复制、变形。 

2.教学目标 

（1）掌握同位复制技术。 

（2）掌握对象的形状变化、颜色属性、3D 变换等技术。 

（3）掌握舞台的设置方法。 

（4）熟练掌握库的使用方法，共享图库的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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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对齐技术。 

实验项目 5：运动变形动画 

1.教学内容 

运动变形动画制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悉变形变形动画的特性。 

（2）熟练掌握运动变形，两端是同一个元件。 

（3）掌握图像的运动变形动画技术。 

（4）动画的淡入淡出技术 

实验项目 6：引导层及应用 

1.教学内容 

对象按预定轨迹运动。 

2.教学目标 

（1）了解引导层动画与运动变形动画的区别。 

（2）熟练掌握引导层动画技术。 

（3）掌握多重引导动画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7：逐帧动画 

1.教学内容 

逐帧动画制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掌握逐帧动画制作要领。 

（2）熟悉逐帧动画的制作方法。 

（3）熟练掌握逐帧动画的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8：元件影片剪辑多场景 

1.教学内容 

图像、按钮、影片剪辑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场景和元件的编辑环境与技术。 

（2）掌握图像元件的新建与编辑技术，能够熟练应用起始帧。 

（3）掌握按钮元件的新建与编辑技术，能够熟练应用 Action 命令。 

（4）掌握影片剪辑元件的新建与编辑技术，能够熟练应用实例。 

（5）熟练掌握多场景动画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9：遮罩效果 

1.教学内容 

利用遮罩层制作动画。 

2.教学目标 

（1）了解遮罩动画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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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练掌握遮罩动画制作技术。 

（3）熟练掌握多重遮罩动画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10：单项选择题框架 

1.教学内容 

制作单项选择题练习软件。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文本类型的单项选择题制作技术。 

（2）熟练掌握图像类型的单项选择题制作技术。 

（3）掌握声音、视频、动画类型的单项选择题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11：表单技术 

1.教学内容 

制作交互式程序动画。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表单的建立技术。 

（2）熟悉表单中的数据获取技术。 

（3）编写代码实现人机交互。 

实验项目 12：密码应用框架 

1.教学内容 

实现 Flash 动画的加密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 Flash 动画环境的加密技术。 

（2）熟练编写单用户密码加密程序。 

（3）会编写多用户密码加密程序。 

实验项目 13：描点作图、连线作图 

1.教学内容 

函数绘图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数学函数的描点作图技术。 

（2）熟练掌握数学函数的连线作图技术。 

（3）掌握自定义函数的描点作图、连线作图技术。 

实验项目 14：帧的命令动画、对象的命令动画 

1.教学内容 

Action 动画制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帧的 Action 命令技术。 

    （2）熟练掌握按钮的 Action 命令技术。 

    （3）熟练掌握影片剪辑的 Action 命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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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鼠标拖拽事件 

1.教学内容 

鼠标事件技术。 

2.教学目标 

（1）熟悉鼠标的单击事件技术。 

（2）熟悉鼠标的双击事件技术。 

（3）熟悉鼠标的拖拽事件技术。 

实验项目 16：MTV 框架 

1.教学内容 

多媒体作品制作。 

2.教学目标 

（1）熟练音频处理技术。 

（2）掌握命令控制动画技术。 

（3）掌握文本、图片、声音、电影、动画综合处理技术。 

实验项目 17：制作钟表、放大镜 

1.教学内容 

Flash 动画开发技术。 

2.教学目标 

（1）掌握钟表的静态部分制作技术。 

（2）掌握钟表的动态部分制作技术。 

（3）掌握放大镜的制作过程。 

实验项目 18：程序调试方法 

1.教学内容 

代码调试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代码的基本特征。 

（2）熟练掌握 C 语言。 

（3）熟悉分析法、综合法、归纳法。 

（4）掌握局部调试程序的方法。 

（5）掌握联合调试程序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之后，都要进行总结并编写电子笔记。 考核以电子笔记为主，加操作

技能以及作品展示，实验课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1、电子笔记要求  

文理通顺，书写简洁；符号标准，图表齐全；讨论深入，结论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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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50 台计算机及相关软件，做到人手一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S6 标准培训教材》，ACAA 专家委员会 DDC

传媒，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1 月 

2、参考书： 

    网络中的 Flash 教程 

 

 

 

执 笔 人：和   汇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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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三维动画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1020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计算机三维动画设计/ 3Ds Animation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 36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动画制作的基本知识。掌握相关软件的基本操作及动画

制作过程。学会常见的建模方法，能够制作简单的影视动画与教学动画，培养学生空

间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为今后多媒体制作与影视制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维物体建模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2 二维物体建模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3 基本操作和变换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4 利用布尔运算创建物体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5 放样技术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6 修改器的使用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7 材质与贴图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8 灯光和摄像机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9 环境特效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0 动画创建技术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11 视频合成 综合性实验 2   

12 空间扭曲与粒子系统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3 综合创作 设计性实验 4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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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三维物体建模 

1.教学内容 

学习利用标准几何体和扩展几何体创建三维物体的方法。制作圆桌和圆椅。 

2.教学目标 

结合简单物体的制作，使学生对 3DS MAX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使学生初步了解

3DS MAX 的工作界面，并能够利用标准几何体和扩展几何体创建三维物体。 

实验项目 2：二维物体建模 

1.教学内容 

学习创建二维物体的方法。如线、圆、弧、环、文本、多边形等工具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二维物体创建工具的使用。掌握二维物体创建工具的修改。能制作出给定

图像上的图形。 

实验项目 3：基本操作和变换 

1.教学内容 

学习选择物体、复制物体及变换物体坐标系的各种方法。 

2.教学目标 

能够利用多种工具选择物体。能够利用多种方式复制物体。能制作出给定图片上

的模型。 

实验项目 4：利用布尔运算创建物体 

1.教学内容 

学习布尔运算的法则及创建布尔运算物体的方法。 

2.教学目标 

熟悉布尔运算的法则。能够利用布尔运算合成物体模型。 

实验项目 5：放样技术 

1.教学内容 

学习放样物体创建及修改的方法。制作牙膏、鼠标模型。 

2.教学目标 

掌握制作放样物体的步骤。掌握修改放样物体的方法。根据给出的牙膏模型图片

制作出立体牙膏模型。根据实物鼠标，制作鼠标模型。 

实验项目 6：修改器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学习二维物体修改器及三维物体修改器的建立与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二维及三维物体的修改器的使用方法。利用不同的修改器制作出新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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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材质与贴图 

1.教学内容 

学习材质和贴图的设置与修改的方法。 

2.教学目标 

能够利用材质编辑器给物体赋予材质。能够根据不同贴图的类型给不同质感的物

体赋予贴图。能够根据需要对材质和贴图的参数进行修改。 

实验项目 8：灯光和摄像机 

1.教学内容 

学习如何建立、修改灯光和摄像机的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建立灯光和修改灯光参数的方法。掌握建立摄像机和修改摄像机参数的方

法。为前面课程中建立的模型添加灯光和摄像机效果。 

实验项目 9：环境特效 

1.教学内容 

学习创建四种不同环境特效的方法。火焰、雾、质量雾和质量光。 

2.教学目标 

掌握创建四种不同环境特效的方法。掌握修改环境特效参数的方法。根据所示图

片创建模型及添加相应的环境特效。 

实验项目 10：动画创建技术 

1.教学内容 

学习常用的创建动画的方法。具体包括：（1）关键帧动画。（2）Morphy动画。（3）

利用轨迹视图和功能曲线创建动画。（4）为动画添加声音效果。（5）正反向运动。（6）

利用运动面板创建路径动画。 

2.教学目标 

掌握基本的创建动画的方法。掌握在动画中插入声音的方法。能够独立设计并创

建动画。 

实验项目 11：视频合成 

1.教学内容 

学习视频合成器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视频合器的添加及修改方法。根据适当的需要，为前面制作的动画添加视频

合成效果。 

实验项目 12：空间扭曲与粒子系统 

1.教学内容 

学习空间扭曲与粒子系统的创建及修改方法。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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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空间扭曲的创建及修改。掌握粒子系统的创建及修改。创建空间扭曲或粒子

系统的动画效果。 

实验项目 13：综合创作 

1.教学内容 

设计、创建三维立体空间效果或动画效果。 

2.教学目标 

在给定实验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学生能够利用本学期所学知识，创作出具有创

新意识，不同风格的三维效果图或动画作品。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属于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以操作性为主。要求在实验

十三结束后将自己设计的三维作品的设计思想、创新之处、制作过程形成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要求学生根据一学期所学内容独立、创意地完成一个三维

作品。根据该作品进行实验成绩评分。 

（2）实验课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谭浩强;邵丽萍;柯新生;吕希艳主编，《3ds max 动画制作技术(第二版)》，清

华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有关三维动画的相关教材。（因更新太快，根据软件情况再选择） 

 

 

 

 

执 笔 人：付亦宁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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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编辑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1021                     课程学分：3.0 

课程名称（中/英）：数码编辑技术/Digital Post-editing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新闻传播学类、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广告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 

实验室名称：传媒与文学实验教学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和实验，使学生掌握数字非线性编辑系统组成、工作原理及特

点，掌握非线性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掌握利用非线性编辑系统采集电视和多媒体

素材的方法、掌握利用各种数字非线性编辑软件的时间线编辑制作电视节目和创作特

效、字幕的方法；掌握后期编辑制作电视节目或微电影等作品的全面技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素材的管理、导入与采集 综合性 4 1 必修 

2 时间线编辑剪辑技术的应用 综合性 4 1 必修 

3 音效处理 综合性 4 1 必修 

4 字幕的设计 设计性 4 1 必修 

5 过渡（转场）效果的运用与设置 设计性 4 1 必修 

6 视频特技的应用 设计性 4 1 必修 

7 遮罩的应用 创新性 8 1 必修 

8 嵌套的应用 创新性 4 1 必修 

9 抠像技术 创新性 4 1 必修 

10 新闻节目片头制作实例 综合性 4 1 必修 

11 影片的合成和输出 综合性 4 1 必修 

12 AE 的应用 创新性 4 1 必修 

13 短片/MV 的制作 综合性 8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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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素材的管理、导入与采集 

1.教学内容 

 软件的启动与基本设置，软件功能的熟悉与理解，基本窗口的功能和作用，

环境参数设置，掌握素材采集、导入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的启动与基本设置； 

（2）熟悉基本窗口的功能和作用，环境参数设置； 

（3）掌握数字化影像在非线性编辑系统中的不同管理方式，数字影像采集的方法，

软件平台的设置与优化。 

实验项目 2：时间线编辑剪辑技术的应用 

1.教学内容 

掌握利用时间线对数字化影像进行分离、剪切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时间线对数字化影像进行分离、剪切的方法； 

(2)熟练掌握三点编辑和四点编辑的应用。 

实验项目 3：音效处理 

1 .教学内容 

(1)声音的录制、采集； 

(2)声音的编辑、音效制作的基本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了解掌握声音的录制、采集； 

（2）熟悉音频编辑的基本方法； 

（3）掌握各种音频特效的制作与处理，以及噪音的消除。 

实验项目 4：字幕的设计 

1.教学内容 

(1)静态字幕； 

(2)滚屏字幕的设计； 

(3)特殊效果字幕的制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熟悉静态字幕、滚屏字幕与图形的设计； 

（2）掌握使用特定遮罩制作特效字幕，使用插件制作适合中文字体的各种字幕

特效。 

实验项目 5：过渡（转场）效果的运用与设置 

1. 教学内容 

过渡（转场）的概念和特点过渡的设置 



 47 

2. 教学目标 

(1)了解视频滤镜的应用和处理； 

(2)熟悉软件内嵌转场的使用和特点； 

(3)掌握使用这些转场特技制作相应视频特效，外来插件的安装以及对应转场的

使用。 

实验项目 6：视频特技的应用 

1. 教学内容 

视频特技的设置，滤镜效果应用和控制。 

2. 教学目标 

(1)了解非编软件的特效种类及应用方法； 

(2)熟悉软件内置各种视频效果的画面特征 

(3)掌握各种特效的画面特征，参数的设定，并以此设计创作各种画面特效。 

实验项目 7：遮罩的应用 

1. 教学内容 

制作形式功能各异的视频遮罩，了解遮罩的应用技术 

2. 教学目标 

(1)了解遮罩的意义及运用原理； 

(2)熟悉使用 PS、Pr 等制作各种视频遮罩的技术方法； 

(3)熟练掌握使用视频遮罩制作常见的视频特效的技术。 

实验项目 8：嵌套的应用 

1. 教学内容 

了解嵌套的技术特征，使用嵌套制作相关视频效果。 

2. 教学目标 

(1)了解使用嵌套技术意义及制作方法； 

(2)熟悉掌握制作多画面视频效果，使用嵌套进行后期调色等，使用嵌套进行电

视片的多机位编辑。 

实验项目 9：抠像技术 

1. 教学内容 

熟悉理解抠像技术制作视频特效。 

2. 教学目标 

(1)了解抠像的原理及意义； 

(2)熟悉使用抠像技术的基本方法级参数的调整设置技术； 

(3)掌握抠像技术，制作虚拟演播室效果、视频特效。 

实验项目 10：新闻节目片头制作实例 

1. 教学内容 

综合课程所学知识制作新闻节目片头 

2. 教学目标 



 48 

综合利用前面所学知识、技术，制作电视新闻栏目的节目片头。 

实验项目 11：影片的合成和输出 

1. 教学内容 

节目输出到录像磁带及导出 MPG2、MPG4（H.264）、FLV 格式设定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了解节目导出的基本原理， 

(2)熟悉作品导出的各种编码格式， 

(3)熟练掌握各种编码格式的画面特征，掌握各种参数的意义及设定方法，掌

握将节目输出到录像磁带及导出 MPG2、MPG4（H.264）、FLV 等文件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AE 的应用 

1. 教学内容 

使用 After Effects 制作视频特效。 

2. 教学目标 

(1)了解 After Effects 的界面特诊及软件的功能； 

(2)熟悉使用 After Effects 制作特效的一般方法，参数的调整、设置； 

(3)掌握使用 After Effects 影视后期 3D 特效、使用 AE 模板制作片头、片花、

片尾特效的技术方法。 

实验项目 13：短片/MV 的制作 

1. 教学内容 

综合使用所学 Pr、AE 知识制作电视短片、MV 短片。 

2. 教学目标 

结合一学期所学知识、技术，结合自己的创意，制作电视短片、MV 短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结果：在教师机工作目录中建立以学号＋姓名的个人目录，提交本课程的每

一次实验的工程文件、视频文件及相关说明供任课老师批阅。 

2、考核方式 

上机考试，根据教师提供的素材和学生自拍的素材设计制作一部电视（新闻）短 

片或 MV，并输出成 H.260/m4 等格式，上传到教师机服务器。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机种 1：非线性编辑工作站 60 套。 

主要机种 2：广播级全高清摄像机松下 AG-HMC153MC + 专用三脚架 8 套； 

主要机种 3：DV/DVCAM 格式数字录象机 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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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数字影视后期制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07.01。 

  2. 参考书： 

（1） [美] Adobe 公司著；张明译，《Adobe Premiere Pro CS6 中文版经典教程》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4 年。 

（2） [美] Adobe 公司 著；裴强，宋松 译，《Adobe Premiere Pro CC 经典教程》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3） 程明才 著，《After Effects CC 中文版超级学习手册》，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年 6 月。 

（4） 赖亚非，李萍 编著  Premiere Pro 实用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   

（5） 任玲玲 编著 影视非线性编辑与创意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6 月 

（6） 约翰 S.道格拉斯 技术的艺术—影视制作的美学途径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 1 月 

（7） 罗纳德 电视现场制作与编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8） 钱  浩 编著 Vegas 数码影像剪辑大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执 笔 人：倪   建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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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2010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C 语言程序设计/ C Language program design      

课程学时：90 学时                          实验学时：36 学时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掌握 C 语言的基本知识和程序设计方法，培养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基本能力，为

学习其它计算机语言打下基础，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C 程序的运行环境和运行一

个 C 程序的方法 
演示性实验 2 30 必修 

2 数据类型、运算符和表达式 演示性实验 2 30 必修 

3 最简单的 C 程序设计 设计性实验 2 30 必修 

4 逻辑结构程序设计 设计性实验 2 30 必修 

5 循环控制 设计性实验 3 30 必修 

6 数组 设计性实验 3 30 必修 

7 函数 设计性实验 3 30 必修 

8 编译预处理 设计性实验 2 30 选修 

9 指针 设计性实验 6 30 必修 

10 结构体和共同体 设计性实验 6 30 必修 

11 位运算 设计性实验 2 30 选修 

12 文件 设计性实验 3 30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 程序的运行环境和运行一个 C 程序的方法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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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所用的计算机系统 

（2）进入 C 的工作环境 

（3）熟悉 Turbo C 的集成环境 

（4）输入并运行一个简单的程序 

（5）输入并编辑一个 C 程序 

（6）输入并运行一个需要在运行时输入数据的程序 

（7）运行一个自己编写的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所用的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操作方法，学会独立使用该系统 

（2）了解在该系统上如何编辑、编译、连接和运行一个 C 程序 

（3）通过运行简单的 C 程序，初步了解 C 程序的特点 

实验项目 2：数据类型、运算符和表达式 

1．教学内容： 

（1）输入并运行程序 

（2）输入并运行教材第 3 章习题 3.6 程序 

（3）输入并运行程序 

（4）输入教材习题 3.10 

（5）按习题 3.7 的要求编程序并上机运行 

2．教学目标： 

（1）掌握 C 语言数据类型，熟悉如何定义一个整型、字符型和实型的变量，以

及对它们赋值的方法。 

（2）掌握不同的类型数据之间赋值的规律。 

（3）学会使用 C 的有关算术运算符，以及包含这些运算符的表达式，特别是自

加（++）和自减运算符（--）的使用。 

（4）进一步熟悉 C 程序的编辑、编译、连接和运行的过程。 

实验项目 3：最简单的 C 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1）掌握各种格式转化符的正确使用方法 

（2）按习题 4.8 要求编写程序 

（3）编程序，用 getchar 函数读入两个字符给 c1、c2，然后分别用 putchar 函数

和 scanf 函数输出这两个字符。 

2．教学目标： 

（1）掌握 C 语言中使用最多的一种语句---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 

（2）掌握各种类型数据的输入输出的方法，能正确使用各种格式转化符。 

实验项目 4：逻辑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1）习题 5.5 程序调试 

（2）给出一个百分制成绩，要求输出成绩等级。习题 5.6 

（3）习题 5.7 程序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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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题 5.9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表示逻辑量的方法（以 0 代表“假”，以非 0 代表“真”）。 

（2）学会正确使用逻辑运算符和表达式。 

（3）熟练掌握 if 语句和 switch 语句 

（4）结合程序掌握一些简单的算法。 

（5）学习调试程序 

实验项目 5：循环控制 

1．教学内容： 

（1）习题 6.1 程序调试 

（2）习题 6.2 程序调试 

（3）习题 6.12 程序调试 

（4）习题 6.10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用 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和 for 语句实现循环的方法。 

（2）掌握在程序设计中用循环的方法实现一些常用算法（如穷举、迭代、递推

等）。 

（3）进一步学习调试程序。 

实验项目 6：数组 

1．教学内容： 

（1）习题 7.2 程序调试 

（2）习题 7.9 程序调试 

（3）习题 7.13 程序调试 

（4）习题 7.8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用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特别是排序算法）。 

实验项目 7：函数 

1．教学内容： 

（1）习题 8.3 程序调试 

（2）习题 8.10 程序调试 

（3）习题 8.17 程序调试 

（4）习题 8.1 程序调试 

（5）习题 8.16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定义函数的方法。 

（2）掌握函数实参与形参的对应关系以及“值传递”的方式。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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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5）学习对多文件程序的编译和运行。 

实验项目 8：编译预处理 

1．教学内容： 

（1）习题 9.1 程序调试 

（2）习题 9.6 程序调试 

（3）习题 9.10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宏定义的方法。 

（2）掌握文件包含处理方法。 

（3）掌握条件编译的方法。 

实验项目 9：指针 

1．教学内容： 

（1）习题 10.1、10.2 程序调试 

（2）习题 10.9 程序调试 

（3）习题 10.5 程序调试 

（4）习题 10.17 程序调试 

（5）习题 10.13 程序调试 

（6）习题 10.21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进一步掌握指针的概念，会定义和使用指针变量。 

（2）能正确使用数组的指针和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 

（3）能正确使用字符串的指针和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变量。 

（4）能正确使用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5）了解指向指针的指针的概念及其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0：结构体和共同体 

1．教学内容： 

（1）习题 11.5 程序调试 

（2）习题 11.9 程序调试 

（3）习题 11.11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2）掌握结构体类型数组的概念和使用。 

（3）掌握链表的概念，初步学会对链表进行操作。 

（4）掌握共同体的概念与使用。 

实验项目 11：位运算 

1．教学内容： 

（1）习题 12.3 程序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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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题 12.1 程序调试 

（3）习题 12.5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按位运算的概念和方法，学会使用位运算。 

（2）学会通过位运算实现对某些位的操作。 

实验项目 12：文件 

1．教学内容： 

（1）习题 13.6 程序调试 

（2）习题 13.7 程序调试 

（3）习题 13.8 程序调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文件以及缓冲文件系统、文件指针的概念。 

（2）学会使用文件打开、关闭、读、写等文件操作函数。 

（3）学会用缓冲文件系统对文件进行简单的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五、 实验报告： 

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完成实验内容的要求，并按时提交上机作业。 

六、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现场调试程序的能力和上机作业平均成绩 

（2）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实验用机房现有 40 台多媒体配置的计算机。 

七、 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谭浩强.C 程序设计（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 参考书： 

[1] 谭浩强.C 程序设计题解与上机指导（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 周海燕.C 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年 

[3] 李春葆.C 语言习题与解析（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 冼镜光.C 语言名题精选百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5] [美]Bradley L.Jones&Peter Aitken .21 天学通 C 语言（第六版）.人民邮电出版

社.2003 年 

 

执 笔 人：甘忠伟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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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DUE2012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一、课程简介 

通过上机实践，让学生深入理解数据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及相关算法，并在具

体的程序设计中，学会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编写出更加高效率、低存储的程

序，培养良好的程序设计习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顺序表上的基本操作 设计性 2 4-6 必修 

2 单链表上的基本操作 设计性 2 4-6 必修 

3 栈的应用之数制转换 设计性 2 4-6 必修 

4 串的模式匹配算 设计性 2 4-6 必修 

5 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 设计性 2 4-6 必修 

6 统计二叉树的叶子数 设计性 2 4-6 必修 

7 构造最优二叉树 设计性 2 4-6 必修 

8 图的深度优先遍历 设计性 2 4-6 必修 

9 排序与折半查找 综合性 2 4-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顺序表上的基本操作 

1.教学结合具体的数据，编程实现顺序表上的四种基本操作：建表、查找、插

入和删除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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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结构体类型的数据的定义方法、及相关数据项的引用方法 

（2）掌握顺序表上的四种基本操作：建表、查找、插入和删除 

实验项目 2：单链表上的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结合具体的数据，编程实现单链表上的四种基本操作：建表、查找、插入和

删除 

2.教学目标 

（1）了解链式存储与顺序存储上的操作实现之不同 

（2）熟悉动态内存分配函数的使用 

（3）掌握单链表上的四种基本操作：建表、查找、插入和删除 

实验项目 3：栈的应用之数制转换 

1.教学内容 

利用栈的后进先出的特点，编程实现十进制数向八进制数的转换 

2.教学目标 

（1）熟悉栈的两种基本操作：进栈和出栈 

（2）掌握栈的后进先出的特点，并能应用到数制转换中 

实验项目 4：串的模式匹配 

1.教学内容 

编程求出子串在主串中的位置（串的模式匹配） 

2.教学目标 

（1）了解串的基本运算（求子串、串比较等） 

（2）掌握串的模式匹配的 KMP 算法 

实验项目 5：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 

1.教学内容 

采用三元组表的方法，编程实现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 

2.教学目标 

（1）熟悉采用三元组表示法来存储稀疏矩阵的方法 

（3）掌握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的具体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6：统计二叉树的叶子数 

1.教学内容 

采用二叉链表的方法存储二叉树，并编程统计该二叉树叶结点的数目 

2.教学目标 

（1）了解递归的实现过程 

（2）掌握二叉树的递归创建及遍历方法 

 

实验项目 7：构造最优二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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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采用顺序存储的方法，编程实现最优二叉树的构造过程，并将结果打印输出 

2.教学目标 

掌握最优二叉树的构造过程 

实验项目 8：图的深度优先遍历 

1.教学内容 

采用邻接矩阵的方法存储图，并编程实现对图的深度优先遍历 

2.教学目标 

掌握邻接矩阵存储图的实现方法以及图的深度优先遍历的实现方法实验项目 9：

排序与折半查找 

1.教学内容 

首先编程实现对无序数据的排序，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已经排好序的数据实现

折半查找 

2.教学目标 

掌握直接插入排序、希尔排序、冒泡排序、快速排序、简单选择排序和折半查

找算法的实现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要求学生每次实验之后提交运行正确的程序源代码，实验成绩约占总成绩的 30%

左右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4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无 

2.参考书：无 

 

 

 

执 笔 人：杜   敏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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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EDUE2013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数字电子技术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Electronic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是教育技术专业等“电”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和技术性较强

的专业基础课。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

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环节。数字电路实验是本课程的重要实践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

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手段。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Multi SIM 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和基本原理，可以

验证所学的集成门电路逻辑功能表的正确性，使学生能够独立地分析组合逻辑电路和

时序逻辑电路，能够设计出常用的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验证与非门、或非门、非门及

TTL 逻辑门 
验证性实验 2 1 必修 

2 设计全加器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3 应用译码器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4 应用数据选择器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5 设计计数器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6 设计移位寄存器 创新性实验 3 1 必修 

7 应用存储器 创新性实验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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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验证与非门、或非门、非门及 TTL 逻辑门 

1.教学内容 

验证 TTL7400 与非门、TTL7402 或非门、TTL7406 非门以及 TTL 逻辑门集成

电路的内部构成和应用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应用电源、导线、面包板、逻辑电路实验箱。 

（2）熟悉 TTL7400、TTL7402、TTL7406 集成电路，信号源、双踪示波器。 

（3）掌握电子线路完成验证，逐一验证与非门、或非门、非门的真值表，写出

实验报告。 

实验项目 2：设计全加器 

1.教学内容 

用 TTL74 系列与非门构成一个全加器电路。 

2.教学目标 

（1）了解 TTL74LS138 译码器构成全加器或者其它组合逻辑电路。 

（2）熟悉定义自变量、函数值，列出真值表，写出化简后的本位和、进位函数

表达式，在 Multi SIM 软件中，利用基本的 TTL 与非门，搭建出一位全加器。 

（3）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基本设计方法，理解全加器的本位和、进位的含意， 

巩固实验一的结论。 

实验项目 3：应用译码器 

1.教学内容 

能够熟练掌握用译码器构成函数发生器操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TTL74LS138 译码器。 

（2）熟悉设计一位全加器或者一个应用电路，画出电路图，在 Multi SIM 软件

中连接电路、电源、信号源、示波器，完成实验，记录实验数据，理解最小项的基本

含义。 

（3）掌握译码器电路的应用方法。 

实验项目 4：应用数据选择器 

1.教学内容 

用八选一数据选择器 TTL74151 设计一个函数发生器，电路自选，能够熟练掌

握用数据选择器构成函数发生器的操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TTL74151 八选一数据选择器。 

（2）熟悉构造三变量、四变量的函数发生器，在 Multi SIM 软件中完成电路。 

（3）掌握函数发生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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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设计计数器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十进制加法计数器或者减法计数器。较高要求：能够设计出可控加减

计数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D 触发器或者 JK 触发器。 

（2）熟悉 D 触发器或者 JK 触发器设计一个十进制加法计数器或者减法计数。 

（3）掌握电路能在数码显示电路中正确输出。 

实验项目 6：设计移位寄存器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环形或者扭环形计数器。较高要求：能够用扭环形计数器构成奇数分

频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D 触发器。 

（2）熟悉 D 触发器设计一个三位数据左移的移位寄存器或者数据右移的移位寄

存器。 

（3）掌握利用发光二极管得到正确的结论。 

实验项目 7：应用存储器 

1.教学内容 

用存储器设计一个函数发生器，电路自选，掌握 RAM 和 PLA 构成函数发生器

的操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存储器电路 RAM 或者 PLA。 

（2）熟悉应用存储器电路 RAM 或者 PLA，设计出组合逻辑电路。 

（3）掌握实现所设计的函数功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之后，都要进行总结并编写实验报告。 考核以实验报告为主，加操作

技能以及实验结果，实验课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1、实验报告要求  

文理通顺，书写简洁；符号标准，图表齐全；讨论深入，结论简明。 

2、实验报告内容  

① 列出实验者的姓名及班级、实验名称、实验日期。  

② 实验的任务及要求。  

③ 实验设备的名称及编号。  

④ 实验线路。  

⑤ 实验数据及图表。  

⑥ 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做出简明扼要的结论。找出产生误差的原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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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减少实验误差的措施。  

⑦ 记录产生故障情况，说明排除故障的过程和方法。  

⑧ 对本次实验的心得体会，以及改进实验的建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50 台计算机及 Multi SIM 软件，做到人手一机。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 阎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2 

2、 参考书：  

《Digital Logic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Victor P.Nelson etc. Prentice Hall(清华影印

版)1997.12  

《Introduction to Logic Design》 Alan B.Marcovitz  McGraw_Hill(清华影印版)2002.8 

《数字集成电路基础》 皇甫正贤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4 

《数字逻辑》 鲍家元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7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教程》 宋樟林等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12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白中英 科学出版社 2002.4 

 

 

执 笔 人：和   汇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2016.3  

 



 62 

《计算机网络与通讯（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201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计算机网络与通讯（一） 

                      /Computer 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s I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 36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网络与通讯》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旨在学

习计算机网络原理与数据通讯的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计算机体系结构、数据

通讯技术与组网的有关基本概念与技术。实验课是本课程重要的教学环节，要求学生

了解主要数据通讯网络设备及技术，掌握基本的网络通讯协议，培养学生对计算机网

络的设计和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实验中，

基础性实验占 33%；综合性实验占 44%；设计性实验占 17%；创新性实验占 22%。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认识网络 演示性 2 2 必修 

2 网卡和协议的安装与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3 网络命令的使用 综合性 4 2 必修 

4 网络协议分析 创新性 2 4 必修 

5 Null Modem 的制作与用 演示性 2 2 必修 

6 
Windows 2003 基本系安装与配置

（一）DNS/WINS 

演示性 
2 1 必修 

7 
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

置（二）DHCP/File Server 
综合性 2 2 必修 

8 
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

置（三）WEB/FTP 
创新性 2 4 必修 

9 局域网组网实践（一）网线制作 演示性 2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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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0 局域网组网实践（一）Modem 演示性 2 2 必修 

11 
局域网组网设备（二）集线器/交换

机/路由器 
设计性 4 4 必修 

12 
网络通讯（一）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NetBEUI 
综合性 2 1 必修 

13 网络通讯（二）NetMeeting 的使用 综合性 2 2 必修 

14 局域网探测 创新性 4 2 必修 

15 TFTP 服务器的架设与使用 设计性 2 2 选修 

16 远程控制 演示性 2 4 必修 

17 网络安全（一）病毒与黑客 创新性 2 2 选修 

18 网络安全（二）防毒与防火墙 设计性 2 2 必修 

实验类型：指基础性（演示、验证）、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1．基础性实验：演示性实验指为便于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直观演示的形

式，使学生了解其事物的形态结构和相互关系、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教学过程。验证

性实验指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验方法与技能为目的，验证课堂所讲

某一原理、理论或结论，以学生为具体实验操作主体，通过现象衍变观察、数据记录、

计算、分析直至得出被验证的原理，理论或结论的实验过程。 

2．综合性实验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知识的实验，

必须有两个以上知识点。 

3．设计性实验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

加以实现的实验。 

4．创新性实验指学生或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师提出的研究课题或自主

提出的项目选题，进行实验方案设计，合理选取材料，有效利用相关仪器设备，独立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获得新的实验方法或创新结果，并写成总结报告或论文。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认识网络 

1.教学内容 

了解网络硬件环境：（以组网实验室现硬件设备）；了解网络的软件环境；画出组

网实验拓扑图，并与实际组网拓扑图进行对比。 

2.教学目标 

（1）了解计算机局域网的组建方法及基本工作流程； 

（2）了解实际网络的硬件设备和所需的软件环境。 

实验项目 2：网卡和协议的安装与使用 

1.教学内容 

安装网卡；安装网卡驱动程序；检测网卡工作状态；添加通信协议；IP 地址设

置；设置域名及网关；设置计算机标识；设置资源共享；测试网络连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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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网卡和协议的安装； 

（2）掌握初级的网络命令。 

    实验项目 3：网络命令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利用 netstat 至少一个参数对本机的网络状态进行查询，对查询结果进行分析记

录；利用 IPconfig 对本机的网络状态进行查询，对查询结果进行分析记录；使用 arp

察看本地缓存中的内容，添加一条新的静态项目，并用 ping 进行测试；tracert 某个著

名域名，并记录分析；使用 route 察看本地路由表；利用 nbtstat 至少一个参数对本机

的网络状态进行查询，对查询结果进行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常用网络命令。 

实验项目 4：网络协议分析 

1.教学内容 

安装并熟悉 WireShark 的界面；WireShark 的抓取设置；认识 WireShark 抓取包

的基本组成；根据抓取包分析网络协议。 

2.教学目标 

（1）掌握 Wireshark 的安装与使用； 

（2）能够运用 WireShark 捕获数据包。 

实验项目 5：Null Modem 的制作与使用 

1.教学内容 

Null Modem 电缆的制作；运用常用网络命令测试 Null Modem 电缆的连通性。 

2.教学目标 

掌握 Null Modem 的制作与应用。 

实验项目 6：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置（一）DNS/WINS 

1.教学内容 

    选定目标计算机；创建区域；设置 DNS 属性；设置接口选项卡；设置日志、高

级和安全选项卡。 

2.教学目标 

掌握 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置：DNS/WINS。 

实验项目 7：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置（二）DHCP/File Server 

1.教学内容 

安装 DHCP 服务器；添加 DHCP 服务器；在 DHCP 服务器中添加作用域；添加

授权服务器；保留特定的 IP 地址；DHCP 选项设置。 

2.教学目标 

    掌握 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置：DHCP/Fil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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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置（三）WEB/FTP 

1.教学内容 

设置主目录；创建虚拟目录；创建 Web 和 FTP 站点；创建服务器扩展站点。 

2.教学目标 

掌握 Windows 2003 基本系统安装与配置：WEB/FTP。 

实验项目 9：局域网组网实践（一）网线制作 

1.教学内容 

    线序的排列；网线制作步骤（剥线、插线、理线、插线、压线）；连接和测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局域网组网； 

（2）掌握网线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10：局域网组网实践（二）Modem 

1.教学内容 

认识 Modem 的功能、类型（设备名称、品牌、性能参数、应用场合、价格和发

展趋势）；Modem 的安装与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局域网 Modem 的安装与使用。 

实验项目 11：局域网组网设备（三）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 

1.教学内容 

认识集线器、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功能与外观（品牌、型号和接口等）；能够运用

上述设备组建局域网；学会交换机和路由器的配置方式和方法；熟悉交换机和路由器

的常用配置命令。 

2.教学目标 

掌握局域网组网实践中的设备——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的应用。 

实验项目 12：网络通讯（一）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NetBEUI 

1.教学内容 

认识虚拟网卡和 NetBEUI 协议；安装 Loopback Adapter，并对其进行配置；

NetBEUI 的安装和配置；NetBEUI 与 TCP/IP 协议及 IPX/SPX 之间的关系。 

2.教学目标 

掌握安装与设置 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NetBEUI。 

实验项目 13：网络通讯（二）NetMeeting 的使用 

1.教学内容 

NetMeeting 的安装；NetMeeting 启动；NetMeeting 的呼叫；NetMeeting 的通信

（NetMeeting 的会谈、白板、程序共享等）。 

2.教学目标 

了解 NetMeeting 的原理，并学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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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4：局域网探测 

1.教学内容 

认识局域网探测工具 LanSee；运用 LanSee 搜索局域网中计算机（含计算机名、

IP 地址、MAC 地址、所在工作组和用户）；运用 LanSee 实现文件共享、共享资源；

LanSee 的网络嗅探功能；计算机管理功能和远程控制功能。自编程序实现局域网的

探测。 

2.教学目标 

（1）掌握基本的局域网探测技术； 

（2）编程实现局域网的探测。 

实验项目 15：TFTP 服务器的架设与使用 

1.教学内容 

TFTP 服务器安装；配置 TFTP；启动 TFTP 服务器，并进行测试。 

2.教学目标 

能够架设 TFTP 服务器，完成 TFTP 协议的应用及协议分析。 

实验项目 16：远程控制 

1.教学内容 

用远程桌面登录远程系统；用 Telnet 命令登录远程系统；用超级终端窗口式软件

登录远程主机系统；用 IE 浏览器方式登陆远程主机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远程控制； 

（2）掌握远程桌面的应用。 

实验项目 17：网络安全（一）病毒与黑客 

1.教学内容 

常用测试物理网络的命令；查看 DNS、IP 和 Mac 的命令；显示当前计算机开放

端口的命令；共享安全命令。 

2.教学目标 

了解病毒与黑客的常用命令。 

实验项目 18：网络安全（二）防毒与防火墙 

1.教学内容 

    认识常见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的安装；防火墙和防毒软件的安装和简单应用；防

火墙开放端口的应用；端口的打开；应用自定义规则防止常见病毒；防范木马病毒。 

2.教学目标 

了解防毒与防火墙的实现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课程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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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完成人姓名、班级、学号、报告日期 

（2）实验内容 

（3）实验目的 

（4）实验过程 

（5）实验记录 

（6）实验结论 

（7）实验体会：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实验中产生的错误及原因分析、 

实验的体会及收获、对做好今后实验提出建设性建议等。 

实验报告应以书面方式提交，要求做到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 

2．考核方式 

本实验课占课程总成绩的 30%，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态度、操作技能、实验

成果和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硬件：以太网 PC50 台，以太网交换机、5 类非屏蔽双绞线，RJ-45 水晶头、

双绞线压线钳，CCNA 网络试验模拟环境等。 

2．软件：Windows 2003/ Windows 2003，Netmeeting，Boson Netsim 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计算机网络应用教程》，王洪、贾卓生、唐宏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 年第 3 版。 

2．参考书： 

（1）《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教程》，吴功宜，吴英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2）《TCP/IP 协议族》，Behrouz A.Forouzan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四

版。  

 

 

 

执 笔 人：  秦炜炜 

审 批 人：  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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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用信息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EDUE2036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教师实用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eacher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教师实用信息技术是 20 世纪 90 年代计算机发展的又一场革命，多媒体技术及其

产品在计算机产业中占据了相当的重要地位，多媒体的出现，也极大地拓宽了计算机

的应用范围。“多媒体就在我们身边”——它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

它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多媒体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

这方面的技能，更好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正是我们开设这门课

的目的所在。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多媒体的相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各种媒体

的处理方法；熟练掌握它们的集成与交互使用方法，并能创作出功能较为完善的多媒

体作品。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建立站点、建立网页、布局表格、

布局单元格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2 
文本、图片，链接声音、电影，嵌

入声音、电影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3 锚点、框架、层、菜单、表单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4 
相册、弹出信息(网页)、转到 URL，

偷取技术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5 舞台的大小设置、图片的放缩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6 GIF 制作、导出预览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7 
运动变形动画的制作、形状变形动

画的制作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8 
发布设置、从网页中获取 FLASH

文件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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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音频的获取与处理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0 视频的获取与处理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1 记录屏幕技术、视频编辑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2 编码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3 系统工具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4 几何画板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5 
班主任信息化工作:电子表格、函

数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6 班主任信息化工作:通知书、信封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17 计算机系统检测技术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8 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五、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建立站点、建立网页、布局表格、布局单元格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基本网页 

2.教学目标 

（1）了解 Dreamweaver 软件。 

（2）熟悉菜单、建立站点、文件名、绘制布局表格、绘制布局单元格。 

（3）掌握建立站点、建立网页、布局表格、布局单元格的基本使用技术。 

实验项目 2：文本、图片，链接声音、电影，嵌入声音、电影 

1.教学内容 

在网页中使用多媒体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 Dreamweaver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多媒体作品之间的格式转换。 

（3）掌握插入文本、图片，链接声音、电影技术。 

实验项目 3：锚点、框架、层、菜单、表单 

1.教学内容 

使用锚点、框架、层、菜单、表单等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 Dreamweaver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锚点、框架、层、菜单、表单等功能。 

（3）掌握插入锚点、框架、层、菜单、表单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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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相册、弹出信息(网页)、转到 URL，偷取技术 

1.教学内容 

使用相册、弹出信息(网页)、转到 URL 等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 Dreamweaver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相册、弹出信息(网页)、转到 URL 等功能。 

（3）掌握插入相册、弹出信息(网页)、转到 URL 等技术。 

实验项目 5：舞台的大小设置、图片的放缩 

1.教学内容 

Fireworks 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 Fireworks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舞台的大小设置、图片的放缩等功能 

（3）掌握舞台的大小设置、图片的放缩等技术。 

实验项目 6：GIF 制作、导出预览 

1.教学内容 

设计制作 GIF 动画。 

2.教学目标 

（1）了解 Fireworks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 GIF 制作方法、导出预览的功能。 

（3）掌握 GIF 的基本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7：运动变形动画的制作、形状变形动画的制作 

1.教学内容 

Flash 动画制作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 Flash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运动变形动画的制作、形状变形动画的制作方法。 

（3）掌握运动变形动画的制作、形状变形动画的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8：发布设置、从网页中获取 FLASH 文件 

1.教学内容 

从网页中获取 FLASH 文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 Flash 软件中的相关菜单及功能。 

（2）熟悉 Flash 软件发布的基本方式。 

（3）掌握 Flash 软件发布技术，能够从网页中获取 Flash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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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音频的获取与处理 

1.教学内容 

从软件、硬件中获取音频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音频文件的基本形式。 

（2）熟悉音频文件的获取技术。 

（3）掌握音频文件的处理技术。 

实验项目 10：视频的获取与处理 

1.教学内容 

从软件、硬件中获取视频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视频文件的基本形式。 

（2）熟悉视频文件的获取技术。 

（3）掌握视频文件的处理技术。 

实验项目 11：记录屏幕技术、视频编辑 

1.教学内容 

使用 Camtasia Studio 软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 Camtasia Studio 软件的基本功能。 

（2）熟悉 Camtasia Studio 软件的记录技术。 

（3）掌握 Camtasia Studio 软件的编辑技术。 

实验项目 12：编码 

1.教学内容 

学习音视频文件的格式转换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音视频文件的格式转换的应用软件。 

（2）熟悉 QQPlayer、格式工厂、魔影工厂等软件。 

（3）掌握音频到音频、视频到音频、视频到视频的格式转换技术。 

实验项目 13：系统工具 

1.教学内容 

计算机系统的常用软件使用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虚拟机技术。 

（2）熟悉计算机系统安装盘的使用方法。 

（3）掌握计算机系统安装技术、系统备份技术、系统还原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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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4：几何画板 

1.教学内容 

几何画板软件的使用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几何画板软件的基本功能。 

    （2）熟悉几何画板软件的编辑技术。 

    （3）掌握几何画板软件制作数学课件、物理课件制作技术。 

实验项目 15：班主任信息化工作:电子表格、函数 

1.教学内容 

班主任的信息化工作，建立数据库。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表格软件的基本功能。 

（2）熟悉函数的计算方法。 

（3）掌握利用函数计算的基本能力。 

实验项目 16：班主任信息化工作:通知书、信封 

1.教学内容 

班主任的信息化工作，批量打印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域的基本功能。 

（2）熟悉邮件合并的使用方法。 

（3）掌握打印通知书、信封、分数条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17：计算机系统检测技术 

1.教学内容 

计算机系统检测，数据恢复。 

2.教学目标 

（1）了解计算机的系统基本检测技术。 

（2）熟悉常用的检测工具。 

（3）掌握计算机数据的恢复技术。 

实验项目 18：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 

1.教学内容 

计算机的数据保护与病毒防治。 

2.教学目标 

（1）了解计算机病毒的基本特征。 

（2）熟悉计算机的常用杀毒工具。 

（3）掌握计算机的病毒查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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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之后，都要进行总结并编写电子笔记。 考核以电子笔记为主，加操作

技能以及作品展示，实验课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1、电子笔记要求  

文理通顺，书写简洁；符号标准，图表齐全；讨论深入，结论简明。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50 台计算机及相关软件，做到人手一机。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现代教育技术》和汇 科学出版社 2005.2  

2、参考书：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教程》，陈强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多媒体应用基础》，王辉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  和  汇 

审 批 人：  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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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203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数据库技术与应用/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实验课是《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组成部分，由于本课程要求学生不仅要

掌握数据库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要掌握一门数据库系统的应用技能，该课程选用了现

在比较流行的 SQL Server 2005 作为学生掌握数据库操作与应用的实例数据库。本实

验课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更合理地组织数据和存储数据、更方便地维护数据、更严

密地控制数据和更有效地利用数据，旨在使学生理解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提高学

生的理论知识和水平，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数据库技术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使学生了解数据库的发展及其趋势，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本课程实验中，基础

性实验占 28%；综合性实验占 22%；设计性实验占 28%；创新性实验占 22%。 

二、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熟悉 SQL Server 2005 软件 演示性 2 1 必修 

2 建立数据库 演示性 2 2 必修 

3 建表 演示性 2 1 必修 

4 数据完整性 综合性 2 2 必修 

5 数据库设计 创新性 2 4 必修 

6 建立视图 演示性 2 1 必修 

7 函数 综合性 2 1 选修 

8 流程控制语句 设计性 2 2 必修 

9 单表查询 演示性 2 1 必修 

10 聚集查询、分组查询、嵌套查询 设计性 2 1 必修 

11 双表查询 综合性 2 1 必修 

12 三表查询 设计性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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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3 存诸过程一 综合性 2 2 必修 

14 存诸过程二 创新性 2 1 必修 

15 游标 综合性 2 3 选修 

16 事务与锁 创新性 2 1 必修 

17 触发器 设计性 2 1 必修 

18 成绩管理系统 创新性 2 4 必修 

实验类型：指基础性（演示、验证）、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1．基础性实验：演示性实验指为便于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直观演示的形

式，使学生了解其事物的形态结构和相互关系、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教学过程。验证

性实验指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验方法与技能为目的，验证课堂所讲

某一原理、理论或结论，以学生为具体实验操作主体，通过现象衍变观察、数据记录、

计算、分析直至得出被验证的原理，理论或结论的实验过程。 

2．综合性实验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知识的实验，

必须有两个以上知识点。 

3．设计性实验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

加以实现的实验。 

4．创新性实验指学生或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师提出的研究课题或自主

提出的项目选题，进行实验方案设计，合理选取材料，有效利用相关仪器设备，独立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获得新的实验方法或创新结果，并写成总结报告或论文。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熟悉 SQL Server 2005 软件 

1.教学内容 

安装 SQL Server 2005；注册服务器；测试服务器连接；认识数据库的类型。 

2.教学目标 

    熟悉 SQL Server 2005 操作环境。 

实验项目 2：建立数据库 

1.教学内容 

分别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创建数据库；备份、恢复、附加和分离数

据库。 

2.教学目标 

能够建立数据库，备份、恢复、附加、分离数据库。 

实验项目 3：建表 

1.教学内容 

分别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创建表，并将选择相应字段，设置为默认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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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建立表，字段类型选择，默认值。 

实验项目 4：数据完整性 

1.教学内容 

分别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实现实体完整性、域完整性、参照完整性

和用户自定义完整性的添加、修改和删除。 

2.教学目标 

掌握关系，一对多，多对多。 

实验项目 5：数据库设计 

1.教学内容 

现实问题描述；解决方案（E-R 模型、关系模式）；系统功能和使用说明。 

2.教学目标 

能够根据周围实例，设计一个数据库应用项目。 

实验项目 6：建立视图 

1.教学内容 

运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创建、修改和删除视图；利用视图进行查询。 

2.教学目标 

了解视图的本质； 

能够建立视图。 

实验项目 7：函数 

1.教学内容 

SQL Server 常用函数及其类型；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中使用常用函

数；掌握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创建、使用、修改和删除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常见的函数。 

实验项目 8：流程控制语句 

1.教学内容 

熟悉 SQL Server 的常用流程控制语句；根据指定要求用 T-SQL 流程控制语句实

现相应功能。 

2.教学目标 

会使用 SQL 的流程控制语句，重点掌握 IF、While 等用法。 

实验项目 9：单表查询 

1.教学内容 

运用 T-SQL 语句查询、插入、删除、更新与合并特定条件的数据。 

2.教学目标 

掌握单表条件查询、插入、删除、更新及合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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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聚集查询、分组查询、嵌套查询 

1.教学内容 

运用 T-SQL 语句实现多个数据表的聚集查询、分组查询和嵌套查询。 

2.教学目标 

掌握聚集查询和分组查询的用法及原理。 

实验项目 11：双表查询 

1.教学内容 

运用 T-SQL 语实现无关系的二表查询和一对多的二表关联查询。 

2.教学目标 

掌握无关系的二表查询及一对多的二表查询。 

实验项目 12：三表查询 

1.教学内容 

运用 T-SQL 语实现含有 2 个一对多关系的三表或多表查询。 

2.教学目标 

掌握含有 2 个一对多关系的三表或多表查询。 

实验项目 13：存诸过程一 

1.教学内容 

用 T-SQL 语句创建、修改和删除存储过程，并能调试和使用存储过程。 

2.教学目标 

掌握存储过程的使用方法，能够建立存储过程。 

实验项目 14：存储过程二 

1.教学内容 

使用存储过程实现带循环的比较复杂的业务逻辑。 

2.教学目标 

能够使用存储过程解决带循环的业务逻辑。 

实验项目 15：游标 

1.教学内容 

游标的创建；游标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游标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6：事务与锁 

1.教学内容 

SQL 的三种事务模式；事务定义语句；锁的类型；死锁及其处理。 

2.教学目标 

掌握事务的建立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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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7：触发器 

1.教学内容 

分别运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创建触发器；修改和删除触发器。 

2.教学目标 

掌握触发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8：成绩管理系统 

1.教学内容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成绩管理系统，包含一定的业务逻辑；完成数据库的 E-R

图、关系模式和数据库。 

2.教学目标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成绩管理系统，包含一定的业务逻辑。 

四、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本课程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各部分： 

（1）基本信息：完成人姓名、班级、学号、报告日期 

（2）实验内容 

（3）实验目的 

（4）实验过程 

（5）实验结果记录与分析 

（6）实验结论  

（7）实验体会：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实验中产生的错误及原因分析、 

实验的体会及收获、对做好今后实验提出建设性建议等。 

实验报告应以书面方式提交，要求做到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态度、操作技能、实验成果和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综合

评定实验成绩。 

（2）实验课评分标准及其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评分标准：对 SQL Server 2005 中各个管理窗口操作熟练、能够正确地进行数据

库的各项配置设置，建立数据库，正确使用 Transact-SQL 语句来操纵数据库。

评分标准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硬件设备：连接校园网的计算机 50 台； 

2．实验软件：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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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数据库技术与应用》，李雁翎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2．参考书： 

（1）《数据库技术与应用——SQL Server2008》，刘卫国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2）《SQL Server 实用教程》，郑阿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3）《SQL Server 数据库修发经典案例解析》，王晟、马里杰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6 年版。 

 

 

 

 

执 笔 人：  秦炜炜 

审 批 人：  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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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E3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 Research Methods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 18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教育科研意识，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和程序，特别是对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思路等。使学生

具有基本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教学改革研究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通过实验

使学生可以独立完成包括从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到研究数据分析及研究报告的撰写等

整个研究全过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教育技术文献检索 设计性 2 1 必修 

2 调查研究 设计性 4 1 必修 

3 观察研究 设计性 2 1 必修 

4 行动研究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内容分析 综合性 4 2-4 选修 

6 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综合性 4 2-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教育技术文献检索 

1.教学内容 

学习查阅检索文献的过程，能够进行 Internet 文献搜索。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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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Internet 文献检索方法。能够利用各种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 

实验项目 2：调查研究 

1.教学内容 

学习问卷编制的方法、抽样的方法及访谈的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问卷的编制流程。对研究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能够准确选择样本。利用访谈

方法收集研究资料。 

实验项目 3：观察研究 

1.教学内容 

学习结构化观察研究法的流程及实施过程。 

2.教学目标 

掌握结构化观察量表的制作。能够亲自到现场进行观察，并收集数据，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分析。 

实验项目 4：行动研究 

1.教学内容 

学习行动研究的基本环节和操作程序。 

2.教学目标 

掌握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能够对某一研究课题进行研究设计，并开展行动研究。 

实验项目 5：内容分析 

1.教学内容 

学习内容分析的操作程序。 

2.教学目标 

能够进行分析项目的编制。能够对研究课题进行内容分析，并收集分析数据。 

实验项目 6：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1.教学内容 

学习 SPSS 统计分析软件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变量的定义及数据的录入与修改。掌握数据描述的方法及数据推论分析的方

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属于综合性实验，以实践为主。在不同阶段，针对某种

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并根据完整的研究过程撰写研究报告。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在不同阶段，要求学生根据完整的研究过程撰写研究

报告，根据研究报告进行实验成绩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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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课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李克东编著，《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参考书： 

1）《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张一春编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许庆豫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3）《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威廉•维尔斯曼(美)著，袁振国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4）《教育研究方法导论》，裴娣娜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5）《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李秉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执 笔 人：付亦宁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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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管理实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F1001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计算机网络管理实务 

                      /Practice of Computer Network Management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 36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专业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网络管理实务》是高等学校教育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以实

践为主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通过学生在具体的网络组网、诊断、管理等任务驱动下，

让学生在大量的实验中掌握网络管理的方法与实践技能。 

学生在完成本课程学习后，应掌握常见的网络设备的配置、使用与维护方法。诸

如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光纤、无线 AP 等各类设备或器材的使用。并应能够完

成企业常见的各类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域的管理，了解防火墙、反病毒及入侵检测

的安装、配置与诊断。 

本课程以小组（4-6 人）为单位，安排一或多次的企业实践操作。在企业的现场

完成网络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工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有线局域网组网实践：交换

机级联与路由器的配置 
演示性 4 4 必修 

2 
SNIFFER 的安装、使用及

网络故障诊断 
综合性 2 4 必修 

3 无线局域网实践 演示性 2 4 必修 

4 
WEB 数据库服务器的配置

与管理 
演示性 2 4 必修 

5 
FTP、DNS、eMail、DHCP 服

务器的配置 
演示性 2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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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6 域的管理技术 综合性 2 4 必修 

7 防火墙技术 综合性 2 4 选修 

8 网络病毒的定位与预防 综合性 2 4 选修 

9 入侵检测系统（IDS） 综合性 2 4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有线局域网组网实践：交换机级联与路由器的配置 

1. 教学内容 

 OSI 协议 

 TCP/IP 协议族  

 网络介质 

 网络组网方式 

 中小规模企业的局域网组网选型与器材选配 

 RJ45 网络接头的制作 

 网线通断、交叉的诊断 

 网络速度的测量与故障排除 

 完成企业交换机的级联配置 

 完成企业路由器的配置 

2.教学目标 

 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10-20 人中小企业的网络组网实践。 

实验项目 2：SNIFFER 的安装、使用及网络故障诊断 

1.教学内容 

SNIFFER 的安装、使用及网络故障诊断 

2.教学目标 

 掌握 SNIFFER 网络侦听、抓包、分析、流量统计、故障排查 

实验项目 3：无线局域网实践 

1.教学内容 

 802.11 协议 

 无线局域网设备及器材 

 无线局域网设备选型及器材安装与调试 

2.教学目标 

 掌握中小规模的企业无线局域网的选型、安装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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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WEB 、数据库服务器的配置与管理 

1.教学内容 

 分析常见的服务器操作系统（LINUX、Windows），完成 WEB 服务器的

配置，支持以下部分功能 

o HTML 

o PHP 

o ASP.NET 

o JAVA 

o SQLServer 

o MySQL 

o 访问日志的配置与分析 

o 反向代理服务器的配置 

o WEB 服务器安全分析 

2.教学目标 

 完成 WEB 服务器的配置，能够配置服务器支持基本的 HTML、ASP .Net、

PHP、JAVA 以及后台关系型数据库的配置，并能够分析日志。尝试使用

反向代理的功能。 

实验项目 5：FTP、DNS、eMail、DHCP、NAS 服务器的配置 

1.教学内容 

 复习 FTP、DNS、DHCP 协议及 eMail、NAS 的工具原理 

 根据选择的操作系统，能够选择实现相应功能的软件 

2.教学目标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并选择实现本课内容的各功能软件，完成安装、测

试及故障排除。 

实验项目 6：域的管理技术 

1.教学内容 

 •Domain 的理论知识及功能扩展。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企业中域的安装、帐户配置、系统管理及权限配置。尝试

进行操作系统的远程安装与维护等企业网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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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防火墙技术（选修） 

1.教学内容 

 •防火墙原理与企业设备的选型 

 防火墙安装规范、配置及故障诊断 

2.教学目标 

 学生能够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防火墙的设备选型，并能够分析企业的业

务情况，做出防火墙的工作策略，并能够安装并配置。 

实验项目 8：网络病毒的定位与预防（选修） 

1.教学内容 

 在不联接工作网络的本地环境中，释放网络病毒 

 尝试使用 SNIFFER 进行病毒的定位与诊断，实现远程交换机端口的封闭 

2.教学目标 

 通过对真实网络病毒的捕获，定位病毒源，实现远程隔离。 

实验项目 9：入侵检测系统 IDS (选修) 

1.教学内容 

 •常见的三种 IDS  

 中小企业的 IDS 选型、安装与使用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能够安装、配置及使用入侵检测系统，以小组为单位，捕获出

简单的黑客行为。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是基础性和综合性相结合，以操作为主。基础性实验要

求学生递交相应的作业结果；综合性实验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将完整的实现过程以类似

PPT 的方式呈现。 

2、考核方式 

（1）以完成的情况进行评价。 

（2）实验课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软件要求：office2010 以上版本、另外所需软件由任课教师提供，并在开课之前完成

教育学院专业机房的安装。 

计算机要求： 推荐 CPU i3 以上、有 Internet 网络接入、内存 4GB、硬盘空余 20GB 以上，机房

的机器组成独立网络。有还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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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环境： 学生自主安装相应的操作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上实现课堂中规定的功能 

网络设备及器材：H3C 交换机 S 5024P（3 台），H3C 路由器  ER2100(1 台)， 

网线每学期 1 箱（325 米）、网钳 6 把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崔北亮 著：非常网管----网络管理从入门到精通，人民邮件出版社 

2、参考书： 

1） Andrew S.Tanenbaum 计算机网络（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  Behrouz A. Forouzan, Sophia Chung Fegan 数据通信与网络（第四版）.机械工业

出版社 

3） 谢希仁 计算机网络（第 4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刘江岳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88 

《专题摄影》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T100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摄影专题》Advanced Photograph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摄影练习与作业要求学生熟悉灯光摄影、人像摄影、风光摄影、新闻摄影、

微距摄影、手机摄影等各专题适用的摄影器材及使用方法，掌握相应的拍摄技术与艺

术表现形式，使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不同专题的拍摄任务。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风光摄影 创新性 4 5 必开 

2 人像摄影 创新性 4 5 必开 

3 微距摄影 创新性 2 5 必开 

4 新闻（纪实）摄影 创新性 2 5 必开 

5 灯光摄影 创新性 4 5 必开 

6 手机摄影 创新性 2 5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风光摄影 

1.教学内容 

风光摄影的构图、用光和在不同光线条件下进行风光摄影创作的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风光摄影表现的元素和对器材的要求 

（2）熟悉偏振镜、渐变灰滤镜在风光摄影中的运用 

（3）掌握风光摄影的构图和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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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人像摄影 

1.教学内容 

人像摄影的景别、构图与用光，人像摄影的常用技巧 

2.教学目标 

（1）了解人像摄影器材以及景别分类 

（2）熟悉人像摄影的构图与用光 

（3）掌握人像摄影的常用技巧 

实验项目 3：微距摄影 

1.教学内容 

微距摄影用器材、构图、用光以及微距摄影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微距摄影与普通摄影的不同 

（2）熟悉微距摄影用器材（微距镜头、近摄镜、近摄接圈、近摄皮腔等） 

（3）掌握微距摄影的常用技巧 

实验项目 4：纪实（新闻）摄影 

1.教学内容 

纪实（新闻）摄影的类型、特性、构图与用光，纪实（新闻）摄影的图片编辑

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纪实（新闻）摄影的类型与特性 

（2）熟悉纪实（新闻）摄影的构图与用光 

（3）掌握纪实（新闻）摄影的常用技巧 

实验项目 5：灯光摄影 

1.教学内容 

内（外）置闪光灯的使用、室内摄影灯的使用、常见的布光方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室内摄影灯的种类及用途 

（2）熟悉内（外）置闪光灯的使用技巧 

（3）掌握常用的几种布光方式 

实验项目 6：手机摄影 

1.教学内容 

手机摄影和后期处理 APP 的介绍和使用，手机摄影注意事项 

2.教学目标 

（1）了解手机摄影的特点和相关附件 

（2）熟悉手机摄影和后期处理常用的 APP 

（3）掌握手机摄影的常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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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根据每次实验项目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拍摄相应的照片并提交作品。按平

时占 40%，期末占 60%的比例进行课程的考核。 

2.评分要求：构图 30%， 用光 30%， 创意 20%，表达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学生用数码单反相机 30 套，镜头（配套两支变焦镜头，包括广角端和长焦端）

60 支；教师用数码单反 1 套，镜头 4 支。其他包括闪光灯、三角架、影棚用摄影灯、

背景布、静物摄影台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大学摄影基础教程》，张宗寿、彭国平主编，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9 年第

3 版  

2. 参考书：  

1）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上、下册，中国摄影出版社，孙建秋、刘宝成等译，1986

年 8 月第 1 版。  

2） 《数码摄影技法大全》，曾立人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1 版。 

3） 《大学摄影基础教程》，彭国平等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 版。 

4） 《摄影大师的构图》，林路编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版。 

5） 《摄影大师教你 100 招》，[英]米歇尔布谢尔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年版。 

6） 《Photoshop 七大核心技术》，[美]Scott Kelby 著，许伟民、袁鹏飞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年版。 

 

                                              

执 笔 人：马忠虎   

审 批 人：  李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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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美术基础（一）》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T1008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计算机美术基础（一）/ Computer Arts I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 36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美术基础课程是制作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件的基础，是教育技术专业的学

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学生们掌握先进的平面图像处理

技术，提高自己的审美意识、创新能力，并能够利用软件工具独立创作平面作品。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认识 PS 界面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2 Photoshop 绘图工具的使用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3 图层和选区 演示性实验 4 1 必修 

4 创建与编辑路径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5 文字的使用 演示性实验 2 1 必修 

6 色彩调整 演示性实验 4 1 必修 

7 数码图像调整与修饰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8 数码图像合成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9 通道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10 滤镜的使用（一）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11 滤镜的使用（二）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12 综合创作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认识 Photoshop 界面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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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Photoshop 界面布局。 

2.教学目标 

掌握 Photoshop 界面的基础操作。 

实验项目 2：Photoshop 绘图工具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学习 photoshop 中的画笔工具、橡皮工具、图章工具等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Photoshop 中常用绘图工具如画笔、像皮、图章等工具的使用。熟悉 Photoshop

软件的常用操作。 

实验项目 3：图层和选区 

1.教学内容 

学习选择工具的使用、图层的创建和编辑、图层的变换及图层样式的设置。 

2.教学目标 

掌握 Photoshop 的基本选择工具的使用。掌握图层使用方法，图层的编辑操作。

通过合理的运用选区与图层创作出具有创新意识、风格不同的平面作品。 

实验项目 4：创建与编辑路径 

1.教学内容 

学习利用钢笔和自定义形状工具创建及编辑路径的方法。 

2.教学目标 

利用钢笔工具创建路径、修改路径、编辑路径。利用自定义形状工具创建各种图

形。综合利用路径工具创作平面效果图形。 

实验项目 5：文字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学习文字的创建和文字格式的修改。 

2.教学目标 

掌握点文字和段落文字的创建方式。能够对文字的格式进行修改。能创建路径绕

排文字。能创建异形段落文字。 

实验项目 6：色彩调整 

1.教学内容 

学习图像基本色调、特殊色调及色彩的调整。 

2.教学目标 

掌握色阶、曲线工具对图像基本色调的调整。掌握反相、去色等特殊色调的调整。

能够利用色彩平衡、色相饱和度等工具对图像色彩进行调整。 

实验项目 7：数码图像调整与修饰 

1.教学内容 

学习数码图像大小、角度及内容的调整。学习图像颜色校正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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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掌握图像大小、角度等调整工具的使用。能够利用历史记录画板，修复画笔等工

具对图像内容进行修饰。能够利用数字及调整图层对图像的颜色进行校正。能够利用

工具对数码照片进行粗放及精细调整。 

实验项目 8：数码图像合成 

1.教学内容 

学习蒙版和混合模式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快速蒙版创建和修改选区的方法。能够利用图层蒙版和矢量蒙版进行图像的

合成与创作。能够利用混合模式对图像进行合成。 

实验项目 9：通道 

1.教学内容 

学习通道的创建与编辑。 

2.教学目标 

掌握Alpha通道的创建与编辑方法。利用色阶、曲线等工具对通道创建的选区进

行修改。利用通道的计算功能对图像进行特殊处理。 

实验项目 10：滤镜的使用（一） 

1.教学内容 

学习内置滤镜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常用内置滤镜的设置及使用方法。利用滤镜工具创作平面图像特效。 

实验项目 11：滤镜的使用（二） 

1.教学内容 

学习外挂滤镜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常用外挂滤镜的设置及使用方法。能够利用滤镜进行平面创作。 

实验项目 12：综合创作 

1.教学内容 

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平面创作。 

2.教学目标 

在给定实验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学生能够利用本学期所学知识，创作出具有创

新意识，不同风格的平面作品。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属于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以操作为主。要求在实验十

二结束后将自己设计的平面作品的设计思想、创新之处、制作过程形成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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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要求学生根据一学期所学内容独立创作一幅平面作品，拍

摄一幅摄影作品（可以后期处理），根据以上两个作品进行实验成绩评分。 

（2）实验课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5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侯莹.二维构成设计.辽宁科技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1）雷波编著.Photoshop 四库全书.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年. 

2）巧夺天工 Photoshop 入门与进阶实例.北京洪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电子出版

社，2004 年. 

3）渠继永等编著.PhotoShop7.0 精彩设计百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年. 

 

 

 

 

执 笔 人：付亦宁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95 

《交互式多媒体网站开发》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T200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交互式多媒体网站开发 

                    / Developing for Interactive Multimedia Websit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 36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专业 

一、课程简介 

《交互式多媒体网站开发》是高等学校教育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专

业课，通过交互式多媒体网站的软件开发方式，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教育技术应

用能力为目标。学生在完成本课程学习后，应掌握交互式多媒体网站开发技术，包括：

HTML 语言、CSS 语言、客户端脚本 SCRIPT 语言、SQL 语言，掌握 ASP.NET 的内

置对象、文件上传与管理、留言版、计数器、BBS、网站发布与管理等，并通过学生

成绩管理这一综合性的实验进行实战型的项目开发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特色实验

Tiny Google 则偏重于学生的创新与应用能力，扩展实验站内 Mini 邮件系统针对那些

学习有余力的同学对课程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WEB 版个人简历 设计性 2 1 必修 

2 党费在线计算 设计性 2 1 必修 

3 网站的发布与管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4 网络留言版 设计性 4 1 必修 

5 网络磁盘 设计性 4 1 必修 

6 计数器和来访者 设计性 2 1 必修 

7 BBS 聊天室 综合性 4 1 必修 

8 班级之最 设计性 2 1 必修 

9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设计性 2 1 必修 

10 学生多媒体信息管理系统 设计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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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1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综合性 6 1 必修 

12 站内 Mini 邮件系统(可选) 综合性 4 1 选修 

13 Tiny Google 综合性 2 1 必修 

14 Moodle 的安装、配置与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WEB 版个人简历 

1.教学内容 

 课程概述 

 HTML 语法 

 常用元素 

 基础字符控制标签 

 超链接控制标签 

 多媒体控制标签 

 表格标签 

 框架标签 

 CSS 概述 

2.教学目标 

 使用 HTML 语言制作个人多媒体求职简历。 

实验项目 2：党费在线计算 

1.教学内容 

 VBScript 语言基础 

 常用流程控制(if/while/for.....) 

 Function / SUB 

 常用内置函数 

 DOM 基础 

2.教学目标 

 输入工资，实现在线计算党费 

实验项目 3：网站的发布与管理 

1.教学内容 

 • Net User 

 • Net localgroup  



 97 

 • Shutdown /r /s /t 0 

 • NetSH 

 • Netstat -an 

 • AT  

2.教学目标 

 IIS 的安装配置 

 防火墙简单配置 

 日志 

 服务器简单管理 

实验项目 4：网络留言版 

1.教学内容 

 • 文本数据库 

 • 一维数组 

 • 字符串分解 Split 

 • 文件读、写（File 对象） 

2.教学目标 

 实现留言，并可以回复。 

实验项目 5：网络磁盘 

1.教学内容 

 文件操作 

 • File 静态对象 

 • File.Exists 

 • Directory 静态对象 

 • GUID 函数 

 • FileUpload 控件 

 • File.Delete。 

2.教学目标 

 可以上传文件，下载文件，有权限删除上传的文件。 

实验项目 6：计数器和来访者 

1.教学内容 

 • Session_Start 

 • Request.UserHost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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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sterPage 

 • Cookie 

 • Application.Lock/UnLock。 

2.教学目标 

 实 现 计 数 器 ， HitCounter ， PageHitCounter ， SessionCount ，

OnLineUserCounter 

 显示来访者的 IP。 

实验项目 7：BBS 聊天室 

1.教学内容 

 • CheckBox 控件 

 • Session 对象 

 • Application 对象 

 • Meta Refresh 

 • Literal 控件。 

2.教学目标 

 登录、发言、显示发言内容、自动刷新。 

实验项目 8：班级之最 

1.教学内容 

 SQL 语言 

 • Create 

 • Select 

 • Insert 

 • Delete 

 • Update 

 • Drop 

 • 存储过程 

2.教学目标 

 使用 SQL 语句查找出自己 

如：班级身高最高的男生;班级语文成绩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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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1.教学内容 

 • GridView 

 • DetailsView 

 • DropDownList 

 • SQLDatasource。 

2.教学目标 

 建立学生信息表 

实现：查询、排序、添加、删除、更新。 

实验项目 10：学生多媒体信息管理系统 

1.教学内容 

 • Request.QueryString() 

 • GridView1.SelectedValue 

 • Template 

 • HyperLink。 

2.教学目标 

 建立学生多媒体档案（上传学生照片）、跳转网页、Template 操作。 

实验项目 11：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1.教学内容 

 • SQL 语言的应用 

 • GridView  

 • DetailsView 

 • SQLDataSource。 

2.教学目标 

 小型管理系统的开发、学生、教师登录、学生选课、教师给成绩、学生

查询成绩、教师分析成绩。 

实验项目 12：站内 Mini 邮件系统(可选) 

1.教学内容 

 • 在线 HTML 编辑器 

 • 站内邮件原理 

 • 各操作功能的 SQL 语句。 

2.教学目标 

 实现：写邮件、发送邮件、阅读邮件、删除邮件、帐户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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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Tiny Google 

1.教学内容 

本案例考核综合能力 

 • 主页制作与发布 

 • 获取已开机的主页 

My.Computer.Network.Ping、HttpWebRequest、HttpWebResponse、StreamReader、 

 • 写入数据库 

SqlConnection、SqlCommand、cmd.ExecuteNonQuery 

 • 查询 

Where HTMLContent like  '%'+@keyword+'%'。 

2.教学目标 

 实现：制作一个实现内网网站主页的搜索引擎， 

 在机房以游戏方式实现。 

每人使用各自的电脑制作“我的理想”个人网站并发布。然后制作“Tiny Google”对

全机房的电脑主页进行采集入库，然后提供搜索界面进行查询。结果跳转到对应的学

生主页中。 

实验项目 14：Moodle 的安装、配置与使用 

1.教学内容 

 • MySQL 

 • PHP 

 • Moodle 设计理念 

 • 应用案例。 

2.教学目标 

 安装、配置、使用 Moodle 

 学会了开发之后再去应用，体会一览众山小之感。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  学生根据自己调研的情况，以本课程所学的内容为基础，设计并开发一个 B/S 架构

的管理信息系统，自定项目名称与内容，但项目需经教师核定。 

考核时间： 自考核项目时间确定起至期末考试结束前 3 天。 

提交方式： 机房 FTP 提交，或校园网通过网络提交 

提交反馈： 作品提交后 3 天内，如果学生提交的失败作品则通过电话联系。 

成绩查询： 自提交项目作业后的 2 周起，学生可在教务系统中查询本课程成绩。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按以下方式测算 

      每个题目的得分由题目难度系数、内容分、工作量分、创新分四部分构成。 

  总得分=难度系数＊(内容分＋工作量分)+创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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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内容 评分细则 

１． 难度系数 

(0.9-1.3) 共三级 

 

难度系数由教题在出题目时说明，学生在教师指定的范围内选取，

若选择其它题目，则先由教师确定难度系数。 

 0.9 

 为课堂的实验 

 1.1   

 对书上的理论、原理或标准用自己熟悉的程序来完成 

 1.3  

 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内容为目前应用的热点。

资料大多为英文。 

２． 内容分 

 共 60 分 

 

（此部分有详细的评分标准，详见下面附件） 

 

(1)格式内容:20 分 

 所上交的内容必需包括以下文件，视科学性和完整度给分 

 项目需求分析 

 原理分析 

 物理设计（如果需要） 

 软件设计（代码及详细注释） 

 软件帮助或说明（格式自定，图文或视频文件） 

 项目设计文档（DOC） 

 项目介绍的演示文稿（PPT） 

 项目总结文档（DOC） 

(2) 项目内容：40 分,  

标准如下: 

 40 分 

 内容充实，切题正确，原理理解透彻，程序算法

正确，界面清析、代码完整、注释清楚 

 30 分 

 内容尚充实，切题正确，程序算法正确，界面尚

清析，可以表达原理，代码完整、注释清楚 

 20 分及以下 

 切题基本正确，程序算法基本正确，可以表达项

目的内容 

３． 工作量分 

共 40 分 

 

项目所花费的时间，满分为 40 工作小时，视工作量程度给分 

４． 创新分 

共 20 分 

研究的项目内容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且具有创新性。 

 

（内容部分评分标准见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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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内容部分评分标准 

学生每人自选一个项目，至少包括三个表，以及表之间的关系，采用 ASP.NET 框架，使用

VS2010/12 进行开发，实现每张表的浏览、详细信息、插入、修改、删除、查询功能，要求页面

跳转采用中间页显示执行的结果，导航清晰、文档说明详细。 

内容 分值*题数 小计 

至少 3 张表(表之间必须要有关系) 4’*3 12 

每张表实现下述功能 
  

数据浏览 4’*3 12 

详细信息 4’*3 12 

插入数据 4’*3 12 

修改数据 4’*3 12 

删除数据 4’*3 12 

查询数据(含高级查询) 4’*3 12 

中间页 2’ 2 

项目文档: 

项目描述 

系统分析 

程序注释 

功能演示文档 

2’*4 8 

登录管理 6 6 

合计 
 

100 

注：本处的评分标准为评价指标中的内容分，即 60 分 那一部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软件要求：office2010 以上版本、另外所需软件由任课教师提供，并在开课之前完成

教育学院专业机房的安装。 

机器要求： 推荐 CPU i3 以上、有 Internet 网络接入、内存 4GB、硬盘空余 20GB 以上，机房

的机器组成独立网络。有还原卡。 

操作环境： 推荐 Windows 7 操作系统，初期提供 Microsoft Visual Web Developer Express 版用

于学生安装，待学生完成第 3 次上机后，教师实施学生机的 VWD 的安装并使用

还原卡保护。 

辅导教学： 机房提供极域或红蜘蛛等教学软件实现学生演示等，或提供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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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类别 书名 详细信息 

教材 《网络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ASP.NET+SQLServer》 

 

 

 

 

作者: 孙践知 

出版年: 2008-6 

页数: 251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73021717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  

《ASP.NET 程序设计教程 》 

 

 

 

 

作者: 金旭亮 

出版年: 2009-2 

页数: 420 

定价: 39.00 元 

ISBN: 97870402498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  

《ASP.NET 3.5 动态网站开发基础教程》 

 

 

出版年: 2010-6 

页数: 365 

定价: 33.00 元 

ISBN: 9787302227939 

作者：郭兴峰 张露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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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ASP.NET 程序设计教程（C#版）》 

 

 

 

作者: 常永英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7-9 

页数: 300 

定价: 29.00 元 

ISBN: 9787111222620  

 

 

 

参考书  

《ASP.NET 程序设计教程（C#版）上机指

导与习题解答》 

 

 

 

 

作者: 常永英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7-12 

页数: 242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7111227359 

参考书  

《ASP.NET2.0 应用开发技术》 

 

 

 

作者: 孟宪会，张慧妍编 

出版社: 人民邮电 

出版年: 2006-10 

页数: 508 

定价: 59.00 元 

ISBN: 97871151511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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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发工具 

 本课程的开发工具采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由于这个工具庞大。学生完成课堂的教学任

务可以采用 Microsoft Visual Web Developer 。完成扩展的任务，如最后一课的“服务”组件的编写

需要使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数据库部分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这些版本可以

试用 180 天，完全覆盖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如果想一直使用而不过期，可以使用它们的 Express

版本，对于中小型应用的开发足够，且可以正式发布。 

 故本课程使用 Express 版本完成整个教学工作。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EXPREE 可以从 Microsoft 的网站下载，可选 2012，2010 和 2008 等

版本，本课程选择 2010/12，视情况将升级到新版本。 

网址为:    

 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 

可选两种下载方式： 

 在线安装方式 

  下载量小，要求安装时在线 

 离线安装方式 

  这将下载一个 ISO 文件，将这个文件解压缩或映像到虚拟光驱中进行安装。 

机房中的教师机以 FTP 服务方式提供一个 ISO 文件，供学生下载后安装。 

 

 

 

执 笔 人：刘江岳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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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设计与制作》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T2003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电视节目设计与制作 

                         /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V material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和熟悉电视节目制作的常规设备和一般制作流程，熟练掌握

数字摄像机的使用方法，能够基于影视基本理论用镜头叙事，表达思想，增强自我镜

头感。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执机 演示性实验 2 3~5 必修 

2 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 演示性实验 3 3~5 必修 

3 固定画面拍摄 设计性实验 4 3~5 必修 

4 景别 设计性实验 3 3~5 必修 

5 角度 设计性实验 3 3~5 必修 

6 运动镜头 设计性实验 4 3~5 必修 

7 越轴 设计性实验 4 3~5 必修 

8 交待镜头 设计性实验 2 3~5 选修 

9 夜景拍摄 设计性实验 3 3~5 必修 

10 作品 综合性实验 8 3~5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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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执机 

1．教学内容： 

熟悉设备：摄像机、三脚架、其他附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摄像机的结构、功能及保养。 

（2）掌握手持、肩扛摄像机拍摄的基本要领。 

（3）掌握三脚架执机的基本要领。 

实验项目 2：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 

1．教学内容： 

   观摩电视节目的制作单位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视节目的一般制作过程。 

（2）熟悉电视设备系统，增强感性认识，宏观上把握电视节目的生产。 

实验项目 3：固定画面拍摄 

1．教学内容： 

（1）一个固定画面的镜头拍摄。 

（2）一组固定画面的镜头拍摄。 

2．教学目标： 

（1）掌握固定画面的拍摄要领。 

（2）熟悉用一组固定画面叙事的逻辑。 

实验项目 4：景别 

1．教学内容： 

（1）不同景别的分别拍摄。 

（2）一组不同景别拍摄。 

2．教学目标： 

（1）掌握各种不同景别的拍摄要领。 

（2）熟悉用一组不同景别叙事的逻辑。 

实验项目 5：角度 

1．教学内容： 

（1）不同角度的分别拍摄。 

（2）用一组不同角度拍摄。 

2．教学目标： 

（1）掌握不同角度的拍摄要领。 

（2）熟悉用一组不同角度叙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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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运动镜头 

1．教学内容： 

（1）不同运动镜头的拍摄。 

（2）一组运动镜头的拍摄。 

2．教学目标： 

（1）掌握运动镜头的拍摄要领。 

（2）熟悉用一组不同运动镜头叙事的逻辑。 

实验项目 7：越轴 

1．教学内容： 

（1）越轴镜头的拍摄。 

（2）不同方法破解越轴镜头。 

2．教学目标： 

（1） 熟悉越轴镜头的产生原因和过程。 

（2） 掌握用不同方法破解越轴镜头。 

实验项目 8：交待镜头 

1．教学内容： 

（1）拍摄事件现场的标示信息。 

（2）拍摄事件现场的全景画面。 

（3）拍摄事件现场的被采访对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交待镜头的使用场合。 

（2）掌握交待镜头的拍摄要领。 

（3）熟悉用一组镜头对事件现场进行叙事的逻辑。 

实验项目 9：夜景拍摄 

1．教学内容： 

（1）有现场光源的夜景拍摄。 

（2）自备光源的夜景拍摄。 

2．教学目标： 

（1）掌握布光的基本原则。 

（2）掌握三点式布光法。 

（3）掌握自备移动光源的使用要领。 

实验项目 10：作品 

1．教学内容： 

（1）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的创作。 

（2）依据剧本自编自导自演拍摄作品。 

（3）利用非编系统对作品进行合理的剪辑，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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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的产生过程及规范。 

（2）熟练运用不同的镜头语言叙事，较清晰的表达思想。 

（3）掌练运用蒙太奇理论对视频素材进行剪辑。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学生相对独立和小组协作的完成每次实训内容，并递交作业。 

2、考核方式 

（3）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训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能力、实训作业。 

（4）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专业级高清数字摄录一体机 8 台及各种辅助影视器材若干。 

2.安装非线性编辑软件的多媒体电脑 30 台 

五、 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任金州.电视摄像（第 3 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参考书： 

[1] 陈思善.电视节目制作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  黄秋生 肖良生.电视摄像实验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意]乔瑟·克里斯提亚诺.分镜头脚本设计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 

[4]  刘永泗.影视摄影.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 年 

[5]  焦雄屏 译.认识电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年  

 

 

                                        

执 笔 人：甘忠伟  

审 批 人：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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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动画合成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T2004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影视动画合成技术 

英文名称：Television Animation Synthesis Technology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实验室名称：教育技术多媒体网络应用开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一般来说，影视的后期制作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是组接镜头，二是特效制作，

三、声音的制作。我们的课程主要针对第二个方面展开，即将核心锚接于 Adobe 公

司的 After Effects 软件，以及 After Effects 与 3DS MAX 的整合。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AE 基本案例应用，AE 的图层，AE 的遮罩，AE 的关键帧动画，AE 的文字特效，

AE 的三维图层，AE 的表达式，AE 的内置滤镜，AE 的外置滤镜，以及 AE 与 3DS MAX

实战案例。本课程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能将前面的相关知识点，如 Photoshop，

Illustrator，Flash，Premiere，3DS MAX 有机整合在一起，从而衍生出学生进行视频

特效创意的一切可能。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 Unit1-案例欣赏&特效制作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2 Unit2-今日说法&百变魔方 综合性 2 独立 必修 

3 
Unit3-电视片头&团结赢得

胜利&中国原生态舞蹈欣赏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4 Unit4-百年奥运&天天快讯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5 

Unit5-X 光透视字&变形火

焰字&飞散立体字&光彩文

字&辉光文字&烟化文字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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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6 Unit6-写字动画&旋转立方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7 Unit7-地球日&蝴蝶翻飞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8 Unit8-光效飞鸽&粒子光条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9 
Unit9-闪光字效果&运动粒

子束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10 
Unit10-聚集效果&水流

LOGO&水聚标志 
综合性 4 独立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Unit1-案例欣赏&特效制作 

1、 教学内容 

初步熟悉 AE，通过一个小案例，熟悉 AE 的基本工作流程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Unit2-今日说法&百变魔方 

1、教学内容 

学习 AE 图层的基本用法 

2、 教学目标 

掌握 AE 图层的基本用法 

 

实验项目 3：Unit3-电视片头&团结赢得胜利&中国原生态舞蹈欣赏 

1、教学内容 

学习 AE 遮罩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遮罩的用法 

 

实验项目 4：Unit4-百年奥运&天天快讯 

1、教学内容 

学习 AE 关键帧动画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关键帧动画的用法 

 

实验项目 5：Unit5-X 光透视字&变形火焰字&飞散立体字&光彩文字&辉光文字&烟

化文字 

1、 教学内容 

学习 AE 文字特效的使用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文字特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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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Unit6-写字动画&旋转立方 

1、 教学内容 

学习 AE 三维图层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三维图层的用法 

 

实验项目 7：Unit7-地球日&蝴蝶翻飞 

1、 教学内容 

学习 AE 表达式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表达式的用法 

 

实验项目 8：Unit8-光效飞鸽&粒子光条 

1、 教学内容 

学习 AE 内置滤镜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内置滤镜的用法 

 

实验项目 9：Unit9-闪光字效果&运动粒子束 

1、 教学内容 

学习 AE 外置滤镜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外置滤镜的用法 

 

实验项目 10：Unit10-聚集效果&水流 LOGO&水聚标志 

1、 教学内容 

学习 AE 与 3DS MAX 整合的用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AE 与 3DS MAX 整合的用法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快速知识点讲解，大量案例练习，当堂讲评 

2、 Unit1-Unit10，学生选交一个完成得最好的作品，作为实验成绩，占到总成绩的

40% 

3、期末时，学生 2 人一组，完成一个创意作品，作品成绩占到总成绩的 6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60 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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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ADOBE AFTER EFFECTS CC 标准培训教材（主编 ACAA 专家委员会 DOC 传媒） 

 

  执笔人：孙冀宁 

  审批人：李  利 

  完成时间：2016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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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游戏基础（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DUT2008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计算机游戏基础（一）/The basis of computer games Ⅰ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实验室名称：心理与教师教育实验中心 

适用专业：教育技术学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游戏基础》是面向教育技术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

程。本课程实验旨在以具体游戏为案例，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介绍从游戏策划到部署实

现的整个流程，从而使学生了解计算机游戏的设计开发过程，熟悉游戏设计开发的原

理与方法，切身体会从游戏策划阶段到设计制作，将游戏模型导入引擎，在引擎中编

写脚本语言，最后制作完成一个完整游戏的全过程。本课程实验涵盖了游戏设计与开

发过程中涉及的数学物理知识、游戏策划的思路和过程、游戏设计的实现元素、游戏

实现技术、游戏的商业化等内容，基本反映了计算机游戏的各主要方面。本课程实验

中，基础性实验占 23%；综合性实验占 33%；设计性实验占 22%；创新性实验占 22%。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二维游戏 演示性 2 1 必修 

2 二维游戏环境 综合性 2 1 必修 

3 地图创建与碰撞检测 设计性 2 2 必修 

4 
三维游戏制作：3ds 

Max 环境 
演示性 2 1 必修 

5 材质和渲染 综合性 2 1 必修 

6 三维图像操作 设计性 2 1 必修 

7 灯光和摄像机 创新性 2 2 必修 

8 游戏交互技术 综合性 2 4 必修 

9 网络游戏 创新性 2 2 选修 

实验类型：指基础性（演示、验证）、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1．基础性实验：演示性实验指为便于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直观演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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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学生了解其事物的形态结构和相互关系、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教学过程。

验证性实验指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验方法与技能为目的，验证

课堂所讲某一原理、理论或结论，以学生为具体实验操作主体，通过现象衍变观

察、数据记录、计算、分析直至得出被验证的原理，理论或结论的实验过程。 

2．综合性实验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知识的实验，

必须有两个以上知识点。 

3．设计性实验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

加以实现的实验。 

4．创新性实验指学生或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师提出的研究课题或自主

提出的项目选题，进行实验方案设计，合理选取材料，有效利用相关仪器设备，

独立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获得新的实验方法或创新结果，并写成总结报告或论

文。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二维游戏 

1.教学内容 

    认识二维游戏程序的交互和输出功能；调度模块的两种执行方式（串行执行和并

行执行）；游戏的场景与架构。 

2.教学目标 

了解二维游戏开发的基本流程及架构。 

实验项目 2：二维游戏环境 

1.教学内容 

    GDI 图像处理（坐标系统、数据类型、图形绘制、背景模式、绘图模式等）；精

灵动画技术（镂空图技术和绘制动画序列）。 

2.教学目标 

熟悉游戏中常见图像操作和精灵动画技术等。 

实验项目 3：地图创建与碰撞检测 

1.教学内容 

地图的创建、编辑、加载和显示；四种实现地图的方法（固定地图、滚屏地图、

多层次地图、菱形地图）；常见碰撞检测方法（区域检测、碰撞点检测、颜色检测）。 

2.教学目标 

掌握二维游戏的地图创建和显示及碰撞检测技术等。 

实验项目 4：三维游戏制作：3ds Max 环境 

1.教学内容 

运用 3ds Max 创建和编辑立方体、球体、锥体、圆环和管状体。 

2.教学目标 

会运用 3 Max 创建和编辑简单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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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材质和渲染 

1.教学内容 

材质的类型与参数；不同材质的渲染技术。 

2.教学目标 

    能够创建几何造型，使用材质修饰实体。 

实验项目 6：三维图像操作 

1.教学内容 

三维图象的平移、缩放和投影变换；三维场景的表达模型；真实感图形生成；游 

戏画面的刷新与反走样等。 

2.教学目标 

掌握三维图象的平移、缩放和投影变换； 

掌握三维场景的表达模型、真实感图形生成、游戏画面的刷新与反走样等。 

实验项目 7：灯光和摄像机 

1.教学内容 

灯光和摄像机的使用 Open GL 的使用；各种光照模型以及绘制方法和步骤。 

2.教学目标 

    学会用灯光和摄像机，掌握 Open GL，认识各种光照模型以及绘制方法和步骤。 

实验项目 8：游戏交互技术 

1.教学内容 

    游戏中的常见交互手段；用户界面设计和 GamePlay 等。 

2.教学目标 

掌握游戏中的常见交互手段、用户界面设计以及 GamePlay 等。 

实验项目 9：网络游戏 

1.教学内容 

    网络游戏的常见服务器和客户端架构和实现方法；服务器类型（注册服务器、游

戏服务器等）；虚拟游戏基础空间；游戏场景创设与编辑；虚拟对象系统等。 

2.教学目标 

掌握网络游戏的常见服务器和客户端架构和实现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课程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各部分： 

（1）基本信息：学生姓名、班级、学号、报告日期 

（2）实验内容 

（3）实验目的 

（4）实验过程 

（5）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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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体会：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实验中产生的错误及原因分析、 

实验的体会及收获、对做好今后实验提出建设性建议等。 

实验报告应以书面方式提交，要求做到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态度、操作技能和实验成果

及作品完成情况综合评定实验成绩。 

（2）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硬件设备：连接校园网的高性能计算机 50 台、耳麦、扫描仪、数字摄像头； 

2．软件设备：Windows 7 中文版、Office 2010 中文版、Flash CS5 中文版、3ds Max。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计算机游戏基础教程：策划、设计与开发》，吴清强、刘方主编，电

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2．参考书： 

（1）耿卫东，陈为编著，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第 2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国

家“十一五规划教材”，2009 年； 

（2）耿卫东，陈凯，李鑫，徐明亮，三维游戏引擎设计与实现，浙江大学出版

社，2008 年； 

（3）何坤，周激流，张卫华编著，计算机游戏编程：基础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执 笔 人：  秦炜炜 

审 批 人：  李  利 

完 成 时 间： 201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