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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保护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RCS1023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文献保护技术/Literatur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档案学、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文献保护技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通过实验可认识和

了解纸质档案制成材料的特性，学会档案保护常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掌握一些档案

保护的基本技能和技术，提高纸质档案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对数据存储载体的认

识，可了解数据的存储结构、文件系统结构和原理；掌握数字档案载体保护的技能和

保护方法，学会常用数据恢复软件的使用，为数字档案保护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实验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和理解纸质档案的特性；掌握保护纸质档案的方法

以及延长其使用寿命的方法；掌握档案存储环境的测量与控制方法；掌握纸质档案的

修复技术；掌握操作系统平台安全设置方法，以提高操作系统安全强度；掌握信息加

密、解密技术；掌握磁盘数据管理、备份与恢复操作；掌握光盘数据恢复技术。 

通过本课程实验教学，使学生加深对有关理论的理解，掌握文献保护技术的一些

基本方法，以促进文献保护技术的应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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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纸张性能测试 综合性 2 4 选开 

2 库房温湿度的测试 综合性 2 4 选开 

3 档案托裱技术 综合性 2 4 选开 

4 操作系统平台安全 综合性 2 2 必开 

5 信息加密、解密技术 综合性 2 2 必开 

6 磁盘检测与管理 综合性 2 2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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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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数据恢复软件的操作 综合性 2 2 必开 

8 磁盘数据恢复技术 综合性 2 2 必开 

9 光盘数据恢复技术 综合性 2 2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档案纸张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纸张的定量、厚度、撕裂度、抗张强度的等性能的测定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档案纸张的性能 

（2）熟悉档案纸张的性能的测试方法和过程 

（3）掌握延长纸质档案寿命的原理 

 

实验项目 2：库房温湿度的测试  

1.教学内容 

普通干湿球表的测定、通风干湿球表的测定等 

2.教学目标 

（1 了解各种温、湿度表和仪器的工作原理与操作 

（2）熟悉普通干湿球表的测定、通风干湿球表的测定的原理与方法 

（3）掌握档案库房温湿度控制方法 

 

实验项目 3：档案托裱技术 

1.教学内容 

纸质档案托裱操作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档案托裱原理与操作过程 

（2）熟悉纸质档案单面托裱的操作过程 

（3）掌握档案修裱浆糊的配制 

 

实验项目 4：操作系统平台安全 

1.教学内容 

windows 操作系统安全一系列安全配置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dows 系统平台提供的帐户安全机制，掌握相关的安全配置方法 

（2）熟悉操作系统的安全机制，以及 Windows 的安全策略 

（3）掌握对 Windows 操作系统进行安全配置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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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PGP 的操作使用 

1.教学内容 

PGP 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息加密、解密机制，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 

（2）熟悉 PGP 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3）掌握档案信息加密原理 

 

实验项目 6：磁盘检测与管理 

1.教学内容 

磁盘碎片整理、磁盘碎片清理、硬盘检测的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磁盘分区与格式化的操作 

（2）熟悉磁盘碎片整理磁盘碎片清理和硬盘检测的操作 

（3）掌握硬盘性能指标的理解 

实验项目 7：数据恢复软件的操作 

1.教学内容 

数据恢复软件 FinalData 和 EasyRecovery 操作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恢复软件 FinalData 和 EasyRecovery 安装 

（2）熟悉数据恢复软件 FinalData 和 EasyRecovery 操作使用 

（3）掌握数据恢复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8：磁盘数据恢复技术 

1.教学内容 

FAT32 和 NTFS 文件删除与恢复以及文件系统破坏后的数据恢复 

2.教学目标 

（1）了解 FAT32 和 NTFS 文件删除与恢复以及文件系统破坏后的数据恢复 

（2）熟悉磁盘分区被格式化的数据恢复 

（3）掌握磁盘数据销毁的技术 

实验项目 9：光盘数据恢复技术 

1.教学内容 

光盘刻录操作和 CDCheck 检测光盘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盘刻录用操作和 CDCheck 检测光盘 

（2）熟悉光盘数据恢复的过程 

（3）掌握光盘的使用和维护 



 4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的要求：主要对实验过程进行叙述、总结。 

2、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实验情况及实验报告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2）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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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裂度仪、厚度仪、拉力仪、温湿度仪、托裱器材、计算机、光盘、移动磁盘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唐跃进,档案保护技术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参考书：魏红芹,计算机信息安全管理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卢新焰   

审 批 人：张建华   

完成时间：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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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RCS1033                 课程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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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Java 基本语法、Java 基本语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多线

程技术、程序窗体、基本组件、容器、布局管理、事件处理、菜单、工具栏，以及

Java 数据库应用、Java 网络编程等高级组件的设计和应用等。 

本实验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与技巧，学会常见组件

的使用方法，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灵活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程序开

发，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技能，并能够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进一步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将来从事应用软件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Java 程序设计实验是学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重要实践环节，其目的是通过实验

使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掌握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和事件处理机制，

学会开发多线程 Java 应用程序，学会 Java 数据库应用设计，理解 TCP/IP 和用户数据

报协议（UDP），并掌握 Java 网络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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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开、

选开 

1 实验 1  Java 运行环境的安装与测试 综合性 2 1 必开 

2 实验 2  Java 数据类型、运算符、数组使用 验证性 2 1 必开 

3 实验 3  Java 顺序结构、分支结构使用 验证性 2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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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4 实验 4  Java 循环结构使用 验证性 2 1 必开 

5 实验 5  创建类和对象 验证性 2 1 必开 

6 实验 6  类的封装 验证性 2 1 必开 

7 实验 7  使用成员变量 验证性 2 1 必开 

8 实验 8  使用成员方法 验证性 2 1 必开 

9 实验 9  继承性和多态性 验证性 2 1 必开 

10 实验 10  多线程的编程 验证性 2 1 必开 

11 实验 11  常用组件的使用方法 验证性 2 1 必开 

12 实验 12  事件处理方法的设计 验证性 2 1 必开 

13 实验 13  菜单设计 验证性 2 1 必开 

14 实验 14  工具栏和状态栏的设计 验证性 2 1 必开 

15 实验 15  Java 数据库应用 1 验证性 2 1 必开 

16 实验 16  Java 数据库应用 2 验证性 2 1 必开 

17 实验 17  Java 网络编程 1 综合性 2 1 必开 

18 实验 18  Java 网络编程 2 综合性 2 1 必开 

三、实验教学要求及内容 

本课程实验教学要求如下： 

1.准备好上机所需的程序； 

2.上机输入和调试自己所编写的程序，并在软件开发平台上测试通过； 

3.上机结束后，应整理出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实验项目名称、

算法分析、程序清单、运行结果、对运行情况所作的分析以及本次调试程序所取得的

经验。如果程序未能通过，应分析其原因。 



 7 

实验项目 1：Java 运行环境的安装与测试 

1.教学内容 

（1）下载、安装、设置 JDK 软件包。 

（2）下载、安装 Eclipse 编程软件。 

（3）编写一个简单的 Java 程序。 

（4）掌握运行 Java 程序的步骤。 

2.教学目标 

（1）掌握 JDK 软件包及 Eclipse 编程软件的下载和安装方法。 

（2）学会如何设置 Java 程序运行的环境。 

（3）掌握编写、调试、运行 Java 程序的一般过程。 

（4）为今后学习 Java 语言和进行 Java 程序的实验做好准备工作。 

实验项目 2：Java 数据类型、运算符、数组使用 

1.教学内容 

（1）编写一个声明 Java 不同数据类型变量的程序。 

（2）编写一个使用运算符、表达式、变量的程序。 

（3）编写一个使用 Java 数组的的程序。 

2.教学目标 

掌握 Java 基本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数组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Java 顺序结构、分支结构使用 

1.教学内容 

（1）编写包含表达式语句、复合语句的程序。 

（2）编写使用不同选择结构的程序。 

2.教学目标 

（1）理解 Java 程序语法结构，掌握顺序结构、分支结构的程序设计方法。 

（2）掌握 Java 语言的编程规则。 

实验项目 4：Java 循环结构使用 

1.教学内容 

编写使用不同循环结构的程序。 

2.教学目标 

（1）理解 Java 程序语法结构，掌握循环结构的程序设计方法。 

（2）掌握 Java 语言的编程规则。 

实验项目 5：创建类和对象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创建对象和使用对象方法的程序。 

2.教学目标 

理解 Java 语言是如何体现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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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 类的封装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体现类的封装性的程序。 

2.教学目标 

掌握类的封装方法。 

实验项目 7：使用成员变量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对成员变量进行不同修饰的程序。 

2.教学目标 

了解成员变量的特性，掌握 OOP 方式进行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项目 8： 使用成员方法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对成员方法进行不同修饰的程序。 

2.教学目标 

了解成员方法的特性，掌握 OOP 方式进行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项目 9：继承性和多态性 

1.教学内容 

（1）编写一个体现类的继承性的程序。 

（2）编写一个体现类的多态性的程序。 

2.教学目标 

理解类的继承性和多态性的作用，掌握其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10：多线程的编程 

1.教学内容 

（1）通过继承 Thread 类编写一个多线程的程序实例。 

（2）通过实现 Runnable 接口编写一个多线程程序。 

（3）完善以上程序，加入线程同步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程的概念、线程的生命周期。 

（2）掌握通过继承 Thread 类实现多线程的方法。 

（3）掌握通过实现 Runnable 接口实现多线程方法。 

（4）掌握线程等待与线程同步方法，明白线程的优先级等相关知识。 

实验项目 11：常用组件的使用方法 

1.教学内容 

（1）设计进制转换程序，其窗口中包含了单行文本框、文本区域、单选框等组

件，当用户输入一个十进制数并选择不同选项时可转换为 2、8、16 进制数。请完成

其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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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一个简单计算器，当用户在窗口中输入操作数 1 和操作数 2，并选择

加、减、乘、除中的一种运算，点击“计算”按钮时，会得到计算结果。请完成其界

面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形用户界面基本组件（如按钮、文本框、选择框、滚动条等）的使

用方法。 

（2）掌握在容器中添加组件的方法，掌握使用布局管理器对组件进行管理的方

法。 

（3）掌握编写独立运行的窗口界面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事件处理方法的设计 

1.教学内容 

（1）完善进制转换程序。其功能如实验 11，请完成其事件处理方法的编写。 

（2）完善简单计算器。其功能如实验 11，请完成其事件处理方法的编写。 

2.教学目标 

（1）了解事件处理的概念和模型，理解 Java 的事件处理机制。 

（2）理解事件适配器，掌握正确使用事件适配器。 

（3）掌握为不同组件编写事件处理程序的方法。 

实验项目 13：菜单设计 

1.教学内容 

（1）使用菜单编辑器或手写代码给窗体添加菜单和菜单项。 

（2）为设计好的菜单项添加事件处理方法。 

（3）创建弹出式菜单，并编写其事件处理方法。 

（3）为窗体添加工具栏和状态栏，并编写其事件处理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菜单和弹出式菜单的制作方法。 

（2）掌握菜单项的事件处理程序的设计。 

实验项目 14：工具栏和状态栏的设计 

1.教学内容 

为窗体添加工具栏和状态栏，并编写其事件处理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工具栏和状态栏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5：Java 数据库应用 1 

1.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数据库应用程序（如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并在 Server 端建立 SQL 数

据库。 

2.教学目标 

（1）理解基于 C/S 平台的数据库程序的构建。 

（2）理解 SQL 语言的功能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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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Java 数据库应用 2 

1.教学内容 

（1）用 Java 编写 Client 端程序，实现其对服务器数据库的请求。 

（2）用 JDBC 实现 Client 端与 Server 端的数据库的连接与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JDBC 程序的设计方法。 

（2）掌握客户端程序与数据库的连接与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17：Java 网络编程 1 

1.教学内容 

（1）使用 InetAddress 类的方法获取 http://www.sgu.edu.cn/的主机的 IP 地址；

获取本地机的名称和 IP 地址。 

（2）使用 Socket 编程，实现客户机发送数据到服务器，服务器将接收到的数据

返回给客户机。 

2.教学目标 

（1）明白 Socket 通信机制原理、了解 InetAddress 类、ServerSocket 类与 Socket

类的功能特点，并掌握基于 TCP 的 Socket 程序的编写。 

（2）明白 URL 通信方式，学会用 URL 类和 URLConnection 类进行网络程序设

计。 

实验项目 18： Java 网络编程 2 

1.教学内容 

使用 UDP 编程，实现客户机发送数据到服务器，服务器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回给

客户机。 

2.教学目标 

（1）明白 UDP 的通信机制原理、了解 DatagramSocket 类和 DatagramPacket 类

的功能特点。 

（2）并掌握基于 UDP 的 Socket 编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学生完成实验后按要求撰写实验报告，根据实验报告确定每

次实验的成绩。 

（2）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50%。 

2.考核要求 

（1）本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 

（2）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和步骤以及实验心得三部分。其具体

部分根据每个实验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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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位学生一台计算机、JDK 软件、Eclipse 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Java 程序设计》（第三版） 

辛运帏，饶一梅，马素霞.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参考书： 

（1）（美）Cay S.Horstmann，Gary Cornell 编.《Java2 核心技术第 6 版：基础知

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2）（美）Bruce Eckel 编.《Java 编程思想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年

9 月。 

 

 

 

 

 

 

 

执 笔 人：项文新   

审 批 人：许   兰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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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RCS2009               课程学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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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资源管理、档案学、图书馆学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了解编辑、编译、连接和运行一个 C 程序的过程，掌握 C 语言的基本概念、语

言特点和编程技巧。培养学生综合利用 C 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能力，主要是培养学

生利用系统提供的标准函数进行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设计程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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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程序的运行环境运行 C 程序的方法 验证性 2 1 必修 

2 数据类型、运算符和表达式 验证性 6 1 必修 

3 最简单的 C 程序设计 验证性 6 1 必修 

4 逻辑结构程序设计 验证性 6 1 必修 

5 循环控制 验证性 6 1 必修 

6 数组 综合性 6 1 必修 

7 函数 验证性 2 1 必修 

8 指针 综合性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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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程序的方法 

1.教学内容 

C 语言的发展、操作环境以及 C 程序初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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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V C6.0++编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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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行简单的 C

程序，初步了解 C 源程序的特点。 

实验项目 2：数据类型、运算符和表达式 

1.教学内容 

C 语言基础的介绍，包括数据类型、表达式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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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型变量，以及对它

们赋值的方法，了解以上类型数据输出时所用格式转换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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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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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语言中的输入输出语句、赋值语句的使用，以及最简单的顺序结构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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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掌握数据的输入输出的方法，能正确使用各种格式转换符。 

实验项目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C 语言中表示逻辑值的方法，选择结构程序设计以及相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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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代表“真”)； 

(2)学会正确使用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 

(3)熟练掌握 if 语句和 switch 语句。 

实验项目 5：循环控制 

1.教学内容 

循环语句 while、do-while 和 for 语句的使用方式和特点，并举例。 

2.教学目标 

(1)熟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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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算法(如穷举、迭代、递推等)。 

实验项目 6：数组 

1.教学内容 

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与循环相结合进行举例。 

2.教学目标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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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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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的定义和使用方式，并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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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掌握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和静态变量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指针 

1.教学内容 

指针的概念、定义和使用方式，并举例。 

2.教学目标 

(1)掌握指针的概念，会定义和使用指针变量； 

(2)学会使用数组的指针和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上机。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3：7。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现有 8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谭浩强，《C 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C 程序设计题解与上机指导》，谭浩强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许  兰   

审 批 人：蒋晨曦   

完 成 时 间 ： 16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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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系列实验》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RCS3009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档案学系列实验/The Series Experiments of Archive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档案学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档案学系列实验》是为档案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针对隶

属于特定课程的实验教学存在课时不足或综合性不足而开设的。本课程从完善档案专

业学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视角出发，在已经开设的实验课程和实验项目之外再补充

开设相关实验项目和内容。 

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认识档案学专业技术、技能和知识的范畴；从文件

管理到档案管理的流程；数据迁移的技术和方法；传统音频、视频数字化技术；平面

档案数字化扫描；文件复制、文件传输、文件保护和环境保护等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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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专业实验教学内容的讨论与思考 综合性设计性 4 1 选修 

2 文迪公文档案管理软件使用 综合性设计性 8 1 选修 

3 磁盘文件数据迁移与著录 综合性设计性 6 1 选修 

4 传统音频、视频数字化，DV 磁带数据采集 综合性设计性 4 2 选修 

5 纸质文件、照片、胶片数字化，PDF 制作 综合性设计性 6 1 选修 

6 文件档案复制、传输、保护 综合性设计性 4 2 选修 

7 纸质档案字迹、图像特性与处理 综合性设计性 4 1 选修 

8 电子文档制作及优化 综合性设计性 4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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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档案专业实验教学内容的讨论与思考 

1.教学内容 

理解双套制档案管理的对象和方法，分析档案工作的性质、过程、内容，思考

档案专业实验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焦点及难点，并使用概念描述工具将其描绘和概

括出来。 

2.教学目标 

（1）掌握 Visio 软件安装、使用，了解系统分析方法； 

（2）理解档案工作环节、档案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技能； 

（3）理解实验教学内容的定位。 

实验项目 2：文迪公文档案管理软件使用 

1.教学内容 

介绍典型公文档案管理软件的安装、使用，模拟文书、档案工作者的工作；理

解公文、档案管理软件的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公文档案管理软件的使用； 

（2）理解从公文到档案的过程管理及其工作； 

（3）理解档案实体管理与逻辑管理的关系。 

实验项目 3：磁盘文件数据迁移与著录 

1.教学内容 

通过信息系统硬件、软件环境恢复，实现软磁盘（5 寸、3 寸盘）、光盘、硬盘

数据读取；学习 HDCOPY、FinalData、Nero、Clndisk 等软件的使用；学习磁盘电子

文件著录；学习光盘刻录方法等。 

2.教学目标 

（1）掌握信息系统软硬件环境的构建； 

（2）掌握数据读取方法、技术和有关软件的使用功能； 

（3）掌握数据著录方法和规范； 

（4）掌握数据迁移和光盘刻录； 

（5）理解信息安全的内涵。 

实验项目 4：传统音频、视频数字化，DV 磁带数据采集 

1.教学内容 

介绍音像档案发展、演化与其可用性问题；介绍音像档案的数字化问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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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介绍数字化环境、采集、存储、参数等操作设置。 

2.教学目标 

（1）掌握模拟音频、视频数字化设备环境的构建； 

（2）掌握音频、视频采集软件的使用； 

（3）掌握 DV 磁带数据采集方法； 

（4）理解数字音频、视频的存储格式； 

（5）了解音频、视频磁带的结构和修复。 

实验项目 5：纸质文件、照片、胶片数字化，PDF 制作 

1.教学内容 

学习纸质文件、照片档案扫描方法、质量控制和参数设置；学习缩微胶片数字

化方法和数字化质量控制；学习扫描文件图像的 OCR 并制作 PDF 电子文档。 

2.教学目标 

（1）掌握纸质文件、照片档案扫描方法； 

（2）掌握缩微胶片数字化方法和透射式扫描仪的使用； 

（3）掌握 OCR 软件使用并制作 PDF 文档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文件档案复制、传输、保护 

1.教学内容 

学习打印机与计算机连接、驱动程序的安装及文件打印输出；学习打印机共享

与网络打印；学习复印机的结构、装纸、装粉与复印机的使用；学习传真机的使用、

打印输出并理解一体机的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文件的打印输出、复制和质量控制； 

（2）掌握硬件操作和软件操作的统一，实现网络共享打印功能； 

（3）掌握复印机、传真机的使用方法； 

（4）培养对照仪器设备自学使用说明书的能力。 

实验项目 7：纸质档案字迹、图像特性与处理 

1.教学内容 

对纸质档案字迹、图像耐久性进行分析和测试；对模糊档案图像进行修复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类纸质档案字迹耐久性； 

（2）掌握模糊档案图像扫描处理技术； 

（3）掌握 Photoshop 图像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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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电子文档制作及优化 

1.教学内容 

使用 Adobe Acrobat Pro PDF 制作软件生成不可打印、不可复制的 PDF 文档；制

作数字签名的 PDF 文档；使用 Premiere 处理视频文件。 

2.教学目标 

（1）掌握 PDF 制作软件的使用，理解 PDF 电子文档的功能； 

（2）掌握 Premiere 视频编辑软件的使用； 

（3）掌握视频格式转换方法，理解视频质量、文件格式、文件大小的关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每一实验完成后要求完成实验报告，主要对实验过程进行总结。 

2．考核方式：学期总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各占总成

绩的 50%。平时成绩由学生的实验态度、实验收获及实验报告决定；期末成绩由期末

考核决定，采用书面考核。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网络（主机、外设）；扫描仪；录像机；摄像机；录音机；视频采集卡；

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档案管理软件；声音、图像处理软件；OCR 软件；PDF

制作软件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实验讲义 

2．参考书：张照余、蒋晨曦等编.办公技术与办公设备.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执 笔 人：蒋晨曦   

审 批 人：吴品才   

完 成 时 间：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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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与管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ARCS3025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网站建设与管理/Websit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图书、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其它专业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 Web 技术基础，Web 程序设计基础和 JSP

数据库应用开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JSP 开发语言的基础知识，同时对

Java、HTML、JavaScript、CSS 有一定的了解。基本具备用 JSP 设计开发 WEB 应用

程序的能力。 

本课程侧重实际应用，每一讲的内容都配合了的编程实例讲解，使学生达到学以

致用的目的。通过一系列设定的上机让学生了解 Web 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开发模

式，掌握常用的 Web 程序开发工具的使用，学会 Web 程序的开发流程和调试运行；

通过学习，使每个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网站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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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P 开发环境的安装与配置 设计型 2 1 必开 

2 Dreamweaver 网页制作实验 设计型 2 1 必开 

3 HTML 网页制作实验 设计型 2 1 必开 

4 CSS 修饰页面实验 设计型 2 1 必开 

5 JavaScript 编程实验 设计型 2 1 必开 

6 
SQL server2005 数据库的安装

与配置 
设计型 2 1 必开 

7 JSP 语法的应用 设计型 2 1 必开 

8 JSP 内置对象 设计型 2 1 必开 

9 JSP 中数据库操作 设计型 2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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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JSP 开发环境的安装与配置 

1.教学内容 

Java 语言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JDK 的安装与配置，Tomcat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 JSP 程序的运行原理 

（2）熟悉 JSP 程序运行环境的配置方法 

（3）掌握 Windows 系统环境变量的设置 

实验项目 2：Dreamweaver 网页制作实验 

1.教学内容 

本地站的的建立和在 Dreamweaver 中运行 JSP 页面的设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在 Dreamweaver 中编辑网页和代码编辑的方法 

（2）熟悉在 Dreamweaver 中建立本地站的和运行 JSP 页面的设置 

（3）掌握 JSP 页面编辑和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3：HTML 网页制作实验 

1. 教学内容 

利用 Dreamweaver 编写 Html 网页程序 

2. 教学目标 

（1）了解 Html 文件的基本结构 

（2）熟悉 HTML 常用网页标记的使用 

（3）掌握使用记事本、EditPlus 等编写网页的方法 

实验项目 4：CSS 修饰页面实验 

1.教学内容 

嵌入样式的使用、内联样式的使用、外部样式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CSS 在网页中的作用 

（2）熟悉三种样式表的使用方法 

（3）掌握 CSS 的基本语法 

实验项目 5：JavaScript 编程实验 

1.教学内容 

在 HTML 文件中编写 Javascript 程序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在 HTML 文件中编写 Javascript 程序的基本操作。 

（2）熟悉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中调试 Javascript 的基本操作。 

（3）掌握 Javascript 的基本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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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SQL server2005 数据库的安装与配置 

1.教学内容 

MS SQL Server 2005 的安装与配置 

2.教学目标 

（1）了解 MS SQL Server 2005 体系结构 

（2）熟悉 MS SQL Server 2005 的安装与配置、管理及注册的方法 

（3）掌握 SQL Server 2005 Management Studio 平台及组件 

实验项目 7：JSP 语法的应用 

1.教学内容 

JSP 的声明、表达式、小脚本和注释的使用；JSP 指令标记和动作标记的语

法格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 JSP 的声明、表达式、小脚本和注释的使用 

（2）熟悉 JSP 指令标记和动作标记的语法格式； 

（3）掌握 JSP 的基本语法 

实验项目 8：JSP 内置对象 

1.教学内容 

JSP 常用内置对象的常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怎样在 JSP 页面中使用内置对象 request 

（2）熟悉怎样使用 response 对象动态响应用户的请求 

（3）掌握怎样使用 session 对象存储和用户有关的数据 

实验项目 9：JSP 中数据库操作 

1. 教学内容 

JSP 与后台数据库的连接方法和取得数据、增加数据、删除数据及对数据库

进行管理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 JSP 与后台数据库的连接方法，  

（2）熟悉如何取得数据、增加数据、删除数据及对数据库进行管理等。   

（3）掌握 JSP 中使用 SQL 语言的查询数据库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门课程实验对实验报告的要求：主要对实验过程进行叙述、总结。 

2．考核方式 

（1）根据学生的实验情况及实验报告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2）本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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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实验时每人一台 PC。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樊月华,《Web 技术应用基础》(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2.参考书：（1）张李义,《网站开发与管理》(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邵丽萍,《网站编程技术实用教程》(第 2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李洪心,《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第 2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执 笔 人：卢新焰   

审 批 人：许   兰   

完成时间：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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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RM2025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程序设计/Database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资源管理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四、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如何根据要求进行信息的组织和需求分析，以及相关数据

库的设计和优化。学习构建和维护一个基于 C#.net 平台的应用程序和网站，将其与

数据库进行无缝链接。让学生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能够有助于快速了解并掌握数据库

程序的基本开发流程，使得学生能够对其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为学生将所学相关的专

业知识转化为应用提供了途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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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NET 概述 验证性 2 1 必修 

2 ASP.NET 编程模型 验证性 4 1 必修 

3 C#语言基础 验证性 4 1 必修 

4 ASP.NET 控件 验证性 4 1 必修 

5 ASP.NET 的常用对象 验证性 6 1 必修 

6 主题和母版页 综合性 6 1 必修 

7 用户控件 设计性 2 1 必修 

8 ADO.NET 数据库访问技术 综合性 6 1 必修 

9 设计课程 综合性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SP.NET 概述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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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的发展、编程环境及相关背景知识。 

2.教学目标 

熟悉 ASP.NET 编程环境。 

实验项目 2：ASP.NET 编程模型 

1.教学内容 

ASP.NET 编程模型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 ASP.NET 页面的结构。 

(2)掌握 HTML/XHTML 的各种标记及其作用。 

(3)掌握 CSS 样式设计方法。 

(4)掌握 ASP.NET 网页的执行过程。 

实验项目 3：C#语言基础 

1.教学内容 

C#的语言基础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 C#中各种数据类型。 

(2)掌握 C#中值类型和引用类型变量的定义方法。 

(3)掌握 C#中值类声明方法。 

(4)掌握 C#中对象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5)掌握 C#中继承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ASP.NET 控件 

1.教学内容 

HTML 空间和 Web 控件的使用，并举例。 

2.教学目标 

(1)掌握 ASP.NET 控件的分类。 

(2)掌握各种 ASP.NET 标准服务器控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各种 ASP.NET 验证控件的使用方法。 

(4)掌握使用各种 ASP.NET 控件实现较复杂的网页设计。 

实验项目 5：ASP.NET 的常用对象 

1.教学内容 

ASP.NET 网页中常用对象的使用，并举例。 

2.教学目标 

(1)掌握 ASP.NET 网页的处理过程。 

(2)掌握 Page、Response、Request、Server、Application、Session 和 Cookie 对象

的使用方法。 

(3)掌握 Global.asax 文件的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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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主题和母版页 

1.教学内容 

ASP.NET 中母版和主题（样式）的概念、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主题的概念、特点和主题的构成。 

(2)掌握创建主题的过程，应用主题和禁用主题的方法。 

(3)掌握母版页和内容页的概念与特点。 

(4)掌握母版页和内容页的设计方法。 

(5)掌握内容页中访问母版页内容的方法。 

实验项目 7：用户控件 

1.教学内容 

用户控件的概念、使用并举例。 

2.教学目标 

(1)掌握用户控件的基本概念。 

(2)掌握用户控件的创建过程，设置属性和方法的过程。 

(3)掌握用户控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ADO.NET 数据库访问技术 

1. 教学内容 

ADO.NET 的数据库访问技术，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并举例。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并使用 SQL Server2005 数据库管理系统创建数据库。 

(2)掌握基本 SQL 语句实现数据库的操作。 

(3)掌握 ADO.NET 的体系结构和访问数据库的方式。 

(4)掌握 ADO.NET 的数据访问对象。 

(5)掌握 DataSet 数据库访问组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9：设计课程 

1.教学内容 

分组设计并实现一个网站应用系统。 

2.教学目标 

掌握采用 ASP.NET+SQL Server2005+C#开发较复杂的 Web 应用系统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学生按实验指导书的要求，通过实验所受到的启发、对实验思考题

的思考结果、对实验的建议或有更好的改进方法等，都可以作为实验报告的一部分写

入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学生按实验指导书的要求，按要求写好实验报告，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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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将作为评定实验成绩的依据。 

(2)本实验为非独立设课，实验课考核采用闭卷上机，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比例为 3：7。 

七、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现有 80 台 

八、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李春葆，喻丹丹，曾慧，曾平编《ASP.NET 动态网站设计教程--基于 C#+SQL 

Server》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执 笔 人：许   兰   

审 批 人：蒋晨曦   

完成时间： 16 .1 .6   

http://book.jd.com/writer/%E6%9D%8E%E6%98%A5%E8%91%86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96%BB%E4%B8%B9%E4%B8%B9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B%BE%E6%85%A7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B%BE%E5%B9%B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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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LIBS300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原理/Principles of Database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资源管理、档案学、图书馆学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库原理》是讲授数据库管理系统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方面的课程，它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本课程可以使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软件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方法，培养学生具有利用软件开发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它计

算机知识及今后使用或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具有比较重要的作业。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对数据库管理的全过程及其方法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并学会数据库

管理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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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FoxPro 集成环境及

项目管理 
验证性 2 1 必修 

2 
常量、变量、函数和表达式

的使用 
验证性 4 1 必修 

3 数据库与表的创建 验证性 2 1 必修 

4 表数据的处理 验证性 4 1 必修 

5 
表记录的定位与表索引的

建立和使用 
验证性 4 1 必修 

6 
数据库表的扩展属性与参

照完整性规则 
验证性 6 1 必修 

7 查询与视图的创建和使用 验证性 2 1 必修 

8 SELECT-SQL 语句 验证性 6 1 必修 

9 结构化程序的创建与设计 综合性设计性 6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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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Visual FoxPro 集成环境及项目管理 

1.教学内容 

VFP 的启动与退出；工具栏；“命令”窗口；“选项”对话框；VFP 的帮助系统；

创建项目文件。 

2.教学目标 

(1)掌握 VFP 启动与退出的各种方法。 

(2)掌握与 VFP 项目管理器有关的操作。 

(3)熟悉 VFP 的集成操作环境。 

实验项目 2：常量、变量、函数和表达式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常量的表示；变量的赋值；常用函数；表达式。 

2.教学目标 

掌握各种常量的表示、变量的赋值、常用函数的功能和使用、各种类型表达式的

表示方法。 

实验项目 3：数据库与表的创建 

1.教学内容 

数据库的创建；数据库的打开与关闭；创建数据库表；修改表结构；表的打开与

关闭；数据库与表之间的关系操作；有关数据库和表操作的常用函数。 

2.教学目标 

(1)掌握创建和使用数据库的基本方法。 

(2)掌握使用表设计器和 CREATE TABLE-SQL 命令创建表的方法。 

(3)掌握使用表设计器和 ALTER TABLE-SQL 命令修改表结构的方法。 

实验项目 4：表数据的处理 

1.教学内容 

表的浏览、字段筛选和记录筛选；表记录的输入；表记录的修改；表记录的删除；

防止表数据被修改；数据的复制。 

2.教学目标 

(1)掌握表的浏览及定制方法。 

(2)掌握在浏览窗口中表记录的插入、修改和删除的操作方法。 

(3)掌握表记录插入、修改和删除的 SQL 命令（INSERT、UPDATE 和 DELETE）。 

实验项目 5：表记录的定位与表索引的建立和使用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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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记录的定位；创建表的结构复合索引；结构复合索引的修改与删除；索引的使

用 

2.教学目标 

(1)理解记录指针的作用，掌握表记录定位的基本方法。 

(2)掌握表的结构复合索引的创建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数据库表的扩展属性与参照完整性规则 

1.教学内容 

数据库表的扩展属性的设置方法；创建数据库中两个表之间的永久性关系；设置

两个具有永久性关系的表之间的参照完整性规则；永久性关系的删除；几个常用

函数。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库表字段的扩展属性的设置方法。 

(2)掌握创建数据库表永久性关系的基本方法。 

(3)掌握设置数据库表之间的参照完整性规则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7：查询与视图的创建和使用 

1.教学内容 

用“查询设计器”设计查询；本地视图的创建；视图的使用；使用视图更新源表

数据。 

2.教学目标 

(1)掌握使用查询设计器创建查询的方法，掌握创建基于单张表和多张相关 表的

查询的方法和操作步骤。 

(2)了解创建交叉表的查询的方法，了解视图的创建、使用和视图数据更新的方法。 

实验项目 8：SELECT-SQL 语句 

1.教学内容 

查看一个查询的 SELECT-SQL 语句；SELECT-SQL 语句的使用；其他 SQL 语

句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 SELECT-SQL 语句的基本语法。 

(2)了解 SELECT-SQL 语句的各个子句与查询设计器中操作的对应关系。 

实验项目 9：结构化程序的创建与设计 

1.教学内容 

创建程序文件；运行程序；编辑程序文件；使用 IF„ENDIF 条件语句； 使 用

DO CASE„ENDCASE 条件语句；使用 FOR„ENDFOR 循环语句；使用 DO 

WHILE„ENDDO 循环语句；循环语句与条件语句混合使用；在循环语句中使用

LOOP 语句；在循环语句中使用 EXIT 语句;自定义函数的创建与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各种常量的表示、变量的赋值、常用函数的功能和使用、各种类型表达式

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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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步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方法，初步掌握条件语句、循环语句的功能和使用

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学生按实验指导书的要求，通过实验所受到的启发、对实验 思 考

题的思考结果、对实验的建议或有更好的改进方法等，都可以作为 实 验 报

告的一部分写入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学生按实验指导书的要求，按要求写好实验报告， 是

要报告将作为评定实验成绩的依据。 

（2）本实验为非独立设课，实验课考核采用闭卷上机，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为 3：7 

五、 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现有 8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崔建忠，单启成 《Visual FoxPro 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2.参考书：严明，单启成《Visual Foxpro 教程（2013 年版）》，苏州大学出版社 

3.江苏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中心 《二级考试试卷汇编（Visual FoxPro 语

言分册）》，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2011 

 

 

 

 

 

 

 

执 笔 人：许兰   

审 批 人：徐芳   

完成时间： 16 .1 .6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14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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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统计软件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OCW2021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社会统计软件应用（Spss Software Applicatio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 

实验室名称：社会学院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SPSS 是世界著名的社会统计分析软件之一，它集数据整理、分析过程、结果输

出于一体。通过实验教学，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SPSS 基本统计分析（频数分析、描述

统计、探索分析、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均值比较与检验、回归分析、多响应变

量分析的操作与阐释。此外，还应掌握调查数据的录入与修改、数据文件的转换、统

计图表的生成与编辑等实验操作技能。 

在实验项目类型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的课程数占有实验的课程总数

的比例达到 80％以上，基础性实验为 10%左右。本课程力图构建与理论教学相辅相

成、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具有专业特点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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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文件 验证性 4 1 必修 

2 频数分析 验证性 2 1 必修 

3 探索分析 综合性 2 1 必修 

4 列联表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5 均值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6 方差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7 相关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8 回归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9 多响应变量集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10 统计图表生成 综合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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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文件 

1.教学内容 

定义变量，录入数据，打开不同类型的数据文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编辑器，数据文件类型等 

（2）熟悉 spss 数据文件的变量定义、编辑等 

（3）掌握数据文件的打开、保存，以及数据文件的转换 

实验项目 2：频数分析 

1.教学内容 

频数分析的步骤及其结果释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的原理 

（2）熟悉频数分析的操作流程 

（3）掌握频数分析表及其统计含义 

实验项目 3：探索分析 

1.教学内容 

探索分析的步骤及其结果释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探索分析的作用及其数据要求 

（2）熟悉探索分析的操作流程 

（3）掌握箱图和茎叶图的含义 

实验项目 4：列联表分析 

1.教学内容 

列联表分析的步骤及其检验思路 

2.教学目标 

（1）了解列联表的概念和独立性检验思路 

（2）熟悉列联表分析的操作流程 

（3）掌握列联表及其数字含义 

实验项目 5：均值分析 

1.教学内容 

均值分析的类型及其操作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均值比较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2）熟悉均值分析的操作流程 

（3）掌握 T 检验的统计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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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方差分析 

1.教学内容 

方差分析的原理及其操作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方差分析的基本概念 

（2）熟悉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流程 

（3）掌握方差分析的统计内涵 

实验项目 7：相关分析 

1.教学内容 

相关分析的步骤及其结果释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相关分析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2）熟悉相关分析的操作流程 

（3）掌握相关分析的统计内涵 

实验项目 8：回归分析 

1.教学内容 

回归分析的步骤及其结果释义 

2.教学目标 

（1）了解回归分析的概念和适用条件 

（2）熟悉回归分析的操作流程和原理 

（3）掌握回归分析的统计内涵 

实验项目 9：多响应变量集分析 

1.教学内容 

多响应变量集分析的类型及其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响应变量集的概念和类型 

（2）熟悉多响应变量集分析的操作流程 

（3）掌握多响应变量集分析的应用 

实验项目 10：统计图表生成 

1.教学内容 

统计图表的类型及其制作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统计图表的适用条件 

（2）熟悉统计图表的生成流程 

（3）掌握统计图表的数字含义及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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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本门课程对实验报告的要求是格式规范，基本信息完整；报告内容围绕着调查数

据展开，理论结合实际操作，并对统计分析的结果，给出正确的解释，从而达到实验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实验报告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基本原理、实验步骤、数据结果

说明等。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上机操作，即在给定数据资料的基础上，自行设计社会统计分析方案，达到所要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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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成绩的确定，看看学生操作是否正确、熟练程度；得出的结果是否准确；解

释是否正确无误，实验课成绩占课时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装有ＳＰＳＳ13.0 以上软件版本），现有计算机数量 50 台，保证学生用

机 1 人 1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卢纹岱.SPSS for WINDOWS 统计分析（第 4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余建英等．数据统计分析与 SPSS 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2）林杰斌等．SPSS 统计设计分析宝典,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 

（3）郝黎仁．SPSS 实用统计分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4）薛薇．SPSS 统计方法及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5）杜强等.SPSS 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  马德峰  

审 批 人：   高   峰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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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OUM1003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Aided Design 

课程学时：54 学时                     实验学时：36 学时 

适用专业：旅游管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上机操作和演练，全面提高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计算机辅助基本设计

技能，增强其利用辅助设计方法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利用 CAD

软件，熟练绘制二维图形、三维图形，并针对本专业旅游与景观规划设计方面的实际

问题，开展独立设计，并提交具有原创性的设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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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图形绘制 综合性 4 50 必修 

2 二维绘图 综合性 12 50 必修 

3 三维绘图 综合性 6 50 必修 

4 二维旅游景观设计 设计性 12 50 必修 

5 三维旅游景观设计 设计性 2 50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简单图形绘制 

1.教学内容 

CAD 的作用、发展、操作环境及绘制原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 CAD 的作用和发展等基础知识； 

（2）熟悉 AutoCAD 的操作环境和操作界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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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简单图形绘制的一般过程及原则。 

实验项目 2：二维绘图 

1.教学内容 

  二维绘图的一般过程及原则，命令及画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绘图原则； 

（2）熟悉基本命令； 

（3）掌握直线、构造线、多段线、正多边形、矩形、圆弧圆、云线、样条曲线、

椭圆、椭圆弧、点的画法以及文字输入和尺寸标注等。 

实验项目 3：三维绘图 

1.教学内容 

  三维绘图的一般过程及原则，命令及画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绘图原则； 

（2）熟悉基本命令； 

（3）掌握三维图形的基本画法及尺寸标注等。 

实验项目 4：二维旅游景观设计 

1.教学内容 

  二维旅游景观设计的一般原则及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绘图原则； 

（2）熟悉相关命令； 

（3）掌握二维旅游景观设计的基本画法及相关操作等。 

实验项目 5：三维旅游景观设计 

1.教学内容 

  三维旅游景观设计的一般原则及绘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绘图原则； 

（2）熟悉相关命令； 

（3）掌握三维旅游景观设计的基本画法及相关操作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实验上机操作形式 

考核要求：为评定学生操作 CAD 软件的熟练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按照专业要

求构建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二维平面图或三维景观模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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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联网高性能台式计算机 50 台左右（保证 CAD 及相关基本制图流畅）；完整的电

化教学设备一套（含教师用电脑、投影仪等）；CAD 图件输出设备喷墨打印机、绘

图仪各一台；AutoCAD2015；景观实景模拟与设计平台一处，要求有一定的展示空间

及景观实景元素等。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张克，刘一雄，王洪艳等，计算机辅助旅游景观规划设计，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2014 年。 

 

2.参考书： 

计算机辅助制图与设计，郝玲，张红梅，林建平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AutoCAD 2000 辅助设计与绘图，曾艺君主编，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0 年。 

AutoCAD 2000 中文版基础培训教程，罗卓书主编，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年。 

AutoCAD 2000 实战技巧•通用篇，孟文，王柏冬等编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郭玲文主编，AutoCAD 2006 中文版基础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李慧峰，园林建筑设计，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骆天庆，计算机辅助园林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胡仁喜，（2014）计算机辅助设计案例指导系列：AutoCAD 景观与园林设计案

例指导自学手册，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年。 

聂 康 才 、 周 学 红 、 史 斌 ， 城 市 规 划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综 合 实 践 ：

AutoCAD2015/ArcGIS/PS/SU，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执 笔 人：郭巍   

审 批 人：黄泰    

完 成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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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与开发》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TOUM1014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旅游资源与开发/ Tourism Resource and its Exploitation 

课程学时：72 学时                        实验学时：36 学时 

适用专业：旅游管理专业 

实验室名称：档案管理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旅游资源的主要赏析技巧和方法，旅游资源分类标准及不同

类型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比较，旅游资源调查的基本过程、问卷设计、深度访谈等方

法，掌握 SPSS 统计分析操作技能、AutoCAD 等规划制图操作技能。要求学生完成 4

个实验，第一是基础性（演示）实验，旅游资源虚拟现实演示与赏析，共 4 学时，约

占总学时的 11%，要求掌握旅游资源赏析的主要方法和技巧，第二个是综合性实验，

旅游资源分类及开发模式比较，共 6 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7%，要求掌握不同类型旅

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异同，第三个是创新性实验，旅游资源调查分析与定量评价，共

20 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56%，要求掌握旅游资源调查问卷设计及 SPSS 统计分析技能，

第四个是设计性实验，旅游资源开发制图设计，共 6 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7%，要求

掌握旅游资源图的绘制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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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资源虚拟现实演示与赏析 验证性 4 2 必修 

2 旅游资源分类及开发模式比较 综合性 6 2 必修 

3 旅游资源调查分析与定量评价 设计性 20 2 必修 

4 旅游资源开发制图设计 设计性 6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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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旅游资源虚拟现实演示与赏析 

1.教学内容 

演示虚拟现实软件中的虎丘、寒山寺、拙政园、北京故宫等 20 多个景点，并进

行赏析评价。 

2.教学目标 

结合虚拟景点实例，熟悉旅游资源，并掌握旅游资源赏析的主要方法。 

实验项目 2：旅游资源分类及开发模式比较 

1.教学内容 

结合具体实例，开展旅游资源分类统计，并对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进

行比较。 

2.教学目标 

熟悉旅游资源的主要分类标准，理解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异同。 

实验项目 3：旅游资源调查分析与定量评价 

1.教学内容 

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旅游资源调查案例地，根据问题确立旅游资源调查主题，

设计问卷并开展实地调查，最后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评价。 

2.教学目标 

掌握旅游资源调查基本过程和方法，熟练运用 SPSS 开展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实验项目 4：旅游资源开发制图设计 

1.教学内容 

以实验 3 结论为依据，策划旅游资源开发方案，并制作旅游资源分布图。 

2.教学目标 

掌握旅游资源分布图的基本要素和编图规范，掌握电脑绘制旅游资源分布图的

方法和技艺。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 

（1）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实验报告设计考核。 

（2）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实验技能考核占 50%，实验报告设计占

50%。实验课成绩占《旅游资源与开发》课程总成绩的 40%。如与学校要求不符，则

以学校规定的比例为准。 

考核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格式准确，内容科学丰富，紧扣实验要求，且具有独立思考、

自主创新的科学态度和进取精神，内容主题特别是设计性实验的内容主题力求反映旅

游资源开发管理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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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课程拟订四大实验，即旅游资源虚拟现实演示与赏析、旅游资源分类及

开发模式比较、旅游资源调查分析与定量评价，旅游资源开发制图设计。（1）实验报

告一，旅游资源虚拟现实演示性实验的实验报告，要全面阐述旅游资源虚拟现实功能，

掌握旅游资源赏析的主要方法，结合实例对虚拟的旅游景观资源进行讨论和赏析。（2）

实验报告二，旅游资源分类及开发模式比较的实验报告，要求结合具体实例，开展旅

游资源分类统计，并对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进行比较。（3）实验报告三，旅

游资源调查分析与定量评价的实验报告，要求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旅游资源调查案例

地，根据案例地存在的实际问题确立有新意的旅游资源调查主题，设计问卷并开展实

地调查，最后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评价。（4）实验报告四，旅游资源开发制

图设计的实验报告，属于设计性实验，要求以实验 3 结论为依据，策划旅游资源开发

方案，并制作旅游资源分布图。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设备有 20 台高性能计算机、1 套 3D 投影环幕，软件方面有旅游景观虚拟演

示软件、SPSS 统计分析软件，可开展旅游虚拟景观赏析、旅游资源调查分析与评价、

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旅游资源开发评价实验平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甘枝茂、马耀峰，旅游资源与开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2.参考书： 

（1）苏文才等，旅游资源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杨桂华，旅游资源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3）丁季华，旅游资源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4）郭跃等，旅游资源概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8； 

（5）保继刚等，旅游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陆林，旅游规划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肖星、严江平，旅游资源与开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 

（8）邓爱民、刘代泉，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教育出版社，2000。 

 

 

 

执 笔 人：周永博   

审 批 人：蒋亚奇   

完 成 时 间： 20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