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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与数学软件》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1005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Methemtatical modeling and mathematical software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了解数学建模的基本过程，掌握一些简单数学建模思想和方法，包

括优化及运筹模型，连续的微分方程模型，离散的差分方程模型，概率模型及统计回

归模型等。同时还要学习掌握基本的数学软件如 Matlab 等，这类软件是建模的基本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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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lab 软件初步 综合性 2 1 必开 

2 Matlab 编程 综合性 2 1 必开 

3 线性规划模型 综合性 2 1 必开 

4 非线性优化模型 综合性 2 1 必开 

5 常微分方程建模 综合性 2 1 必开 

6 差分方程建模 综合性 2 1 必开 

7 概率模型 综合性 2 1 必开 

8 统计回归模型 综合性 2 1 必开 

9 数学建模综合实验 设计性 3 3 选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atlab 软件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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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学习掌握 Matlab 软件的基本功能和操作 

实验项目 2：以简单问题为例，练习用 Matlab 编写程序。 

1.教学内容 

基于 Matlab 编程 

实验项目 3：以实际问题如产销安排为例，建立数学规划模型，学习并利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求解 

1.教学内容 

利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解决实际线性规划问题 

实验项目 4：以实际问题为例，建立数学优化模型，利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求

解 

1.教学内容 

利用 Matlab 优化工具箱求解实际非线性规划问题 

实验项目 5：以实际问题如人口预测为例，建立数学模型， 利用 Matlab 编程求

解或直接调用 Matlab 命令求解 

1.教学内容 

常微分方程建模及利用 Matlab 求解方程 

实验项目 6：以实际问题如种群变化为例，建立数学模型， 利用 Matlab 编程求

解 

1.教学内容 

种群增长建模及 Matlab 模拟，分析种群演化行为 

实验项目 7：以实际问题如报童利润、随机人口模型为例，建立数学模型， 利

用 Matlab 编程求解 

1.教学内容 

报童利润、随机人口模型的数学建模及 Matlab 实现 

实验项目 8：以实际问题如软件开发人员的薪金为例，建立数学模型， 利用

Matlab 统计工具箱求解 

1.教学内容 

学习 Matlab 统计工具箱，用以解决简单的实际线性回归问题 

实验项目 9：选取一个典型的数学建模竞赛题目，让学生分组模拟竞赛的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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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内容 

数学建摸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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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每次实验要求提交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方法，计算步骤，编程，计算结

果和结果分析。 

2、考核方式 

（1）每次实验报告打分 

（2）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个人计算机，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数学模型（第三版）.姜启源 谢金星 叶俊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参考书：大学数学实验. 姜启源 邢文训 谢金星 杨顶辉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5 

 

 

 

 

 

                                               

执 笔 人：马欢飞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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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1006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 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及 Java 语言的实现机制，讨论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的方法，培养学生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分析和求解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掌

握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和有关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的

Java 语言实现机制，掌握 Java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集成开发环境下的编程技术，能够

运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分析和求解简单的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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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程序设计 综合性 1 1 必修 

2 分支结构 综合性 1 1 必修 

3 方法 综合性 1 1 必修 

4 数组 综合性 1 1 必修 

5 类和对象 综合性 2 1 必修 

6 继承和多态 综合性 2 1 必修 

7 图形用户界面基础 综合性 1 1 必修 

8 抽象类和接口 综合性 1 1 必修 

9 图形 综合性 1 1 必修 

10 事件驱动程序设计 综合性 2 1 必修 

11 创建图形用户界面 综合性 2 1 必修 

12 Applet 和多媒体 综合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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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异常处理 综合性 1 1 选修 

14 字符串 综合性 1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Java 语言的基本程序设计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程序的运行环境，简单程序的结构。 

（2）熟悉变量，常量，表达式，运算符等概念。 

（3）掌握如何配置 Java 开发环境，掌握一个 java 程序的编写、编译和运行。 

 

实验项目 2：分支结构 

1.教学内容 

选择结构与循环结构的程序设计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选择结构与循环结构的概念。 

（2）熟悉通过分支结构控制程序的流程。 

（3）掌握 if 结构，if-else 的配对和嵌套，switch 结构，break 关键词的使用，

while 结构，do-while 结构和 for 循环结构及 break 和 continue 的使用。 

 

实验项目 3：方法 

1.教学内容 

方法的概念、编写、调用和模块化程序开发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方法的概念，在模块化程序开发中扮演的角色。 

（2）熟悉参数的不同传递方式，方法的签名和方法的重载。 

（3）掌握如何定义和调用方法（有返回值，无返回值），如何通过方法的使用

来实现模块化程序开发。 

 

实验项目 4：数组 

1.教学内容 

数组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维数组数组的概念和使用方法，二维数组的概念和结构。 

（2）熟悉数组的下标起止范围，和数组作为方法参数的引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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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数组的声明、初始化、赋值和引用方法。 

 

实验项目 5：类和对象 

1.教学内容 

类与对象的概念，意义，和使用类来建模对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类与对象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类的基本结构，面向对象编程和

面向过程编程的联系与区别。 

（2）熟悉类的内聚性、一致性和封装性原则；类的数据域，方法域，静态变量，

常量的概念。 

（3）掌握如何使用类来建模，如何定义一个类，如何通过类来创建一个对象，

如何通过可见性修饰符来实现数据的封装，如何使得对象不可变，和使用 this 关键词

的场景。 

 

实验项目 6：继承和多态 

1.教学内容 

继承的概念和使用，多态性和动态绑定的原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继承的概念和 extends 关键词，子类与父类之间的关系。 

（2）熟悉覆盖和重载的区别，super 和 this 关键词的指代。 

（3）掌握子类中方法的覆盖，多态性和动态绑定的原则，显式转换的必要性和

instanceof 关键词的使用场景。 

 

实验项目 7：图形用户界面基础 

1.教学内容 

Java GUI API 的层次体系结构，框架，面板和简单 GUI 组件的概念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Swing 和 AWT 的不同，各类常见 GUI 组件的组件类名，容器类的概

念。 

（2）熟悉常见布局管理器的使用。 

（3）掌握如何创建简单的用户界面，使用 Color 类和 Font 类指定颜色和字体。 

 

实验项目 8：抽象类和接口 

1.教学内容 

抽象类的概念和意义，接口与多重继承，ActionListener 接口。 

2.教学目标 

（1）了解抽象类的概念，抽象方法的具体实现。 

（2）熟悉接口和 implements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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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使用 ActionListener 接口实现对象对动作事件的监听。 

 

实验项目 9：图形 

1.教学内容 

Java 语言中图形的绘制方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 GUI 组件中的 java 坐标系。 

（2）熟悉 Graphics 类中的绘图方法。 

（3）掌握使用 paintComponent 方法和 repaint 方法实现 GUI 组件上的绘图；如

何绘制字符串、直线、矩形、椭圆、弧形等常见图形。 

 

实验项目 10：事件驱动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事件驱动程序设计的概念和互动机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事件类型、监听器接口与监听器方法概念与其之间的对应。 

（2）熟悉事件的产生和相应监听器的处理机制。 

（3） 掌握创建和注册监听器的多种编码风格，掌握 ActionEvent，WindowEvent，

MouseEvent 和 KeyEvent 的处理方式，以及 Timer 类控制动画。 

 

实验项目 11：创建图形用户界面 

1.教学内容 

多种用户界面 GUI 组件的使用方式和效果介绍。 

2.教学目标 

（1）了解按钮、复选框、单选框、文本标签、文本域、下拉框、滑块等 GUI

组件的基本情况。 

（2）熟悉各类 GUI 组件相对应的事件及响应方法。 

（3）掌握如何创建一个含有多种 GUI 组件协同工作的复杂图形用户界面。 

 

实验项目 12：Applet 和多媒体 

1.教学内容 

把 Java 程序转化为 Applet 并嵌入到网页中的方法和多媒体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Application 与 Applet 的区别。 

（2）熟悉 Applet 的结构与生命周期。 

（3）掌握把 Applet 嵌入网页中的方法和多媒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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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3：异常处理 

1.教学内容 

Java 语言中异常处理的机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ption 类和异常处理的机制。 

（2）熟悉必检异常和免检异常的场景。 

（3）掌握如何使用 try-catch 块来处理异常。 

 

实验项目 14：字符串 

1.教学内容 

使用 String 类来处理定长的字符串。 

2.教学目标 

（1）了解 String 类的概念。 

（2）熟悉 String 类的常用方法。 

（3）掌握使用 String 类来对文本进行各类处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笔试闭卷考核和上机考核相结合。通过笔试闭卷考核来考核学生对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理论部分的掌握程度；通过上机考核来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通过编程来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Java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原书第 8 版），Y.Danniel Liang 著，李娜 译，机

械工业出版社 

2.参考书：Java 大学教程（第 6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马欢飞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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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应用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201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Java 应用开发/Java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结合《Java 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熟悉 Java 语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主要原

则和方法，培养学生应用 Java 语言实现编写应用程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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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Java 程序 Application 实例：HelloWorld.java 综合性 3 1 必开 

2 计算 xe 的近似值 综合性 3 1 必开 

3 矩阵乘法 综合性 3 1 必开 

4 按要求设计一个 Student 类并实现相应对象 综合性 3 1 必开 

5 编程实现子字符串的替换 综合性 3 1 必开 

6 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综合性 3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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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简单 Java 程序 Application 实例：HelloWorld.java 

1.教学内容 

安装并设置 JDK，编写 HelloWorld.java 程序并运行 

2.教学目标 

掌握 JDK 的安装和设置，熟悉 Aplication 程序的基本格式和运行方式 

实验项目 2：计算 ex 的近似值 

1.教学内容 

由 ex 的级数展开式计算 ex 的近似值 

2.教学目标 

掌握 Java 语言的选择和循环结构，和基本的输入输出语句 

实验项目 3：矩阵乘法 

1.教学内容 

编写实现两个矩阵相乘的 Java 程序。 

2.教学目标 

掌握 Java 中数组的应用 

实验项目 4：按要求设计一个 Student 类并实现相应对象 

1.教学内容 

按要求创建一个学生类 

2.教学目标 

掌握 Java 中类和对象的用法 

实验项目 5：编程实现子字符串的替换 

1.教学内容 

编程序实现把 str 串中的所有指定的子字符串替换成另一指定字符串。 

2.教学目标 

掌握 String 和 StringBuffer 类的使用 

实验项目 6：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1.教学内容 

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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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图形用户界面的实现方法和事件处理机制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按格式撰写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记录每次实验作业情况，并给出相应成绩，上机实验成绩占学期总成

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Java 程序设计 张化祥，陆晶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参考书： 

（1）Java 语言程序设计，张思民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2）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黄斐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3）Java 编程思想（第4版）（美）埃克尔 著，陈昊鹏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4）Java 面向对象编程 孙卫琴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执 笔 人：马欢飞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317290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3%BF%CB%B6%FB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EA%BB%C5%F4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186890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B%EF%CE%C0%C7%D9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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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操作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201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Linux 操作系统 / Linux Operating System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linux 的诞生，linux 图形界面和字符界面，shell 基本知识及常用命令，

shell 编程，linux 系统常见配置，linux 文件系统及操作，linux 进程管理及其相关命令。 

 

教学目标：掌握 linux 系统的使用方法。 

 

教学要求：能使用 linux 系统从事常见的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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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进程编程 综合 6 1 必修 

2 多线程编程 综合 6 1 必修 

3 信号量 综合 6 1 必修 

4 任务调度模拟 综合 6 1 必修 

5 内存管理 综合 6 1 必修 

6 Ext2 文件系统 综合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多进程编程 

1.教学内容 

实现多进程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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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多进程的实现方法。 

（2）熟悉创建进程的方法。 

（3）掌握 fork 系统调用。 

实验项目 2：多线程编程 

1.教学内容 

Pthread 多线程的基本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 Pthread 多线程。 

（2）熟悉 pthread 中创建多线程的基本方法。 

（3）掌握 pthread_create, pthread_join, pthread_detach 等函数的用法。 

实验项目 3：信号量 

1.教学内容 

信号量机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号量。 

（2）熟悉信号量的使用方法。 

（3）掌握 semget, semop, semctl 等函数的用法。 

实验项目 4：任务调度模拟 

1.教学内容 

通过模拟，实现任务调度的常见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任务调度。 

（2）熟悉任务调度的常见算法。 

（3）掌握 FIFO，SJF,时间片轮转等算法。 

实验项目 5：内存管理 

1.教学内容 

通过模拟，实现内存管理的常见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内存管理。 

（2）熟悉内存管理的常见算法。 

（3）掌握连续内存管理中的首次适应算法、最佳适应算法、最坏适应算法。 

实验项目 6：Ext2 文件系统 

1.教学内容 

Ext2 文件系统的存储格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 Ext2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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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Ext2 文件系统的原理。 

（3）掌握读取 Ext2 文件系统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查看每个实验作业的完成质量，根据完成质量考核。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普通 PC 机或笔记本均可。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汤小丹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A.Tanenbaum，Mordern Operating Systems, third edition 

 

 

 

 

 

 

                                               

执 笔 人：刘   枫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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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CS2019               课程学分：1.0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编程 / Network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网络编程利用网络应用编程接口开发通信应用程序，实现两个或多个

通信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功能。 

 

教学目标：掌握网络编程原理，掌握常见的接口使用方法，实现基本通信功能。 

 

教学要求：掌握套接字编程方法，实现常见的通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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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套接字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2 Window 套接字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3 SMTP 协议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4 FTP 应用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5 HTTP 协议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6 基于 libpcap 的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inux 套接字编程 

1.教学内容 

Linux 系统下基于套接字编程的原理以及基本套接字函数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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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Linux 系统下基于套接字编程的原理。 

（2）熟悉基本套接字函数的用法。 

（3）掌握 socket, bind, connect, listen, accept, send, recv, read, write 等常用函数的

用法。 

实验项目 2：Window 套接字编程 

1.教学内容 

Windows 系统下基于套接字编程的原理以及对基本套接字函数的扩展。 

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dows 系统下基于套接字编程的原理。 

（2）熟悉 Windows 对基本套接字函数的扩展。 

（3）掌握 winsock 中常见函数的用法。 

实验项目 3：SMTP 协议编程 

1.教学内容 

通过 SMTP 协议发送电子邮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 SMTP 协议。 

（2）熟悉 SMTP 中的基本使用方式。 

（3）掌握通过 SMTP 协议发送电子邮件中涉及的流程。 

实验项目 4：FTP 应用编程 

1.教学内容 

通过 FTP 协议上传和下载文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 FTP 协议。 

（2）熟悉 FTP 中的基本使用方式。 

（3）掌握通过 FTP 协议进行文件操作中所涉及的流程。 

实验项目 5：HTTP 协议编程 

1.教学内容 

通过 HTTP 协议与 WEB 服务器交互。 

2.教学目标 

（1）了解 HTTP 协议。 

（2）熟悉 HTTP 协议的基本交互方式。 

（3）掌握通过 HTTP 协议与 WEB 服务器交互的基本方式。 

实验项目 6：基于 libpcap 的编程 

1.教学内容 

数据报捕获函数库 libpcap 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式。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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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数据报捕获函数库 libpcap 的基本原理。 

（2）熟悉 libpcap 的常用函数和基本数据结构。 

（3）掌握抓取数据报的基本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以大作业的方式考察学生对网络编程的掌握。要求学生完成有一定难度、一定综

合度、较大的代码量的大作业。代码量应当达到或超过五千行。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具有网卡的普通 PC 机或笔记本均可。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讲义 

2.参考书： 

娄路，盛明兰，《网络编程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执 笔 人：刘   枫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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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NCS202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软件测试  ／  software test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主要介绍软件测试领域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使用技术。从单元测试、集成测试、

系统测试、验收测试等测试过程进行解析。还介绍面向对象的软件测试和软件测试自

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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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TP 下载安装使用 综合性 4 4 必开 

2 Web 页面测试 综合性 4 4 必开 

3 Loadrunner 下载安装 综合性 4 4 必开 

4 Web 应用性能测试 综合性 4 4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QTP 下载安装使用 

1.教学内容： 

（1）QTP下载安装 

（2）QTP 使用 

2.实验教学目标 

（1）了解 QTP下载安装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  Web 页面测试 

1.教学内容 

（1）测试页面的链接 

（2）测试页面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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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页面的表单 

教学目标 

（1）了解 Web页面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3：  Loadrunner 下载安装使用 

1.教学内容： 

（1）Loadrunner 下载安装 

（2）Loadrunner 使用 

2.实验教学目标 

（1）了解 LOadrunner 下载安装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  Web 性能测试 

1.教学内容 

（1）测试页面性能 

（2）分析性能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性能测试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批改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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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60 台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姚茂群，软件测试技术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 

曲朝阳，《软件测试技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年。 

 

 

执 笔 人：陈富军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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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105                课程学分： 6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课程学时：126                   实验学时：  36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数学基地、金融数学等专业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本课程介绍：数据结构概念、算法复杂性分析、线性表、栈、队列、

串、多维数组和广义表、树、图、排序、查找，和文件等内容。 

教学目标：掌握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掌握数据的逻辑

结构、存储结构及其基本操作的实现，能够对算法进行基本的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

度的分析。 能够运用数据结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求解，具备采用

C 或 C++语言设计与实现算法的能力。 

教学要求：按实验要求完成实验项目。以下实验项目，学生至少需完成７项方能

参加笔试. 上机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考核方式：由学生讲述算法思

想、实现方案、演示算法程序并书写实验报告，教师认真检查与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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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序顺序表、链表插入结点仍有序 综合性 3 1 必修 

2 逆置带头结点的动态单链表 设计性 3 1 选修 

3 
两个栈共享向量空间 , 编制程序完

成共用栈操作 
设计性 3 1 必修 

4 
带头结点的循环队列的置空、入队、

出队操作 
设计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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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串Ｘ中找出第一个不在串Ｙ中出

现的字符 
设计性 2 1 选修 

6 
稀疏矩阵Ａ、Ｂ用十字链表存储，求

Ａ＋Ｂ 
设计性 4 1 必修 

7 二叉树的输入，层次遍历与求树高 设计性 3 1 必修 

8 存储与恢复二叉树 综合性 3 1 选修 

9 求图的遍历与生成树 设计性 4 1 必修 

10 设计教学计划（图的拓扑排序） 综合性 6 1 选修 

11 改进起泡排序方法 设计性 2 1 必修 

12 
在ｎ个无序记录中找关键字自小到

大排在第ｊ个的记录 
设计性 2 1 必修 

13 优化的顺序查找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有序顺序表、链表插入 x 使顺序表仍有序. 

1. 教学内容 

 线性表的存储与运算 

2. 教学目标 

通过演示了解掌握顺序表、链表的基本运算. 设计满足下面条件的程序： 

编制函数： 

    1). 显示表 L 的元素与长度的函数；) 

    2). 在表 L 中插入元素 x 的函数   

要求保持 L 元素有序.若插入成功，函数值为 1，否则函数值为 0. 

    3). 主函数 main( ) 完成功能： 

a). 键盘输入表 L 的长度、元素； 

b). 显示表 L； 

c). 输入需插入的值 x； 

d). 调用插入函数； 

e). 再次显示表 L; 

 

实验项目 2. 逆置带头结点的单链表 L.  

1.教学内容 

单链表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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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熟悉掌握单链表的操作并学会选择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低的算法. 设计满

足下面条件的程序： 

编制函数： 

1). 建立单链表 L 的函数； 

2). 显示单链表 L 的函数；  

3). 逆置链表的函数； 

4). 释放单链表结点空间函数； 

5). 主函数调用以上功能函数： 

 

实验项目 3. 两个栈共享向量空间，它们的栈底分别设在向量的两端，编制程序完成

共用栈操作. 

1. 教学内容 

栈的存储与运算。 

2. 教学目标 

掌握栈底设在不同的向量段的顺序栈各种运算的实现. 设计满足下面条件的程

序： 

  编制函数： 

1). 元素 x 进栈 i 函数   

2). 栈 i 退栈，并返回原栈顶元素函数  

3). 取栈 i 顶元素函数  

4). 主函数完成功能： 

  a). 开辟栈空间； 

  b). 两个栈分别进栈若干个元素； 

  c). 两个栈分别退栈或取栈顶若干个元素； 

  d). 显示最后栈内容. 

 

实验项目 4. 用带头结点的循环单链表表示队列，并且只设置一个尾指针.编制程序完

成队列操作. 

1. 教学内容 

队列的存储与运算。 

2. 教学目标 

掌握循环链队列的基本操作.设计满足下面条件的程序： 

编制函数： 

1). 建立循环队列，返回尾指针函数   

2). x 入队，返回尾指针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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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队函数  

4). 显示队列元素函数    

5). 删除队列函数  

6). 主函数完成以上功能函数的调用. 

 

注: 以下较简单的实验项目, 由学生自己根据实验题意, 设置要求. 

 

实验项目 5. 设串用单链表方式存储，请设计找串 X 中第一个不在串 Y 中出现的字符

的函数.若有，返回该字符的存储地址；若无，返回 NULL. 

1. 教学内容 

串的存储与运算。 

2. 教学目标 

 了解字符串的链式存储与运算，设计满足题目条件的程序： 

 

实验项目 6. 稀疏矩阵 A、B 用十字链表存储，计算 A+B. 

1.教学内容 

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与运算. 

2.教学目标： 

    掌握稀疏矩阵的十字链表存储与运算，设计满足题目条件的程序： 

1). 输入稀疏矩阵，建立十字链表；    

2). 遍历十字链表（以矩阵形式输出）；  

3). 计算 A+B；          

4). 再次遍历十字链表； 

5). 删除十字链表.          

 

实验项目 7 . 二叉链表上运算的实现. 

1. 教学内容 

    二叉树的存储与运算。 

2. 教学目标 

掌握二叉树的存储与基本运算. 借助队列实现二叉树建立和利用递归方法求树

高，编制完成下列功能的程序： 

1). 输入二叉树，建立二叉链表； 

2). 利用递归算法实现对二叉树的前序遍历； 

3). 利用非递归算法实现对二叉树的前序遍历； 

4). 求二叉树的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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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 二叉树的存储与恢复. 

1.教学内容 

文件的读写操作，根据二叉树二个遍历序列恢复二叉树的方法 

2.教学目标 

熟悉对文件的读写操作，掌握根据二叉树二个遍历序列恢复二叉树的方法， 编

制完成下列功能的程序： 

1). 输入二叉树，建立二叉链表； 

2). 分别前序、中序遍历二叉树，并将前序序列、中序序列写入数据文件； 

3). 读数据文件中前序序列、中序序列存入数组 preod[ ], inod[ ]; 

4). 根据 preod[ ], inod[ ] 恢复二叉树； 

5). 再次遍历二叉树； 

6). 借助于非递归前序算法删除二叉树. 

 

实验项目 9. 用邻接表存储的无向网络上广度优先搜索遍历以及求广度优先生成树的

实现. 

1. 教学内容 

图的存储与遍历，图的生成树。 

2. 教学目标 

掌握图的邻接表存储、遍历和生成树的求法. 编制完成下列功能的程序： 

1). 输入三元组(vi,vj,w), 建立无向网络的邻接表； 

2). 输出无向网络； 

3). 输入初始出发点，对无向网络广度优先搜索遍历并得生成树的孩儿链表. 

4). 遍历孩儿链表，输出生成树的边集. 

 

实验项目 10. 设计一个教学计划安排程序. 

1.教学内容 

    图的拓扑排序 

2.教学目标 

综合图、队列、栈的有关知识，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根据教学手册中课程的介绍

（了解每门课程的先修课程），设计一个教学计划安排程序.  

1). 可以只考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与选修课程； 

2). 每门课程一学期上完（分几学期上的课程用不同的代号.例：数学分析 1，数学分

析 2, „）. 

3). 输入参数： 

    或学期总数.这时编排教学计划的策略是学生在各学期中学习负担尽可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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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学分数接近相等）. 

    或每学期学分上限.这时编排教学计划的策略是课程尽可能地集中在前几学期中. 

4). 输出拓扑序列，即每学期的每门课程名称、学分、总学分. 

 

    注 1: 若还考虑普通课程，则不能一学期学几门，注意分布在各学期； 

    注 2. 边（顶点对）放在数组中，不要每次输入； 

    注 3. 书中 P.154 的拓扑排序算法有缺陷.由于利用栈结构，排序以栈顶的顶点优

先.若有不同类的课程（如计算机类课程、数学类课程）往往会一类课程先安排.如何

改进. 

  

实验项目 11.  编制改进的起泡排序算法程序。 

1.教学内容 

排序。 

2.教学目标 

学会选择好的排序方法改进已有算法。实现以下改进方法： 

1) 记住每趟扫描最后一次交换发生的位置 k≥i,下次扫描范围 R[k],„,R[n-1]. 

2) 交替双向扫描. 

 

实验项目 12. 利用快速排序的划分思想，设计在无序记录 R[n]中找出从小到大排在第

j 个位置上的记录. 

1. 实验题目: (P188.Ex.8.8)  

2. 实验目的:  

1.教学内容 

    快速排序划分思想的运用。 

2.教学目标 

    灵活利用快速排序划分思想，解决一类问题 

 

实验项目 13   利用书中策略，编制在单链表上实现的顺序查找算法.  

1.教学内容 

    查找。 

2.教学目标 

    复习单链表操作与查找算法在单链表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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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内容： 

① 实验报告封面内容：班级，学号，姓名，完成日期，题目等. 

② 需求分析：1). 程序实现的功能 

             2). 数据输入的内容、输入形式与范围； 

             3). 数据输出的内容与形式. 

③ 主要算法的算法思想. 

④ 设计：1). 数据的存储结构、类型定义； 

         2). 主要算法的实现步骤； 

         3). 画出函数间调用的关系图； 

         4). 列出每个函数的函数声明、函数作用、函数值、参数内容与形式、参数

传递方式等. 

⑤ 调试分析：1). 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 

             2). 每个函数的时、空复杂性分析； 

             3). 改进设想，经验体会. 

⑥ 使用说明：如何使用你编制的程序、操作步骤； 

⑦ 测试结果：输入、输出数据内容（多套数据）； 

⑧ 源代码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成绩由两部分组成：a.实验课检查，考核方式：由学生讲述算法思想、

实现方案并演示，教师认真检查；b.实验报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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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评分标准：算法正确，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低，思想有新意，完成要求，界

面清晰者，成绩优秀；正确实现算法，各项要求达到者，成绩良好；实现算法，主要

要求基本达到者，成绩及格。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计算实验室共有 200 多台计算机．实验时，每个学生一台计算机. 

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唐策善等编著，《数据结构－用Ｃ语言描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5 

2、 参考书： 

[1] 严蔚敏等编著，数据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4. 

[2] 殷人昆等编著，数据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 

[3] 蔡子经等编著，数据结构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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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乃孝等编著，数据结构 C++与面向对象的途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 Adam Drozdek 著，陈曙晖译，数据结构与算法－C++版（第 2 版），2003.4. 

 

 

 

 

 

 

 

 

 

执 笔 人：黄   欣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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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208                 课程学分： 5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原理及应用/Principles & Applications of Database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  36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数学基地、金融数学等专业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统计、金融等专业的主要选修课程。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数据库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本课程以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为实践平台，学习数据库有关理论。 

本课程实验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正确理解数据库系统原理的基础上，熟练掌握

主流数据库管理系统（SQL Server 2008）的应用技术进行数据库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

发。 

学生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规范地完成各项

实验。通过实验工作，更深入理解数据库系统工作原理，比较熟练地掌握数据语言

SQL 的使用方法，能够用数据库软件开发应用，能够管理维护具体的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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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Server 2008 R2 环境 综合性 2 1 必修 

2 创建数据库和表 设计性 2 1 必修 

3 表数据的插入、修改和删除 设计性 2 1 必修 

4 数据库的查询 设计性 4 1 必修 

5 视图的使用 设计性 2 1 选修 

6 T-SQL 编程 设计性 4 1 必修 

7 系统函数及自定义函数的创建和使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8 索引的创建和使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9 数据库完整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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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存储过程的创建和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11 表触发器的创建和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12 数据库的备份、恢复、导入和导出 设计性 2 1 必修 

13 数据库的安全性 设计性 2 1 必修 

14 SQL Server 与 XML 综合性 2 1 选修 

15 综合应用实习项目 综合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SQL Server 2008 R2 环境 

1. 教学内容 

SSMS 登录数据库服务器、对象资源管理器的使用、认识 4 个系统数据库。 

2. 教学目标 

    1). 掌握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对象资源管理器的使用方法； 

    2). 掌握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查询分析器的使用方法； 

    3). 了解 SQL Server 2008 R2 系统的安装方法； 

    4). 了解 SQL Server 2008 R2 主要的管理工具。 

 

实验项目 2. 创建数据库和表 

1.教学内容 

分别用可视化设计方式和 T-SQL 语句方式创建数据库和表。 

2.教学目标 

1). 了解 SQL Server 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2). 了解表结构的特点；  

3). 了解 SQL Server 的基本数据类型、空值概念； 

4). 掌握在对象资源管理器中创建数据库和表； 

5). 掌握使用 T-SQL 语句创建数据库和表。 

 

实验项目 3. 表数据的插入、修改和删除 

1. 教学内容 

分别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向数据表中插入、删除和修改记录。 

2. 教学目标 

1). 学会在对象资源管理器中向数据表中插入、删除和修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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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会使用 T-SQL 语句向数据表中插入、删除和修改记录； 

3). 了解数据更新操作时要注意数据库完整性。 

4). 主函数完成功能：  

 

实验项目 4. 数据库的查询 

1. 教学内容 

掌握 SELECT 语句的基本使用，包括单表查询、连接查询、分组查询、查询排序、

构造列、嵌套子查询、相关子查询。 

2. 教学目标 

1). 掌握 SELECT 语句的基本语法； 

2). 掌握自然列、构造列、聚合列的表示； 

3). 掌握基于多表的交叉连接、内连接、外连接查询； 

4). 掌握嵌套子查询和相关子查询的方法； 

5). 掌握分组查询、聚合函数的使用以及 Having 数据筛选； 

6). 掌握查询结果排序子句。 

 

实验项目 5. 视图的使用 

1. 教学内容 

分别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创建视图，在 SELECT 语句中使用视图，

验证视图的可更新性。 

2. 教学目标 

1). 掌握视图的概念和作用； 

2). 掌握视图的创建和修改方法； 

3). 掌握在 SELECT 查询语句和在另一个视图中使用视图的方法； 

4). 掌握嵌套子查询和相关子查询的方法； 

5). 了解视图的可更新性。 

 

实验项目 6. T-SQL 编程 

1.教学内容 

自定义数据类型的使用、变量的使用、运算符的使用、流程控制语句 

2.教学目标： 

1). 掌握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的创建和使用方法；    

2). 掌握变量的分类及其使用；  

3). 掌握各种运算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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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各种流程控制语句的使用。  

 

实验项目 7. 系统函数及自定义函数的创建和使用 

1. 教学内容 

    系统内置函数的使用，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创建和使用。 

2. 教学目标 

1). 掌握常用的字符型、数值型、日期型系统内置函数的用法； 

2). 通过帮助系统了解更多的系统函数； 

3). 掌握创建用户自定义函数的 SQL 语句基本语法； 

4). 掌握用户自定义函数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  索引的创建和使用 

1.教学内容 

分别使用对象资源管理器和 T-SQL 语句创建索引。 

2.教学目标 

1). 掌握在对象资源管理器中创建表索引的方法； 

2). 掌握使用 T-SQL 语句创建索引的方法； 

3). 掌握聚集索引和非聚集索引的区别； 

4). 掌握重建索引的方法。 

 

实验项目 9  数据库完整性约束 

1. 教学内容 

创建并验证主键约束、UNIQUE 约束、CHECK 约束、规则对象和外键约束。 

2. 教学目标 

1). 掌握实体完整性的概念以及创建主键约束和 UNIQUE 约束的方法； 

2). 掌握参照完整性的概念以及创建外键约束的方法和设置外键约束策略； 

3). 掌握域完整性的概念以及 CHECK 约束和规则对象的创建方法。 

 

实验项目 10. 存储过程的创建和使用 

1.教学内容 

    存储过程的创建、修改和执行。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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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存储过程创建和修改的 SQL 基本语法； 

2). 掌握存储过程的执行语句以及存储过程的返回值；. 

3). 掌握存储过程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类型的用法；  

  

实验项目 11  表触发器的创建和使用 

1.教学内容 

创建和修改表触发器并验证触发器的触发。 

2.教学目标 

1). 掌握创建和修改表触发器的 SQL 基本语法； 

2). 掌握触发器程序定义中 inserted 表和 deleted 逻辑表的使用； 

3). 掌握并验证触发器的触发机制； 

4). 了解事务处理语句 ROLLABCK TRANSACTION 在触发器中的作用。 

 

实验项目 12  数据库的备份、恢复、导入和导出 

1.教学内容 

    实现对数据库的完全备份、差异备份、日志备份、文件备份和文件组备份，利用

备份恢复数据库，利用向导将数据库表导出到 Excel 文件和将 Excel 文件导入到数据

库。 

2.教学目标 

1). 掌握在对象资源管理器中创建命名备份设备的方法； 

2). 掌握在对象资源管理器中进行各种类型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的操作方法； 

3). 掌握使用 T-SQL 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的基本语法； 

4). 掌握利用向导将数据库表导出到 Excel 文件和将 Excel 文件导入到数据库的方

法。 

 

实验项目 13   数据库的安全性 

1.教学内容 

    验证 SQL Server 身份验证模式，创建 Windows 登录名和 SQL Server 登录名，创

建和管理数据库用户和角色，用户和角色的权限设置操作。 

2.教学目标 

1). 掌握 Windows 登录名和 SQL Server 登录名的创建、删除方法和修改密码方法； 

2). 掌握数据库用户的建立和删除方法； 

3). 掌握服务器角色的类型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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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固定数据库角色类型和用法； 

5). 掌握自定义数据库角色的创建方法以及角色成员的管理； 

6). 了解数据权限的分类以及数据库权限的授予、拒绝和撤销方法。 

 

实验项目 14   SQL Server 与 XML 

1.教学内容 

    XML 脚本代码编写，定义和使用 XML 类型或变量，Xquery 查询。 

2.教学目标 

1). 了解 XML 的基本语法； 

2). 了解 SQL Server 中 XML 数据类型； 

3). 了解插入 XML 数据的方法； 

4). 了解 Xquery 查询的基本用法； 

5). 了解 FOR XML 子句的用法。 

 

实验项目 15   综合应用实习项目 

1.教学内容 

    利用一种编程语言实现一个简单的图书管理数据库应用程序。 

2.教学目标 

1). 了解目前主流的应用程序架构模式； 

2). 了解目前主流的编程语言； 

3). 了解在应用程序中访问数据库的一般技术和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学生完成每个实验项目后，提交电子实验报告到教师 Email 邮箱。实

验报告必须包含实验的代码、结果或实验产生的文件作为附件。 

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5%至 20%。 

评分标准及要求：电子实验报告文档条例清晰，语句代码及结果正确。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计算实验室共有 200 多台计算机．实验时，每个学生一台

计算机，也可学生自带计算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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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郑阿奇主编，《SQL Server 实用教程（第 3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12 

2、参考书： 

[1] 康会光等编著，SQL Server 2008 中文版标准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明日科技编著，SQL Server 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9 

 

 

 

 

 

 

 

执 笔 人：崔建忠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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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209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计算机原理                        

英文名称：Computer Organization  

课程学时： 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从硬件角度来介绍计算机的结构和性能。对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学生

来说，因为没有开设相关的电路课程，所以从应用角度和对后续课程的支持方面考虑，

选择汇编语言实验。教学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对汇编语言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的理解，较熟练地掌握汇编语言设计、编写、调试和运行程序的方法。使学生对

计算机硬件工作原理有基本的了解。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要求上机前作好充分准备，包括程序框图、源程序清单、调试步骤、测试方法、

对运行结果的分析。程序调试完后，写出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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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UG 软件的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2 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 综合性 6 1 必修 

3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综合性 2 1 必修 

4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综合性 2 1 必修 

5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综合性 2 1 必修 

6 子程序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7 DOS 功能调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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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DEBUG 软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学会在 DEBUG 环境下完成程序的输入，读出内存中的程序，修改

存储单元内容，写文件到磁盘中，程序的跟踪调试。 

2.教学目标：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使用 DEBUG 调试汇编语言程序的方法。如，

检查和修改内存和寄存器中数据的方法，跟踪程序的运行，排除程序中错误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 

1.教学内容：验证各种寻址方式的数据来源，熟悉六类指令的格式、功能。 

2.教学目标：通过实例指出各种寻址方式的数据来源和指令的执行结果。按照题

目要求运用学过的指令能写出简单的程序，并在 DEBUG 环境下检查程序的执行是否

正确，学会调试程序。 

实验项目 3：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编写顺序结构的程序。 

2.教学目标:学会用汇编语言编程的框架结构，初步掌握汇编语言编辑、汇编、链

接和调试方法。 

实验项目 4：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编写分支结构程序。 

2.教学目标：给出实验题目和实验要求让学生独立编写程序，掌握分支结构程序

的编写方法、调试程序的步骤和结果的分析。 

实验项目 5：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编写循环结构程序。 

2.教学目标：给出实验题目和实验要求让学生独立编写程序，熟练掌握循环结构

程序的编写方法、调试程序的步骤和结果的分析。 

实验项目 6：子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编写子程序。 

2.教学目标：掌握子程序的编程方法，通过实验学会程序之间传递参数的方法和

编写子程序时的注意事项。注意观察堆栈的变化。 

实验项目 7：DOS 功能调用 

1.教学内容：编写 DOS 功能调用的程序。 

2.教学目标：掌握汇编语言在键盘上输入数据和在显示器上输出结果的编程方

法。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编写 DOS 功能调用和循环程序结构等知识点的程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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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用来说明程序的功能、结构。 

调试说明：便于学生总结经验提高编程及调试能力。 

使用说明：程序提供给用户使用时必须作出的说明。 

程序框图。 

程序清单。 

2.考核方式 

根据实验课考勤，教师对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实验报告考核和期末上机

测验，以百分制评分，以 10％比例记入该课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机，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沈美明  IBM—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蔡启先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指导  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张庆伟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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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CS3210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     操作系统 / Operating System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进程和线程，处理机调度，存储器管理，虚拟存储器，输入输出系统，

文件管理，磁盘存储器管理，操作系统接口。 

 

教学目标：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 

 

教学要求：理解操作系统中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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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进程编程 综合 3 1 必修 

2 多线程编程 综合 3 1 必修 

3 信号量 综合 3 1 必修 

4 任务调度模拟 综合 3 1 必修 

5 内存管理 综合 3 1 必修 

6 Ext2 文件系统 综合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多进程编程 

1.教学内容 

实现多进程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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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多进程的实现方法。 

（2）熟悉创建进程的方法。 

（3）掌握 fork 系统调用。 

实验项目 2：多线程编程 

1.教学内容 

Pthread 多线程的基本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 Pthread 多线程。 

（2）熟悉 pthread 中创建多线程的基本方法。 

（3）掌握 pthread_create, pthread_join, pthread_detach 等函数的用法。 

实验项目 3：信号量 

1.教学内容 

信号量机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号量。 

（2）熟悉信号量的使用方法。 

（3）掌握 semget, semop, semctl 等函数的用法。 

实验项目 4：任务调度模拟 

1.教学内容 

通过模拟，实现任务调度的常见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任务调度。 

（2）熟悉任务调度的常见算法。 

（3）掌握 FIFO，SJF,时间片轮转等算法。 

实验项目 5：内存管理 

1.教学内容 

通过模拟，实现内存管理的常见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内存管理。 

（2）熟悉内存管理的常见算法。 

（3）掌握连续内存管理中的首次适应算法、最佳适应算法、最坏适应算法。 

实验项目 6：Ext2 文件系统 

1.教学内容 

Ext2 文件系统的存储格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 Ext2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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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Ext2 文件系统的原理。 

（3）掌握读取 Ext2 文件系统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查看每个实验作业的完成质量，根据完成质量考核。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普通 PC 机或笔记本均可。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汤小丹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A.Tanenbaum，Mordern Operating Systems, third edition 

 

 

 

 

 

 

 

                                               

执 笔 人：刘   枫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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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CS3317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网络／Computer Network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让学生掌握浏览器测评方法、网络命令的使用、Winmail 的安装与配置及试用、

VPN 的使用与配置、Internet/Intranet Web 与 FTP 服务器的安装、配置与管理 、

Serv-U 的使用与配置。能够掌握网络的基本实验方法，分析网络实验数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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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器的评测 设计性 2 1 必修 

2 网络命令的使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3 Winmail 的安装与配置及试用 设计性 2 1 必修 

4 VPN 的使用与配置 设计性 2 1 必修 

5 
Internet/Intranet Web 与 FTP 服务器的安装、配置与

管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6 Serv-U 的使用与配置 设计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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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浏览器的测评 

1.教学内容 

  对主流浏览器进行测评 

2.教学目标 

（1）了解浏览器的测评方法 

（2）熟悉各浏览器的性能 

 

实验项目 2：网络命令的使用 

1.教学内容 

      (1). 记录 ping 的使用情况及结果 

      (2). 记录 Netstat 的使用情况及结果 

      (3)．记录 IPConfig 的使用情况及结果 

      (4)．记录 ARP 的使用情况及结果 

      (5)．记录 Tracert、Route 与 NBTStat 的使用情况及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dows 网命令使用 

 

实验项目 3：Winmail server 安装与配置及使用 

1.教学内容 

      (1) 下载 Winmail Server 软件并安装，分析不同版本软件之间功能特点: 

      (2) 分析 winmail Server 中对 SMTP 和 POP3 的支持及意义: 

(3) 分析 winmail Server 中邮件域名和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并说明为什么支持

多邮件系统 

2.教学目标 

（1）掌握 Winmail Server 安装与配置, 了解邮件服务器的一般配置，和使用邮

件服务器的主要注意点 

 

实验项目 4：VPN 的使用与配置 

1.教学内容 

      (1)下载 VPN，并安装，记录步骤 

      (2)配置 VPN，并将需要配置的全部记录下来。 

     2.教学目标 

（1）掌握 VPN 的使用与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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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IIS 的使用与配置 

1.教学内容 

      (1)下载 IIS，并安装，记录步骤 

      (2)配置 IIS，并将需要配置的全部记录下来。 

    2.教学目标 

（1）掌握 IIS 的使用与配置方法 

 

实验项目 6：Serv-U 的使用与配置 

1.教学内容 

      (1)下载 Serv-U，并安装，记录步骤 

      (2)配置 Serv-U，并将需要配置的全部记录下来。 

    2.教学目标 

（1）掌握 Serv-U 的使用与配置方法 

 

四、 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批改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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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计算机网络概论》第三版，何莉，高等教育出版社 

2.参考书：《现代计算机网络教程》第二版，佟震亚，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陈富军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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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方程数值解》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318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微分方程数值解/Numerical Solution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科学计算专业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微分方程数值解》包括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差分格式构造及性态分析；椭圆

型方程的差分方法；抛物型方程的差分方法；双曲型方程的差分方法;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求解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基本方法，能够针对具体的微分方程掌握合

适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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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综合性 6 5 必修 

2 椭圆型微分方程数值解 综合性 6 5 必修 

3 抛物型微分方程数值解 综合性 6 5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1.教学内容 

1．引论。 

2．Euler 方法。 

3．线性多步方法。 

4．稳定性、收敛性和误差估计。 

5．多步方法的计算。 



 45 

6．预估—校正方法。 

7．Runge—Kutta 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求解常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基本方法，能够针对具体的常微分方程掌握

合适的计算方法。 

（2）熟悉 Euler 方法、线性多步方法、预估-校正方法及 Runge—Kutta 方法。 

（3）掌握 Euler 方法、线性多步方法、预估-校正方法及 Runge—Kutta 方法。 

实验项目 2：椭圆型微分方程数值解 

1.教学内容 

1．差分逼近的基本概念。 

2．一维差分格式。 

3．矩形网的差分格式。 

4．极值定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求解椭圆型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基本方法，能够针对具体的椭圆型微分

方程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 

（2）熟悉求解椭圆型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基本方法-差分方法。 

（3）掌握椭圆型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差分方法。 

 

实验项目 3：抛物型微分方程数值解 

1.教学内容 

1．古典差分格式。 

2．稳定性与收敛性。 

3．Fourier 方法。 

4．分数步长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求解抛物型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基本方法，能够针对具体的抛物型微分

方程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 

（2）熟悉求解抛物型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基本方法-古典差分方法、Fourier 方法。 

（3）掌握抛物型微分方程数值解的差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数值实验及数值实验报告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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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李荣华等，《微分方程数值解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参考书： 

《微分方程数值方法》，胡健伟，汤怀民著，科学出版社。 

《初值问题的差分方法》，R.D.Richtmyer and K.W.Morton 著，袁国兴等译，中山

大学出版社。 

《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陆金甫，关治，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丁   睿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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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安全与保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319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安全与保密／Computer Security and Secrec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计算机安全与保密的基本概念，详细技术软件安全、硬件安全

技术、数据加密及压缩技术、计算机病毒、Internet 的安全保密问题、防火墙技术、

VPN 技术等。增强学生对计算机安全与保密的概念和技术。其实验是为了配合教学

内容，强化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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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explore 的使用 综合性 4 1 必修 

2 VPN 的使用与配置 综合性 4 1 必修 

3 防火墙软件的使用 综合性 4 1 必修 

4 U 盘数据的安全 综合性 4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Dataexplore 的使用 

1.教学内容 

  Dataexplore 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Dataexplore 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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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VPN 的使用与配置 

1.教学内容 

     （1）下载 VPN，并安装，记录步骤 

     （2）配置 VPN，并将需要配置的全部记录下来。 

     2.教学目标 

（1）掌握 VPN 的使用与配置方法 

实验项目 3：防火墙软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防火墙软件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防火墙软件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U 盘数据的安全实验 

1.教学内容 

       (1). U 盘格式化与数据删除 

       (2).U 盘格式化与数据删除后的数据恢复 

2.教学目标 

（1）了解 U 盘数据的安全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批改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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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执 笔 人：陈富军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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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方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320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最优化方法/Optmization Method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最优化方法是信息与计算科学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它主要在工程优化问题为背景

下，借助数学规划的理论，介绍若干优化方法，并借助 Matlab 工具箱，介绍这些方法

实施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何使学生掌握所学优化方法，并将其在实践问题中获得检验，

以及如何使得理论、方法、求解问题等环节有机结合是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因此该

课程必须经过实践环节的训练，要求学生在实验中，掌握数学规划方法的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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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工具箱 综合性 3 1 必修 

2 线性规划 综合性 3 1 必修 

3 无约束非线性规划 综合性 3 1 必修 

4 约束非线性规划 综合性 3 1 必修 

5 多目标规划 综合性 3 1 必修 

6 离散型优化算法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优化工具箱 

1.教学内容 

熟悉 Matlab 优化工具箱求解优化问题的类型 

（1）线性规划 Xf T

bAX 
min  语法： ),,( bAfl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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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次规划 XCHXX TT

bAX


 2

1
min  语法： ),,,( bACHqpX   

（3）非负最小二乘法 2

0

||||min bAX
X




语法： ),( bAnnlsX   

（4）无约束一元函数极小问题 )(min xf
x

语法： ),'min(' xffx   

（5）无约束非线性规划 )(min x
x

f 语法： ),'('min XfufX   

（6）约束非线性规划 )(min
0)(

xf
XG 

语法： ),'(' XfgconstrX   

（7）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min XFXF
X

语法： ),'(' XfleastsqX   

语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tlab 优化工具箱。 

（2）熟悉各种优化问题的类型。 

（3）掌握求解各类优化问题的 Matlab 函数 

实验项目 2：线性规划  

1.教学内容 

Matlab 解线性规划的方法及若干应用。 

利用事例说明用 Matlab 解线性规划的方法 

（1）问题： Xf T

bAX
min



  

应用 Matlab 求解步骤： 

将一般的线性规划问题转化为以上标准形式； 

输入 bAf ,, ；使用 Matlab 命令 ),,( bAflpX  ；回车，获解。 

（2）例 求解下列优化问题 

0,,,

4

1232

642

..

532

4321

431

4321

4321

4321











xxxx

xxx

xxxx

xxxx

ts

xxxx

 

   第一步：
;]'0,0,0,0,4,12,6[

];1,0,0,0;0,0,1,0;0,0,0,1;1,1,0,1;1,1,3,2;1,4,2,1[,]'5,3,1,2[





b

Af
 

第二步： ),,( bAflpx   

第三步：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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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己构造一个非标准形式的线性规划问题，并求解。 

要求：维数 20 维；含有等式约束；含 10 个以上不等式约束。 

（4）分析 Matlab 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能力。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方法。 

（2）熟悉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形式 

（3）掌握用 Matlab 命令或函数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过程。 

实验项目 3：无约束非线性规划 

1.教学内容 

（1）应用 Matlab 编写黄金分割法、平分法、牛顿法。 

（2）应用 Matlab 求解高维非约束优化问题。 

例 1 求
2min xe x 

 

例 2 求 )12424()(min 221

2

2

2

1
1  xxxxxexf x

 

2.教学目标 

（1）了解无约束非线性规划的求解方法。 

（2）熟悉无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的形式 

（3）掌握用 Matlab 命令或函数求解无约束非线性规划的过程。 

实验项目 4：约束非线性规划 

1.教学内容 

应用 Matlab 解约束非线性规划的若干方法的具体应用：二次规划、Lemeke 方

法、惩罚函数法、乘子法。并应用以上方法解下列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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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4()(min

21

21211

221

2

2

2

1
1







xx

xxxxx

ts

xxxxxexf x

 

2. 

20,20

3

24

..

)3)(4min(

21

21

21

2

1

2
12









xx

xx

xxx

ts

xx

 

2.教学目标 

（1）了解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方法。 

（2）熟悉求解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的形式 

（3）掌握用 Matlab 命令或函数求解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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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多目标规划 

1.教学内容 

使用 Matlab 通过引入加权因子，将多目标规划问题转化为单目标约束优化问题，

然后利用单目标约束优化方法求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目标规划问题的求解方法。 

（2）熟悉多目标规划问题的形式 

（3）掌握用 Matlab 命令或函数求解多目标线规划问题的过程。 

实验项目 6：离散型优化算法 

1.教学内容 

(1)编写线性整数规划、0-1 规划的隐枚举法，分支定界法及遗传算法的 Matlab 程

序，并求解下列问题： 

1,0,,,

1

44242

04

..

4352min

4321

4321

4321

4321

4321











xxxx

xxxx

xxxx

xxxx

ts

xxxxz

 

2.教学目标 

（1）了解离散型优化离散型优化的求解方法。 

（2）熟悉求解离散型优化问题的形式 

（3）掌握用 Matlab 命令或函数求解离散型优化问题的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实验课程考核为六次实验报告，考核分值占本门课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最优化理论与算法(第 2 版)，陈宝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参考书：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袁亚湘，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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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笔 人：陈旻昕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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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CS3321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图形学》是一门研究通过计算机将数据转换为图形的原理、方法和技术

的学科。理论课程讲授计算机图形学的基本概念、方法与算法，实验课程，使学生进

一步熟悉图形生成的基本理论，掌握生成图形、处理图形及显示图形的算法和原理，

并会使用 Visual C++的 MFC 框架编程实现基本图形生成和处理程序的方法，了解业

界常用的虚拟现实开发的相关工具，具备虚拟现实开发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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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C 绘图基础 综合性 2 1 必修 

2 基本图元生成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多边形的填充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图形的几何变换 设计性 2 1 必修 

5 直线段的裁剪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多边形的裁剪 设计性 2 1 必修 

7 三视图及轴侧图生成 设计性 2 1 必修 

8 透视图形的生成 设计性 2 1 必修 

9 Bezier 曲线绘制和性质演示 设计性 2 1 必修 

10 B 样条曲线的绘制和性质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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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形图形的绘制 设计性 2 1 必修 

12 凸多面体的消隐 设计性 2 1 必修 

13 交叉消隐 设计性 2 1 必修 

14 简单光照明模型 设计性 2 1 必修 

15 Gouraud 光照模型 设计性 2 1 必修 

16 Phong 光照模型 设计性 2 1 必修 

17 纹理生成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FC 绘图基础 

1.教学内容 

Visual C++编程环境下基于 MFC 框架下的图形绘制程序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Visucal C++的界面，计算机图形显示设备的特点 

（2）熟悉图形系统中的 RGB 彩色模型及 MFC 的上机操作步骤 

（3）掌握 windows 图形编程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基本图元生成 

1.教学内容 

直线段、圆弧、椭圆弧的绘制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形的显示原理 

（2）熟悉相关开发平台，MFC 下交互绘图的方法 

（3）掌握直线生成、圆弧、椭圆弧的 Bresenham 算法及 MFC 画点函数及画笔

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多边形的填充 

1.教学内容 

四连通、八连通算法及多边形的扫描转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边形扫描转换及区域的概念及其相应的表示方法 

（2）熟悉不同算法实现多边形填充的特点 

（3）掌握种子填充算法和多边形的扫描转换 

实验项目 4：图形的几何变换 

1.教学内容 

二维图形的几何变换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形坐标采用齐次坐标的必要性，及变换的原理、变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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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二维图形的基本变换及复合变换的方法 

（3）掌握对给定的图形进行任意的二维几何变换及交互程序实现 

实验项目 5：直线段的裁剪 

1.教学内容 

直线段裁剪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直线段裁剪的应用 

（2）熟悉直线段的各种算法（Sutherland-Cohen 、 Liang-Barsky） 

（3）掌握 Sutherland-Cohen 算法裁剪任意给定的直线段 

实验项目 6：多边形的裁剪 

1.教学内容 

多边形的裁剪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边形裁剪的特点 

（2）熟悉两种多边形裁剪算法（Sutherland-Hodgman、Weiler-Atherton）的特点 

（3）掌握 Sutherland-Hodgman 算法实现多边形的裁剪 

实验项目 7：三视图及轴侧图生成 

1.教学内容 

三维图形的投影变换——平行投影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维图形如何在二维设备上显示，投影变换的概念及矩阵表示 

（2）熟悉各种平行投影的原理和图形绘制方法 

（3）掌握给定三维图形的三视图及轴侧投影图的绘制 

实验项目 8：„透视图形的生成„„„ 

1.教学内容 

三维图形的投影变换——透视投影 

2.教学目标 

（1）了解透视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图形近大远小的实现方法 

（3）掌握透视投影变换的变换方法及透视图的绘制 

实验项目 9：„Bezier 曲线绘制和性质演示„„„ 

1.教学内容 

Bezier 曲线的定义及其性质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由曲线的特点及表示方法 

（2）熟悉交互绘制的控制方法，键盘、鼠标的使用 

（3）掌握 Bezier 曲线的绘制方法及交互显示 Bezier 曲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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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B 样条曲线的绘制和性质演示 

1.教学内容 

B 样条曲线的定义，B 样条基函数及 B 样条曲线的性质 

2.教学目标 

（1）了解 B 样条曲线的特点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 

（2）熟悉交互程序设计方法及动画控制 

（3）掌握 B 样条曲线的绘制及其交互显示曲线的特点 

实验项目 11：分形图形的绘制 

1.教学内容 

分形图形的生成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形的基本特征、分形空间维数的度量及应用 

（2）熟悉各种分形算法及程序设计、态交互的控制 

（3）掌握基于递归模型、L 系统模型的分形图的生成 

实验项目 12：凸多面体的消隐 

1.教学内容 

凸多面体的消隐 

2.教学目标 

（1）了解消隐在真实感图形绘制中的必要性，消隐的算法特点 

（2）熟悉透视投影及多边形的绘制 

（3）掌握用凸多面体消隐算法剔除背面 

实验项目 13：交叉消隐 

1.教学内容 

Z-Buffer 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Z-Buffer 的特点 

（2）熟悉凸多面体消隐的„„„„ 

（3）掌握 Z-Buffer 算法的实现，并用互相叠加的四个交叉图形进行消隐测试 

实验项目 14：简单光照明模型 

1.教学内容 

简单光照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真实感图形绘制中的光照的特点，环境光，漫反射光和镜面反射光的

生成算法 

（2）熟悉光照与材质、光源之间的关系 

（3）掌握材质和光源位置的变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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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5：Gouraud 光照模型 

1.教学内容 

球体的 Gouraud 光照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uraud 光照模型的特点 

（2）熟悉向量计算，球体的绘制、及动画的程序设计 

（3）掌握视点和光源不动，球体旋转情况下，基于 Gouraud 光照模型下球体的

光照效果 

实验项目 16：Phong 光照模型 

1.教学内容 

Phong 光照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 Phong 模型的特点 

（2）熟悉动画程序设计和向量计算 

（3）掌握视点和光源不动，球体旋转情况下，基于 Phong 光照模型下球体的光

照效果 

实验项目 17：纹理生成 

1.教学内容 

纹理映射 

2.教学目标 

（1）了解纹理在真实感图形生成中的地位及纹理的种类 

（2）熟悉纹理的定义、纹理的控制、映射方式、纹理坐标 

（3）掌握柱面、环面图像纹理的实现及球面上几何纹理的实现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按照格式撰写实验报告 

2.考核方式 

记录每次实验作业情况，给出相应成绩，上机实验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计算机    1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及课程设计教程（Visual C++版）》 ，孔令德编著，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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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 

    《计算机图形学课程设计》， 唐敏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计算机图形学与几何造型导论》，戈德曼，邓建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交互式计算机图形学:基于 OpenGL 着色器的自顶向下方法(第 6 版)》，爱德华•

安杰尔等，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执 笔 人：王   平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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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图形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CS332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三维图形设计/3D Graphic Design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三维图形设计》是研究如何利用三维图形设计软件进行相关软件设计的原理和

方法。理论课程主要是将三维设计软件(AutoCAD 和 3ds Max)为基础，介绍三维图形

设计的包括软件的特点和安装，基本操作及三维实体的建模及渲染和动画等。实验课

程旨在通过实验学习 AutoCAD 和 3ds Max 软件的使用，让学生掌握如何将三维设计

理念与计算机相结合，熟练掌握通过三维设计软件绘制和渲染三维图形，为从事三维

设计的研究与应用等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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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CAD 软件的安装及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2 建筑平面、立面、剖面图的绘制 综合性 2 1 必修 

3 等轴测图的绘制与渲染 设计性 2 1 必修 

4 三维建筑模型的绘制与绘制如渲染 综合性 4 1 必修 

5 3ds Max 的安装及使用 综合性 2 1 必修 

6 3ds max 渲染 设计性 2 1 必修 

7 动画的制作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utoCAD 软件的安装及使用 

1.教学内容 

AutoCAD 的安装及使用：安装方法，操作界面，简单的绘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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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AutoCAD 软件的特点及功能 

（2）熟悉软件的安装方法，及软件界面及绘图方法 

（3）掌握常用的绘图命令、编辑命令及文本、尺寸标注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建筑平面、立面、剖面图的绘制 

1.教学内容 

AutoCAD 二维高级绘图命令：目标捕捉、图层、图块、面域 

2.教学目标 

（1）了解工程图纸、建筑图纸的国标要求， 

（2）熟悉 AutoCAD 如何设置符合国标的绘图模板 

（3）掌握三维高级绘图命令进行精确绘图 

实验项目 3：等轴测图的绘制与渲染 

1.教学内容 

等轴测图的创建与渲染 

2.教学目标 

（1）了解等轴测图的基本概念，渲染的基本概念 

（2）熟悉等轴测绘图环境的设置，及渲染参数的设定 

（3）掌握在等轴测投影模式下绘制直线、圆、添加文本、标注尺寸及剖视图及

绘图之后的渲染 

实验项目 4：三维建筑模型的绘制与绘制如渲染 

1.教学内容 

AutoCAD 三维图形的绘制：线框模型、表面模型和实体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三维空间的特点及三维图形的建模方式 

（2）熟悉三维空间坐标系、三维视图的观察及视口的管理方式 

（3）掌握各种建模方式下三维图形的绘制与编辑及三维图形的渲染 

实验项目 5：3ds Max 的安装及使用 

1.教学内容 

3ds Max 的基础知识及创建 3D 模型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3ds max 的功能及建模方式 

（2）熟悉软件安装及软件的操作界面及绘图流程 

（3）掌握 3ds Max 中建模的方法：基本物体的创建及参数的含义，掌握对象的

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6：3ds max 渲染 

1.教学内容 

材质、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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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材质、贴图、灯光、摄像在图形中的表现技巧 

（2）熟悉材质、灯光、摄像机与渲染的关系 

（3）掌握贴图和材质参数的使用及技巧；灯光的打法、摄像机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7：动画的制作 

1.教学内容 

3ds Max 动画制作流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 3ds Max 的功能及特点 

（2）熟悉动画的基本制作流程 

（3）掌握动画的制作、后期渲染的方法和技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 

写出图形设计要点及所使用的关键技术说明；图形结果文件上传到指定的邮箱 

2.考核方式： 

（1）根据实验的具体情况、实验报告和图形结果文件综合给出实验成绩作为学

生平时成绩 

（2）期末考试采用提交课程设计论文的方式：按要求完成设计 

（3）实验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装有 3dsMAx 2010，AutoCAD 2010 或者以上版本） 

10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高文胜，《三维图形设计与制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2.参考书：杨德星，林晓磊，顾承珠编著，《计算机三维技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社，2004 年 9 月 

孔令德，宋云著，《三维建模与动画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 月 

时代印象编著，《3ds Max 2012 基础培训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年 6 月 

CAD/CAM/CAE 技术联盟编著，《AutoCAD2012 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6 月 

 

执 笔 人：王   平   

审 批 人：崔建忠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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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学教育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MAAE331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现代数学教育技术 Modern Mat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现代数学教育技术》是“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必修课程，主要内容

包括：（1）运用数学教育信息技术的基本理念和层次；（2）电子黑板（Mspaint）的

运用；（3）数学公式编辑和画图（Word）；（4）函数作图（四款软件 Excel，GeoGebra

（下称 GGB），超级画板（下称 Z+Z），几何画板（下称 GSP））；（5）几何变换（四

款软件）；（6）符号运算（Z+Z, GGB）；（7）编程问题（Excel, Z+Z, GGB）；（8）数据

处理（Excel, GGB）；（9）数值计算（四款软件）；（10）自定义工具（GSP, GGB）；（11）

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的典型案例（迭代、度量、3D、三角、解几、数列、模拟）。 

教学目标：（1）理念层面，了解《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6 年版）》关于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基本理念和要求；（2）

知识与技能层面，了解电子板书、Word 编辑公式和画图、Excel 处理数据以及三款动

态几何软件（GSP, Z+Z, GGB）进行数学探究和实验的基本功能，掌握基本的操作；

（3）能力与素养层面，知道技术运用的时机，能从教与学的原理出发设计课件，改

进、丰富和提升数学的教与学，追求课件制作的“自然、清楚和简洁”的境界，最终

达到现场实时制作并演示课件。 

教学要求：（1）按示范讲授与自主实践探索 2 : 1 分配课时，强调讲与练的融合，

在机房讲授，随时插入学生的练习、检验、探索，以及师生、生生的讨论和交流；（2）

每周布置相应的作业，作为平时考评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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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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黑板的运用 综合性 1 1 必修 

2 公式编辑和画图 创新性 2 1 必修 

3 函数作图 综合性 2 1 必修 

4 几何变换 综合性 2 1 必修 

5 符号运算 创新性 1 1 必修 

6 编程问题 设计性 1 1 必修 

7 数据处理 综合性 1 1 必修 

8 数值计算 综合性 1 1 必修 

9 自定义工具 创新性 1 1 必修 

10 案例设计：三角、解几 综合性 2 1 必修 

11 案例设计：数列、3D 综合性 2 1 必修 

12 案例设计：模拟 创新性实验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子黑板的运用 

1. 教学内容 

学习用画图软件（Mspaint）进行“板书”的方法。 

2. 教学目标 

（1）了解画图软件 mspaint 的功能、特点及使用范围。 

（2）学会用“刷子”书写、用“基本形状”画直线或曲线的方法，能自如地运

用画图软件代替传统的板书。 

实验项目 2：公式编辑和画图 

1. 教学内容 

（1）Word 环境下用“公式编辑器”和“公式域”编辑公式； 

（2）用 Word 中“绘图”工具绘制各种数学图形。 

2. 教学目标 

（1）了解 Word 中“公式编辑器”和“公式域”的差异，知道 Word 画图的特

点及作用； 

（2）熟悉用公式域编辑各种数学公式的方法，学会运用 Word 的“绘图”工具

绘制各种数学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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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函数作图 

1. 教学内容 

（1）含参函数图象；（2）分段函数的图象；（3）参数方程和极坐标方程的图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四款软件（Excel, GSP, Z+Z, GGB）绘制函数图像的基本原理、各自

的特长及不足； 

（2）掌握用四款软件绘制含参函数图像、分段函数图像以及极坐标和参数方程

表示的曲线。 

实验项目 4：几何变换 

1. 教学内容 

用软件表现几何图形的平移、反射、旋转和伸缩等几何变换。 

2. 教学目标 

（1）了解四款软件（Excel, GSP, Z+Z, GGB）在几何变换方面的不同表现； 

（2）熟悉用 GSP, Z+Z, GGB 软件呈现几何图形的平移、反射、旋转和伸缩等变

换的方法，掌握用 Excel 中矩阵的乘法刻画各类几何变换的方法，并展示相应的变换

图形。 

实验项目 5：符号运算 

1.教学内容 

用 Z+Z 或 GGB 进行符号运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 Z+Z 或 GGB 进行符号运算的不同原理和方法； 

（2）掌握用上述两款软件进行代数式化简、因式分解、求微分和积分等运算的

方法。 

实验项目 6：编程问题 

1. 教学内容 

在 Excel, Z+Z, GGB 环境中编程解决问题。 

2. 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l VBA 语言编程的基本命令和结构，了解 Z+Z VC 语言编程的不

足，了解 GGB Java 编程的思路和方法； 

（2）熟悉 Excel 用 VBA 语言编程的方法，掌握 Z+Z 编写简单程序的方法，了

解 GGB 利用“按钮”编程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数据处理 

1.教学内容 

用 Excel 和 GGB 分析和处理数据。 

2.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l 和 GGB 处理数据的不同特点； 

（2）会用 Excel 和 GGB 分析成绩（难度、区分度、分段统计图表），随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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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要求（如均值、标准差）的数据，能对两个班（或男女）的成绩进行显著性

检验，会用卡方检验，能用 GGB 作出数据的茎叶图等。（数据拟合放在《初等数学建

模》中处理） 

实验项目 8：数值计算 

1. 教学内容 

用 Excel 和 GGB 求方程的近似解或整数解、函数的极值等。 

2. 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l 中“单变量求解”和“规划求解”探求方程近似解或整数解的

方法，会用“二分法”和“迭代法”求方程的近似解； 

（2）了解 GGB 用“形”或“数”求方程近似解的方法，学会用函数命令探求

函数的极值。 

实验项目 9：自定义工具 

1. 教学内容 

分别在 GSP 和 GGB 环境中创建自定义工具。 

2. 教学目标 

（1）了解“自定义工具”的功能和作用； 

（2）能在 GSP 和 GGB 环境中创建自己的常用工具，并管理已建立的自定义工

具，个性化软件环境。 

实验项目 10：案例设计——三角、解几 

1. 教学内容 

用三角函数线绘制三角函数图像，圆锥曲线或轨迹的生成。 

2. 教学目标 

（1）了解用三解函数线绘制三角函数图像的原理和思路，能用 GSP, Z+Z 和 GGB

三款动态几何软件绘制三角函数图像生成的动画； 

（2）会用 GSP, Z+Z 和 GGB 生成符合某条件的点的轨迹，能用多种途径作出圆

锥曲线（单独作出以及基于统一定义的生成）． 

实验项目 11：案例设计——数列、3D 

1. 教学内容 

用 Excel 和 GGB 表现数列与差分、迭代，利用 GGB 的 3D 功能表现空间图形的

运动与变换。 

2. 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l 或 GGB 中表格产生数列与差分以及迭代的思路，掌握常用的

操作方法（包括含参）； 

（2）能用 GGB 的 3D 功能制作空间动态图形（空间几何体的转、折、展开）。 

实验项目 12：案例设计——模拟 

1. 教学内容 

基于 Excel 或 GGB 的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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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l 和 GGB 进行模拟的思想； 

（2）掌握抛硬币试验、撒豆试验、投针实验、投篮游戏、通水概率等模拟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和每周上机实验的作业，前者由班长点名统计，教师签字确认；

后者保存在专用盘上，教师验收检查并给出成绩。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30%。 

（2）期末上机考试 

独立完成 word 公式域编辑公式和画图，Excel 分析处理数据及编程，GSP 动态

探究案例，Z+Z 符号运算及动态探究课例，GGB 综合设计题。时间 150 分钟。上机

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台式计算机，每人一台。现有机房两间，每间装机数超过 40 台，可以满足实验

要求。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徐稼红．《Excel, Word 与数学教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张景中，彭翕成．《数学教育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参考书 

刘胜利．《几何画板课件制作教程（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4． 

张景中．《超级画板自由行》，科学出版社，2006． 

Judith Hohenwarter and Markus Hohenwarter. Introduction to Geogebra. 

 

 

执 笔 人：  徐稼红  

审 批 人：   周超  

完 成 时 间：  201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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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计算与 SAS 软件》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TAT3105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统计计算与 SAS软件/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AS Package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统计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上机实验，巩固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熟悉和掌握 SAS 软件相关模

块的使用，通过学习如下内容：DATA 步的执行过程与语法，SAS 宏，SQL 过程，IML

过程，UNIVARIATE 过程，MEAN 过程，REG 过程，CORR 过程，GLM 过程，

PARA1WAY 过程，SORT 过程，PRINT 过程等，以及随机数的产生及 MONTE CARLO

模拟等，使学生学会能运用 SAS 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以及相关的统计分析工作。 

根据实验项目进行分组，整个实验课由 3 个基础性实验，3 个综合性实验组成，另外

还增加了一个选做的创新性实验。增加的创新性试验安排在最后，需要用到整个课程

的知识，甚至还需要一些补充知识。通过综合性及创新性实验，期望能提高学生综合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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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基础 综合性 4 1 必开 

2 描述性统计量及图形 综合性 2 1 必开 

3 随机模拟 综合性 2 1 必开 

4 区间估计与假设检验 综合性 2 1 必开 

5 方差分析 综合性 4 1 必开 

6 回归分析 综合性 4 1 必开 

7 文本挖掘 创新性 4 3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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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DATA 基础 

1.教学内容 

DATA 的编程语句，SAS 数据集的建立等 

2.教学目标 

熟悉 SAS 软件环境，掌握 DATA 的编程语句，并能进行 SAS 数据集的建立，

与外部数据的转换及 SAS 数据集的管理（包括 sql 过程的使用） 

实验项目 2：描述性统计量及图形 

1.教学内容 

描述性统计量的计算，正态性检验，以及相关的作图过程进行作图，列联表分

析 

2.教学目标 

利用 MEANS 和 UNIVARLTE 过程进行描述性统计量的计算，正态性检验，以及相关

的作图过程进行作图，列联表分析。 

实验项目 3：随机模拟 

1.教学内容 

随机模拟及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的验证 

2.教学目标 

随机数的产生，用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定积分，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的验

证。 

实验项目 4：区间估计与假设检验 

1.教学内容 

正态总体的均值，方差的区间估计与假设检验以及非参数检验 

2.教学目标 

掌握正态总体的均值，方差的区间估计与假设检验以及非参数检验。 

实验项目 5：方差分析 

1.教学内容 

单因素，两因素及正交实验的方差分析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单因素，两因素及正交实验的方差分析方法。 

实验项目 6：回归分析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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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线性回归 

2.教学目标 

多元线性回归（包括参数估计，回归方程的假设检验，自变量的选择，多重共线性的

识别及处理，回归诊断）。 

实验项目 7：文本挖掘 

1.教学内容 

文本挖掘 

2.教学目标 

提取网页上的某些文字数据，进行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学生按要求认真撰写并提交实验报告，试验报告的格式如下： 

（1）实验目的，实验内容与要求，实验过程，程序与结果分析 

2、考核方式：记录每次实验报告的情况，并给出相应的成绩，上机实验成绩占学期

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Ronald Cody and Jeffrey Smith, Applied Statistics and the SAS programming 

language, 4th edi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1997 

2、参考书： 

（1）汪嘉冈。SAS V8 基础教程，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自编教材《SAS 基础与统计分析》 

 

 

 

                                               

执 笔 人：汪四水   

审 批 人：唐   煜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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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元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TAT320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应用多元分析/Applied Multivariate Analysi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统计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应用多元分析》课程内容丰富，包括随机向量与协方差矩阵、多元正态分布、

多元正态总体的统计推断、判别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

分析等内容。这些统计方法在自然科学、经济学和医学等众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应

用多元分析》是本科阶段最能体现统计风味的专业课。 

本实验课程通过指导学生上机实验，通过实例进巩固和加深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

的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应用多元分析是学习 R 软件的一个很好的入门机会。实验

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1）学习 R 软件的使用，（2）学习多元正态分布的参数估计

与检验、判别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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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软件初步 综合性 4 1 必修 

2 多元正态分布 综合性 1 1 必修 

3 多元正态总体推断 综合性 3 1 必修 

4 判别分析 综合性 3 1 必修 

5 聚类分析 综合性 2 1 必修 

6 主成分分析 创新性 3 1 必修 

7 因子分析 综合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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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R 软件初步 

教学内容： 

学习 R 软件的数值计算、赋值、生成向量、矩阵、因子和数据框。学习从概率

分布中抽样、分位点计算、累积分布函数计算。学习简单的作图。 

 

实验项目 2：多元正态分布 

教学内容： 

使用 R 软件生成多元正态抽样，通过作散点图理解多元正态分布的基本性质。 

 

实验项目 3：多元正态总体推断 

教学内容： 

方差分析、多元方差分析、协方差矩阵相等性的检验。 

 

实验项目 4：判别分析 

教学内容： 

学习使用线性判别、二次判别、Fisher 判别，学习计算误判结果，学习对 Fisher

判别的结果作图并理解其含义。 

 

实验项目 5：聚类分析 

教学内容： 

学习使用系统聚类法并做谱系图，能识别合理的聚类结果。学习使用动态聚类

法中的 k 均值法。 

 

实验项目 6：主成分分析 

教学内容： 

学习使用 R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能对主成分作散点图并解释主成分含义。本

实验可考虑使用教材以外的实际数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实验项目 7：因子分析 

教学内容： 

学习使用 R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比较因子旋转前后的结果，能作因子载荷图并

解释因子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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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25%-30%。课程实验的考核主要根据实验报告的

完成质量及次数，实验课的表现。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王学民编著，应用多元分析（第四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参考书： 

1．Peter Dalgaard 著，郝智恒、何通、邓一硕、刘旭华译，R 语言统计入门，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4 

2．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H. The Element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Second Edition). Springer, 2014 

 

 

 

 

 

 

 

                                               

执 笔 人：姜文华   

审 批 人：唐   煜   

完 成 时 间：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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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时间序列》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STAT3207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应用时间序列/Applied Time Series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统计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时间序列分析实验课程是配合《时间序列分析》的课堂教学而设置的实践性教学

环节,旨在引导学生使用计算机及统计专业软件（如：SAS 或 R）开展时间序列试验，

通过建模练习来掌握时间序列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内容包括时间序列的预处理、

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MA、ARMA、X-11）、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IMA、ARCH）、

多元时间序列分析等。培养学生使用计算机从事时间序列分析的能力，从而为解决实

际生活中的各种时间序列问题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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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序列的预处理 综合性 2 1 必修 

2 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MA） 综合性 4 1 必修 

3 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MA) 综合性 4 1 必修 

4 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IMA） 综合性 4 1 必修 

5 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CH）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多元时间序列分析 创新性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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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时间序列的预处理 

1.教学内容 

平稳时间序列的定义；平稳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掌握平稳性的检验（时序图检

验、自相关图检验）；白噪声序列的定义及性质；纯随机性的检验（假设条件、检验

统计量）。 

2.教学目标 

（1）了解 严平稳和宽平稳的定义，白噪声的定义 

（2）熟悉 宽平稳序列的统计性质，白噪声的性质 

（3）掌握 平稳性检验的两种方法以及纯随机性检验的步骤 

实验项目 2：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MA） 

1.教学内容 

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及其解的一般形式；AR 模型的平稳性判别方法，AR 模型

的统计性质；MA 模型的可逆性判别方法，MA 模型的统计性质。  

2.教学目标 

（1）了解 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及其解的一般形式 

（2）熟悉 AR 模型的统计性质及 MA 模型的统计性质 

（3）掌握 AR 模型的平稳性判别方法及 MA 模型的可逆性判别方法 

实验项目 3：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MA） 

1.教学内容 

ARMA 模型的定义、平稳条件和可逆条件、传递形式和逆转形式、ARMA 模型

的统计性质、ARMA 建模的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 ARMA 模型的传递形式和逆转形式 

（2）熟悉 ARMA 模型的定义、平稳条件、可逆条件及其统计性质（参数估计、

假设检验，矩估计，极大似然估计，显著性检验，AIC 和 SBC 准则） 

（3）掌握 ARMA 模型建模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4：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IMA） 

1.教学内容 

时间序列的 Wold 分解和 Cramer 分解；时间序列确定性因素分解；时间序列的

趋势分析（曲线拟合、平滑法）；季节效应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具体操作步骤；复杂序

列的综合分析方法；X-11 过程的思想方法和具体步骤。差分运算的实质，差分方式

的选择，过差分问题； ARIMA 模型的结构， ARIMA 模型的性质；ARIMA 模型建

模的具体步骤；ARIMA 模型预测方法，疏系数模型的处理方法；利用 ARIMA 模型

对具有季节效应的序列建模；残差自相关检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 时间序列的 Wold 分解和 Cramer 分解；差分运算的实质，差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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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过差分问题 

（2）熟悉 时间序列确定性因素分解；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曲线拟合、平滑法）；

季节效应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具体操作步骤；复杂序列的综合分析方法；X-11 过程的

思想方法和具体步骤。ARIMA 模型的结构， ARIMA 模型的性质；，疏系数模型的

处理方法；  

（3）掌握 ARIMA 模型建模的具体步骤；ARIMA 模型预测方法，利用 ARIMA

模型对具有季节效应的序列建模；残差自相关检验。 

实验项目 5：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ARCH） 

1.教学内容 

异方差的概念及性质，判断异方差性，方差齐性变换。条件异方差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 异方差的概念 

（2）熟悉 条件异方差模型 

（3）掌握 异方差的概念及性质，判断异方差性，方差齐性变换 

实验项目 6：多元时间序列分析 

1.教学内容 

平稳多元时间序列建模；虚假回归的意义，单位根检验方法；协整检验的概念，

协整检验方法和具体步骤；误差修正模型，构造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虚假回归的意义 

（2）熟悉平稳多元时间序列建模；协整检验的概念 

（3）掌握平稳多元时间序列建模；单位根检验方法；协整检验方法和具体步骤；

误差修正模型，构造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综合考虑每一位学生平时对每个实验的预习情况、试验中的表现、试验报告的质

量和组织纪律等，每位同学自找数据（数据量大于 200 个），至少拟合 ARIMA 模型，

写出试验报告(包括:摘要、关键词、研究背景介绍、正文、结论、参考文献等并明确

数据来源)并演示，最终评定实验课程成绩。具体如下： 

（1） 试验报告（20%） 

（2） 按教学计划的试验：现场编程序并演示结果（30%） 

（3） 对试验结果的解释和分析（40%） 

（4） 做实验的表现（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1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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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王燕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参考书： 

（1）王振龙主编，《时间序列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年版。  

（2）何书元著，《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易纲，海闻主编，《高等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4）詹姆斯 D．汉密尔顿编，《时间序列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5）George E. P. Box 等著，顾岚译，《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与控制》（第三版），中国

统计出版社，1997.， 

 

 

 

 

 

 

 

 

                                               

执 笔 人：严继高   

审 批 人：唐   煜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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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回归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TAT3208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统计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上机实验，巩固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熟悉和掌握 SPSS、Excel 软件的使

用，学会运用 SPSS、SAS、Excel 软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多元回归、检验、自变

量的选择、逐步回归、异常点的判别、岭回归及岭迹分析等），提高学生应用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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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中的统计功能 综合性 4 1 必开 

2 SPSS 与线性回归 综合性 4 1 必开 

3 JMP 与回归 综合性 2 1 必开 

4 回归诊断 综合性 4 1 必开 

5 非线性回归 综合性 2 1 必开 

6 Logistic 回归 综合性 2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Excel 中的统计功能 

1.教学内容 

Excel 中的统计函数、统计计算模块的使用方法等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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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Excel 中的统计函数、统计计算模块的使用方法，了解 Excel 中的 VBA 功能 

实验项目 2：SPSS 与线性回归 

1.教学内容 

SPSS 的多元线性回归功能 

2.教学目标 

熟悉 SPSS 软件环境，掌握用 SPSS 的多元线性回归功能进行参数估计、回归方程检

验、回归系数检验、区间估计、预测、控制。 

实验项目 3：JMP 与回归 

1.教学内容 

利用 JMP 进行回归的拟合不足检验、控制、预测等 

2.教学目标 

了解用 JMP 软件，利用 JMP 进行回归的拟合不足检验、控制、预测等。 

实验项目 4：回归诊断 

1.教学内容 

SPSS、SAS 的统计功能进行自变量选择、异方差检验、多重共线性诊断等 

2.教学目标 

掌握用 SPSS、SAS 的统计功能进行自变量选择、异方差检验、多重共线性诊断、主

成分回归、岭回归。 

实验项目 5：非线性回归 

1.教学内容 

用 SPSS 的统计功能进行曲线回归、多项式回归、非线性模型的拟合等 

2.教学目标 

掌握用 SPSS 的统计功能进行曲线回归、多项式回归、非线性模型的拟合。 

实验项目 6：Logistic 回归 

1.教学内容 

SPSS 的 Logistic 回归功能 

2.教学目标 

掌握 SPSS 的 Logistic 回归功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学生应在每次实验后递交实验报告。  



 80 

2、考核方式：纪录每次实验作业情况，并给出相应的成绩，上机实验成绩占学期总

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已经安装 SAS 和 SPSS 等统计软件的微型计算机， 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应用回归分析》 何晓群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6 月。 

2、参考书：《SPSS for Windows 统计分析》 卢纹岱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执 笔 人：王振羽   

审 批 人：唐   煜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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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统计分析》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TAT332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金融统计分析 / Financial Statistics Analysi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统计学 

实验室名称：数学学院计算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金融统计分析》课程内容丰富，应用性极强。本课程主要介绍统计模型与金融

模型，并特别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收益、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固定收益证券、再抽样、GARCH 模型多等金融统计方法。运用金融中的例子，阐明

概率与统计的主要原理，帮助学生理解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方法在金融中如何运用。 

本实验课程通过指导学生上机实验，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

学会运用 SAS 和 MATLAB 等软件对实际数据进行金融统计方面的分析与计算，并一

出高质量的图形。实验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各类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提

高学生对 SAS 和 MATLAB 等软件的操作使用能力与编程能力。本实验课程的总课时

较少，大约 18 学时，其中基础性实验与综合性实验比例大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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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分析 综合性 2 1 必开 

2 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析 综合性 2 1 必开 

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综合性 4 1 必开 

4 固定收益证券 综合性 4 1 必开 

5 再抽样 综合性 4 1 必开 

6 GARCH 模型 综合性 2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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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图形分析 

1.教学内容 

用 MATLAB、SAS 进行几何随机游走时间序列图形表示 

2.教学目标 

学习用 MATLAB、SAS 进行几何随机游走时间序列图形表示，比较各股票的收

益状况 

实验项目 2：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析 

1.教学内容 

用 MATLAB、SAS 进行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析 

2.教学目标 

学习用 MATLAB、SAS 进行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析。 

实验项目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1.教学内容 

用 MATLAB、SAS 进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等 

2.教学目标 

学习用 MATLAB、SAS 进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CAPM、CML、系数等） 

实验项目 4：固定收益证券 

1.教学内容 

用 MATLAB 计算零息债券、票息债券、到期收益率等 

2.教学目标 

学习用 MATLAB 计算零息债券、票息债券、到期收益率等，对有关情况进行模拟。 

实验项目 5：再抽样 

1.教学内容 

用 MATLAB 进行再抽样 

2.教学目标 

掌握用 MATLAB 进行再抽样。 

实验项目 6：GARCH 模型 

1.教学内容 

用 MATLAB、SAS 进行 GARCH 模型分析 

2.教学目标 

学习用 MATLAB、SAS 进行 GARCH 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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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本实验课程要求学生递交各实验的电子版实验报告，完成相应的实验

计算题。 

2、考核方式：实验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10%。课程实验的考核主要根据实验报告的

完成情况。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已经安装 SAS 和 MATLAB 等统计软件的微型计算机， 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David Rupert 著，统计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参考书： 

（1）David Rupert 著，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

Springer，2011 

（2）徐国祥主编，金融统计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杜金富主编，货币与金融统计学（第二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G. S. 马达拉等，金融中的统计方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执 笔 人：汪四水   

审 批 人：唐三煜   

完 成 时 间： 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