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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100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商务（一） （Electronic Commerc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对课程

所学习的电子商务专业知识通过实验平台得到操作层面的培训，加深对专业知识及基

本概念的理解，了解电子商务专业环境下的流程及关键，培养学生对本专业具有全面
的理解和掌握。 

本课程的实验采用专业的电子商务立体化实训平台，结合本专业教学计划的特

色，安排实验课时。通过实验平台的训练，使学生掌握电子商务应用模式、电子商务

实践环境搭建、电子支付实践、网络营销环境实践、电子商务安全实践以及电子商务

物流实践等基本要领，熟悉其流程，了解各环节的要点，对电子商务基础具有全面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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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C 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2 C2C 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3 B2B 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4 网上银行 综合性 3 1 必修 

5 CA 认证 综合性 3 1 必修 

6 网络营销 综合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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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B2C 实验 

1.教学内容 

商户入驻电子商城、B2C 前台购物网站、B2C 后台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 B2C 的主要运作流程及操作要点 

（2）熟悉电子商务 B2C 操作过程 

（3）掌握电子商务 B2C 的完整过程及规范 

实验项目 2：C2C 实验 

1.教学内容 

练习 C2C 登录、搜索商品、登录商品；商品竞买竞卖流程与交易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中 C2C 网上拍卖 

（2）熟悉 C2C 的操作流程 

（3）掌握网络拍卖的操作 

实验项目 3：B2B 实验三 

1.教学内容 

B2B 会员管理；采购商后台管理；供应商后台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B2B 电子商务的运作流程 

（2）熟悉 B2B 电子商务的原理及操作 

（3）掌握网络拍卖的操作要点 

实验项目 4：网上银行 

1.教学内容 

网上企业银行、网上个人银行、网上商城银行业务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上银行的原理及运作 

（2）熟悉网上银行业务的流程 

（3）掌握网上银行基本业务的操作要点及应用领域 

实验项目 5：CA 认证 

1.教学内容 

CA 证书申请、CA 证书下载、CA 证书安装及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CA 证书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2）熟悉 CA 证书的申请、下载及按照流程 

（3）掌握 CA 证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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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网络营销 

1.教学内容 

网络营销注册、网站建设、域名主机、搜索引擎、分类广告、电子杂志、邮件列

表、调查问卷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营销的主要功能及应用领域 

（2）熟悉网络营销的主要操作及各种应用工具的运用 

（3）掌握网络营销活动的组织与运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利用实验软件具备实验打分功能计算成绩或者按照实验完成

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实验课考核成绩占课程平时成绩的 5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实验中心现有 HP 服务器及装备 Windows7 专业版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6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杨天翔主编，电子商务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 

2.参考书：刘德光等，电子商务实验实训项目化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执笔人：杨天翔 

审批人：王丹萍 

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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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200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设计 

                （E-Business System Planning ＆ Design）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内容包括介绍电子商务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在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

与开发生命周期中介绍相关技术与应用。帮助学生理解电子商务与电子商务系统的关
系，掌握电子商务战略和系统的规划内容,依据和方法，理解电子商务系统分析、设计、

实施与维护管理各阶段的相关技术与方法，认识电子商务系统开发的技术热点和市场

主流产品。 通过企业电子商务系统设计案例和相关技术背景的学习探讨，获得更多

实际应用知识。 

并通过与课程相配合的实验课，使学生对电子商务系统有感性认识，从而加深理
解系统的框架流程，了解现今应用较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另外通过设计性实验，使学

生能体验需求分析和设计过程并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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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系统模拟实习 验证性 4 4 必修 

2 电子商务安全子系统 综合性 4 4 必修 

3 电子商务支付子系统 综合性 4 4 必修 

4 电子商务系统规划设计 设计性 6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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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电子商务系统模拟实习 

1.教学内容 

在电子商务模拟软件中体验电子商务系统框架和 B2B，B2C 流程，包括前、后台

工作，系统掌握整个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和关系，调查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实例，学

习系统分析和设计的过程和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系统框架。 

（2）熟悉 B2B，B2C 流程（包括前、后台工作）。 

（3）掌握学习系统分析和设计的过程和方法。 

实验项目 2：电子商务安全子系统 

1.教学内容 

安全证书的获取和使用，体验安全电子交易协议（SET），安全套接层协议（SSL），

虚拟专用网（VPN）。 

2.教学目标 

（1）了解加密的作用。 

（2）熟悉安全证书的获取和使用。 

（3）掌握安全电子交易协议，安全套接层协议，虚拟专用网的作用。 

实验项目 3：电子商务支付子系统 

1.教学内容 

通过典型商务网站实例体验各种 B2C 和 B2B 领域中的主要数字支付系统，结合

所学课本知识绘出数据流程图，学习根据需要设计合适的支付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 B2C 和 B2B 领域中的主要数字支付系统。 

（2）熟悉系统处理业务过程。 

（3）掌握其特点和功能，会设计支付系统。 

实验项目 4：电子商务系统规划设计 

1.教学内容 

小组设计一种网上商店，编写商务计划书和设计方案，建设商用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设计一个小型网络商店的要素。 

（2）熟悉电子商务计划撰写。 

（3）掌握按设计规划架构商用系统。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项实验结束学生须以小组为单位递交该项实验的详尽实验报告，报告须注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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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的贡献，汇报实验过程，记录实验中的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解释处理方法，

总结实验结论和实验心得。对于设计型实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项目规划书，

其中包括需求分析，项目计划及设计方案，项目实施管理，项目评估总结等内容。 

检查上机操作情况和出勤情况，考核学生递交的详细实验报告。综合上述几项打

分，本实验课合格的要求是实验测评通过且实验报告合格。实验课成绩占本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是 30%，并且要通过本课程考核，实验成绩必须达到合格。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服务器端对硬件的最低要求为 PⅢ/700 以上机型，128M 内存，10G 硬盘，安装

IIS 4.0 以上版本，SQL Server, 并提供一个具有读写权限的虚拟目录。电子商务模拟

系统软件（Ec-Soft NT2002）, dreamwave， IE5.0 以上浏览器。现有实验设备 6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刘军 、董宝田，<<电子商务系统的分析与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参考书：徐明, <<电子商务系统设计与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1 

 

 

 

 

 

 

 

执笔人： 黄钟颖 

审批人： 杨天翔 

完成时间：2016 年 4 月 

                                               

 

 

 

 

http://www.welan.com/search/search.asp?Author=����%20�
http://www.welan.com/search/search.asp?publisher=�ߵ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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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200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Web应用程序设计（Web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操作性要求较高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

进行静态网页和动态网页编程的实际能力，使学生掌握 HTML 代码，CSS 布局，

JavaScript 脚本应用和动态网页 PHP 代码开发。要求学生了解服务器搭建的步骤，本
地资源与远程服务器互动的技巧；熟悉掌握利用 DM 创建和制作网页的操作步骤和操

作过程，远程 PHP 代码的上传，MySql 数据库同步数据的操作等。通过实验，让学

生掌握创建一个服务器端的电子商务网站所需的大部分核心技术，包括远程服务器端

的设置，初步使用新浪提供的 SAE 开发平台，创建服务器端的静动态网页设计与开

发、SAE 提供的 Mysql 数据库与访问技术等，注重学生动手操作技能的提高，通过学

习，每个学生能够初步达到具有一定功能的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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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服务器的搭建与设置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2 静态网页代码及网站发布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3 CSS 完成网页布局和美容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4 PHP 动态网页与表单互动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5 MySQL 的操作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6 商品管理网站设计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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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网站服务器的搭建与设置 

1.教学内容 
学生利用 sae.sina.com.cn 学习自行搭建 WEB 服务器; 

2.教学目标 

掌握 SAE 搭建 PHP 应用程序端和发布网页代码的方法 

（1）了解服务器工作原理 

（2）熟悉 SAE 服务器的申请和操作流程； 
（3）掌握 SAE 搭建 PHP 应用程序端和发布网页代码的方法 

实验项目 2：静态网页代码及网站发布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 Dreamwaver 软件，建立一个音乐分享和下载的网站，并发布至新浪服务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Dreamwaver 软件开发静态网页的方法； 

（2）熟悉静态网页的常用代码； 

（3）掌握 SAE 服务器网站发布及各要素上传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3：CSS 完成网页布局和美容实验 

1.教学内容 

学习用 CSS 和 IDE 工具结合，完成网页代码设计和美观布局的综合实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 CSS 进行布局的优势； 
（2）熟悉 CSS 下的边界，填充，文本，图像，浮动，宽度等基本美观设置； 

（3）掌握使用 DM 工具进行网页的 DIV 设计及 CSS 样式定义。 

实验项目 4：PHP 动态网页与表单互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DW 创建表单的制作，编写 PHP 代码接收浏览器数据，并再服务器进行信

息反馈，完成根据表单的输入，完成服务器端$_get 和$_post 的数据判断 

2.教学目标 

（1）了解静动态网页，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互动的原则； 

（2）熟悉 PHP 动态网页与表单静态网页之间数据传递的基本命令和操作； 
（3）掌握使用 DM 工具进行静态表单网页设计，PHP 接受数据并处理数据的程

序设计。 

实验项目 5：MySQL 的操作实验 

1.教学内容 
在新浪 SAE 服务器端进行 MYSQL 数据库的相关操作，建立商品数据库并完成

产品资料的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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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MYSQL 数据库的特征； 

（2）熟悉 MYSQL 数据库的基本命令和操作； 

（3）掌握在创建数据库，增加记录和查询、修改记录、删除记录的操作 

实验项目 6：商品管理网站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在新浪 SAE 服务器端创建 PHP 网页代码，具有 MYSQL 商品数据库的访问，修

改，查询，增删的基本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PHP 访问 MYSQL 数据库的几种不同方法； 

（2）熟悉使用 PHP 进行 MYSQL 数据库的访问基本命令； 

（3）掌握 PHP 在数据库增加记录和查询、修改记录、删除记录的操作命令和代

码编写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以每次实验课后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评分作为学生的

平时成绩。 

（2）实验课考核：本课程的考核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评分依据，实验课成绩
以平时成绩的形式计入总分，占总分的比例为 30%左右。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专用服务器：1 台；客户机：63 台；局域网络系统：一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徐辉.PHP Web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 

参考书：精通 CSS 与 HTML 设计模式  (美)Michael Bowers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p 和 mysql web 开发》，LukeWellingLauraThomson，2009 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执笔人：洪  壁 

                                            审批人：杨天翔 

                                            完成时间：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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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201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Electronic Logistic Management）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实验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物流的基本流程、物流信息的基本流

程、物流技术的原理与基本操作、基本的物流管理与操作。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实验课程主要通过模拟电子商务与物流活动过程和观察实际

电子商务与物流活动来重复电子商务与物流知识，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把

所学习的物流管理知识应用于实践中，体会电子商务与物流专业知识的作用，其目的

是将前面所学知识、理论、操作在实践中落实，同时，为学生提供了参与电子商务与

物流活动的机会，不仅使学生能够直接感受到电子商务与物流经营模式，更在于让学

生发现电子商务与物流活动规律、系统设计、技术选择、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和潜力，发现现存模式中的问题，提高操作水平和技能并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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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管理  综合性 3 2 必修 

2 熟悉物流装备与物流系统 综合性 3 2 必修 

3 库存控制方式的实现 综合性 3 4 必修 

4 第三方物流运作与管理 综合性 3 2 必修 

5 物流信息技术应用 综合性 3 2 必修 

6 电子商务物流网站管理  综合性 3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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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运输管理 

1.教学内容 

确定合理的运输路线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路线选择问题有很多类，本试验主要是

完成最短路线问题的求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输合理化的影响因素 

（2）熟悉正确选择运输路线的方法 

（3）掌握最短路线问题的编程求解 

实验项目 2：熟悉物流装备与物流系统 

1.教学内容 

通过访问物流装备网站，熟悉物流活动中的各种物流装备 

2.教学目标 

（1）熟悉物流活动中的各种物流装备 

（2）熟悉相关的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及流通加工物流装备 

实验项目 3：库存控制方式的实现 

1.教学内容 

1）利用 ABC 分类管理法对企业库存的 ABC 分类，并利用 EXCEL 的图表技术

绘制 ABC 分类库存的图表；2）掌握 EOQ 的三种计算公式。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的库存控制方法及其特点 

（2）掌握 ABC 分类管理法、经济订货批量两种库存控制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第三方物流运作与管理 

1.教学内容 

利用相关软件模拟第三方物流的运作与管理 

2.教学目标 

（1）熟悉第三方物流的运作过程 

（2）掌握第三方物流的运作与管理 

实验项目 5：物流信息技术应用 

1.教学内容 

利用物流信息系统软件了解物流模块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模块内部信息的相互关

联，熟练操作各模块的基本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物流信息的基本流程，了解物流信息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了解物
流各操作环节的单证格式的设计、内容； 

（2）掌握物流模块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模块内部信息的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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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练操作各模块的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6：电子商务物流网站管理 

1.教学内容 

利用软件模拟电子商务物流网站的管理 

2.教学目标 

（1）熟悉电子商务物流各环节的流程 

（2）了解电子商务物流各环节的管理与控制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选取任意试验让学生操作完成，检查其操作的正确性及其熟练程度，根据其完成

情况给予相应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HP 服务器及配置 WIN7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64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李晓龙。物流管理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 

2.参考书：张铎。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实验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执笔人： 尹 洪 英  

         审批人：杨 天 翔  

完成时间：2016-3-29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C0%EE%CF%FE%C1%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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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2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电子商务网站设计（Website Design for E-Commerce）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操作性要求更高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使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过程

和方法。要求学生了解企业开发网站的建设方案、规划和实施步骤；掌握利用 Fireworks

软件和 Flash 软件制作图像和动画等网页元素；熟悉掌握利用 DreamWaver 创建一个

网站和制作网页的操作步骤和操作过程。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创建一个电子商务网

站所需的大部分核心技术，包括电子商务网站的规划与设计、网站软硬件平台的安装

与配置、静态和动态页面的设计开发、Web 数据库与访问技术等，注重学生动手操作

技能的提高，通过学习，每个学生能够初步达到专业的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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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服务器的搭建与设置

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2 
电子商务网站框架的创建

与设置及网站发布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3 图像和动画制作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4 商务网站设计实验 综合性 9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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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网站服务器的搭建与设置实验 

1.教学内容 
学生利用实验室服务器学习并掌握 IIS 的基本使用方法，了解 WEB 服务器、FTP

服务器、邮件服务器的设置 

2.教学目标 

掌握服务器 IIS 服务的操作与方法 

（1）了解服务器工作原理 
（2）熟悉服务器的 IIS 功能； 

（3）掌握 IIS 下设置指定 WEB 服务器目录和默认页等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电子商务网站框架的创建与设置及网站发布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 Dreamwaver 软件的学习，搭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的首页。 

2.教学目标 

（1）了解 Dreamwaver 软件开发静态网页的方法； 

（2）熟悉建立网站框架结构，熟悉网站服务、维护、更新的流程； 

（3）掌握 Dreamwaver 软件进行网站服务、维护、更新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3：图像和动画制作实验 

1.教学内容 

掌握网页元素的组成、Fireworks 软件制作图像的基本方法和 Flash 软件制作动画

的基本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页开发三剑客工具进行网站开发的优势； 

（2）熟悉 FIREWORKS 和 FLASH 的界面和设计操作； 

（3）掌握如下基本技能：FIREWORKS 进行简单的图像处理技能（蒙版、抠图

等基本技巧）、FLASH 动画制作（渐进动画、引导动画、遮罩动画、ActionScript 等） 

实验项目 4：商务网站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分阶段完成综合商务网站开发，包括商品浏览的查询、分类显示、详细显示页面

的设计，完成用户注册、购物车、支付等页面的设计，完成商务平台进行用户管理、
商品管理网页的设计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商务网站开发的目标和设计流程； 

（2）熟悉商务网站基本功能需求； 

（3）掌握使用工具进行网站规划到设计实施的全部过程，并最终完成简单商品网
站的前台后台代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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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以每次实验课后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评分作为学生的

平时成绩。 

（2）实验课考核：本课程的考核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评分依据，实验课成绩

以平时成绩的形式计入总分，占总分的比例为 30%左右。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专用服务器：1 台；客户机：63 台；局域网络系统：一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刘兰娟.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参考书：王萍萍.ASP+Dreamweaver 动态网站开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8 月 

张玉孔.ASP 动态网页开发案例教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第 1

版 

 

 

 

执笔人： 洪  壁 

审批人： 杨天翔 

完成时间：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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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3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子商务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对所学习的

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通过实验平台得到操作层面的培训，加深对专业知识及基本概

念的理解。 

本课程的实验采用专业的计算机网络实训平台，结合本专业教学计划的特色，安

排实验课时。通过实验平台的训练，通过实验让学生理解和掌握 IP 地址设置、网络

连接、绘制拓扑结构图、路由器设置以及 IE 设置与修改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加深学

生对局域网、IP 地址和 Internet 等基础知识的理解，了解计算机网络领域的最新相关
技术，为其进一步学习基于网络的实际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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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网及电子商务实验

室的网络连接 
综合性 2 4-6 人 必修 

2 局域网管理与规划 综合性 2 4-6 人 必修 

3 常用网络命令 综合性 2 4-6 人 必修 

4 网络用户和组管理 综合性 2 4-6 人 必修 

5 DNS 服务器配置与管理 综合性 2 4-6 人 必修 

6 WWW 服务器配置管理 综合性 2 4-6 人 必修 

7 文件与磁盘管理 综合性 3 4-6 人 必修 

8 FTP 服务器配置管理 综合性 3 4-6 人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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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校园网及电子商务实验室的网络连接 

1.教学内容： 

1) 观察网线的连接方法 

2）观察实验室交换机的连接方法 

3）绘制网络拓扑结构图 

2.教学目标： 

1）了解局域网的连接模式 

2）能认识网络中各部分设备的名称及基本功能 

3）能绘制局域网的拓扑结构图 

实验项目 2：局域网管理与规划 

1.教学内容： 

1）添加网络组件 

2）标识终端计算机 

3）共享网络资源 

4）网络故障检测 

2.教学目标： 

1）掌握添加网络组件的基本步骤 

2）掌握标识终端设备和实现资源共享的基本方法 

3）能根据网络运行情况初步判断网络故障的原因，并进一步进行故障检测 

实验项目 3： 常用网络命令 

1.教学内容：  

1）ipconfig 记录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 

2）ipconfig/all 记录 MAC 地址、主机名称 

3）ping 127.0.0.1 

4）ping 本机 IP 地址 

5）ping 网关地址 

6）arp –a 

7）运行 ping 网关地址、ping 同组其他同学的 IP 地址后再运行 arp –a 查看结果

并说明 

8）netstar –s 查看并说明结果 

9）netstar –e 查看并说明结果 

10）netstar –r 查看并说明结果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的网络管理命令 

2）能熟练通过命令行方式获取相关主机的基本信息 

3）能熟练通过命令行方式对网络进行基本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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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 网络用户和组管理 

1.教学内容： 

1）独立服务器的 windows2003 Server 中添加用户 NewUser,设置帐户密码和密码

属性（用户不能更改密码和密码永不过期）。查看帐户属性并更改帐户密码。 

2）在 windows2003 Server 中添加组 UserGroup，并将用户 NewUser 加入组中。

查看用户 NewUser 的隶属于项目中是否存在组 UserGroup。 

3）使用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进行增加、删除、编辑用户帐户和用户组的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windows2003 Server 用户帐户的管理方法 

2）掌握 windows2003 Server 组帐户和管理方法 

实验项目 5： 文件与磁盘管理 

1.教学内容： 

1）COPY－复制文件 

2）TYPE－在输出设备上显示指定文件的内容 

3）DIR－显示文件目录 

4）DEL－删除磁盘文件 

5）REN－更改文件名 

6）MD,CD,RD－树状结构子目录的操作 

7）DATE－设置或修改系统日期命令 

8) TIME－输入和修改系统时间 

2.教学目标： 

1）使用并掌握磁盘文件操作和维护的有关命令 

2）练习并掌握目录操作和磁盘组织有关的命令 

实验项目 6：DNS 服务器配置与管理 

1.教学内容： 

1)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分别配置 DNS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并测试 

2) 配置 DNS 服务器端的同学在自己的 DNS 服务器上设置名称为 suda.edu.cn 的

区域和 network 子域。在 suda.edu.cn 区域中设置主机 www，在 network 子域中设置

主机 ftp，其 IP 地址分别为 172.16.1.54 和 172.16.1.55。 

3）在反向查找区域中设置指针 54 和 55,分别指向主机 www.suda.edu.cn 和

ftp.network.suda.edu.cn。 

2.教学目标： 

1)了解 DNS 域名系统的基本概念，域名解析的原理和模式 

2)掌握 Windows XP 提供的图形化向导配置 DNS 服务器的方法 

3)了解 DNS 标准配置文件的结构和内容 

实验项目 7： WWW 服务器配置管理 

1.教学内容： 

1）使用 IIS 构筑 www 服务器，并验证所配置 www 服务器的正确性，设置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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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文档，了解站点属性修改对 www 服务器的影响 

2）创建虚拟目录，并通过虚拟目录发布网页 

3）使用 FrontPage2003 在 D:\website 目录下创建一个站点，通过模板生成一个个

人站点；在 IIS 中创建一个新的 Web 站点，端口设为 8000, 试验通过 http://localhost

和 http://localhost:8000 访问当前默认站点域新设置的站点。 

4）使用 FrontPage2003 在 D:\website1 目录下创建一个站点，通过模板生成另一

个个人站点。要求通过创建虚拟目录―other‖,使用户可以访问此站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 IIS 的作用与安装步骤 

2）掌握 www 服务器的建立、属性设置与虚拟目录的创建方法 

实验项目 8： FTP 服务器配置管理 

1.教学内容： 

1）.建立 FTP 站点，允许匿名访问 

2）.在 FTP 站点建立两个虚拟目录：download 和 upload,分别指向磁盘目录
d:\downloadfiles 和 d:\uploadfiles3）. 

3）设置虚拟目录 download 和 upload 的访问权限，使用户只可从 download 中下

载文件，不可上传；用户可以在 upload 目录上传文件，并实际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Internet 上 FTP 服务的主要特点和概念 

2）掌握 FTP 站点的建立与属性设置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1）每次实验结束后，各小组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实验报告一份。 

（2）实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实验名称 

 实验完成时间 

 实验小组成员姓名 

 实验步骤 

 实验结果（实验结论、实验结果截图等）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实验课主要通过课堂实验进行情况及实验报告完成情

况进行考核。 

（2）.实验课考核成绩＝实验进行情况（30％）＋实验报告质量（70％）,实验课

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服务器：3 台 

2、个人电脑：1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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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由器：6 台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计算机网络教程》，谢希仁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基础》，刘远生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参考书：《计算机网络实验技术》，石硕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笔人：王丹萍 

审批人：杨天翔 

完成时间：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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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LBU3005                      课程学分： 3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s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电子商务 

实验室名称：经济管理实验中心（电子商务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库技术已成为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核心与基础。因此，数据

库技术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这门课包括了数据库技术基

本知识、关系数据库及 SQL 应用、SQL Server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SQL Server 

Transact-SQL 编程和应用、数据库管理及 SQL Server 的管理机制与实现等内容，系统、

完整地讲述了当前数据库技术从基本原理到应用实践的过程。 

试验方法：全部是上机操作。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数据库管理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2 表的管理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3 数据查询 综合性试验 6 1 必修 

4 索引和视图 综合性试验 2 1 必修 

5 参照完整性 综合性试验 2 1 必修 

6 存储过程和触发器 综合性试验 2 1 必修 

7 安全管理与数据备份 综合性试验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库管理 



 

 22 

1.教学内容：建立、修改、删除数据库的操作以及相关语法 

2.教学目标: 掌握建立、修改、删除数据库的操作以及相关语法 

实验项目 2：表的管理 

1.教学内容：建立、修改、删除表的操作以及相关语法 

2.教学目标：掌握建立、修改、删除表的操作以及相关语法 

实验项目三：数据查询 

1.教学内容：熟练使用 SELECT 

2.教学目标：掌握最重要的查询语句 

实验项目四：索引和视图 

1.教学内容：掌握相关操作和语法 

2.教学目标：掌握索引和视图 

实验项目五：参照完整性 

1.教学内容：相关操作和语法 

2.教学目标：掌握参照完整性 

实验项目六：存储过程和触发器 

1.教学内容：相关操作和语法 

2.教学目标：掌握相关操作和语法 

实验项目七：安全管理与数据备份 

1.教学内容：相关操作 

2.教学目标：使学生对数据库技术及其应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并能根

据所掌握的数据库设计和管理方法，熟练进行数据库的设计和管理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无。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在期末考试中包含。期末考试有上机题，内容涵盖建表、建

索引、视图等方面的操作。占期末考试大概 20 分左右。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HP 服务器及配置 WIN7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6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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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教材：刘卫国，《数据库技术与应用：SQL Server》，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2-14367-3，2007 年 

参考书： 

1.约根森，勒布朗，《SQL Server 2012 宝典(第 4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2360254，2014 年 

2.高春艳， 陈威， 张磊，《SQL Server 应用与开发范例宝典》，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380555，2015 年 

3.俞榕刚，《SQL Server 2012 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电子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21194993，2013 年 

4. 明日科技，《 SQL Server 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 ：

9787302284864，2012 年 

5.严晖，《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实践教程——SQL Server》，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14231-7，2007 年 

6.罗志高，《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6-02867-9，

2007 年 

7.李春葆，《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基于 SQL Server 2000（第 2 版）》，清华大学出

版社，ISBN 9-787-302-16335-0，2007 年 

8.（美）维埃拉，《SQL Server 2005 高级程序设计》，人民邮电出版社，ISBN 

9-787-115-17079-8，2008 年 

9.（美）德莱尼，《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技术内幕：查询、调整和优化》，电
子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21-08971-8，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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