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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技术 I》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0270007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信息技术 

                             I/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全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公共基础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是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包括计算机的基本理

论知识，也包括常用的计算机办公软件的操作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能

够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并能利用计算机获取信息来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本实验课程，要求学生学会 Windows 的常规操作；掌握 Word、Excel、

PowerPoint、等办公软件的基本使用，为参加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及今后进一步应用计算机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必修/

选修 

1 教学网站的学习 演示性 2 1 必修 

2 
操作系统常规操作，信息浏览及邮件收发，文

件上传、下载及相关工具软件的使用 
演示性 2 1 必修 

3 WORD 基本使用 演示性 2 1 必修 

4 WORD 实例应用（1） 演示性 2 1 必修 

5 WORD 实例应用（2） 演示性 2 1 必修 

6 WORD 实例应用（3） 演示性 2 1 必修 

7 Excel 基本使用（1） 演示性 2 1 必修 

8 Excel 基本使用（2） 演示性 2 1 必修 

9 Excel 实例应用（1） 演示性 2 1 必修 

10 Excel 实例应用（2） 演示性 2 1 必修 

11 期中考试 演示性 2 1 必修 

12 PowerPoint 基本使用 演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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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PowerPoint 实例应用（1） 演示性 2 1 必修 

14 PowerPoint 实例应用（2） 演示性 2 1 必修 

15 综合测试实验(1) 综合性 2 1 必修 

16 综合测试实验(2) 综合性 2 1 必修 

17 期末上机考试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教学网站的学习 

1.教学内容 

完成教学网站相关信息的注册 

2.教学目标 

（1）熟悉教学网站的常用功能 

（2）掌握如何利用教学平台提交作业、掌握学习资料及班级资料的下载 

（3）掌握如何进行课外自测 

（4）掌握如何利用教学平台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 

实验项目 2：操作系统常规操作，信息浏览及邮件收发，文件上传、下载及相

关工具软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操作系统常规操作；信息浏览及邮件收发；文件上传、下载及相关工具软件的

使用 

2.教学目标 

（1）熟悉 Windows―资源管理器‖各项功能 

（2）掌握如何利用 IE 进行网上信息检索 

（3）掌握电子邮件的收发 

（4）熟悉文件上传；下载及相关工具软件的使用（WinRAR 、讯雷下载、网际

快车等) 

实验项目 3：WORD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WORD 中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Word 中文字的编辑；页面设置；文字段落排版；字体格式；段落格

式；首字下沉；边框和底纹；分栏；背景；应用模板等的使用。 

（2）掌握 Word 中的高级排版：绘制图形；图文混排；艺术字；文本框；域；

其他对象插入及格式设置。 

（3）掌握 Word 中的表格处理：表格插入；表格编辑；表格计算等。 

（4）掌握 Word 中文档创建：文档的创建、保存、打印和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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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WORD 实例应用（1） 

1.教学内容 

利用 WORD 制作一个介绍小米手机的电子小报 

2.教学目标 

（1）通过电子小报的设计，掌握 Word 中文档编辑；文档修饰；艺术字；图片；、

文本框；边框底纹；项目符号；分栏等的使用。 

实验项目 5：WORD 实例应用（2） 

1.教学内容 

利用 WORD 制作一份个人简历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一个图文并茂的个人简历，掌握 Word 中水印设置；艺术字的使

用；文本框的使用；页面边框的使用；新建表格和选定表格；合并与拆分单元格；表

格内文字的设置；表格格式的设置。 

实验项目 6：WORD 实例应用（3） 

1.教学内容 

利用 WORD 完成论文的排版 

2.教学目标 

（1）掌握使用 Word 进行论文排版的方法。 

实验项目 7：Excel 基本使用（1） 

1.教学内容 

掌握 EXCEL 中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Excel 的基本操作:数据输入、编辑、查找、替换；单元格删除、清除、

复制、移动；填充柄的使用。 

（2）掌握 Excel 中工作表格式化、图表的创建。 

实验项目 8：Excel 基本使用（2） 

1.教学内容 

掌握 EXCEL 中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Excel 公式与函数的使用。 

（2）掌握数据列表处理：数据列表的编辑；排序；筛选；分类汇总；数据透视

表的建立与编辑。 

实验项目 9：Excel 实例应用（1） 

1.教学内容 

制作课程成绩表及乐团成员表 

2.教学目标 

（1）掌握 excel 中合并、拆分单元格；使用填充柄填充数据；设置单元格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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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及对齐方式；设置单元格边框和底纹；使用绘图工具栏插入直线、文本框；复制单

元格内容；复制工作表；设置工作表标签颜色；填充至同组工作表；打印预览等操作。 

实验项目 10：Excel 实例应用（2） 

1.教学内容 

制作选手得分表及学生成绩单 

2.教学目标 

（1）掌握 excel 中合并单元格；设置单元格字体、颜色及背景色；使用 Max、

Min、Sum、If、Rank 函数；条件格式；页面设置及打印预览；插入工作表；自动筛

选；插入图表等操作。  

实验项目 11：期中上机考试 

1.教学内容  

使用网上考试系统进行期中考试 

2.教学目标 

（1）检验学生基本操作的掌握情况。 

实验项目 12：PowerPoint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PowerPoint 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 掌握 PowerPoin 基本操作：利用向导制作演示文稿；幻灯片插入、删除、复

制、移动及编辑；插入文本框、图片、SmartAart 图形及其他对象。 

(2) 掌握文稿修饰：文字、段落、对象格式设置；幻灯片的主题、背景设置、母

版应用。 

(3) 掌握动画设置：幻灯片中对象的动画设置、幻灯片间切换效果设置。 

(4) 掌握超链接的操作：超级链接的插入、删除、编辑。 

(5) 掌握演示文稿的放映设置和保存。 

实验项目 13：PowerPoint 实例应用（1） 

1.教学内容 

利用 PowerPoint 制作教学课件 

2.教学目标 

（1）掌握复制、移动、插入和删除幻灯片、添加文字和设置文字格式；设置幻

灯片板式、幻灯片模版、幻灯片母板和幻灯片背景；使用和设置幻灯片中艺术字、自

选图形、动作按钮等各种对象；插入视频、设置对象动画效果、幻灯片切换效果；设

置背景音乐；放映幻灯片等操作。 

实验项目 14：PowerPoint 实例应用（2） 

1.教学内容 

利用 PowerPoint 制作制作新产品发布简报 

2.教学目标 

（1）掌握设置设计模板和配色方案；使用母版；设置背景；自定义动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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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切换效果；设置页脚；观看放映等操作。 

实验项目 15：综合测试实验（1） 

1.教学内容  

掌握三个软件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各个软件的常见知识点。 

（2）熟悉考试系统 

实验项目 16：综合测试实验（2） 

1.教学内容  

掌握三个软件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各个软件的常见知识点。 

（2）熟悉考试系统 

实验项目 17：期末上机考试 

1.教学内容  

使用网上考试系统进行期末上机考试。 

2.教学目标 

全面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以电子档的形式提交实验所完成的文档 

2.考核方式：上机考试进行考核（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教师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

台；每名学生一台微型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蒋银珍等.《大学计算机基础应用案例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年 9 月 

2.参考书： 王必有等.《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实验指导(第 5 版第 2 次修订》. 南京大

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 

 

 

 

执 笔 人：  李海燕  

审 批 人：  张志强  

完 成 时 间： 2016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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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技术 II》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270008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信息技术 II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II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全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公共基础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 Word、Excel、PowerPoint、Access 等办公软件的基本

操作和高级技巧，以及在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中运用 VBA 进行程序设计，完

成更为高级的操作需求。同时也为参加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Office）、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Office）及今后进一步应用计算机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WORD 基本使用 演示性 2 1 必开 

2 WORD 高级使用（1） 演示性 2 1 必开 

3 WORD 高级使用（2） 演示性 2 1 必开 

4 WORD 高级使用（3） 演示性 2 1 必开 

5 Excel 基本使用 演示性 2 1 必开 

6 Excel 高级使用（1） 演示性 2 1 必开 

7 Excel 高级使用（2） 演示性 2 1 必开 

8 Excel 高级使用（3） 演示性 2 1 必开 

9 Excel 高级使用（4） 演示性 2 1 必开 

10 期中上机考试 演示性 2 1 必开 

11 PowerPoint 基本使用 演示性 2 1 必开 

12 PowerPoint 高级使用（1） 演示性 2 1 必开 

13 PowerPoint 高级使用（2） 演示性 2 1 必开 

14 Access 基本使用 演示性 2 1 必开 

15 Access 高级使用 演示性 2 1 必开 

16 综合实验(1)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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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选修 

17 综合实验(2) 综合性 2 1 必开 

18 期末上机考试 综合性 2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WORD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WORD 中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Word 中文字的编辑、页面设置、文字段落排版：字体格式、段落格

式、首字下沉、边框和底纹、背景、应用模板。 

（2）掌握 Word 中的表格处理：表格插入、表格编辑、表格计算。掌握 Word 中

文档创建：文档的创建、保存、打印和保护。 

（3）掌握 Word 中的图形排版：绘制图形、图文混排、艺术字、文本框、其他

对象插入及格式设置。 

实验项目 2：WORD 高级使用（1） 

1.教学内容 

掌握 WORD 中的审阅、主题等高级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Word 中文档审阅和修订、分页、分节、分栏等分隔符的设置。 

（2）掌握 Word 中样式、主题、文档注释、交叉引用、目录和索引的应用。 

实验项目 3：WORD 高级使用（3） 

1.教学内容 

掌握 WORD 中的邮件合并等高级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Word 中域的插入和使用，学会使用邮件合并批量处理文档。 

（2）掌握 Word 中多窗口和多文档的编辑， 各种文档视图的使用。 

实验项目 4：Excel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EXCEL 中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 Excel 的基本操作：数据输入、编辑、查找、替换；单元格删除、清

除、复制、移动；填充柄的使用。 

（2）掌握 Excel 中工作表格式化、图表的创建。 

（3）掌握 Excel 简单公式与函数的使用。 

（4）掌握数据列表的编辑、排序、自动筛选及分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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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Excel 高级使用（1） 

1.教学内容 

掌握 EXCEL 中各主要函数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常用统计函数、数值函数、文本函数、查找和引用函数、日期和时间

函数、逻辑函数等的使用。  

（2）主要函数包括：sumif，countif，abs，mod，left，mid，text，substitute，vlookup，

lookup，index，match，exact，address，row，column，date，year，month，day，datedif，

and，false，true，not，iferror 等。 

实验项目 6：Excel 高级使用（2） 

1.教学内容 

掌握 EXCEL 中筛选、数据透视等高级操作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多工作表操作、工作表及工作簿的保护、共享和修订。 

（2）掌握数据高级筛选、分组显示和合并计算。 

（3）掌握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的使用。 

（4）掌握工作表的打印输出、连续页面打印、打印区域设置、超大表格打印。 

实验项目 7：VBA 的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VBA 的基本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编写 VBA 程序的基本步骤。 

（2）掌握 VBA 常量、变量、函数的使用方法。 

（3）掌握 VBA 中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的使用方法。 

（4）熟悉自定义过程和函数的使用方法。 

（5）了解数组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8：VBA 在 WORD 中的运用 

1.教学内容 

了解 WORD 中使用 VBA 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WORD 中的各种 VBA 对象。 

（2）熟悉利用 VBA 编程操作 Word 中文字、图表、文本框等对象。 

实验项目 9：VBA 在 Excel 中的运用 

1.教学内容 

掌握在 EXCEL 中使用 VBA 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EXCEL 中的各种 VBA 对象。 

（2）熟悉利用 VBA 编程操作 Excel 中工作表、行、列、单元格、图表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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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期中上机考试 

1.教学内容 

使用网上考试系统进行期中考试 

2.教学目标 

实验项目 11：PowerPoint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POWERPOINT 中的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向导制作演示文稿；幻灯片插入、删除、复制、移动及编辑；插

入文本框、图片、SmartAart 图形及其他对象。 

（2）掌握文字、段落、对象格式设置。 

（3）掌握幻灯片间切换效果设置。 

（4）掌握超链接的插入、删除、编辑。 

实验项目 12：PowerPoint 高级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PowerPoint 中动画设置等高级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幻灯片的主题、背景设置、母版应用。 

（2）掌握幻灯片中对象的自定义动画设置。 

（3）掌握演示文稿放映设置、演示文稿打包。 

实验项目 13：VBA 在 PowerPoint 中的运用 

1.教学内容 

了解 PowerPoint 中使用 VBA 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PowerPoint 中的各种 VBA 对象。 

（2）了解利用 VBA 编程操作 PowerPoint 中幻灯片、标题、正文、图表、艺术

字等对象。 

实验项目 14：Access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ACCESS 中的数据库和表的基本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 Access 数据库的创建、表结构的建立和修改、记录的录入和修改。 

（2）掌握主键的设置以及表间关系的设置。 

实验项目 15：Access 高级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 ACCESS 中查询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掌握简单查询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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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汇总查询的设计。 

（2）了解使用 SQL 语句设计查询的方法。 

实验项目 16：综合测试实验（1） 

1.教学内容 

掌握四个软件的综合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各个软件的单个知识点。 

（2）掌握各个软件的交互方法。 

实验项目 17：综合测试实验（2） 

1.教学内容 

掌握四个软件的综合使用以及 VBA 的运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各个软件的单个知识点。 

（2）掌握各个软件的交互方法。 

（3）掌握 VBA 在 WORD 和 EXCEL 中的运用。 

实验项目 18：期末上机考试 

1.教学内容 

使用网上考试系统进行期末上机考试。 

2.教学目标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以电子档的形式提交实验所完成的文档 

2.考核方式：上机考试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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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高级应用案例教程，沈玮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9 月 

2.参考书：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教程实验指导，张明、王必友等著，南京大学大学出

版社，2006 年 8 月 

 

 
 

执 笔 人：沈   玮   

审 批 人：张志强   

完 成 时 间：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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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271002                     课程学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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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全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公共基础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VB 是在 Windows 平台上广泛使用的程序开发工具，它简单易用，适用面广，可

以编写普通的 Windows 应用程序。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程序调试和出错处理的能

力，提高学生程序设计和应用软件开发的能力；能较熟练地进行顺序结构、选择结构、

循环结构程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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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基本操作 设计性 3 1 必修 

2 常用控件的使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3 运算符、表达式和函数的使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4 If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5 Select Case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6 For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7 While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8 循环嵌套结构的应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9 一维数组的应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0 二维数组的应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1 控件数组的应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2 自定义 Function 的使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3 自定义 Sub 的使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4 程序调试 设计性 3 1 必修 

15 文件控件的使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6 文件的读写操作 综合性 3 1 必修 

17 图形和数据库控件的使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18 综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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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Basic 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熟悉 VB 的 IDE 及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VB 应用程序的组成及创建方法。 

（2）熟悉窗体的属性。 

（3）掌握工程和窗体文件的保存方法。 

实验项目 2：常用控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常用控件的属性、方法和事件；菜单的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下拉式菜单的设计； 

（2）熟悉向工程中添加窗体并进行调用的方法； 

（3）掌握常用控件的属性的设置、方法的调用及简单事件过程代码的编写； 

实验项目 3：运算符、表达式和函数的使用 

1.教学内容 

数据类型、常量和变量、运算符、表达式、内部函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类型的种类、常量和变量的定义和作用域； 

（2）熟悉运算符的功能和优先级； 

（3）掌握常用内部函数的功能； 

实验项目 4：If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If 语句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If 语句的使用格式； 

（2）熟悉 If 语句的执行流程； 

（3）掌握 If 语句的嵌套应用； 

实验项目 5：Select Case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Select Case 语句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Select Case 语句的使用格式； 

（2）熟悉 Select Case 语句的执行流程； 

（3）掌握 Select Case 语句的使用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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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For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For…Next 循环语句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For…Next 语句的使用格式； 

（2）熟悉 For…Next 语句的执行流程； 

（3）掌握 For…Next 语句的使用注意点； 

实验项目 7：While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While 语句及 Do…Loop 循环语句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While 语句及 Do…Loop 循环语句的使用格式； 

（2）熟悉 While 语句及 Do…Loop 循环语句的执行流程； 

（3）掌握 While 语句及 Do…Loop 循环语句的使用注意点； 

实验项目 8：循环嵌套结构的应用 

1.教学内容 

循环结构的嵌套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For 循环、While 循环、Do…Loop 循环的嵌套使用方法； 

（2）掌握循环结构的嵌套使用注意点。 

实验项目 9：一维数组的应用 

1.教学内容 

一维数组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维数组的定义形式； 

（2）熟悉一维数组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0：二维数组的应用 

1.教学内容 

二维数组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二维数组的定义形式； 

（2）熟悉二维数组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1：控件数组的应用 

1.教学内容 

控件数组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控件数组的定义形式； 

（2）熟悉控件数组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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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2：自定义 Function 的使用 

1.教学内容 

Function 的定义、调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Function 过程的定义格式； 

（2）熟悉 Function 过程的调用格式； 

（3）掌握参数的两种传递方法； 

实验项目 13：自定义 Sub 的使用 

1.教学内容 

Sub 的定义、调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Sun 过程的定义格式； 

（2）熟悉 Sub 过程的调用格式； 

（3）掌握 Function 过程和 Sub 过程的异同； 

实验项目 14：程序调试 

1.教学内容 

掌握 VB 常用的程序调试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程序错误类型； 

（2）熟悉调试窗口的使用； 

（3）掌握常用的几种程序调试方法； 

实验项目 15：文件控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文件系统控件和对话框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文件控件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2）熟悉文件控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对话框的调用方法； 

实验项目 16：文件的读写操作 

1.教学内容 

文件的分类及操作步骤； 

2.教学目标 

（1）了解二进制文件的使用。 

（2）熟悉随机文件的使用； 

（3）掌握顺序文件的操作过程； 

实验项目 17：图形和数据库控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图形控件、数据库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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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形控件的属性； 

（2）熟悉常用图形控件及方法的应用； 

（3）掌握数据库控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8：综合练习 

1.教学内容 

窗体和控件综合运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程序的启动过程； 

（2）熟悉多窗体、控件的综合运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以电子档的形式提交各实验项目所完成的文档（包括工程文件和窗体文

件），并由任课教师批阅，考核方式采用上机考试形式；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的教师示范用 PC 机一台；每个学生一台

连接 Internet 的 PC 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蒋银珍等.《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学习与实验指导》.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 

2.参考书： 

[1]  蔡翠平.《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  刘炳文.《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教程》（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  钱培德等.《新编 Visual Basic 学习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谢步瀛等.《Visual BASIC 计算机绘图》.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 年 

[5]  龚沛曾等.《Visua1 Basic 程序设计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6]  Microsoft.《Microsoft Visual Basic 编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执 笔 人：  蒋银珍  

审 批 人：  张志强  

完 成 时 间： 20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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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程序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271003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C 程序设计/C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全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公共基础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C 程序设计语言是目前应用领域最广泛的一门程序设计语言，C 程序设计也是实

践性非常强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切实掌握 C 语言程序的编

辑、编译、调试、运行的方法和技巧。 

通过本实验课程，使学生掌握 C 语言集成开发环境的用法，学习并掌握 C 语言

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掌握顺序、选择、循环程序结构，掌握常见算法的使用、掌握

指针和链表，学习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培养学生使用 C 语言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 C 程序设计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正确

的程序设计思想，为后继学习和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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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C 程序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基本输入、输出 验证性 3 1 必修 

3 选择结构 设计性 3 1 必修 

4 循环结构 设计性 3 1 必修 

5 循环嵌套 设计性 3 1 必修 

6 一维数组 设计性 3 1 必修 

7 多维数组 设计性 3 1 必修 

8 字符数组 设计性 3 1 必修 

9 结构体 设计性 3 1 必修 

10 共用体等自定义类型 设计性 3 1 必修 

11 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设计性 3 1 必修 

12 函数的嵌套 设计性 3 1 必修 

13 作用域与多文件组织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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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内存动态分配 综合性 3 1 必修 

15 链表应用 综合性 3 1 必修 

16 文件 综合性 3 1 必修 

17 编译预处理及多文件组织 综合性 3 1 必修 

18 综合练习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第一个 C 程序 

1.教学内容 

编辑、编译、运行一个 C 语言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的特点 

（2）熟悉 C 语言实验上机环境 

（3）掌握 C 源程序的编译方法 

实验项目 2：基本输入、输出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对 C 语言各种基本类型数据进行输入、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中不同数据类型区别 

（2）掌握 C 语言基本输入、输出方法 

实验项目 3：选择结构 

1.教学内容 

（1）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输入三个整数、从大到小排序输出； 

（2）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输入个人月收入，输出应缴税额 

2.教学目标 

（1）掌握 if 语句的用法 

（2）掌握 switch 语句的用法 

实验项目 4：循环结构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程序，根据当前中、美 GDP 经济增长率，计算中国 GDP 赶上美国的时

间 

2.教学目标 

（1）掌握 while 循环的使用方法 

（2）掌握 do...while 循环的使用方法 

（3）掌握 for 循环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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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循环嵌套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根据当前中、美 GDP 和美国经济增长率，计算如果中国

要在 X 年内赶上美国 GDP，中国为来若干年内最低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2.教学目标 

（1）掌握循环嵌套的使用方法 

（2）掌握 break 在循环中的使用方法 

（3）掌握 continue 在循环中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6：一维数组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输入若干个整数、然后排序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组的存储方式 

（2）掌握一维数组的用法 

实验项目 7：多维数组 

1.教学内容 

    输入一个二维矩阵，转置输出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维数组的存储方式 

（2）掌握二维数组的用法 

实验项目 8：字符数组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输入一篇英文文章，统计出现的所有字母的频率 

2.教学目标 

（1）掌握字符数组的特点 

（2）掌握字符数组的用法 

（3）掌握 C 标准函数库中常用字符串处理函数的用法 

实验项目 9：结构体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输入一个班级学生信息，根据成绩、年龄的信息排队 

2.教学目标 

（1）了解结构体的特点 

（2）掌握结构体数组用法 

实验项目 10：共用体等自定义类型 

1.教学内容 

编写若干 C 语言程序，尝试各种自定义数据类型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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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位段的用法 

（2）掌握公用体的用法 

（3）掌握自定义类型用法 

实验项目 11：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输入一篇英文文章，统计出现的所有字母的频率，各功

能分别使用函数实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 

（2）掌握函数基本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2：函数的嵌套 

1.教学内容 

（1）编写一个函数，用递归求解 

（2）将用递归求解的函数改为递推求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嵌套的特点 

（2）掌握函数的嵌套使用 

实验项目 13：作用域与多文件组织 

1.教学内容 

（1）编写一个程序，使用到全局变量和局部静态变量； 

（2）将（1）中程序分成多个 C 源程序并编译运行 

2.教学目标 

（1）了解作用域的概念 

（2）掌握作用域的用法 

（3）掌握多文件组织的方法 

实验项目 14：内存动态分配 

1.教学内容 

输入一个班级的信息，班级人数在程序运行时输入，根据成绩排序，成绩相同的

按照姓名排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C 语言程序中内存的使用方法 

（2）掌握内存动态分配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15：链表应用 

1.教学内容 

将实验 14 中的数据存储更改为使用链表实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链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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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链表的基本使用用法 

实验项目 16：文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将实验 14 中的学生信息从文件读入，并将结果也保存为文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文件的概念 

（2）掌握文件的用法 

实验项目 17：编译预处理和多文件组织 

1.教学内容 

编写程序实验各种编译预处理用法。将实验 16 程序改为多源程序文件存储，并

尝试使用多个头文件。 

2.教学目标 

（1）掌握编译预处理的用法 

（2）掌握编译预处理在多文件程序中用法 

实验项目 18：综合练习 

1.教学内容 

进一步完善实验 17，使其能实现基本的奖学金评定功能。 

2.教学目标 

掌握编写一个综合性 C 语言程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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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对报告内容的要求） 

实验报告采用电子版方式提交 

内容包括： 

 实验内容 

 实验目的 

 源程序清单 

 实验总结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采用上机考试 

 根据程序完成质量评定成绩 

 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教师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

台；每名学生一台微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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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王朝晖、卢晓东.《C 程序设计学习与实验指导》.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张志强、周克兰.《C 语言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执  笔  人： 张 志 强 

审  批  人： 张 志 强 

完 成 时 间： 2 0 1 6 . 5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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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1003                    课程学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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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网络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是 C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C 语言程序的编辑、编译、上机调试

等基本操作操作，能够运用 C 语言程序解决本专业某些实际问题，并养成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从而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

和在毕业设计时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学要求：注意自始至终贯彻课程中所介绍的程序设计风格，养成良好的编程习

惯。应独立完成所布置的上机作业，为保证尽量在统一安排的上机时间内编译运行通

过程序，应事先预习设计好程序。课后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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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语言集成环境及程序初步 设计性 2 1 必修 

2 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 设计性 2 1 必修 

3 输入与输出实现 设计性 2 1 必修 

4 选择结构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循环结构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循环嵌套 设计性 2 1 必修 

7 数组 设计性 2 1 必修 

8 数组排序 设计性 2 1 必修 

9 字符数组与字符串 设计性 2 1 必修 

10 函数的定义和调用、传值形式的参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11 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变量的存储属性 设计性 2 1 必修 

12 指针变量的定义及指针与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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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指针与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14 结构体和共用体 设计性 2 1 必修 

15 链表 设计性 2 1 必修 

16 文件 设计性 2 1 必修 

17 综合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 语言集成环境及程序初步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简单的 C 程序，并调试程序，产生输出结果。  

2.教学目标 

（1）熟悉 C 语言的集成环境，了解菜单的使用方法。 

（2）掌握 C 语言程序上机的编辑、编译、连接、运行的基本步骤 

（3）了解 C 语言程序的结构。 

实验项目 2：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 

1.教学内容 

C 语言中的数据类型，运算符，由运算符和数据组成的表达，以及它们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类型及使用方法。 

（2）掌握常用算术运算符的使用方法、优先级别及结合方向。 

（3）掌握 C 语言表达式的运算规则。 

实验项目 3：输入与输出实现 

1.教学内容 

C 语言中的数据输入和输出方法，特别是如何格式化输出数据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整型、实型、字符型数据的输入输出格式控制。 

（2）掌握 scanf、printf 函数语句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选择结构 

1.教学内容 

选择结构程序的基本原理，if-else 和 switch 选择结构控制语句，理解 break 在

switch 语句中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 if 语句实现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2）掌握逻辑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3）掌握利用 switch 语句实现选择结构的程序设计方法。 

（4）注意 break 在 switch 语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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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循环结构 

1.教学内容 

循环结构程序的原理、while,do-while 和 for 循环控制语句的设计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 while 或 do while 实现条件型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2）掌握利用 for 语句实现计数型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循环嵌套 

1.教学内容 

多层循环的设计方法和原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循环嵌套的程序设计方法，注意内外层循环间的关系。 

实验项目 7：数组 

1.教学内容 

数组的概念和定义，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一、二维数组的定义规则。 

（2）正确运用一、二维数组进行程序设计。 

实验项目 8：数组排序 

1.教学内容 

计算机中的算法概念，三种基本的排序算法：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和插入排序。 

2.教学目标 

（1）掌握冒泡法排序。 

（2）掌握选择法排序。 

（3）掌握插入法排序。 

实验项目 9：字符数组与字符串 

1.教学内容 

字符串的基本概念、字符数组和字符串的关系、字符串的使用和常用字符串操

作函数。 

2.教学目标 

（1）掌握利用字符数组存放字符串的方法。 

（2）掌握常用的字符串操作函数。 

实验项目 10：函数的定义和调用、传值形式的参数 

1.教学内容 

函数的概念、C 语言中函数的定义和调用方法、函数的参数传递概念，传值形

式的函数参数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掌握 C 语言函数的定义及调用规则。 

（2）掌握值传递的参数传递原理和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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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1：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变量的存储属性 

1.教学内容 

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的形式，函数参数的地址传递形式、原理、使用方法，变

量的作用域、生存期等基本概念和原理。 

2.教学目标 

（1）掌握地址传递、函数作参数、函数名作参数等知识。分析并理解地址传递

的概念以及形参数组的变化为什么影响实参数组的工作原理。 

（2）掌握递归的使用。 

（3）区分动态变量和静态变量，外部变量和局部变量。 

（4）理解变量的各种存储属性 register、auto、static 和 extern。 

实验项目 12：指针变量的定义及指针与数组 

1.教学内容 

指针的概念、定义和使用方法，指针与数组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掌握指针类型变量的定义和引用方法。 

（2）学会用指针对变量进行操作。 

（3）掌握指针与一维数组、二维数组的关系。 

（4）掌握指针数组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3：指针与函数 

1.教学内容 

指针作为函数参数的原理、定义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指针作函数的参数的程序设计方法。 

（2）掌握指向函数的指针的程序设计方法。 

（3）掌握返回指针值的函数的程序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14：结构体和共用体 

1.教学内容 

结构体和共用体的定义和使用方法，二者的区别。 

2.教学目标 

（1）掌握结构体类型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2）掌握共用体类型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5：链表 

1.教学内容 

链表的基本概念、实现方法和相关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动态数据结构和静态数据结构的区别、作用。 

（2）掌握链表的建立及访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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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文件 

1.教学内容 

文件的基本概念，二进制文件和文本文件的不同，文件的打开、关闭和读写方

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文件的定义、打开、关闭方法。 

（2）掌握文件的各种读写函数的使用方法。 

（3）掌握文件的定位和随机访问方法。 

实验项目 17：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前面所学知识，设计和完成一个综合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程序设计的分析方法、程序设计方法。 

（2）熟悉用程序设计的思维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编写相关程序。 

（3）掌握用程序设计思维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 C 语言完

成一个综合实验，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两周内，必须提交实验报告文档。实验报告文档至少要求包含以

下内容： 

1) 格式规范，书写清晰； 

2) 要求叙述具体的实验过程中的算法思想、流程图或 NS 图和源程序清单； 

3) 给出运行结果； 

4) 完成相应部分的实验小结。 

2、考核方式 

1) 每次实验课结束时有指导老师现场根据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 评分过程依据运行结果（70％）、程序结构的合理性（10％）和代码的可读性

（20％）多个方面明确的指标进行； 

3)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台式计算机，PIV，安装有 Win7 以上操作系统、Visual studio 2010

及以上版本。 

现有台套数：现有 4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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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谭浩强《C 程序设计(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参考书： 

苏小红, 孙志岗, 陈惠鹏《  C 语言大学实用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Perter Van Der Linden 著，徐波译《C 专家编程》2008 
 

                                               

 

 

执 笔 人：姚望舒   

审 批 人：赵   雷   

完 成 时 间：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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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1007                     课程学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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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54 (包含实验课时)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 

实验室名称：理工楼机房 

一、课程简介 

Java 语言程序设计是训练学生编程思维和能力的一门实用课程. 该课程主要学

习 Java 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特点、运行过程、开发环境和语言基础；面向对像程序

设计原理以及类、方法、对象、接口和包; Java 文件操作和异常;Java 语言的 GUI、事

件处理.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 Java 语言的编程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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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语言的运行环境安装配置 验证 2 1 必修 

2 Java 基本程序设计 验证 2 1 必修 

3 数组和字符串 验证 2 1 必修 

4 类与对象的设计 验证 2 1 必修 

5 类与继承 验证 2 1 必修 

6 Java 类库和常用类 验证 2 1 选修 

7 异常处理 验证 2 1 必修 

8 文件操作 验证 2 1 必修 

9 简单 GUI 设计 验证 2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Java 语言的运行环境安装配置 

1.教学内容 

(1) JDK 的安装与 Java 运行环境的配置; 

(2) Eclipse 的安装与使用; 

(3) 简单的 Java 打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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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了解 Java 语言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点. 

(2) 熟悉 JDK 的安装与 Java 运行环境的配置. 

(3) 掌握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实验项目 2：Java 基本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1) Java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基本数据类型; 

(2) 常见运算符和表达式; 

(3) Java 的三种控制结构 (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和循环结构):  

打印 1~100 之间的素数; 

将任意的一个大于 2 的偶数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 

2.教学目标 

(1) 掌握基本数据类型及其之间的隐式或强制转换. 

(2) 掌握表达式和表达式语句的书写. 

(3) 掌握并灵活使用 Java 的三种控制结构. 

实验项目 3：数组和字符串 

1.教学内容 

(1) 字符串(String 和 StringBuffer 类)的使用: 

设计一个程序, 对 String 类进行测试, 测试内容包括: 字符串对象的创建、获

取子串、子串定位、字符串比较、字符串连接和替换等操作. 

(2) 一二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 掌握 String 和 StringBuffer 类, 以及常用的字符串操作方法. 

(2) 掌握数组的使用与操作, 以及常用的数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4：类与对象设计 

1.教学内容 

(1) 类的定义: 

设计一个类, 完成不同形状图形的面积计算. 

设计银行卡类, 银行卡类包含卡号、账户名、余额等信息; 涉及银行卡的操作

包含建卡、存款、取款和显示账户信息等. 

(2) 对象的使用: 

根据以上两个定义的类, 为每个类创建对象, 并使调用对象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 掌握类与对象的关系; 

(2) 掌握类与对象的声明及定义方法; 

(3) 理解构造方法及执行过程; 

(4) 掌握方法的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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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类与继承 

1.教学内容 

(1) 父类与子类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 理解继承机制, 理解子类与父类的定义关系; 

(2) 掌握方法重置的本质和应用; 

(3) 掌握 super、this 等关键字的使用; 

(4) 掌握上转型对象以及多态的实现. 

实验项目 6：Java 类库和常用类 

1.教学内容 

(1) 包装类及其常用方法: 

设计一个程序对小数进行四舍五入操作; 

字符串与数值类型之间的转换. 

(2) 时间和日期类: 

按照要求的格式显示日期和时间; 

计算某段时间前后的时刻. 

2.教学目标 

(1) 掌握 Java API 帮助文档的使用; 

(2) 掌握常用类及其常用方法; 

(3) 掌握如何查找合适的类和正确的方法. 

实验项目 7：异常处理 

1.教学内容 

(1) 异常的处理机制: 

产生数组越界、数值转换等异常并作相应的处理. 

(2) 自定义异常: 

设计一个异常类, 对设置学生成绩小于 0 分时抛出异常. 

2.教学目标 

(1) 掌握 Java 异常的工作原理及处理机制; 

(2) 掌握捕捉到异常后的处理方法; 

(3) 能够用 try、catch、throw、finally 等语句处理异常. 

实验项目 8：文件操作 

1.教学内容 

(1) Java 输入/输出流: 

设计程序实现 Java 的写文件和读文件操作.  

(2) Java 串行化的实现: 

设计程序将引用类型变量的值以文件形式存储. 

2.教学目标 

(1) 掌握 Java 读写文件的多种不现实现方法; 

(2) 掌握 Java 串行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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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与文件操作相关的异常类及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9：简单 GUI 设计 

1.教学内容 

(1) 设计一个简单的用注册界面; 

(2) 设计一个简单的计算器界面. 

2.教学目标 

(1) 掌握 AWT 的继承关系及设计 GUI 的方法; 

(2) 掌握用 Swing 的继承关系及设计 GUI 的方法; 

(3) 掌握容器组件及普通组件的关系; 

(4) 掌握布局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及组件的加载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实验课程采用随堂考查. 考查比例为: 预习报告、上机调试、实验报告各占

20%、50%、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设备, 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张屹、蔡木生主编, 《Java 核心编程技术 (第二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参考书： 

[1]. Cay S.Horstmann,GaryCornell.Core JAVA 7th Edithon. Prentice Hall PTR.2004.12. 

[2]. Bruce Eckel 著 陈昊鹏、饶若楠等译. Java 编程思想第三版. (美)机械大学出版社. 

2005.8 

[3]. H.M.Deitel.JAVA HOW TO PROGRAM FIF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Inc. 

2003 

[4]. 潘 浩、李芙玲等.Java 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11 

 

 
 

执 笔 人：李军辉  

审 批 人：贡正仙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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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操作系统》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1009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Linux 操作系统/Linux Operation System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主要内容包括： Linux 的安装、历史、主要命令、文件系统和基本原理、进程

管理、系统基本管理、Linux 平台上的软件开发等基础知识。让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

后，可以熟练使用 Linux，进行日常编程、学习，从而方便将来操作系统、编译原理、

网络等课程的学习。具体目标包括： 

1、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本使用方法 

2、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的新概念、名词及术语 

3、熟练使用 Linux 下的一些主要命令，如文件（目录）操作、进程管理、man、

egrep、find 等 

4、熟练使用 vi 编辑器 

5、掌握 shell 脚本编程 

6、了解文件系统的原理，掌握软硬链接文件的原理，理解分区的概念 

7、掌握 Linux 的基本管理，如安装软件、设置网络等 

8、掌握如何在 Linux 下编写并编译 C/C++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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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使用 验证性 3 1 必修 

2 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学习 验证性 3 1 必修 

3 重定向和管道学习 验证性 3 1 必修 

4 Linux 文件系统学习 验证性 2 1 必修 

5 Linux 环境编程 综合性 3 1 必修 

6 Shell 编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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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1） Linux 图形界面使用：登录、设置网络、安装软件，打开终端 Terminal，

使用工作区等（和 Windows 类似） 

（2） 文字界面下登录（Ctrl+Alt+F1~F6） 

（3） 简单的命令 date, cal,bc 等 

（4） 文件（目录操作）命令：ls, cd, mkdir, rmdir, rm, mv, cp 等 

（5） 在线帮助命名 man 

2.教学目标 

（1）熟悉 Linux 图形界面和命令行操作方式 

（2）掌握 Linux 基本使用 

实验项目 2：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学习 

1.教学内容 

（1） 学习通配符的语法，用 find 命令来练习 

（2） 学习正则表达式的语法，用 egrep 命令来练习 

2.教学目标 

（1） 掌握通配符、正则表达式的基本用法 

（2） 掌握 find 和 egrep 命令的基本用法 

实验项目 3：重定向和管道学习 

1.教学内容 

（1） 学习输入输出重定向，以 sort 命令为例 

（2） 学习管道的使用 

（3） 练习一些常用的过滤器命令：wc, tr，awk, sed 等 

2.教学目标 

（1） 掌握重定向和管道的基本用法 

（2） 掌握常用过滤器命令的基本用法 

实验项目 4：Linux 文件系统学习 

1.教学内容 

（1） 练习 Linux 文件系统相关命令：df, du, fdisk，了解 inode/block 等概念 

（2） 练习链接文件的创建、删除等 

（3） 练习 U 盘（ios 文件）的挂载卸载 

2.教学目标 

（1） 掌握 Linux 文件系统相关的基本命令和概念 

（2） 掌握链接文件的使用 

（3） 掌握文件系统挂载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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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Linux 环境编程 

1.教学内容 

（1） 学习 Linux 下编写、编译、调试 C 语言程序，（gcc/gdb） 

（2） 学习命令行参数的使用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3） 完成一个基本的 C 语言程序，实现 cp 命令的基本功能 

2.教学目标 

（1） 掌握 Linux 环境编程的基本工具 

（2） 掌握命令行参数的使用 

（3） 可以独立完成基本的 C 语言编程任务 

实验项目 6：Shell 编程学习 

1.教学内容 

（1） 学习 Linux Shell 编程 

（2） 完成一个基本的 shell 脚本:在当前目录下创建 100 个文件夹，在每个文件

夹下生成一个空文件，随机生成两个数字，将其和写入到文件中。 

2.教学目标 

（1） 掌握 Linux shell 编程 

（2） 可以独立完成基本的 shell 编程任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期末对前 4 个实验项目统一考核，每个学生考核五分钟，上机操作。 

后面 2 个实验项目，学生完成后实验课上随堂考核，通过后提交代码，最终对代

码进行软件自动抄袭检查。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300 台 PC 机，安装有 Ubuntu 操作系统。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哈恩(Harley Hahn)、张杰良(译)，国外计算机科学经典教材•Unix & Linux 大

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参考书：鸟哥、王世江（改编），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基础学习篇（第三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李正华  

审 批 人：王红玲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93%88%E6%81%A9%28Harley+Hahn%2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C%A0%E6%9D%B0%E8%89%AF&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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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与数字电路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1011            课程学分：4.5 

课程名称（中/英）：模拟与数字电路设计/ Analog & Digital Circuit Design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网络工程、物联网、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数字电路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加深学生对课堂已学过的模拟数字电路内容的理解，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机

会，以增强其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分析、设计、组装和调试电路的基本技能，使学生

掌握电路及实验方法。 

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模拟数字电路

的实验也应不断得到更新、完善和开拓。除了对常规的电子电路、TTL 逻辑器件（如

逻辑门、触发器等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进行实验外，也要学会可编程器件 PLD（如

CPLD、FPGA 等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使用，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来进行数字电

路设计和功能仿真。这种硬件软化的实验方法具有容易设计、容易修改和容易实现等

优点，可有效地提高实验效率，正在逐步地取代前一种纯硬件联接逻辑的实验方法，

成为数字逻辑电路实验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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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算放大器基本应用电路 验证 3 1 必修 

2 译码器 验证 2 1 必修 

3 译码器的应用(一位全加器) 综合 2 1 必修 

4 优先编码器 验证 1 1 必修 

5 BCD 码转换成余 3 码 综合 2 1 必修 

6 四路数据选择器 验证 1 1 必修 

7 四位多功能寄存器 综合 2 1 必修 

8 110101 代码发生器 综合 3 1 必修 

9 四位全加器 设计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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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运算放大器基本应用电路 

1.教学内容    

同相和反相比例运算电路设计与测试；运放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设计与测试。 

放大器电压增益 KV=10，要求测量不失真输出动态范围 Vopp 和放大器的幅频

特性。直流电源电压 VCC=+8V， VSS=-8V 。 

运放积分电路：输入矩形波 Vopp =5V，调节积分电路时间常数，记录不同时间

常数对输出三角波的影响。 

运放微分电路：输入三角波 Vopp =5V，调节微分电路时间常数，记录不同时间

常数对输出矩形波的影响。 

2.教学目标 

掌握运算放大器基本使用及调试方法、运放应用电路及电路性能指标的测试方

法。 

实验项目 2：译码器 

1.教学内容 

了解集成电路芯片引脚排列的一般规律，学会对集成电路芯片引脚的辨认和使

用集成电路芯片。根据 3-8 译码器 74LS138 的功能表，用导线连接相应的输入输出信

号以及控制信号，检查无误后，接通实验仪器的电源，然后依照功能表给译码器输入

不同的二进制信号，观察并记录译码器的输出信号，比较译码器的输出与功能表中的

输出值是否一致。 

2.教学目标 

（1）了解集成电路芯片引脚排列的一般规律，学会对集成电路芯片引脚的辨认

和使用集成电路芯片。 

（2）掌握 3-8 译码器的功能。 

实验项目 3：一位全加器 

1.教学内容 

根据功能表，了解集成电路芯片 74LS138 和 74LS20 的功能。用这 2 个芯片设

计一位全加器，根据设计好的电路图用导线连接好实际线路，检查无误后，接通实验

仪器的电源，给全加器输入不同的信号，观察并记录全加器的输出信号，使输出信号

符合全加器的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用译码器的功能和逻辑表达式的变换方法。 

（2）掌握独立完成用译码器和门电路设计一位全加器，画出设计电路图，并且

通过实验实现全加器的功能。 

实验项目 4：优先编码器 

1.教学内容 

把二进制数经过译码器 74LS138 进行译码，然后把译码器的输出再作为编码器

74LS148 的输入，使编码器的输出与二进制数一致。根据实验连线图，用导线连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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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输入输出信号以及控制信号，检查无误后，接通实验仪器的电源，然后给译码器

输入不同的二进制信号，观察并记录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比较二进制输入信号经过译

码器及编码器后，是否与输出信号一致。 

2.教学目标 

（1）了解优先编码器的功能。 

（2）掌握优先编码器的输出方式。 

实验项目 5：BCD 码转换成余 3 码 

1.教学内容 

四位全加器 74LS83 的功能，用 74LS83 设计实现 BCD 码转换成余 3 码的电路。

根据设计好的电路图用导线连接好实际线路，检查无误后，接通实验仪器的电源，给

全加器输入不同的 BCD 码，观察并记录全加器的输出信号是否为输入 BCD 码对应的

余 3 码。 

2.教学目标 

（1）了解四位全加器 74LS83 的功能。 

（2）掌握根据四位全加器 74LS83 的功能，以及 BCD 码和余 3 码的定义，独立

完成 BCD 码转换成余 3 码的电路设计，画出设计电路图，并且通过实验实现 BCD

码到余 3 码的转换。 

实验项目 6：四路数据选择器 

1.教学内容 

根据实验连线图，用导线连接相应的输入输出信号以及控制信号，检查无误后，

接通实验仪器的电源，然后依照数据选择器 74LS153 的功能表给出相应的输入信号，

观察并记录数据选择器的输出信号，比较输出信号与功能表中的输出值是否一致。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选择器的功能。 

（2）掌握数据选择器的输入输出关系。 

实验项目 7：四位多功能寄存器 

1.教学内容 

四位多功能寄存器 74LS194 和反相器 74LS04 的功能。根据实验连线图，用导

线连接相应的输入输出信号以及控制信号，检查无误后，接通实验仪器的电源，然后

依照功能表给出相应的输入信号，观察并记录相应的输出信号，比较输出信号是否正

确。 

2.教学目标 

（1）了解四位多功能寄存器 74LS194 的功能。 

（2）掌握时序电路与组合电路的区别以及寄存器的特点。 

实验项目 8：110101 代码发生器 

1.教学内容 

了解 D 触发器的特点，用 D 触发器设计一个 110101 代码发生器，画出相应的

电路图。根据设计好的电路图用导线连接好实际线路，检查无误后，接通实验仪器的

电源，给电路提供时钟脉冲，观察并记录输出信号是否为 110101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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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D 触发器的功能特点。 

（2）掌握时序电路的设计方法，学会代码发生器的设计。 

实验项目 9：四位全加器 

1.教学内容 

用 Verilog HDL 硬件描述语言设计四位全加器，在微机上的 ispDesignEXPERT

软件环境中对设计进行编译和功能仿真，通过编译和仿真后，连接微机和实验仪器，

将设计下载到 CPLD 芯片 ispLSI 1016 中，用 CPLD 芯片实现四位全加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Verilog HDL 硬件描述语言。 

（2）掌握 EDA 软件 ispDesignEXPERT 的使用，掌握用 Verilog HDL 硬件描述

语言设计逻辑电路的方法，掌握 CPLD 的使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本课程实验报告要求使用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统一印制的

《模拟数字电路》实验指导及报告书。实验报告内容应包括：实验名称、实验要求、

实验原理、实验仪器装置连接图、实验步骤、实验结果（文字或图、表）、实验结论

或实验总结。 

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根据学生实验报告和实验完成情况给出实验成绩。 

（2）实验课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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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数字实验箱      4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模拟数字电路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4 年。 

2.参考书： 

[1]《数字逻辑》，欧阳星明 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数字系统设计与 Verilog HDL》,王金明 杨吉斌 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3]《模拟与数字电路实验》，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1 版，2013 年。 

 
 

                                               

执 笔 人：刘晓升  屈蕴茜  

         陆晓峰   

 

审 批 人：王   林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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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02                      课程学分：5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大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结构课程是研究信息处理时，数据的组织、存储和运算方法的学科，主要

学习线性表、树、图等经典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操作、实现及应用，并研究计

算机中最常见的查找和排序操作的基本方法。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把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训练学生选用合适的

数据结构和编写高质量应用程序的能力，从而使书上的知识变―活‖，达到深化理解和

灵活掌握各种数据结构的目的。 

数据结构实验课程要求学生能逐一完成本大纲中的各个必做实验，通过对新的

数据结构知识与先导编程语言的结合，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

数据结构原理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撰写实验报告，使学生能初步形成对大型实验及编

程项目进行规划并及时总结、整理文档资料的习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 Life 程序的测试 演示性实验 3 1 必修 

2 逆波兰计算器 验证性实验 6 1 必修 

3 字符串的匹配 设计性实验 3 1 必修 

4 停车场管理 创新性实验 9 1 选修 

5 List 类的实现和应用 设计性实验 3 1 必修 

6 查找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设计性实验 6 1 必修 

7 排序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8 二叉树的建立和遍历 设计性实验 9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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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ife 程序的测试 

1.教学内容 

Life 游戏在一个无边界的矩形网格上进行，这个矩形网格中的每个单元可被占

据，或者不被占据。被占据的单元称为活的，未被占据的单元称为死的。哪一个单元

是活的要根据其周围活的邻居单元的数目而一代代地发生变化。输入 Life 程序，并

用教材中的例子测试程序。修改 life 程序中 Life 类的成员函数 initialize，要求读入网

格时用―空格‖和―x‖分别表示网格中每一个死的单元和活的单元，并且可根据用户选

择从键盘或者从文件读入初始配置。 

2.教学目标 

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实验项目 2： 逆波兰计算器 

1.教学内容 

设计和实现栈类；应用栈类设计后缀表达式求值程序；使其能进行简单的加、减、

乘、除运算；设计中缀表达式转换成后缀表达式的程序，从而可以对中缀表达式求值。 

2.教学目标 

掌握栈基本操作及栈类的设计方法、后缀表达式计算的原理。了解中缀表达式转

换成后缀表达式的方法。 

实验项目 3：字符串的匹配 

1.教学内容  

完成循环队列类的实现和测试，并完成对输入的字符串进行分析。（2）从终端读

取一行字符。假设输入由两部分组成，之间用冒号―：‖分开，要求输出如下结果： 

N  行中没有冒号。 

L  左边部分（冒号前）比右边部分长。 

R  右边部分（冒号后）比左边部分长。 

D  左边部分和右边部分不同但有同样的长度。 

S  左边部分和右边部分完全相同。 

在读取右边部分时，使用队列跟踪行的左边部分。 

2.教学目标 

掌握队列的基本概念和实现，掌握循环队列中如何判断队空和队满的多种方法。

通过实验进一步熟练掌握队列的基本操作及其实现。 

实验项目 4： 停车场管理 

1.教学内容 

以栈模拟停车场，以队列模拟车场外的便道，按照从终端读入的输入数据序列进

行模拟管理。修改数据结构，满足以下要求：停放在便道上的汽车也收费，收费标准

比停在停车场的车低。 

2.教学目标 

深入了解栈和队列和特点，并运用它们解决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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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List 类的实现和应用 

1.教学内容 

完成顺序表类的实现和测试；完成单链表类的实现和测试；双向链表类的实现和

测试；应用双向链表类实现长整数的加、减法程序。 

2.教学目标 

掌握线性表的各种实现方法，比较各种实现方法的特点，学会使用线性表解决实

际问题。 

实验项目 6：查找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1.教学内容  

在查找表中存放 n 个奇数，根据用户选择确定当前的表是有序表或无序表；比较

在有序表和无序表下进行顺序查找时的效率；比较在同一有序表下进行顺序查找和二

分查找时的效率。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查找算法的实现方法，进一步理解各种查找算法，分析比较不同算法的

效率，从而为设计高效算法打下基础。 

实验项目 7：排序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1.教学内容 

创建一些整数文件，通过将测试数据保存在文件中，测试不同的算法性能，采用

顺序存储结构，实现插入排序，归并排序，快速排序，堆排序，并对这些算法的实现

效率进行比较和分析。实现插入排序，归并排序，快速排序，堆排序等排序算法，并

对这些算法的实现效率进行比较和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排序算法的实现方法，进一步理解各种排序算法，分析比较不同算法的

效率，从而为设计高效算法打下基础。 

实验项目 8：二叉树及二叉查找树的操作 

1.教学内容 

编写演示程序，用以说明二叉树的使用。用户能演示的二叉树基本操作至少包括：

构造二叉树，按先序、中序、后序遍历这棵二叉树，左右子树互换算法，计算二叉树

的深度、结点数目、叶子结点数目；实现二叉查找树类，且增加以下操作：插入、删

除给定键的元素、查找目标键，并做测试。  

2.教学目标 

加深对二叉树和二叉查找树的基本概念和遍历操作等算法的理解。进一步理解和

掌握二叉树的基本操作。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要求将所有源程序提交至学院教学平台，教师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并记

载成绩。实验完成后须撰写并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按学校实验报告统一要求填写，

在实验内容和结果及总结部分要求按照概要分析、详细设计、调试分析、测试结果等

分别填写。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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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每位学生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Robert L.Kruse 等著，Data Structures And Program Design in C++，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 

2.参考书： 

[1]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月 

[2] 杨秀金编著，数据结构（C++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 

 

 

 

 

执 笔 人：  张玉华  

审 批 人：  唐自立  

完 成 时 间： 2016 .3 .10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1%EE%D0%E3%BD%F0&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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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2003                  课程学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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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汇编语言面向机器，只有它能够为程序员提供最直接操纵机器硬件系统的途径，

利用它可能编写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最具效率的程序。―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是计算机各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是―操作系统‖和―微

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其他核心课程必要的先修课。该课程对于训练学生掌握程序设

计技术，熟悉上机操作和程序调试技术都有重要作用。此外，―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也是其他相关专业的必修或选修课。 

本实验充分考虑汇编语言的特点，在实验中突出体现计算机最底层的程序设计方

法，由此提高运用汇编指令，掌握程序调试方法的能力，并兼顾 32 位机实方式指令

的应用，达到通过实践巩固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并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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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程序 DEBUG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2 
汇编语言源程序的编辑、汇

编和执行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3 以列表形式显示字符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4 字母转换程序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5 求校验和程序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6 分类统计程序 1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7 分类统计程序 2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8 除法出错程序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9 查找、排序与输出 综合性实验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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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调试程序 DEBUG1.教学内容 

命令 A、R、T、E、U 等。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调试器 DEBUG 命令。 

实验项目 2：汇编语言源程序的编辑、汇编和执行 

1.教学内容 

MASM、LINK 等。 

2.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汇编语言程序从输入到执行的步骤。 

实验项目 3：以列表形式显示字符 

1.教学内容 

按 15 行*16 列的列表形式显示 ASCII 码值。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汇编语言中循环结构程序的方法。 

实验项目 4：字母转换程序 

1.教学内容 

把从键盘接收的小写字母用大写字母显示出来。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汇编语言中键盘接收和分支结构程序的方法。 

实验项目 5：求校验和程序 

1.教学内容 

字校验和，并用十进制数在屏幕上显示。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汇编语言中将结果屏幕上显示方法。  

实验项目 6：分类统计程序 1 

1.教学内容 

统计数字符、英文字母和其它字符的个数。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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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并掌握汇编语言中分支结构程序和子程序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7：分类统计程序 2 

1.教学内容 

统计数据表中正数、负数和零的个数。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串指令、串重复前缀和位操作指令。 

实验项目 8：除法出错程序 

1.教学内容 

用户自定义除法出错处理程序。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自定义中断处理服务程序的编制与驻留方法。 

实验项目 9：查找、排序与输出 

1.教学内容 

键盘接收一个字符串，对其进行查找、排序等处理。 

2.教学目标 

熟悉并掌握程序设计常用数据处理功能在汇编语言中的编程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给出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要求在第一次实验课上提出。实

验报告书应包含以下内容：实验目的与要求；实验内容与方法；源程序；实验过程

记录等。 

2.考核方式 

实验过程观察及实验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10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实验教材：杨季文，80X86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ISBN 7-302-02901-6 

 

2.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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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美明等，80X86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2-04540-2 

[2] 陈伟芳等，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训教程，科学出版社， 2004， ISBN 

7-03-012629-7 

[3] 雷印胜，贾萍，胡晓鹏等，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科学出版社，2011，ISBN 

978-7-03-029795-2 

 

 

执 笔 人：王宏  

审 批 人：杨季文 

完 成 时 间：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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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与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04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数据库原理与设计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Designing of DB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库是当前用来存储数据的主要手段，被广泛应用在各类信息系统中。本课程

通过学习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掌握数据模型、关系代数、SQL 查询、关系数据库设

计、数据库范式、查询优化、事务处理、并发控制、备份还原等基本理论知识，对数

据库的体系结构以及设计目的有深入的理解。在此之上，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合

理的数据库模式。掌握常用的 DBMS 的使用，掌握基本的数据库编程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对关系数据库有深入的理解，熟练使用 SQL

进行数据库编程，能够设计合理、高效的数据库并加以实施。 

数据库原理与设计实验是对学生的一种全面综合训练，是与课堂听讲、自学和练

习相辅相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达到深化理解和灵活掌握教学内容

的目的，以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同时，使学生的工作规范和

科学作风得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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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软件安装及使用 验证性 2 1 必修 

2 SQL 语言 综合性 4 1 必修 

3 用户建立和权限分配 验证性 2 1 必修 

4 E-R 图 综合性 2 1 必修 

5 求属性集的闭包和函数依赖的闭包 综合性 2 1 必修 

6 事务处理 综合性 2 1 必修 

7 存储过程、函数和触发器 综合性 2 1 必修 

8 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验证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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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库软件安装及使用 

1.教学内容 

演示 SQL Server 的安装过程，讲解安装中采用的身份认证模式，演示如何通过图

形化界面创建表，建立表的主键和外键。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库的安装过程、SQL Server 的身份认证模式 

（2）熟悉 SQL Server 图形化界面的使用 

（3）掌握主键、外键的概念已经创建的过程 

实验项目 2：SQL 语言 

1.教学内容 

讲解常用的 DDL，演示如何通过 SQL 语言建立数据库、表、主键、外键。讲解

表的查询、表的连接、嵌套查询、子查询等。讲解 delete 、update 等数据修改命令，

讲解视图的创建。演示给类常用查询。 

2.教学目标 

（1）了解 SQL 的类型、作用 

（2）熟悉 SQL 的基本语法和规则 

（3）掌握给类查询语句，包括简单查询、表的连接、嵌套查询、子查询；掌握

update,delete 语句。 

实验项目 3：用户建立和权限分配 

1.教学内容 

讲解数据库中用户的概念、权限的概念，学会使用图形化界面和 SQL 语言对用户

进行权限分配，讲解权限分配的粒度。演示权限的分配。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库中用户的类型，权限的种类 

（2）熟悉图形化界面对用户权限的分配过程 

（3）掌握权限分配的 SQL 语言，掌握对列进行权限分配的方式 

实验项目 4：E-R 图 

1.教学内容 

讲解数据库设计的一般方法，从用户需求提取出对应的实体，建立实体间联系，

讲解联系的度，通过软件画 E-R 图的方法，以及如何从 E-R 图，生成对应的数据库

的模式。演示绘制 E-R 图的方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步骤 

（2）熟悉绘制 E-R 图的方法 

（3）掌握从 E-R 图转换为关系模式的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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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求属性集的闭包和函数依赖的闭包 

1.教学内容 

讲解什么是属性集闭包和函数依赖闭包，讲解求闭包的形式化方法，以及闭包

的用处。 

2.教学目标 

（1）了解闭包的概念 

（2）熟悉属性集闭包和函数依赖闭包的求法 

（3）掌握通过编程语言实现求上述闭包的方法 

实验项目 6：事务处理 

1.教学内容 

讲解事务的 ACID 属性，事务的作用，事务的隔离级别，事务在数据库中的应

用场景，事务如何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事务的并发执行和调度方式。演示事

务的执行。 

2.教学目标 

（1）了解事务的并发执行和调度方式 

（2）熟悉事务的 ACID 属性 

（3）掌握 SQL 语言中的事务处理命令，掌握事务的隔离级别 

实验项目 7：存储过程、函数和触发器 

1.教学内容 

讲述数据库中存储过程和函数的应用场景，优点和缺点。讲解编写存储过程和函

数的语法，讲解触发器的作用。演示通过 SQL 进行存储过程、函数和触发器的编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存储过程、函数、触发器的基本作用 

（2）熟悉存储过程、函数、触发器的编程语法 

实验项目 8：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1.教学内容 

讲述备份的重要性，备份的类型和方式，演示备份和还原的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备份的重要性 

（2）熟悉通过图形化界面进行备份和还原的过程 

（3）掌握常用的备份的类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程属独立集中时段设课，开设实验方式是每个学生一台微机，分组练习相

关程序的编写，指导教师 1～2 人。 

由于每个实验涉及的内容较多，实验前要求学生一定要先了解实验目的、内容、

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做好记录。学生应独立完成所布置

实验内容，为保证尽量在统一安排的上机时间内编译运行通过程序，学生应花费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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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考虑设计方案，评估、修改设计方案。 

    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学生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本实验课采用普通 PC 机，现有 1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美] Abraham Silberschatz，Henry F.Korth，S.Sudarshan 著，数据库系统概念（原

书第 6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王珊，萨师煊著，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明日科技，软件开发视频大讲堂：SQL Server 从入门到精通（附光盘），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2 

 

 

 

                                           执 笔 人：陈   越  

           审 批 人：赵朋朋  

           完 成 时 间: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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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与 C++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2005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面向对象与 C++程序设计 

                            / Object-Oriented & C++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 软件工程、计算机应用、物联网、网络工程等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面向对象与 C++程序设计以 C++语言为描述语言，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

思想、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类、继承、多态以及模版和异常等知识内

容，以及使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C++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使用方

法，掌握 C++程序的编写、编译、调试等过程，掌握一定的程序调试能力和技巧。掌

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培养学生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维，能够运用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完成程序设计与代码编写。能够运用 C++语

言解决某些实际问题，并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中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打下良好基础。 

课程的教学要求：注意使用程序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养成良好的编程

习惯。要求独立完成所有的上机实验，保证在统一安排的上机时间内编译运行程序，

及时提交实验程序代码和撰写实验报告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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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集成环境及结构化程序设

计总结与回顾，C++的输入/输出 
设计性 2 1 必修 

2 
引用、指针、函数重载、带默认参

数值的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3 类和对象 设计性 2 1 必修 

4 运算符重载 设计性 2 1 必修 

5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6 继承与组合 设计性 2 1 必修 

7 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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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模板 设计性 2 1 必修 

9 综合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语言集成环境及结构化程序设计总结与回顾、C++的输入/输出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简单的 C++程序，从标准输入设备和文件读取数据以及将数据以不同形

式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和文件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语言编程环境以及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2）熟悉 C++语言编程环境的操作，熟悉使用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熟悉程序调试的基本技巧。 

（3）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并能用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掌握程序调试的

基本技巧，能独立解决一些基本的程序调试问题。 

（4）了解 C++的输入和输出方法，包括从标准输入设备和文件读取数据，将数

据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和文件。 

（5）熟悉 C++的输入和输出原理，熟悉 C++输出的格式控制方法。 

（6）掌握 C++的输入和输出方法，能够使用 C++从键盘和文件读取数据，并根

据要求将数据以不同格式输出到屏幕和文件。 

实验项目 2：引用、指针、函数重载、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 

1.教学内容 

指针的限定、引用的概念、引用的限定、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使用。函数重载

的作用、概念以及重载函数的匹配原理；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的基本概念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指针的限定及其作用，引用的基本概念，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使用。 

（2）熟悉指针和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作用，熟悉函数参数传递的不同方式。 

（3）掌握函数参数的传地址方法和传值方法的不同，以及不同参数传递方法的

使用。 

（4）了解 C++中函数重载的目的、函数重载的实现原理以及带默认参数值的函

数的作用。 

（5）熟悉函数重载的条件以及重载函数的匹配规则，带默认参数值的设计和使

用方法。 

（6）掌握重载函数和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的设计和使用。 

实验项目 3：类和对象 

1.教学内容 

类的基本概念、对象的基本概念、类和对象的区别和联系、类和对象的定义方

法、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的基本概念、成员的访问权限。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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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类和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2）熟悉类和对象的定义方法，类成员的访问权限等。 

（3）掌握类的定义方法，通过对问题的分析，确定类以及类的定义，使用定义

的类解决问题。 

实验项目 4：运算符重载 

1.教学内容 

运算符重载的概念、原理，运算符重载为成员函数、运算符重载为友元函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算符重载为成员函数和友元函数的原理、方法。 

（2）掌握单目运算符重载的原理。 

（3）掌握赋值运算符和下标运算符重载的原理。 

（4）掌握插入运算符和提取运算符重载的原理。 

（5）掌握常用数学运算符重载的原理。 

实验项目 5：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1.教学内容 

对象的构造方式、类的构造函数、无参构造函数、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带默认

参数值的构造函数和类的析构函数。对象本体和对象实体的概念，深拷贝和浅拷贝的

区别和联系，深拷贝和浅拷贝的原理和使用场合。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象的构造原理、对象成员的初始化方法以及对象的析构方法。 

（2）熟悉类的构造函数定义方法，无参构造函数的作用以及定义方法，带默认

参数值的构造函数的定义，构造函数的使用方式，析构函数的原理。 

（3）掌握无参构造函数的定义，带默认参数值的构造函数定义，析构函数的定

义以及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功能和目的。掌握对象成员的初始化方法、初始化顺序

以及析构顺序。 

（4）了解对象本体和对象实体的区别，深拷贝和浅拷贝的应用。 

（5）熟悉自定义类的拷贝构造函数，熟悉深拷贝和浅拷贝的原理，熟悉深拷贝

和浅拷贝应用。 

（6）掌握自定义类的拷贝构造函数定义方法，掌握深拷贝和浅拷贝情况下拷贝

构造函数的定义方法。 

实验项目 6：继承与组合 

1.教学内容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继承机制、继承的作用，C++语言中的继承原理、实现

方法、继承体系结构中的访问权限等。组合的原理，组合与继承的区别和联系，组合

的实现方法，组合中的访问权限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继承机制、C++语言中的继承方法、继承中的

访问权限。 

（2）熟悉 C++语言中类的继承方法、继承结构中子类对父类的访问权限、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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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类成员的覆盖，熟悉 C++中代码重用的原理。 

（3）掌握 C++中继承结构的定义方法，使用继承结构描述问题中类之间的关系。 

（4）了解继承与组合的区别，组合实现代码重用。 

（5）熟悉继承与组合在原理和实现上的区别和联系，熟悉组合的物理意义，熟

悉组合的实现方法。 

（6）掌握使用组合来描述问题中类之间的关系，使用组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组

合的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7：多态 

1.教学内容 

虚函数的概念，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多态概念、原理和目的，C++语言中多

态的实现方法，实际问题中多态的使用方法，纯虚函数的概念，抽象基类的概念和作

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态的概念、作用和应用场合。 

（2）熟悉多态的实现原理，熟悉多态的目的，熟悉 C++语言中多态的实现方法。 

（3）掌握虚函数的概念和定义，掌握纯虚函数的概念，掌握抽象基类的作用和

使用方法，掌握 C++中多态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8：模板 

1.教学内容 

模版的概念，函数模版的定义、函数模版的参数推演、函数模版的使用，类模

版的定义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模版的基本概念，函数模版和类模版原理，泛型编程的基本概念。 

（2）熟悉函数模版和模版函数的区别，函数模版的参数推演，函数模版的定义

方法，类模版的定义方法。 

（3）掌握函数模版的定义和使用，类模版的定义和使用。 

实验项目 17：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前面所学知识，设计和完成一个综合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分析方法、程序设计方法。 

（2）熟悉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编写相关程序。 

（3）掌握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维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

握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完成一个综合实验，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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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两周内，必须提交实验报告文档。实验报告文档至少要求包含以

下内容： 

1)格式规范，书写清晰； 

2)要求叙述具体的实验过程中的算法思想、流程图或 NS 图和源程序清单； 

3)给出运行结果； 

4)完成相应部分的实验小结。 

2、考核方式 

1)每次实验课结束时有指导老师现场根据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评分过程依据运行结果（70％）、程序结构的合理性（10％）和代码的可读性

（20％）多个方面明确的指标进行； 

3)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台式计算机，PIV，安装有 Win7 操作系统、Visual studio 2010 及以

上版本。 

现有台套数：现有 12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钱能 《C++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2.参考书： 

Bjarne Stroustrup 著，王刚，刘晓光，吴英，李涛译《C++程序设计原理与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Stanley B Lippman, Josée Lajoie 著，潘爱民，张丽译《C++Primer，第三版》2002 

 

 

 

                                               

执 笔 人：姚望舒   

审 批 人：熊德意   

完 成 时 间：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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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及系统结构》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06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组成及系统结构 

                        /Computer Composition & System Structur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组成及系统结构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运算器的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存储器存取数据

的过程；熟悉大规模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应用设计方法及指令系统设计过程；掌握微

指令的结构与控制原理，掌握微控器的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指令的设计以及指令

执行的过程；使学生掌握构成一台计算机的物理实现方法。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和系统调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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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算器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2 存储器实验 验证性 3 1 必修 

3 微控器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4 基本模型机设计与实现 设计性 4 1 必修 

5 复杂模型机设计与实现 设计性 5 1 必修 

6 八位 ALU 设计 创新性 6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运算器实验 

1.教学内容 

验证 ALU 的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功能。用手动操作实现两个 8 位二进制数进行

不同的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算器的组成结构； 

（2）熟悉运算器的数据传输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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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运算器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2：存储器实验 

1.教学内容 

先实现向存储器 00H-04H 地址单元中分别写入数据 11H～15H。然后依次读出

00H－04H 地址单元的内容并显示在数据总线上，查看各单元中的内容是否与写入的

一致。 

2.教学目标 

（1）掌握半导体静态存储器的特性和读写数据的原理； 

（2）掌握多片存储器的片选技术和容量扩展技术。 

实验项目 3：微控器实验 

1.教学内容 

观测 Φ、TS1、TS2、TS3、TS4 的波形，比较它们的相互关系，画出其波形。将

微程序代码写入微程序控制器，校验并运行微程序，查看产生的控制信号。 

2.教学目标 

（1）掌握时序发生器的组成原理； 

（2）掌握微程序控制器的组成原理； 

（3）掌握微程序控制器的编制、写入方法，熟悉微程序的运行过程。 

实验项目 4：基本模型机设计与实现 

1.教学内容 

将各部件单元构造成一台基本模型机，为其定义五条机器指令，并编写相应的微

程序，设计机器指令程序，完成指定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指令、微程序设计过程； 

（2）熟悉计算机整机系统设计过程； 

（3）掌握一条新指令的设计，调试并正确执行。 

实验项目 5：复杂模型机设计与实现 

1.教学内容 

设计实现具有 16 条基本指令的较为完整的计算机以及指令系统，编写相应指令

的微程序，设计机器指令程序，完成指定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计算机原理知识，设计并实现较为完整的计算机的方法

和过程。 

实验项目 6：八位 ALU 设计 

1.教学内容 

利用 HDL 软件设计环境，联机对 CPLD 芯片进行在系统编程，完成芯片的功能

设计，实现一个八位运算器。。 

2.教学目标 

（1）了解 ALU 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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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大规模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应用设计及 EDA 软件的使用； 

（2）掌握实现用 HDL 语言设计一个八位 ALU。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A. 实验前，学生必须根据老师要求完成预习任务； 

B. 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每一个实验； 

C. 实验后每个学生上交实验报告。 

D. 根据上述考核综合评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 

根据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实验操作能力、实验结果的正确性以及实验报告综合评

定，实验成绩以百分制记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D-CMA 实验箱   35 套 

微型计算机      3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实验指导书(自编) 

2.参考书： 

计算机组成原理与系统结构实验教程，杨小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执 笔 人： 陆晓峰  

审 批 人： 贾俊铖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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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07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微型计算机技术(The Principal and Technology of Micro Computer)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组成及系统结构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对以 8086 为核心的微型计算机原理、硬件和接口电路的实践和编程，使学

生进一步掌握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对汇编语言的编程和调试能力。提供实

践机会，以增强学生对计算机接口实践应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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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I/O 接口设计实验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地址译码电路设计实验 验证性 3 1 必修 

**3 8255 并行接口应用实验 验证性 3 1 必修 

*4 8254 定时/计数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5 32 位存储器扩展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6 点阵 LED 显示设计实验 创新性 3 1 必修 

**7 8259 中断控制器实验 设计性 3 1 选修 

*8 A/D 转换实验 创新性 3 1 选修 

**9 FLASH 存储器扩展实验 设计性 3 1 选修 

**10 16650 串口控制器 设计性 3 1 选修 

*11 D/A 转换实验 创新性 3 1 选修 

*12 8237DMA 控制器应用实验 设计性 3 1 选修 

**13 键盘扫描及显示实验 综合性 3 1 选修 

*14 温度闭环控制实验 综合性 4 1 选修 

**15 PCI 总线综合实验 综合性 8 1 选修 

注：*-适合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适合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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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基本 I/O 接口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用 74ALS273 锁存器的输出控制 LED 发光管亮暗 

2.教学目标 

掌握基本 I/O 接口设计方法 I/O 端口指令的应用 

实验项目 2：地址译码电路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用 74LS138 译码器设计地址译码电路选择基本输入输出单元，编写程序实现数

据的输入输出 

2.教学目标 

掌握地址译码电路设计一般方法 

实验项目 3：8255 并行接口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基本输入输出实验:实现 B 口的拨动开关输入,到 A 口为显示灯输出 

2.教学目标 

了解 8255 并行接口的使用，及相关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4：8254 定时/计数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8254 的计数功能,对开关输入进行计数,并在屏幕上显示 

2.教学目标 

掌握 8254 定时/计数器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5：32 位存储器扩展实验 

1.教学内容 

在 32 位扩展系统总线上分别进行 32 位存储器扩展和 8 位存储器扩展连接,并编

写程序将 PC 机内存中的一段数据传送到扩展存储器中 

2.教学目标 

学习 32 位存储器不同总线宽度接口电路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6：点阵 LED 显示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通过 8255A 口和 B 口控制 LED 点阵扫描显示,使 8X8 LED 点阵由小到大显示符号 

2.教学目标 

学习并掌握点阵 LED 显示设计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7：8259 中断控制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实验系统分配的中断线,设计一个单脉冲输入并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字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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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处理程序 

2.教学目标 

了解 8259 中断控制器的使用，掌握中断程序的编制 

实验项目 8：A/D 转换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 A／D 转换的编程实验：旋转 H 区 W1 旋钮（电位 0V-5V），经 A／D 转换,

其转换结果在显示屏幕上显示 

2.教学目标 

了解 A/D 转换工作原理，掌握对 A/D 接口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9：FLASH 存储器扩展实验 

1.教学内容 

编写程序对 FLASH ROM 单元的 AT29C010 进行数据传输操作,并利用 FLAH 

ROM 的擦除和写保护命令对存储器进行擦除和写保护 

2.教学目标 

学习并掌握 FLASH 存储器操作及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10：16650 串口控制器 

1.教学内容 

编程向串口发送数据；实现 PC 机串行口与实验装置串行口的通信 

2.教学目标 

掌握 16650 串口控制器的使用及相关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11：D/A 转换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 D／A 转换的编程实验：实现数字量输入(程序给定), 经 D／A 转换,产生方

波和三角波,并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2.教学目标 

了解 D/A 转换工作原理，掌握对 D/A 接口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12：8237DMA 控制器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实验平台上 8237 控制器,将 SRAM 单元中 0000H-000BH 共 12 字节的内容

以 DMA 方式传输到 000CH-0017H 中,并验证与探索其他地址 

2.教学目标 

了解 DMA 存取数据的原理，8237 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3：键盘扫描及显示实验 

1.教学内容 

连接 8255 与键盘扫描单元，编写程序实现键盘扫描功能，并将读到的键值在数

码管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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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了解按键扫描和显示的原理及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14：温度闭环控制实验 

1.教学内容 

用 8255 的 B 口作为控制信号，通过对 A/D 转换结果反馈量的运算,调节控制信

号,达到控制温度在一定范围内的目的,并在屏幕上显示给定值和当前温度值 

2.教学目标 

了解并学习温度闭环控制原理及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15：PCI 总线（配置；中断；I/O 实验；数据采集） 

1.教学内容 

通过从 PCI 总线配置空间读入相关信息,分析其配置、中断、I/O 等特性,从而学

习在 PCI 总线上进行开发的方法 

2.教学目标 

学习并掌握 PCI 总线的应用设计及编程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学生按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

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以 10%的

比例计入主课程的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32 位微机原理与接口实验系统、计算机各 35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自编教材《80X86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指导书》 

2.参考书：林志贵《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Barry B.Brey，《Intel 微处理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戴梅萼,《微型计算机技术及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西安唐都科教仪器公司，《32 位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教程》 

 

 

执 笔 人：王   林   

审 批 人：陆晓峰   

完 成 时 间：201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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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2008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操作系统原理/Operating System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心。操作

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在计算机科学学习中占

据重要的地址，它是计算机科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学习和了解操作系统的工作机理

和工作方式，进而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是计算机学科同学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在操作系统的理论教学层面上，让学生全局理解现有操作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和

思路，纵向体会操作系统设计思想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以操作系统中成熟、经典

的思想和设计算法为核心，紧密结合当代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势，建立以操作系统所管

理的资源对象为分类标准、以操作系统的性能为设计目标、以操作系统的各类算法和

数据结构为实现手段的教学内容体系和风格。 

在课程的实验层面上，让学生切实融入实现细节，深入理解操作系统关键部件的

具体实现机制，横向体会操作系统设计思想的实现方法。具体来说，以现代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关键部件的实现方法为教学案例，以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管

理、设备管理的模拟实现为目标，进行模拟实验。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Linux 系统使用 演示性实验 4 1 必修 

2 进程调度 验证性实验 4 1 必修 

3 可变分区内存管理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4 文件系统模拟实验 创新性实验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inux 系统使用 

1.实验内容 

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字符工作方式，学习使用常用 shell 命令，并在 Linux 中使



 

 64 

用 C 语言进行文本处理。完成下面两个问题： 

（1）验证 gcc 的可用：在你自己的工作目录下，编译链接运行 Hello World!程序。 

（2）使用 C 语言编写一个词频（限英文文章）统计程序，使之能够给出各个单

词在输入文件中的出现次数。 

2.实验目标 

（1）了解用 C 语言编写文本处理程序的具体过程 

（2）熟悉 Linux 字符工作方式，包括常用的 shell 命令和 vi 编辑器的使用 

（3）掌握 Linux 环境下，C 语言程序的编写、链接和运行方式 

实验项目 2：进程调度 

1.实验内容 

编写一个模拟程序，读入文本文件 JOB1.TXT 中描述的进程序列，然后模拟短作

业优先算法、时间片轮转算法和优先数算法的执行情况，动态画出其进程执行的 Gantt

图，计算以上算法的每个进程的响应时间和周转时间。 

2.实验目标 

（1）了解进程的调度机制 

（2）熟悉响应时间和周转时间的意义 

（3）掌握短作业优先算法、时间片轮转算法和优先数算法 

实验项目 3：可变分区内存管理 

1.实验内容 

编制一个程序模拟实现可变分区内存管理。实验时，假设系统内存容量为 100KB。

分配时使用 my_malloc(i, j)函数实现，作业释放内存时使用 my_free(handle)函数实现，

内存情况输出用 my_memlist( )实现。 

2.实验目标 

（1）了解用现代操作系统采用的内存管理方案 

（2）熟悉各内存管理方案的实现策略 

（3）掌握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方案的内存分配过程、内存回收过程和紧凑算法的

实现 

实验项目 4：文件系统模拟实现 

1.实验内容 

在 Linux 环境下编写和调试一个 shell 脚本，实现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达到模

拟文件管理工作的目的。 

2.实验目标 

（1）了解文件系统的实现过程 

（2）熟悉 Linux 环境下 shell 编程技术 

（3）掌握 Linux 环境下各种文件操作系统的实质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两周内，必须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至少要求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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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概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工作步骤，结果，以及结果、发现的意义。 

(2)、问题提出：叙述本文要解决什么问题。注意，不可以抄写本实验报告中的

表述，要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我们这里所提出的问题。 

(3)、解决方案：叙述如何解决自己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用小标题 3.1,3.2…等

分开。这是本文的关键部分，请尽量展开来写。注意，这部分是本文的基本分的部分。

这部分不完成，本实验不会及格。 

(4)、实验结果：按照自己的解决方案，有哪些结果。结果有异常吗？能解释一

下这些结果吗？同别人的结果比较过吗？  

(5)、结束语：小结并叙述本次课程设计的经验、教训、体会、难点、收获、为

解决的问题、新的疑惑等。 

(6)、附录：加了注释的程序清单，注释行数目至少同源程序行数目比 1：2，即

10 行源程序，至少要给出 5 行注释。 

2、考核方式 

（1） 考核方式：考查 

（2） 期末考试和平时成绩，其中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平时成

绩包括作业和实验（20%）、期中考试（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平台：普通 PC 机硬件环境； 

 实验环境一：Windows 平台 

操作系统：Windows 系列  

编译环境：任意开发工具，如 VC++、Java 等 

 实验环境二：Linux 平台 

操作系统：Linux 环境，例如，RedHat Linux、Ubuntu 

编译环境：gcc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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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Abraham Silberschatz 等，操作系统概念（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第七版 影印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月 
 

2、参考书：  

[1] Abraham Silberschatz 等著,郑扣根 译，操作系统概念（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

(第七版 翻译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2] 汤子瀛等，计算机操作系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3] William Stallings,操作系统—内核与设计原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年 3 月 

[4] Andrew S.Tanenbaum,现代操作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 11 月 

[5] 孟静，操作系统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 

 

 

 

 

执 笔 人：王红玲  

审 批 人：李培峰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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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09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通信与网络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软件工程（嵌入

式培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要求等。 

学会实际安装、配置和管理一个计算机局域网，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3 基本

系统以及 DNS、Web、FTP、SMTP/POP3 服务器的安装、配置与操作，学会 DNS、

HTTP、FTP、SMTP、POP3 等应用层协议的工作、使用与测试方法。学会与掌握 TCP/IP

网络 Winsock 2.0 套接字的网络程序编程。 

学会使用 TCP/IP 网络实验设备进行 Ethernet、IP、UDP、TCP 信包的传输与分析、

掌握常用应用层协议的交互过程，同时学习理解 ARP、ICMP、NAT 工作原理，以及

网络流量控制、拥塞控制的机制，掌握路由器 IOS 基本操作与静态、动态路由的配置。 

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课程的内容，掌握实用网络技

术，为今后从事计算机网络的组网、应用与开发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ARP 地址解析协议 验证性 3 1 必修 

2 IP 地址分类与 IP 数据包的组成 综合性 3 4 必修 

3 ICMP 互联控制管理协议 综合性 3 2 必修 

4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综合性 3 2 必修 

5 DNS 域名服务协议 综合性 3 1 必修 

6 HTTP 协议 验证性 3 1 选修 

7 SOCKET 网络程序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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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RP 地址解析协议 

1.教学内容 

（1）学习 ARP 协议的工作原理 

（2）掌握 ARP 协议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3）理解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4）学习使用 ARP 命令。 

2.教学目标 

（1）了解 ARP 命令 

（2）熟悉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3）掌握 ARP 协议的作用和格式 

实验项目 2：IP 地址分类与 IP 数据包的组成 

1.教学内容 

（1）学会根据 IP 地址的分类方式区分各类 IP 地址 

（2）掌握 IP 数据报的格式、长度以及各字段的功能 

（3）学会利用子网掩码确定 IP 地址的网络号、子网号和主机号 

（4）学会分析给定数据包的 IP 首部信息 

（5）学会手工计算 IP 校验和的方法 

（6）学习通过简单的 VC 编程，读取主机的 IP 地址 

2.教学目标 

（1）理解 IP 层的作用以及 IP 地址的分类方法 

（2）理解子网的划分和子网掩码的作用 

（3）掌握 IP 数据包的组成和网络层的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3：ICMP 互联控制管理协议 

1.教学内容 

（1）学习和掌握 ICMP 协议的基本作用 

（2）掌握 ICMP 报文的格式 

（3）理解 ICMP 协议与 IP 协议的封装关系 

（4）学会根据各种响应信息进行出错分析的方法 

（5）学会使用 ping、netstat 和 tracert 命令。 

2.教学目标 

（1）理解 ICMP 协议的格式和响应方式及作用 

（2）掌握常见的网络故障的判断 

实验项目 4：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1.教学内容 

（1）学习 UDP 协议的通信过程 

（2）学会手工计算 UDP 校验和 

（3）初步学会应用 C 语言与 WinSock2 进行网络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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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理解 UDP 协议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2）掌握 UDP 的数据包格式 

（3）了解基本的端口分配 

实验项目 5：DNS 域名服务协议 

1.教学内容 

（1）学习 DNS 协议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2）学习 DNS 的报文格式 

（3）通过编辑 DNS 请求数据包，了解响应包的格式 

2.教学目标 

（1）理解 DNS 实现的原理 

（2）掌握 DNS 报文格式 

实验项目 6：HTTP 协议 

1.教学内容 

（1）学习 HTTP 协议的格式和与 TCP 协议的关系 

（2）了解 HTTP 协议的通信过程  

（3）理解 HTTP 协议的无连接、无状态特性 

2.教学目标 

（1）理解 HTTP 协议的实现方式 

（2）掌握 HTTP 协议的使用 

实验项目 7：SOCKET 网络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1）进一步学习 UDP 及 TCP 协议的工作原理； 

（2）学习 SOCKET 编程的基本方法； 

（3）学习应用 C 语言与 WinSock2 进行简单的无连接的网络程序设计，实现网

络数据传输； 

（4）学习应用 C 语言与 WinSock2 进行简单的面向连接的网络程序设计，实现

网络数据传输 

2.教学目标 

（1）理解进程通信的原理及通信过程 

（2）掌握基本的网络编程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完成实验报告中的填空内容及每个实验后的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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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成绩占总课程成绩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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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中软吉大网络教学设备 4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编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等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 6 版，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3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09 年 2 月修订 

2.参考书： 

库罗斯，《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执 笔 人：王进   

审 批 人：张书奎   

完 成 时 间：2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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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1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中文信息处理》是一门综合了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数学、信息学、声学等多

种学科相关联的综合性课程。该课程开设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计算机中文处理的基

本结构、原理和应用，是其它计算机类基础课程的有益扩展和延伸。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立足于中文的字符层和内容层。字符层主要是对中文字符的输

入、输出、存储、处理等问题进行详细介绍和学习；内容层是结合计算语言学、机器

学习等技术对中文分词、中文信息检索、信息过滤、信息抽取等前瞻性的内容进行教

学与探讨。 

本课程主要有以下的教学目标： 

1.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了解汉字信息在计算机中的处理过程； 

2.为学生开发国际化软件、接触自然语言处理的前沿研究与发展创造基础； 

3.增强学生对操作系统内部结构、功能和处理过程等方面的认识，综合使用数据

结构中的各种技术，从而有利于对其它相关课程的学习； 

4.学习统计分析、机器学习、语料库等技术在文本分析中的使用。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要求有： 

1.了解并掌握中文信息处理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 

2.了解和熟悉中文信息处理系统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法； 

3.通过对中文信息处理核心模块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其实现技术。 

4.理解和掌握基于内容的文本处理的常用技术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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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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在计算机内存储及文件操作 验证性 2 1 必修 

2 简-繁（繁-简）汉字机内码的转换 设计性 2 1 必修 

3 汉字机内码和交换码的转换 设计性 2 1 必修 

4 汉字输入系统码本的构建与检索 设计性 2 1 必修 

5 Windows TSF 汉字输入法实现 创新性 2 1 选修 

6 基于点阵字库的汉字显示 设计性 2 1 必修 

7 倒排索引的制作与使用 综合性 2 2 选修 

8 汉语自动分词 设计性 2 1 必修 

9 中文文本分类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汉字在计算机内存储及文件操作 

1.教学内容 

使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查看自己姓名的机内码；编写汉字区位码查看程序，让用户

输入一个汉字显示该汉字的区位码；熟悉文件操作，编写程序将同样的数据分别写入

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比较二者的区别；了解中英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进展与实用

情况。 

2.教学目标 

（1）熟悉汉字的机内码，掌握以十六进制形式查看文件内容的方法。 

（2）理解 GB2312-80 中汉字的分布规律，掌握区位码到汉字机内码的转换规则。 

（3）掌握通过程序对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读写操作。 

（4）了解中文信息处理的主要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 

实验项目 2：简-繁（繁-简）汉字机内码的转换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 ISO10646-1:1993/Unicode 内码和 GBK 内码的转换表结构；编写程序构

建 ISO10646-1:1993/Unicode 内码和 GBK 内码的转换表；编写应用程序，实现

ISO10646-1:1993/Unicode 内码和 GBK 内码在文件级的转换。 

2.教学目标 

（1）深入理解汉字在计算机内的存储，熟悉不同编码字符集中汉字分布规律。 

（2）理解简-繁（繁-简）汉字转换的需求、应用与困难。 

（3）掌握简-繁（繁-简）汉字机内码转换的技术。 

实验项目 3：汉字机内码和交换码的转换 

1.教学内容 

编写程序熟悉程序设计语言的位运算；设计 Base64 编码、解码的算法；编写一

个基于 GBK 的 BASE64 编码和解码器，实现 GBK 内码和 BASE64 编码的文件级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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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与熟悉互联网上常用的交换码。 

（2）理解 Base64、HZ 的编码与解码规则与算法。 

（3）掌握 Base64、HZ 编码与解码的算法并通过程序实现编码与解码功能。 

实验项目 4：汉字输入系统码本的构建与检索 

1.教学内容 

使用 Windows 附带的输入法生成器，逆向生成全拼输入法的码本；为全拼输入

法构建一个变长单字码本；为全拼输入法构建一个索引结构的单字码本；编写程序对

变长与索引结构的字码本进行检索。 

2.教学目标 

（1）理解汉字输入系统中码本的作用以及常见的存储形式。 

（2）掌握针对不同汉字编码的汉字输入系统码本的设计方法。 

（3）掌握汉字输入系统码本的生成与检索技术。 

实验项目 5：Windows TSF 汉字输入法实现 

1.教学内容 

在 Windows 中添加删除 TSF 输入法，了解 TSF 输入法的注册机制；编译基于 TSF

的拼音输入法样例程序；注册并安装基于拼音的 TSF 输入法。 

2.教学目标 

（1）理解 TSF 和 IMM-IME 汉字输入接口的异同。 

（2）了解 COM 组件以及 Windows 的 TSF 输入接口。 

（3）了解开发 TSF Windows 汉字输入法的方法。 

实验项目 6：基于点阵字库的汉字显示 

1.教学内容 

根据点阵字形描述技术写出汉字的字形点阵码；编写程序读取汉字库用―*‖号输

出指定的汉字；编写程序对点阵汉字字形进行变形处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主要汉字字形描述技术。 

（2）理解汉字点阵字形描述技术的原理与存储方式。 

（3）掌握基于点阵字形库的汉字显示方法。 

实验项目 7：倒排索引的制作与使用 

1.教学内容 

设计倒排索引的存储结构；设计与实现倒排索引的检索代码； 倒排索引的更

新。 

2.教学目标 

（1）学习与了解倒排索引的作用、优点； 

（2）学习与掌握倒排索引的存储设计； 

（3）学习与掌握倒排索引的快速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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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汉语自动分词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用于正向最大分词的词典存储结构；设计一个在正向最大分词词典数据

中检索词条的算法；利用分词软件的 API 调用接口，实现一个可以对文件进行汉语自

动分词的软件。 

2.教学目标 

（1）理解汉语自动分词的作用、意义与困难所在。 

（2）理解并掌握正向与逆向最大分词算法。 

（3）了解常用的分词系统与调用方法。 

实验项目 9：中文文本分类 

1.教学内容 

基于词袋模型表示中文文本； 使用 TFIDF 进行特征筛选；利用主流分类器生成

分类模型并分类。 

2.教学目标 

（1）学习与理解文本表示； 

（2）学习与理解常见的特征筛选方法； 

（3）掌握利用 R 语言的软件包进行文本分类的过程与步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并记载成绩，定期检查编写程序清单的实验报告，

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实验需要仪器设备 X86 或者 X64 体系的计算机 100 台。 

五、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1] 朱巧明等，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 朱晓旭等，中文信息处理实验教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  

2.参考书：  

[1] 赵伯璋,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宇航出版社，1987 

[2] 钱培德,CC-DOS V4.0 操作系统高级技术分析，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3] 钱培德,CC-DOS 操作系统技术大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4] 钱培德,CC-DOS 操作系统技术大全（续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5] 苑春法等译，统计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执 笔 人：朱晓旭   

审 批 人：李培峰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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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12                   课程学分：3.50  

课程名称（中/英）： 编译原理/Compilers Principles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学生通过对一个自行定义小程序设计语言（C 语言子集）编译程序的分步设计和

实现，加深对构造编译程序的基本理论、常用方法和典型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以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之目的，使学生具备参与分析、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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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C 语言子集的设计 设计性实验 4 1 选修 

1 词法分析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2 自顶向下的语法分析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3 自底向上的语法分析 综合性实验 4 1 必修 

4 自顶向下分析技术的代码生成 综合性实验 6 1 选修 

5 自底向上分析技术的代码生成 综合性实验 6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 语言子集的设计 

1.教学内容 

熟悉本课程涉及的 C 语言子集的词法、句法及语义规则设计，并利用这个 C 子

集尝试实现常见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编译器的基本结构和构造步骤。 

（2）熟悉本《编译原理》课程所要涉及的 C 语言子集的词法、句法以及语义规

则设计。 

（3）掌握利用这些设计编写简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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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词法分析 

1.教学内容 

用 C/C++实现对 C 语言的一个子集构成的程序设计语言的词法分析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词法分析程序的基本构造方法和实现原理  

（2）熟悉词法分析的流程图 

（3）掌握实现一个词法分析程序 

实验项目 3：自顶向下的语法分析 

1.教学内容 

用递归子程序法实现对 C 语言的的一个子集构成的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分析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LL 方法的基本原理 

（2）熟悉自顶向下的分析算法 

（3）掌握掌握自顶向下的语法分析器（递归子程序法/预测分析法）的设计技

术，实现分析器 

实验项目 4：自底向上的语法分析 

1.教学内容 

用 LR 分析法实现对 C 语言的子集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分析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LR 算法的基本原理 

（2）熟悉 LR 自底向上算法 

（3）掌握掌握自底向上的语法分析器（SLR/LALR）的编制方法，进一步理解

语法分析器的设计技术，体会语法分析器自动生成的思想方法 

实验项目 5：自顶向下分析技术的代码生成 

1.教学内容 

在采用递归子程序语法分析的基础上，配有相应的代码生成语句使源程序生成

相应的目标代码（汇编代码） 

2.教学目标 

（1）了解语义分析与代码生成的技术和思想，掌握符号表内存管理的基本方法

和技巧 

（2）熟悉自顶向下的递归生成算法 

（3）掌握汇编代码生成的原理 

实验项目 6：自底向上分析技术的代码生成 

1.教学内容 

在采用 LR 语法分析法的基础上，配有相应的语义动作，在归约每个产生式时

就完成相应的动作最后生成目标代码（汇编代码） 

2.教学目标 

（1）了解语义分析与代码生成的技术和思想，掌握符号表内存管理的基本方法

和技巧 



 

 77 

（2）熟悉自底向上的生成算法 

（3）掌握汇编代码生成的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每个实验结束后教师检查 U 盘，批阅实验报告并记载成绩（5 分制）。 

（2）实验课考核成绩根据全部实验记载成绩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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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计算机每生一台（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马知行、曹启君《编译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ISBN 7-111-13078-2 

2.参考书： 

[1] 吕映之、张素琴等《编译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ISBN 7-302-08979-5 

[2] 陈火旺等《程序设计语言编译原理》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8， ISBN 7-118-02207-1 

[3] 陈意云  《编译原理和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5 ， ISBN：
7-312-00889-5   

[4]  Compilers: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Tools ( Second Edition )(2006, the "Purple 

Dragon Book"), by Alfred V. Aho, Ravi Sethi, Jeffrey D. Ullman and Monica S. Lam 
 

 

 

 

                                               

执 笔 人：段湘煜   

审 批 人：周国栋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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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基础》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2013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 多媒体技术基础/ Basic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工程管理，软件工程（嵌入

式软件人才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是进来发展迅速的应用技术，是计算机应用发展的重要方面。

其中包括了音频，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素材的处理和集成，是一门需要涉及

到多方面实践和集成的重要课程。本实验以实际应用为目标，训练学生掌握多媒体素

材的获取和制作，以及综合应用多媒体素材集成为应用作品，从而通过实验使学生更

好地掌握多媒体技术基础课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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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Audition 数字音频处理基础 设计性 2 1 必修 

2 Adobe Photoshop 图像处理基础 设计性 2 1 必修 

3 GIF Animator 动态图片的生成 设计性 2 1 必修 

4 Flash 动画基础-逐帧动画 设计性 2 1 必修 

5 Flash 动画基础-交互动画 设计性 2 1 必修 

6 3DS Max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模型制作 设计性 2 1 必修 

7 
3DS Max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贴图和简

单动画 
设计性 2 1 必修 

8 Premiere 视频制作基础 设计性 2 1 必修 

9 Director 多媒体创作基础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dobe Audition 数字音频处理基础 

1.教学内容 

1) 使用麦克风采集获取一段讲解词，作回声及其它相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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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一段背景音乐，作淡入、淡出、声音响度等编辑处理 

3) 音频合成讲解词与背景音乐，设计生成两种格式的数字音频文件。 

2.教学目标 

（1）了解声卡及声音处理软件 

（2）熟悉 Adobe Audition 的工作界面 

（3）掌握 Adobe Audition 中的音频编辑方法以及效果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2：Adobe Photoshop 图像处理基础 

1.教学内容 

1) 选取适当的图片素材和世界地图，运用各种选取方法制作一幅由世界名胜

照片揉和在一起的背景 

2) 利用图层效果制作一幅有地形质感的世界地图 

3) 制作艺术字 

4) 用滤镜制作过渡色，并利用特殊拼合方式使之产生过渡玄光的效果 

5) 调整并合并所有层 

6) 存储为各种图像文件格式并压缩 

2.教学目标 

（1）了解 Photoshop 应用软件的界面和使用 

（2）熟悉 Phtotoshop 的图层工具，艺术字等工具的使用 

（3）掌握 Photoshop 各类滤镜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GIF Animator 动态图片的生成 

1.教学内容 

1) 使用 Photoshop 制作出动画中各幅图像，格式为 GIF，内容自己设计 

2) 使用 GIF Animator 配置各项动画合成参数，将各幅图像合成一个二维 GIF

动画作品 

2.教学目标 

（1）了解二维动画的原理 

（2）熟悉使用 GIF Animator 动画软件制作二维动画 

（3）掌握 GIF Animator 中的参数调制 

实验项目 4：Flash 动画基础-逐帧动画 

1.教学内容 

1) 创建逐帧动画，使得‗苏州大学‘中的汉字逐次显示，全部显示后停留一段

时间，然后从后往前逐次消失。 

2) 通过多个图层创建动画，输入文本‗计算机学院‘，然后将文本分散到不同

图层，调整每个图层上文本所在的关键帧位置，使得‗计算机学院‘这 5 各

自一次显示，等全部显示后停留一段时间。 

2.教学目标 

（1）了解 Flash 的工作界面 

（2）熟悉 Flash 文档的创建，保存和导出 

（3）掌握逐帧动画制作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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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Flash 动画基础-交互动画 

1.教学内容 

1) 创建运动过渡动画──淡入的缩放旋转运动和直线运动 
2) 创建运动过渡动画──沿指定路径运动 
3) 创建变形过渡动画 
4) 创建按钮，创建交互性 
5) 加入背景音乐 
6) Flash 文件发布，并观察运行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 Flash 的按钮制作 
（2）熟悉交互动画的制作方法 
（3）掌握过渡动画创建、交互性创建与声音的导入和处理等技术 

实验项目 6：3DS Max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模型制作 

1.教学内容 

1) 创建切角圆柱体 

2) 修改切角圆柱体参数并创建副本，制成石磨的两层基础 

3) 创建较细的管状体构成石磨的碾子 

4) 对模型进行渲染 

2.教学目标 

（1）了解 3D 建模的基础步骤 

（2）熟悉 3DMax 的工作界面 

（3）掌握基本建模和复制，移动，旋转，对齐等基本工具 

实验项目 7：3DS Max 三维动画制作基础-贴图和简单动画 

1.教学内容 

1) 创建圆柱体，并编辑网格和添加晶格修改，绘制转轮 

2) 创建四棱锥，并贴图编辑材质制作支架 

3) 使用时间配置将时间长度设为 200 帧 

4) 在每 20 关键帧处，设置自动关键点，并添加阵列爆竹物体 

5) 连接爆竹物体到转轮上物体上 

6) 滑动转轮，添加背景和渲染动画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画制作和关键帧设置 

（2）熟悉材质贴图和时间轴设置 

（3）掌握综合建模和动画渲染 

实验项目 8：Premiere 视频制作基础 

1.教学内容 

1) 采集视频信号或使用已有视频素材，设置 Barn doors 过渡效果 

2) 在已设置过过渡效果的片段上添加滤镜 

3) 在拥有前两个效果的片段上添加透明效果 

4) 将该片段制作成一段 AVI 电影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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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Premiere 非线性编辑软件的使用 

（2）熟悉 Premiere 的界面和特效工具 

（3）掌握设计、编辑、制作出具有多种效果的一段电影剪辑 

实验项目 9：Director 多媒体创作基础 

1.教学内容 

1) 在 Director 中完成所设计作品的主流程图的设置 

2) 完成作品前言部分的制作 

3) 完成作品主界面的制作 

4) 完成结束部分的制作，运行并观察该多媒体作品演示效果 

5) 修改以上制作，引入多种 Director 提供的交互响应，并观察超文本超媒体

交互式应用演示的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 Director 的界面和主要功能 

（2）熟悉设计一个多媒体作品的流程 

（3）掌握超文本超媒体交互式响应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结合所完成的多媒体作品给予打分，作为平成成绩的参考依据 

（2） 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教师根据各专业特色，布置学生选择其中 1 到 2 个实验，设计高水平作

品，完成详细实验报告，进行打分。结合平时实验成绩，给出最终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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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 

2. 教师示范用联网多媒体微机（含摄像头、声卡、麦克风耳机组件、等多媒体

部件）一台 

3. 学生用联网多媒体微机（含摄像头、声卡、麦克风耳机组件等多媒体部件），

每个学生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多媒体技术应用》.龚声蓉.王林，刘纯平，陆建德，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年 2 月 

2.参考书：《多媒体应用技术实验与实践课程》.高钰，陆铭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9 月 
 

 

执 笔 人：  季怡  

审 批 人：  刘纯平  

完 成 时 间：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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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1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Knowledge Projec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系统与信息系统等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学会如何运用

上述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

使书上的知识变―活‖，达到深化理解和灵活掌握教学内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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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发式搜索 设计性 5 1 必修 

2 前馈神经网络及反向传播算法 设计性 6 1 必修 

3 语言模型 设计性 7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启发式搜索 

1.教学内容 

讲解启发式搜索的原理以及如何用启发式搜索求解八数码问题。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于搜索的问题求解原理和思路。 

（2）熟悉求解流程和搜索顺序，以及如何利用 A 星算法求解八数码问题。 

（3）掌握启发式搜索的定义、估价函数和算法过程。 

实验项目 2：前馈神经网络及反向传播算法 

1.教学内容 

讲解前馈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利用反向传播算法训练前馈神经网络。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种不同的神经网络类型，以及有监督机器学习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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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前馈神经网络的原理、属性以及构成。 

（3）掌握如何用反向传播算法训练前馈神经网络。 

实验项目 3：语言模型 

1.教学内容 

讲解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的基本思想、语言模型的基本概念、以及 n-gram 语言

模型的训练与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的基本思想及研究历史。 

（2）熟悉 n-gram 语言模型的基本数学原理。 

（3）掌握如何从语料中训练一个 n-gram 语言模型并用语言模型生成自然语言文本。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 实验报告：实验报告书应包含且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实验目的与要求 

（2） 实验内容与方法 

（3） 源程序 

（4） 实验过程记录 

2 考核方式 

（1）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并记载成绩。 

（2）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10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蔡自兴等.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 4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 

[1]  李凡长、沈勤祖、郑家亮.人工智能原理、方法、应用.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 3

月.  

[2] Nils J.Nils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New synthesis.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 9 月 

[3] 邵军力等.人工智能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年 3 月  

[4] 史忠植.高级人工智能.科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  

[5] 近三年《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上的相关文献。 

[6]《计算机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软件学报》、《自动化学报》、《模式识别

与人工智能》、《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科学》等期刊上近五年的相关文献。 
 

执 笔 人： 熊德意  

审 批 人： 刘全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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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连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互连技术/ Network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管理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以 TCP/IP 互连网络模型为基础，全面介绍互连网络应用模型中各层的协议，连接

技术和工作机制,使学生了解网络互连的基本概念。同时，通过学习一般网络故障排

除，子网和超网规划及网络的管理，使学生掌握网络互连所涉及的基本技术。 

网络互连技术是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选修

课。由于网络互连技术课程涉及许多的计算机网络和网络管理的基础知识，因此它的

先修课是计算机网络原理。所以，设定在三、四年级开设网络互连技术课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获取 MAC 地址 综合性 3 1 必修 

2 主机(域)名和 IP 地址解析 综合性 3 1 必修 

3 面向连接的网络点点通信套接字编程 综合性 3 2 必修 

4 无连接的通信套接字编程 综合性 3 2 必修 

5 路由器基本操作 验证性 3 3 必修 

6 路由器配置及路由信息协议 验证性 3 2 必修 

7 Linux 下以太帧的捕获与分析 综合性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获取 MAC 地址 

1.教学内容 

    阅读本实验后附录的背景材料，熟悉获取网卡 MAC 地址的编程原理，参考本报

告中提供的部分实现代码改编一个 VC 程序以获取网卡 MAC 地址； 

使用 Visual C++ 6.0, 输入、编辑、编译、运行与调试获取网卡 MAC 地址的程序； 

在命令提示符中键入 Windows NT/2000/XP 的"ipconfig /all"命令或 Windows 98

的"winipcfg"命令并执行，根据命令显示的网卡信息与自己程序执行结果比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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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C 的工作原理。 

（2）熟悉使用 Visual C++ 6.0 与 NETBIOS 编写 W32 Console Application。 

（3）掌握获取网卡 MAC 地址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2：主机(域)名和 IP 地址解析 

1.教学内容 

    熟悉主机(域)名和 IP 地址解析工作原理;参考本实验后附录的关键功能的程序示

例，使用 Visual C++ 输入编辑、编译、运行与调试解析程序；在命令行状态下测试

本机主机名和 IP 地址是否解析正确，测试附录中表里所列信息是否正确，并记录一

些常用门户网站的域名及对应的 IP 地址。 

2.教学目标 

（1）了解域名和 IP 地址解析的工作原理。 

（2）熟悉使用 Winsock 提供的相关函数编制程序。 

（3）掌握主机(域)名和 IP 地址相互转换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3：向连接的网络点点通信套接字编程 

1.教学内容 

    熟悉TCP/IP网络套接字编程的工作原理;参考本实验后附录的客户与服务器程序

简例，使用 Visual C++输入编辑、编译、运行与调试网络会话程序； 

在一台实验机上运行服务端程序，另一台实验机上运行客户端程序，双方利用控制台

进行通信；也可在同一台机器上同时运行服务器进程、客户进程进行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通信套接字的工作原理。 

（2）熟悉使用 Winsock 编制网络会话程序。 

（3）掌握 TCP/IP 面向连接的网络点点通信套接字编程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4：无连接的通信套接字编程 

1.教学内容 

   熟悉无连接的 UDP 数据报套接字编程的工作原理;参考本实验后附录的客户与服

务器程序的相关段落，使用 Visual C++输入、编辑、编译、运行与调试无连接的网络

程序；在一台实验机上运行服务端程序，另几台实验机上同时运行客户端程序，利用

控制台进行多方通信；或在同一台机器上同时运行发送端进程、接受端进程进行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于套接字的数据收发原理。 

（2）熟悉使用使用 Winsock 编制无连接的网络程序。 

（3）掌握无连接的 UDP 数据报通信套接字编程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5：路由器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理解路由器的硬件结构和各硬件部件的作用;按照实验内容给出的步骤，完成对

路由器的信息获取和配置工作，并将获取的信息和配置结果在实验报告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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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路由器的硬件结构和各硬件部件的作用。 

（2）熟悉 cisco 路由器的一些基本命令。 

（3）掌握用户级模式，特权级模式两种命令模式，学会在特权模式下的三种配

置模式中进行配置。 

实验项目 6：路由器配置及路由信息协议 

1.教学内容 

    熟悉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的工作原理;参考本实验后附录的步骤配置路由器基本

信息并配置成使用 rip 动态路由；在一台路由器上进行路由信息监视、连通性测试和

路由选择更新信息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路由器的最主要的功能。 

（2）熟悉路由器中的路由信息协议。 

（3）掌握路由器动态路由配置方法并理解动态路由的灵活性。 

实验项目 7：Linux 下以太帧的捕获与分析 

1.教学内容 

    熟悉以太网数据帧的格式，以及获取以太帧的编程原理。了解 Linux 环境下编程

的基本方法：参考本报告中提供的部分实现代码改编为一程序以获取以太帧,并对获

得的以太帧加以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帧的结构。 

（2）熟悉在 Linux 下编写网络程序的基本方法。 

（3）掌握网络监听的实现技术，使得能够实时捕获所在以太网内正在传输的数

据帧。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提交实验报告，在报告中描述实验的过程及结果 

2、考核方式： 

按照报告的要求及实验的准确性等确定成绩等级，在总成绩中占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网络实验室有网络协议分析 3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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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美)Douglas E.Comer,译者：林瑶 张娟 王海,《用 TCP/IP 进行网际互连.第一

卷原理、协议与结构(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1 月 2. 

2.参考书：―TCP/IP 基础‖第七版 （美）Kernneth D Reed 著 张文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张书奎   

审 批 人：杨   哲   

完 成 时 间：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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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201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Computer Graphics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实验教学目的 

1) 包括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主要是让学生按步骤系统学习

Matlab 关于图形处理的相关函数和程序设计方法, 验证图形处理效果. 设计性实验主

要是要求学生根据已经掌握的内容, 针对具体问题设计程序, 完成较为简单的图形处

理任务. 

2）巩固所学知识、激发实验兴趣、掌握实验要领，培养对计算机图形学课程所

学知识融会贯通和综合运用的能力，初步具备在图形学领域进行研究的能力； 

3）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加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2、实验要求 

本课程主要设置二种层次的实验：（1）基本验证编程（2）设计性实验。整个实

验过程包括预习、选择实验习题，编程设计、撰写实验报告提交报告，供教师进行批

阅。利用本课程提供的教学资源，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算法；实验结束，学生应

认真分析和整理实验结果，并撰写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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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多项式插值与龙格现象 验证性 2 1 选修 

2 曲线的样条插值 验证性 2 1 选修 

3 Matlab 图形动画实现与控制 设计性 2 1 选修 

4 
Bezier 曲线与 B 样条曲线的实

现与拼接 
设计性 2 1 选修 

5 
Bezier 曲面与 B 样条曲面的实

现与拼接 
设计性 2 1 选修 

6 几何造型 设计性 2 1 选修 

7 隐藏面处理 设计性 2 1 选修 

8 光照效果 设计性 2 1 选修 

 不规则物体建模 设计性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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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曲线多项式插值与龙格现象 

1.教学内容 

代数多项式因为便于求导和求积分等运算，是用于曲线插值和拟合的首选。最

初人们尝试直接使用一个多项式来近似曲线，但低次多项式一般无法取得良好的逼近

效果。如果增加多项式的次数，则容易出现著名的龙格（Runge）现象，即在插值区

间的某些区域（特别是两端）因多项式曲线剧烈波动产生较大的误差。 

作为本课程第一次实验，本实验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前没有 MATLAB

语言基础的同学通过本次实验进一步熟悉 MATLAB 语言的使用；二是让同学们理解

我们在科研研究中会常常遇到的困境：一个很好的想法往往在开始时无法取得理想的

效果；同时，大家也可以借此理解图形处理领域得到―第一桶金‖（即随后的样条插值）

的艰辛。 

2.教学目标 

（1）了解曲线多项式插值思想以及龙格现象的表现。 

（2）熟悉 Matlab 关于多项式插值的函数与绘图技术。 

（3）掌握曲线多项式插值技术。 

实验项目 2：曲线的样条插值 

1.教学内容 

鉴于对函数曲线应用多项式进行整体插值无法实现良好的近似效果，科学工作

者们随后提出了分段低次插值的思路。但简单的分段低次插值在分段点处会出现不光

滑的现象，无法满足很多工程问题的要求。经过进一步―艰辛‖的研究，人们提出了―样

条‖插值思想。古代造船业中应用坚韧的竹条获得光滑的船体，其思想和―样条‖插值

是想通的。样条函数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中叶，到了 60 年代它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相结

合，在外形设计方面得到成功的应用。样条理论已成为函数逼近的有力工具。它的应

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仅在数据处理、数值微分、数值积分、微分方程和积分方程

数值解等数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而且与最优控制、变分问题、统计学、计算几何与

泛函分析等学科均有密切的联系。 

本实验的目的是让大家重走分段低次插值到样条这条科研发展之路，理解图形

学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样条插值‖的妙处。 

2.教学目标 

（1）了解分段低次插值的必要性及样条插值的基本原理。 

（2）熟悉样条插值函数的使用。 

（3）掌握应用样条插值技术进行曲线重建的技术。 

实验项目 3：Matlab 图形动画实现与控制 

1.教学内容 

对于一些复杂的图形学设计任务，仅在三维空间中显示设计结果有时尚显不足，

这次需要增加一个时间维度即应用动画技术来观察设计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

画技术是图形学的重要工具之一。本次实验首先学习动画技术的实现，掌握 MATLAB

中生成 avi 格式动画文件的方法，并通过参数控制动画的速度。最后通过 GUI 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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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同动画速度的控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TLAB 语言平台下的 GUI 设计技术. 

（2）熟悉生成 avi 格式的动画文件方法. 

（3）掌握在 MATLAB 语言环境中应用动画和 GUI 技术暂时图形四维度信息的

方法. 

实验项目 4：Bezier 曲线与 B 样条曲线的实现与拼接 

1.教学内容 

Bezier 曲线是计算机图形学中相当重要的参数曲线，在一些比较成熟的位图软

件中也有 Bezier 曲线工具，如 PhotoShop 等。Bezier 曲线依据四个位置任意的点坐标

绘制出的一条光滑曲线，其有趣之处在于它的―皮筋效应‖，也就是说，随着点有规律

地移动，曲线将产生皮筋伸引一样的变换，带来视觉上的冲击。1962 年，法国数学

家 Pierre Bézier 第一个研究了这种矢量绘制曲线的方法，因此绘制出来的曲线就用他

的姓氏来命名是为贝塞尔曲线。 

B 样条是样条曲线一种特殊的表示形式。它是 B 样条基曲线的线性组合。B-样

条是 Bezier 曲线的一种一般化，可以进一步推广为非均匀有理 B 样条（NURBS），使

得我们能给更多一般的几何体建造精确的模型。B 样条曲线具有几何不变性、凸包性、

保凸性、变差减小性、局部支撑性等许多优良性质，是目前 CAD 系统常用的几何表

示方法，因而基于测量数据的参数化和 B 样条曲面重建是反求工程的研究热点和关

键技术之一。 

本实验在课堂学习以上两类曲线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实现对空间Bezier

曲线与 B 样条曲线拼接技术，从而达到巩固课堂基本知识的目的，并通过实验结果

进一步理解这两类曲线的相关性质。 

2.教学目标 

（1）了解以 Bezier 和 B 样条曲线为代表的曲线造型技术的基本思想. 

（2）熟悉 Bezier 和 B 样条曲线的相关函数. 

（3）掌握应用 Bezier 和 B 样条曲线生成一条闭合曲线的方法. 

实验项目 5：Bezier 曲面与 B 样条曲面的实现与拼接 

1.教学内容 

Bezier 曲线与 B 样条曲线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广到三维空间中，由此形

成 Bezier 曲面与 B 样条曲面。本实验在课堂学习这两类曲面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基

础上，实现对 B 样条曲面拼接技术，并尝试完成对 Bezier 曲面的拼接技术（选做，

需要检索文献资料，理解光滑拼接的条件），从而达到巩固课堂基本知识的目的，并

通过实验结果进一步理解这两类曲面的相关性质。 

2.教学目标 

（1）了解以 Bezier 和 B 样条曲面为代表的曲面造型技术的基本思想. 

（2）熟悉 Bezier 和 B 样条曲面的相关函数. 

（3）掌握应用 Bezier 和 B 样条曲线的拼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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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几何造型 

1.教学内容 

研究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计算机存储、传输与重新绘制。模型构造是

把基本几何单元作为基本要素，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以更好的

实现几何体在计算机内存储、传输、变换与显示等。 

几何造型的主要三种模型为线框模型、表面模型和实体模型。本实验主要了解

和掌握三种模型的建立和着色。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形学进行几何造型的基本思路. 

（2）熟悉相关的几何造型函数. 

（3）掌握三种模型的建立和着色。 

实验项目 7：隐藏面处理 

1.教学内容 

经过几何造型以后，物体的空间位置以及形状等数据存储在计算机中，这些数

据唯一的代表着这个物体。但是，要把这个物体绘制出来，显示在二维平面上却有多

种显示方法。在屏幕上绘制物体只能绘制出该物体的一个投影面，绘制出物体的哪个

（投影面）部分与设定的观察者所在位置有关。我们把观察者所在的位置称为视点。 

三维物体显示在二维平面上，一定有一部分没有被显示出来，没有被显示出来

的表面叫做被隐藏面。本实验了解和掌握隐藏面的处理效果，通过在 GUI 中对相关

参数的控制实现对隐藏面显示度的控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几何造型过程中隐藏面处理的基本思想和原理. 

（2）熟悉隐藏面的计算方法. 

（3）掌握在 GUI 中对相关参数的控制实现对隐藏面显示度的控制。 

实验项目 8：光照效果 

1.教学内容 

人之所以能够看见物体，就是因为物体表面对光进行反射，反射光进入人眼。

为了使物体的图形具有真实感，需要给物体加上细腻的光照效果。现在常见的光照效

果一般由 Phong 光照模型生成，该模型包含如下三个成分。 

（1）镜面反射光 

镜面反射光遵循反射定律，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产生镜面反射的条件是入射光

一般是平行光，并且物体表面比较光滑。事实上，绝对光滑的物体是没有的，所以，

反射光一般散布在反射方向周围的小范围内。 

（2）漫反射光 

不光滑的物体在接受光照时，向多个方向反射，这样的反射叫做漫反射。漫反

射光的强度可以用朗伯(Lambert)定律来计算。 

（3）环境反射光 

环境反射光是由周围物体（包括墙面）多次反射后照射在该物体上的光。白天，

没有被太阳直射的物体上接受的光就可以近似称为环境光。物体可见表面上得到的环

境光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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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的目的是通过给几何造型依次添加镜面反射光、漫反射光和环境反射光，

从而熟悉和掌握 Phong 光照模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光照效果的各个组成部分及意义. 

（2）熟悉样镜面反射光、漫反射光和环境反射光的相关数学模型. 

（3）掌握给几何造型依次添加镜面反射光、漫反射光和环境反射光的技术. 

实验项目 9：不规则物体建模 

1.教学内容 

计算机图形学擅长于创建规则物体。不规则物体在自然界是大量存在的，如山、

水、树木、云、火等；不规则物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如衣服等。        图

形学绘制不规则物体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随机的方法。目前，正在研究使用图像绘制图

形，充分的利用图像的不规则特性。 

关于不规则物体建模，分形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图形学分支，非真实感图形绘制

是一个新的图形学分支。在数学上，分形一般定义为具有分数维数的点的集合；在有

的学科领域，分形定义为混沌吸引子；在图形学中，一般把分形定义为具有自相似特

性的图形点集。可以使用线性迭代函数系统绘制分形图，例如，绘制树、山等。本实

验目的是熟悉和掌握通过分形技术实现不规则物体建模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规则建模在图形设计中的意义和基本原理. 

（2）熟悉分形和线性迭代函数系统绘制不规则图形的技术. 

（3）掌握应用分形和线性迭代函数系统技术绘制树、山等不规则建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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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整叙述实验内容和要求 

（2）提出具体的设计，说明核心算法， 

（3）展示和分析实验结果 

2、考核方式 

实验课程考核为综合评分制。实验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测试成绩两部分组

成。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30%。 

A：平时成绩（50 分） 

1）课前准备、预习（10 分） 

2）实验态度（5 分） 

3）检查源代码（20 分） 

4）实验报告（15 分） 

B：期末测试成绩（50 分） 

期末测试由实验指导教师根据课程特点设计若干个综合性较强的实验作为考试

内容，由学生抽签定题。最后的成绩由主考教师参照不同实验的要求和内容，进行综

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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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学生根据各个实验的目的和要求，1 人 1 组，每人提供一台计算机。 

编程环境：Matlab 语言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钟宝江, 基于MATLAB语言的图形学实验教程, 苏州大学校内试用教材, 2016 

2.参考书： 

[1] 于万波. 基于 MATLAB 的计算机图形学与动画技术.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 倪明田, 吴良芝.计算机图形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http://cg.cs.tsinghua.edu.cn/course/resource_main.htm (计算机图形学教学网站) 
                                        

 

 

 

        

执 笔 人： 钟宝江  

审 批 人： 李云飞  

完 成 时 间： 20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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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2019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测试技术/ Software Testing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软件测试技术课程实验旨在帮助学生通过测试相关实验了解软件测试的完整过

程，学习软件测试的步骤、方法及技术。该课程实验能够使学生培养工程化软件测试

的习惯，训练符合软件工程的测试思维及提升规范软件测试实践的能力。 

本课程主要采用 IBM 新一代的建立在 Jazz 平台上的 Rational Quality Manager 

（RQM）作为实验教学工具，旨在培养学生使用 Jazz-Rational 系列测试软件综合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课程的基础实验环节，要求学生能够利用所学软件测试课程的

知识和理论，参考有关标准，进行测试工作，并以规范的文档形式表现出来。其中，

综合实验环节，鼓励学生适当加入一些课本中没有涉及到的知识、工具以及一些新方

法，完成对实际应用项目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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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RQM 创建项目及用户 验证性 2 1 必修 

2 使用 RQM 配置仪表盘 验证性 2 1 必修 

3 使用 RQM 项目管理和测试计划功能 验证性 2 1 必修 

4 
使用 RQM 更新需求和审批测试计划

功能 
验证性 2 1 必修 

5 使用 RQM 测试用例功能 验证性 2 1 必修 

6 使用 RQM 执行测试 验证性 2 1 必修 

7 使用 RQM 报告结果 验证性 2 1 必修 

8 RQM 综合使用（一） 综合性 2 1 必修 

9 RQM 综合使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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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QM 创建项目及用户 

1.教学内容 

以 ADMIN 登录，实验内容包括：创建项目；创建用户并分配权限，并基于用

户查看能使用的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RQM 的基本工作原理。 

（2）掌握如何利用 RQM 创建项目和用户。 

实验项目 2：使用 RQM 配置仪表盘 

1.教学内容 

分别以两个不同的用户登录，实验内容包括：自定义仪表盘；使用导航图标和

菜单；改变首选项；基于用户角色查看信息。 

2.教学目标 

（1）熟悉导航图标、菜单和首选项的功能 

（2）掌握自定义 RQM 仪表盘的使用。 

实验项目 3：使用 RQM 项目管理和测试计划功能 

1.教学内容 

创建测试计划；自定义测试计划；创建测试计划模板。 

2.教学目标 

（1）了解测试计划的概念。 

（1）熟悉测试计划模板的使用方法。 

（2）掌握测试计划的创建方法。 

实验项目 4：使用 RQM 更新需求和审批测试计划功能 

1.教学内容 

更新测试计划；创建并分配工作项给其他成员；使用工作项；审查和批准测试

计划。 

2.教学目标 

（1）熟悉测试计划的更新方法。 

（2）掌握如何创建并分配工作项给其他成员。 

（3）掌握如何使用工作项，审查和批准测试计划。 

实验项目 5：使用 RQM 测试用例功能 

1.教学内容 

创建测试用例；将测试用例和测试计划关联；更改需求；将测试用例和需求关

联。 

2.教学目标 

（1）熟悉测试用例的基本概念。 

（2）掌握测试用例的创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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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需求的更改方法及其与测试用例的关联方法。 

实验项目 6：使用 RQM 执行测试 

1.教学内容 

创建并执行手工测试；查看测试结果；提交缺陷。 

2.教学目标 

（1）掌握如何创建并执行手工测试。 

（2）熟悉测试结果的查看方式和缺陷的提交方式。 

实验项目 7：使用 RQM 报告结果 

1.教学内容 

运行缺陷、执行和需求报告；根据具体参数保存报告；创建快照。 

2.教学目标 

（1）熟悉 RQM 中缺陷的运行方式如何执行和需求报告。 

（2）掌握如何根据具体参数保存报告。 

（3）了解如何创建快照。 

实验项目 8：RQM 综合使用（一） 

1.教学内容 

综合使用实验 1-7 的 RQM 功能，结合一个小型软件应用系统，进行测试工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 RQM 中的基本功能 

（2）掌握综合使用 RQM 的功能进行测试的方法。 

实验项目 9：RQM 综合使用（二） 

1.教学内容 

参考有关标准，将实验 8 的测试结果以规范的文档形式表现出来。 

2.教学目标 

（1）熟悉一些规范的测试结果文档模板。 

（2）掌握如何综合使用 RQM 的功能进行测试，并进行文档化。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项实验学生都应该撰写相应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应结构清晰，包括实

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过程及实验总结等。 

 

2、考核方式 

（1）由任课教师布置实验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 

（2）每一实验完成后，根据学生递交的实验报告和阶段性文档质量进行评分。 

（3）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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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教师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

台；每位学生使用连接 Internet 网的微型计算机一台。每台计算机上均安装 Rational 

Quality Manager（RQM）。现有符合实验要求的计算机 9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IBM 编著. IBM Rational Quality Manager V1.0.1 Student Workbook.（电子版技术

文档）. 

2.参考书： 

[1] 程宝雷, 屈蕴倩，章晓芳等著. 《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IBM Rational测试工具》.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蔡建平著. 《软件测试实验指导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执 笔 人：程宝雷   

审 批 人：章晓芳   

完 成 时 间： 20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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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及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20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嵌入式系统及应用/Embedded System & Applicatio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嵌入式应用的基本设计原理与方法，达到―巩固原理、学

会应用‖的目的。重点完成：ARM Cortex-M0+ Kinetis L 的 I/O 口编程、键盘编程、串

行通信编程、LCD 编程、A/D 转换编程、定时器编程、PWM、SPI、USB、嵌入式以

太网及综合应用编程等，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单片机与嵌入式应用基础课

程的内容。同时，汇编语言与 C 语言并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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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及键盘编程 验证性 3 1 必修 

2 串行通信编程 综合性 3 1 必修 

3 LCD 编程 综合性 3 1 必修 

4 A/D 转换编程与校正分析 设计性 3 1 必修 

5 定时器编程及 PWM 编程 设计性 3 1 必修 

6 自定义综合设计 创新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O 及键盘编程 

1.教学内容 

(1) 开关控制小灯 

(2) 键盘按键通过一组小灯显示 

 

2.教学目标 

(1) 掌握 ARM Cortex-M0+ Kinetis 程序的基本编辑、编译方法 

(2) 掌握 I/O 口的基本编程方法 

(3) 掌握键盘的编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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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串行通信编程 

1.教学内容 

PC 的 C#编程界面经 UART 串行通信控制实验板的小灯 

2.教学目标 

(1) 掌握 MCU 串行通信基本编程方法，学会实际应用 

(2) 学会 MCU 与微机的串行通信编程，掌握编程原理 

(3) 利用 C#语言进行串行编程，利用 C 进行编程 

实验项目 3：LCD 编程 

1.教学内容 

通过 PC 经 UART 串行通信发送字符显示在 LCD 上 

2.教学目标 

(1) 了解液晶显示的基本原理 

(2) 掌握点阵字符式液晶的编程方法 

(3) 利用 LCD 显示微机发送的内容 

实验项目 4：A/D 转换编程与校正分析 

1.教学内容 

调节电位器的阻值经 MCU 处理后显示在 LED 上 

2.教学目标 

(1) 掌握 A/D 转换编程 

(2) 掌握模拟量校正的基本方法 

(3) 利用微机界面进行回归分析 

实验项目 5：定时器编程及 PWM 编程 

1.教学内容 

(1) 利用 MCU 编程实现时钟功能，通过 SCI 串行通信显示在 PC 界面 

(2) 拨码开关每拨一下小灯亮度增加 10%，全亮后，然后减少 10%。（提示：小

灯亮度受控 PWM）（可选） 

2.教学目标 

(1) 掌握定时器的基本编程方法 

(2) 编制一个基于 MCU 的时钟并与微机时钟比较 

(3) 学会 PWM 的基本编程（可选） 

实验项目 6：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综合利用 GPIO、UART、键盘、LCD、LED、ADC、定时器或 USB、嵌入式以

太网等多个模块设计一个 PC 界面和 MCU 通信的综合控制界面 

2.教学目标 

学生自行综合设计，并由教师根据设计情况及运行结果，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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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每份报告应该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基本内容概述、硬件

连接、软件主程序框图、主要软件模块描述（要点）、实验体会等内容。 

2.考核方式：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

以 20%的比例计入主课程的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台，配苏州大学自行研制的 SD-E

型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开发平台一台及相应的应用软件。 

2.学生分组实验。每个学生配：配苏州大学自行研制的 SD-E 型嵌入式系统与物

联网实验开发平台一台、微机计算机一台、万用表一台、螺丝刀一把、导线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王宜怀等《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 3 版）--ARM Cortex-M0+ Kinetis L 系列

微控制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3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2.参考书： 

[1] 曹金华，王宜怀，沈安东《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实验指导（第二版），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2 版。 

[2] Freescale. KL25 Sub-Family Reference Manual Rev.3，2012.（简称 KL25 参考

手册） 

[3] Freescale. KL25 Sub-Family Data Sheet Rev.3，2012.（简称 KL25 数据手册） 

 
 

 

执 笔 人：  曹金华  

审 批 人：  王宜怀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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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应用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202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嵌入式应用技术(Embedde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实验室名称：物联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嵌入式应用的基本设计原理与方法，达到―巩固原理、学

会应用‖的目的。在演示性实验基础上，了解实验平台的基本应用方法与实验基本要

求。随后给出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重点完成：ARM Cortex-M4 Kinetis

的 I/O 口编程、键盘编程、串行通信编程、LCD 编程、A/D 转换编程、定时器编程、

PWM、USB、嵌入式以太网及综合应用编程等，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单

片机与嵌入式应用基础课程的内容。同时，汇编语言与 C 语言并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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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演示实验 演示性 3 1 必修 

2 I/O 及串行通信编程实验 验证性 3 1 必修 

3 LCD、LED、键盘、A/D 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4 USB 应用编程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5 嵌入式以太网应用编程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6 自定义综合功能设计实验 创新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综合演示实验 

1.教学内容 

（1）开发平台介绍 

（2）利用上届同学的综合实验，运行功能演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开发平台的基本使用方法 

（2）熟悉工程的打开、编译方法、链接、生成机器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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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机器码的下载方法 

（4）了解所学 MCU 的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2：I/O 及串行通信编程实验 

1.教学内容 

（1）通过 PC 的 C#编程界面经 SCI 串行通信控制实验箱的小灯 

（2）学会 MCU 与微机的串行通信编程，掌握编程原理 

（3）利用 C#语言进行串行编程，利用 C 进行编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 I/O 及串行通信构件基本制作方法 

（2）熟悉 I/O 及串行通信构件基本原理 

（3）掌握 I/O 及串行通信构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LCD、LED、键盘、A/D 实验 

1.教学内容 

（1）通过 PC 经 SCI 串行通信发送字符显示在 LCD/LED 上； 

（2）利用 LCD/LED 显示微机发送的内容 

（3）未编码键盘值显示在 PC 机界面 

（4）A/D 值实时显示在在 PC 机界面 

2.教学目标 

（1）熟悉 LCD、LED、键盘、A/D 基本原理 

（2）了解 LCD、LED、键盘、A/D 构件的基本制作方法 

（3）掌握 LCD、LED、键盘、A/D 构件的基本应用方法 

（4）提高构件的使用与综合编程能力 

实验项目 4：USB 应用编程实验 

1.教学内容 

（1）USB 的枚举过程 

（2）USB 作为从机的应用 

（3）USB 作为主机的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USB 的基本原理 

（2）了解 USB 构件的基本制作过程与基本方法 

（3）掌握 USB 作为从机的基本参数改动方法 

（4）完成一个基本 USB 收发实验 

（5）了解 USB 作为主机的基本用法 

实验项目 5：嵌入式以太网应用编程实验 

1.教学内容 

（1）嵌入式以太网的硬件组成 

（2）嵌入式以太网构件 

（3）嵌入式以太网的编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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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熟悉嵌入式以太网的基本硬件系统 

（2）了解嵌入式以太网构件基本制作流程 

（3）掌握嵌入式以太网构件基本使用方法 

（4）完成一个嵌入式以太网的基本编程 

实验项目 6：自定义综合功能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1）覆盖本课程基本知识要素 

（2）应用本课程所有基本构件 

（3）自定义综合功能进行设计 

2.教学目标 

（1）要求学生进行综合设计，基本覆盖本课程基本知识要素，充分运用所学构

件进行功能设计 

（2）学生自行综合设计，并由教师根据设计情况及运行结果，并参考前五次实

验，主要根据综合设计进行实验成绩评定 

（3）要求具有较高的综合程度与复杂性，并具有一定主题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每份报告应该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基本内容概述、硬件

连接、软件主程序框图、主要软件模块描述（要点）、实验体会等内容。 

2.考核方式：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

以 20%的比例计入主课程的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台，配苏州大学自行研制的 SD-E

型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开发平台一台及相应的应用软件。 

2.学生分组实验。每个学生配：配苏州大学自行研制的 SD-E 型嵌入式系统与物

联网实验开发平台一台、微机计算机一台、万用表一台、螺丝刀一把、导线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王宜怀、吴瑾、蒋银珍编著《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ARM Cortex-M4 Kinitis

微控制器》，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2 月出版 

2.参考书： 

NXP,K64 Sub-Family Refrence Manual Rev.3,2015 

NXP,K64 Sub-Family Data Sheet Manual Rev.3,2015 
 

 

 

执 笔 人：曹金华   

审 批 人：王宜怀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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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300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信息安全技术/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培养和提高本专业学生信息安全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从先进性、

实用性和培养学生多学科综合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等几个方面入手，通过教学和实践，

完善学生对学科知识体系和内容的理解，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系统化和实用化，适应目

前信息安全实践和科研的需要。本课程包含 8 个实验，包括基础性、综合性和设计性

三种类型的实验，分别占 12％，63％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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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密码算法 综合性 2 2 必修 

2 对称密码算法 综合性 2 2 必修 

3 非对称密码及 PKI 应用 综合性 2 2 必修 

4 Hash 算法和密码应用 综合性 2 2 必修 

5 信息隐藏 综合性 2 2 选修 

6 IPSec 和 SSL 安全协议 综合性 2 2 必修 

7 入侵检测和 VPN 设计性 2 2 必修 

8 网络信息获取与分析 设计性 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古典密码算法 

1.教学内容 

Caesar 密码；单表置换密码； 

2.教学目标 

（1）掌握替代密码，置换密码加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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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对称密码算法 

1.教学内容 

DES 算法；AES 算法；RC4 密码算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对称加密算法，DES 算法，AES 算法，RC4 密码加密过程 

实验项目 3：非对称密码及 PKI 应用 

1.教学内容 

非对称密码算法；证书应用；PKI 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PKI 体系 

（2）熟悉 RSA 算法的加密原理 

（3）掌握使用数字证书发送签名邮件和加密邮件的方法 

实验项目 4：Hash 算法和密码应用 

1.教学内容 

MD5 算法；SHA1 算法；文件安全传输；PGP 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Hash 函数，MD5 算法，SHA1 函数的计算原理和特点 

（2）熟悉数字签名过程 

（3）掌握安全文件传输基本步骤 

实验项目 5：信息隐藏 

1.教学内容 

信息隐藏位图法；LSB 水印算法；DCT 水印算法；主动水印攻击 

2.教学目标 

（1）了解位图法在 BMP 图片中嵌入和提取信息 

（2）熟悉 LSB 算法基本原理 

（3）掌握 DCT 水印算法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6：IPSec 和 SSL 安全协议 

1.教学内容 

IPSec 协议；SSL 安全套接层协议； 

2.教学目标 

（1）了解 IPSec 工作原理 

（2）熟悉 IPSec 建立安全隧道 

（3）掌握使用 OpenSSL 生成数字证书， SSL 的握手过程 

实验项目 7：入侵检测和 VPN 

1.教学内容 

基于网络入侵检测系统；利用 PPPTP 构建企业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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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 snort IDS 工作机理 

（2）熟悉 VPN 原理 

（3）掌握通过嗅探 VPN 通信理解加密隧道技术 

实验项目 8：网络信息获取与分析 

1.教学内容 

信息搜集；漏洞扫描；网络嗅探；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息获取的原理和步骤 

（2）熟悉漏洞扫描原理和技术 

（3）掌握嗅探程序开发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做实验时，要认真依次记录各个实验步骤，写下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与分析、

解决的办法，对实验讲义中每个实验结果或现象做出认真的书面回答。每个实验结合

实验实践与上交的实验报告给予打分每个实验考核成绩打分采用 100 分制，每次实验

课平均成绩作为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吉林中软网络信息安全教学实验系统（v3.0）7 套，每套支持 6 台安装―信息安全

教学平台‖的计算机，共 4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 年 
2、参考书： 
[1] WHITMAN M E, MATTORD H J. 信息安全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SALOMON D. 数据保密与安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 林东。网络信息安全与PGP加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4] HOLDEN G. 防火墙与网络安全：入侵检测和VPNs。五斌，孔璐，译。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COMER D E.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第4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6] 钟乐海，王朝斌，李艳梅。网络安全技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7] 林涛。网络安全与管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8] 沈苏彬。网络安全原理与应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9] 戴士剑，涂彦辉。数据恢复技术（第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10] 韩宝明，杜鹏，刘华。电子商务安全与支付。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执 笔 人：钱龙华   

审 批 人：朱艳琴   

完 成 时 间：201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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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处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3003                    课程学分：2 

课程名称（中/英）： 数字图像处理/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主要介绍数字图像处理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图像增强、图像压缩编码、

图像恢复；以及图像分析中的图像分割、特征提取与模板匹配等技术。 

教学目标以《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教材结构为线索，安排多种类型的实验与之

相配合，使学生对图像处理与分析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重点验证和理解一些常用的

基本图像处理方法，并进一步能够在实际图像处理与分析的项目中灵活运用所学的图

像处理与分析的基本技能。 

教学要求为：1）学习多种图像处理和分析的软件，如 Photoshop、Visual C++、

MATLAB；2）掌握 Matlab 环境中有关图像处理与分析基本方法；3）基于实验验证，

加深课堂讲授数字图像处理相关内容的理解；4）具备初步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的程

序设计能力；5）具备一定的实际图像处理与分析的能力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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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 图像处理 综合性 2 1 必修 

2 VS+OpenCV 图像处理平台构建 综合性 2 1 选修 

3 Matlab 图像处理 综合性 2 1 必修 

4 图像增强 验证性 4 1 必修 

5 图像编码与压缩 验证性 2 1 必修 

6 运动模糊图像复原 设计性 2 1 选修 

7 阈值图像分割 验证性 2 1 必修 

8 Hough 变化直线检测 设计性 2 1 选修 

9 迷你图像处理系统设计 创新性 4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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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Photoshop 图像处理 

1.教学内容 

主要利用 Photoshop 软件提供的图像处理功能，直观理解图像基本类型：二值图

像、灰度图像、彩色图像、索引图像、直方图、锐化、模糊、抠像技术等图像处理中

的基本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 Photoshop 图像处理基本功能； 

（2）熟悉软件中的一些基本图像操作技能； 

（3）掌握 Photoshop 图像处理软件的基本功能架构，为后面迷你图像处理系统

设计做好铺垫。 

实验项目 2：VS+OpenCV 图像处理平台构建 

1.教学内容 

基于目前开源的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搭建 VS 编程语言下的图像处理与分析

的平台，读取 BMP 图像并显示，添加简单的图像处理功能，为后续迷你图像处理系

统设计采用该环境的同学做好铺垫。 

2.教学目标 

（1）了解 OpenCV 中的图像读写、显示以及简单的图像处理函数； 

（2）熟悉 VS+OpenCV 下图像处理与分析平台的配置过程； 

（3）掌握 BMP 图像的基本文件格式。 

实验项目 3：Matlab 图像处理 

1.教学内容 

由于图像可以用矩阵来表示，学习 Matlab 执行方式、程序结构、矩阵运算及其

在图像处理中常用函数的使用，如有关傅里叶变换、离散余弦变换、离散小波变换等。

为后面基于 Matlab 的验证实验的展开做好准备。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tlab 编程方式； 

（2）熟悉 Matlab 的基本操作； 

（3）掌握一些常用的图像处理函数。 

实验项目 4：图像增强 

1.教学内容 

利用 Matlab 编程实现灰度线性变换、直方图均衡化、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图

像锐化、同态滤波等图像增强方法，并对比分析这些图像增强方法的特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tlab 中进行图像增强的有关函数的操作； 

（2）熟悉直方图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及二维滤波平滑和锐化的原理； 

（3）掌握滤波图像增强方法的实际实现，并理解各种滤波的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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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图像编码与压缩 

1.教学内容 

验证常见的图像编解码方法，如统计编码和变换编码的常用算法。为深入理解

图像编码标准做准备。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像编解码的基本流程； 

（2）熟悉统计编码中的 Huffman 编解码和算术编解码及离散余弦变换编解码； 

（3）掌握 Huffman 编解码和离散余弦变换编解码，并进行编程实验。 

实验项目 6：运动模糊图像复原 

1.教学内容 

运动模糊是常见的一类退化图像，利用 Matlab 自带函数进行运动模糊图像的复

原验证，同时按照给定复原理论和步骤，自编程实现图像复原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像退化的原因和过程，尤其需要了解目标和相机相对运动所产生的

运动模糊的退化模型； 

（2）熟悉 Matlab 中的逆滤波、维纳滤波有关函数； 

（3）掌握维纳滤波的滤波过程。 

实验项目 7：阈值图像分割 

1.教学内容 

阈值图像分割是图像分割方法中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给定一幅数字图像，

采用极小值点阈值方法进行图像分割，并给出分割后的二值化图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像分割及其基于阈值的图像分割方法； 

（2）熟悉 OSTU 方法以及极小值点阈值分割方法； 

（3）掌握极小值点阈值分割方法的实现过程。 

实验项目 8：Hough 变化直线检测 

1.教学内容 

图像中直线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特征描述，检测和提取图像中的直线可以较好的

获取图像中具有规则性的特征。利用 Hough 变化进行直线检测并将其扩展到检测圆

是基本实验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像特征及其描述； 

（2）熟悉 Hough 变换的基本原理； 

（3）掌握图像中如何使用 Hough 变换进行直线检测。 

实验项目 9：迷你图像处理系统设计 

1.教学内容 

综合训练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应用能力，编写程序实现一个小型的图像处理系

统，能够实现一些基本的图像处理与分析功能，并根据自己所学的图像处理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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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扩展设计一些实际图像处理中可能运用到的技术。 

2.教学目标 

（1）了解图像处理软件系统的基本结构； 

（2）熟悉 Matlab GUI 编程或者 VS 环境中的界面设计 

（3）掌握一个软件系统开发的基本流程，并整合前面实验中编写的有关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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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采用平时实验检查或期末实验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考

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1）平时检查：在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实验结果，并记载成绩 (5 分制) 

（2）实验考试：所有实验结束后安排实验考试，利用 Visual C++和 MATLAB 编

写程序完成试题（开卷）。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 2 台 

学生用台式电脑 Dell optiplex 380 （E8400/4G/320）11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实验讲义 

    2.参考书：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第 2 版），龚声蓉、刘纯平、王强编著，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4.8 

 
 

 

 

执 笔 人：刘纯平  

审 批 人：钟宝江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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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300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人机交互技术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管理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图形用户界面的实现机理，掌握常见的用户界面设计方法

及其评估技术。掌握用户任务分析以及用户模型的构造方法。核心实验课程分为 5

个部分，彼此相互联系，同时与课堂教学密切结合。实验课着重培养学生的设计和创

造能力，要求学生对理论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本实验课程中的两个附加实验，用做初

级程序设计练习。本实验课程强调培养学生―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要求学生勤于

思考，设计出友好、易用的用户界面。 

本实验的实验报告要求包括实验过程、程序清单、遇到问题及解决方法、讨论对

知识点的领会与掌握等内容。 

本实验有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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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持设备的用户界面设计 设计型 4 1 必修 

2 简单窗口管理器的分析与设计 设计型 4 1 必修 

3 增加窗口过程 设计型 4 1 必修 

4 编写手机使用说明书 综合型 2 2-3 人 必修 

5 任务分析 设计型 4 1 必修 

附加 1 字符串的排序 设计型 2 1 选修 

附加 2 窗口重叠区域的计算 设计型 2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掌持设备的用户界面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述移动设备的屏幕特点，安卓设备和 IOS 界面设计工具和简单界面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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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移动设备的屏幕特点， 布局，字体和色彩设置。 

（2）熟悉移动平台 IDE 环境。 

（3）掌握简单移动应用的用户界面设计开发。 

实验项目 2：简单窗口管理器的分析与设计 

1.教学内容 

讲述 XWindow 的体系结构， 剖析 twm 窗口管理器的实现机理，要求学生使用

面向对象技术设计一个抽象的窗口管理器，并在文本（字符）界面下实现演示。 

2.教学目标 

（1）了解窗口管理器的工作原理。 

（2）熟悉面向对象建模、分析与设计，理解窗口任务调度与事件的分发机制。 

（3）掌握简单窗口管理器的开发技术 

实验项目 3：增加窗口过程 

1.教学内容 

学习 Window 窗口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dow 平台上，图形用户界面的开发工具。 

（2）熟悉 MFC 基础类库， 并研究该类库对窗口对象的封装原理。 

（3）掌握窗口过程中事件处理和同步、异步消息传递。 

实验项目 4：编写手机使用说明书 

1.教学内容 

根据用户的特点，采用图文混排的方法， 以直观的图片展示，撰写一份手机使

用说明书。 

2.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撰写文档的能力。 

（2）熟悉矢量图绘制软件 visio。使用该软件绘制讲解说明。 

（3）掌握帮助文档的撰写和版式设计。 

实验项目 5：任务分析 

1.教学内容 

使用 GOMS 模型建模，对 MP3 播放器的用户任务进行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GOMS 模型。 

（2）熟悉任务捕捉，分解，抽取和优化的全部过程。 

（3）掌握常用的用户任务分析技术。 

附加实验项目 1：字符串的排序 

1.教学内容 

对于大一学生，可以考虑增加本次实验， 检查一下学生 C/C++程序设计语言的

基本情况。为后续教学工作的优化搜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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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程序开发环境 

（2）熟悉 VC 2013 下进行程序设计的全部过程。 

（3）掌握基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附加实验项目 2：窗口重叠区域的计算 

1.教学内容 

讲述窗口类的具体设计，根据学生的程度决定在实验 2 前是否增加该次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 UML 建模技术。 

（2）发现窗口类中的属性和方法，并建模多窗口对象环境下的，窗口切换动作

设计的各种活动。 

（3）掌握从 UML 模型到代码框架的自动生成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 

格式正确，语句流畅，标点符号正确。实验结果真实可靠准确。设计要有一定的

创新性。实验报告书应包含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实验目的与要求 

b) 实验内容与方法 

c) 源程序 

d) 实验过程记录 

2、考核方式 

a) 针对学生按时提交的实验报告，由老师批阅给出实验成绩。 

b) 实验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500 台 

1. 硬件要求 

1.2 (GHz) i3 或更高的处理器  

4 (GB)推荐 (2GB of RAM 最小; 8 (GB)最大) 

50GB 自由硬盘空间 

VGA 监视器 

键盘 

鼠标或其他类是产品 

以太网卡 

2. 软件要求 

Windows 7 操作系统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Office 2007 

Photoshop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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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人机交互教程》，孟祥旭，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302226529 

2.参考书： 

《 C 程序设计(第四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2224464 

 

 

 

                                               

执 笔 人：王   辉   

审 批 人：黄   蔚   

完 成 时 间：20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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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数据库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3010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 高级数据库技术/ Advanced Database Technology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联网工程，网

络工程，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实验教学的目的是配合课堂讲解内容，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学习和掌握

Oracle 安装和和配置、Oracle 中使用 SQL 语言的操作方式以及 SQL*PLUS 的 使

用、设计和创建 Oracle 数据库、Oracle 工具的初步操作、使用 PL/SQL 语言编写

触发器和过程等程序、Oracle 数据库的运行管理等方法。为今后从事数据库管理和

开发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物理存储结构中文件的建立和管理 验证性 2 1 必修 

2 逻辑存储结构的熟悉，测试和调优 验证性 2 1 必修 

3 数据库模式对象管理 验证性 2 1 必修 

4 用户权限和角色管理实验 验证性 2 1 必修 

5 备份和恢复策略和实践 验证性 2 1 必修 

6 PL/SQL 基础语句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7 PL/SQL 游标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8 存储过程和触发器实验 综合性 2 1 必修 

9 闪回应用实验 验证性 2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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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物理存储结构中文件的建立和管理 

1.教学内容 

1） 为 USER 表空间添加一个数据文件，文件名为 user05.dbf, 大小为 20MB。 

2） 修改 USER 表空间中的 user05.dbf 为自动扩展方式，每次扩展 5MB，最大

为 100MB。 

3） 将表空间 USER 中的 user05.dbf 更名为 userdata005.dbf。 

4） 将数据库的控制文件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备份 

5） 为数据库添加一个重做日志文件组，组内包含两个成员文件，分别为

redo5a.log 和 redo5b.log,大小分别为 5MB。 

6） 设置数据库归档路径为 D:\Oracle\backup。 

2.教学目标 

（1）熟悉和联系合理规划数据库的存储结构 

（2）掌握表空间与各种物理文件的设置和管理 

实验项目 2：逻辑存储结构的熟悉，测试和调优 

1.教学内容 

1） 使用 SQL 命令创建一个本地管理方式下自动分区管理的表空间

USERTBS1,其对应的数据文件的大小是 20M。 

2） 修改 USERTBS1 表空间的大小，将该表空间的数据文件改为自动扩展方

式，最大值为 100MB。 

3） 使用 SQL 命令创建一个本地管理方式下临时表空间 TEMPTBS, 并将该表

空间作为当前数据库实例的默认表空间。 

4） 使用 SQL 命令对表空间 USERTBS1 进行联机和脱机状态转换。 

5） 查询当前数据库中所有的表空间及其想对应的数据文件信息 

6） 删除表空间 USERTBS1，同时删除该表空间的内容及其对应的数据文件信

息 

2.教学目标 

（1）了解 Oracle 的逻辑存储结构 

（2）熟悉其管理工具的应用，进行增删 

（3）掌握在线和脱机转换，并查询使用效率 

实验项目 3：数据库模式对象管理 

1.教学内容 

按以下表结构利用 SQL 语句创建 exer_class、exer_student 两个表 

exer_class 

列名 数据类型 约束 备注 

CNO NUMBER(2) 主键 班号 

CNAME VARCHAR(2)  班名 

NUM NUMBER(3)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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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_student 

列名 数据类型 约束 备注 

SNO NUMBER（4） 主键 学号 

SNAME VARCHAR（10） 唯一 姓名 

SAGE NUMBER（2）  年龄 

SEX CHAR（2）  性别 

CNO NUMBER（2）  班级号 

1) 为 exer_student 表添加一个可延迟的外键约束， 其 CNO 列参照 class 表

的 CNO 列。 

2) 为 exer_student 表的 SAGE 列添加一个检查约束，保证该列取值在 0~100

之间。 

3) 为 exer_student 表的 SEX 列添加一个检查约束，保证该列取值为―M‖或

―F‖，且默认值为―M‖。 

4) 在 exer_class 表的 CNAME 列上创建一个唯一性索引。 

5) 利用子查询分别创建一个事务级的临时表和会话级的临时表，其结构与

exer_student 表的结构相同。 

6) 创建一个 student_range 表（列、类型与 exer_student 表的列、类型相同），

按学生年龄分为 3 个区，低于 20 岁的学生信息放入 part1 区，存储在

EXAMPLE 表空间中；20~30 岁的学生信息放在 part2 区，存放在

ORCLTBS1 表空间中；其他数据放在 part3 区，存放在 ORCLTBS2 表空

间中。 

7) 创建一个 student_list 表（列、类型与 exer_student 表的列、类型相同），

按学生性别分为两个区。 

8) 创建一个起始值为 10000 的序列，作为学生的学号。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库模式 

（2）熟悉使用 SQL Plus 管理数据库模式 

（3）掌握表等数据库模式对象的创建与管理 

实验项目 4：用户权限和角色管理实验 

1.教学内容 

1）创建一个口令认证的数据库用户 usera_exer，口令为 usera，默认表空间为

USERS，配额为 10MB，初始账户为锁定状态。 

2）为 usera_exer 用户授予 CREATE SESSION 权限，ehr.employees 表的 SELECT

和 UPDATE 权限，同时允许该用户将获得的权限授予其他用户 

3）将用户 usera_exer 的账户解锁 

4）用 usera_exer 登录数据库，查询和更新 ehr.employees 中的数据 

5）创建角色 rolea 和 roleb，将 CREATE TABLE 权限，ehr.exployees 的 INSERT

权限和 DELETE 权限授予 rolea，将 CONNECT，RESOURCE 角色授予 roleb。 

6）将角色 rolea，roleb 授予用户 usera_exer。 

2.教学目标 

(1)掌握 Oracle 数据库的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 



 

 118 

(2)熟悉角色的创建和应用 

实验项目 5：备份和恢复策略和实践 

1.教学内容 

1) 对例子数据库 Human Resource 进行冷备份 

2) 备份 Human Resource 数据库的控制文件 

3) 假定 Human Resource 数据库丢失了数据文件 user01.dbf，使用前面的备份

进行恢复，并验证恢复是否成功。 

4) 使用 RMAN 分别对 Human Resource 数据库的数据文件，控制文件，表空

间，初始化参数文件及归档日志文件进行备份 

5) 假设 HUMAN Resource 数据库文件损坏，利用 RMAN 的备份恢复数据文

件。 

2.教学目标 

（1）掌握 Oracle 数据库的备份方法 

（2）熟悉删除后对数据库的恢复 

（3）掌握用 RMAN 进行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技术 

实验项目 6：PL/SQL 基础语句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Human Resource 例子数据库编写一个 PL/SQL 块，根据输入的员工

号，修改该员工的工资，如果如果他的入职年限超过 10 年，则工资增加

200 元，如果超过 5 年，则增加 100 元，否则增加 50 元。 

2.教学目标 

（1）了解 PL/SQL 的开发方法 

（2）熟悉 PL/SQL 语句 

（3）掌握 PL/SQL 块的创建和运行 

实验项目 7：PL/SQL 游标实验 

1.教学内容 

1) 利用 Human Resource 例子数据库，编写 PL/SQL 块，输出所有员工的员

工姓名、员工号、工资、部门号 

2) 查询姓为―Smith‖的员工信息，并输出其员工号、姓名、工资、部门号。

如果该员工 不存在，则插入一条新记录，员工号为 2012，员工姓名为

―Smith‖，工资为 7500，入职日 期为―2015 年 3 月 5 日‖，部门号为 50.

如果存多个名为―Smith‖的员工，则输出所有名为 ―Smith‖的员工号、姓

名、工资、入职日期、部门号。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本游标的使用 

（2）熟悉游标的遍历和输出 

（3）掌握游标变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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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存储过程和触发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 创建一个存储过程，以员工号为参数，修改该员工的工资。如果该员工

属于 10 号部门，则工资增加 140 元，如果数据 20 号部门，则工资增加

200 元，若属于 30 号部门，则工资增加 250 元，如果属于其他部门，则

工资增长 300 元。 

2) 创建一个触发器，当对 EMPLOYEES 表插入、删除或修改员工信息时，

统计各部门的人数和平均工资，并输出。 

2.教学目标 

（1）掌握存储过程的创建和调用 

（2）掌握触发器的创建于应用 

实验项目 9：闪回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1）利用闪回查询，查询过去某时刻中的数据 

2）利用闪回版本查询，查询过去某时刻之间 sno=100 的记录版本信息 

3）利用闪回表技术，将 exercise 表恢复到删除操作进行之前的状态 

4）执行 DROP TABLE exercise 语句，然后利用闪回删除技术恢复 exercise 表 

5）利用闪回数据库技术，将数据库恢复到创建表之前的状态。 

2.教学目标 

（1）了解闪回技术的主要应用范围 

（2）熟悉闪回查询的多种方式 

（3）掌握利用闪回进行数据库恢复。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结合所完成的部分给予打分，作为平成成绩的参考依据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实验报告成绩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实验成

绩占总课程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安装有 Oracle11 服务器一台 

2. 装有 Oracle 客户端的学生用机，每名学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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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讲义 

2.参考书：《Oracle 11g 数据库基本教程》.孙凤栋  王澜.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 1 月 
                                               

 

 

执 笔 人：  季   怡  

审 批 人：  孔   芳  

完 成 时 间：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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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开发案例》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OMS3015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系统开发案例 

                       / Case Study of Software System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内容是：通过案例学习，理解和掌握软件工程开发中各阶段的方法、模

型和实践工具。 

教学目标和要求是：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学会使用面向对象开发的技术和方法，

熟练掌握 UML 的语法和语义并使用 CASE 的工具进行辅助建模，锻炼出良好的软件

系统分析、设计和实现的能力。达到能适应软件开发背景和环境，恰当运用软件工程

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建模开发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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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环境搭建和项目可行性分析 验证型 4 1 必修 

2 需求分析与用例建模 设计型 4 1 必修 

3 数据分析与静态建模 设计型 4 1 必修 

4 功能分析设计与动态建模一 设计型 4 1 必修 

5 功能分析设计与动态建模二 设计型 4 1 必修 

6 物理体系结构建模 设计型 4 1 必修 

7 综合练习一 综合型 6 1 必修 

8 综合练习二 综合型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ASE 环境搭建和项目可行性分析 

1.教学内容 

在本机安装 Rational Rose 工具，并进行联网注册，确保所有功能正常使用；熟

练基本操作：打开、保存、关闭等；详细阅读和正确使用帮助文件，熟悉 Rational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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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对所选课题进行可信性分析，使用 Project 工具进行项目计划安排。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 CASE 的发展历史 

（2）熟悉 Rational Rose 等 CASE 工具的开发用途和功能 

（3）掌握 Rational Rose 的安装运行、项目创建及各类基本操作。 

（4）了解可行性分析的步骤、方法。 

实验项目 2：需求分析与用例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用例图，并进行用例规约，完成需

求规格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需求分析中不同方法进行功能分析时的异同 

（2）熟悉 UML 用例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用例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3：数据分析与静态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类图和对象图，并进行说明，完成

需求规格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需求分析中不同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时的异同 

（2）熟悉 UML 对象图和类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静态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4：功能分析设计与动态建模一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时序图、协作图并进行规格说明，

完成设计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熟悉 UML 时序图、协作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以及不同的用途。 

（2）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动态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5：功能分析设计与动态建模一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状态图和活动图，并进行规格说明，

完成设计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设计中不同方法进行功能详细设计时的异同 

（2）熟悉 UML 状态图和活动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以及不同的用途。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动态建模时如何恰当地选用不同的 UML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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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物理体系结构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构件图、部署图，并进行规格说明，

完成设计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物理体系结构和逻辑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 

（2）熟悉 UML 构件图和部署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物理体系结构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7：综合练习一 

1.教学内容 

根据所选课题，灵活运用课程所学方法和工具，进行用例建模、静态建模、动

态建模（部分），并撰写相关的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和集成测试用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需求分析在整个软件工程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2）熟悉 UML 各种图形之间的关联关系和结合使用的价值。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完整需求分析的步骤。 

（4）理解集成测试与需求分析的关系。 

实验项目 8：综合练习二 

1.教学内容 

根据所选课题，灵活运用课程所学方法和工具，进行动态建模（部分）和物理

体系结构建模，并撰写相关的设计说明书和定义单元测试用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设计在整个软件工程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2）熟悉 UML 各种图形之间的关联关系和结合使用的价值。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完整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的步骤。 

（4）理解单元测试与系统设计之间的关联关系。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报告的

总结和表达。实验报告需包括实验名称、目的、内容、步骤、结果、心得体会、不足

之处等，并附带演示效果图或相应的输出文档。 

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

例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每学生一台，预安装 Java 环境和 Rational Rose 工具，并安装 Project、Visio

等其他 CASE 辅助工具及文档编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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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冀振燕 著，UML 系统分析与设计教程(第 2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Kenneth E.Kendall, Julie E.kenda 著, 施平安等译，系统分析与设计(第 9 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4  

Grady Booch, Robert A.Maksimchuk, Michael W.Engle, Bobbi J.Young 著，面向对

象分析与设计(第 3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Grady Booch, James Rumbaugh, Ivar Jacobson 著，邵维忠等译，UML 用户指南（第

2 版修订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James Rumbaugh, Ivar Jacobson, Grady Booch 著，UML 参考手册（第 2 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杨   洋  

审 批 人：刘   全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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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COMS301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移动应用开发/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实验教学的重点在于使用 Java 技术（例如 Java 2 Platform, Micro Edition 

(J2ME)）开发移动应用程序。本教程讲述微型设备（诸如移动电话和个人数字助理

（PDA））中软件解决方案的实现。将使学生可以开发、调试、测试和安全地部署移

动应用程序。该课程介绍了无线技术应用程序的基础结构、J2ME 体系架构，并说明

了如何使用 J2ME 为移动设备构建应用程序。它提供了关于安全性、存储和信息管理

的详细信息。此外，还讲述了一些高级主题，例如低级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移动信息

设备简表、连接受限设备配置、移动媒体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无线通讯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和游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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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 UI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2 MIDP 低级 UI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在 MIDP 中实现永久性存储器支持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实现 MIDP 连网和通信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实现 MIDlet 安全性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实现移动媒体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7 实现无线消息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8 开发游戏应用程序(1) 设计性 2 1 必修 

9 开发游戏应用程序(2)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高级 UI  API 

1. 教学内容 

创建实现高级 API 的邮件应用程序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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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高级 UI API 创建 UI。 

实验项目 2：MIDP 低级 UI API 

1. 教学内容 

管理移动设备墙纸。 

2. 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低级 UI API 创建用户界面（UI）。 

实验项目 3：在 MIDP 中实现永久性存储器支持 

1. 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个人开支管理器应用程序。 

2. 教学目标 

掌握在 MIDlet 中实现永久性存储器。 

实验项目 4：实现 MIDP 连网和通信 

1. 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它在移动设备上以 ticker 的形式显示。 

2. 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 GCF 建立网络连；在 javax.microedition.io 包中实现类和接口。 

实验项目 5：实现 MIDlet 安全性 

1. 教学内容 

开发银行应用程序。 

2. 教学目标 

掌握实现 MIDlet 安全性。 

实验项目 6：实现移动媒体 API 

1. 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点播机应用程序。 

2. 教学目标 

了解 MMAPI 包及其组件；通过使用 MMAPI 包播放声音和视频。 

实验项目 7：实现无线消息 API 

1. 教学内容 

演示 SMS 在 NetBeans 5.5.1 中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了解 WMA 的基本信息；通过使用 WMA 创建、发送和接收 SMS 消息。 

实验项目 8：开发游戏应用程序(1) 

1. 教学内容 

使用 Game API 开发 Tic Tac Toe 游戏。 

2.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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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实现 MIDP Game API 中的类。 

实验项目 9：开发游戏应用程序(2) 

1. 教学内容 

学习 push registry。 

2. 教学目标 

在本地机器和网络服务器上部署 MIDlet 应用程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格式正确，语句流畅，标点符号正确。 

实验结果真实、可靠、准确。 

2、考核方式 

（1）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学生成绩。 

（2）实验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Java GUI 应用程序开发》. NIIT 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2008. 

2. 参考书 

[1] 汪永松. 《J2ME 手机高级编程》，2009. 

[2] （英）托普雷 著，张伶 林琪 译. 《J2ME 技术手册》.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3] 陆东林，宾晟，国刚. 《J2ME 开发技术原理与实践教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4] 杨军，秦冬，王莹. 《J2ME 嵌入式开发案例精解》.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5] 池瑞楠，仵博，张立涓. 《J2ME 无线开发实训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6] 孔明放. 《J2ME 程序设计教程》. 科学出版社，2005. 
 

 

 

                                               

执 笔 人：吴   健   

审 批 人：程宝雷   

完 成 时 间： 2016-1-21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4%D3%C0%CB%C9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rd.php?id=20606971&clsid=01.54.06.06&key=J2ME&seat=0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D0%C6%D5%C0%D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5%C5%C1%E6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D6%E7%F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rd.php?id=8781315&clsid=01.54.06.06&key=J2ME&seat=2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0%B9%FA%B5%E7%C1%A6%B3%F6%B0%E6%C9%E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BD%B6%AB%C1%D6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F6%EA%C9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9%FA%B8%D5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rd.php?id=20223830&clsid=01.54.06.06&key=J2ME&sea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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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1%EE%BE%F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7%D8%B6%A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D3%A8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rd.php?id=20007497&clsid=01.54.06.06&key=J2ME&sea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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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D8%C8%F0%E9%AA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8%F5%B2%A9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5%C5%C1%A2%E4%B8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rd.php?id=9318731&clsid=01.54.06.06,01.49.05.11,01.54.26.00&key=J2ME&seat=19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D7%C3%F7%B7%C5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rd.php?id=9217171&clsid=01.54.06.06,01.49.30.25,01.54.26.00&key=J2ME&seat=1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F%C6%D1%A7%B3%F6%B0%E6%C9%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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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1002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基础/ Basics of Computer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相关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计算机基础/课程实验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 Internet 网络环

境的理解，对理论进行实践并加以巩固。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综合分析问

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本知识，会组装简单的计算机，安装

操作系统，并能够使用一些常见的工具软件，了解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熟悉 Internet

网络检索技术，掌握数制间的转换以及算法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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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装计算机 验证性 2 1 必修 

2 安装操作系统 验证性 2 1 必修 

3 使用 Office 应用软件 设计性 2 1 必修 

4 检索网络安全信息 设计性 2 1 必修 

5 数制转换（一） 验证性 2 1 必修 

6 数制转换（二） 验证性 2 1 必修 

7 算法  验证性 2 1 必修 

8 使用程序设计语言 设计性 2 1 必修 

9 检索人工智能技术 验证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组装计算机 

1.教学内容 

什么是计算机硬件；计算机硬件的组成原理；组装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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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计算机各硬件模块的功能。 

（2）掌握计算机的组装方法。 

实验项目 2：安装操作系统 

1.教学内容 

什么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作用有哪些；在 PC 机上安装操作系统；在虚拟机

环境下中安装操作系统；配置操作系统的一些常见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常用的操作系统。 

（2）掌握操作系统的安装方法。 

（3）掌握如何配置如何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3：使用 Office 应用软件 

1.教学内容 

下载与安装 Office 应用软件如 Word、PowerPoint、Excel；根据给定的内容设计

Word 文档、PowerPoint 教案或 Excel 表格等。 

2.教学目标 

（1）熟悉 Office 应用软件的功能。 

（2）掌握 Office 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检索网络安全信息 

1.教学内容 

什么是网络安全；学习常用的网络检索工具；从多角度检索与网络安全相关的

技术；下载并学习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规章制度等。 

2.教学目标 

（1）熟悉常见的网络检索工具。 

（2）掌握网络安全技术的分类。 

（3）了解网络安全相关的规章制度。 

实验项目 5：数制转换（一） 

1.教学内容 

     计算机机内信息的表示方法；数制转换的规则。 

2.教学目标 

（1）了解计算机机内信息的表示方法。 

（2）掌握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转换的方法。 

实验项目 6：数制转换（二） 

1.教学内容 

机器数与原码、补码和反码表示；不同表示方法之间的转换。 

2.教学目标 

（1）掌握机器数与原码、补码和反码的表示方法。 

（2）熟悉不同表示方法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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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算法 

1.教学内容 

     什么是算法；算法的表示方法；算法示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什么是算法。 

（2）掌握算法的表示方法。 

实验项目 8：使用程序设计语言 

1.教学内容 

什么是程序设计语言；Java 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设计一个简单的 Java 程序。 

2.教学目标 

（1）掌握程序设计语言的概念。 

（2）了解 Java 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 

（3）了解简单的 Java 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9：检索人工智能技术 

1.教学内容 

参考给定主题如人工智能技术，检索该主题的网络资料；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过程进行总结；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优缺点。 

2.教学目标 

（1）掌握根据给定主题检索网络资料的技术。 

（2）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概念、发展过程及其优缺点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项实验学生都应该撰写相应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应结构清晰，包括实

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过程及实验总结等。 

 

2、考核方式 

（1）由任课教师布置实验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 

（2）每一实验完成后，根据学生递交的实验报告和阶段性文档质量进行评分。 

（3）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教师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

台；每位学生使用连接 Internet 网的微型计算机一台。每台计算机上均安装 Office 软

件。现有符合实验要求的计算机 9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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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刘树飞，方玉林.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NIIT 安艾艾迪. 《Information Search and Analysis Skills》.NIIT.  

2.参考书： 

[1] 计算机基础教研室编.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岳莉.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训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执 笔 人：程宝雷（外教）  

审 批 人：刘全   

完 成 时 间： 2016-3-20  

 

http://book.jd.com/writer/%E5%88%98%E6%A0%91%E9%A3%9E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6%B9%E7%8E%89%E6%9E%97%E8%AE%A1%E7%AE%97%E6%9C%BA%E5%BA%94%E7%94%A8%E5%9F%BA%E7%A1%80(%E9%AB%98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4%B8%AD%E5%8D%97%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item.jd.com/10094952860.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5%8D%97%E5%BC%80%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item.jd.com/10058859210.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7%A7%91%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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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概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1006                    课程学分：3.50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工程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ftware engineer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各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作为软件工程概论课程的实验课程部分。 

主要内容： 

将学生分为 3～4 人一个小组，分配给每一小组一个精简但比较完整的软件，采

用逆向工程的方法，结合软件工程过程的主要阶段，分别利用课堂教学中讲到的知识

（同时鼓励学生利用图书资源、网络资源进行知识的丰富与扩充），对所分配的软件

进行需求分析、体系结构设计、构件设计、软件测试、项目度量。主要内容为： 

1. 需求分析：利用课堂所学的内容、技术和工具，包括结构化软件工程的数据

流图（模型）、实体关系图（模型）、状态迁移图（模型）以及面向对象软件工程的

UML 建模工具，结合所分配的任务，参照相关软件工程规范与标准，进行软件需求

分析，进行静态、动态建模。得出软件开发的核心文件―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 

2. 体系结构设计：依据―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利用课堂所学的内容、技术和

工具，在体系结构层面上进行设计工作（又称为―概要设计‖）。完成―体系结构设计规

格说明书‖。 

3. 构件设计：依据“体系结构设计规格说明书”，利用课堂所学的内容、技术和

工具，在构件层面上进行设计工作（又称为―详细设计‖）。完成“构件设计规格说明书”。 

4. 软件测试：利用课堂所学的内容、技术和工具，包括白盒测试、黑盒测试技

术，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确认测试等方法，制定测试计划。 

5. 项目度量：利用功能点、COCOMO 等度量方法，对项目资源进行度量。 

教学目标： 

将课堂理论教学用于一个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培养学生树立比较完整、严格的软

件工程思想、观念，加深对课堂所讲内容的理解，提高对于软件项目开发进行分析、

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实际能力。同时，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软件工具的使用，对课

堂教学内容做适当的丰富、细化和扩充。 

教学要求： 

教学过程，应充分体现既―教‖又―学‖的理念，一方面要防止单一的机械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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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避免片面强调教的环节；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如何加强―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的发挥。本实验的设计是希望充分发挥学生的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所以，对于教师，

本实验课程希望做到能将所选教材的内容与实际项目研发的经验翔结合，在理论的指

导下进行灵活的运用。对于学生，希望不要局限在书本的知识，应该充分利用图书、

网络等资源，完成教学内容。 

软件工程的特点是，针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可得出各种不同的分析、设计方案。

所以，本课程一定要强调知识的原则性和应用的灵活、多变性的结合。 

教学时间上的分配，希望达到课堂与课后的比例为 1：1.5～2.0。即：实验课堂 1

课时，希望学生课后花费大约 1.5～2.0 课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熟悉实验环境及工具 创新 2 3～4 人 必修 

2 需求分析（1） 综合性、创新 2 3～4 人 必修 

3 需求分析（2） 综合性、创新 2 3～4 人 必修 

4 体系结构设计（1） 综合性、设计性 2 3～4 人 必修 

5 体系结构设计（2） 设计性 2 3～4 人 必修 

6 构件设计（1） 综合性、设计性 2 3～4 人 必修 

7 构件设计（2） 设计性 2 3～4 人 必修 

8 软件测试 综合性、设计性 2 3～4 人 必修 

9 项目度量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熟悉实验环境及工具 

1.教学内容 

(1) 划分实验小组，确认小组成员及组长； 

(2) 分配实验任务，每一小组分配一个含有―设计模式‖的软件； 

(3) 运行软件，并通读相关源代码； 

(4) 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本小组软件涉及到的设计模式； 

(5) 熟悉上机环境，学习 UML 相关工具的使用（课堂只讲 UML 知识，不讲工

具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设计模式 UML 建模的大致流程及工具软件的使用； 

（2）熟悉上机环境、所分配的软件及任务； 

（3）掌握基本的 UML 工具的使用方法、本小组设计模式的基本含义和知识。 

实验项目 2：需求分析（1） 

1.教学内容 

(1) 学习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格式和模版； 

(2) 参照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的格式，完成对所分配的软件的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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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结构化软件工程分析技术进行软件系统需求分析，得出系统得数据流图、

实体关系图、状态迁移图和数据字典； 

2.教学目标 

(1) 了解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的写法、要点； 

(2) 熟悉结构化软件工程分析技术； 

(3) 掌握数据流图、实体关系图、状态迁移图的绘制方法和数据字典的建立。 

实验项目 3：需求分析（2） 

1.教学内容 

(1) 利用 UML 工具进行静态建模，完成体系结构图、类图； 

(2) 对体系结构进行描述，对类图的属性、方法进行描述； 

(3) 将需求分析（1）中的结果和本实验中的结果，统一写入软件需求规格说明

书中； 

(4) 完成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 

2.教学目标 

(4) 了解软件需求分析的整个流程，相关要点； 

(5) 熟悉 UML 工具的使用； 

(6) 掌握面向对象软件工程需求分析的核心技术，用于实践中。 

实验项目 4：体系结构设计（1） 

1.教学内容 

依据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进行体系结构设计，完成由数据流图向结构图的映射，

完成由分析类向设计类的过渡，得出软件的体系结构设计（又称概要设计）。 

2.教学目标 

（1）了解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和步骤，体系结构的风格和类型，体系结构设计

的原则和任务。 

（2）熟悉使用数据流图进行体系结构映射， 

（3）掌握一种到两种体系结构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5：体系结构设计（2） 

1.教学内容 

继续体系结构设计（1）中的工作。 

2.教学目标 

依据体系结构设计（1）和（2）所得结果，进行体系结构设计说明书的撰写，

完成―体系结构设计说明书‖。 

实验项目 6：构件设计（1） 

1.教学内容 

以―体系结构设计说明书‖为参考，针对―体系结构设计说明书‖所涉及到的构件

进行设计，原则上限不超过 10 个构件。分别对每一构件给出其构件的作用、属性、

调用与被调用、完成功能的流程或算法，程序流程图或 N-S 图。并给出相关文字说明

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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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构件设计的一般流程和方法； 

（2）熟悉流程图、N-S 图的画法； 

（3）掌握构件设计的 1～2 种方法。 

实验项目 7：构件设计（2） 

1.教学内容 

继续构件设计（1）中的工作，完成构件设计（详细设计）规格说明书，为实现

阶段提供参考。 

2.教学目标 

（1）同构件设计（1）； 

（2）同构件设计（1）； 

（3）掌握构件设计（详细设计）规格说明书的撰写。 

实验项目 8：软件测试 

1.教学内容 

用软件测试方法，针对给出的程序，分别给出白盒、黑盒测试计划、测试用例

以及软件测试说明书。然后，依据计划、用例进行软件测试，撰写软件测试报告。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测试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2）熟悉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的方法和过程； 

（3）掌握白盒测试技术，黑盒测试技术。 

实验项目 9：项目度量 

1.教学内容 

利用所学知识，对于软件项目的规模、需要完成的时间、人员、投资费用等进

行预测和评估； 

形成完整的学期实验课全部文档的整理、打印工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项目度量的意义和作用，一般的方法和原理； 

（2）熟悉项目度量的流程； 

（3）掌握功能点度量，COCOMO 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 

每位同学，独立完成―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软件体系结构设计规格说明书‖、

―软件构件设计说明书‖、―软件测试计划‖以及―软件项目度量‖。将以上文件统一形成

一份完整的软件项目开发文档。 

评分细则： 

 整个过程采用结构化软件工程和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方法进行项目描述；（10 分）（基本

分 6、良 8 分、优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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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求分析过程描述（含数据流图等）（3 分）、UML 建模（5 分）、软件规格说明书（4

分）、项目计划（3 分）、对项目的度量（5 分），格式可以参考有关标准，也可自行定义；（20 分） 

 要用充分的图表进行说明；（10 分） 

 要将类属性、方法描述清楚（5 分），将类关系、结构描述清楚（5 分）；（10 分） 

 含有面向对象设计，要求到详细设计为止；（5 分） 

 列出参考文献以及参考网站；（5 分） 

 每人必须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10 分）（基本 5 分、比较独立 6~7 分、非常 8~10 分）； 

 文档全面、规范，符合所选教材及 UML 格式；（5 分） 

 内容创新；（5 分） 

 总字数控制在 6000 字左右；（5 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人一台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教材） 

    作者：Roger S. Pressman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 实用面向对象软件工程 

    作者：Edward Yourdon & Carl Argila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3. 软件需求 

    作者：Karl E. Wiegers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4. UML 参考手册 

    作者：James Rumbaugh 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5. UML 对象设计与编程 

    作者：刘润东   出版社：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6. 用 J2EE 和 UML 开发 Java 企业级应用程序 

    作者：Khawar Zaman Ahmed 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7. UML 从入门到精通 

    作者：Wendy Bonds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8. 设计模式 

    作者：Erich Gamma 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9. Java 设计模式 

    作者：James W. Cooper   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 

10. Delphi 模式编程 

    作者：刘艺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11. 敏捷软件开发——原则、模式与实践 

    作者：Robert C. Martin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12. 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 

    史济民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 软件工程教程 

    孙涌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孙   涌   

审 批 人：章宗长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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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UML）》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UML）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等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使学生熟练掌握 UML，学会使用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 OOAD

的方法，锻炼出良好的设计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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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象的继承、封装、多态等特

性的实例实现 
验证性 2 1 必修 

2 通过 UML 的用例图获取需求 设计性 2 1 必修 

3 UML 类图的建模 设计性 2 1 必修 

4 UML 的包图 设计性 1 1 必修 

5 UML 的交互图——时序图 设计性 1 1 必修 

6 UML 的交互图——协作图 设计性 1 1 必修 

7 UML 的状态图 设计性 1 1 必修 

8 UML 的活动图 设计性 2 1 必修 

9 UML 的构件图 设计性 1 1 必修 

10 UML 的部署图 设计性 1 1 必修 

11 利用 UML 进行数据建模 设计性 2 1 选修 

12 OOAD 与模式分析 设计性 2 1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面向对象的继承、封装、多态等特性的实例实现 

1.教学内容 

面向对象的继承、封装、多态等特性的实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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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掌握面向对象的继承、封装、多态等特性。 

实验项目 2：通过 UML 的用例图获取需求 

1.教学内容 

确定一个小型系统内容，对此进行分析和设计，通过用例图了解需求，进行需

求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用例图获取需求的方法。 

实验项目 3：UML 类图的建模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进行分析和设计，建立类图。 

2.教学目标 

掌握类图的建立方法。 

实验项目 4：UML 的包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进行分析和设计，建立包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包图的建立方法。 

实验项目 5：UML 的交互图——时序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进行分析和设计，开发 UML 的动态模型，建立时

序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开发 UML 动态模型、建立时序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6：UML 的交互图——协作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进行分析和设计，开发 UML 的动态模型，建立协

作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开发 UML 动态模型、建立协作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7：UML 的状态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进行分析和设计，开发 UML 的动态模型，建立状

态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开发 UML 动态模型、建立状态图的方法。 

 



 

 139 

实验项目 8：UML 的活动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进行分析和设计，开发 UML 的动态模型，建立活

动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开发 UML 动态模型、建立活动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9：UML 的构件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在已经完成的静态、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构

件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建立 UML 构件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UML 的部署图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在已经完成的静态、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建立部

署图。 

2.教学目标 

掌握建立 UML 部署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11：利用 UML 进行数据建模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在已经完成的静态、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利用 UML

进行数据建模。 

2.教学目标 

掌握利用 UML 进行数据建模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OOAD 与模式分析 

1.教学内容 

对确定的一个小型系统内容，在已经完成的静态、动态模型的基础上，根据 UML

的语义和开发规范，改进已开发模型，完成综合的 UML 模型。 在已经完成的静态、

动态模型的基础上，根据 UML 的语义和开发规范，改进已开发模型，完成综合的

UML 模型。 

2.教学目标 

掌握 OOAD 与模式分析的基本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1、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2、实验报告的总结

和表达。 

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

例 25％。实验报告的内容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实验名称、实验的目的、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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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实验的步骤、实验的结果、实验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等，附带演示效果图或

相应的输出文档。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1]. (英)班尼特, (英)麦克罗布, (英)法默,等. UML 2.2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2]. 邵维忠.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3]. 胡智喜 唐学忠 殷凯. UML 面向对象系统分析与设计教程[M]. 电子工业, 2014. 

[4]. 谭云杰.大象--Thinking in UM(第二版) [M]，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 

[5]. 刘志成. UML 建模实例教程[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6]. 于向东，张森，徐竹青. 软件需求开发最佳实践--基于模型驱动的需求开发过程[M]. 清华大

学出版社, 2014. 

 

 

 

                                               

执 笔 人： 朱   斐  

审 批 人： 杨   洋  

完 成 时 间： 201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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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2005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心。操作

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在计算机科学学习中占

据重要的地址，它是计算机科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学习和了解操作系统的工作机理

和工作方式，进而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是计算机学科同学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在操作系统的理论教学层面上，让学生全局理解现有操作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和

思路，纵向体会操作系统设计思想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以操作系统中成熟、经典

的思想和设计算法为核心，紧密结合当代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势，建立以操作系统所管

理的资源对象为分类标准、以操作系统的性能为设计目标、以操作系统的各类算法和

数据结构为实现手段的教学内容体系和风格。 

在课程的实验层面上，让学生切实融入实现细节，深入理解操作系统关键部件的

具体实现机制，横向体会操作系统设计思想的实现方法。具体来说，以现代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关键部件的实现方法为教学案例，以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管

理、设备管理的模拟实现为目标，进行模拟实验。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Linux 系统使用 演示性实验 4 1 必修 

2 进程调度算法模拟 验证性实验 4 1 必修 

3 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模拟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4 文件系统模拟实验 创新性实验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inux 系统使用 

1.实验内容 

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字符工作方式，学习使用常用 shell 命令，并在 Linux 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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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 语言进行文本处理。完成下面两个问题： 

（1）验证 gcc 的可用：在你自己的工作目录下，编译链接运行 Hello World!程序。 

（2）使用 C 语言编写一个词频（限英文文章）统计程序，使之能够给出各个单

词在输入文件中的出现次数。 

2.实验目标 

（1）了解用 C 语言编写文本处理程序的具体过程 

（2）熟悉 Linux 字符工作方式，包括常用的 shell 命令和 vi 编辑器的使用 

（3）掌握 Linux 环境下，C 语言程序的编写、链接和运行方式 

实验项目 2：进程调度算法模拟 

1.实验内容 

编写一个模拟程序，读入文本文件 JOB1.TXT 中描述的进程序列，然后模拟短作

业优先算法、时间片轮转算法和优先数算法的执行情况，动态画出其进程执行的 Gantt

图，计算以上算法的每个进程的响应时间和周转时间。 

2.实验目标 

（1）了解进程的调度机制 

（2）熟悉响应时间和周转时间的意义 

（3）掌握短作业优先算法、时间片轮转算法和优先数算法 

实验项目 3：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模拟 

1.实验内容 

编制一个程序模拟实现可变分区内存管理。实验时，假设系统内存容量为 100KB。

分配时使用 my_malloc(i, j)函数实现，作业释放内存时使用 my_free(handle)函数实现，

内存情况输出用 my_memlist( )实现。 

2.实验目标 

（1）了解用现代操作系统采用的内存管理方案 

（2）熟悉各内存管理方案的实现策略 

（3）掌握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方案的内存分配过程、内存回收过程和紧凑算法的

实现 

实验项目 4：文件系统模拟实现 

1.实验内容 

在 Linux 环境下编写和调试一个 shell 脚本，实现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达到模

拟文件管理工作的目的。 

2.实验目标 

（1）了解文件系统的实现过程 

（2）熟悉 Linux 环境下 shell 编程技术 

（3）掌握 Linux 环境下各种文件操作系统的实质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两周内，必须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至少要求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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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概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工作步骤，结果，以及结果、发现的意义。 

(2)、问题提出：叙述本文要解决什么问题。注意，不可以抄写本实验报告中的表

述，要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我们这里所提出的问题。 

(3)、解决方案：叙述如何解决自己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用小标题 3.1,3.2…等分

开。这是本文的关键部分，请尽量展开来写。注意，这部分是本文的基本分的部

分。这部分不完成，本实验不会及格。 

(4)、实验结果：按照自己的解决方案，有哪些结果。结果有异常吗？能解释一下

这些结果吗？同别人的结果比较过吗？  

(5)、结束语：小结并叙述本次课程设计的经验、教训、体会、难点、收获、为解

决的问题、新的疑惑等。 

(6)、附录：加了注释的程序清单，注释行数目至少同源程序行数目比 1：2，即

10 行源程序，至少要给出 5 行注释。 

2、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考查 

（2）期末考试和平时成绩，其中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平时成绩

包括作业和实验（20%）、期中考试（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平台：普通 PC 机硬件环境； 

 实验环境一：Windows 平台 

操作系统：Windows 系列  

编译环境：任意开发工具，如 VC++、Java 等 

 实验环境二：Linux 平台 

操作系统：Linux 环境，例如，RedHat Linux、Ubuntu 

编译环境：gcc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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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Abraham Silberschatz 等著,郑扣根 译，操作系统概念（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第

七版 翻译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2、参考书：  

[1]汤子瀛等，计算机操作系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2]William Stallings,操作系统—内核与设计原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年 3 月 

[3]Andrew S.Tanenbaum,现代操作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 11 月 

[4]孟静，操作系统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 
 

 

 

 

                                               

执 笔 人：王红玲  

审 批 人：李培峰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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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0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  

                           / 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 and Test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软件测试技术课程实验旨在帮助学生通过实验了解软件测试的完整过程，学习软

件测试的步骤、方法及技术。具体包括： 

(1) 培养工程化软件测试的习惯 

(2) 训练符合软件工程的测试思维 

(3) 提升规范软件测试实践能力 

本课程主要采用 IBM Rational Functional Tester (RFT) 作为实验教学工具，旨在培

养学生使用 Rational 系列测试软件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课程要求学生能够利

用所学软件测试课程的知识和理论，参考有关标准，进行测试工作，并以规范的文档

形式表现出来。在具体实验过程中，鼓励学生适当加入一些课本中没有涉及到的知识、

工具以及一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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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T 入门 综合性 2 1 必修 

2 记录脚本 综合性 2 1 必修 

3 回放脚本并查看结果 综合性 2 1 必修 

4 扩展脚本 综合性 2 1 必修 

5 使用测试对象图 综合性 2 1 必修 

6 管理对象识别 综合性 2 1 必修 

7 创建数据驱动测试 综合性 2 1 必修 

8 导入数据池 综合性 2 1 必修 

9 导出数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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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T 入门 

1.教学内容 

在 RFT 中打开已经建立的测试项目；创建测试项目；记录脚本，查看并回放脚

本；将测试项目导出已备份脚本。 

2.教学目标 

（1）熟悉 RFT 

（2）掌握创建测试项目 

（3）掌握记录回放一个简单的脚本 

（4）掌握导入导出测试项目 

实验项目 2：记录脚本 

1. 教学内容 

记录并修改脚本。 

2.教学目标 

（1）掌握创建数据验证点 

（2）掌握创建属性验证点 

（3）掌握插入脚本支持命令 

（4）掌握启用定时器 

（5）掌握在脚本中插入记录 

实验项目 3：回放脚本并查看结果 

1.教学内容 

运行脚本并查看日志；使用验证点比较器；练习 RFT 中的调试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回放脚本并查看结果 

（2）掌握查看指定的日志 

（3）掌握查看包含验证点的脚本的运行结果 

（4）掌握使用验证点比较器 

（5）掌握在脚本中插入一个断点 

（6）掌握设置 RFT 选项 

实验项目 4：扩展脚本 

1.教学内容 

记录并扩展脚本。 

2.教学目标 

（1）掌握在记录的脚本中添加代码产生提示消息框 

（2）掌握在记录的脚本中添加代码覆盖一些首选项设置 

（3）掌握运行一个有意想不到的活动窗口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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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编辑脚本来处理有意想不到活动窗口的脚本 

（5）掌握创建 helper 类来处理一个意想不到的活动窗口 

实验项目 5：使用测试对象图 

1.教学内容 

创建、使用和修改测试对象图。 

2.教学目标 

（1）掌握显示测试对象图 

（2）掌握创建和使用共享的测试对象图 

（3）掌握修改测试对象图 

实验项目 6：管理对象识别 

1.教学内容 

管理对象识别，修改测试点的基线。 

2.教学目标 

（1）掌握设置识别分数阈值 

（2）掌握设置基于模式的识别 

（3）掌握为验证点更新基线 

实验项目 7：创建数据驱动测试 

1.教学内容 

在脚本中插入数据驱动命令，运行数据驱动测试脚本，并查看结果。 

2.教学目标 

（1）掌握记录数据驱动测试脚本 

（2）掌握将验证点的引用从字面值改变到数据池变量 

（3）掌握编辑数据池中的数据 

（4）掌握运行数据驱动测试脚本，查看结果 

实验项目 8：导入数据池 

1.教学内容 

导入和编辑数据池。 

2.教学目标 

（1）掌握导入和编辑外部数据池 

（2）掌握数据池到测试脚本 

（3）掌握变更脚本字面值到变量引用 

（4）掌握排除被导入的数据池 

实验项目 9：导出数据池 

1.教学内容 

导出数据池，关联数据池到现有的测试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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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在记录测试脚本时创建数据池 

（2）掌握编辑记录的验证点 

（3）掌握编辑数据池 

（4）掌握导出测试数据池，将 CSV 文件导入到新的数据池 

（5）掌握关联数据池到现有的测试脚本 

（6）掌握修改记录脚本使用数据池变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项实验学生都应该撰写相应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应结构清晰，包括实

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过程及实验总结等。 

2、考核方式 

(1) 由任课教师布置实验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 

(2) 每一实验完成后，根据学生递交的实验报告和阶段性文档质量进行评分。 

(3) 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教师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

台；每位学生使用连接 Internet 网的微型计算机一台。每台计算机上均安装 Rational 

Software。现有符合实验要求的计算机 96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屈蕴茜、章晓芳编著，《IBM Rational Functional Tester 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

计算机基础课实验教学中心，2015 年 

2、参考书： 

(1) 程宝雷、徐丽、金海东、陈建明著，《软件测试工具实用教程》，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 年 

(2) 蔡建平著，《软件测试实验指导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执 笔 人：章晓芳   

审 批 人：杨   璐   

完 成 时 间: 20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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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E 应用开发》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EMST201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J2EE 应用开发/J2E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软件工程（嵌入式）专业课程，前序课程为 java 编程语言和 jsp 网络程

序。J2EE 是目前业界主流的开发技术，本课程将讲授 servlet、filter、struts、hibernate、

spring 及其整合，使学生了解目前业界流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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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c 模式的登录控制 设计性 2 1 必修 

2 struts 综合性 6 1 必修 

3 spring 综合性 4 1 必修 

4 hibernate 验证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vc 模式的登录控制 

1.教学内容 

利用 mvc 模式设计登录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mvc 

（2）熟悉 servlet、filter 和 jsp 等组件的角色 

（3）掌握 mvc 的思想 

实验项目 2：struts 

1.教学内容 

Struts 简介 

2.教学目标 

（1）了解 struts2 框架的使用 

（2）熟悉作为著名的 mvc 框架的 struts2 的实用技能 

（3）掌握 struts2 的控制器、轻量级、视图标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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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spring 

1.教学内容 

Spring 

2.教学目标 

（1）了解 AOP 及 DI 

（2）熟悉 spring 对于面向切面编程和依赖注入的支持 

（3）掌握面向抽象编程的概念和基本实现手段 

实验项目 4：hibernate 

1.教学内容 

Hibernate 

2.教学目标 

（1）了解 ORM 

（2）熟悉 hibernate 对于 ORM 的支持 

（3）掌握用 hibernate 来简化持久层的开发 

四、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

报告的总结和表达。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 2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教材： 

1.教材： 

史胜辉等主编的《JavaEE 轻量级框架 Struts2+Spring+Hibernate 整合开发》，清

华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1. 钟德源 等编著，JSP 实用简明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1 

2. 梁建武 等编著，JSP 程序设计实用教程，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5-1 

3. 武延军等主编，精通 JSP 编程技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4. 飞思科技产研发中心编著，JSP 应用开发详解，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5. SSH 的帮助文档 

6. (美)吉尔里著、贺民译，JSP 高级开发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执 笔 人：张   超  

审 批 人：韩   冬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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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2014                       课程学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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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108（54+54）                       实验学时：54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使学生理解 WEB 应用开发原理；掌握 WEB 站点设计和开

发的的基础知识；熟练采用 ASP.NET 进行 WEB 站点开发与部属，包括静态站点和

动态站点，尤其要掌握 ADO.net 与 SQL Server 数据库的交互。总之，通过该门课程

要学会设计和编写 Web 应用程序，锻炼出良好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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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开发环境 演示性 3 1 必修 

2 静态网页制作 综合性 6 1 必修 

3 CSS 特效 验证性 3 1 必修 

4 Javascript 和表单 验证性 6 1 必修 

5 ASP.NET 基本控件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6 ASP.NET 内置对象编程 验证性 6 1 必修 

7 母板、主题和导航控件 验证性 6 1 必修 

8 ADO.NET 对象 演示性 3 1 必修 

9 Asp.net 数据库应用开发 设计、综合性 9 1 必修 

10 Asp.net 与 Ajax 综合性 3 1 选修 

11 Asp.net 与 Web Service 综合性 3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NET 开发环境 

1.教学内容 

在 Visual Studio.NET 开发环境中建立、编辑、关闭 Web 应用项目，导入 SDK 实

例项目并配置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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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IIS 的功能、工作原理 

（2）掌握 IIS 的配置 

（3）掌握.NET 环境下 WEB 应用项目的建立 

实验项目 2：静态网页制作 

1.教学内容 

按照自己的兴趣建立一个静态站点,该站点至少包括一个主页和 3 个(及以上)

的浏览页。 

2.教学目标 

（1）熟悉 HTML 基本标签 

（2）掌握站点建立方式 

（3）掌握 HTML，包括文字、图片、动画、字体、颜色、表格等设置 

（4）掌握框架，超链接 

实验项目 3：CSS 特效 

1.教学内容 

把实验项目 2 中的 4 个网页采用 CSS 技术进行样式统一。 

2.教学目标 

（1）理解 CSS 的功能 

（2）掌握 CSS 的基本语法与使用 

（3）了解层 

实验项目 4：Javascript 和表单 

1.教学内容 

（1）联合 JavaScript 和层，实现一个让儿童学习英语单词的简单页面 

（2）联合 JavaScript 和表单，实现一个用户注册界面 

2.教学目标 

（1）了解 JDOM 

（2）熟悉 Javascript 基本语法 

（3）编写简单的 javascript 进行页面动态控制 

实验项目 5：ASP.NET 基本控件编程 

1.教学内容 

（1） 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实现一个用户登录界面，需要用验证控件进行

基本信息的验证 

（2） 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实现一个用户注册界面，需要用验证控件进行

新用户信息的验证 

（3） 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实现一个计算器 

（4） 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展示一些商品图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 ASP.NET 常用服务器控件 

（2）了解服务器控件与 HTML 控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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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练进行基本的 C#编程 

实验项目 6：ASP.NET 内置对象编程 

1.教学内容 

把实验项目 5 中的所有页面联合起来： 

（1） 在登录界面，首先显示网站在线用户。此外若是新用户允许用户注册； 

（2） 登录成功，页面导航到欢迎页面，欢迎页面可以让用户选择是进入计算器

页面还是进入商品展示页面；不成功进入失败界面； 

（3） 检测页面的安全性，有无不通过登录界面就进入欢迎页面的状况发生。 

2.教学目标 

（1）了解页面之间的―无状态性‖ 

（2）掌握 ASP.NET 内置对象 

实验项目 7：母板、主题和导航控件 

1.教学内容 

为你身边的机构（学校、宿舍、学院）建立一个网站，采用母板、主题和导

航控件进行站点导航。 

2.教学目标 

（1）了解 ASP.NET 进行样式统一的独特技术 

（2）理解主题和 CSS 的关联 

（3）掌握导航控件 

实验项目 8：ADO.NET 对象 

1.教学内容 

设计一组页面来维护一个同学录，能进行同学信息的添加、删除、修改和查询 

2.教学目标 

（1）理解 ADO.NET 的工作机制 

（2）掌握数据库的建立、连接和使用 

（3）熟练操作 ASP.NET 常用数据控件 

实验项目 9：ASP.net 数据库应用开发 

1.教学内容 

设计、建立一个至少包含 5 个页面的 ASP.net 数据库应用程序，比如学生成绩管

理、图书馆借书等。 

2.教学目标 

（1）综合 ASP.net 各个知识点 

（2）加强学生动手能力 

实验项目 10：Asp.net 与 Ajax 

1.教学内容 

把实验项目 9 中用到数据更新的页面全部更新，加入 Ajax 组件，实现页面的局

部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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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理解页面局部刷新技术 

（2）ASP.net 中 Ajax 组件的使用 

实验项目 11：Asp.net 与 Web Service 

1.教学内容 

设计一个能进行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进行转换的 Web 服务，部署后可以供别人

调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 服务 

（2）理解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含义 

（3）熟悉 Web 服务的部署和调用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实验名称 

实验的目的 

实验的内容 

实验的步骤 

实验的结果 

本实验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等 

2、考核方式 

考核程序的正确性及性能。 

课程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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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机，1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吴伟敏，《网站设计与 Web 应用开发技术（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参考书： 

[1]  基于 ASP.NET 的 Web 应用开发,吴金秀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  网络程序设计案例教程——ASP.NET+SQL Server（C#实现）, 孙践知 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ASP.NET 3.5 动态网站开发基础教程，韩颖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贡正仙   

审 批 人：许佳捷   

完 成 时 间：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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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15                       课程学分：5.0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s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结构课程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当用计算机来解决

实际问题时，会涉及到数据的表示和处理，而数据的表示和处理正是数据结构课程的

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方面内容的学习，为后续课程尤其是软件方面的课程打下

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因此，数据结构课程在计算机相关专业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上机，使学生对常用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及其不同的实现

方法得到进一步掌握，并对在不同存储结构上实现各种操作和技巧有所体会。课前要

求理论课教师布置好实验题目、实验要求和实验目的，要求实验教师为实验准备好必

须的设备和软件，要求学生提前编写完成实验要求的源程序。课中要求理论课教师随

时解答学生提出的实验问题，同时要注重启发和引导学生，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解

决问题的能力，检查学生的实验内容；实验教师要及时解决实验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

保证实验顺利进行。学生则应该按照实验要求，认真编写和调试源程序，完成实验内

容。课后学生交实验报告，教师批改实验报告。 

本课程实验教学一共安排 10 个上机实验，其中演示性实验 7 个，综合性实验 1

个，设计性实验 1 个，创新性实验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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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表的链式实现 演示性 3 1 必修 

2 约瑟夫问题 演示性 3 1 必修 

3 栈的链式实现 演示性 3 1 必修 

4 算术表达式求值 演示性 3 1 必修 

5 队列的顺序实现 演示性 3 1 必修 

6 回文判断 综合性 5 1 必修 

7 二叉树构造 演示性 3 1 必修 

8 拓扑排序 设计性 5 1 必修 

9 静态和动态查找表实现 演示性 3 1 必修 

10 常用排序算法时间对比 创新性 5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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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线性表的链式实现 

1.教学内容 

在链式方式下实现线性表的插入和删除等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带头结点的单链表实现线性表。 

（2）熟悉线性表的特点及其操作。 

（3）掌握线性表的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实现。 

实验项目 2：约瑟夫问题 

1.教学内容 

在链式方式下实现环的插入和删除等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不带头结点的单循环链表实现环。 

（2）熟悉环的特点及其操作。 

（3）掌握环的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实现。 

实验项目 3：栈的链式实现 

1.教学内容 

在链式方式下实现栈的进栈和出栈等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不带头结点的单链表实现栈。 

（2）熟悉栈的特点及其操作。 

（3）掌握栈的进栈和出栈操作的实现。 

实验项目 4：算术表达式求值 

1.教学内容 

实现利用栈将中缀表达式转换成后缀表达式并求后缀表达式值的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栈的应用。 

（2）熟悉栈的各种操作。 

（3）掌握将中缀表达式转换成后缀表达式的算法和求后缀表达式值的算法的实现。 

实验项目 5：队列的顺序实现 

1.教学内容 

在顺序方式下实现队列的插入和删除等基本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顺序存储结构实现队列。 

（2）熟悉队列的特点及其操作。 

（3）掌握队列的进队和出队操作的实现。 

实验项目 6：回文判断 

1.教学内容 

利用栈和队列判断输入的字符串是否为回文。 

2.教学目标 

（1）了解栈和队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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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栈和队列的各种操作。 

（3）掌握用栈和队列判断字符串是否为回文的算法的实现。 

实验项目 7：二叉树构造 

1.教学内容 

根据二叉树的先序和中序序列建立二叉树的二叉链表存储结构。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二叉链表实现二叉树。 

（2）熟悉二叉树的先序和中序遍历。 

（3）掌握用二叉树的先序和中序序列构造二叉树的算法的实现。 

实验项目 8：拓扑排序 

1.教学内容 

根据有向无环图的顶点和边的信息建立有向无环图的邻接表存储结构，实现对

有向无环图进行拓扑排序的算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用邻接表实现有向无环图。 

（2）熟悉有向无环图的拓扑排序。 

（3）掌握用有向无环图的顶点和边构造有向无环图的算法和对有向无环图进行

拓扑排序的算法的实现。 

实验项目 9：静态和动态查找表实现 

1.教学内容 

实现二分查找、散列表和二叉查找树。 

2.教学目标 

（1）了解静态和动态查找表的实现。 

（2）熟悉各种常用查找方法。 

（3）掌握二分查找、散列表查找和二叉查找树查找算法的实现。 

实验项目 10：常用排序算法时间对比 

1.教学内容 

产生随机数据，对常用排序算法的执行时间进行高精度计时。 

2.教学目标 

（1）了解数据表的实现。 

（2）熟悉各种常用排序方法和高精度计时方法。 

（3）掌握直接插入排序、直接选择排序、快速排序和堆排序算法的实现。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按上机出勤情况、实验报告撰写情况综合确定，课程实验成

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实验报告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源程序、测试结果和实

验心得。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个人电脑，1 台/人；V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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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殷人昆.数据结构（第 2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参考书：严蔚敏.数据结构题集（C 语言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执 笔 人：唐自立  

审 批 人：张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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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ST2016                    课程学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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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以 C++程序设计语言为基础，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

本思想、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类、继承、多态以及模版和异常等知识

内容，以及使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C++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使用方

法，掌握 C++程序的编写、编译、调试等过程，掌握一定的程序调试能力和技巧。掌

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培养学生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维，能够运用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完成程序设计与代码编写。能够运用 C++

语言解决某些实际问题，并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中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打下良好基

础。 

课程的教学要求：注意使用程序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养成良好的编程

习惯。要求独立完成所有的上机实验，保证在统一安排的上机时间内编译运行程序，

及时提交实验程序代码和撰写实验报告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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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集成环境及结构化程序设计

总结与回顾 
设计性 2 1 必修 

2 C++的输入/输出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引用与指针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函数重载与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5 类和对象 设计性 2 1 必修 

6 自增自减运算符重载 设计性 2 1 必修 

7 赋值运算符与下标运算符重载 设计性 2 1 必修 

8 提取与插入运算符重载 设计性 2 1 必修 



 

 160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9 静态成员与静态成员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10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设计性 2 1 必修 

11 深拷贝和浅拷贝 设计性 2 1 必修 

12 对象的动态建立与释放 设计性 2 1 必修 

13 继承 设计性 2 1 必修 

14 组合 设计性 2 1 必修 

15 多态 设计性 2 1 必修 

16 模版 设计性 2 1 必修 

17 综合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语言集成环境及结构化程序设计总结与回顾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简单的 C++程序，并调试程序，产生输出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 C++语言编程环境以及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2）熟悉 C++语言编程环境的操作，熟悉使用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熟悉程序调试的基本技巧。 

（3）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并能用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掌握程序调试的

基本技巧，能独立解决一些基本的程序调试问题。 

实验项目 2：C++的输入/输出 

1.教学内容 

C++语言从标准输入设备和文件读取数据以及将数据以不同形式输出到标准输

出设备和文件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C++的输入和输出方法，包括从标准输入设备和文件读取数据，将数

据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和文件。 

（2）熟悉 C++的输入和输出原理，熟悉 C++输出的格式控制方法。 

（3）掌握 C++的输入和输出方法，能够使用 C++从键盘和文件读取数据，并根

据要求将数据以不同格式输出到屏幕和文件。 

实验项目 3：引用与指针 

1.教学内容 

指针的限定、引用的概念、引用的限定、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指针的限定及其作用，引用的基本概念，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使用。 

（2）熟悉指针和引用作为函数参数的作用，熟悉函数参数传递的不同方式。 

（3）掌握函数参数的传地址方法和传值方法的不同，以及不同参数传递方法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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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4：函数重载与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 

1.教学内容 

函数重载的作用、概念以及重载函数的匹配原理；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的基本概

念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C++中函数重载的目的、函数重载的实现原理以及带默认参数值的函

数的作用。 

（2）熟悉函数重载的条件以及重载函数的匹配规则，带默认参数值的设计和使

用方法。 

（3）掌握重载函数和带默认参数值的函数的设计和使用。 

实验项目 5：类和对象 

1.教学内容 

类的基本概念、对象的基本概念、类和对象的区别和联系、类和对象的定义方法、

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的基本概念、成员的访问权限。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类和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2）熟悉类和对象的定义方法，类成员的访问权限等。 

（3）掌握类的定义方法，通过对问题的分析，确定类以及类的定义，使用定义

的类解决问题。 

实验项目 6：自增自减运算符重载 

1.教学内容 

运算符重载的概念、原理，运算符重载为成员函数、运算符重载为友元函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单目运算符重载为成员函数和友元函数的原理、方法。 

（2）熟悉运算符重载为成员函数和友元的不同，熟悉运算符重载函数的定义以

及使用方法，熟悉运算符重载的目的，熟悉前自增(前自减)运算符和后自增(后自减)

运算符的运算原理。 

（3）掌握前自增(前自减)运算符重载函数与后自增(后自减)运算符重载函数定义

的区别，掌握两类运算符重载函数的参数含义和返回值类型。 

实验项目 7：赋值运算符与下标运算符重载 

1.教学内容 

赋值运算符重载和下标运算符重载的方法，一类特殊运算符的重载方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运算符重载方法的差异。 

（2）熟悉只能重载为成员函数的四个运算符，熟悉这类运算符重载的原理和目

的。 

（3）掌握自定义类的赋值运算符和下标运算符的重载函数定义、实现和使用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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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提取与插入运算符重载 

1.教学内容 

提取运算符和插入运算符重载方法，这两个运算符重载的特殊要求。 

2.教学目标 

（1）了解两个运算符只能重载为友元函数的原因以及其重载函数的使用。 

（2）熟悉 C++中提取和插入运算符的原理、使用方法以及两个运算符的重载方

式。 

（3）掌握自定义类的提取运算符和插入运算符的重载函数定义、实现和使用方

法。 

实验项目 9：静态成员与静态成员函数 

1.教学内容 

静态成员的概念、初始化方法、特点和使用方法，静态成员函数的概念、特点、

定义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类的静态成员和静态成员函数的概念、特点。 

（2）熟悉类的静态成员和静态成员函数的使用场合、定义方法，静态成员函数

对类成员的操作限制。 

（3）掌握自定义类的静态成员定义、初始化和使用方法，自定义类的静态成员

函数的定义、初始化和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0：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1.教学内容 

对象的构造方式、类的构造函数、无参构造函数、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带默认参

数值的构造函数和类的析构函数。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象的构造原理、对象成员的初始化方法以及对象的析构方法。 

（2）熟悉类的构造函数定义方法，无参构造函数的作用以及定义方法，带默认

参数值的构造函数的定义，构造函数的使用方式，析构函数的原理。 

（3）掌握无参构造函数的定义，带默认参数值的构造函数定义，析构函数的定

义以及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功能和目的。掌握对象成员的初始化方法、初始化顺序

以及析构顺序。 

实验项目 11：深拷贝和浅拷贝 

1.教学内容 

对象本体和对象实体的概念，深拷贝和浅拷贝的区别和联系，深拷贝和浅拷贝的

原理和使用场合。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象本体和对象实体的区别，深拷贝和浅拷贝的应用。 

（2）熟悉自定义类的拷贝构造函数，熟悉深拷贝和浅拷贝的原理，熟悉深拷贝

和浅拷贝应用。 

（3）掌握自定义类的拷贝构造函数定义方法，掌握深拷贝和浅拷贝情况下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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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函数的定义方法。 

实验项目 12：对象的动态建立与释放 

1.教学内容 

C++中的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原理，new 和 delete 操作符，对象的动态创建和释

放，对象数组的动态创建和释放，C++中的 vector 类型。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的概念、原理，new 和 delete 操作符的使用。 

（2）熟悉 new 和 delete 的使用，熟悉对象的动态创建和释放，熟悉对象数组的

动态创建和释放，熟悉 vector 类型的特点和部分成员函数。 

（3）掌握 new 和 delete 操作符的使用，掌握 vector 类型的使用。 

实验项目 13：继承 

1.教学内容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继承机制、继承的作用，C++语言中的继承原理、实现方

法、继承体系结构中的访问权限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继承机制、C++语言中的继承方法、继承中的

访问权限。 

（2）熟悉 C++语言中类的继承方法、继承结构中子类对父类的访问权限、子类

对父类成员的覆盖，熟悉 C++中代码重用的原理。 

（3）掌握 C++中继承结构的定义方法，使用继承结构描述问题中类之间的关系。 

实验项目 14：组合 

1.教学内容 

组合的原理，组合与继承的区别和联系，组合的实现方法，组合中的访问权限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继承与组合的区别，组合实现代码重用。 

（2）熟悉继承与组合在原理和实现上的区别和联系，熟悉组合的物理意义，熟

悉组合的实现方法。 

（3）掌握使用组合来描述问题中类之间的关系，使用组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组

合的实现方法。 

实验项目 15：多态 

1.教学内容 

虚函数的概念，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多态概念、原理和目的，C++语言中多态

的实现方法，实际问题中多态的使用方法，纯虚函数的概念，抽象基类的概念和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多态的概念、作用和应用场合。 

（2）熟悉多态的实现原理，熟悉多态的目的，熟悉 C++语言中多态的实现方法。 

（3）掌握虚函数的概念和定义，掌握纯虚函数的概念，掌握抽象基类的作用和

使用方法，掌握 C++中多态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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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6：模板 

1.教学内容 

模版的概念，函数模版的定义、函数模版的参数推演、函数模版的使用，类模版

的定义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模版的基本概念，函数模版和类模版原理，泛型编程的基本概念。 

（2）熟悉函数模版和模版函数的区别，函数模版的参数推演，函数模版的定义

方法，类模版的定义方法。 

（3）掌握函数模版的定义和使用，类模版的定义和使用。 

实验项目 17：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使用前面所学知识，设计和完成一个综合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分析方法、程序设计方法。 

（2）熟悉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编写相关程序。 

（3）掌握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维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

握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完成一个综合实验，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两周内，必须提交实验报告文档。实验报告文档至少要求包含以

下内容： 

1）格式规范，书写清晰； 

2）要求叙述具体的实验过程中的算法思想、流程图或 NS 图和源程序清单； 

3）给出运行结果； 

4）完成相应部分的实验小结。 

2、考核方式 

5）每次实验课结束时有指导老师现场根据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6）评分过程依据运行结果（70％）、程序结构的合理性（10％）和代码的可读性

（20％）多个方面明确的指标进行； 

7）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台式计算机，PIV，安装有 Win7 操作系统、Visual studio 2010

及以上版本。 

现有台套数：现有 1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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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钱能 《C++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2.参考书： 

Bjarne Stroustrup 著，王刚，刘晓光，吴英，李涛译《C++程序设计原理与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Stanley B Lippman, Josée Lajoie 著，潘爱民，张丽译《C++Primer，第三版》2002 
 

 

 

                                               

执 笔 人：姚望舒   

审 批 人：刘   安   

完 成 时 间：201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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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与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17                        课程学分：5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原理与设计/Principle and Designing of DB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计算机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1.教学目的： 

数据库系统是计算机软件中最重要的，应用得最广泛的组成部分之一；数据库技

术是软件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在学生全面了解数据库

系统原理，并且了解了一个具体的 DBMS 系统后，需要通过一个中小型项目的实践

来充分理解习得的知识。数据库课程设计课程实验是对学生的一种全面综合训练，是

与课堂听讲、自学和练习相辅相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达到深化理

解和灵活掌握教学内容的目的，以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同时，

使学生的工作规范和科学作风得到培养。 

2 教学要求： 

学生通过课程设计的学习和实践环节消化数据库系统原理知识，练习设计技巧，

锻炼动手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独立分析问题，设计数据库，设计和

实现程序的各项功能，得到正确的可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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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及数据库表的建立实验 验证性 2 一人一机 必修 

2 数据库的简单查询和连接查询实验 综合性 4 一人一机 必修 

3 数据库的嵌套查询实验 综合性 4 一人一机 必修 

4 数据库的集合查询和统计查询实验 创新性 4 一人一机 必修 

5 数据库的更新实验 综合性 2 一人一机 必修 

6 数据库的视图定义及维护实验 
综合性 

创新性 
4 一人一机 必修 

7 数据安全性实验 设计性 2 一人一机 选修 

8 数据完整性实验 创新性 4 一人一机 选修 

9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实验 验证性 2 一人一机 必修 

10 数据库综合应用系统 
创新性 

综合性 
8 一人一机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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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库及数据库表的建立实验 

1.教学内容 

（1）建立―学生‖表 

（2）修改学生表，增加或减少 1 列 

（3）打开表，添加具体的学生数据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熟悉 SQL Server 的企业管理器的用法 

（2）初步了解 SQL Server 查询分析器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2：数据库的简单查询和连接查询实验 

1.教学内容 

简单查询操作，包括投影、选择条件表达，数据排序，使用临时表等 

2.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简单表的数据查询、数据排序和数据连接查询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3：数据库的嵌套查询实验 

1.教学内容 

在 SQL Server 查询分析器中使用 IN、比较符、ANY 或 ALL 和 EXISTS 操作符

进行嵌套查询操作 

2.教学目标 

（1）加深 SQL 语言的嵌套查询语句的理解 

实验项目 4：数据库的集合查询和统计查询实验 

1.教学内容 

（1）分组查询实验 

（2）使用函数查询的实验 

（3）集合查询实验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查询中的分组、统计、计算和集合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数据库的更新实验 

1.教学内容 

（1）在学生选课数据中练习 Insert 语句 

（2）在学生选课数据中练习 Update 语句 

（3）在学生选课数据中练习 Delete 语句 

2.教学目标 

（1）掌握向数据库输入数据、修改数据和删除数据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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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数据库的视图定义及维护实验 

1.教学内容 

(1)创建和删除视图 

(2)查询和更新视图 

2.教学目标 

（1）理解视图在关系数据库中的作用 

实验项目 7：数据安全性实验 

1.教学内容 

(1)设置 SQL Server 的安全认证模式。 

(2)建立一个服务器用户、数据库用户和数据库角色 

(3)将学生选课数据库的操作权限赋予给某个数据库用户 

2.教学目标 

（1）掌握 SQL Server 中有关用户，角色及操作权限的管理方法 

实验项目 8：数据完整性实验 

1.教学内容 

创建触发器来保证学生选课库中选课表的参照完整性 

2.教学目标 

（1）学会创建和使用触发器 

实验项目 9：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实验 

1.教学内容 

（1）用企业管理器创建一个备份设备。 

（2）利用向导为学生选课数据库生成一个完全备份。 

（3）在企业管理器中恢复学生选课数据库 

2.教学目标 

（1）掌握 SQL Server 中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的方法 

实验项目 10：数据库综合应用系统 

1.教学内容 

设计和开发一个小型的 MIS，题目不限，一般需要包括 4-5 个功能模块 

2.教学目标 

（1）利用设计数据库设计原理设计和实现一个综合 MIS 系统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程属独立集中时段设课，实验课程中验证性、设计性所占的比例 1：7，

开设实验方式是每个学生一台微机，分组练习相关程序的编写，指导教师 1～2 人。 

由于每个实验涉及的内容较多，实验前要求学生一定要先了解实验目的、内容、

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做好记录。学生应独立完成所布置

实验内容，为保证尽量在统一安排的上机时间内编译运行通过程序，学生应花费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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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考虑设计方案，评估、修改设计方案。 

1、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需要书写规范，需要包括实验目的、内容、步骤和实验过程中的困难及

解决等内容。 

2、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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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2. 参考书:李春葆、金晶等，《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基于 SQL SERVER2005》，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9-1 
 

 

 

                                               

执 笔 人：赵朋朋   

审 批 人：陈   越   

完 成 时 间：20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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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22                        课程学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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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介绍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要求等。 

学会实际安装、配置和管理一个计算机局域网，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3 基本

系统以及 DNS、Web、FTP、SMTP/POP3 服务器的安装、配置与操作，学会 DNS、

HTTP、FTP、SMTP、POP3 等应用层协议的工作、使用与测试方法。学会与掌握 TCP/IP

网络 Winsock 2.0 套接字的网络程序编程。 

学会使用 TCP/IP 网络实验设备进行 Ethernet、IP、UDP、TCP 信包的传输与分析、

掌握常用应用层协议的交互过程，同时学习理解 ARP、ICMP、NAT 工作原理，以及

网络流量控制、拥塞控制的机制，掌握路由器 IOS 基本操作与静态、动态路由的配置。 

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课程的内容，掌握实用网络技

术，为今后从事计算机网络的组网、应用与开发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ARP 地址解析协议 验证性 3 1 必修 

2 IP 地址分类与 IP 数据包的组成 综合性 3 4 必修 

3 ICMP 互联控制管理协议 综合性 3 2 必修 

4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综合性 3 2 必修 

5 DNS 域名服务协议 综合性 3 1 必修 

6 HTTP 协议 验证性 3 1 选修 

7 文件传输工具程序设计 设计性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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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RP 地址解析协议 

1.教学内容 

（1） 学习 ARP 协议的工作原理 

（2） 掌握 ARP 协议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3） 理解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4） 学习使用 ARP 命令。 

2.教学目标 

（1）了解 ARP 命令 

（2）熟悉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3）掌握 ARP 协议的作用和格式 

实验项目 2：IP 地址分类与 IP 数据包的组成 

1.教学内容 

（1） 学会根据 IP 地址的分类方式区分各类 IP 地址 

（2） 掌握 IP 数据报的格式、长度以及各字段的功能 

（3） 学会利用子网掩码确定 IP 地址的网络号、子网号和主机号 

（4） 学会分析给定数据包的 IP 首部信息 

（5） 学会手工计算 IP 校验和的方法 

（6） 学习通过简单的 VC 编程，读取主机的 IP 地址 

2.教学目标 

（1）理解 IP 层的作用以及 IP 地址的分类方法 

（2）理解子网的划分和子网掩码的作用 

（3）掌握 IP 数据包的组成和网络层的基本功能 

实验项目 3：ICMP 互联控制管理协议 

1.教学内容 

（1） 学习和掌握 ICMP 协议的基本作用 

（2） 掌握 ICMP 报文的格式 

（3） 理解 ICMP 协议与 IP 协议的封装关系 

（4） 学会根据各种响应信息进行出错分析的方法 

（5） 学会使用 ping、netstat 和 tracert 命令。 

2.教学目标 

（1）理解 ICMP 协议的格式和响应方式及作用 

（2）掌握常见的网络故障的判断 

实验项目 4：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1.教学内容 

（1） 学习 UDP 协议的通信过程 

（2） 学会手工计算 UDP 校验和 

（3） 初步学会应用 C 语言与 WinSock2 进行网络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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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理解 UDP 协议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2）掌握 UDP 的数据包格式 

（3）了解基本的端口分配 

实验项目 5：DNS 域名服务协议 

1.教学内容 

（1） 学习 DNS 协议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2） 学习 DNS 的报文格式 

（3） 通过编辑 DNS 请求数据包，了解响应包的格式 

2.教学目标 

（1）理解 DNS 实现的原理 

（2）掌握 DNS 报文格式 

实验项目 6：HTTP 协议 

1.教学内容 

（1） 学习 HTTP 协议的格式和与 TCP 协议的关系 

（2） 了解 HTTP 协议的通信过程  

（3） 理解 HTTP 协议的无连接、无状态特性 

2.教学目标 

（1）理解 HTTP 协议的实现方式 

（2）掌握 HTTP 协议的使用 

实验项目 7：文件传输工具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1） 需求分析 

（2） C/S 模式的程序设计 

（3） 一对多通迅模式（多线程） 

2.教学目标 

（1）加深对 TCP 协议的理解 

（2）掌握面向连接并发服务器模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完成实验报告中的填空内容及每个实验后的思考题。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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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成绩占总课程成绩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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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中软吉大网络教学设备 4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编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等 

 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 6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09 年 2 月修订 

2. 参考书： 

 库罗斯，《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执 笔 人：王   进   

审 批 人：张书奎   

完 成 时 间：2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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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编程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2025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   JAVA 编程技术/JAVA Programming Technology   

课程学时：90（54+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实验要使学生理解 Java 编程的基础知识和原理并掌握 Java 基本语法

结构；掌握 Java 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熟练操作 Java 常用类库、集合

类、异常处理等；掌握解输入/输出流控制，熟练进行文件操作；能够基于 AWT 和

SWING，编写交互式 Java GUI 程序；了解多线程、网络通讯程序设计、数据库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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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选修 

1 Java 开发环境 演示性 1 1 必修 

2 Java 基础编程 验证性 3 1 必修 

3 Java 面向对象特性 1 演示性 2 1 必修 

4 Java 面向对象特性 2 设计性 2 1 必修 

5 Java 常用类 综合性 4 1 必修 

6 Java 异常处理 验证性 2 1 必修 

7 Java 文件流 1 验证性 2 1 必修 

8 Java 文件流 2 综合类 4 1 必修 

9 Java GUI 设计、综合性 6 1 必修 

10 Java 集合类 综合性 4 1 必修 

11 Java 网络编程 综合性 2 2 选修 

12 Java 多线程 综合性 2 1 选修 

13 Java 数据库编程 综合性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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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Java 开发环境 

1.教学内容 

命令行模式下 JDK 的基本配置和使用；在 Eclipse 开发环境下编写和编译运

行 Java 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的发展历史并清楚 JDK、JRE、J2SE、J2EE、J2ME 等术语含义 

（2）熟悉 Java 开发工具 

（3）掌握 Eclipse 环境下程序的编写、调试和编译运行 

实验项目 2：Java 基础编程 

1.教学内容 

打印杨辉三角形、打印矩阵和转置矩阵、求斐波那契数列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的数据类型与 C++等不一样的特性 

（2）熟悉 java 进行输入/输出的常用方式 

（3）掌握 java 基础编程的数据类型、控制语句、数组的灵活使用。 

实验项目 3：Java 面向对象特性 1 

1. 教学内容 

编写员工类、经理类、临时工类，实现基本信息（姓名、年龄等）等设置和

读取、根据职务或者工龄进行工资分配的功能，在此过程中需要采用合理的

继承、重载和覆盖。 

2.教学目标 

（1）掌握 Java 实现封装的访问控制符，理解 java 单实例工厂模式 

（2）理解 java 单继承模式 

（3）掌握 this、super；重载和覆盖的区别和联系。 

（4）掌握 final，instanceof，包的建立和使用 

实验项目 4：Java 面向对象特性 2 

1.教学内容 

运用 Java 抽象类、接口设计银行客户类、客户存取款业务类。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动态多态性 

（2）熟悉抽象类与接口的区别与联系 

（3）熟悉 java 内部类的常用种类，掌握匿名内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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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Java 常用类 

1.教学内容 

利用 Java 常用类在控制台输出一个随机日期及其之后的 31 天，按照以下述

格式输出：  

 2011/11/23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 

2.教学目标 

（1）了解 String 类实例的内容不可更改性，掌握 String 和 StringBuffer 类 

（2）熟悉日期类，包括日期处理格式类 SimpleDateFormat 

（3）熟悉 java 内部类，重点掌握匿名内部类。 

实验项目 6：Java 异常处理 

1.教学内容 

为实验项目 5 设计一个自定义异常类，当用户输入的日期类型不符合要求时

能使用该异常类报错。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的 Error 和 Exception 的关系 

（2）掌握自定义异常类的定义和使用 

实验项目 7：Java 文件流 1 

1. 教学内容 

在指定源目录搜索到文件后把该文件复制到指定目标目录中，并把目标目录

中其它的文件包括文件夹删除掉。 

2.教学目标 

（1）熟悉 File 类，掌握文件的遍历、删除 

（2）掌握文件字节流的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8：Java 文件流 2 

1.教学内容 

为班级设计一个同学录类，再设计一个录入和显示模块，用户每次录入的同

学信息要存储到文件中去；用户要求显示同学录时，可以从相应文件中读取

所有同学信息并分屏显示。 

2.教学目标 

（1）理解文件的作用 

（2）了解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3）掌握 ObjectInputStream/outputStream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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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9：Java GUI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计算器。 

2.教学目标 

（1）理解 JAVA 事件、侦听器 

（2）掌握 AWT 常用类、布局管理器、基础事件 

（3）掌握 Swing 常用组件 

实验项目 10：Java 集合类 

1.教学内容 

用 HashMap 编写一个省市黄页，当用户输入市名能把它所在的省份查询出

来；当输入一个省份时，能把该省所包括的所有市显示给用户。鼓励联合 GUI

开发。 

2.教学目标 

（1）理解泛型，集合类中泛型的作用 

（2）熟悉 set，list 和 Map 的应用场景 

（3）掌握 HashMap 等常用集合类的使用 

实验项目 11：Java 网络编程 

1.教学内容 

编写一个 c/s 的聊天工具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编程的基本协议 

（2）理解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含义 

（3）熟悉 Java Socket 编程 

实验项目 12：Java 多线程 

1.教学内容 

把实验项目 11 的服务器端程序改为多个线程服务 

2.教学目标 

（1）理解多线程技术 

（2）掌握 Java 多线程开发类 

实验项目 13：Java 数据库编程 

1.教学内容 

编写程序，实现对一个成绩表的数据库查询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 JDBC  

（2）掌握 Java 与数据库建立连接、发送命令等常用数据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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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实验名称 

实验的目的 

实验的内容 

实验的步骤 

实验的结果 

本实验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等 

2、考核方式 

考核程序的正确性及性能。 

课程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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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机，1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耿祥义，《Java 大学实用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年 

2. 参考书： 

[1]  Cay S.Horstmann,Gary Cornell. Core JAVA 7th Edithon. Prentice Hall PTR.2004.12. 

[2]  Bruce Eckel 著 陈昊鹏、饶若楠等译. Java 编程思想第三版. (美)机械大学出版社. 

2005.8 

[3]  H.M.Deitel.JAVA HOW TO PROGRAM FIF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Inc. 

2003 

[4]  潘 浩、李芙玲等.Java 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11 
 

 

 

                                               

执 笔 人：贡正仙   

审 批 人：孔   芳   

完 成 时 间: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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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GUI 应用程序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2026                   课程学分：3.00 

课程名称（中/英）：Java GUI 应用程序开发/  

                                Java GUI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Java GUI 设计实验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掌握 Java 语言基础

知识与编程工具，运用 Java 语言进行 GUI 程序设计。通过实验达到深化理解和灵活掌

握教学内容的目的，使学生通过一定量的编程实验，掌握 Java 编程规范和技巧。同时，

注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培养开发实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独立分析问题，设计程序结构，实现程序的各项

功能，得到正确的可执行程序，学会调试程序，对程序运行结果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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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测试程序 设计性 2 1 必修 

2 关键字、数据类型、表达式 设计性 2 1 必修 

3 流程控制 设计性 4 1 必修 

4 Java 中的数组 设计性 2 1 必修 

5 类设计 设计性 4 1 必修 

6 异常处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7 文件的输入输出 设计性 4 1 必修 

8 创建 Java GUI 程序 设计性 2 1 必修 

9 GUI 事件处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10 基于 GUI 的应用程序 设计性 4 1 必修 

11 创建多线程程序 设计性 2 1 必修 

12 网络程序 设计性 2 1 必修 

13 JDBC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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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测试程序 

1.教学内容 

建立一个 Java 欢迎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程序的基本组成部分。 

（2）熟悉 Java 开发环境的配置方式。 

（3）掌握命令行运行方式。 

实验项目 2：关键字、数据类型、表达式 

1.教学内容 

Java 中的关键字、数据类型及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 的数据类型。 

（2）熟悉 Java 中的关键字。 

（3）掌握几种基本数据类型及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3：流程控制 

1.教学内容 

Java 中流程控制如顺序控制、条件控制和循环控制。 

2.教学目标 

（1）熟悉流程控制的基本方法。 

（2）掌握顺序控制、条件控制和循环控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Java 中的数组 

1.教学内容 

数组的定义、初始化、数组内容的访问及复制。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组的定义与初始化、存取及边界检测等。 

（2）了解数组的复制方法及多维数组的定义、使用等。 

实验项目 5：类设计 

1.教学内容 

函数重载、函数覆盖、构造函数的重载、static 关键字的使用、接口和抽象类的

运用。 

2.教学目标 

（1）理解什么是函数重载、函数覆盖。 

（2）掌握构造函数的重载、static 关键字的使用、接口和抽象类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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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异常处理 

1.教学内容 

异常抛出/捕获的定义方法和使用规则；自定义异常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异常的基本概念及异常类的继承关系。 

（2）掌握异常抛出和异常捕获的定义方法和使用规则。 

（3）了解自定义异常的使用。 

实验项目 7：文件的输入输出 

1.教学内容 

流的概念；使用流对文件进行读写。 

2.教学目标 

（1）了解流的概念及其继承关系。 

（2）熟悉常用输入流和输出流的使用方法。 

（3）能够利用流对文件进行读写访问。 

实验项目 8：创建 Java GUI 程序 

1.教学内容 

布局管理器的概念、图形界面布局的创建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三种布局管理器。 

（2）能够实现基本的图形界面布局。 

实验项目 9：GUI 事件处理 

1.教学内容 

事件委托模型的使用和事件处理过程中内部类的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事件委托模型和内部类的基本概念。 

（2）掌握事件委托模型、事件处理过程中内部类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10：基于 GUI 的应用程序 

1.教学内容 

建立一个带有菜单栏、菜单和菜单项的应用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菜单栏、菜单、菜单项的基本概念。 

（2）掌握菜单栏、菜单和菜单项的应用程序的创建方法。 

实验项目 11：创建多线程程序 

1.教学内容 

线程的基本概念、线程运行的状态、创建线程的方法及多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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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线程的基本概念。 

（2）熟悉线程运行的状态。 

（3）掌握创建线程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网络程序 

1.教学内容 

TCP/IP 协议的概念，客户机、服务器的创建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TCP/IP 协议的基本概念。 

（2）掌握客户机、服务器的创建方法。 

实验项目 13：JDBC 应用 

1.教学内容 

JDBC 访问数据库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 JDBC 的基本概念。 

（2）掌握 JDBC 访问数据库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格式正确，语句流畅，标点符号正确。 

实验结果真实、可靠、准确。 

2、考核方式 

（1）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学生成绩。 

（2）实验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Java GUI 应用程序开发》. NIIT 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2008. 

2.参考书： 

    同上。 
 

                                               

执 笔 人：程宝雷   

审 批 人：吴   健   

完 成 时 间： 20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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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应用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27                  课程学分：3.00 

课程名称（中/英）：Android 应用开发/AndroidApplicationDevelopmen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和程序开发基础、用户界面设计、组

件通信、后台服务与广播消息、数据存储与访问、Android 网络应用、Fragment、Java

并发编程、ViewPager 和 PageAdapter、在手机客户端解析 JSON、消息推送、MyBatis

框架原理、Maven 和 Gradle、服务器端接口编程、即时通信、烧写 Android 系统、Android 

NDK 开发、使用 Android HAL 架构等。 

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掌握 Android 用户界面常用组件的使用、如何进行消息提

示以及 Handler 消息传递机制。掌握如何使用 Bundle 在 Activity 之间交换数据、以及

调用另一个 Activity 并返回结果。掌握进程内服务和跨进程服务的实现以及如何接收

系统广播消息。掌握 SharedPreferences 的使用方法，对 SharedPreferences 文件进行读

写；掌握利用 SQLite 数据存储数据；掌握 ContentProvider 的使用。掌握如何使用

HttpURLConnection 分别利用 Get 和 Post 方法发送请求、实现 HttpClient 发送 Post 请

求。掌握如何创建 UI Fragment、添加 UI Fragment 到 FragmentManager、使用抽象

Activity 托管 Fragment、创建 DialogFragment、Fragment 间的数据传递。握 Java 中强

引用、软应用和弱引用的区别及如何使用。掌握如何使用 LruCache 缓存图片。掌握

如何使用线程池异步加载网络多图片在手机上显示，且滑动手机屏幕时，能做到图片

显示快速流畅。掌握使用 ViewPager+FragmentPageAdapter 实现 QQ 界面、使用开源

框架 ViewPageIndicator 实现网易新闻客户端 Tab 标签。掌握在手机客户端异步访问

网络数据的宽带列表和宽带详情的 json 接口，并在手机客户端解析 json 数据，显示

到手机屏幕。掌握如何实现在Android客户端接收推送服务器管理端推送过来的消息。

掌握使用 MyBatista 框架实现数据的增删查改以及关联数据的查询、分页数据的查询

等。掌握 MyBatista 框架与 Spring 的集成。掌握 MyBatista 框架与 Spring MVC 的集

成。掌握Maven的安装和配置、如何构建支持Servlet 3.0的Maven Web应用以及Gradle

下载与安装、使用 Gradle 创建 Java 项目。掌握―3G 商城‖的服务器端 JSON 接口的编

程实现及程序控制流程。掌握即时通信的编程实现。掌握 Android 编译环境的搭建、

Android 系统的编译和使用 MfgTool2 烧写镜像。掌握使用 NDK 测试 LED 驱动。掌

握使用 Java 测试 LED 驱动。掌握编写调用 LED 驱动的 HAL 模块。掌握编写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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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 模块的 Service。掌握编写调用 Service 的 Java 库。掌握 Android WiFi 测试、以

太网连接测试、按键测试、SD 卡测试、Android USB 鼠标测试、Android USB 存储测

试、Android 看门狗测试、Android 串口测试、Android 蓝牙测试、Android 3G 拨号上

网测试、Android GPS 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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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界面设计 演示性 2 1 必修 

2 组件通信 演示性 2 1 必修 

3 后台服务与广播消息 演示性 2 1 必修 

4 数据存储与访问 演示性 2 1 必修 

5 Android 网络应用 演示性 2 1 必修 

6 使用 Fragment 设计性、创新性 2 1 必修 

7 Java 并发编程 综合性、设计性 2 1 必修 

8 ViewPager 和 PageAdapter 设计性、创新性 2 1 必修 

9 在手机客户端解析 JSON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 

10 Android 客户端实现推送 综合性、设计性 2 1 必修 

11 MyBatis 框架原理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 

12 Maven 和 Gradle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 

13 服务器端接口编程 综合性、设计性 2 1 必修 

14 即时通信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 

15 烧写 Android 系统 设计性 2 1 必修/选修 

16 Android NDK 开发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选修 

17 使用 Android HAL 架构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选修 

18 
基于 i.MX6 处理器的

Android 功能使用与测试 
设计性、验证性 2 1 必修/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用户界面设计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用户界面基础、常用控件、界面布局、消息提示以及 Handler

消息传递机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 Android 的视图 View 和容器 ViewGroup 及界面搭建方式。 

（2）熟悉 Android 布局管理器的使用。 

（3）掌握 Android 用户界面常用组件的使用、如何进行消息提示以及 Handler

消息传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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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组件通信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Activity 简介及配置、如何启动/关闭 Activity、使用 Bundle

在 Activity 之间交换数据、调用另一个 Activity 并获取返回结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一个应用程序通常由多个 Activity 组成，它们之间通过组件通信技术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常是松耦合关系。每一个 Activity 可以通过布局文件、Java

程序或者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来绘制用户界面。 

（2）熟悉 Activity 配置以及如何启动和关闭 Activity。 

（3）掌握如何使用 Bundle 在 Activity 之间交换数据、以及调用另一个 Activity

并返回结果。 

实验项目 3：后台服务与广播消息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Service 应用简介、进程内服务和跨进程服务、接收广播消息

（包括发送广播和有序广播、接收系统广播消息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进程内服务和跨进程服务的不同概念、以及 Android 开源库 EventBus。 

（2）熟悉如何发送广播和有序广播。 

（3）掌握进程内服务和跨进程服务的实现以及如何接收系统广播消息。 

实验项目 4：数据存储与访问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如何使用 SharedPreferences、文件存储（包括读写 SD 卡）、

SQLite 数据库和 ContentProvider。 

2.教学目标 

（1）了解任何一个应用程序都少不了与数据进行交互，例如常用软件 QQ、微

信、手机银行，都需要大量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将这些数据存放在远程服务器的数

据库中，通过接口进行读取。但是对于少量的数据，如程序配置信息（是否推送等），

如果也采用存放远程数据库的方法，则运行效率低，还占用数据库资源，对于这种情

况，Android 提供了三种解决办法：使用 SharedPreferences 存储数据、借助 Java 的 I/O

体系实现文件存储、Android 内置轻量级数据库 SQLite 存储数据。 

（2）熟悉文件存储及如何读写 SD 卡上的文件。 

（3）掌握 SharedPreferences 的使用方法，对 SharedPreferences 文件进行读写；

掌握利用 SQLite 数据存储数据；掌握 ContentProvider 的使用。 

实验项目 5：Android 网络应用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HTTP 通信、Socket 通信、使用 WebView 显示网页以及执行

页面脚本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不同的通信方式，采用的技术也各不相同。通常主要有两种网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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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HTTP 通信和 Socket 通信。 

（2）熟悉基于不同的协议（TCP 或 UDP）如何建立 Socket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来实现 Socket 通信。 

（3）掌握如何使用 HttpURLConnection 分别利用 Get 和 Post 方法发送请求、实

现 HttpClient 发送 Post 请求。 

实验项目 6：使用 Fragment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Fragment 概述、Fragment 的生命周期、创建 UI Fragment、

添加 UI Fragment 到 FragmentManager、使用 ListFragment 显示列表、使用抽象 Activity

托管 Fragment、创建 DialogFragment、Fragment 间的数据传递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当开发的应用程序同时适用于平板电脑和手机时，可以利用 Fragment

实现灵活的布局，改善用户体验。可以把 Fragment 设计成可以在多个 Activity 中复用

的模块。也可以组合多个 Fragment 放在一个单独的 Activity 中来创建一个多界面区域

的 UI，并可以在多个 Activity里重用某一个 Fragment。把 Fragment 想象成一个 Activity

的模块化区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接收属于它的输入事件，并且可以在 Activity

运行期间添加和删除。 

（2）熟悉 Fragment 的生命周期。 

（3）掌握如何创建 UI Fragment、添加 UI Fragment 到 FragmentManager、使用

抽象 Activity 托管 Fragment、创建 DialogFragment、Fragment 间的数据传递。 

实验项目 7：Java 并发编程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Java 线程池、Executor 与 ExecutorService、Thread Pool 

Executor、Future 模式、在 Android 中使用 LruCache 缓存图片、Java 关键字 volatile

以及 Java 强引用、软应用和弱引用区别及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程的使用在 Java 应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 jdk1.4 及其之前

的 jdk 版本中，关于线程池的使用需要自己动手实现。jdk1.5 出现后，并发线程这块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新的启动、调度、管理线程的一大堆 API 了。在

jdk1.5 以后，通过 Executor 来启动线程比用 Thread 的 start（）更好。我们可以很容

易控制线程的启动、执行和关闭过程，还可以很容易使用线程池的特性，这归结于

jdk1.5 之后加入了 java.util.concurrent 包。这个包中主要介绍 java 线程以及线程池的

使用，为我们在开发中处理线程问题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2）熟悉软件包 java.util.concurrent 的使用。 

软件包 java.util.concurrent 包含了并发编程中很常用的实用工具类。Executor 是

一个简单的标准化接口，用于定义类似于线程的自定义子系统，包括线程池、异步 IO 

和轻量级任务框架。根据所使用的具体 Executor 类的不同，可能在新创建的线程中，

现有的任务执行线程中，或者调用 execute() 的线程中执行任务，并且可能顺序或并

发执行。ExecutorService 提供了多个完整的异步任务执行框架。ExecutorService 管

理任务的排队和安排，并允许受控制的关闭。ScheduledExecutorService 子接口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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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口添加了对延迟的和定期任务执行的支持。ExecutorService 提供了安排异步执行

的方法，可执行由 Callable 表示的任何函数，结果类似于 Runnable。Future 返回函数

的结果，允许确定执行是否完成，并提供取消执行的方法。RunnableFuture 是拥有 run

方法的 Future，run 方法执行时将设置其结果。 

类 ThreadPoolExecutor 和 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 提供可调的、灵活的线程

池。Executors 类提供大多数 Executor 的常见类型和配置的工厂方法，以及使用它们

的几种实用工具方法。其他基于 Executor 的实用工具包括具体类 FutureTask，它提供

Future 的常见可扩展实现，以及 ExecutorCompletionService，它有助于协调对异步任

务组的处理。 

（3）掌握 Java 中强引用、软应用和弱引用的区别及如何使用。掌握如何使用

LruCache 缓存图片。掌握如何使用线程池异步加载网络多图片在手机上显示，且滑

动手机屏幕时，能做到图片显示快速流畅。 

实验项目 8：ViewPager 和 PageAdapter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ViewPager 和 PageAdapter、ViewPager 的工作原理、

FragmentStatePagerAdapter 与 FragmentPagerAdapter、FragmentPageAdapter 实现仿 QQ

界面、仿网易新闻客户端 Tab 标签实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 ViewPager 的工作原理。 

（2）熟悉 FragmentStatePagerAdapter 与 FragmentPagerAdapter 的区别以及

ViewPager 和 PageAdapter 的简单使用。 

（3）掌握使用 ViewPager+FragmentPageAdapter 实现 QQ 界面、使用开源框架

ViewPageIndicator 实现网易新闻客户端 Tab 标签。 

实验项目 9：在手机客户端解析 JSON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JSON 简介、服务器端生成 JSON 数据、在手机客户端解析

JSON。 

2.教学目标 

（1）了解 JSON 基于 JavaScript，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易于人阅读

和编写，同时也易于机器解析和生成。JSON 采用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文本格式，但也

使用了类似于 C 语言家族的习惯（包括 C、C++、C#、Java、JavaScript、Perl、Python

等）。这些特性使 JSON 成为理想的数据交换语言，尤其在智能手机客户端与服务器

网络交互中。JSON 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作为字符串在前后台进行传递，我们采用

JSON 传递数据的时候更主要的考虑到的是它的传输效率。当两个系统需要进行数据

交换的时候，如果传递的是经过序列化的对象，效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传递的是存储

大量对象的数组的时候效率就更不敢想象了，这时如果通过将对象或数据转换成

JSON 字符串进行传递，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2）熟悉服务器端如何生成 JSON 数据以及 json-lib 框架的使用。 

（3）掌握在手机客户端异步访问网络数据的宽带列表和宽带详情的 json 接口，

并在手机客户端解析 json 数据，显示到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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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0：Android 客户端实现推送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Android 消息推送机制（包括推送方式基础和消息推送实现

原理）、几种常见的消息推送解决方案、Android 平台的消息推送实现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服务器推送技术目前应用广泛的大部分都是对 XMPP 协议的再次封装，

qq、gmail、Gtalk、Facebook Chat、iMessage 等都是基于 XMPP 协议的。XMPP 是个

成熟的 IM（即时通讯）协议，基于 XML 文本方式实现，灵活强大。Androidpn 是一

个整合方案，它是基于 XMPP 开源组件的。Androidpn 服务器端是 Java 语言实现的，

基于 Openfire 开源工程。其 Web 部分采用的是 Spring 框架。Androidpn 服务器包含两

个部分，一个是侦听在 5222 端口上的 XMPP 服务，负责与客户端的 XMPPConnection

类进行通信，作用是用户注册和身份认证，并发送推送通知消息。另外一部分是 Web

服务器，采用一个轻量级的 HTTP 服务器，负责接收用户的 Web 请求。 

（2）熟悉 Android 消息推送机制（包括推送方式基础和消息推送实现原理）、

几种常见的消息推送解决方案等。 

（3）掌握如何实现在 Android 客户端接收推送服务器管理端推送过来的消息。 

实验项目 11：MyBatis 框架原理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MyBatis 框架简介、从 JDBC 到 MyBatis、配置文件说明和

MyBatis 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MyBatis 是支持定制化 SQL、存储过程以及高级映射的优秀的持久层

框架。MyBatis 避免了几乎所有的 JDBC 代码和手动设置参数以及获取结果集。

MyBatis可以使用简单的XML或注解，将接口和 Java的POJOs（Plain Old Java Objects，

普通的 Java 对象）映射成数据库中的记录。 

（2）熟悉 SQL 映射文件、动态 SQL、接口文件和主配置文件。 

（3）掌握使用 MyBatista 框架实现数据的增删查改以及关联数据的查询、分页

数据的查询等。掌握 MyBatista 框架与 Spring 的集成。掌握 MyBatista 框架与 Spring 

MVC 的集成。 

实验项目 12：Maven 和 Gradle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Maven 简介、Maven 的安装和配置、Maven 使用、坐标和依赖、

 构建支持 Servlet 3.0 的 Maven Web 应用、Gradle 下载与安装、使用 Gradle 创建

Java 项目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 Maven 是一个项目管理工具，它包含了一个项目对象模型（Project 

Object Model）、一组标准集合、一个项目生命周期（Project Lifecycle）、一个依赖管

理系统（Dependency Management System）和用来运行定义在生命周期阶段（phase）

中插件（plugin）目标（goal）的逻辑。而 Gradle 是一种依赖管理工具，基于 Groovy

语言，面向 Java 应用为主，它抛弃了基于 XML 的各种繁琐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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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roovy 的内部领域特定（DSL）语言。Gradle 将 Ant 的功能和伸缩性与 Maven

的依赖管理及约定结合成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构建。它采用了 Groovy 特定领

域语言和诸多创新方法，提供了一种声明式的方式用合理的默认值来描述所有类型的

构建工作。Gradle 正迅速成为许多开源项目和前沿企业构建系统的选择，同时也在挑

战遗留的自动化构建项目。 

（2）熟悉坐标和依赖、以及 Maven 使用。 

（3）掌握 Maven 的安装和配置、如何构建支持 Servlet 3.0 的 Maven Web 应用

以及 Gradle 下载与安装、使用 Gradle 创建 Java 项目。 

实验项目 13：服务器端接口编程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JNDI 数据源配置、Log4J 与 SLF4J、MyBatis 与 Hibernate 对

比分析、―3G 商城‖服务器端 JSON 接口的编程实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 MyBatis 与 Hibernate 的异同。 

（2）熟悉 JNDI 数据源配置、Log4J 与 SLF4J 的使用。 

（3）掌握―3G 商城‖的服务器端 JSON 接口的编程实现及程序控制流程。 

实验项目 14：即时通信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XMPP 协议、Openfire 简介、Openfire 安装与配置、Smack

类库的使用、登录 Openfire 服务器、获取好友列表、客户端接收服务器发送的消息、

即时通信的编程实现。 

2.教学目标 

（1）了解 XMPP 协议、Openfire 源码导入 Eclipse、Openfire 插件开发。 

（2）熟悉 Openfire 安装与配置、Smack 类库的使用。 

（3）掌握即时通信的编程实现。 

实验项目 15：烧写 Android 系统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安装 Ubuntu 12.04.2 x64bit 及编译环境、安装编译 Android4.4

系统所需要的库、解压 Android 源码、Android 系统的编译、驱动代码路径和使用

MfgTool2 烧写镜像。 

2.教学目标 

（1）了解 Android 系统架构和如何查看 Linux 内核版本。 

（2）熟悉 Android 源码结构和安装 Ubuntu 12.04.2 x64bit 及编译环境。 

（3）掌握 Android 编译环境的搭建、Android 系统的编译和使用 MfgTool2 烧写

镜像。 

实验项目 16：Android NDK 开发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Cygwin 的下载及安装、Android NDK 的下载及配置、LED

驱动的实现原理、编写 LED 驱动、使用 NDK 测试 LED 驱动、使用 Java 测试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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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2.教学目标 

（1）了解 LED 驱动的实现原理、编写 LED 驱动、编写测试 I/O 控制命令的通

用程序。 

（2）熟悉 Cygwin 的下载及安装、Android NDK 的下载及配置。 

（3）掌握使用 NDK 测试 LED 驱动。掌握使用 Java 测试 LED 驱动。 

实验项目 17：使用 Android HAL 架构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为什么要在 Android 中加入 HAL、Android HAL 架构、编写

调用 LED 驱动的 HAL 模块、编写调用 HAL 模块的 Service、编写调用 Service 的 Java

库。 

2.教学目标 

（1）了解为什么要在 Android 中加入 HAL。 

（2）熟悉 Android HAL 架构。 

（3）掌握编写调用 LED 驱动的 HAL 模块。掌握编写调用 HAL 模块的 Service。

掌握编写调用 Service 的 Java 库。 

实验项目 18：基于 i.MX6 处理器的 Android 功能使用与测试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Android 查看图片和编辑图片测试、Android 播放视频测试、

Android 播放音乐测试、Android 录音测试、Android 调节音量测试、Android 测试时

间测试、Android WiFi 测试、以太网连接测试、按键测试、SD 卡测试、Android USB

鼠标测试、Android USB 存储测试、Android 看门狗测试、Android 串口测试、Android

蓝牙测试、Android 3G 拨号上网测试、Android GPS 测试、Android 休眠唤醒测试、

Android HDMI 接口测试、Android 重力传感器测试、Android USB OTG 接口测试、

Android 电池接口测试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 Android 休眠唤醒测试、Android HDMI 接口测试、Android 重力传感

器测试、Android USB OTG 接口测试、Android 电池接口测试等。 

（2）熟悉 Android 查看图片和编辑图片测试、Android 播放视频测试、Android

播放音乐测试、Android 录音测试、Android 调节音量测试、Android 测试时间测试等。 

（3）掌握 Android WiFi 测试、以太网连接测试、按键测试、SD 卡测试、Android 

USB 鼠标测试、Android USB 存储测试、Android 看门狗测试、Android 串口测试、

Android 蓝牙测试、Android 3G 拨号上网测试、Android GPS 测试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报告书应包含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e) 实验目的； 

f) 开发环境； 

g) 实验过程及主要程序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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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注意事项及实验体会。 

2、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成绩包括三部分：实验课考勤、实验课表现以及实验报告成绩。 

（实验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台式计算机，安装有Windows 7操作系统、Eclipse ADT（或Android 

Studio）。 

现有设备台套数：120 台。 

（选修实验项目需要：基于 i.MX6 的开发板 4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自编讲义。 

2. 参考书： 

[1] 疯狂 Android 讲义（第 3 版）.李刚.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6 月. 

[2] Android 系统源代码分析.罗升阳.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 

 
 

 

 

执 笔 人：韩   冬   

审 批 人：吴   健   

完 成 时 间: 2016-1-27  

 

 

 

 

 

 

 

 



 

 192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203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课程学时：  72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网络工程等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国内外开源软硬件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以交互体验和互

动技术为核心的去创作各种科技作品。让学生初步了解认识Arduino这种开源控制器，

利用它创建一种用计算机控制或独立控制的全新项目。通过本实验课程能够让学生更

充分的了解并学习嵌入式系统、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的实务应用，同时掌握基础

的开发能力。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该学会：1、什么是 Arduino 及 Arduino 的开

源创新理念。 2、如何操作 Arduino 工作台。 3、Arduino 基本语法。 4、 运用 Arduino

制作完成项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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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uino 初步认识 演示性 1 3-4 人 必修 

2 单个 led 灯闪烁 综合性 1 3-4 人 必修 

3 计数器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4 光敏电阻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5 四位数码管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6 74HC595 寄存器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7 蜂鸣器发声实验和舵机控制实验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8 温度传感器实验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9 Arduino 蓝牙模块与 Android 实现通信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10 期末设计实验 综合性 2 3-4 人 必修 

 

http://www.cnblogs.com/rayray/p/3157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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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Arduino 初步认识 

1.教学内容 

介绍 Arduino 的相关知识，使学生了解到 Arduino 开发平台的特色，并且演示相

关的视频。介绍 Arduino 开发平台的使用流程，为今后的实验课打下基础。 

2.教学目标 

（1）了解 Arduino 的相关知识 

（2）熟悉 Arduino 开发平台的特色 

（3）掌握 Arduino 开发平台的使用流程 

实验项目 2：单个 led 灯闪烁 

1.教学内容 

介绍 Arduino 开发语言和相关的函数，并且演示单个 LED 灯闪烁的实现过程，

通过该实验使得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实现模拟红绿灯的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 Arduino 开发语言和相关的函数 

（2）熟悉单个 LED 灯闪烁的实现过程 

（3）掌握模拟红绿灯的实验 

实验项目 3：计数器 

1.教学内容 

介绍七段数码管和轻触按键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演示计数器从 0 到 9 的实现过

程，通过该实验使得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实现计数器从 0-F 的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七段数码管和轻触按键的相关工作原理 

（2）熟悉计数器从 0 到 9 的实现过程 

（3）掌握计数器从 0-F 的实验 

实验项目 4：光敏电阻 

1.教学内容 

介绍光敏电阻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复习七段数码管的相关工作原理，通过该介

绍使得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实现将光敏电读取到的数值展示在七段数码管的实

验。 

2.教学目标 

（1） 了解光敏电阻的相关工作原理 

（2） 熟悉七段数码管的相关工作原理 

（3） 掌握将光敏电读取到的数值展示在七段数码管的实验 

实验项目 5：四位数码管 

1.教学内容 

介绍四位数码管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演示四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实验，通过该实验使得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实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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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实验。 

2.教学目标 

（1） 了解四位数码管的相关工作原理 

（2） 熟悉四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

实验 

（3） 掌握四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

实验 

实验项目 6：74HC595 寄存器 

1.教学内容 

介绍 74HC595 寄存器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演示使用 74HC595 寄存器控制 8 个

LED 灯以走马灯的形式闪烁和使用 74HC595 寄存器控制四位数码管实现四位数码管

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实验，通过该实验使得学生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实现使用 74HC595 寄存器控制四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实验。 

2.教学目标 

（1） 了解 74HC595 寄存器的相关工作原理 

（2） 熟悉使用 74HC595 寄存器控制四位数码管实现四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实验 

（3） 掌握使用 74HC595 寄存器控制四位数码管按照 0000 --> 1111 --> 

2222--> … --> 9999 的规律变化的实验 

实验项目 7：蜂鸣器发声实验和舵机控制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蜂鸣器和舵机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演示蜂鸣器发声实验和利用电位器控制

舵机的实验，通过这两个实验使得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为期末作业打下基础。 

2.教学目标 

（1） 了解蜂鸣器和舵机的相关工作原理 

（2） 熟悉蜂鸣器发声实验和利用电位器控制舵机的实验 

（3） 掌握蜂鸣器发声实验和利用电位器控制舵机的实验 

实验项目 8：温度传感器实验 

1.教学内容 

介绍温度传感器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演示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的实验，通过这

两个实验使得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为期末作业打下基础。 

2.教学目标 

（1） 了解温度传感器的相关工作原理 

（2） 熟悉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的实验 

（3） 掌握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的实验 

实验项目 9：Arduino 蓝牙模块与 Android 实现通信 

1. 教学内容 

介绍蓝牙模块的相关工作原理，并且演示 Arduino 蓝牙模块与 Android 连接通信

http://www.cnblogs.com/rayray/p/3157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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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使得学生熟悉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蓝芽网络基础建立方式，为建

立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技术打下基础。 

2.教学目标 

（1） 了解蓝牙模块 HC-06 的相关工作原理 

（2） 熟悉 Arduino 蓝牙与 Android 通信的实验 

（3） 实现 Arduino 蓝牙与 Android 通信 

实验项目 10：期末设计项目 

1.教学内容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演示自己小组的期末设计项目，并且介绍相关的原理和代码。 

2.教学目标 

（1） 了解各自项目需要用到的知识 

（2） 熟悉各自项目中用到的实验器材 

（3） 掌握各自项目开发中用到的知识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课布置的随堂作业和最后一次的期末设计项目。期末设计项目由学生于

最后一次实验课分组展示与报告期末设计项目成果，由各组学生相互各组评比期末设

计项目分数并结合老师所给定的分数进行综合评分，采用百分制，实验总成绩占课程

总成绩的 4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Arduino 开发套件  11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电子讲义 

2.参考书：Micbael Margolis. Arduino 权威指南, 人民邮电出版社. 
 

 

 

 

 

 

                                               

执 笔 人： 林 政 寬   

审 批 人：杨   哲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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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配置管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3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配置管理/ Softwar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软件配置管理实验是软件配置管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基础验证实验。作

为与相关教学内容配合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应在软件配置管理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开

设。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掌握在软件开发项目中如何根据UCM模型进行软件配置管理，

理解通过配置提高软件的开发质量和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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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Case 软件安装与优化配置 设计性 2 1 必修 

2 版本对象库 VOB 的创建和管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3 项目的创建和加入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基线的创建和变更 设计性 2 1 必修 

5 VSS 安装与配置 设计性 2 1 必修 

6 VSS 数据库管理及用户设置 设计性 2 1 必修 

7 VSS 项目管理 设计性 3 1 必修 

8 源代码的变更管理 设计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IBM Rational ClearCase 软件的安装和优化配置 

1.教学内容 

（1）网络的基本架构模型。 

（2）活动目录（Active Directory）与域控制器的安装和布置。 

（3）ClearCase 软件的服务器和客户机安装注意事项。 

（4）许可证书的管理 

（5）ClearCase 初始环境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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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learCase 基本功能模块的认识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能独立完成 ClearCase 软件的安装和配置，掌握系统配置和初始化的基

本技术。 

实验项目 2：版本对象库 VOB 的创建和管理 

1.教学内容 

（1）PVOB 的创建方法 

（2）标准 VOB 的创建方法 

（3）源代码的导入方法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两种 VOB 的创建方法，掌握现有源代码的导入 VOB 的

技术 

实验项目 3：项目的创建和加入 

1.教学内容 

（1）识别构件和基线 

（2）UCM 项目的属性 

（3）项目的存储位置 

（4）项目的创建方法 

（5）项目的加入方法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完成项目的创建方法和加入项目方法，掌握开发流和视图之间

的关系。 

实验项目 4：基线的建立和变更 

1.教学内容 

（1）建立和配置个人工作空间（视图） 

（2）基线的建立 

（3）变更操作 

（4）基线的提升 

2.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个人工作空间工作方式和配置方法。 

（2）通过实验掌握―基线＋变更‖的模型，掌握基线的建立的变更方法，学会使

用 ClearCase UCM 来构建和建立基线。 

实验项目 5：VSS 安装与配置 

1.教学内容 

（1）VSS2005 的本地安装 

（2）VSS2005 的网络布置安装 

（3）VSS2005 工作区的设置 



 

 198 

2.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VSS 软件安装和设置 

实验项目 6：VSS 数据库和用户管理 

1.教学内容 

（1）VSS2005 数据库的建立的配置 

（2）VSS2005 用户的建立和权限设置 

（3）共享文件夹的访问权限设定 

2.教学目标 

要求掌握 VSS2005 进行项目代码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其上的访问用户设定。 

实验项目 7：VSS 项目管理 

1.教学内容 

（1）利用 VSS2005 建立项目 

（2）在项目中添加源代码文件 

（3）Get Latest version 

（4）Check Out 和 Check In 

2.教学目标 

要求掌握 VSS2005 本试验通过建立项目，添加代码文件，验证 Get、Check in 和
Check out  

实验项目 8：源代码的变更管理 

1.教学内容 

（1）在 VS2005 中进行源代码修订标注 

（2）数据库锁定方法 

（3）数据库的移动、归档和恢复 

2.教学目标 

要求掌握在 VSS2005 软件中进行源代码标注的方法、数据锁定方法和数据库的

移动、归档和恢复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实验课程采用随堂考查。实验成绩占总成绩 20%，以实验报告和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为主，参考提问和出勤情况等，综合评定给出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台式计算机，PIV，安装有 Win7 以上操作系统、Visual studio 2010

及以上版本。 

现有台套数：现有 1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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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自定义讲义 

2.参考书： 

1.《软件配置管理与 IBM Rational Clearcase》（第二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软件配置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王海涛，2004 
 

 

 

                                               

执 笔 人：汪   乘   

审 批 人：王红玲   

完 成 时 间: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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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实用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3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Electronic Commerce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技术、理论基础课程，它既包含了对传统营

销模式、谈判磋商模式以及合同，法律安全等方面知识的发展，同时又要求数据库、

网页编程技术，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

必修考试课，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施过程以及组成

内容，对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全面、概括的理解，为今后的进一步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施过程、组成内容以及电

子商务网站建设的一些技术，对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能够初步规

划电子商务的一般业务流程能，能够创建电子商务网站。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种不同模式交易流程实验 演示性 2 1 必修 

2 电子商务设计环境配置 演示性 2 1 必修 

3 jsp 基本编程 综合性 4 1 必修 

4 jdbc 编程 综合性 2 1 必修 

5 B2C 电子商务网站前端用户部分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6 B2C 电子商务网站后端管理部分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三种不同模式交易流程实验 

1.教学内容 

从三种不同模式 B2B,B2C,C2C 电子商务里各选一个，从交易双方角度了解交易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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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并熟悉三种不同模式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了解交易双方在整个交易

过程需要完成的任务； 

（2）掌握电子商务框架的 4 个交易步骤。 

实验项目 2：电子商务设计环境配置 

1.教学内容 

按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分别安装配置开发环境。 

2.教学目标 

（1）掌握 web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掌握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3：jsp 基本编程 

1.教学内容 

Jsp 指令，动作的编程，jsp 内建对象的编程 

2.教学目标 

掌握 jsp 基本的编程元素，并且能够利用 jsp 的动作，指令及内建对象来完成一

些 web 页面的功能。 

实验项目 4：jdbc 编程 

1.教学内容 

给定一个数据库，根据要求利用 jdbc 技术，访问数据库内容。 

2.教学目标 

掌握 jdbc 的原理及所有对象，并且能结合 jsp 技术访问数据库。 

实验项目 5：B2C 电子商务网站前端用户部分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会员登陆页面，商品查询页面，购物车页面，收银台页面等 

2.教学目标 

熟练 web 编程技术，能够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的前端功能页面。 

实验项目 6：B2C 电子商务网站后端管理部分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商品管理页面，会员管理页面，订单管理页面等 

2.教学目标 

熟练 web 编程技术，能够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管理端的功能页面。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

报告的总结和表达。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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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45 台，服务器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汀荣，《电子商务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参考书：成栋主编，《电子商务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周小科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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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台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EMST203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移动平台开发/Mobile Platform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嵌入式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实验教学的重点在于使用 Java 技术（例如 Java 2 Platform, Micro Edition 

(J2ME)）开发移动应用程序。本教程讲述微型设备（诸如移动电话和个人数字助理

（PDA））中软件解决方案的实现。将使学生可以开发、调试、测试和安全地部署移

动应用程序。该课程介绍了无线技术应用程序的基础结构、J2ME 体系架构，并说明

了如何使用 J2ME 为移动设备构建应用程序。它提供了关于安全性、存储和信息管理

的详细信息。此外，还讲述了一些高级主题，例如低级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移动信息

设备简表、连接受限设备配置、移动媒体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无线通讯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和游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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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 UI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2 MIDP 低级 UI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在 MIDP 中实现永久性存储器支持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实现 MIDP 连网和通信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实现 MIDlet 安全性 设计性 2 1 必修 

6 实现移动媒体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7 实现无线消息 API 设计性 2 1 必修 

8 开发游戏应用程序(1) 设计性 2 1 必修 

9 开发游戏应用程序(2)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高级 UI  API 

1. 教学内容 

创建实现高级 API 的邮件应用程序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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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高级 UI API 创建 UI。 

实验项目 2：MIDP 低级 UI API 

1. 教学内容 

管理移动设备墙纸。 

2. 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低级 UI API 创建用户界面（UI）。 

实验项目 3：在 MIDP 中实现永久性存储器支持 

1. 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个人开支管理器应用程序。 

2. 教学目标 

掌握在 MIDlet 中实现永久性存储器。 

实验项目 4：实现 MIDP 连网和通信 

1. 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它在移动设备上以 ticker 的形式显示。 

2. 教学目标 

掌握使用 GCF 建立网络连；在 javax.microedition.io 包中实现类和接口。 

实验项目 5：实现 MIDlet 安全性 

1. 教学内容 

开发银行应用程序。 

2. 教学目标 

掌握实现 MIDlet 安全性。 

实验项目 6：实现移动媒体 API 

1. 教学内容 

开发一个点播机应用程序。 

2. 教学目标 

了解 MMAPI 包及其组件；通过使用 MMAPI 包播放声音和视频。 

实验项目 7：实现无线消息 API 

1. 教学内容 

演示 SMS 在 NetBeans 5.5.1 中的使用。 

2. 教学目标 

了解 WMA 的基本信息；通过使用 WMA 创建、发送和接收 SMS 消息。 

实验项目 8：开发游戏应用程序(1) 

1. 教学内容 

使用 Game API 开发 Tic Tac Toe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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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目标 

分析和实现 MIDP Game API 中的类。 

实验项目 9：开发游戏应用程序(2) 

1. 教学内容 

学习 push registry。 

2. 教学目标 

在本地机器和网络服务器上部署 MIDlet 应用程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格式正确，语句流畅，标点符号正确。 

实验结果真实、可靠、准确。 

2、考核方式 

（1）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学生成绩。 

（2）实验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6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Java GUI 应用程序开发》. NIIT 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2008. 

2. 参考书 

[1] 汪永松. 《J2ME 手机高级编程》，2009. 

[2] （英）托普雷 著，张伶 林琪 译. 《J2ME 技术手册》.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3] 陆东林，宾晟，国刚. 《J2ME 开发技术原理与实践教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4] 杨军，秦冬，王莹. 《J2ME 嵌入式开发案例精解》.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5] 池瑞楠，仵博，张立涓. 《J2ME 无线开发实训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6] 孔明放. 《J2ME 程序设计教程》. 科学出版社，2005. 
 

 

 

 

                                               

执 笔 人：吴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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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与游戏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2035                     课程学分：2.50 

课程名称（中/英）：动画与游戏开发/Animation and Game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游戏引擎 Cocos2d-x 的基本控件、Cocos2d-x 的基本动作类

和换帧精灵、动作特效和场景切换特效、粒子系统和瓦片地图、Box2D 物理引擎和

关节、综合案例—基于 Cocos2d-x 的射击游戏、Unity 及其组成（资源、场景、游戏

对象、组件、脚本等）、综合案例—基于 Unity 的卡片游戏。 

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了解基于 Cocos2d-x 游戏引擎开发环境的搭建；熟悉导演

类 Director、节点类 Node、场景类 Scene、布景类 Layer 的使用；掌握 Cocos2d-x 的

基本控件的创建和使用。了解海量精灵的性能问题和资源图片的异步加载；熟悉精灵

缓冲相关类基础知识；掌握与移动相关的几个基本动作类的使用、精灵类 Sprite 的使

用和换帧精灵的使用。了解百分比动作特效及 ProgressTimer 类的基础知识；熟悉流

体、旋转扭曲等动作特效，以及淡出和可变色淡出、翻页、瓦片消失等场景切换特效；

掌握爆炸、3D 翻页、3D 波浪、3D 水波涟漪等动作特效，以及跳跃、缩放和旋转、

下一场景移动覆盖原场景、下一场景滑至出现等场景切换特效。了解正方形瓦片地图

的设计和使用；熟悉正六边形瓦片地图的设计和使用；掌握内置粒子系统的使用、如

何加载 plist 粒子系统。了解物理引擎的概念、关节的定义；熟悉 Box2D 中的常用类；

掌握 Box2D 物理引擎的使用以及常见关节的使用。熟悉游戏的策划及相关准备工作；

掌握游戏的架构以及布景相关类的开发、工具及常量类的开发、辅助类的开发和引擎

引用入口类的开发。了解 C#和 JavaScript 语言；熟悉脚本的调试和脚本编辑器的使用；

掌握 Unity 项目的创建、资源（或译为资产）的导入、场景创建、材质和纹理的使用、

创建精灵等等。了解使用编辑器类自定义编辑器；熟悉图片与几何图形对象的使用、

生成纹理图集等；掌握卡片游戏代码的编写（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摄像机与场景设

置、获取玩家输入、UV 和动画的使用、游戏优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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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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引擎 Cocos2d-x 的基本控件 演示性 2 1 必修 

2 Cocos2d-x 的基本动作类和换帧精灵 演示性 2 1 必修 

3 动作特效和场景切换特效 验证性 2 1 必修 

4 粒子系统和瓦片地图 验证性 2 1 必修 

5 Box2D 物理引擎和关节 
验证性、创

新性 
2 1 必修 

6 
综合案例：基于 Cocos2d-x 的 

射击游戏 

综合性、设

计性 
2 1 必修 

7 
Unity 及其组成（资源、场景、游戏对象、

组件、脚本等） 
演示性 2 1 

必修/

选修 

8 
综合案例：基于 Unity 的 

卡片游戏 

综合性、设

计性 
2 1 

必修/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游戏引擎 Cocos2d-x 的基本控件 

1.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 Cocos2d-x 的基本控件的创建和使用以及布景类 LabelLayer 的开发。

Cocos2d-x 的常见基本控件有： 

（1）TTF 文本标签控件：LabelTTF。 

（2）自定义字体文本标签控件：LabelAtlas。 

（3）位图文本标签控件：LabelBMFont。 

（4）文本标签控件：Label。 

（5）文本框控件：TextFieldTTF。 

（6）菜单项控件：MenuItem。 

（7）菜单控件：Menu。 

2.教学目标 

（1）了解基于 Cocos2d-x 游戏引擎开发环境的搭建，这里包括 Android NDK 的

下载及配置、Cocos2d-x 的下载及配置、Android 项目的导入与创建以及 iOS 项目的

创建与开发。 

（2）熟悉导演类 Director、节点类 Node、场景类 Scene、布景类 Layer 的使用。 

（3）掌握 Cocos2d-x 的基本控件的创建和使用。 

实验项目 2：Cocos2d-x 的基本动作类和换帧精灵 

1.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与移动相关的几个基本动作类 MoveBy、MoveTo、JumpBy、JumpTo、

BezierBy、BezierTo，以及换帧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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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海量精灵的性能问题和资源图片的异步加载。 

（2）熟悉精灵缓冲相关类基础知识。 

（3）掌握与移动相关的几个基本动作类的使用、精灵类 Sprite 的使用和换帧精

灵的使用。 

实验项目 3：动作特效和场景切换特效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动作特效和场景切换特效。 

一般常见的动作特效主要包括：3D 震动特效、爆炸特效、3D 翻页特效、3D 波

浪特效、3D 水波涟漪特效、流体特效、旋转扭曲特效等等。 

一般常见的场景切换特效主要包括：跳跃切换特效、淡出和可变色淡出切换特

效、翻页切换特效、瓦片消失切换特效、缩放和旋转切换特效、下一场景移动覆盖原

场景切换特效、下一场景滑至出现切换特效等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百分比动作特效（包括半径模式特效、水平模式特效、垂直模式特效

等），及 ProgressTimer 类的基础知识。 

（2）熟悉流体、旋转扭曲等动作特效，以及淡出和可变色淡出、翻页、瓦片消

失等场景切换特效。 

（3）掌握 3D 震动、爆炸、3D 翻页、3D 波浪、3D 水波涟漪等动作特效，以及

跳跃、缩放和旋转、下一场景移动覆盖原场景、下一场景滑至出现等场景切换特效。 

实验项目 4：粒子系统和瓦片地图 

1.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内置粒子系统的使用、如何加载 plist 粒子系统，以及正方形瓦片地图

的设计和使用、正六边形瓦片地图的设计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正方形瓦片地图的设计和使用。 

（2）熟悉正六边形瓦片地图的设计和使用。 

（3）掌握内置粒子系统的使用、如何加载 plist 粒子系统。 

实验项目 5：Box2D 物理引擎和关节 

1.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物理引擎的概念、Box2D 物理引擎的使用以及各种关节的使用，这里

的关节包括距离关节、旋转关节、鼠标关节、移动关节、滑轮关节、绳索关节等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物理引擎的概念、关节的定义。 

（2）熟悉 Box2D 中的常用类。 

（3）掌握 Box2D 物理引擎的使用以及常见关节的使用。 

实验项目 6：综合案例—基于 Cocos2d-x 的射击游戏 

1.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游戏的背景及功能概述、游戏的策划、游戏的架构以及布景相关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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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及常量类的开发、辅助类的开发和引擎引用入口类的开发。 

2.教学目标 

（1）了解游戏的背景及功能概述。 

（2）熟悉游戏的策划及相关准备工作。 

（3）掌握游戏的架构以及布景相关类的开发、工具及常量类的开发、辅助类的

开发和引擎引用入口类的开发。 

实验项目 7：Unity 及其组成 

1.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Unity 下载及安装、Unity 项目创建、资源和场景、游戏对象

和组件、脚本与脚本编辑器、材质与纹理的使用等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 C#和 JavaScript 语言。 

（2）熟悉脚本的调试和脚本编辑器的使用。 

（3）掌握 Unity 项目的创建、资源（或译为资产）的导入、场景创建、材质和

纹理的使用、创建精灵等等。 

实验项目 8：综合案例—基于 Unity 的卡片游戏 

1.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使用编辑器类自定义编辑器、图片与几何图形对象的使用、生成纹理

图集、UV 和动画、摄像机与场景设置、获取玩家输入、游戏优化等等。 

2.教学目标 

（1）了解使用编辑器类自定义编辑器。 

（2）熟悉图片与几何图形对象的使用、生成纹理图集等。 

（3）掌握卡片游戏代码的编写（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摄像机与场景设置、获

取玩家输入、UV 和动画的使用、游戏优化等等。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 

实验报告书应包含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i) 实验目的； 

j) 开发环境； 

k) 实验过程及主要程序讲解； 

l) 注意事项及实验体会。 

2、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成绩包括三部分：实验课考勤、实验课表现以及实验报告成绩。 

（实验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或者和平时成绩一起占总成绩的 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主要仪器设备：台式计算机，安装有 Windows 7 操作系统、Eclipse ADT（或安

装有 Xcode 和 Mac OS）。 

现有设备台套数：1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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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自编讲义。 

2. 参考书： 

[1] Cocos2d-X 3.X 游戏案例开发大全.吴亚峰，杜化美，苏亚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5 年 5 月. 

[2] Cocos2d-X 3.0 游戏开发实战详解.吴亚峰，闫敬，于复兴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 

[3] Cocos2d-x 实战：C++卷.关东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4] Unity 游戏案例开发大全.吴亚峰，杜化美，于复兴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1 月. 

[5] Unity 5.X 从入门到精通.Unity Technologies.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 年 1 月. 
 

 

 

 

执 笔 人：韩   冬   

审 批 人：吴   健   

完 成 时 间:  2016-1-24  

 

 



 

 211 

《软件形式化方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EMST300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形式化方法/Software Formal Method  

课程学时： 36 学时                      实验学时：18 学时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软件工程（嵌入式人才培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软件形式化方法是采用数学的方法处理软件开发所涉及的各种要素，主要包括形

式化规约、形式化验证及形式化精化等，以确保开发出质量可靠的软件。通过这门课

程的实验教学，使得学生初步掌握各种与软件形式化方法有关的数学原理，例如一阶

逻辑及时序逻辑、软件开发语言的语法、语义及执行模型等程序语义理论；深入掌握

基于这些基础数学原理的形式化推理技术和算法，主要包括定理证明和模型检验；熟

练地使用包括程序证明器 KeY、Z 语言规约和推理系统 Z/EVES 和模型检测器 SPIN

等形式化工具平台，能够用 SPIN 对 C 语言程序进行模型检测，理解及分析检测结果。

与该课程相关的实验中，基础性和综合实验各约占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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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的安装和一阶逻辑定理自动推理 演示性 2 1 必修 

2 基于 KeY 的简单程序自动证明 演示性 2 1 必修 

3 基于 KeY 的含有循环结构程序自动证明 综合性 4 1 必修 

4 Z/EVES 的安装和使用 演示性 2 1 必修 

5 基于 Z/EVES 的软件需求规约 综合性 2 2 必修 

6 基于 Z/EVES 的软件需求性质推理 综合性 2 2 必修 

7 模型检测器 SPIN 的安装和基本使用 演示性 2 1 必修 

8 基于 SPIN 接口语言 Promela 的并发系统规约 演示性 2 1 必修 

9 基于 SPIN 的并发系统规约和模型检验 综合性 2 2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KeY 的安装和一阶逻辑定理自动证明 

1.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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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的教学内容包含： 

1) 集成化的形式化验证平台 KeY 的体系架构，KeY 工具的接口语言； 

2) 一阶逻辑的证明规则系统，KeY 定理证明器的基本的证明原理和证明系统规

则表示方法； 

3) 基于 KeY 定理证明器的各种含有未解释函数和数值运算的定理的自动证明。 

2.教学目标 

1）了解 KeY 系统与主流开发平台的集成方法。 

2）熟悉基于 KeY 平台进行一阶逻辑定理自动和半自动证明的基本过程，能熟

练理解证明解释脚本。 

实验项目 2：基于 KeY 的简单程序自动证明 

1.教学内容 

本次实验的教学内容包含以下几项： 

1） 基于一阶逻辑框架的程序及程序功能的规约； 

2） 基于 Hoare 逻辑的程序规约； 

3） 基于 KeY 平台的程序正确性证明。 

2.教学目标 

1）了解把程序翻译为一阶逻辑公式的基本方法。 

2）熟悉不含有循环结构简单程序自动和半自动证明，熟悉 Hoare 公式在 KeY

系统中的规约方法，熟悉 KeY 系统的各种证明策略。 

3）掌握基本的半自动化程序正确性证明的引导方法。 

实验项目 3：基于 KeY 的含有循环结构程序自动证明 

1.教学内容 

本次实验的教学内容包含以下几项： 

1） 循环不变式的基本原理和作用； 

2） 程序中循环不变式的综合方法及基于循环不变式的程序正确性证明的基本

证明规则； 

3） KeY 系统中循环不变式的规约方法和含有循环结构程序正确性证明的基本

证明规则和证明过程 

2.教学目标 

1)  掌握不变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程序规约和证明中的基本作用，掌握一定的综

合不变式的启发式策略和方法。 

2)  熟悉基于 KeY 平台的含有循环结构程序正确性证明的基本过程，熟悉强弱

适合不变式的推理方式和标准。 

实验项目 4：Z/EVES 的安装和使用 

1.教学内容 

本次实验的教学内容包含以下几项： 

1） Z/EVES 的基本体系架构及其与集成开发环境的集成； 

2） Z/EVES 系统中基本的图形界面和 Z 语言要素的表达方法； 

3） Z/EVES 集成的数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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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熟悉 Z/EVES 的基本安装和使用，熟悉基于 Z/EVES 的 Z 语言软件系统需求

的规约方法。 

2) 了解 Z/EVES 的扩展性的数学描述和推理工具。 

实验项目 5：基于 Z/EVES 的软件需求规约 

1.教学内容 

本次实验的教学内容包含以下几项： 

1） 用 Z 语言规约学校图书管理系统，应包括用户管理，即权限认证； 

2） 用 Z 语言规约学校人事信息数据库及与数据库相关的核心操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基于 Z 语言的系统分析和建模方法。 

2）熟悉基于 Z/EVES 的 Z 语言描述方法，熟悉 Z/EVES 的语法和语义检查及其基本的模式

约束证明过程，熟悉相关的证明过程脚本。 

实验项目 6：基于 Z/EVES 的软件需求性质推理 

1.教学内容 

本次实验的教学内容包含以下几项： 

1） Z/EVES 系统 theorem 模式的使用方法； 

2） 基于 theorem 模式的软件需求属性的规约和推理，软件需求一致性的规约和推

理。 

2.教学目标 

1） 掌握 Z/EVES 扩展性功能，例如利用模式 theorem 自定义证明目标。 

2） 基于真实的系统需求，掌握利用形式规约语言 Z 进行系统属性规约和推理的

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7：模型检测器 SPIN 的安装和基本使用 

1.教学内容 

   本实验的教学内容包括： 

   1）SPIN 的体系结构，安装方法； 

2）SPIN 的基本作用和功能，基于 shell 命令和 ispin 图形界面的基本使用操作和

命令。 

2.教学目标 

1）了解 SPIN 系统架构和运行环境，了解 SPIN 的各种功能。 

2）熟悉运行 SPIN 的各种命令和操作。 

实验项目 8：基于 SPIN 接口语言 Promela 的并发系统规约 

1.教学内容 

1） 并发系统的基本原理和编程方法； 

2） Promela 语言基本语法和非形式化语义介绍； 

3） 基于 Promela 语言描述简单的并发系统，基于 SPIN 模拟执行 Promela 并发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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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 熟悉 Promela 基本的语法，能用 Promela 进行简单的并发系统建模。 

2） 掌握基于 SPIN 模拟执行 Promela 描述的简单并发系统，进行系统行为的考察

与检测，理解相关的解释脚本。 

实验项目 9：基于 SPIN 的并发系统规约和模型检验 

    1.教学内容 

   本实验的教学内容包括： 

   1）交流比特协议 ABP 的 Promela 建模； 

   2）基于 SPIN 的交流比特协议 ABP 的时序属性模型检验。 

   2.教学目标               

1） 熟练通过线性时序逻辑 LTL 对并发系统的属性进行规约。 

2） 熟悉使用 SPIN 对并发系统的时序属性进行模型检验的基本过程，理解与模型

检验相关的输出文件的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程在该课程的学期总评成绩占比为２０％，本实验课程的主要考核方式为

提交实验报告，并参考实验课程的出勤考察及实验答辩表现。 

每项实验学生都应该撰写相应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完整地反映整个实验中各

个环节的内容及过程，并对本次实验相关的内容进行总结，包括知识重点，难点及疑

点。实验报告的格式结构清晰，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过程及实

验总结等，并鼓励学生在完成基本实验任务的基础上，对新方法和新技术进行探索，

或者对已有的技术和平台进行有价值的综合和扩展。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本实验课程要求每人具有１台台式电脑。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古天龙. 软件开发的形式化方法[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参考书： 

[1] 王林章,卜磊, 陈鑫等(译).软件可靠性方法[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EM C larke. Model Checking [M]. The MIT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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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2001                      课程学分：5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课程学时：72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管理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结构课程是研究信息处理时，数据的组织、存储和运算方法的学科，主要

学习线性表、树、图等经典数据结构的概念、基本操作和实现及应用，并研究计算机

中最常见的查找和排序操作的基本方法。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把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训练学生选用合适的

数据结构和编写高质量应用程序的能力，从而使书上的知识变―活‖，达到深化理解和

灵活掌握教学内容的目的。 

要求学生能逐一完成大纲中的各个必做实验，通过对新的数据结构知识与先导

编程语言的结合，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数据结构原理的认识

和理解。通过撰写实验报告，使学生能初步形成对大型实验及编程项目进行规划并及

时总结、整理文档资料的习惯。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 

/选修 

1 list 类的实现和应用 设计性实验 6 1 必修 

2 循环队列类的实现和应用 设计性实验 3 1 必修 

3 后缀表达式求值 设计性实验 6 1 必修 

4 递归算法设计及演示 演示性实验 3 1 必修 

5 二叉树及二叉查找树的操作 设计性实验 6 1 必修 

6 三种查找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7 排序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216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ist 类的实现和应用 

1.教学内容 

完成顺序表 seqlist 类的实现和测试；完成单向循环链表 linklist 类的实现和测

试；双向链表 doublelklist 类的实现和测试；应用 doublelklist 类设计长整数的加、减

法程序。 

2.教学目标 

熟练使用 list 的基本操作，掌握 list 的基本概念和实现。 

实验项目 2：循环队列类的实现和应用 

1.教学内容  

完成循环队列类的实现和测试，并完成对输入的字符串进行分析。（2）从终端

读取一行字符。假设输入由两部分组成，之间用冒号―：‖分开，要求输出如下结

果： 

N  行中没有冒号。 

L  左边部分（冒号前）比右边部分长。 

R  右边部分（冒号后）比左边部分长。 

D  左边部分和右边部分不同但有同样的长度。 

S  左边部分和右边部分完全相同。 

在读取右边部分时，使用队列跟踪行的左边部分。 

2.教学目标 

掌握队列的基本概念和实现，掌握循环队列中如何判断队空和队满的多种方

法。通过实验进一步熟练掌握队列的基本操作及其实现。 

实验项目 3： 后缀表达式求值 

1.教学内容 

设计和实现栈类；应用栈类设计后缀表达式求值程序；使其能进行简单的加、

减、乘、除运算；设计中缀表达式转换成后缀表达式的程序，从而可以对中缀表达

式求值。 

2.教学目标 

掌握栈类的设计方法、后缀表达式计算的原理、中缀表达式转换成后缀表达式

的方法。 

实验项目 4：递归算法设计及演示 

1.教学内容  

在实验一的基础下，将 linklist 改写成单向非循环链表类，将其中的相应算法改

写成递归算法，并做相应的测试。 

2.教学目标 

通过实验进一步掌握和理解递归算法的设计和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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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二叉树及二叉查找树的操作 

1.教学内容 

编写演示程序，用以说明二叉树的使用。用户能演示的二叉树基本操作至少包

括：构造二叉树，按先序、中序、后序遍历这棵二叉树，左右子树互换算法，计算

二叉树的深度、结点数目、叶子结点数目；实现二叉查找树类，并做测试。 

2.教学目标 

加深对二叉树和二叉查找树的基本概念和遍历操作等算法的理解。 

实验项目 6：三种查找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1.教学内容  

以有序数据建立平衡的二叉查找树，实现二叉查找树下的查找，并在有序顺序

表的基础上实现顺序查找、两种二分查找算法，对二叉查找树查找、顺序查找和二

分查找的算法实现效率进行比较和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查找算法的实现方法，并给出时间效率分析结果。 

实验项目 7：排序算法的实现和比较 

1.教学内容 

实现插入排序，归并排序，快速排序，堆排序等排序算法，并对这些算法的实

现效率进行比较和分析。 

2.教学目标 

掌握不同排序算法的实现方法，给出分析结果，验证和比较各排序算法的理论

性能。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程序运行结果，并记载成绩。实验完成后须撰写并交付实验

报告。实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调试分析、用户

手册、测试结果。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每位学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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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Sech Venugopal，《数据结构从应用到实现(java 版)(英文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8 年 

2、参考书： 

[1] Robert Lafore 著，计晓云等译，Java 数据结构和算法(第二版)，中国电力出

版社，2007 年 06 月  

[2] Weiss，M.A.著，冯舜玺译，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Java 语言描述 第 2 版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01 月  

[3]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 

[4] 陈松乔等著，算法与数据结构（C 与 C++描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8 月 

 

 

 

 

执 笔 人：张玉华   

审 批 人：唐自立   

完 成 时 间：2016 .1 .5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0%B9%FA%B5%E7%C1%A6%B3%F6%B0%E6%C9%E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0%B9%FA%B5%E7%C1%A6%B3%F6%B0%E6%C9%E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0%B9%FA%B5%E7%C1%A6%B3%F6%B0%E6%C9%E7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Weis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M.A.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7%EB%CB%B4%E7%F4
http://search.dangdang.com/rd.php?id=20417467&clsid=01.54.06.06&key=Java+%CA%FD%BE%DD%BD%E1%B9%B9%BA%CD%CB%E3%B7%A8&se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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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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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MIS2003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心。操作

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在计算机科学学习中占

据重要的地址，它是计算机科学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学习和了解操作系统的工作机理

和工作方式，进而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是计算机学科同学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在操作系统的理论教学层面上，让学生全局理解现有操作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和

思路，纵向体会操作系统设计思想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以操作系统中成熟、经典

的思想和设计算法为核心，紧密结合当代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势，建立以操作系统所管

理的资源对象为分类标准、以操作系统的性能为设计目标、以操作系统的各类算法和

数据结构为实现手段的教学内容体系和风格。 

在课程的实验层面上，让学生切实融入实现细节，深入理解操作系统关键部件的

具体实现机制，横向体会操作系统设计思想的实现方法。具体来说，以现代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关键部件的实现方法为教学案例，以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管

理、设备管理的模拟实现为目标，进行模拟实验。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Linux 系统使用 演示性实验 4 1 必修 

2 进程调度算法模拟 验证性实验 4 1 必修 

3 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模拟 综合性实验 6 1 必修 

4 文件系统模拟实验 创新性实验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Linux 系统使用 

1.实验内容 

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字符工作方式，学习使用常用 shell 命令，并在 Linux 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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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 语言进行文本处理。完成下面两个问题： 

（1）验证 gcc 的可用：在你自己的工作目录下，编译链接运行 Hello World!程序。 

（2）使用 C 语言编写一个词频（限英文文章）统计程序，使之能够给出各个单

词在输入文件中的出现次数。 

2.实验目标 

（1）了解用 C 语言编写文本处理程序的具体过程 

（2）熟悉 Linux 字符工作方式，包括常用的 shell 命令和 vi 编辑器的使用 

（3）掌握 Linux 环境下，C 语言程序的编写、链接和运行方式 

实验项目 2：进程调度算法模拟 

1.实验内容 

编写一个模拟程序，读入文本文件 JOB1.TXT 中描述的进程序列，然后模拟短作

业优先算法、时间片轮转算法和优先数算法的执行情况，动态画出其进程执行的 Gantt

图，计算以上算法的每个进程的响应时间和周转时间。 

2.实验目标 

（1）了解进程的调度机制 

（2）熟悉响应时间和周转时间的意义 

（3）掌握短作业优先算法、时间片轮转算法和优先数算法 

实验项目 3：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模拟 

1.实验内容 

编制一个程序模拟实现可变分区内存管理。实验时，假设系统内存容量为 100KB。

分配时使用 my_malloc(i, j)函数实现，作业释放内存时使用 my_free(handle)函数实现，

内存情况输出用 my_memlist( )实现。 

2.实验目标 

（1）了解用现代操作系统采用的内存管理方案 

（2）熟悉各内存管理方案的实现策略 

（3）掌握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方案的内存分配过程、内存回收过程和紧凑算法的

实现 

实验项目 4：文件系统模拟实现 

1.实验内容 

在 Linux 环境下编写和调试一个 shell 脚本，实现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达到模

拟文件管理工作的目的。 

2.实验目标 

（1）了解文件系统的实现过程 

（2）熟悉 Linux 环境下 shell 编程技术 

（3）掌握 Linux 环境下各种文件操作系统的实质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完成后两周内，必须提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至少要求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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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概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工作步骤，结果，以及结果、发现的意义。 

(2)、问题提出：叙述本文要解决什么问题。注意，不可以抄写本实验报告中的

表述，要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我们这里所提出的问题。 

(3)、解决方案：叙述如何解决自己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用小标题 3.1,3.2…等

分开。这是本文的关键部分，请尽量展开来写。注意，这部分是本文的基本分的部分。

这部分不完成，本实验不会及格。 

(4)、实验结果：按照自己的解决方案，有哪些结果。结果有异常吗？能解释一

下这些结果吗？同别人的结果比较过吗？  

(5)、结束语：小结并叙述本次课程设计的经验、教训、体会、难点、收获、为

解决的问题、新的疑惑等。 

(6)、附录：加了注释的程序清单，注释行数目至少同源程序行数目比 1：2，即

10 行源程序，至少要给出 5 行注释。 

2.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考查 

期末考试和平时成绩，其中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平时成绩

包括作业和实验（20%）、期中考试（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硬件平台：普通 PC 机硬件环境； 

 实验环境一：Windows 平台 

操作系统：Windows 系列  

编译环境：任意开发工具，如 VC++、Java 等 

 实验环境二：Linux 平台 

操作系统：Linux 环境，例如，RedHat Linux、Ubuntu 

编译环境：gcc 环境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Abraham Silberschatz 等著,郑扣根 译，操作系统概念（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

(第七版 翻译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2、参考书：  

[1]汤子瀛等，计算机操作系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2]William Stallings,操作系统—内核与设计原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年 3 月 

[3]Andrew S.Tanenbaum,现代操作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 11 月 

[4]孟静，操作系统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 
 

                                               

执 笔 人：王红玲  

审 批 人：李培峰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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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2005                         课程学分：4 

课程名称（中/英）：面向对象 Java 程序设计 /  

                               Object-Oriented Java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90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面向对象 Java 程序设计是训练学生编程思维和能力的一门实用课程。该课程主

要学习内容包括：Java 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特点、运行过程、开发环境和语言基础；

面向对像程序设计原理以及类、方法、对象、接口和包; 面向对象理论在 Java 中的具

体实现，即 Java 基础类库；Java 文件操作和异常;Java 语言的 GUI、事件处理. 通过

实验使学生掌握 Java 语言的编程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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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环境安装配置 验证 2 1 必修 

2 Java 基本程序设计 验证 2 1 必修 

3 类与对象的设计 验证 6 1 必修 

4 基础类库的使用 验证 2 1 必须 

5 类与继承 验证 4 1 必修 

6 类库和常用类 验证 2 1 选修 

7 异常处理 验证 2 1 必修 

8 文件操作 验证 6 1 必修 

9 简单 GUI 设计 验证 8 1 选修 

10 综合实验 综合 2 1 必须 

 



 

 223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Java 语言的运行环境安装配置 

1.教学内容 

(1) JDK 的安装与 Java 运行环境的配置; 

(2) Eclipse 的安装与使用; 

(3) 简单的 Java 打印程序. 

2.教学目标 

(1) 了解 Java 语言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点. 

(2) 熟悉 JDK 的安装与 Java 运行环境的配置. 

(3) 掌握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实验项目 2：Java 基本程序设计 

1.教学内容 

(1) Java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基本数据类型; 

(2) 常见运算符和表达式; 

(3) Java 的三种控制结构 (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和循环结构):  

打印 1~100 之间的素数; 

将任意的一个大于 2 的偶数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 

2.教学目标 

(1) 掌握基本数据类型及其之间的隐式或强制转换. 

(2) 掌握表达式和表达式语句的书写. 

(3) 掌握并灵活使用 Java 的三种控制结构. 

实验项目 3：类与对象设计 

1.教学内容 

(1) 类的定义: 

设计一个类, 完成不同形状图形的面积计算. 

设计银行卡类, 银行卡类包含卡号、账户名、余额等信息; 涉及银行卡的操作

包含建卡、存款、取款和显示账户信息等. 

(2) 对象的使用: 

根据以上两个定义的类, 为每个类创建对象, 并使调用对象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 掌握类与对象的关系; 

(2) 掌握类与对象的声明及定义方法; 

(3) 理解构造方法及执行过程; 

(4) 掌握方法的重载. 

实验项目 4：基础类库：数组和字符串 

1.教学内容 

(1) 字符串(String 和 StringBuffer 类)的使用: 

设计一个程序, 对 String 类进行测试, 测试内容包括: 字符串对象的创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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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子串、子串定位、字符串比较、字符串连接和替换等操作. 

(2) 一二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 掌握 String 和 StringBuffer 类, 以及常用的字符串操作方法. 

(2) 掌握数组的使用与操作, 以及常用的数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5：类与继承 

1.教学内容 

(1) 父类与子类的关系. 

2.教学目标 

(1) 理解继承机制, 理解子类与父类的定义关系; 

(2) 掌握方法重置的本质和应用; 

(3) 掌握 super、this 等关键字的使用; 

(4) 掌握上转型对象以及多态的实现. 

实验项目 6：Java 类库和常用类 

1.教学内容 

(1) 包装类及其常用方法: 

设计一个程序对小数进行四舍五入操作; 

字符串与数值类型之间的转换. 

(2) 时间和日期类: 

按照要求的格式显示日期和时间; 

计算某段时间前后的时刻. 

2.教学目标 

(1) 掌握 Java API 帮助文档的使用; 

(2) 掌握常用类及其常用方法; 

(3) 掌握如何查找合适的类和正确的方法. 

实验项目 7：异常处理 

1.教学内容 

(1) 异常的处理机制: 

产生数组越界、数值转换等异常并作相应的处理. 

(2) 自定义异常: 

设计一个异常类, 对设置学生成绩小于 0 分时抛出异常. 

2.教学目标 

(1) 掌握 Java 异常的工作原理及处理机制; 

(2) 掌握捕捉到异常后的处理方法; 

(3) 能够用 try、catch、throw、finally 等语句处理异常. 

实验项目 8：文件操作 

1.教学内容 

(1) Java 输入/输出流: 

设计程序实现 Java 的写文件和读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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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va 串行化的实现: 

设计程序将引用类型变量的值以文件形式存储. 

2.教学目标 

(1) 掌握 Java 读写文件的多种不现实现方法; 

(2) 掌握 Java 串行化的实现; 

(3) 掌握与文件操作相关的异常类及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9：简单 GUI 设计 

1.教学内容 

(1) 设计一个简单的用注册界面; 

(2) 设计一个简单的计算器界面. 

2.教学目标 

(1) 掌握 AWT 的继承关系及设计 GUI 的方法; 

(2) 掌握用 Swing 的继承关系及设计 GUI 的方法; 

(3) 掌握容器组件及普通组件的关系; 

(4) 掌握布局管理器的使用方法及组件的加载方法. 

实验项目 10：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1) 设计一个简单的通讯簿管理程序。 

2.教学目标 

(1) 掌握 GUI 相关设计; 

(2) 掌握文件相关设计； 

(3) 掌握数据库相关内容; 

(4) 掌握综合上述内容的总体设计.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本实验课程采用随堂考查. 考查比例为: 预习报告、上机调试、实验报告各占

20%、50%、3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设备, 每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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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张屹、蔡木生主编, 《Java 核心编程技术 (第二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参考书： 

[1]Cay S.Horstmann,GaryCornell.Core JAVA 7th Edithon. Prentice Hall PTR.2004.12. 

[2]Bruce Eckel 著 陈昊鹏、饶若楠等译. Java 编程思想第三版. (美)机械大学出版社. 

2005.8 

[3]H.M.Deitel.JAVA HOW TO PROGRAM FIF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Inc. 

2003 

[4]潘浩、李芙玲等.Java 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11 

 
 

 

 

执 笔 人：孔芳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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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MIS2007                      课程学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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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技术、理论基础课程，它既包含了对传统营

销模式、谈判磋商模式以及合同，法律安全等方面知识的发展，同时又要求数据库、

网页编程技术，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

必修考试课，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施过程以及组成

内容，对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全面、概括的理解，为今后的进一步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施过程、组成内容以及电

子商务网站建设的一些技术，对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能够初步规

划电子商务的一般业务流程能，能够创建电子商务网站。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种不同模式交易流程实验 演示性 2 1 必修 

2 电子商务设计环境配置 演示性 2 1 必修 

3 jsp 基本编程 综合性 4 1 必修 

4 jdbc 编程 综合性 2 1 必修 

5 B2C 电子商务网站前端用户部分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6 B2C 电子商务网站后端管理部分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三种不同模式交易流程实验 

1.教学内容 

从三种不同模式 B2B,B2C,C2C 电子商务里各选一个，从交易双方角度了解交易

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并熟悉三种不同模式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了解交易双方在整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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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需要完成的任务； 

（2）掌握电子商务框架的 4 个交易步骤。 

实验项目 2：电子商务设计环境配置 

1.教学内容 

按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分别安装配置开发环境。 

2.教学目标 

（1）掌握 web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掌握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3：jsp 基本编程 

1.教学内容 

Jsp 指令，动作的编程，jsp 内建对象的编程 

2.教学目标 

掌握 jsp 基本的编程元素，并且能够利用 jsp 的动作，指令及内建对象来完成一

些 web 页面的功能。 

实验项目 4：jdbc 编程 

1.教学内容 

给定一个数据库，根据要求利用 jdbc 技术，访问数据库内容。 

2.教学目标 

掌握 jdbc 的原理及所有对象，并且能结合 jsp 技术访问数据库。 

实验项目 5：B2C 电子商务网站前端用户部分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会员登陆页面，商品查询页面，购物车页面，收银台页面等 

2.教学目标 

熟练 web 编程技术，能够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的前端功能页面。 

实验项目 6：B2C 电子商务网站后端管理部分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商品管理页面，会员管理页面，订单管理页面等 

2.教学目标 

熟练 web 编程技术，能够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管理端的功能页面。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

报告的总结和表达。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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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45 台，服务器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汀荣，《电子商务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参考书：成栋主编，《电子商务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周小科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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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 网络程序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MIS2008                       课程学分：3 

课程名称（中/英）：JSP 网络程序设计/Networking program with JSP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信息管理专业基础课程，前序课程为 java 编程语言。JSP 是一种产生动

态网页的技术，在 html 的基础之上嵌入 java 脚本，java 脚本可以是任意的 java 代码，

能够与服务器端沟通，也能够向客户端发送动态 html 流。本课程将介绍 html、

javascript、css、div 等客户端技术，在此基础之上，介绍 jsp 的内置对象、javabean、

servlet、filter 等服务器端技术，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将能够初步掌握 jsp 网络程序

设计的基本要求，能够编写动态网站，比如留言版、网络商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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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网页设计 设计性 2 1 必修 

2 Jsp 基本语法 验证性 2 1 必修 

3 JSP 内部对象的使用 验证性 6 1 必修 

4 JavaBean 验证性 2 1 必修 

5 加法测试器 综合性 6 1 必修 

6 分页 综合性 4 1 必修 

7 主从表的 crud 综合性 6 1 必修 

8 Servlet 验证性 2 1 必修 

9 Filter 验证性 2 1 必修 

10 MVC 模式 综合性 2 1 必修 

11 网上商城/留言版 综合性 10 3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静态网页设计 

1.教学内容 

html 及 js 的基本知识 



 

 231 

3.教学目标 

（1）了解 html 及 js 的基本知识 

（2）熟悉静态网页开发基础 

（3）掌握静态网页开发 

实验项目 2：jsp 基本语法 

1.教学内容 

jsp 的基本知识 

2.教学目标 

（1）了解在 html 中嵌入 java 脚本 

（2）熟悉 jsp 页面构成 

（3）掌握 jsp 页面构成 

实验项目 3：jsp 内部对象的使用 

1.教学内容 

Jsp 内部对象 

2.教学目标 

（1）了解 request、response、out、session 对象 

（2）熟悉 jsp 内部对象 

（3）掌握 request、response、out、session 对象 

实验项目 4：JavaBean 

1.教学内容 

JavaBean 

2.教学目标 

（1）了解 JavaBean 

（2）熟悉 JavaBean 的开发 

（3）掌握 useBean、setProperty、getProperty 的使用 

实验项目 5：加法测试器 

1.教学内容 

综合利用以上内容，设计一个实用化的加法测试器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 项目开发的框架 

（2）熟悉 jsp 内部对象的使用 

（3）掌握简单的 web 程序开发技能 

实验项目 6：分页 

1.教学内容 

分页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 页面分页的实现机制 

（2）熟悉 javascript 和 java 脚本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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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分页的 web 程序开发技能 

实验项目 7：主从表的 crud 

1.教学内容 

主从表的 crud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 项目中朱从表的 crud 

（2）熟悉 jdbc 

（3）掌握简单的主从表数据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实验项目 8：servlet 

1.教学内容 

Servlt 

2.教学目标 

（1）了解 servlet 的基本用法 

（2）熟悉 servlet 的基本用法 

（3）掌握用 servlet 来对客户端的请求进行响应和处理 

实验项目 9：filter 

1.教学内容 

Filter 

2.教学目标 

（1）了解 filter 的基本用法 

（2）熟悉 filter 的原理 

（3）掌握用 filter 来优化网站开发 

实验项目 10：MVC 模式 

1.教学内容 

MVC 模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 servlet 的基本用法 

（2）熟悉 servlet 的基本用法 

（3）掌握用 servlet 来对客户端的请求进行响应和处理 

实验项目 11：网上商城/留言版 

1.教学内容 

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开发一个案例 

2.教学目标 

（1）了解 web 网站开发的全过程 

（2）熟悉 html、js、css、div，servlet、filter、mvc 模式的整合 

（3）掌握 jsp 开发 web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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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

报告的总结和表达。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 2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每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教材： 

1.教材：耿祥义等主编的《JSP 实用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0。 

2.参考书： 

1.钟德源 等编著，JSP 实用简明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1 

2.梁建武 等编著，JSP 程序设计实用教程，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5-1 

3.武延军等主编，精通 JSP 编程技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4.飞思科技产研发中心编著，JSP 应用开发详解，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5.(美)吉尔里著、贺民译，JSP 高级开发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执 笔 人：张超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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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E 分布式系统开发》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MIS2010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J2EE 应用开发/J2E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信息管理专业选修课程，前序课程为 java编程语言和 jsp网络程序。J2EE

是目前业界主流的开发技术，本课程将讲授 servlet、filter、struts、hibernate、spring

及其整合，使学生了解目前业界流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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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c 模式的登录控制 设计性 2 1 必修 

2 struts 综合性 6 1 必修 

3 spring 综合性 4 1 必修 

4 hibernate 验证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mvc 模式的登录控制 

1.教学内容 

利用 mvc 模式设计登录程序 

2.教学目标 

（1）了解 mvc 

（2）熟悉 servlet、filter 和 jsp 等组件的角色 

（3）掌握 mvc 的思想 

实验项目 2：struts 

1.教学内容 

Struts 简介 

2.教学目标 

（1）了解 struts2 框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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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作为著名的 mvc 框架的 struts2 的实用技能 

（3）掌握 struts2 的控制器、轻量级、视图标签等 

实验项目 3：spring 

1.教学内容 

Spring 

2.教学目标 

（1）了解 AOP 及 DI 

（2）熟悉 spring 对于面向切面编程和依赖注入的支持 

（3）掌握面向抽象编程的概念和基本实现手段 

实验项目 4：hibernate 

1.教学内容 

Hibernate 

2.教学目标 

（1）了解 ORM 

（2）熟悉 hibernate 对于 ORM 的支持 

（3）掌握用 hibernate 来简化持久层的开发 

四、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报告

的总结和表达。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比例 25％。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电脑，每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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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教材 

1.教材： 

史胜辉等主编的《JavaEE 轻量级框架 Struts2+Spring+Hibernate 整合开发》，清

华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 

1.钟德源 等编著，JSP 实用简明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1 

2.梁建武 等编著，JSP 程序设计实用教程，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5-1 

3.武延军等主编，精通 JSP 编程技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 

4.飞思科技产研发中心编著，JSP 应用开发详解，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5.SSH 的帮助文档 

6.(美)吉尔里著、贺民译，JSP 高级开发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执 笔 人：张   超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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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计划》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IMIS2011                   课程学分： 2.5 

课程名称（中/英）：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适用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1．通过对用友 ERP 系统的操作，提高学生对企业业务流程的一个感性认识。熟习相

关业务，并画出业务流程图。 

2．并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对 ERP 系统进行用例建模，用例描述，通过分组形式写出

ERP 系统的软件需求报告。 

3．对核心用例进行详细分析、设计并实现。 

二、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计算机 40 台，用友 ERP 软件、rose 建模工具、J2EE 平台 

三、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选开 

1 
系统管理及基础设

置 

掌握系统基础信息的设

置方法 
2 综合性 1 必开 

2 销售订单管理 
理解销售订单管理的主

要功能 
2 综合性 1 必开 

3 
产销排程与物料需

求计划 

理解 MRP 的主要思想

及相关的算法 
4 综合性 1 必开 

4 采购管理 掌握采购业务流程 2 综合性 1 必开 

5 库存管理系统实验 
理解库存管理的作用，

掌握库存管理的操作 
2 综合性 1 必开 

6 详细设计 交互图、类图 2 设计性 1 选开 

7 详细设计 构件图、部署图 2 设计性 1 选开 

8 编程实现 
生成代码，并添加界面

和方法实现 
2 设计性 1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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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1. 系统管理及基础设置 

 （1）实验内容： 

1）新增用户及其权限管理； 

2）数据备份与恢复 

3）基础数据设置，包括后续业务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数据 

 （2）实验要求： 

1）掌握用友 ERP 系统的基本使用方法。 

2）掌握系统基础信息的设置方法，理解基础设置的作用。 

2. 销售订单管理 

（1）实验内容： 

1）销售管理的一些设置 

2）销售订单的录入、审核、转出库单。 

 （2）实验要求： 

1）理解销售订单管理的主要功能，掌握相关的基本操作。 

2）画出业务流程 

3. 产销排程与物料需求计划 

  （1）实验内容 

     1）相关基础数据录入 

     2）物料需求计算 

     3）查看生产订单以及采购订单 

  （2）实验要求 

     1）理解 MRP 的主要思想及相关的算法 

     2）画出业务处理流程 

4. 采购管理 

（1）实验内容： 

1）请购单的维护 

2）采购订单的维护与生成 

3）采购订单的处理到入库 

 （2）实验要求： 

1）掌握采购流程业务 

2）画出业务流程图 

5. 库存管理系统实验 

（1）实验内容： 

1）库存开帐作业 

2）库存调拨 

3）借用与归还 

4）库存盘点 

5）计划内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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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要求： 

1）理解库存管理的作用，掌握库存管理的操作 

2）画出操作流程 

3）发现系统主角及用例，对用例进行描述（5 人 1 组） 

6. 详细设计 

（1）实验内容： 

 选择 2 个用例进行详细分析设计和实现 

 （2）实验要求： 

  画出交互图与类图 

7. 详细设计 

（1）实验内容： 

 构件图、部署图、数据库建模 

（2）实验要求： 

  生成代码 

8. 编程实现 

（1）实验内容： 

     根据生成的代码框架，完成方法的实现，以及界面的实现 

（2）实验要求： 

系统演示 

五、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按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的和要求，实验

原理，实验内容，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以 50%比

例计入该课总成绩。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1.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RP 生产管理系统应用专家实验教程 

2.《企业资源计划（ERP）及其应用》，李建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执 笔 人：  王邦军 

审 批 人：  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 2015.12.30 



 

 240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201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计算机组成原理 

                           （Principles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管理等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组成及系统结构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进一步深化和掌握课堂理论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机会，以加强其感

性认识；通过实验课的锻炼，使学生掌握计算机主要部件单元的组成原理、熟悉大规

模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应用设计方法及指令系统设计过程；增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

深入学习本专业后续课程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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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算器实验 设计性 2 1 必开 

2 存储器实验 设计性 2 1 必开 

3 设计八位 ALU 设计性 4 1 必开 

4 微控器实验 综合性 4 1 必开 

5 基本模型机设计与实现 综合性 6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运算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用手动操作设计并实现两个 8 位二进制数进行不同的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2）验证 74LS181 的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算器的组成结构。 

（2）掌握运算器的工作原理。 



 

 241 

（3）掌握简单运算器的数据传输通路。 

实验项目 2：存储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向存储器 00-04H 地址单元中分别写入数据 11～15。 

（2）依次读出 00－04H 地址单元的内容，查看各单元中的内容是否与写入的一致。 

2.教学目标 

（1）掌握半导体静态 RAM 的特性和使用方法。 

（2）掌握多片存储器的片选技术和扩展技术。 

（3）设计多片存储器的扩展方案。 

实验项目 3：设计八位 ALU 

1.教学内容 

（1）利用 ispDesignEXPERT 软件设计环境，联机对 CPLD 芯片进行在系统编

程，完成芯片的功能设计，实现一个八位运算器。 

2.教学目标 

（1）熟悉大规模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应用设计及 EDA 软件的使用。 

（2）掌握运算器的设计方法。 

实验项目 4：微控器实验 

1.教学内容 

（1）观测 Φ、TS1、TS2、TS3、TS4 的波形，比较它们的相互关系，画出其波形。 

（2）将微代码写入微程序控制器，校验、运行微程序。 

2.教学目标 

（1）掌握时序发生器的组成原理。 

（2）掌握微程序控制器的组成原理。 

（3）掌握微程序控制器的编制、写入，掌握微程序的运行过程。 

实验项目 5：基本模型机设计与实现 

1.教学内容 

（1）将各部件单元构造成一台基本模型机，为其定义五条机器指令，并编写相

应的微程序，设计机器指令程序，完成指定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指令系统和微程序及其控制模块设计过程； 

（2）了解掌握实验计算机整机系统设计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个学生在实验完成后上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字迹清晰、内容详实，每

份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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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步骤 

（4）实验结果 

（5）实验体会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A.实验前，学生必须根据老师要求完成预习任务。 

B.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每一个实验。 

C.实验后每个学生上交实验报告。 

D.根据上述考核综合评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根据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实验操作能力、实验结果的正确性以及实验报告综合

评定。实验成绩以百分制记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DN-CM++实验箱   35 套， 

微型计算机       3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TDN-CM++计算机组成实验指导书》 

2.参考书：《计算机组成原理与系统结构实验教程》，杨小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04 
 

 

 

 

 

执 笔 人：贾俊铖   

审 批 人：陆晓峰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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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计与管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2018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数据库设计与管理/ Database Design and Management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要求学生利用数据库的原理知识和实用工具动手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其最终目

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数据库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在此领域中继续学习和研究

的愿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对关系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进行介

绍之外，本课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强调课程的实践性，典型实例、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及开发工具讲解数据库设计的全过程。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SQL Server 的安装和环境介绍 综合性 1 1 必修 

2 使用向导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综合性 1 1 必修 

3 使用 SQL 语句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综合性 1 1 必修 

4 分别用向导和 SQL 语句创建和删除表 综合性 1 1 必修 

5 修改数据库基本表的定义 综合性 1 1 必修 

6 创建和删除索引 综合性 1 1 必修 

7 简单 SELECT 语句 综合性 1 1 必修 

8 多表查询 综合性 1 1 必修 

9 子查询 综合性 1 1 必修 

10 数据查询综合实验 综合性 1 1 必修 

11 创建视图 综合性 1 1 必修 

12 使用视图 综合性 1 1 必修 

13 更新语句 综合性 1 1 必修 

14 流控制语句 综合性 1 1 必修 

15 数据库约束实验 综合性 1 1 必修 

16 存储过程 综合性 1 1 必修 

17 触发器 综合性 1 1 必修 

18 数据库设计 综合性 1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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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SQL Server 的安装和环境介绍 

1.教学内容 

(1）安装 SQL Server 2005 

（2）SQL Server 的环境介绍 

1. Analysis Services 

2. 配置工具 

3. 文档和教程 

4. 性能工具 

5. SQL Server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tudio 

6.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教学目标 

      （1）掌握 SQL Server 2005 服务器的安装方法 

      （2）了解 SQL Server 2005 的环境 

      （3）了解数据库及其对象 

实验项目 2：使用向导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1.教学内容 

设有一学籍管理系统，其数据库名为―EDUC‖，初始大小为 10MB，最大为

50MB，数据库自动增长，增长方式是按 5％比例增长；日志文件初始为 2MB，最大

可增长到 5MB，按 1MB 增长。数据库的逻辑文件名为―student_data‖, 物理文件名为

―student_data.mdf，存放路径为―E:\sql_data‖。日志文件的逻辑文件名为―student_log‖, 

物理文件名为―student_log.ldf‖，存放路径为―E:\sql_data‖。 

(1) 使用向导创建上述数据库。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简称 SSMS）

创建数据库。 

（2）使用向导删除上面建立的数据库。用SSMS删除添加建立的数据库EDUC1。 

2.教学目标 

（1）熟悉 SQL Server 2005 中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环境 

（2）了解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3）掌握使用向导创建和删除数据库的方法 

实验项目 3：使用 SQL 语句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1.教学内容 

(1)以下是创建数据库 userdb1 的 SQL 语句， 

create database userdb1 

on 

(name=userdb4_data,--数据文件的逻辑名称,注意不能与日志逻辑同名 

filename='g:\xygl\userdb4.mdf' ,--物理名称，注意路径必须存在 

size=5,--数据初始长度为 5M 

maxsize=10,--最大长度为 10M 

filegrowth=1)--数据文件每次增长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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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on 

( name=userdb4_log,  

filename='g:\xygl\userdb4.ldf ' ,  

size=2 ,  

maxsize=5 ,  

filegrowth=1) 

运行上述语句建立数据库 userdb1 

（2）根据步骤 1 的 sql 语句，写出创建实验二中数据库 EDUC 的 sql 语句，并

建立数据库 EDUC. 

（3）用 SQL 语句删除步骤一建立的数据库 userdb1 

2.教学目标 

（1）了解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2）掌握使用 SQL 语句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实验项目 4：分别用向导和 SQL 语句创建和删除表 

1.教学内容 

（1）在实验三建立的数据库 EDUC 中，根据分析需要如下几个表： 
student 表（学生信息表） 

字段名称 类  型 
宽  

度 
允许空值 主  键 说    明 

sno char 8 NOT NULL 是 学生学号 

sname char 8 NOT NULL  学生姓名 

sex char 2 NULL  学生性别 

native char 20 NULL  籍贯 

birthday smalldate 4 NULL  学生出生日期 

dno char 6 NULL  学生所在院系 

spno char 8 NULL  专业代码（外键） 

classno char 4 NULL  班级号 

entime smalldate 4 NULL  学生入校时间 

home varchar 40 NULL  学生家庭住址 

tel varchar 40 NULL  学生联系电话 

      

course 表（课程信息表） 

字段名称 类  型 宽  度 允许空值 主  键 说    明 

cno char 10 NOT NULL 是 课程编号 

spno char 8 NULL  专业代码（外键） 

cname char 20 NOT NULL  课程名称 

ctno tinyint 1 NULL  课程类型编号（外键） 

experiment tinyint 1 NULL  实验时数 

lecture tinyint 1 NULL  授课学时 

semester tinyint 1 NULL  开课学期 

credit tinyint 1 NULL  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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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_course 表（学生选课成绩表） 

字段名称 类  型 宽  度 允许空值 主  键 说    明 

sno char 8 NOT NULL 是 学生学号 

tcid smallint 2 NOT NULL 是 上课编号 

score tinyint 1 NULL  学生成绩 

      

teacher 表（教师信息表） 

字段名称 类  型 宽  度 允许空值 主  键 说    明 

tno char 8 NOT NULL 是 教师编号 

tname char 8 NOT NULL  教师姓名 

sex char 2 NULL  教师性别 

birthday smalldate 4 NULL  教师出生日期 

dno char 6 NULL  教师所在院系 

pno tinyint 1 NULL  教师职务或职称编号 

home varchar 40 NULL  教师家庭住址 

zipcode char 6 NULL  邮政编码 

tel varchar 40 NULL  联系电话 

email varchar 40 NULL  电子邮件 

      

teacher_course 表（教师上课课表） 

字段名称 类  型 宽  度 允许空值 主  键 说    明 

tcid smallint 2 NOT NULL 是 上课编号 

tno char 8 NULL  教师编号（外键） 

spno char 8 NULL  专业代码（外键） 

classno char 4 NULL  班级号 

cno char 10 NOT NULL  课程编号（外键） 

semester char 6 NULL  学期 

schoolyear char 10 NULL  学年 

classtime varchar 40 NULL  上课时间 

classroom varchar 40 NULL  上课地点 

weektime tinyint 1 NULL  每周课时数 

（2）根据如上表结构用向导创建各表。 

（3）用企业管理器删除所建立的表 Student_course,Student 和 Course 

（4）在查询分析器中用 sql 语句删除表 Tearch_course 和表 Teacher 

（5）根据如上表结构用 SQL 语句创建各表。 

（6）将以上创建表的 SQL 命令以 .SQL 文件的形式保存在磁盘上 

2.教学目标 

（1）了解表的结构特点。 

（2）了解 SQL Server 的基本数据类型。 

（3）熟悉在企业管理器中创建表。 

（4）掌握使用 T-SQL 语句创建表。 

实验项目 5：修改数据库基本表的定义 

1.教学内容 

（1）用企业管理器将 Student 表中的 birthday 字段设为不能为空（not null）。 

（2）用 SQL 语句将 Student 表中的属性 sno char(8)改成 varchar(20)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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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列：用企业管理器在 Course 表中添加一列 year ，类型为 varchar。     

（4）删除列：用 SQL 语句将 Course 表中的 year 字段删除。  

2.教学目标 

(1) 了解表的结构特点。 

(2) 熟悉在企业管理器中修改表的定义。 

(3) 掌握使用 SQL 语句修改表的定义。 

实验项目 6：创建和删除索引 

1.教学内容 

(1) 分别建立以下索引(如果不能成功建立,请分析原因) 

1. 在 student 表的 sname 列上建立普通降序索引。 

2. 在 course 表的 cname 列上建立唯一索引。 

3. 在 student_course 表的 sno 列上建立聚集索引。 

4. 在 student_course 表的 sno(升序), tid(升序)和 score(降序)三列上建立一个普通

索引。 

(2) 删除索引:将 student_course 表的 sno 列上的聚集索引删掉。 

2.教学目标 

（1）了解索引的类型和应用。 

（2）掌握用 SQL 语句对表创建和删除索引 

实验项目 7：简单 SELECT 语句 

1.教学内容 

（1）所有的查询全部用 Transact-SQL 语句实现 

简单查询操作 

此部分查询包括投影、选择条件表达、数据排序、使用临时表等。 

 对 EDUC 数据库实现以下查询： 

① 求计算机系的学生学号和姓名； 

② 求选修了课程的学生学号； 

③ 求选修 C1 课程的学生学号和成绩，并要求对查询结果按成绩的降序排列，

如果成绩相同则按学号的升序排列； 

④ 求选修课程 C1 且成绩在 80－90 之间的学生学号和成绩，并将成绩乘以系

数 0.75 输出； 

⑤ 求计算机系和数学系的姓张的学生的信息； 

⑥ 求缺少了成绩的学生的学号和课程号。 

⑦ 将 2000 以后的成绩大于 90 分的学生成绩存入永久成绩表；将 2000 年以前

的成绩存入临时成绩表中。 

2.教学目标 

（1）熟悉查询分析器中使用 SELECT 语句进行简单查询。 

（2）掌握简单表的数据查询、数据排序和数据查询的操作方法。 



 

 248 

实验项目 8：多表查询 

1.教学内容 

（1）对 EDUC 数据库实现以下查询： 

① 查询每个学生的情况以及他（她）所选修的课程； 

② 求学生的学号、姓名、选修的课程名及成绩； 

③ 求选修 C1 课程且成绩在 90 分以上的学生学号、姓名及成绩； 

④ 查询每一门课的间接先行课。 

2.教学目标 

（1）熟悉查询分析器中使用 SELECT 语句进行多表查询。 

（2）掌握多表的数据查询、数据排序和数据查询的操作方法。 

实验项目 9：子查询 

1.教学内容 

（1）在数据库 EDUC 中实现一下查询： 

1）求选修了高等数学的学生学号和姓名； 

2）求 C1 课程的成绩高于张三的学生学号和成绩； 

3）求其他系中比计算机系某一学生年龄小的学生信息（即求其它系中年龄小于

计算机系年龄最大者的学生）； 

4）求其他系中比计算机系学生年龄都小的学生信息； 

5）求选修了 C2 课程的学生姓名； 

6）求没有选修 C2 课程的学生姓名； 

7）查询选修了全部课程的学生的姓名； 

8）求至少选修了学号为―S2‖的学生所选修的全部课程的学生学号和姓名。 

（2）提高操作实验：建立―工程-零件‖数据库及如下 4 个表，并输入实验数据，

用 SQL 语句实现如下三个查询： 

1) 求供应项目 j4 红色零件的供应商号及名称 

2) 求没有上海供应商生成的零件的项目号 

3)至少使用了供应商 S5 所供应全部零件的项目号。 

表结构如下： 

供应商（S）：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供应商代码 Char 5  

姓名 Char 50  

所在城市 Char 20  

联系电话 Char 20  

工程（J）：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工程代码 Char 5  

工程名 Char 50  

负责人 Char 10  

预算 Cha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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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P）：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零件代码 Char 5  

零件名 Char 50  

规格 Char 10  

产地 Char 20  

颜色 Char 10  

供应零件（SPJ）：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供应商代码 Char 5  

工程代码 Char 5  

零件代码 Char 5  

数量 Int 4  

要求： 

①供应商表：供应商代码为主码 

②工程表：工程代码为主码 

③零件表：零件代码为主码 

④供应零件表：供应商代码、工程代码、零件代码为联合主码； 

供应商代码为外码，参照表、列是供应商表的供应商代码列； 

工程代码为外码，参照表、列是工程表的工程代码列； 

零件代码为外码，参照表、列是零件表的零件代码列 

实验数据如下： 

供应商：   
供应商代码 姓名 所在城市 联系电话 

S1 北京供应商 北京 0108888888 

S2 天津供应商 天津 0228888888 

S3 重庆供应商 重庆 0238888888 

S4 上海供应商 1 上海 0218888888 

S5 广州供应商 广州 0208888888 

S6 上海供应商 2 上海 0216666666 

工程： 

工程代码 工程名 负责人 预算 

J1 工程 1 丁一 200000 

J2 工程 2 赵二 60000 

J3 工程 3 张三 70000 

J4 工程 4 李四 80000 

J5 工程 5 王五 150000 

零件： 

零件代码 零件名 规格 产地 颜色 

P1 螺丝 中 济南 红色 

P2 主板 集成 深圳 绿色 

P3 显卡 独立 香港 蓝色 

P4 声卡 集成 天津 红色 

P5 网卡 100M 上海 黑色 

P6 鼠标 无线 上海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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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零件： 

供应商代码 工程代码 零件代码 数量 

S1 J2 P4 50 

S1 J3 P5 100 

S2 J2 P6 500 

S4 J1 P3 150 

S4 J5 P1 200 

S5 J4 P6 100 

S6 J4 P2 90 

2.教学目标 

（1）掌握子查询的表示。 

（2）掌握 SQL Server 查询分析器的使用方法，加深对 SQL 语言的嵌套查询语

句的理解 

实验项目 10：数据查询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1）所有查询都全部用 SQL 语句实现：在数据库 EDUC 中实现如下查询 

1)求学生的总人数。 

2)求选修了课程的学生人数。 

3)求课程的课程号和选修该课程的人数。 

4)求选修课超过 3 门课的学生学号 

（2）提高操作实验：建立―图书_读者‖数据库及如下 3 个表，并输入实验数据，

用 SQL 语句实现如下五个查询： 

1）查找这样的图书类别：要求类别中最高的图书定价不低于全部按类别分组的

图书的平均定价的 2 倍。 

2）求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图书的平均定价，分别用 GROUP BY 和

GROUP BY ALL 表示。 

3）列出计算机类图书的书号、名称及价格，最后求出册数和总价格。 

4）列出计算机类图书的书号、名称及价格，并求出各出版社这类书的总价格，

最后求出全部册书和总价格。 

5）查询计算机类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表结构如下： 

图书：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书号 char 10  

类别 char 12 是 

出版社 char 50  

作者 char 20 是 

书名 char 50  

定价 money 8 是 

 



 

 251 

读者：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编号 char 10  

姓名 char 8  

单位 char 50 是 

性别 char 2 是 

电话 char 15 是 

借阅： 

列名 类型 长度 是否可为空 

串号 char 10  

书号 char 10  

读者编号 char 10  

借阅日期 datetime 8  

要求： 

①图书表：书号为主码 

②读者表：编号为主码； 

性别只能是―男‖或―女‖的 CHECK 约束 

③借阅表：串号为主码； 

书号为外码，参照表、列是图书表的书号列； 

读者编号为外码，参照表、列是读者表的编号列； 

书号和读者编号的联合 UNIQUE 约束 

实验数据： 

图书： 

书号 类别 出版社 作者 书名 定价 

1001 计算机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王民 数据结构 80 

1002 计算机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建平 计算机应用 20 

1003 计算机 电子工业出版社 王敏 数据库技术 15 

1004 计算机 电子工业出版社 谭浩强 C 语言 25 

1005 英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锦芯 应用文写作 25 

1006 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Robison 管理学 15 

1007 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 Fayol 工业管理 70 

1008 数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平 线性代数 50 

1009 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 Durark 公司的概念 14 

1010 数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徐新国 统计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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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编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电话 

1001 丁一 数学院 男 81234567 

1002 赵二 经济学院 男 82234567 

1003 张三 管理学院 女 83234567 

1004 李四 文学院 男 84234567 

1005 王五 历史文化学院 女 85234567 

1006 孙六 物理学院 男 86234567 

1007 周七 生命科学院 女 87234567 

1008 徐八 化学院 男 88234567 

1009 宋九 信息学院 女 89234567 

1010 刘十 计算机学院 女 80234567 

借阅： 

串号 书号 读者编号 借阅日期 

01 1001 1003 2000-1-1 

02 1002 1005 2002-3-5 

03 1003 1008 1998-6-18 

04 1004 1003 1997-12-8 

05 1005 1010 2001-5-4 

06 1006 1001 2005-7-25 

07 1007 1010 997-11-3 

08 1008 1009 2004-2-1 

09 1009 1004 1996-9-1 

10 1010 1008 2000-6-4 

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查询的写法，特别是复杂查询的分析和查询语句。 

实验项目 11：创建视图 

1.教学内容 

（1）创建视图：使用企业管理器创建视图  

① 在 EDUC 库中以―student‖表为基础，建立一个名为―V_计算机系学生‖的视

图。在使用该视图时，将显示―student‖表中的所有字段。     

(2)  使用 SQL 语句创建视图 

① 在查询分析器中建立一个每个学生的学号、姓名、选修的课名及成绩的视图

S_C_GRADE； 

②建立一个所有计算机系学生的学号、选修课程号以及平均成绩的视图

COMPUTE_AVG_GRADE。 

(2) 修改视图 

1) 使用企业管理器修改视图 

在企业管理器中将视图 COMPUTE_AVG_GRADE 中改成建立在数学系的学生

学号、选修课程号以及平均成绩的视图。 

2) 使用 SQL 语句修改视图 

① 在查询分析器中使用更改视图的命令将上面建立的视图―V_计算机系学生‖

更名为―V_计算机系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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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除视图 

1）使用企业管理器删除视图：用企业管理器删除视图―V_计算机系学生‖ 

2）使用 SQL 语句删除视图：用 SQL 语句删除视图 COMPUTE_AVG_GRADE; 

2.教学目标 

（1）掌握创建视图的 SQL 语句的用法。 

(2) 掌握使用企业管管理器创建视图的方法。 

(3) 掌握使用创建视图向导创建视图的方法。 

(4) 掌握查看视图的系统存储过程的用法。 

(5) 掌握修改视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12：使用视图 

1.教学内容 

（1）定义视图 

1) 在 EDUC 数据库中，已 Student Course 和 Student_course 表为基础完成

一下视图定义 

2) 定义计算机系学生基本情况视图 V_Computer； 

3) 将 Student Course 和 Student_course 表中学生的学号，姓名，课程号，课

程名，成   绩定义为视图 V_S_C_G 

4) 将各系学生人数，平均年龄定义为视图 V_NUM_AVG 

5) 定义一个反映学生出生年份的视图 V_YEAR 

6) 将各位学生选修课程的门数及平均成绩定义为视图 V_AVG_S_G 

7) 将各门课程的选修人数及平均成绩定义为视图 V_AVG_C_G 

（2）使用视图 

1) 查询以上所建的视图结果。 

2) 查询平均成绩为 90 分以上的学生学号、姓名和成绩； 

3) 查询各课成绩均大于平均成绩的学生学号、姓名、课程和成绩； 

4) 按系统计各系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人数，结果按降序排列； 

2.教学目标 

（1） 熟悉和掌握对数据表中视图的查询操作和 SQL 命令的使用； 

（2）熟悉和掌握对数据表中视图的更新操作和 SQL 命令的使用，并注意视图

更新与基本表更新的区别与联系 

（3）熟悉视图的操作，认识视图的作用 

实验项目 13：更新语句 

1.教学内容 

（1）对于 student 表，将所有专业号为‗001‘的，并且入学年份为 2006 的学生，

或是专业号为‗003‘，并且年龄小于 20 岁的学生的班级号改为‗001‘。 

（2）对于 student 表，删掉所有年龄小于 20 岁，并且专业号为‗003‘的学生的记

录。 

（3）对于 student 表，插入一条新记录，它的具体信息为，学号：2007110011、

姓名：张三、性别：男、出生日期：19880808、院系编号：‗001‘、专业编号： 

‗001‘、班级号：‗001‘、入学时间：200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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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 student 表，将入学时间最晚的学生和年龄最小的学生的联系方式去

掉。 

（5）对于 student 表，将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院系的院系编号改为‗008‘。 

2.教学目标 

（1）熟悉使用 UPDATE/INSERT/DELETE 语句进行表操作； 

实验项目 14：流控制语句 

1.教学内容 

（1）对 student 表上入校时间在 2006 年以后的学生修改班级号,其他的学生修改

班级代码。（if..else） 

（2）查询 student 表，只要有年龄小于 20 岁的学生，就将年龄最小的那个学生

删掉，如此循环下去，直到所有的学生的年龄都不小于 20 岁，或是学生的总人数小

于 20 个了就推出循环。（while, break,continue,if…else，可以建视图来处理年龄问题。） 

（3） 显示所有专业号为‗001‘，并且在服务器显示之前，暂停 1 分钟。（waitfor） 

（4）把所有计算机转学学生的联系电话删掉，所有专业号为‗001‘的学生的入学

时间删掉，所有专业专业号为‗003.‘的学生的班级号改为‗001‘，其他的学生删掉其籍

贯。（case） 

2.教学目标 

（1）掌握流控制语句的基本语法 

（2）熟悉使用这些流控制语句 

实验项目 15：数据库约束实验 

1.教学内容 

（1）实验中涉及两张表：部门表、职工表。部门表包括部门号、名称、经理名、

地址、电话号以及一个部门号主键约束和一个名称的唯一性约束。职工表包括职工号、

姓名、年龄、职务、工资、部门号以及一个职工号的主键约束、一个部门好的外键约

束和一个年龄的检查约束。 本实验通过对这两张表的操作来验证数据库约束的相关

概念。 

1、建立数据库和相关表结构 
use qixin 

drop table 职工 

drop table 部门  

create table 部门 

( 

 部门号     char(4), 

 名称       varchar(20) not null, 

 经理名     varchar(8), 

 地址       varchar(50), 

 电话号     varchar(20), 

 constraint PK_部门号 primary key(部门号), 

 constraint U_名称    unique(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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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职工  

( 

 职工号     char(4) , 

 姓名       varchar(8) not null , 

 年龄       int , 

 职务       varchar(10) , 

 工资       money, 

 部门号     char(4), 

 constraint PK_职工号  primary key(职工号), 

 constraint FK_部门号  foreign key(部门号)  references 部门(部门号) on delete cascade, 

 constraint CK_年龄    check(年龄<=60) 

)  

2、验证主键（PRIMARY KEY）约束 
 insert into 部门 values('0001','财务科','张三','湖北汽车工业学院','8238787') 

如果再次 insert into 部门 values('0001','财务科 ','张三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8238787')，则会违反了 

PRIMARY KEY 约束 'PK__部门__571DF1D5'。不能在对象 '部门' 中插入重复键。 

3、验证唯一性（UNIQUE）约束 
 如果执行 insert into 部门 values('0002','财务科','张三','湖北汽车工业学院','8238787')则会违反了 

UNIQUE KEY 约束 'UQ__部门__5812160E'。不能在对象 '部门' 中插入重复键。 

4、验证检查（CHECK）约束 

insert into 部门 values('0002','教务科','李四','湖北汽车工业学院','8238787') 

insert into 部门 values('0003','人事科','王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8238787')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1','张伟','30','科长',2000,'0001')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2','李红','25','副科长',1500,'0001')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3','王强','33','科长',2000,'0002')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4','赵东','34','副科长',1500,'0002')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5','陈三','29','科长',2000,'0003')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6','孙波','28','副科长',1500,'0003') 

 如果执行 insert into 职工 values('0007','陈红 ','70','副科长 ',1500,'0003')，则会 INSERT 语句与 

COLUMN CHECK 约束 'CK__职工__年龄__656C112C' 冲突。该冲突发生于数据库 'qixin'，表 '职工

', column '年龄'。  

5、验证外键（FOREIGN）约束 

 当指定 on delete cascade 时为级联删除，删除部门表记录时，职工表中相关的记录也会同时删除 

delete from 部门 where 部门号='0001' 

delete from 部门 where 部门号='0002' 

delete from 部门 where 部门号='0003' 

如果不指定 on delete cascade 时默认为受限删除,删除部门表记录时，则会 DELETE 语句与 

COLUMN REFERENCE 约束 'FK__职工__部门号__6D0D32F4' 冲突。该冲突发生于数据库 'qixin'，

表 '职工', column '部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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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数据库约束的概念；  

（2）熟悉 SQL SERVER 的完整性约束技术。  

（3）了解 SQL SERVER 的违反完整性处理措施。 

实验项目 16：存储过程 

1.教学内容 

（1）创建一个―proc_stu‖的存储过程，用于查询'CS'系的学生； 

（2）创建一个―proc_sno‖的存储过程，该存储过程有一个输入参数 para_sno, 

该存储过程用于查询学号为 para_sno 的学生信息 

（3）创建一个存储过程―proc_age‖,作用：输入一个参数 para_age,判断如果该参

数为空，屏幕显示―必须提供一个整数值作参数！‖，并返回代码 1；如果值小于 18

或大于 30，显示―年龄应在 18-30 之间‖，并返回代码 2；如果查询结果不存在，显示‖

没有满足条件的记录―，返回代码 3；如果查询成功，返回 0。 

（4）建立存储过程"pro_cno",输入一个 cno，将 cname 的值传给一个变量，将变

量的值返回； 

（5）创建一个存储过程，当从 dbo.student 表中删除某个学生信息时，一并删除

该学生在成绩信息表（SC）中的相应信息。 

2.教学目标 

（1）掌握存储过程的概念 

（2）掌握存储过程的创建和使用 

实验项目 17：触发器 

1.教学内容 

（1）创建一个 delete 触发器，完成的功能为：当删除一个 dbo.student 中的一条

学生记录时，同时删除 dbo.SC 中的该生的成绩记录 

（2）创建一个 after 触发器，完成的功能为：当在 dbo.SC 中插入一条记录时，

计算出该生的平均成绩，最高成绩，最低成绩和总分，并将学号和这些统计信息存到

dbo.d_avg（sno,s_avg,s_max,s_min,s_sum)中 

（3）创建一个 update 触发器，功能：如果修改了 dbo.student 的 sage 字段，若

sage 的值不在２０－３０范围之内，则显示―年龄需在２０－３０之间‖，并回滚 

（4）创建一个视图 s_sc，显示 Sno，sname，Cno，Cname，Grade 

（5）执行下述语句： 

update s_sc 

set sname='李永兵', grade=89 

where sno='200215121' and cno='1' 

（6）创建一个 instead of 触发器，实现 5 中的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触发器的概念 

（2）掌握触发器的创建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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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18：数据库设计 

1.教学内容 

（1）医疗保险综合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 

 医疗保险综合管理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 医保中心为参保单位／人员建档，并确定应缴费金额。 

2) 医保中心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帐户并发医保卡。 

3) 参保单位或人员定期（按月）到医保中心缴费，所缴费用按一定比例划

入统筹帐户及个人帐户。 

4) 对未缴费或欠缴单位／人员，医保中心发出催缴通知。 

5) 参保人员持医保卡到指定医院门诊看病，费用由个人帐户支付，超支自

理。 

6) 参保人员到指定医院住院治疗，费用按统筹基金支付，同时个人也要负

担一定比例。统筹基金支付实行起付标准、分段计算、累加支付的办法。 

7) 医保中心与定点医院／药房结算费用，交换数据（如黑名单等）。 

8) 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方可享受医疗

保险待遇。 

2.教学目标 

（1）熟悉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2）掌握数据库设计各个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 

（3）了解数据库设计的过程。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每次实验提交实验报告，需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

验结果以及实验总结等内容。 

（2）考核方式：考核以实验结果为主。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 60 台，安装 SQL Server2005 数据库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自编 
 

 

                                               

执 笔 人：王岩   

审 批 人：张宏斌   

完 成 时 间：2015 .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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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MIS2019                      课程学分： 3.5 

课程名称（中/英）：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 Design 

适用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1.学会利用对象的概念采集需求，并用 UML 中的 use case 来表示它们； 

2.学会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方法，并用 UML 语言的符号来表示； 

3.学会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并用 UML 语言的符号来表示； 

4.基本学会使用 Rational Rose 分析与设计工具，掌握面向对象软件开发的分析与设计

技术。 

二、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计算机 50 台，rose 建模工具、J2EE 平台 

 

三、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类

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系统用例建模 
如何采用 rose 工具建立系统用例，并对用

例进行描述 
4 验证性 4-5 必开 

2 活动图建模 掌握用例描述的另一种方法 2 验证性 1 必开 

3 交互图建模 
根据用例描述如何采用顺序图实现用例；

顺序图的两部作法 
4 验证性 1 必开 

4 类图与包图 如何寻找类及其之间的关系 4 验证性 4-5 必开 

5 状态图 如何通过状态图刻画一些重要对象的状态 1 验证性 1 可选 

6 
构件图与部署

图 

理解构件图与部署图的概念；掌握组件图

和部署图绘制的方法 
1 验证性 4-5 必开 

7 
模型检验与代

码生成 

理解模型之间的关系，哪些模型与生成代

码相关，生成代码方法 
1 验证性 4-5 必开 

8 数据库建模 如何采用 rose 建模数据库 2 验证性 4-5 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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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1. 系统用例建模 

 （1）实验内容： 

一个小组 4-5 人，共同分析某系统，对系统进行用例建模，在得到用例模型后，针对每个用

例进行业务分析，说明其具体的业务流程，对核心用例采用事件流描述用例。 

（2）实验要求： 

1）共同找出系统中所有用例与执行者； 

2）描述之间的关系，得到系统用例图； 

3）明确分工，每人采用事件流描述 1-2 个核心用例。 

2. 活动图建模 

（1）实验内容： 

1）用活动图描述用例的业务流程； 

 （2）实验要求： 

1）小组内每人采用活动图描述 1-2 个用例； 

2）比较活动图与事件流。 

3. 交互图 

 （1）实验内容 

     1）根据之前的事件流与活动图建立时序图； 

     2）建立某一事件流的协作图； 

     3）将协作图转换为顺序图，将时序图转换为协作图 

 （2）实验要求 

     1）理解时序图与协作图的概念； 

     2）比较协作图与顺序图； 

     3）描述作图步骤 

4. 类图 

（1）实验内容： 

1）根据组内成员建立的顺序图进行讨论，角色合并找到系统中的类； 

2）给类添加属性 

3）添加方法 

4）描述类之间的联系 

5）将顺序图中的对象映射到类； 

6）将顺序图中的消息映射为类的方法。 

 （2）实验要求： 

1）集体讨论，采用什么方法发现系统中的类？有哪几种类型的类？ 

2）从体系结构的角度探讨系统中的类及其关系； 

2）根据发现的类去修正先前的顺序图，小组成员各自对顺序图进行迭代细化，

将对象映射类，将消息映射为方法，得到设计的顺序图和协作图。 

3）讨论总结面向对象的思想，如何实现这些思想。 

5. 状态图 

（1）实验内容： 

1）小组成员对系统中的一些重要对象进行状态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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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要求： 

1）总结什么情况下需要对对象状态进行建模。 

6. 构件图与部署图 

  （1）实验内容： 

1）创建构件图 

[1] 在 Component 视图中创建组件包，绘制包的依赖性 

[2] 增加包的组件和画出依赖性 

[3] 创建 System Component 框图 

[4] 将类映射到组件 

2）创建 Deployment 框图 

[1] 加入结点（服务器和设备） 

[2] 添加连接 

[3] 添加进程 

[4] 显示进程 

（2）实验要求： 

1）了解 Uml 部署图 

2）给系统创建部署图 

7. 模型检验与代码生成 

（1）实验内容： 

1）模型检验 

2）各个组件代码生成 

（2）实验要求： 

1）小组成员得到系统的整个模型后各自进行模型检验与代码生成 

2）总结代码生成步骤 

3）讨论总结整个系统建模过程 

8. 数据库建模 

 （1）实验内容 

1）对实体类进行数据库建模 

（2）实验要求： 

1）得到数据库模型 

五、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要求学生按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的

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以 20%比例计

入该课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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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教材： 

1.邵维忠，杨芙清著. 面向对象技术.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 

2.刁成嘉等编著. UML 系统建模与分析设计课程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7  

3.邱仲潘等译，UML与Rational Rose 2002从入门到精通，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7 

 

 

 

执 笔 人：  严建锋 

审 批 人：  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 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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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MIS2028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Electronic Commerce and 

On-line  Marketing）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技术、理论基础课程，它既包含了对传统营

销模式、谈判磋商模式以及合同，法律安全等方面知识的发展，同时又要求数据库、

网页编程技术，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

必修考试课，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施过程以及组成

内容，对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全面、概括的理解，为今后的进一步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施过程、组成内容以及电

子商务网站建设的一些技术，对电子商务专业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能够初步规

划电子商务的一般业务流程能，能够创建电子商务网站。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三种不同模式交易流程实验 演示性 2 1 必修 

2 电子商务设计环境配置 演示性 2 1 必修 

3 jsp 基本编程 综合性 4 1 必修 

4 jdbc 编程 综合性 2 1 必修 

5 B2C 电子商务网站前端用户部分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6 B2C 电子商务网站后端管理部分实验 设计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三种不同模式交易流程实验 

1.教学内容 

从三种不同模式 B2B,B2C,C2C 电子商务里各选一个，从交易双方角度了解交易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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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并熟悉三种不同模式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了解交易双方在整个交易

过程需要完成的任务； 

（2）掌握电子商务框架的 4 个交易步骤。 

实验项目 2：电子商务设计环境配置 

1.教学内容 

按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分别安装配置开发环境。 

2.教学目标 

（1）掌握 web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掌握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3：jsp 基本编程 

1.教学内容 

Jsp 指令，动作的编程，jsp 内建对象的编程 

2.教学目标 

掌握 jsp 基本的编程元素，并且能够利用 jsp 的动作，指令及内建对象来完成一

些 web 页面的功能。 

实验项目 4：jdbc 编程 

1.教学内容 

给定一个数据库，根据要求利用 jdbc 技术，访问数据库内容。 

2.教学目标 

掌握 jdbc 的原理及所有对象，并且能结合 jsp 技术访问数据库。 

实验项目 5：B2C 电子商务网站前端用户部分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会员登陆页面，商品查询页面，购物车页面，收银台页面等 

2.教学目标 

熟练 web 编程技术，能够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的前端功能页面。 

实验项目 6：B2C 电子商务网站后端管理部分实验 

1.教学内容 

完成商品管理页面，会员管理页面，订单管理页面等 

2.教学目标 

熟练 web 编程技术，能够设计出电子商务系统管理端的功能页面。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

报告的总结和表达。 

（2）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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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微型计算机 45 台，服务器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徐汀荣，《电子商务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参考书：成栋主编，《电子商务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执 笔 人：周小科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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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统计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203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管理统计学/Statistics for Managers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信息管理应用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基础，将理论框架蕴于现实信息管理领

域之中，实现如下教学目标：将统计学理论与管理实践有机结合，同时精选教学实践

案例和工作工具软件，以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书还结合理论和应用，详细阐述了应

用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程序和技巧，指导读者动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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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与整理 设计性 2 1 必修 

2 假设检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3 方差分析 设计性 2 1 必修 

4 相关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5 回归分析 设计性 4 1 必修 

6 综合案例 综合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教学内容 

使用 Microsoft Excell 和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包括数据清洗、呈现）

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运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编制频数分布表、绘制统计图的方法； 

（2）掌握运用 SPSS 软件编制频数分布表、绘制统计图的方法。 

实验项目 2：假设检验 

1.教学内容: 

在学习教程假设检验的相关理论基础上，使用软件 Microsoft Excel 和 SPSS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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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的实验工作。 

2.教学目标 

（1）掌握推断统计中假设检验的相关概念和方法； 

（2）掌握软件解决推断统计的方法。 

实验项目 3：方差分析 

1.教学内容 

以公交信息化系统数据为例，对发车间隔、行驶速度等进行方差分析，研究各

种因素对实验数据的影响。 

2.教学目标 

（1）掌握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2）掌握使用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的方法与过程； 

（3）了解使用软件进行多因素分析的方法。 

实验项目 4：相关分析 

1.教学内容 

以管理数据为基础对目标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出相关因素，并确定因素与

目标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和相关特性。 

2.教学目标 

（1）掌握相关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2）掌握根据实际问题寻找相关因素的常用方法； 

（3）掌握 SPSS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的方法，找出相关因素，并确定相关度和

相关特性。 

实验项目 5：回归分析 

1.教学内容 

以公交信息化系统数据为例，对发车间隔进行回归分析，确定回归参数，并对

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2.教学目标 

（1）掌握回归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2）掌握 SPSS 软件回归分析工具和操作过程，并对结果的拟合度做出科学

评判； 

（3）了解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和操作过程。 

实验项目 6：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以苏州市公交信息化系统的管理数据为例，以前期相关实验作为基础，深入对

苏州市公交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公交运行的特征规律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

因。 

2.教学目标 

（1）掌握 SPSS 进行数据搜集、整理、清洗的方法； 

（2）综合运用参数估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客观数据进行综

合的分析评价并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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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完成规定的所有实验，掌握教材相关概念，掌握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的方法，有正确的实验方法和步骤，能进行条理清晰的分析评价，给出有理有据的

结论。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需联网）45 台，并安装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和 SPSS 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管理统计学（第 2 版），李金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8 收藏 

2.参考书：  

IBM SPSS 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案例精粹，张饿文彤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3， 

 
 

 

 

                                               

执 笔 人：  葛   娟  

审 批 人：  张   召  

完 成 时 间： 2016 .1  

 

javascript:showMsgBox('lcase22519546','22519546','http://customer.dangdang.com/wishlist/remote_addtofavorlist.aspx');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194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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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实践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3002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课程学时： 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运筹学》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课程的任务是向学生

系统地介绍几种重要而成熟的运筹学模型，使学生认识运筹学在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作

用，领会其基本思想和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筹学与应用数学、工业工程、计算

机科学、经济管理等专业密切相关。 

《运筹学》实践教学是课程《运筹学》教学的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配合教学内容，

巩固学习成果，另一方面也可配合管理科学主干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一些小型科研活

动。通过运筹学实验实践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1问题产生背

景；2决策者的目标；3确定决策目标决策者可控要素；4确定决策变量决策者所受环

境的限制(不可控要素分析)约束条件；5、建立运筹模型；6、对运算及结果分析与观

察。在实验中，适当地增加应用计算机编程求解算法的内容。熟悉掌握一些WinQSB、

EXCEL等一些常用的运筹学软件。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线性规划建模及单纯形算法 验证 2 1 必修 

2 线性规划中的单纯形算法设计 设计 6 1 必修 

3 对偶问题 验证性 2 1 必修 

4 运输问题 验证性 2 1 必修 

5 选址问题 综合性 4 1 必修 

6 生产与存储问题 综合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线性规划建模及单纯形算法 

1.教学内容：线性规划问题建模、问题求解及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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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运筹学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思路。 

（2）熟悉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和求解方法-单纯形法 

     （3）掌握运用 Winqsb 或 EXCEL 工具对线性规划问题进行求解，并能够对求

解的结 

果进行观察、验证和分析。 

实验项目 2：线性规划中的单纯形算法设计 

1.教学内容 

对于现实中规模比较大的线性规划问题，我们无法用手工计算或借助已有小软

件实现，可以根据单纯形法的计算步骤，编程求解这一类线性规划问题。 

2.教学目标 

（1）了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标准型、基、基解、基可行解、最优解、多重最优解、

无可行解、无有限最优解等概念。 

（2）熟悉单纯形法的计算步骤、在编程中学习单纯形法寻优的思路。 

（3）掌握运用 C 或 Java 实现一个单纯形法。最好有好的可视化输入/输出界面。 

界面的效果参考 Winqsb 

实验项目 3：对偶问题 

1.教学内容 

对偶问题求解方法、灵敏度分析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对偶理论性质及其经济学意义，对偶问题与原问题的对称关系。 

（2）熟悉对偶理论问题的建模方法及对偶最优解、对偶松弛变量、对偶约束条

件、对偶互补约束的经济意义。 

（3）掌握运用对偶性质或对偶单纯形法求解原问题及对偶问题的最优解并验证

分析。用 Winqsb 或 Excel 求解对偶问题及进行灵敏度分析。 

实验项目 4：运输问题 

1.教学内容 

      建立运输问题数学模型的方法、运用表上作业法对运输问题求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运输一类问题及这一类问题推广、非平衡产销平衡问题与产销平衡问

题转换及相应的经济解释。 

（2）熟悉建立运输问题数学模型的条件，熟悉求解运输问题的表上作业法和步

骤。 

（3）掌握 Winqsb 或 EXCEL 电子表格求解产销平衡或不平衡运输问题，并能

够对所求得结果进行分析 

实验项目 5：选址问题 

1.教学内容 

选址问题（房地产开发中新学校的选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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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选址问题这一类运筹学问题的建模方法及求解方法 

     （2）熟悉建立选址问题数学模型方法，结合具体整数规划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3）掌握运用 C 语言或 Java 语言实现选址问题示例（房地产开发中新学校的

选址问题）。 

实验项目 6：生产与存储问题 

1.教学内容 

比较动态规划方法和一般线性规划方法在处理运筹学问题上的异同。生产存储

问题模型实例建模及求解。 

2.教学目标 

    （1）了解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求解问题的基本思路。了解生产存储问题模型

的其建模过程与方法。 

    （2）熟悉动态规划中的生产存储问题的数学模型建模方法。 

    （3）掌握用 Winqsb 或 LINGO 软件求解生产存储问题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报告及程序清单。实验报告评分主要从完整性、模型、程序、结果验证等方

面。上机实验考核占《运筹学》课程考核成绩的 10%。包括：问题提出、分析、建模、

求解（用软件工具或编程方法）及对结果分析，统一上机。实习报告的几个方面：1、

实验目的；2、实验要求；3、实验内容；4、实验步骤；5、实验结果分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运筹学编写组，运筹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参考书：张宏斌，葛娟，运筹学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执 笔 人：张宏斌   

审 批 人：葛   娟   

完 成 时 间：2016. 3  

 

 



 

 271 

《信息组织与检索》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MIS3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信息组织与检索/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Retrieval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实验课程配合《信息组织与检索》授课，对课程主要内容设计若干实验项目。通

过实验课程，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何构建信息检索系统，让授课教师掌握学生的理解

程度，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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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基于倒排索引的检索系统 综合性 4 1 必修 

2 构建支持通配查询处理的检索系统 综合性 4 1 必修 

3 构建支持文档排序的检索系统 综合性 6 1 必修 

4 中文检索系统的前处理模块构建 综合性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构建基于倒排索引的检索系统 

1.教学内容 

学习如何构建基于倒排索引的检索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息检索系统中的索引部分框架。 

（2）熟悉倒排索引构建过程。 

（3）掌握如何用程序实现简单的倒排索引。 

实验项目 2：构建支持通配查询处理的检索系统 

1.教学内容 

学习通配符查询，并构建支持通配查询处理的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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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信息检索系统的查询部分处理框架。 

（2）熟悉通配符查询的实现原理。 

（3）掌握如何用程序实现基于 B-树的通配符查询。 

实验项目 3：构建支持文档排序的检索系统 

1.教学内容 

学习文档排序，并构建支持文档排序的检索系统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息检索系统的输出文档的排序方法。 

（2）熟悉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排序算法。 

（3）掌握如何用程序实现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排序算法。 

实验项目 4：中文检索系统的前处理模块构建 

1.教学内容 

学习中文处理的基本知识，并掌握中文检索系统的前处理模块构建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文处理的词法、句法分析和检索系统的前处理模块， 

（2）熟悉中文处理的分词和词性标注算法。 

（3）掌握如何用程序实现基于正向最大匹配的分词算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提交代码/文档、系统展示、现场问答。 

要求：自己独立完成代码，书写完整实验报告，熟悉掌握实验项目要求。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计算机学院机房计算机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作者：[美] 曼宁， [美] 拉哈万， [德] 舒策 著 王斌 译 

 信息检索导论 

 出版社：人民邮电 出版社， 

 ISBN：9787115234247 

 出版日期：2010 年 9 月 

2.参考书：无 
                                               

执 笔 人：陈文亮   

审 批 人：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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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MIS3011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Data Warehouse & Data Mining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是计算机学科领域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专业课程，具

有非常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要求学生对数据挖掘有一个较全面的综合认识，同时也

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仓库的概念，以及现有数据

挖掘技术的基本原理，包括数据仓库的概念和体系结构、关联规则挖掘、数据分类、

数据聚类、贝叶斯网络、粗糙集、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统计分析，确定教学目标；

明确教学要求等。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对数据挖掘的基

本概念，基本的数据挖掘方法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解，为以后从事信息技术行

业或者从事智能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SQLServer2005 建立多维数据模型 验证性 3 1 必修 

2 关联规则挖掘应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3 决策树分类应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4 K-means 聚类应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5 贝叶斯网络应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6 神经网络应用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SQL Server 2005 建立多维数据模型 

1.教学内容 

在建立了数据仓库后，导出数据，建立并部署一个多维数据集，从而对数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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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2.教学目标 

（1）了解 SQL Server 2005 的环境配置。 

（2）熟悉 SQL Server 2005 中 Analysis Services 的使用。 

（3）掌握 SQL Server 2005 中多维数据模型的创建过程。 

实验项目 2：关联规则挖掘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创建数据源，利用 Analysis Services 提供的挖掘结构进行关联规则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关联规则挖掘的基本原理。 

（2）熟悉关联规则挖掘过程。 

（3）掌握利用软件实现关联规则的挖掘过程及可视化分析。 

实验项目 3：决策树分类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创建数据源，利用 Analysis Services 提供的决策树方法进行分类实验。 

2.教学目标 

（1）了解决策树分类的基本原理。 

（2）熟悉决策树分类算法的过程。 

（3）掌握利用软件实现决策树分类的过程及可视化分析。 

实验项目 4：K-means 聚类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创建数据源，利用 Analysis Services 提供的 K-means 对数据源进行聚类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 K-means 聚类方法的基本原理。 

（2）熟悉 K-means 聚类方法的过程。 

（3）掌握利用软件实现 K-means 聚类的过程及可视化分析。 

实验项目 5：贝叶斯网络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创建数据源，利用 Analysis Services 提供的贝叶斯网络对数据源进行预测和诊

断。 

2.教学目标 

（1）了解贝叶斯网络的构成及其基本原理。 

（2）熟悉贝叶斯网络的预测和诊断过程。 

（3）掌握利用软件实现贝叶斯网络预测和诊断。 

实验项目 6：神经网络应用实验 

1.教学内容 

创建数据源，利用 Data Analysis 提供的功能，进行神经网络的训练和预测。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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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 

（2）熟悉神经网络的训练和预测过程。 

（3）掌握利用软件实现神经网络的训练和预测过程及可视化分析。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

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以 20%比例计入该课总成绩。实验报告要求学生按

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内容，

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计算机 60 台，数据库管理系统 SQL Server 2005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陈志泊主编,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 

朱德利，SQL Server 2005 数据挖掘与商业智能完全解决方案，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7. 
                                            

 

 

 

执 笔 人：张   莉   

审 批 人：张   召   

完 成 时 间: 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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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双语）》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MIS3013                    课程学分： 3.5 

课程名称（中/英）：供应链管理（双语）/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适用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1. 让学生全面了解供应链管理的前沿理论及发展趋势，掌握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方

法，并初步具备运用相关理论设计与优化供应链系统的实践能力。 

2. 通过创设双语教学氛围，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术语的中英文表述，提高学生的英

语听、说、读、写等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3. 结合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真切感受供应链的存在及深刻理解供应

链管理的意义，培养学生发现身边的供应链管理问题的能力，并激发其解决供应

链管理问题的兴趣。 

二、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计算机 50 台，供应链相关软件、Java 开发平台 

三、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类

型 

每组 

人数 
必开、选开 

1 
―啤酒游戏‖的仿真

实验 

了解什么是牛鞭效应，

其产生原因 
2 验证性 1 必开 

2 
供应链环境下的

B2B 电子商务网站 

了解供应链环境下的信

息管理系统 
2 设计性 1 必开 

3 
供应链下的预测问

题求解 

掌握供应链环境下的常

用预测方法 
6 验证性 1 必开 

4 
供应链环境下的

VMI 库存管理系统 
了解 VMI 库存 2 设计性 1 必开 

5 
供应链环境下的配

送问题求解 

理解供应链环境下的配

送问题及其求解方法 
6 设计性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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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1. ―啤酒游戏‖的仿真实验 

（1）实验内容： 

每个学生选择供应链中的一个角色，并根据自身库存及需求预测情况制定采购策

略。在若干周期后，观察库存变化状况，并分析其原因。 

（2）实验要求： 

能按实验内容要求使用仿真软件，分析牛鞭效应产生原因。 

2. 供应链环境下的 B2B 电子商务网站 

（1）实验内容： 

每个学生选择供应链中的一个角色，相应地执行发货、补货等流程。 

（2）实验要求： 

能按实验内容要求操作，能描述所模拟角色中需完成的日常作业流程。 

3. 供应链下的预测问题求解 

（1）实验内容： 

采用 java、C#等常用开发语言，实现课堂教学中介绍的预测方法。 

（2）实验要求： 

能灵活运用学习过的开发方法，并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满足预测计算要求。 

4. 供应链环境下的 VMI 库存管理系统 

（1）实验内容： 

每个学生选择供应链中的一个角色，操作基于 VMI 模式的多级库存管理系统。 

（2）实验要求： 

能理解 VMI 库存含义，总结 VMI 库存模式下的供应链管理特点。 

5. 供应链环境下的配送问题求解 

（1）实验内容： 

采用 java、C#等常用开发语言，实现课堂教学中介绍的配送模型的求解方法。 

（2）实验要求： 

能灵活运用学习过的开发方法，并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满足配送优化计算要

求。 

五、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按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的和要求，实验

原理，实验内容，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2、考核方式 

（1）平时成绩：根据出勤、学生完成案例分析、课后思考题情况，以 20%比例

计入该课总成绩。 

（2）实验成绩：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以 20%比例计入该

课总成绩。 

（3）考试成绩：主要根据期中、期末卷面成绩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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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Chopra, S. and P. Meindl. (5th Edi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Strategy, 

Planning and Operations.（清华管理学习英文版教材：《供应链管理---战略、规划与运

作（第 5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参考书： 

（1）Richard E. Crandall, William R. Crandall, Charlie C. Chen. 《Principle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nd Edition)》.CRC Press,2014. 

（2）Wisner, J.D., G. Keong Leong and Keah-Choon Tan. Principle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Balanced Approach (2nd Edition). （清华管理学习英文版教材：《供应

链管理原理---均衡方法（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马士华，林勇.《供应链管理（第 3 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4）胡军，王珊珊.《供应链管理案例精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执 笔 人：  梁合兰 

审 批 人：  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 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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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系统集成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MIS3014                     课程学分： 3.5 

课程名称（中/英）：物流系统集成技术/  

                         Integration Technology of Logistics System  

适用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本课程实验教学目的与要求  

1.物流系统集成技术主要为了企业中各种数据、系统、过程等多种对象的协同运行提

供公共服务及运行时支撑环境，降低实现企业内部的―信息孤岛‖集成的复杂度，提高

应用间集成的有效性，将企业信息化规划中确定的各种应用系统、服务、人员、信息

资源及数字化设备的协同关系固化到集成运行的系统中。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企业信息系统架构及集成技术方案设计（数据集

成、过程集成、企业集成）方法，为参与大型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3.学习本课程时，学生应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信息系统集成领域的前沿发展及

实际应用。 

二、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计算机 50 台，工作流软件、java 开发平台 

三、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的要求 

学时 

分配 
实验类型 

每组 

人数 

必开、

选开 

1 
基于 YAWL的业

务流程建模 

了解采用 YWAL 软件进

行业务流程建模过程 
2 设计性 1 必开 

2 读写工作流文件 
能自动识别工作流 XML

文件 
4 设计性 1 必开 

3 
基于 PIPE 的工

作流建模 

了解采用 PIPE 软件进行

业务流程建模过程 
2 设计性 1 必开 

4 
基于 PIPE 的工

作流一致性判定 

根据特定流程要求，对

工作流程进行检查 
4 设计性 1 必开 

5 
基于 PIPE 的工

作流二次开发 

根据特定流程要求，对

工作流程进行二次开发 
6 设计性 1 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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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项目的内容和要求 

1. 基于 YAWL 的业务流程建模 

（1）实验内容： 

采用 YAWL 工作流软件，设计企业业务流程，生成工作流 XML 文件。 

（2）实验要求： 

能根据特定企业场景，灵活运用 YAWL 软件形式化描述其流程，能阅读工作流

XML 文件。 

2. 读写工作流文件 

（1）实验内容： 

采用 Eclipse 等开发软件，开发工作流读写程序。 

（2）实验要求： 

能对 YAWL 软件生成的 XML 文件进行读取，还原 XML 中所描述的工作流。 

3. 基于 PIPE 的工作流建模 

（1）实验内容： 

了解 PIPE 软件，采用 PIPE 工作流软件，设计企业业务流程。 

（2）实验要求： 

能根据特定企业场景，灵活运用 PIPE 软件形式化描述其流程。 

4. 基于 PIPE 的工作流一致性判定 

（1）实验内容： 

采用 PIPE 工作流软件，对所设计的业务流程中包含的约束进行一致性判定。 

（2）实验要求： 

能根据特定企业场景，灵活运用 PIPE 软件形式化定义流程约束，并进行一致性

判定。 

5. 基于 PIPE 的工作流二次开发 

（1）实验内容： 

通过 PIPE 软件建立工作流模型，并进行二次开发，实现服务时间描述、约束加

载及分析等功能。 

（2）实验要求： 

能在 PIPE 软件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满足业务流程建模及优化分析要求。 

五、考核方式 

1、实验报告： 

要求学生按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的和要求，实验

原理，实验内容，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以 40%比

例计入该课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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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 

《物流系统集成技术》，杜彦华，黄双喜，梁合兰，蔡江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2.参考书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杜彦华，吴秀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 

《企业集成与集成平台技术》，范玉顺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9 月 
 

 

 

执 笔 人：  梁合兰 

审 批 人：  凌兴宏 

完 成 时 间： 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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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控制器原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TE200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微控制器原理/ Micro-controller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 

实验室名称：物联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主要讲述微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基

本结构与应用开发方法、主流微控制器的产品系列、微控制器应用的软硬件开发工具、

嵌入式硬件与软件的构件化开发方法、选定微控制器的基础知识、片内资源、主要功

能模块（GPIO、SCI、A/D、TIMER、D/A、PWM、FLASH、I2C、SPI 等）的应用

方法。通过学习本门课程，可使学生掌握微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基本应用

方法与初步开发方法，为进一步学习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工程的后续课程提供理论与

应用基础。 

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嵌入式应用的基本设计原理与方法，达到―巩固原理、学

会应用‖的目的。重点完成：I/O 口编程、键盘编程、串行通信编程、LCD 编程、A/D

转换编程、定时器编程、PWM 及综合应用编程等，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

单片机与嵌入式应用基础课程的内容。同时，汇编语言与 C 语言并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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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及键盘编程 演示性实验 3 1 必修 

2 串行通信编程 综合性实验 3 1 必修 

3 LCD 编程 综合性实验 3 1 必修 

4 A/D 转换编程与校正分析 综合性实验 3 1 必修 

5 定时器编程及 PWM 编程 综合性实验 3 1 必修 

6 综合设计 设计性实验 3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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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I/O 及键盘编程 

1.教学内容 

（1）开关控制小灯 

（2）键盘按键通过一组小灯显示 

2.教学目标 

（1）掌握基本编辑、编译方法 

（2）掌握 I/O 口的基本编程方法 

（3）掌握键盘的编程方法 

实验项目 2：串行通信编程 

1.教学内容 

通过 PC 的 C#编程界面经 SCI 串行通信控制实验箱的小灯 

2.教学目标 

（1）掌握 MCU 串行通信基本编程方法，学会实际应用 

（2）学会 MCU 与微机的串行通信编程，掌握编程原理 

（3）利用 C#语言进行串行编程 

实验项目 3：LCD 编程 

1.教学内容 

通过 PC 经 SCI 串行通信发送字符显示在 LCD 上 

2.教学目标  

（1）了解液晶显示的基本原理 

（2）掌握点阵字符式液晶的编程方法 

（3）利用 LCD 显示微机发送的内容 

实验项目 4：A/D 转换编程与校正分析 

1.教学内容 

调节电位器的阻值经 MCU 处理后显示在 LED 上 

2.教学目标 

（1）掌握 A/D 转换编程 

（2）掌握模拟量校正的基本方法 

（3）利用微机界面进行回归分析 

实验项目 5：定时器编程及 PWM 编程 

1.教学内容 

（1）利用 MCU 编程实现时钟功能，通过 SCI 串行通信显示在 PC 界面 

（2）拨码开关每拨一下小灯亮度增加 10%，全亮后，然后减少 10%。（提示：

小灯亮度受控 PWM）（可选） 

2.教学目标 

（1）掌握定时器的基本编程方法 

（2）编制一个基于 MCU 的时钟并与微机时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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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会 PWM 的基本编程（可选）  

实验项目 6：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综合利用 GPIO、SCI、键盘、LCD、LED、定时器等多个模块设计一个 PC 界面

和 MCU 通信的综合控制界面 

2.教学目标 

学生自行综合设计，并由教师根据设计情况及运行结果，进行考核。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给出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要求在第一次实验课上提出。每

份报告应该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基本内容概述、硬件连接、软件主程序框

图、主要软件模块描述(要点)、实验体会等内容。 

2.考核方式 

最后一次综合实验由学生自行设计，老师根据学生的综合设计，并考虑每次的

实验情况（各次实验固定计算机，有自己独立的目录）进行综合评分，采用百分制，

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台，配 SD-2 型 Freescale 嵌入式

系统实验开发平台一台(苏州大学 Freescale MCU&DSP 研发中心开发)及相应的应用

软件(Freescale CodeWarrior IDE)。 

2.学生分组实验。每个学生配：SD-2 型 Freescale 嵌入式系统实验开发平台一台(苏

州大学 Freescale MCU&DSP 研发中心开发)、微机计算机一台、万用表一台、螺丝刀

一把、导线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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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实验教材：曹金华、王宜怀、沈安东，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实验指导

(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书： 

[1] Freescale.MC9S08AW60 Data Sheet[R],Rev.2 2006. 

[2] Freescale.MC9S08JM60 Data Sheet[R],Rev.3 2009. 

[3] Freescale.MC9S08DZ60 Data Sheet[R],Rev.1 2006. 

[4] 王宜怀等.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 2 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5] [美]Jobn Catsoulis 著,徐君明,许铁军,黄年松等译.嵌入式硬件设计[M].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6] [美]Jack Ganssle，Michael Barr 著,马广云等译. 英汉双解嵌入式系统词典[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7] [加]Peter Spasov 著,李小洪译. 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第 5 版) [M]. 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曹金华 

审 批 人：王宜怀 

完 成 时 间：2016.03 

 



 

 286 

《RFID 与传感器技术》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TE2002                  课程学分：3.50 

课程名称（中/英）：RFID 与传感器技术/RFID & Sensor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电子信息 

实验室名称：物联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RFID 与传感器技术是物联网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本课程实验以目前在市场中

应用最广泛的 Mifare 卡为基础，结合飞思卡尔公司的 KW01 微控制器，向学生介绍

Mifare 卡的存储结构，Mifare 卡数据读写、安全设置的原理及其驱动构件开发，高频

RFID 系统的硬件构件设计，基于 KW01 微控制器的 RFID 软件开发框架组织及开发

方法。通过本课程实验的学习，学生应理解 RFID 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关键技术，掌握

微控制器、RFID 硬件构件的封装与应用，RFID 驱动构件的封装规范，以及 RFID 应

用系统的开发方法；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对 RFID 系统、嵌入式系统的学习兴趣，

培养独立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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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频 RFID 认知 演示性 3 1 必修 

2 数据读写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3 标签安全设置 验证性 3 1 必修 

4 电子钱包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5 
ISO14443B协议下标签数

据读取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6 RFID 与传感器综合设计 创新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RFID 系统认知 

1.教学内容 

搭建读写器软硬件环境，对单标签、多标签进行读序列号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Mifare 卡的序列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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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KW01 微控制器、RC531 芯片硬件构件的封装。 

（3）掌握基于 KW01 微控制器的软件编程框架。 

实验项目 2：数据读写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RFID 驱动构件编写程序读取 Mifare 卡中任意一组数据，对其作出处理并

再次写入标签中。 

2.教学目标 

（1）掌握 Mifare 卡的存储结构，数据读取和写入的原理。 

（2）掌握 Mifare 卡数据读写驱动构件的封装规范及应用方法。 

实验项目 3：Mifare 卡安全设置 

1.教学内容 

利用 RFID 驱动构件编程修改标签中任一模块的秘钥以及控制位。 

2.教学目标 

（1）熟悉 Mifare 卡的射频通信流程。 

（2）掌握 Mifare 卡的秘钥、控制位应用原理及方法。 

（3）掌握 Mifare 卡安全设置驱动构件的封装规范及应用方法。 

实验项目 4：电子钱包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RFID 驱动构件编程实现简易公交卡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 Mifare 卡的专用运算电路功能及应用方法。 

（2）掌握 Mifare 卡电子钱包驱动构件的封装规范及应用方法。 

实验项目 5：ISO14443B 协议下标签数据读取实验 

1.教学内容 

利用 B 类协议驱动构件编程实现对 B 类标签的序列号读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 B 类协议的原理，常见的 B 类卡类型。 

（2）熟悉 B 类卡的存储结构及序列号结构。 

（3）掌握 B 类卡读数据驱动构件的封装规范及应用方法。 

实验项目 6：综合设计 

1.教学内容 

学生在交通卡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中选择一个题目，或自行选题实现一个实

际的应用系统。 

2.教学目标 

（1）掌握 RFID 系统软硬件整体结构。 

（2）掌握 RFID 系统与 PC 机的通信原理及方法。 

（3）掌握 C#编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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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实验给出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要求在第一次实验课上提出。每份

报告应该包括：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基本内容概述、硬件连接、软件主程序框图、

主要软件模块描述(要点)、实验体会等内容。 

2.考核方式 

最后一次综合实验由学生自行设计，老师根据学生的综合设计，并考虑每次的实

验情况（各次实验固定计算机，有自己独立的目录）进行综合评分，采用百分制，实

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台，配 RFID 实验设备（ARM 

Cortex-m0+ & RFID 实验套件）一套及相应的应用软件(Visual Studio 2010、Freescale 

KDS IDE)。 

2.学生分组实验。每个学生配：RFID 实验设备（ARM Cortex-M0+ & RFID 实验

套件）一套、微机计算机一台及相应的应用软件(Visual Studio 2010、Freescale KDS 

IDE)、万用表一台、螺丝刀一把、导线若干。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黄玉兰，物联网射频识别 RFID 核心技术详解（第 2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年。 

2.参考书： 

[1]  [德]Klaus Finkenzeller 编著，陈大才编译，射频识别（RFID）技术（第二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年 

[2]  Philips Semiconductors. Technical Documents- MF(14443A) 13.56 MHz RFID 

Proximity Antennas, 2003. 

[3]  Philips Semiconductors. Mifare MF RC531 ISO 14443 Reader IC Data Sheet,2005. 

[4]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IEC， FDIS 14443 . Identification Cards－Contactless 

Integrated Circuit(s) Cards-Proximity Cards[Z]，2000 
 

 

 

执 笔 人：曹国平  

审 批 人：王宜怀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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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软件开发》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TE3007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嵌入式软件开发(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物联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培养学生具有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知识、系统分析能力和具有应用 RTOS 构成嵌入

式系统的能力。课程以 32 位 ARM 内核微控制器及实时操作系统 MQX 为蓝本，通过

带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教学，使学生逐步掌握 RTOS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

设计方法，获得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分析和初步应用设计能力，强化实践训练。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达到：较深入地了解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

理；具有较高的汇编语言源程序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程序编写能力；掌握嵌入式操作

系统的使用方法和移植方法；使学生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分析能力和初步设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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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和框架的创建实验 演示性 3 1 必修 

2 IO 设备驱动和中断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3 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4 内存管理与日志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5 轻量级 MQX 实验 设计性 3 1 必修 

6 MQX 综合设计实验 综合性 3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任务和框架的创建实验 

1.教学内容 

配置集成开发环境，装载一个工程文件，添加任务并编译这个工程文件，学习

开发环境软件的使用和开发环境的设置。下载己经编译好的工程到嵌入式控制器中运

行，学会在程序中设置断点，观察系统内存和变量，为调试应用程序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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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了解 MQX 的工程架构，熟悉开发环境，学会添加任务，了解嵌入式操作系统

框架的组织结构。 

实验项目 2：IO 设备驱动和中断实验 

1.教学内容 

（1）分析掌握 UART 通信的软件编程方法。 

（2）通过 UART 选择输入使用不同的中断触发方式，使能外部中断； 

（3）上机验证并了解 Flash 任务和 RTC 驱动的工程的测试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操作系统下 UART 的使用方法； 

（2）了解 Flash 任务以及工程的测试方法； 

（3）了解 RTC 驱动文件及添加方法； 

（4）掌握中断方式和中断处理方法。 

实验项目 3：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实验 

1.教学内容 

（1）编写利用轻量级事件完成以位状态改变的形式传送简单信息； 

（2）上机验证并了解 MQX 轻量级消息队列工程。客户端任务向服务器端任务

发送消息并等待服务器端任务的应答；服务器端任务等待客户端任务的消息，接收后

将消息回发作为应答； 

（3）MQX 互斥量工程。工程中使用了 1 个 MUTEX_PRINT 来实现两个打印任

务对串口 4 的互斥访问，初始化串口 4 作为默认通信设备与外界通信，波特率为 9600，

1 位停止位，无校验。 

2.教学目标 

（1）熟悉 MQX 中多任务同步与通信的基本方法；  

（2）掌握 MQX 中事件控制块的使用方法；  

（3）掌握信号量、互斥型信号量、消息、优先反转的意义以及用法。 

实验项目 4：内存管理与日志实验 

1.教学内容 

（1）分析了解内存管理样例。初始化串口 4 作为默认通信设备与外界通信，波

特率为 9600，1 位停止位，无校验；用串口 4 接受中断指定格式数据(以"A"(0x41)开

头和"D"(0x44)结尾的字符串)，回显发送指定格式的数据。 

（2）分析了解内核日志样例。task_klog：向内核日志记录定时器中断，然后打

印出日志；UART4_RX_ISR：串口 4 中断服务例程，每收到一个字节执行一次本程序，

进行数据组帧―帧头+数据长度+有效数据+帧尾‖，task_B：将串口 4 中断接收的完整

数据帧发送至 PC 机。 

2.教学目标 

（1）了解 MQX 中内存管理的方式和工作原理； 

（2）会使用内核日志记录 MQX 的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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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轻量级 MQX 实验 

1.教学内容 

（1）初始化串口 1 作为默认通信设备与外界通信，波特率为 9600，1 位停止位； 

（2）用串口 1 接受中断指定格式数据(以"A"(0x41)开头和"D"(0x44)结尾的字符

串)，回显发送指定格式的数据； 

（3）在应用任务中使用..\05_Driver\uart 中的独立串口驱动实现串口收发数据； 

（4）5 个任务和一个中断服务例程： 

task_main:开总中断，系统自启动任务，打印欢迎信息，创建其它任务 

task_A:闪烁红灯，亮 1 秒灭 2 秒；task_B:闪烁绿灯，亮 1 秒灭 2 秒 

task_C:闪烁蓝灯，亮 1 秒灭 2 秒；task_D:将中断接收的完整数据帧发送至 PC

机 

UART1_RX_ISR:串口 4 中断服务例程，每收到一个字节执行一次本程序，进行

数据组帧：帧头+数据长度+有效数据+帧尾。 

2.教学目标 

（1）了解轻量级 MQX 实时操作系统； 

（2）掌握轻量级 MQX 安装与运行。 

实验项目 6：MQX 综合设计实验 

1.教学内容 

（1）需求分析与硬件说明； 

（2）中断服务例程 ISR 与任务功能设计； 

（3）PC 机与 MCU 通信帧协议的设计； 

（4）MCU 方主要代码实现。 

2.教学目标 

主要通过熟悉一个包含 MQX 基本要素综合实例的设计过程，加深 MQX 工程开

发的理解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要求学生按实验报告书的内容逐项填写，包括实验项目名称、目

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实验结果、问题分析。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根据学生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根据学生参加实验和取得实验结果的情况，采用百分制记分，并以 10%～

20%的比例（取决于开课学期是否进行期中考试）计入主课程的总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套实验设备包括：32 位 ARM 内核微控制器及实时操作系统 MQX 实验系统、

IBM PC 计算机各 3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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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王宜怀等，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MQX 应用开发技术——ARM Cortex-M

微处理器，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 9 月出版 

2. 参考书 

[1]  Freescale. MQX User Guide Rev 12，02/2014.（简称 MQX 用户指南） 

[2]  reescale. Freescale MQX RTOS Reference Manual Rev.16，02/2014（简称 MQX 参
考手册） 

[3]  Freescale. Freescale MQX I/O Drivers User Guide Rev.21，02/2014.（简称 MQX I/O

驱动用户指南） 

[4]  Freescale. Freescale MQX RTOS 4.1.0 Release Notes Rev. 29，02/2014（MQX 发布
笔记） 

[5]  Freescale. Getting Started with Freescale MQX RTOS Rev.15，02/2014（简称 MQX

入门导引） 

[6]  Freescale.Freescale MQX RTOS BSP Porting Guide Rev. 0，02/2014（简称 BSP 移
植指南） 

[7]  Freescale MQX RTOS BSP Porting Example User Guide Rev.0，02/2014（简称 BSP

移植实例） 

[8]  Freescale Writing Your First MQX RTOS Application Rev.3，02/2014.  

[9]  Freescale MQX Test Methodology Rev.1，02/2014. 

[10] Freescale Using Freescale MQX RTOS on Multicore Devices Rev.10，02/2014. 

[11] Freescale MQX RTOS Support User‘s Guide Rev.1，02/2014. 

[12] Freescale MQX MFS– User Guide Rev.2.7，02/2014. 

[13] Freescale MQX USB Device API Reference Manual Rev.3，02/2014. 

[14] Freescale MQX USB Device – User Guide Rev.4，02/2014. 

[15] Freescale Freescale MQX Flash File System User Guide Rev.1.4，02/2014. 

[16] Freescale Freescale MQX RTCS — User Guide Rev.18，02/2014.（简称 RTCS 用户
指南） 

[17] Freescale Getting Started with Freescale MQX BSP Cloning Wizard Rev.4，02/2014. 

[18] Freescale How-to Change Default Clock Settings in Kinetis BSPs Rev.2，02/2014. 

[19] Freescale Getting Started with Runtime TAD Tool for Freescale MQX RTOS Rev.4，
02/2014. 

[20] 相征. 基于 VxWorks 嵌入式系统的数据通信.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1,6. 

[21] 周航慈著，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第 2 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出版社，2011 

[22] [美]Jack Ganssle 著，嵌入式系统设计的艺术(英文版•第 2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执 笔 人：王   林   

审 批 人：王宜怀   

完 成 时 间：201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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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通信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TE3008                     课程学分：3+1 

课程名称：多媒体通信技术/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信息系统实验室 

一、课程介绍 

以《多媒体通信技术》的教材结构为线索，安排多种类型的实验与之相配合，使

学生能够对多媒体通信的理论知识进行验证和理解。 

实验中穿插多种应用软件的学习（RealNetworks、Windows Media，QuickTime，

Visual C++），结合多媒体通信技术的知识实现相关的功能应用，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

实际，在应用技能上也得到系统的训练。 

实验分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创新性实验四种类型，按实验

个数比为 2:4:1:1，按学时数比为 15:5:1:2。其中，部分实验难度较大或综合性较高，

因此设为选开实验，供有兴趣的学生课后自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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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媒体传输 演示性 2 3 必修 

2 图像编码与压缩 设计性 2 3 必修 

3 数字图像压缩编码／解码实验 设计性 2 3 必修 

4 音频编码与压缩 设计性 2 3 必修 

5 视频压缩与传输 综合性 2 3 必修 

6 视频直播系统 创新性 2 3 必修 

7 程控交换技术实验 综合性 2 3 必修 

8 数据与计算机通信网络 综合性 4 3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流媒体传输 

1.教学内容： 

1. 了解流媒体概念； 

2. 熟悉流媒体的传输方式及传输过程。 

2.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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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流媒体概念、流媒体的传输方式及传输过程等，了解主流的流媒体实现方案，

能使用现有软件建立视频服务器和客户端，并在局域网上播放视频文件。 

实验项目 2：图像编码与压缩 

1.教学内容： 

1. 理解并掌握几个图像编解码的具体算法； 

2. 熟悉 DCT 变换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掌握 Huffman 编码及解码算术编码及解码 DCT 变换。 

 

实验项目 3：数字图像压缩编码／解码实验 

1.教学内容： 

1. 了解误码对数字图像传输的影响； 

2. 熟悉 ISDN 可视电话实现。 

2.教学目标： 

掌握重点实现基于 DPCM 的音频编解码方法。 

实验项目 4：音频编码与压缩 

1.教学内容： 

1. 了解理解并掌握几个音频编解码的具体算法； 

2. 熟悉波形文件格式。 

2.教学目标： 

掌握几个音频编解码的具体算法和波形文件格式。 

实验项目 5：视频压缩与传输 

1.教学内容： 

1. 了解视频压缩及传输的基本原理； 

2. 掌握视频压缩及传输的基本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 MPEG 编码原理及 MPEG 编码图像文件格式，掌握压缩编码的实现方

法； 

（2）理解局域网内视频数据传输方法。 

（3）通过摄像机采集视频，然后任选一种编程语言，利用 MPEG 标准完成压缩

编码；在局域网上实时传输，并在接收端正确接收。 

实验项目 6：视频直播系统 

1.教学内容： 

1. 了解视频直播的基本原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通信； 

2. 掌握多媒体通信与传统意义通信的区别。 

2.教学目标： 

（1）熟悉视频直播软件 PPLive、PPStream 及 QQLive 软件的使用； 

（2）编程实现简易版直播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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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7：程控交换技术实验 

1.教学内容： 

1. 了解程控交换机用户数据管理与操作； 

2. 掌握程控交换机局数据管理与操作。 

2.教学目标： 

（1）熟悉程控交换机用户数据管理与操作过程； 

（2）编程实现程控交换机局数据管理与操作。 

实验项目 8：数据与计算机通信网络验 

1.教学内容： 

1. 完成 wLAN 实验和远程接入实验； 

2. 掌握 VoIP 应用。 

2.教学目标： 

（1）熟悉 wLAN 和远程接入过程； 

（2）编程实现 oIP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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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 

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的确定，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采用平时实验检查或期末实验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平时检查：在每次实验结束前检查实验结果，并记载成绩 (5 分制) 

实验考试：所有实验结束后安排实验考试，利用Visual C++编写程序完成试题。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 2 台 

学生用台式电脑 Dell optiplex 380 （E8400/4G/320）110 台 

六、实验教材、参考书 

1、教材：自编实验讲义 

2、参考书：李晓辉//方红雨//王轶冰，多媒体通信网络，科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第 1 版 
 

                                            

执 笔 人：李云飞  

审 批 人：杨   哲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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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信息安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INTE301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物联网信息安全/ Infromation Security of IO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密码学中古典密码算法、对称密码学以及非对称密码学中

经典算法，如 Kaiser 密码、单表置换密码、DES 算法、AES 算法、RC4 算法、RSA

算法、ElGamal 算法、MD5 算法、SHA1 算法等基本原理；掌握主机安全中系统安全、

Web 安全和数据库安全中的基本实验，如安全审计、日志审计、网络事件审计、口令

破解和 SQL 注入等基本实验原理；掌握网络攻防安全中的信息搜集、漏洞扫描和网

络嗅探等基本实验，如信息搜集、主机发现、端口扫描、漏洞扫描、明文嗅探、原始

套接字嗅探等基本实验原理；了解物联网信息安全中隐私保护的基本原理，设计实现

IOT 中隐私保护的基本方案等。通过上机了解上述基本实验的实验原理，设计实现上

述基本实验内容。其中上述前三部分实验均为设计型实验，所占比例 1：1：1，均为

6 个学时；最后一个实验为创新性实验，所占学时为 2 个学时，可以选开。通过对上

述基本实验原理的学习，设计程序实现上述基本实验内容，达到深入理解本课程实验

要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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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算法原理及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2 对称密码算法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3 非对称密码算法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4 系统安全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5 口令破解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6 Web 安全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7 信息搜集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8 漏洞扫描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9 网络嗅探原理与实现 设计性实验 2 1 必修 

10 隐私保护 创新性实验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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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古典算法原理及实现 

1.教学内容 

理解和实现 Kaiser 密码算法和单表置换密码算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古典算法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2：对称密码算法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实现 DES 算法和 AES 算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对称密码算法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3：非对称密码算法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RSA、ElGamal、MD5、SHA1 算法 

2.教学目标 

（1）实现非对称密码算法，掌握非对称密码算法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4：系统安全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系统安全中的安全审计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程序设计安全审计程序，掌握系统安全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5：口令破解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口令破解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程序实现口令破解，掌握口令破解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6：Web 安全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Web 安全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程序实现日志审计和网络事件审计，掌握 Web 安全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7：信息搜集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信息搜集、主机发现和端口扫描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通过实现信息搜集、主机发现和端口扫描，掌握信息搜集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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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8：漏洞扫描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漏洞扫描的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程序实现漏洞扫描，掌握漏洞扫描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9：网络嗅探原理与实现 

1.教学内容 

网络嗅探的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程序实现网络嗅探，掌握网络嗅探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10：隐私保护 

1.教学内容 

物联网信息安全中隐私保护基本原理 

2.教学目标 

（1）通过设计程序实现物联网中隐私保护基本方案，掌握物联网信息安全中的

隐私保护基本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采用实验报告与程序演示和代码一起提交的方式进行考

核。每次设计内容的基本原理必须清楚的有条理的给出描述；根据实验内容的基本原

理，设计程序实现该基本原理。每个实验结合实验实践与上交的实验报告给予打分每

个实验考核成绩打分采用 100 分制，每次实验课平均成绩作为实验课成绩，课程实验

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吉林中软网络信息安全教学实验系统（v3.0）7 套，每套支持 6 台安装―信息安全

教学平台‖的计算机，共 4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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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 

《物联网信息安全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 年 

2、 参考书： 

[1] WHITMAN M E, MATTORD H J. 信息安全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SALOMON D. 数据保密与安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 林东。网络信息安全与PGP加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4] HOLDEN G. 防火墙与网络安全：入侵检测和VPNs。五斌，孔璐，译。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COMER D E.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第4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6] 钟乐海，王朝斌，李艳梅。网络安全技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7] 林涛。网络安全与管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8] 沈苏彬。网络安全原理与应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9] 戴士剑，涂彦辉。数据恢复技术（第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10] 韩宝明，杜鹏，刘华。电子商务安全与支付。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执 笔 人：杨   哲   

审 批 人：朱艳琴   

完 成 时 间：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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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INTE301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云计算技术（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进一步深化和掌握课堂理论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践机会，以加强其感

性认识；通过实验课的锻炼，使学生掌握云计算的代表性技术 Hadoop 的原理、基本

使用方法和实际应用方法；增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深入学习本专业后续课程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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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oop 安装 演示性 2 1 必开 

2 HDFS 设计性 4 1 必开 

3 MapReduce 设计性 4 1 必开 

4 HBase 设计性 4 1 必开 

5 Hadoop 容错 综合性 4 1 必开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Hadoop 安装 

1.教学内容 

A. 在 Linux 系统中安装 Hadoop。  

B. 运行 WordCount 实例。 

C. Eclipse 下的 Hadoop 应用开发。 

2.教学目标 

A.掌握 Hadoop 安装方法。 

B.了解 WordCount 基本原理。 

C.了解 Eclipse 下的 Hadoop 应用开发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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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HDFS 

1.教学内容 

A. 练习使用 HDFS 常用操作。 

B. 练习使用 HDFS 的常用 API。 

C. 设计实现用 HDFS 存储海量视频数据。 

2.教学目标 

A. 掌握 HDFS 常用操作方法。 

B. 掌握 HDFS 的常用 API。 

C. 掌握设计实现用 HDFS 存储海量视频数据的方法。 

实验项目 3：MapReduce 

1.教学内容 

A. 学习 MapReduce 编程模型。 

B. 分析 WordCount 源代码。 

C. 设计实现倒排索引。 

2.教学目标 

A. 了解 MapReduce 编程模型。 

B. 掌握实现倒排索引。 

实验项目 4：HBase 

1.教学内容 

A. 练习使用基本 shell 操作。 

B. 练习使用基本 API。 

C. 设计实现用 HBase 管理通话记录数据。 

2.教学目标 

A. 熟悉基本 shell 操作。 

B. 熟悉 HBase 基本 API。 

C. 掌握设计实现用 HBase 管理通话记录数据的方法。 

实验项目 5：Hadoop 容错 

1.教学内容 

A. 编译 Avatar 

B. Avatar 安装和配置 

C. Avatar 启动运行与宕机切换 

2.教学目标 

A.了解掌握 Avatar 使用方法； 

B.了解掌握 Avatar 容错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个学生在实验完成后上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要求字迹清晰、内容详实，每

份实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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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 

（3）实验步骤 

（4）实验结果 

（5）实验体会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A.实验前，学生必须根据老师要求完成预习任务。 

B.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每一个实验。 

C.实验后每个学生上交实验报告。 

D.根据上述考核综合评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根据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实验操作能力、实验结果的正确性以及实验报告综合

评定。实验成绩以百分制记分，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TDN-CM++实验箱   35 套， 

微型计算机       35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实战 Hadoop——开启通向云计算的捷径》，刘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2.参考书：《Hadoop 权威指南》，Tom White，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执 笔 人：贾俊铖   

审 批 人：黄   河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3 月 6 日  

 

 



 

 303 

《网络程序设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TEN1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程序设计/ Network Programming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学习基于 Socket 的网络编程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实验，使学生熟练

掌握常用的网络程序开发工具，学会设计和编写基于 Socket 的网络应用程序，培养

和锻炼良好的网络程序设计与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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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Winsock 流套接字网络通信 验证性 2 1 必修 

2 控制台方式 Winsock 数据报套接字广播通信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基于 Winsock 原始套接字实现 Ping 程序 设计性 2 1 必修 

4 基于 MFC CAsyncSocket 类的网络通信 设计性 2 1 必修 

5 基于 WinInet 实现 FTP 客户端 综合性 3 1 必修 

6 基于 Winsock 原始套接字的 IP 信包监听、捕获与分析 综合性 3 3~4 必修 

7 基于 P2P 技术设计实现类似于 MSN 或 QQ 的即时消息系统 创新性 4 3~4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利用 Winsock API 进行网络程序设计。完成控制台方式下流式套接字 C/S

通信的客户与服务器端程序，并上机调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sock 和 C/S 通信的基本概念 

（2）熟悉 Winsock API 函数调用,C/S 通信的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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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Winsock 编程的基本方法 

实验项目 2：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利用 Winsock API 进行控制台方式下数据报套接字的广播通信程序设计。 

2.教学目标 

（1）理解广播程序工作原理 

（2）进一步掌握 UDP 数据报套接字的网络编程模式 

（3）能够运用 Winsock 提供的 API 函数接口进行网络程序编写 

实验项目 3：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利用 Winsock 原始套接字进行网络程序设计。完成基于原始套接字（Raw 

Socket）的 Ping 程序设计，并上机调试。 

2.教学目标 

（1）理解 Ping 程序的工作原理 

（2）深入理解原始套接字的工作原理 

（3）掌握原始套接字编程方法，并能够编写实例程序 

实验项目 4：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利用 MFC CAsyncSocket 类设计开发一个简单的网络聊天程序，并上机调

试。 

2.教学目标 

（1）掌握 MFC 的 CSocket 类、CAsyncSocket 类的用法 

（2）掌握使用 CAsyncSocket 类进行网络程序设计的工作流程。 

（3）能够运用 CAsyncSocket 类开发简单的网络实例程序 

实验项目 5： 

1.教学内容 

本实验使用 MFC WinInet 类编制的 FTP 客户端程序。程序能实现基本的 FTP 客

户端功能，能登陆 FTP 服务器，显示登录客户目录下的文件和目录名，能从该目录

中选择下载服务器的文件，也能向服务器上传文件。 

2.教学目标 

（1）理解 FTP 工作原理 

（2）深入理解 MFC WinInet 类及其应用 

（3）掌握 MFC WinInet 类编程方法，并能够编写实例程序 

实验项目 6： 

1.教学内容 

本实验利用 Winsock API 进行网络程序设计。完成基于原始套接字（Raw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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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P 信包监听、捕获、分析程序，并上机调试。 

2.教学目标 

（1）深入理解原始套接字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2）熟悉 TCP/IP 协议 

（3）灵活运用原始套接字编写网络监听与分析程序 

实验项目 7： 

1.教学内容 

利用前面学过的网络编程技术实现即时消息系统，具备即时消息软件的基本功

能，如好友列表，用户状态等，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并进行测试。 

2.教学目标 

（1）了解大规模程序的设计的一般开发步骤 

（2）能够综合运用学过的各种网络编程知识实现聊天系统的基本功能 

（3）掌握大规模网络程序测试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考核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所做实验实际执行效果的考察；第二，对实验

报告完成情况的考察。实验的实际执行效果需要达到预期的实验目标，实验报告应当

包含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步骤、实验结果和实验总结等。考核成绩

按百分制评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10％-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每人一台 PC 机，安装 MS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叶树华，网络编程实用教程（第 2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 

（1）A. Jones, J. Ohlund，Windows网络编程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2）王艳平，Windows网络与通信程序设计（第2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 

（3）蒋东兴等，Windows Sockets网络程序设计大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4）W. Richard Stevens, Bill Fenner, Andrew M. Rudoff，施振川等译，UNIX网络编程

（第2版）第1卷，Socket网络编程接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执 笔 人：周经亚   

审 批 人：纪其进   

完 成 时 间：2016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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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TEN2002                     课程学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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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学会实际安装、配置和管理一个计算机局域网，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3 基本

系统以及 DNS、Web、FTP、SMTP/POP3 服务器的安装、配置与操作，学会 DNS、

HTTP、FTP、SMTP、POP3 等应用层 协议的工作、使用与测试方法。学会与掌握

TCP/IP 网络 Winsock 2.0 套接字的网络程序编程。学会使用 TCP/IP 网络实验设备进

行 Ethernet、IP、UDP、TCP 信包的传输与分析、掌握常用应用层协议的交互过程，

同时学习理解 ARP、ICMP、NAT 工作原理，以及网络流量控制、拥塞控制的机制，

掌握路由器 IOS 基本操作与静态、动态路由的配置。通过这些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课程的内容，掌握实用网络技术，为今后从事计算机网络的组网、

应用与开发打下基础。 

二、实验项目及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每组人数 必修/选修 

1 服务安装、配置与操作 演示性实验 3 1 必修 

2 数据链路层实验 设计性实验 3 5 必修 

3 IOS 配置实验 设计性实验 3 5 必修 

4 路由配置实验 设计性实验 3 5 必修 

5 流量控制与拥塞控制实验 设计性实验 3 5 必修 

6 网络编程 设计性实验 3 5 必修 

7 应用层实验 设计性实验 3 5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服务安装、配置与操作 

1.教学内容 

Windows Server 2003 及 DNS、Web、FTP、SMTP/POP3 服务的安装、配置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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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3 TCP/IP 组网的基本概念，学会基本系统安装、

用户和计算机账户管理，及 DNS、Web、FTP、SMTP/POP3 服务的安装、配置与操

作方法。 

实验项目 2：数据链路层实验 

1.教学内容 

ITS-101 基本操作与数据链路层协议的测试及分析 

2.教学目标 

（1）掌握 ITS-101 基本操作方法，了解 MDDL 语言的编程机制，理解以太网数

据帧的传送方式与 ARP 协议的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3：IOS 配置实验 

1.教学内容 

路由器 IOS 基本操作与路由配置 

2.教学目标 

（1）掌握路由器上的静态路由配置及动态 RIP 路由协议配置方法，以实现网络

互通 

实验项目 4：路由配置实验 

1.教学内容 

IP 路由的配置、测试及分析与 NAT 

2.教学目标 

（1）掌握不同网络拓扑结构下 IP 路由表的配置 

实验项目 5：流量控制与拥塞控制实验 

1.教学内容 

网络流量控制与拥塞控制的测试及分析 

2.教学目标 

（1）掌握运用滑动窗口机制进行流量控制的过程 

实验项目 6：网络编程 

1.教学内容 

WinSock 2.0 网络套接字编程 

2.教学目标 

（1）掌握 TCP/IP 网络面向连接的点点通信时使用的主要的套接字 API 库函数的

调用方法和编程工作原理 

实验项目 7：应用层实验 

1.教学内容 

应用层协议的测试与分析 

2.教学目标 

（1）观察、记录应用层协议交互的命令与响应，通过实验，理解 HTTP、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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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TP 的基本工作原理。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采用实验报告与程序演示和代码一起提交的方式进行考

核。每次设计内容的基本原理必须清楚的有条理的给出描述；根据实验内容的基本原

理，设计程序实现该基本原理。每个实验结合实验实践与上交的实验报告给予打分每

个实验考核成绩打分采用 100 分制，每次实验课平均成绩作为实验课成绩，课程实验

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吉林中软网络协议分析教学实验系统（v3.0）7 套，每套支持 6 台安装―网络协议

教学平台‖的计算机，共 42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 年 

《计算机网络》，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2.参考书： 

[1]《计算机网络原理与技术》,华蓓, 钱翔, 刘永, 科学出版社, 1998.10 

[2]《Computer Networks》(Third Edition), Andrew S. Tanenbaum, 清华大学出版社 & 

Prentice Hall, 1997.2 

[3]《Computer Networking ─ A Top-Down Approach Featuring the Internet》, （第三版，

影印版）James F. Kurose, Keith W. Ross,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 
 

 

 

                                               

执 笔 人：杨哲   

审 批 人：陆建德   

完 成 时 间：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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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与组网技术》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TEN2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工程与组网技术 

                       Network Engineering and Cabling Technolog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组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课程主要训练学生网络工程的实施方法与网络设备的设置技能。通过本课

程实验要求学生学会安装、配置和管理计算机网络。掌握网线的制作与测试方法；掌

握路由器 IOS 基本操作与静态路由、RIP 路由、IGRP 路由、OSPF 路由、IPv6 路由、

ACL 等的配置方法；掌握交换机 VLAN 的配置与管理方法；熟悉网络硬件设备与服

务器的管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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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线的制作与测试 验证性 2 1 必修 

2 路由交换实验设备的基本操作 综合性 3 6 必修 

3 网络模拟软件系统的基本操作 综合性 3 1 必修 

4 交换机 VLAN 配置及生成树协议 综合性 2 6 必修 

5 路由器动态路由协议的配置 综合性 2 6 必修 

6 路由器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配置 综合性 2 6 必修 

7 IPv6 路由协议的配置 综合性 2 6 必修 

8 广域网与远程登录协议的配置 综合性 2 6 选修 

9 网络工程设计综合实验 设计性 2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网线的制作与测试 

1.教学内容 

按照 EIA/TIA 568B 标准的要求，制作超五类直通双绞线；按照 EIA/TIA 568A

与 568B 标准的要求，制作超五类交叉线；使用 FLUKE DTX-LT 电缆认证分析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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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网线进行测试，记录端到端连通性、特性阻抗、衰减、近端串扰/回波损耗、

噪声、长度等测试参数；观测实验室综合布线系统，熟悉配线架、理线架、机柜、跳

线等组成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综合布线系统的结构与组成； 

（2）熟悉 FLUKE DTX-LT 电缆认证分析仪双绞线的测试方法； 

（3）掌握五类直通双绞线和交叉线的制作方法。 

实验项目 2：路由交换实验设备的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使用锐捷路由交换实验台，进行相应的跳线与连接，进入网络设备配置状态；

在用户级模式下使用 IOS 命令查看路由器信息；进入特权级模式，使用 IOS 命令查

看路由器的接口信息、配置文件等信息；进入全局模式，使用 IOS 全局配置命令对路

由器的各类端口进行配置，测试端口的连通性；使用静态路由方法配置路由器路由表，

检查、测试所作的配置和连通性；在上述三种模式下查看交换机的接口信息、配置文

件，熟悉交换机的常用命令。 

2.教学目标 

（1）了解路由器的硬件结构和各硬件部件的作用； 

（2）熟悉用户模式、特权模式、全局模式三种 IOS 命令模式，并学会使用特权

模式的三种配置模式进行相应配置； 

（3）掌握路由器上的静态路由配置方法，以实现网络互通。 

实验项目 3：网络模拟软件系统的基本操作 

1.教学内容 

运用 Cisco Packet Tracer 绘制网络拓扑图，使用正确的线路连接路由器、交换机、

计算机等设备；在用户级模式、特权模式、全局下使用 IOS 命令查看路由器信息，对

路由器的各类端口进行配置，测试端口的连通性；使用静态路由方法配置路由器路由

表，检查、测试所作的配置和连通性；在上述三种模式下查看交换机的接口信息、配

置文件，熟悉交换机的常用命令。运行 Dynamips 系统，打开并设置两台虚拟路由器，

使用 ISO 命令重复上述操作。运用 Boson Network Designer 绘制网络拓扑图，打开

Boson NetSim 装入网络拓扑图，使用 ISO 命令重复上述操作。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设备模拟软件的工作原理与操作方法； 

（2）熟悉上次实验使用的网络命令以及三种网络模拟工具进行测试的方法； 

（3）掌握使用 Cisco Packet Tracer、Dynamips、Boson NetSim 等网络模拟软件

进行网络配置的方法。 

实验项目 4：交换机 VLAN 配置及生成树协议 

1.教学内容 

清空交换机原有 VLAN 配置，按照要求添加 VLAN；将各个端口添加到不同的

VLAN 中，设置连接交换机的 TRUNK 端口，测试各端口的连通性；为各个 VLAN

设置 IP 地址，启动三层交换机的路由功能，测试各端口的连通性，并用 Tracert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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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的传输过程；取消交换机的路由功能，将路由器接入到网络中，配置单臂路由，

测试各端口的连通性；修改交换机拓扑结构，构建环形网络，观测生成树 802.1D 和

快速生成树 802.1W 的工作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生成树协议的工作过程； 

（2）熟悉单臂路由的设置方法与工作原理； 

（3）掌握交换机基于端口 VLAN 的划分方法，掌握 VLAN IP 地址的设置与三

层交换机路由功能的启用方法。 

实验项目 5：路由器动态路由协议的配置 

1.教学内容 

清空路由器配置，按照要求连接路由器并配置路由器各端口的 IP 地址，测试相

邻设备的连通性；启用 RIP 协议，测试网络的连通性，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并

监测路由器之间的路由消息；停止 RIP 协议，启用 IGRP 协议，测试网络的连通性，

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并监测路由器之间的路由消息；停止 IGRP 协议，启用单

区域 OSPF 协议，测试网络的连通性，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并监测路由器之间

的路由消息；停止 OSPF 协议，将路由器设置在多个区域，启用多区域 OSPF 协议，

测试网络的连通性，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并监测路由器之间的路由消息。 

2.教学目标 

（1）了解 RIP、IGRP、OSPF 三种路由协议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2）熟悉根据 RIP、IGRP、OSPF 三种路由协议的路由表和路由器之间的交互

信息进行网络的故障排查与维护； 

（3）掌握 RIP、IGRP、OSPF 三种路由协议的配置方法。 

实验项目 6：路由器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配置 

1.教学内容 

按照要求构建连接网络，并配置各台设备，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在路由器上配

置 IN 方向与 OUT 方向的基本访问控制列表，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并理解数据报文的

传输路径；在路由器上配置扩展访问控制列表，对 TCP 协议与 UDP 协议分别进行过

滤，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在路由器上配置扩展访问控制列表，根据端口号对一种应用

进行过滤，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在三层交换机上配置扩展访问控制列表，根据端口号

对 ICMP、HTTP 等应用进行过滤，测试网络的连通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路由器中重要的安全控制技术——访问控制列表的工作原理； 

（2）熟悉对路由器 IP 访问控制列表 ACL 进行配置与监测； 

（3）掌握配置使用编号的标准 IP 访问控制列表与扩展 IP 访问控制列表。 

实验项目 7：IPv6 路由协议的配置 

1.教学内容 

按照要求构建连接网络，在路由器上启用 IPv6 协议，并给路由器和计算机的各

个接口配置 IPv6 地址，测试连通性；在各个路由器上启用 IPv6 静态路由，测试网络

的连通性，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在各个路由器上启用 IPv6 RIPng 路由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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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网络的连通性，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并监测路由器之间的路由消息；在各

个路由器上停止 IPv6 RIPng 协议，启用 IPv6 OSPF 路由协议，测试网络的连通性，

观察各个路由器的路由表，并监测路由器之间的路由消息；总结路由器的 IPv6 路由

协议的与 IPv4 路由协议配置的不同之处，分析路由消息的传递区别。 

2.教学目标 

（1）了解各种 IPv6 路由协议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2）熟悉根据 IPv6 路由表和路由器之间的交互信息进行故障排查与维护； 

（3）掌握路由器 IPv6 接口设置、IPv6 静态路由、RIPng、IPv6 OSPF 等的配置

与测试方法。 

实验项目 8：广域网与远程登录协议的配置 

1.教学内容 

将两台路由器的 Serial 接口进行连线，观测数据链路层协议，将 HDLC 协议修

改为 PPP 协议，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将两台路由器 PPP 协议的认证方式设置为 PAP，

设置用户名和密码，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停用 PAP 认证，将认证方式修改为 CHAP，

设置用户名和密码，测试网络的连通性，比较 PAP 与 CHAP 的不同；连接多台路由

器，在其中一台设置管理员密码和远程终端访问密码，在远程使用 TELNET 登录该

路由器；在路由器上设置基本访问控制列表，对远程 TELNET 的用户通过 IP 地址进

行限制，测试访问控制限制的效果。 

2.教学目标 

（1）了解 PAP 和 CHAP 认证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2）熟悉在路由器设置远程登录访问控制的方法； 

（3）掌握 PPP 协议 PAP 认证、CHAP 认证以及远程登录协议的配置与测试方

法。 

实验项目 9：网络工程设计综合实验 

1.教学内容 

按照要求设计网络拓扑结构，将内网交换机的各个端口划分的不同的 VLAN 中，

启用三层交换上的路由，测试内网不同 VLAN 主机之间的连通方式；在各个路由器

上启用多区域 OSPF 路由协议，将路由器划分的不同的区域中，保证网络的连通性；

在内网出口交换机上的启用 NAT，使得内网主机可以使用内部地址访问外网的服务

器；在内网路由器和交换机上启用访问控制列表，对 IN 和 OUT 方向的数据包按照传

输层协议进行过滤，限制外网对内网的访问；在出口路由器上启用 PPP 协议，并使

用 CHAP 进行认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保证网络的连通性。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多种协议协同工作的原理和工作过程； 

（2）熟悉网络工程设计和实施的一般方法； 

（3）掌握满足网络路由、数据包过滤、安全认证、NAT 等要求的综合网络系统

的设计与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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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次做实验时，要认真依次记录各个实验步骤，写下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与分

析、解决的办法，对实验讲义中每个实验后列出的―问题思考与讨论‖做出认真的书

面回答。 

2、考核方式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结合实验实践与上交的实验报告给予打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每个实验考核成绩打分采用 100 分制， 

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1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1. 锐捷路由交换实验台 3 套，每套包含机架管理控制服务器 1 台、二层交换机 2

台、三层交换机 2 台、路由器 4 台、机柜 1 个、理线架 2 个、线缆等； 

2. Fluke 教育套包 1 套，包含 DTX-LT 电缆认证分析仪 1 台、增强型网络万用表 1

台、增强型分布式网络分析仪 1 台； 

3. 带有 2 块以太网卡的 PC 微机，每个学生一台； 

4. Cisco Packet Tracer、Dynamips、Boson Netsim 等模拟软件。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 杨陟卓, 杨威,王赛. 《网络工程设计与系统集成》.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 

2.参考书： 

[1] 李领治,杨哲,纪其进. 《实用计算机网络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2] 谢希仁. 《计算机网络》(第 6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3] 锐捷网络. 《实用网络技术配置指南》.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5 年 

[4] 曹庆华. 《网络测试与故障诊断实验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执 笔 人：  李领治  

审 批 人：  张书奎  

完 成 时 间： 2016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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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TEN2004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与信息安全/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培养和提高本专业学生网络与信息安全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从先

进性、实用性和培养学生多学科综合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等几个方面入手，通过教学

和实践，完善学生对学科知识体系和内容的理解，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系统化和实用化，

适应目前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和科研的需要。本课程包含 9 个实验，包括基础性、综

合性和设计性三种类型的实验，分别占 11％，56％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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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密码算法 综合性 2 2 必修 

2 对称密码算法 综合性 2 2 必修 

3 非对称密码及 PKI 应用 综合性 2 2 必修 

4 Hash 算法和密码应用 综合性 2 2 必修 

5 信息隐藏 综合性 2 2 选修 

6 IPSec 和 SSL 安全协议 综合性 2 2 必修 

7 入侵检测和 VPN 设计性 2 2 必修 

8 网络信息获取与分析 设计性 2 2 选修 

9 信息备份与恢复 设计性 2 2 选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古典密码算法 

1.教学内容 

Caesar 密码；单表置换密码； 

2.教学目标 

（1）掌握替代密码，置换密码加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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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2：对称密码算法 

1.教学内容 

DES 算法；AES 算法；RC4 密码算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对称加密算法，DES 算法，AES 算法，RC4 密码加密过程 

实验项目 3：非对称密码及 PKI 应用 

1.教学内容 

非对称密码算法；证书应用；PKI 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PKI 体系 

（2）熟悉 RSA 算法的加密原理 

（3）掌握使用数字证书发送签名邮件和加密邮件的方法 

实验项目 4：Hash 算法和密码应用 

1.教学内容 

MD5 算法；SHA1 算法；文件安全传输；PGP 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Hash 函数，MD5 算法，SHA1 函数的计算原理和特点 

（2）熟悉数字签名过程 

（3）掌握安全文件传输基本步骤 

实验项目 5：信息隐藏 

1.教学内容 

信息隐藏位图法；LSB 水印算法；DCT 水印算法；主动水印攻击 

2.教学目标 

（1）了解位图法在 BMP 图片中嵌入和提取信息 

（2）熟悉 LSB 算法基本原理 

（3）掌握 DCT 水印算法的基本原理 

实验项目 6：IPSec 和 SSL 安全协议 

1.教学内容 

IPSec 协议；SSL 安全套接层协议； 

2.教学目标 

（1）了解 IPSec 工作原理 

（2）熟悉 IPSec 建立安全隧道 

（3）掌握使用 OpenSSL 生成数字证书， SSL 的握手过程 

实验项目 7：入侵检测和 VPN 

1.教学内容 

基于网络入侵检测系统；利用 PPPTP 构建企业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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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 snort IDS 工作机理 

（2）熟悉 VPN 原理 

（3）掌握通过嗅探 VPN 通信理解加密隧道技术 

实验项目 8：网络信息获取与分析 

1.教学内容 

信息搜集；漏洞扫描；网络嗅探； 

2.教学目标 

（1）了解信息获取的原理和步骤 

（2）熟悉漏洞扫描原理和技术 

（3）掌握嗅探程序开发技术 

实验项目 9：信息备份与恢复 

1.教学内容 

文件恢复；RAID 阵列；热备份； 

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dows 和 Linux 文件系统的工作原理 

（2）熟悉恢复删除文件的方法 

（3）掌握磁盘阵列的原理，掌握双机热备的原理和技术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每次做实验时，要认真依次记录各个实验步骤，写下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与分析、

解决的办法，对实验讲义中每个实验结果或现象做出认真的书面回答。每个实验结合

实验实践与上交的实验报告给予打分每个实验考核成绩打分采用 100 分制，每次实验

课平均成绩作为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吉林中软网络信息安全教学实验系统（v3.0）7 套，每套支持 6 台安装―信息安全

教学平台‖的计算机，共 4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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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网络与信息安全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 年 

2.参考书： 

[1]WHITMAN M E, MATTORD H J. 信息安全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SALOMON D. 数据保密与安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林东。网络信息安全与PGP加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4]HOLDEN G. 防火墙与网络安全：入侵检测和VPNs。五斌，孔璐，译。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4. 

[5]COMER D E. 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第4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6]钟乐海，王朝斌，李艳梅。网络安全技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7]林涛。网络安全与管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8]沈苏彬。网络安全原理与应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9]戴士剑，涂彦辉。数据恢复技术（第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10]韩宝明，杜鹏，刘华。电子商务安全与支付。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执 笔 人：杨   哲   

审 批 人：朱艳琴   

完 成 时 间：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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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与维护》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NTEN2005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 /英）：网络管理与维护 / Network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组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解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网络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网络监

控系统的介绍以及网络管理标准；管理信息库 MIB 主要讲解 SNMP 的基本概念、MIB

库结构、MIB-2 库的标量对象表对象的定义以及具体 MIB-2 库的功能组的介绍；简

单网络管理协议主要讲解 SNMPv1、SNMPv2 以及 SNMPv3 这 3 个协议的发展演变

过程；远程网络监视主要讲解 RMON 的基本概念、RMON 的管理信息库以及 RMON

的应用等；网络管理软件的使用主要讲解具体的网络管理系统的使用；网络管理工具

以及Windows网络管理主要讲解实际的网络故障排除工具以及Windows 操作系统中

和网络管理相关的一些操作。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达到以下目标：首先要掌握网络互连技术，主要包括网络设备

如路由器、交换机以及防火墙的配置与管理；其次掌握网络操作系统中各项网络服务

器的配置与维护，如 Windows 网络操作系统以及 Linux 操作系统中 DHCP、FTP、

WWW、Domain、DNS、E-Mail 等网络服务的配置；第三要掌握 SNMP 协议的原理

以及依据该原理开发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平台的使用，并能够依据平台实现对整个

网络的系统性管理；最后掌握网络编程的知识并能够开发小型的网络管理系统，或能

够扩展已有网络管理系统的某些功能模块，最终能够熟练排除各种网络故障实现网络

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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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实现大型校园网组建 设计性 4 1 必修 

2 网络管理仿真平台环境搭建 设计性 4 1 必修 

3 SNMPc 网络管理软件的使用 创新性 2 1 必修 

4 DHCP、WEB、FTP、DNS 配置 综合性 2 1 必修 

5 Windows 网络管理开发 综合性 4 1 必修 

6 掌握常见网络故障和诊断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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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现大型校园网组建 

1.教学内容 

掌握 GNS3，VMware 仿真软件的使用，熟悉网络设备，Windows server 2008 以

及 Linux 网络操作系统的配置过程，设计并实现网络拓扑最终能够仿真实现具有三层

网络架构的校园网的组建过程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工程的理论知识，设计并实现网络拓扑，清楚校园网的三层架构 

（2）熟悉 GNS3、VMware 仿真软件的使用  

（3）掌握三层架构校园网的组网过程 

实验项目 2：网络管理仿真平台环境搭建 

1.教学内容 

掌握网络管理的基本实现方法，理解网络设备、网络操作系统、网络管理软件之

间的关系，学会搭建网络管理仿真平台，掌握抽象语法表示的语法和编码规则并掌握

RMON 管理信息库和基本应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管理的基本工作原理，MIB 树结构，MIB 及 MIB-2 功能组实现 

（2）熟悉网络设备，网络操作系统网络管理的配置 

（3）掌握网络管理平台的搭建过程并掌握 RMON 管理信息库和基本应用及抽象

语法表示的语法和编码规则 

实验项目 3：SNMPc 网络管理软件的使用 

1.教学内容 

掌握网络管理的基本实现方法，以及网络管理的具体内容，学会配置与使用

SNMPc 网络管理软件，对网络进行基本的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管理的基本工作原理 

（2）熟悉网络管理的基本实现方法 

（3）掌握 SNMPc 网络管理软件的使用方法 

实验项目 4：DHCP、WEB、FTP、DNS 配置 

1.教学内容 

在 DHCP 的基础上，对 WEB、FTP、DNS 网络服务进行相应的配置。 

了解 DHCP、WEB、FTP、DNS 的基本功能。 

2.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服务器的作用 

（2）熟悉网络服务器的常见配置 

（3）掌握 DHCP，WEB，FTP，DNS 服务器的配置过程 

实验项目 5：Windows 网络管理开发 

1.教学内容 

基于 WinSNMP 或 SNMP＋＋开发 Windows 平台的网络管理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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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目标 

（1）了解 Windows SNMP 服务 

（2）熟悉 WinSNMP 编程接口 

（3）掌握 SNMP++编程接口 

实验项目 6：掌握常见网络故障和诊断排除方法 

1.教学内容 

掌握网络常见的网络故障的现象，并掌握常见的故障排除的方法 

2.教学目标 

（1）了解排除网络故障在网络管理中的重要性 

（2）熟悉常见的网络故障 

（3）掌握网络常见的网络故障的现象，并掌握常见的故障排除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课的考核方式 

每个实验结合实验实践与上交的实验报告给予打分 

（2）实验课考核成绩确定，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等 

每个实验考核成绩打分采用 100 分制，每次实验课平均成绩作为实验课成绩，占

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网络设备：思科路由器 2 台、思科交换机 2 台、盛科路由交换机 3 台、锐捷路由

器 2 台、锐捷交换机 9 台。 

计算机：4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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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网络管理与维护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 年 

2.参考书： 

[1]雷振甲。计算机网络管理及系统开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2]William Stallings. SNMP网络管理。胡成松，汪凯，译。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1. 

[3]胡谷雨。网络管理技术教程。北京：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2. 

[4]张沪寅，吴黎兵，吕慧，等。计算机网络管理实用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5]岑贤道，安常青。网络管理协议及应用开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6]武梦军，徐龚，任相臣。Visual C++开发基于SNMP的网络管理软件。北京：人民

邮电出版社，2007. 

[7]杨云江。计算机网络管理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8]Mani Subranmanian。网络管理。王松，周靖，孟纯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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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TEN3002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    无线网络 / Wireless Networks                   

课程学时： 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专业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组网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包括五个部分：无线网络的基本概念、发展概况； 无线通信与传输技

术的硬件基础——天线；无线局域网 WLAN、无线个域网 WPAN、无线城域网 WMAN

和无线广域网 WWAN；移动 Ad Hoc 网络；无线 Mesh 与传感器网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无线网络的基本概念与技术，了解无线网

络的发展趋势。旨在将学生所掌握的互联网概念和原理拓展到无线领域。 

教学要求有四点：无线局域网和无线个域网络是无线网络的典型代表，集中了无

线网络的核心技术，也是本课程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在介绍射频通信技术的基础上，

较深入地学习天线，掌握天线的若干特性和应用规则；了解多种无线网络的分类和所

采用的技术，包括 WLAN、WPAN、WMAN、WWAN 和 Wireless Internet；介绍几种

前沿的移动 Ad hoc 网络与无线传感器网络，了解无线网络的应用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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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基础模式连接 AP 验证性 4 1 必修 

2 使用自组织模式组建无线局域网 设计性 4 5 必修 

3 无线接入点 AP 的配置、安装与优化 设计性 4 1 必修 

4 无线局域网拓扑  结构的仿真 综合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使用基础模式连接 AP 

1.教学内容 

认识无线局域网硬件设备——USB 无线网卡，学习使用 USB 无线网卡与无线

AP 进行通信，学会使用无线局域网 Infrastructure 连接模式。 

2.教学目标 

（1）了解华硕 USB 无线网卡的使用方法，学会使用基础模式连接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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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无线网卡与 AP 连接的步骤与方法 

（3）掌握检测与 Internet 联通性的应用：Internet 连接共享；在线联机游戏 

实验项目 2：使用自组织模式组建无线局域网 

1.教学内容 

认识 USB 无线网卡，学习使用 USB 无线网卡与其它网卡通信，学会使用自组

织 Ad-hoc 模式组建自组织无线局域网。 

2.教学目标 

（1）了解华硕 USB 无线网卡的使用方法，学会使用自组织模式联网 

（2）熟悉使用 Ad-hoc 模式与其他网卡互联的方法与步骤 

（3）掌握检测无线局域网络联通性的应用：通过―网上邻居‖共享文件；局域网

联机游戏 

实验项目 3：无线接入点 AP 的配置、安装与优化 

1.教学内容 

认识无线局域网的接入点 AP，学习使用网页登陆的方式对 AP 进行配置；掌握

无线 AP 的配置方法；学习室内/外应用的 AP 安装技巧，实现区域覆盖效果的规划；

了解无线 AP 之间负载均衡和带宽控制。 

2.教学目标 

（1）了解无线 AP 的配置方法和安全接入，比如身份验证与加密 

（2）熟悉无线 AP 的射频干扰和覆盖模式。 

（3）掌握无线 AP 的射频干扰和优化，实现无线 AP 间的功率调整、黑洞补偿； 

实验项目 4：使用自组织模式组建无线局域网 

1.教学内容 

使用 Cisco Packet Tracer 软件构建一个完整地无线网络拓扑，包括无线网卡、无

线接入点和无线路由器，完成对无线网络的配置、组建、使用和管理。 

2.教学目标 

（1）了解 Cisco Packet Tracer 软件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2）熟悉使用仿真软件模拟网络拓扑的方法与步骤 

（3）掌握在仿真环境中部署一个由无线 AP、交换机、路由器和若干主机组成

的系统拓扑结构，以及网络配置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过程中，要求认真阅读实验目的和方法，设计恰当合理的实验步骤，并附上

实验过程和结果截图，仿真实验还需要保存创建的项目文件一并提交。所有实验以是

否完成实验目的为考核依据。 

本门课程实验要求每一位同学在课程结束时递交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应该符合学

院统一的格式要求，并详细记录每一次实验的实验目的、内容、详细步骤和实验结论，

其中应该包括实验数据统计和无线信号强度分析的图片拷贝。 

实验课程的考核方式按照实验报告给出，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由每次实验各占 25%

求和得出，课程实验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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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学生用 PC 机 40 台 

USB 无线网卡 38 套 

Cisco Packet Tracer 仿真软件 40 套 

六、教材及参考书 

1. 教材：汪涛主编《无线网络技术导论》 第 2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2. 参考书： 

[1] C. Siva Ram Murthy and B.S. Manoj, "Ad Hoc Wireless Networks," ISBN 

0-13-147023-X, Prentice Hall, 2004. 

[2] Feng Zhao and Leonidas Guiba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ISBN 1-55860-914-8, 

Norgan Kaufmann, 2004. 

[3] (Ron Price) 译者:王彬，无线网络原理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kavehpahlavan（美），无线网络原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3 月 

[5] 王金龙，Ad Hoc 移动无线网络，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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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议分析》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NTEN3003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中/英）：网络协议分析/ Network Protocol Analysis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网络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实验以 TCP/IP 协议族中构建 Internet 所必需的协议作为主题，在内容选取上，

力图保证协议体系的完整性、连贯性和先进性，选取的都是目前互联网体系中常用的

或设计思想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协议。实验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既有协议原理、

思想等基本知识，又加入实际应用相关的内容，并体现了协议的新发展。实验详细验

证、演示 TCP/IP 的体系结构和基本概念，并深入分析各个协议的设计思想、流程及

其所解决的问题，介绍各个协议的应用及安全缺陷，使学生对这些协议有较为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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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802 标准和以太网 验证性 3 6 必修 

2 ICMP 协议 验证性 3 6 必修 

3 Internet 组管理协议（IGMP） 验证性 3 6 必修 

4 TCP 连接的建立和释放 验证性 3 6 必修 

5 TCP 滑动窗口机制 验证性 3 6 必修 

6 TCP 报文的上层投递的设计与实现 验证性 3 6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 IEEE802 标准和以太网 

1.教学内容 

发送和分析以太网报文；通过 PING 命令理解 MAC 地址 

2.教学目标 

（1）掌握以太网的报文格式 

（2）掌握 MAC 地址的作用 

（3）掌握 MAC 广播地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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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 LLC 帧报文格式实验项目 2：ICMP 协议 

1.教学内容 

发送和分析 ICMP 查询报文；发送和分析 ICMP 差错报文 

2.教学目标 

（1）掌握 ICMP 协议的报文格式；  

（2）理解不同类型 ICMP 报文的具体意义 

（3）了解常见的网络故障 

实验项目 3：Internet 组管理协议（IGMP） 

1.教学内容 

观察 IGMP 报文；利用 IGMP 加入一个多播组；多播通信 

2.教学目标 

（1）掌握 IGMP 协议的报文格式 

（2）掌握 IGMP 协议的工作原理 

（3）理解多播组地址到以太网地址的映射 

实验项目 4：TCP 连接的建立和释放 

1. 教学内容 

查看和分析 TCP 连接的建立和释放的过程 

2.教学目标 

（1）掌握 TCP 协议的报文格式 

（2）掌握 TCP 连接的建立和释放过程 

实验项目 5：TCP 滑动窗口机制 

1.教学内容 

学习 TCP 滑动窗口协议的设计，编写代码实现 TCP 滑动窗口的更新 

2.教学目标 

（1）了解 TCP 滑动窗口协议的设计 

（2）掌握滑动窗口协议的实现 

实验项目 6：TCP 报文的上层投递的设计与实现 

1.教学内容 

学习协议栈对 TCP 协议的处理方法 

2.教学目标 

（1）掌握协议栈对 TCP 协议的处理方法 

（2）理解 TCP 的状态转换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吉林中软吉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协议仿真实验系统在线考核。课程实验成绩

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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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吉林中软吉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协议仿真实验系统服务器一台。计算机 42

台，分为 7 组。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寇晓蕤 罗军勇 蔡延荣，《网络协议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2.参考书：  

[1]  W.Richard Stevens，TCP/IP 详解，卷 1：协议（英文版），（原书名：TCP/IP Illustrated, 

Volume 1: The Protocols，Addison-Wesley），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年 01 月 

[2]  Gary R.Wright,W.Richard Stevens，TCP/IP 详解，卷 2：实现(英文版），（原书名：

TCP/IP Illustrated, Volume 2: The Implementation，Addison-Wesley），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2 年 01 月 

[3]  W.Richard Stevens，TCP/IP 详解，卷 3：TCP 事务协议、HTTP、NNTP 和 UNIX

域协议（英文版）（原书名：TCP/IP Illustrated, Volume 1: The Protocols，

Addison-Wesley），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年 01 月 

[4]  James F. Kurose；Keith W. Ross，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原书第 4 版）（原书

名：Computer Networking A Top-Down Approach Four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9 年 02 月 

[5]  Natalia Olifer；Victor Olifer，译者：高传善，计算机网络：网络设计的原理、技

术和协议（原书名：Computer Networks:Principles, Technologies and Protocols for 

Network Design，John Wiley & Sons, Ltd, 2006），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6]  Bruce S. Davie；Larry L. Peterson，计算机网络系统方法（原书第 4 版）（原书名：

Computer Networks: A Systems Approach ，Fourth Edition，Elsevier)，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7 年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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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开发》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SOEN1011                        课程学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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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时：72（36+36）                        实验学时：36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使学生理解 WEB 应用开发原理；掌握 WEB 站点设计和开

发的的基础知识；熟练采用 ASP.NET 进行 WEB 站点开发与部属，包括静态站点和

动态站点，尤其要掌握 ADO.net 与 SQL Server 数据库的交互。总之，通过该门课程

要学会设计和编写 Web 应用程序，锻炼出良好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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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开发环境 演示性 2 1 必修 

2 静态网页制作 综合性 4 1 必修 

3 CSS 特效 验证性 2 1 必修 

4 Javascript 和表单 验证性 4 1 必修 

5 ASP.NET 基本控件编程 综合性 6 1 必修 

6 ASP.NET 内置对象编程 验证性 6 1 必修 

7 主题和导航控件 验证性 2 1 必修 

8 ADO.NET 对象 演示性 4 1 必修 

9 Asp.net 数据库应用开发 设计、综合性 6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NET 开发环境 

1.教学内容 

在 Visual Studio.NET 开发环境中建立、编辑、关闭 Web 应用项目，导入 SDK

实例项目并配置 IIS。 

2.教学目标 

（1）了解 IIS 的功能、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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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 IIS 的配置 

（3）掌握.NET 环境下 WEB 应用项目的建立 

实验项目 2：静态网页制作 

1.教学内容 

按照自己的兴趣建立一个静态站点,该站点至少包括一个主页和 3 个(及以上)

的浏览页。 

2.教学目标 

（1）熟悉 HTML 基本标签 

（2）掌握站点建立方式 

（3）掌握 HTML，包括文字、图片、动画、字体、颜色、表格等设置 

（4）掌握框架，超链接 

实验项目 3：CSS 特效 

1.教学内容 

为实验项目 2 中的页面采用适合的 CSS 技术进行样式统一。 

2.教学目标 

（1）理解 CSS 的功能 

（2）掌握 CSS 的基本语法与使用 

（3）了解层 

实验项目 4：Javascript 和表单 

1.教学内容 

（1）联合 JavaScript 和层，实现一个能使图片明暗变化的页面 

（2）联合 JavaScript 和表单，实现一个用户注册界面 

2.教学目标 

（1）了解 JDOM 

（2）熟悉 Javascript 基本语法 

（3）编写简单的 javascript 进行页面动态控制 

实验项目 5：ASP.NET 基本控件编程 

1.教学内容 

（1）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实现一个用户登录界面，需要用验证控件进行基

本信息的验证 

（2）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实现一个用户注册界面，需要用验证控件进行新

用户信息的验证 

（3）采用 ASP.NET 服务器控件展示一些商品图片 

2.教学目标 

（1）熟悉 ASP.NET 常用服务器控件 

（2）了解服务器控件与 HTML 控件的区别 

（3）熟练进行基本的 C#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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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6：ASP.NET 内置对象编程 

1.教学内容 

把实验项目 5 中的所有页面联合起来： 

（1）在登录界面，首先显示网站在线用户。此外若是新用户允许用户注册； 

（2）登录成功，页面导航到商品展示页面；不成功进入失败界面； 

（3）检测页面的安全性，有无不通过登录界面就进入欢迎页面的状况发生。 

2.教学目标 

（1）了解页面之间的―无状态性‖ 

（2）掌握 ASP.NET 内置对象 

实验项目 7：主题和导航控件 

1.教学内容 

改造实验项目 6 中的页面,加入适合的导航控件进行站点导航；为页面中的所

有按钮建立统一主题。 

2.教学目标 

（1）了解 ASP.NET 进行样式统一的独特技术 

（2）理解主题和 CSS 的关联 

（3）掌握导航控件 

实验项目 8：ADO.NET 对象 

1.教学内容 

设计一组页面来维护一个同学录，能进行同学信息的添加、删除、修改和查

询 

2.教学目标 

（1）理解 ADO.NET 的工作机制 

（2）掌握数据库的建立、连接和使用 

（3）熟练操作 ASP.NET 常用数据控件 

实验项目 9：ASP.net 数据库应用开发 

1.教学内容 

设计、建立一个至少包含 5 个页面的 ASP.net 数据库应用程序，比如学生成绩管

理、图书馆借书等。 

2.教学目标 

（1）综合 ASP.net 各个知识点 

（2）加强学生动手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实验名称 

实验的目的 

实验的内容 

实验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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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结果 

本实验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等 

2、考核方式 

考核程序的正确性及性能。 

课程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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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机，100 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基于 ASP.NET 的 Web 应用开发,吴金秀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参考书： 

[1].  吴伟敏，《网站设计与 Web 应用开发技术（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网络程序设计案例教程——ASP.NET+SQL Server（C#实现）, 孙践知 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ASP.NET 3.5 动态网站开发基础教程，韩颖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执 笔 人：贡正仙   

审 批 人：许佳捷   

完 成 时 间：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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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SOEN2001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内容是：系统学习和掌握软件工程开发中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阶段的各

种方法、模型和实践工具。 

教学目标和要求是：通过实验课程，使学生熟练掌握 UML 的语法和语义，学会

使用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的方法，使用 CASE 的工具进行建模，锻炼出良好的软件系

统分析，设计和实践能力。达到能适应软件开发背景和环境，恰当运用 UML 工具进

行建模开发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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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环境搭建 验证型 2 1 必修 

2 需求分析与用例建模 设计型 4 1 必修 

3 数据分析与静态建模 设计型 2 1 必修 

4 功能分析设计与动态建模 设计型 4 1 必修 

5 物理体系结构建模 设计型 2 1 必修 

6 综合练习 综合型 4 1 必修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CASE 环境搭建 

1.教学内容 

在本机安装 Rational Rose 工具，并进行联网注册，确保所有功能正常使用；熟

练基本操作：打开、保存、关闭等；详细阅读和正确使用帮助文件，熟悉 Rational Rose

菜单。 

2.教学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 CASE 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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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悉 Rational Rose 等 CASE 工具的开发用途和功能 

（3）掌握 Rational Rose 的安装运行、项目创建及各类基本操作。 

实验项目 2：需求分析与用例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用例图，并进行用例规约，完成需

求规格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需求分析中不同方法进行功能分析时的异同 

（2）熟悉 UML 用例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用例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3：数据分析与静态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类图和对象图，并进行说明，完成

需求规格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需求分析中不同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时的异同 

（2）熟悉 UML 对象图和类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静态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4：功能分析设计与动态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时序图、协作图、状态图和活动图，

并进行规格说明，完成设计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设计中不同方法进行功能详细设计时的异同 

（2）熟悉 UML 时序图、协作图、状态图和活动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以及

不同的用途。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动态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5：物理体系结构建模 

1.教学内容 

针对所分析的系统，运用 Rational Rose 绘制构件图、部署图，并进行规格说明，

完成设计说明书中对应的部分。 

2.教学目标 

（1）了解物理体系结构和逻辑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 

（2）熟悉 UML 构件图和部署图中各个元素的语法语义。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物理体系结构建模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项目 6：综合练习 

1.教学内容 

根据所选课题，灵活运用课程所学方法和工具，进行用例建模、静态建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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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模和物理体系结构建模，并撰写相关的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和设计说明书。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需求分析和设计在整个软件工程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2）熟悉 UML 各种图形之间的关联关系和结合使用的价值。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进行完整需求分析和设计的步骤。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的考核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所做实验工作的效果演示；二、实验报告的

总结和表达。实验报告需包括实验名称、目的、内容、步骤、结果、心得体会、不足

之处等，并附带演示效果图或相应的输出文档。 

实验课考核成绩按百分成绩确定，五分一个档次，实验课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

例 20％。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PC 机每学生一台，预安装 Java 环境和 Rational Rose 工具，并安装 Visio 等其他

CASE 辅助工具及文档编辑工具。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自编讲义 

2.参考书： 

1. Kenneth E.Kendall, Julie E.kenda 著, 施平安等译，系统分析与设计(第 9 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4  

2. Grady Booch, Robert A.Maksimchuk, Michael W.Engle, Bobbi J.Young 著，面向对

象分析与设计(第 3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3. Grady Booch, James Rumbaugh, Ivar Jacobson 著，邵维忠等译，UML 用户指南（第

2 版修订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 James Rumbaugh, Ivar Jacobson, Grady Booch 著，UML 参考手册（第 2 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6. 

 

 

 

 

执 笔 人：杨   洋  

审 批 人：朱   斐  

完 成 时 间：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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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OEN2002                     课程学分：3.5 

课程名称（中/英）：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  

                                      Software Test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   

课程学时：54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课程实验旨在帮助学生通过实验了解软件测试的完整过程，

学习所应该采取的步骤、方法。具体包括： 

 培养工程化软件测试的习惯 

 训练符合软件工程的测试思维 

 提升规范软件测试实践能力 

本课程主要采用 IBM Rational Functional Tester （RFT）作为实验教学工具，旨

在培养学生使用 Rational 系列测试软件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能够利用所学软件测试课程的知识和理论，参考有关标准，进行

测试工作，并以规范的文档形式表现出来。在具体实验过程中，鼓励学生适当加入一

些课本中没有涉及到的知识、工具以及一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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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T 入门 设计性 2 1 必修 

2 记录脚本 设计性 2 1 必修 

3 回放脚本并查看结果 设计性 2 1 必修 

4 扩展脚本 设计性 2 1 必修 

5 使用测试对象图 设计性 2 1 必修 

6 管理对象识别 设计性 2 1 必修 

7 创建数据驱动测试 设计性 2 1 必修 

8 导入数据池 设计性 2 1 必修 

9 导出数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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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T 入门 

1.教学内容 

在 RFT 中打开已经建立的测试项目；创建测试项目；记录脚本，查看并回放脚

本；将测试项目导出已备份脚本。 

2.教学目标 

（1）熟悉 RFT 

（2）掌握创建测试项目 

（3）掌握记录回放一个简单的脚本 

（4）掌握导入导出测试项目 

实验项目 2：记录脚本 

1.教学内容 

     记录并修改脚本。 

2.教学目标 

（1）掌握创建数据验证点 

（2）掌握创建属性验证点 

（3）掌握插入脚本支持命令 

（4）掌握启用定时器 

（5）掌握在脚本中插入记录 

实验项目 3：回放脚本并查看结果 

1.教学内容 

运行脚本并查看日志；使用验证点比较器；练习 RFT 中的调试功能 

2.教学目标 

（1）掌握回放脚本并查看结果 

（2）掌握查看指定的日志 

（3）掌握查看包含验证点的脚本的运行结果 

（4）掌握使用验证点比较器 

（5）掌握在脚本中插入一个断点 

（6）掌握设置 RFT 选项 

实验项目 4：扩展脚本 

1.教学内容 

记录并扩展脚本。 

2.教学目标 

（1）掌握在记录的脚本中添加代码产生提示消息框 

（2）掌握在记录的脚本中添加代码覆盖一些首选项设置 

（3）掌握运行一个有意想不到的活动窗口的脚本 

（4）掌握编辑脚本来处理有意想不到活动窗口的脚本 

（5）掌握创建 helper 类来处理一个意想不到的活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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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使用测试对象图 

1.教学内容 

创建、使用和修改测试对象图。 

2.教学目标 

（1）掌握显示测试对象图 

（2）掌握创建和使用共享的测试对象图 

（3）掌握修改测试对象图 

实验项目 6：管理对象识别 

1.教学内容 

管理对象识别，修改测试点的基线。 

2.教学目标 

（1）掌握设置识别分数阈值 

（2）掌握设置基于模式的识别 

（3）掌握为验证点更新基线 

实验项目 7：创建数据驱动测试 

1.教学内容 

在脚本中插入数据驱动命令，运行数据驱动测试脚本，并查看结果。 

2.教学目标 

（1）掌握记录数据驱动测试脚本 

（2）掌握将验证点的引用从字面值改变到数据池变量 

（3）掌握编辑数据池中的数据 

（4）掌握运行数据驱动测试脚本，查看结果 

实验项目 8：导入数据池 

1.教学内容 

导入和编辑数据池。 

2.教学目标 

（1）掌握导入和编辑外部数据池 

（2）掌握数据池到测试脚本 

（3）掌握变更脚本字面值到变量引用 

（4）掌握排除被导入的数据池 

实验项目 9：导出数据池 

1.教学内容 

导出数据池，关联数据池到现有的测试脚本。 

2.教学目标 

（1）掌握在记录测试脚本时创建数据池 

（2）掌握编辑记录的验证点 

（3）掌握编辑数据池 

（4）掌握导出测试数据池，将 CSV 文件导入到新的数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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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关联数据池到现有的测试脚本 

（6）掌握修改记录脚本使用数据池变量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1、实验报告： 

每个实验项目学生都应该撰写相应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格式应结构清晰，

包括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实验过程及实验总结等。 

2、考核方式 

(1) 由任课教师在布置实验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 

(2) 每一实验完成后，根据学生递交的实验报告和阶段性文档质量进行评分。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教师示范用投影仪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教师示范用微型计算机一

台；每一学生一台连接 Internet 网和安装声卡的微型计算机一台。 

六、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屈蕴茜、章晓芳编著，IBM Rational Functional Tester 实验指导书，苏州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实验教学中心，2015.3。 

2、参考书： 

(1) 程宝雷、徐丽、金海东、陈建明著，《软件测试工具实用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蔡建平著，《软件测试实验指导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执 笔 人：杨   璐   

审 批 人：章晓芳   

完 成 时 间：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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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管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SOEN2003，SOEN2006        课程学分：2.5 

课程名称：软件项目管理                   

英文名称：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课程学时：36                                实验学时：1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实验室名称：计算机专业实验室 

一、课程简介 

软件项目管理的对象是软件工程项目。它所涉及的范围覆盖了整个软件工程过

程。 为使软件项目开发获得成功，关键问题是必须对软件项目的工作范围、可能风

险、需要资源（人、硬件/软件）、要实现的任务、经历的里程碑、花费工作量（成本）、

进度安排进行合理的管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能够在软件工程的基础上，熟练

掌握软件开发中的项目管理知识，掌握项目软件开发过程与项目管理过程，掌握敏捷

开发管理、项目的准备和启动、软件项目的范围管理、项目范围定义、软件项目的时

间管理、软件项目的成本管理、软件项目的质量管理、软件开发的风险管理、软件项

目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项目的文档管理和配置管理、软件项目的沟通管理、软件项

目的采购管理以及软件项目的整体管理。 

软件项目管理实验是对学生的一种全面综合训练，是与课堂听讲、自学和练习相

辅相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达到深化理解和灵活掌握教学内容的目

的，以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同时，使学生的工作规范和科学

作风得到培养，重点学会使用各种软件工具，比如 Visio、Project、Snv、Git 等对项

目进行管理以及编制各种项目管理相关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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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软件项目计划书 综合性 2 1 必修 

2 编写可行性计划书 综合性 2 1 必修 

3 Visio 的安装及使用 综合性 4 1 必修 

4 Project 的使用 综合性 6 1 必修 

5 源代码管理工具使用 验证性 4 1 必修 



 

 340 

三、实验内容及教学要求 

实验项目 1：编写软件项目计划书 

1.教学内容 

讲解软件项目计划书编写的内容和重点。 

2.教学目标 

（1）了解软件计划书编制的目的。 

（2）熟悉计划书的编制过程和结构。 

（3）掌握结合具体项目，编写软件项目计划书的方法。 

实验项目 2：编写可行性计划书 

1.教学内容 

讲解编写可行性计划书的目的、重要性。讲解可行性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手段和

出发点。从项目的背景、项目简介、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资源情况、项目干系人等

方面进行分析。 

2.教学目标 

（1）了解可行性计划书的编制目的 

（2）熟悉可行性计划书的编制过程和大概结构 

（3）掌握结合具体项目，编制可行性计划书的方法。 

实验项目 3：Visio 的安装及使用 

1.教学内容 

讲解 visio 绘图软件的安装和使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 visio 软件的安装、使用、工作界面、绘图的基本方法 

（2）熟悉使用 visio 绘制流程图、时间线、日历、项目组织结构图等图形。 

（3）掌握结合具体项目的描述，绘制和项目相关的各类图形。 

实验项目 4：Project 的使用 

1.教学内容 

讲解 Project 在项目管理中的作用，了解其在项目生命周期管理中各个阶段如何

对项目进行管理和跟踪。讲解 Project 的基本操作工具、项目模板的使用、项目日程

的设置、任务类型的设置 、项目工作日历的设置、项目任务计划的编制和分解、里

程碑的设置、甘特图的生成、网络图的生成、资源和成本计划的管理、项目跟踪等重

要的项目管理相关的内容。 

2.教学目标 

（1）了解如何使用 Project 管理项目。 

（2）熟悉软件项目周期中，Project 的各种解决方案。 

（3）掌握根据一个具体项目，使用 Project 对项目整个周期进行管理的方法，编

制各种相关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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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5：源代码管理工具使用 

1.教学内容 

讲解常用的源码管理工具及其目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了解源代码管理的相关概念和作用 

（2）熟悉使用 SVN 和 Git 进行源代码管理的方法 

（3）掌握根据具体项目，设计和实现源代码管理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实验课程属独立集中时段设课，开设实验方式是每个学生一台微机，分组练习相

关的实验，指导教师 1～2 人。 

由于每个实验涉及的内容较多，实验前要求学生一定要先了解实验目的、内容、

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做好记录。学生应独立完成所布置

实验内容，为保证尽量在统一安排的上机时间内完成，学生应花费课外时间考虑设计

方案，评估、修改设计方案。 

本课程采用平时考核、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评定学生成绩 

五、主要仪器设备及现有台套数  

本实验课采用普通 PC 机，现有 100 台。 

一、 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杨律青著，软件项目管理(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2.参考书：  

程朝斌、张水波，Project 2013 中文版简明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执 笔 人：陈越  

           审 批 人：章晓芳  

           完 成 时 间:  20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