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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执 笔 者：任卫东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工程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56，其中：实验（实训）8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大学物理、电路原理

后续课程
计算机组成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接口技术、嵌入式系统

基础

二、课程简述

《数字电子技术》是一门网络工程专业的学科工程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是数字电子

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重要技术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适应信息时代的数字

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

深入学习数字电子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和专业应用打好基础。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数字逻辑

概论、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锁存器和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

波形的变换与产生。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

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

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2. 具有解决计算机相关问题

所需的工程基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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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求，设

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适的技术

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的过程中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

境因素。

指标点 3-3.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网络结构和网络应用系统，并能够体

现创新意识。

3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基于科学原理

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

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设

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等，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2.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

科学方法对网络模型和结构，网络通

信、算法和数据模型制定技术方案。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备注

理论教学

第 1章 数字逻辑概论 指标点 1-2

第 2章 逻辑代数基础 指标点 1-2

第 3章 逻辑门电路 指标点 1-2，3-3
第 4章 组合逻辑电路 指标点 1-2，3-3，4-2
第 5章 锁存器和触发器 指标点 1-2，3-3
第 6章 时序逻辑电路 指标点 1-2，3-3，4-2
第 7章 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 指标点 1-2，3-3

实验教学

门电路逻辑功能及测试 指标点 1-2，3-3
译码器及其应用 指标点 1-2，3-3，4-2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测试

指标点 1-2，3-3，4-2 四选二
时序电路测试及研究

集成计数器及其应用

555 时基电路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掌握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2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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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是否掌握数字逻辑概论、逻辑代数基础、逻辑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锁存器

和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 ；考核学

生是否掌握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 。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在课程结束后进行，采用笔试（闭卷）方式，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评定，满分为 100分，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成绩（70%）、

实验成绩（15%）、平时成绩（15%）三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包括 ：考勤（5%）、作业（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数字逻辑概论

（一）教学基本内容

1）数字电路与数字信号

2）数制

3）二进制代码

4）二值逻辑变量与基本逻辑运算

5）逻辑函数及其表示方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二进制数的有关概念。

2）掌握逻辑函数及其表示方法

第二章 逻辑代数基础

（一）教学基本内容

1）逻辑代数基本知识

2）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

3）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逻辑代数基本知识

2）掌握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和卡诺图化简法

第三章 逻辑门电路

（一）教学基本内容

重点：数制、二进制代码、基本逻辑运算

难点：各种数制间相互转换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重点：逻辑函数的代数化简法、卡诺图化简法

难点：卡诺图化简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重点：逻辑门电路的逻辑功能和外特性

难点：逻辑门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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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S 逻辑门电路

2）TTL 逻辑门电路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 MOS 逻辑门电路和 TTL 逻辑门电路的逻辑功能和外特性

2）理解逻辑门电路的工作原理

第四章 组合逻辑电路

（一）教学基本内容

1）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2）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3）常用组合逻辑集成电路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2）理解常用组合逻辑集成电路的应用

第五章 锁存器和触发器

（一）教学基本内容

1）锁存器

2）触发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3）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锁存器、触发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2）理解触发器的逻辑功能

第六章 时序逻辑电路

（一）教学基本内容

1）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

2）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3）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4）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5）若干典型的时序逻辑集成电路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2）理解典型的时序逻辑集成电路的应用

重点：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常用组合逻辑集成电路的应用

难点：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重点：锁存器及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和外特性

难点：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重点：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典型的时序逻辑集成电路的应用

难点：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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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生

（一）教学基本内容

1）单稳态触发器

2) 施密特触发器

3) 多谐震荡器

4) 555 定时器及其应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多谐震荡器的电路结构及特点

2）掌握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多谐震荡器的工作原理

3）掌握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重点：555 定时器及其应用

难点：施密特触发器工作原理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多媒体辅助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数字逻辑概论 4 4 3
二、 逻辑代数基础 4 4 4
三、 逻辑门电路 6 2 8
四、 组合逻辑电路 10 2 12 4
五、 锁存器和触发器 6 2 8
六、 时序逻辑电路 12 2 14 5
七、 脉冲波形的变换与产

生

6 6

合计 48 8 56 1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 6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1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 5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5 月.

[2]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 5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

月.

[3] 罗杰.《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第 6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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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Numerical Analysis

执笔者：胡小生

审核人：李晓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工程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0，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程序设计语言 C/C++

后续课程 软件工程

二、课程简述

数值分析主要研究计算机解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数值分析研究中的一些较新

的成果。其目的是根据问题的要求，提炼数学模型，通过算法设计和上机计算，快速准

确得出工程需要的结果。数值分析一直以来都是计算科学很重要的课程。包含解线性代

数方程组的直接法、解线性代数方程组的迭代法、解非线性方程的迭代法、矩阵特征值

与特征向量的计算、代数插值、函数逼近、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

的数值解法等基本内容。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各种常用数值算法的构造原理，提高算法

设计能力，为能在计算机上解决科学计算问题打好基础。数值分析课程已经成为计算机

应用、应用数学、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程。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支撑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指标点 1-2. 具有解决计算机相关问题所

需的工程基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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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

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

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

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4-研究：基于科学原理和网

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络

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设

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

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

结论。

指标点 4-1. 能够对网络工程相关的各类

问题进行研究和实验验证。

4

毕业要求 4-研究：基于科学原理和网

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络

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设

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

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

结论。

指标点 4-4. 能够对验证结果进行分析和

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

结论。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数值分析与科学计算引论 毕业要求 1-2

第 2 章插值法 毕业要求 1-2、2-3、4-1、4-4

第 3 章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 毕业要求 1-2、2-3、4-1、4-4
第 4 章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方法 毕业要求 1-2、2-3、4-1、4-4
第 5 章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 毕业要求 1-2、2-3、4-1、4-4
第 6章非线性方程与方程组的数值解

法
毕业要求 1-2、2-3、4-1、4-4

第 7章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数值解法 毕业要求 1-2、2-3、4-1、4-4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和掌握实际应用中的各种科学计算问题和相应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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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学习和掌握用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的基本知识、方法和理论

课程目标 3：能够用计算机编程解决一些科学计算问题，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

下基础。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2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4-4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插值法、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求根、

线性与非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法、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数值解法等近现代计算机常用的数值

计算方法及其基础理论；

2、提高算法设计和理论分析能力，为能在计算机上解决科学计算问题打好基础。

（二）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闭卷。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 考勤（10%） + 作业（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数值分析与科学计算引论

课程内容：

一、数值分析概述

二、误差来源及误差分析重要性

三、误差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插值法

重点：误差分析、误差基本概念

难点：误差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拉格朗日插值、牛顿插值

难点：插值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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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一、插值概念

二、拉格朗日插值（插值公式及余项）

三、牛顿插值（均差、插值公式及余项）

第三章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

课程内容：

一、机械求积

二、牛顿-柯特斯公式

三、龙贝格算法

第四章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方法

课程内容：

一、高斯消去法

二、矩阵三角分解法

三、向量和矩阵的范数

第五章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

课程内容：

一、迭代法的基本概念

二、几种常用的迭代法

第六章非线性方程与方程组的数值解法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牛顿-柯特斯求积公式

难点：龙贝格求积算法，高斯求积公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高斯消去法

难点：高斯消去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雅可比迭代法，高斯-塞德尔迭代法

难点：雅可比迭代法，高斯-塞德尔迭代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牛顿法

难点：迭代的收敛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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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程求根与二分法

二、迭代法

三、牛顿法

四、弦截法与抛物线发

第七章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数值解法

课程内容：

一、欧拉方法

二、改进的欧拉方法

重点：欧拉方法、改进的欧拉方法

难点：改进的欧拉方法的计算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数值分析与科学计算引

论
3 3

2 插值法 7 7 6
3 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 8 8 6

4
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方

法
6 6 2

5 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 6 6 2

6
非线性方程与方程组的

数值解法
6 6 2

7
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数

值解法
4 4 2

合计 40 40 2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李庆扬，王能超，易大义．《数值分析》（第 5 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王能超．《数值分析简明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

[2] 关治，陆金普．《数值分析基础》.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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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执 笔 者：胡小生

审 核 人：李晓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原理、操作系统原理等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处于入门的引导地位，

它担负着系统、全面地介绍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引导学生进入计算机科学技术

大门的重任。课程内容分为认识篇、系统篇、职业道德篇。认识篇从专业的角度认知计

算机和计算机学科，为学习计算机学科提供正确的方法指导；系统篇以自底向上的方式

介绍计算机系统，由内到外地讨论计算机可以做什么以及是如何做的，使学生了解学科

富有智慧的核心思想；职业道德篇通过典型案例、道德选择、法律法规使学生了解计算

机专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指引。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支撑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指标点 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

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机行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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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

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 了解网络工程学科发展现

状，能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

使用现代工程技术、方法和工具。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

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3. 掌握网络工程重要文献资料

的来源和获取方法。

4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5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

够理解和评价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7-2.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实践对

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6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二）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认识计算机 毕业要求 1-3、5-3、6-3

第 2 章 认识计算机学科 毕业要求 1-3、5-3

第 3 章 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毕业要求 1-3、5-3
第 4 章 计算机组成 毕业要求 1-3、6-3
第 5 章 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12-1
第 6 章 操作系统 毕业要求 12-1
第 7 章 数据库管理系统 毕业要求 12-1
第 8 章 软件工程 毕业要求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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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计算机网络 毕业要求 5-1、6-3、7-2、12-1
第 10 章 网络安全 毕业要求 5-1、6-3、7-2、12-1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全面、系统介绍计算机学科的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入门

课程目标 2：介绍网络工程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掌握文献资料来源及获取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7-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要求学生对本专业学科整体有初步概念；

2、了解计算机硬件的组成和计算机软件的构成、以及数据组织的结构和数据的安全；

3、对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网络分层协议、网络安全有初步了解。

（二）考核方式

学期期末提交课程报告一份。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期末课程报告成绩（70%）+ 考勤（25%）+ 课堂提问（5%）。

课程报告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对相关办

公软件的熟练应用。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认识计算机

重点：冯.诺伊曼模型的概念

难点：冯.诺伊曼模型的概念，计算机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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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工具的发展简史

二、计算机的历史和未来

三、什么是计算机

四、什么是计算机系统

第二章 认识计算机学科

课程内容：

一、什么是计算机学科

二、计算机学科的根本问题

第三章 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课程内容：

一、数理逻辑基础

二、二进制

三、信息的编码

四、逻辑电路

第四章 计算机组成

课程内容：

一、存储器

二、中央处理器 CPU

三、输入输出设备

第五章 程序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计算机学科的核心概念。

难点： 计算机学科的根本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重点：数理逻辑基础、各种数制转换、信息的编码。

难点：数理逻辑基础、原码、补码、反码等机器编码和补码的作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演示

重点：计算机的三大硬件部件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和工作方式。

难点：主存储器的地址空间；输入\输出设备的寻址。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外学习

重点：结构化程序设计；算法基本概念；数据结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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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一、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二、数据结构

三、算法和算法分析

四、程序设计语言

第六章 操作系统

课程内容：

一、什么是操作系统

二、操作系统的功能

三、几种流行的操作系统

第七章 数据库管理系统

课程内容：

一、什么是数据库

二、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

第八章 软件工程

课程内容：

一、软件危机

二、什么是软件工程

三、软件过程

四、软件质量

第九章 计算机网络

难点：算法的描述；数据结构的基本操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讨论

重点：操作系统的概念、基本功能。

难点：主流的操作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外自学

重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概念。

难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立极其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讨论

重点：软件工程基本原理；软件生命周期。

难点：软件开发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讨论

重点：OSI 模型的七层结构及各层的功能；TCP/IP 协议的分层结构及各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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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一、 什么是计算机网络

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组成

三、网络体系结构

四、互联网

第十章 网络安全

课程内容：

一、什么是网络安全

二、信息加密

三、数字认证

四、网络检测与防范

难点：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七层参考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主流网络安全技术。

难点：网络安全技术的技术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认识计算机 2 2
2 认识计算机学科 2 2

3 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2 2
4 计算机组成 0 0 课外自学

5 程序设计 3 3
6 操作系统 0 0 课外自学

7 数据库管理系统 1 1
8 软件工程 2 2
9 计算机网络 2 2
10 网络安全 2 2

合计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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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胡明， 王红梅．《计算机学科概论》（第 2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7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美） Behrouz A.Forouzan 著 刘艺， 段立， 钟维亚等译．《计算机学科概论》.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7 月.

[2] 瞿中，熊安萍，蒋溢．《计算机科学导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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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语言 C/C++》课程教学大纲

Programming Language C/C++

执 笔 者：李娅 胡春萍 周燕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年 9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6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96 ，其中：实验（实训） 16 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
数据结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 算法分析

与设计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了 C 和

C++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概念、基本语法，编程思想，基本算法和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

通过学习该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理解软件生产的特点和生产

过程，更好的理解和应用计算机；掌握用计算机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具有较熟练的程序设计能力和程序阅读能力；能够以程序设计语言 C 和

C++为工具解决实际问题，为本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将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工作

打下初步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指标点 3-3：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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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

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

合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

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络结构和网络应用系统，并能够体现创

新意识。

2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基于科学

原理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

论，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包括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

工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

指标点 4-3：能够根据技术方案完成网络

模型、网络有关算法的验证。

指标点 5-3. 能够根据技术方案完成

网络模型、网络有关算法的验证。

指标点 5-2：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工具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程序设计和 C 语言 毕业要求 5-2

第二章 程序的灵魂——算法 毕业要求 3-3

第三章 顺序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四章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3-3、4-3、5-2
第五章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六章 数组 毕业要求 3-3、4-3、5-2
第七章 函数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八章 指针 毕业要求 3-3、4-3、5-2
第九章 结构体和共用体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章 文件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一章 C++的初步知识 毕业要求 5-2
第十二章 类和对象的特性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三章 关于类和对象的进一步讨

论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四章 运算符重载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五章 继承与派生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六章 多态性与虚函数 毕业要求 3-3、4-3、5-2
第十七章 输入输出流 毕业要求 3-3、4-3、5-2

实验教学

顺序结构，选择结构编程与调试 毕业要求 3-3、4-3、5-2
循环结构编程与调试 毕业要求 3-3、4-3、5-2
数组编程与调试 毕业要求 3-3、4-3、5-2
函数编程与调试 毕业要求 3-3、4-3、5-2
指针编程与调试 毕业要求 3-3、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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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对象 毕业要求 3-3、4-3、5-2
运算符重载 毕业要求 3-3、4-3、5-2
继承和派生 毕业要求 3-3、4-3、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培养基本的编程思想，掌握程序设计语言 C 和 C++的基本概念、基本语法，

基本算法并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

课程目标 2：初步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理解软件生产的特点和生产过程，更好的理

解和应用计算机；掌握用计算机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将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目标来确定考试范围和

考核要求。考试命题会覆盖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主要

是考核学生对 C 和 C++语言的基本概念，基本语法和基本算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是否

能够建立编程思想，灵活应用于实际编程中。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平时考勤、实验成绩和作业（占 30%，其中考勤占

5%，实验成绩占 15%，作业占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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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程序设计和 C语言

重点：C 程序的基本结构；C 程序的上机步骤与方法。

难点：C 语言是函数式语言的概念。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

师课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

解结合上机演示的教学方式完成，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1节 C语言的历史背景、简况及其特点

第 1.2节 简单的 C程序介绍

第 1.3节 C程序上机的步骤与方法

第 2章 算法—程序的灵魂

重点：N-S 流程图表示算法。

难点：算法的理解。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

师课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案例式、启发式、比较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

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2.1节 算法的概念

第 2.2 节 简单算法举例

第 2.3 节 表示算法的各种方法

一、用自然语言表示算法

二、用流程图表示算法

三、三种基本结构和改进的流程图

四、用 N-S 流程图表示算法

第 2.4 节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第 3章 最简单的Ｃ程序设计——顺序程序设计

重点：C 运算符及应用特点、顺序结构中赋值语句、数据输出、输入。

难点：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

课后编程验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3.1节 顺序程序设计举例

第 3.2节 数据的表现形式及其运算

一、常量和变量

二、数据类型

三、整型、字符型、浮点型数据

四、怎样确定常量的类型

五、运算符和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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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节 C 语句

一、C 语句的作用和分类

二、最基本的语句-赋值语句

第 3.4节 数据的输入输出

一、用 printf 函数输出数据

二、用 scanf 函数输入数据

第 4章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重点：关系表达式和逻辑表达式、if语句、switch 语句

难点：流程控制语句的使用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

课后编程验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4.1节 选择结构和条件判断

第 4.2 节 用 if 语句实现选择结构

一、用 if语句处理选择结构举例

二、if语句的一般形式

第 4.3 节 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

一、关系运算符及其优先次序

二、关系表达式

第 4.4 节 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

一、逻辑运算符及其优先次序

二、逻辑表达式

三、逻辑型变量

第 4.5 节 条件运算符和条件表达式

第 4.6 节 选择结构的嵌套

第 4.7 节 用 switch 语句实现多分支选择结构

第 4.8 节 选择结构程序综合举例

第 5章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重点：循环结构的概念及使用。

难点：循环的嵌套。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

后编程验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5.1 节 为什么要用循环控制

第 5.2 节 while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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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节 do-while语句

第 5.4 节 for语句

第 5.5 节 循环的嵌套

第 5.6 节 改变循环的执行状态

一、用 break语句提前终止循环

二、用 continue语句提前终止循环

三、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的区别

第 5.7 节 循环程序举例

第 6 章 数组

重点：数组的概念；一维、二维数组以及字符数组的区别和特点。

难点：二维数组、字符数组的应用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

后编程验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6.1节 一维数组概念定义和引用

一、怎样定义一维数组

二、怎样引用一维数组元素

三、一维数组的初始化

四、一维数组程序举例

第 6.2节 二维数组概念定义和引用

一、怎样定义二维数组

二、怎样引用二维数组的元素

三、二维数组的初始化

四、二维数组程序举例

第 6.3节 字符数组的概念定义和引用

一、怎样定义字符数组

二、字符数组的初始化

三、怎样引用字符数组中的元素

四、字符串和字符串结束标志

五、字符数组的输入输出

六、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

七、字符数组应用举例

第 7 章 函数

重点：函数定义及函数调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应用。

难点：函数调用的参数传递，函数递归及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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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

课后编程验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7.1节 为什么要用函数

第 7.2节 怎样定义函数

一、为什么要定义函数

二、定义函数的方法

第 7.3 节 调用函数

一、函数调用的形式

二、函数调用时的数据传递

三、函数调用的过程

四、函数的返回值

第 7.4 节 对被调用函数的声明和函数原型

第 7.5 节 函数的嵌套调用

第 7.6 节 函数的递归调用

第 7.7 节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一、数组元素做函数实参

二、数组名做函数参数

三、多维数组名做函数参数

第 7.8 节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第 7.9 节 变量的存储方式和生存期

一、动态存储方式和静态存储方式

二、局部变量的存储类别

三、全局变量的存储类别

第 7.10 节 关于变量的声明和定义

第 7.11 节 内部函数与外部函数

第 8 章 指针

重点：指针的概念；数组指针和函数指针的应用。

难点：区别不同数据类型的指针，不同类型指针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

后编程验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8.1节 指针是什么

第 8.2节 指针变量

一、使用指针变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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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定义指针变量

三、怎样引用指针变量

四、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参数

第 8.3节 通过指针引用数组

一、数组元素的指针

二、在引用数组元素时指针的运算

三、通过指针引用数组元素

四、用数组名作函数参数

五、通过指针引用多维数组

第 8.4节 通过指针引用字符串

一、字符串的引用方式

二、字符指针作函数参数

三、使用字符指针变量和字符数组的比较

第 8.5节 指向函数的指针

一、什么是函数指针

二、用函数指针变量调用函数

三、怎样定义和使用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四、用指向函数的指针作函数参数

第 8.6节 返回指针值的函数

第 8.7节 指针数组和多重指针

一、什么是指针数组

二、指向指针数据的指针

三、指针数组作 main 函数的形参

第 8.8节 动态内存分配和指向它的指针变量

一、什么是内存的动态分配

二、怎样建立内存的动态分配

三、void 指针类型

第 8.9 节 有关指针的小结

第 9 章 结构体与共同体

重点：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引用和初始化、共用体类型和变量的定义及其引用。

难点：指向结构体数组的指针的用法、用指针处理链表。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

后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9.1节 定义和使用结构体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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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己建立结构体类型

二、定义结构体类型变量

三、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化和引用

第 9.2节 使用结构体数组

一、定义结构体数组

二、结构体数组的应用举例

第 9.3节结构体指针

一、指向结构体变量的指针

二、指向结构体数组的指针

三、用结构体变量和结构体变量的指针作函数参数

第 9.4节用指针处理链表

一、什么是链表

二、建立简单的静态链表

三、建立动态链表

四、输出链表

第 9.5 节 共用体类型

第 9.6 节 使用枚举类型

第 9.7 节 用 typedef 声明新类型名

第 10 章文件

第 10.1节 C文件的有关基本知识

一、什么是文件

二、文件名

三、文件的分类

四、文件缓冲区

五、文件类型指针

第 10.2节 打开与关闭文件

一、用 fopen 函数打开数据文件

二、用 fclose 函数关闭数据文件

第 10.3节 顺序读写数据

重点：文件指针；文件读写和文件定位函数的应用。
难点：文件的读写。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

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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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向文件读写字符

二、怎样向文件读写一个字符串

三、用格式化的方式读写文件

四、用二进制的方式向文件读写一组数据

第 10.4节 随机读写数据

一、文件位置标记及其定位

二、随机读写

第 10.5节 文件读写出错检测

第 11 章 C++的初步知识

重点：c++上机实践。

难点：c++程序的编写和实现。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和课后题加深认识。

第 11.1节 从 c到 c++

第 11.2节最简单的 c++程序

第 11.3节 c++对 c的扩充

一、 C 的输入输出

二、 用 const 定义常变量

三、 函数原型声明

四、 函数的重载

五、 函数模板

六、 有默认参数的函数

七、 变量的引用

八、 内置函数

九、 作用域运算符

十、 字符串变量

十一、 动态分配/撤销内存的运算符 new 和 delete

十二、 C 对 C 功能扩展的小结

第 11.4节 c++程序的编写和实现

第 11.5节关于 c++上机实践

第 12章 类和对象的特性

重点：类的声明和对象的定义，类的成员函数，对象成员的引用。

难点：类的封装性和信息隐蔽。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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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2.1节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概述

一、 什么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点

三、类和对象的作用

四、 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

第 12.2节类的声明和对象的定义

一、 类和对象的关系

二、 声明类的类型

三、 定义对象的方法

四、 类和结构体类型的异同

第 12.3节类的成员函数

一、 成员函数的性质

二、在类外定义成员函数

三、 内置成员函数（inline成员函数）

四、 成员函数的存储方式

第 12.4节对象成员的引用

一、通过对象名和成员运算符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二、 通过指向对象的指针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三、 通过对象的引用来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第 12.5节类和对象的简单应用举例

第 12.6节类的封装性和信息隐蔽

一、 公用接口与私有实现的分离

二、 类声明和成员函数定义的分离

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几个名词

第 13 章 关于类和对象的进一步讨论

重点：构造函数，对象指针，对象的赋值和复制。

难点：调用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顺序，友元。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3.1节构造函数

一、 对象的初始化

二、 用构造函数实现数据成员的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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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带参数的构造函数

四、 用参数初始化表对数据成员初始化

五、 构造函数的重载

六、 使用默认参数的构造函数

第 13.2 节析构函数

第 13.3 节调用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顺序

第 13.4 节对象数组

第 13.5 节对象指针

一、 指向对象的指针

二、 指向对象成员的指针

三、 指向当前对象的 this 指针

第 13.6 节共用数据的保护

一、 常对象

二、 常对象成员

三、 指向对象的常指针

四、 指向常对象的指针变量

五、 对象的常引用

六、 const型数据的小结

第 13.7 节对象的动态建立和释放

第 13.8 节对象的赋值和复制

第 13.9 节静态成员

一、 静态数据成员

二、 静态成员函数

第 13.10 节友元

一、 友元函数

二、 友元类

第 13.11 节类模板

第 14 章 运算符重载

重点：运算符重载的方法。

难点：友元函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4.1节为什么要对运算符重载

第 14.2 节对运算符重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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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3 节重载运算符的规则

第 14.4 节运算符重载函数作为类成员函数和友元函数

第 14.5 节重载双目运算符

第 14.6 节重载单目运算符

第 14.7 节重载流插入运算符和流提取运算符

一、 重载流插入运算符“<<”

二、 重载流提取运算符“>>”

第 14.8 节 有关运算符重载的归纳

第 14.9 节不同类型数据间的转换

一、 标准类型数据间的转换

二、 用转换构造函数进行不同类型数据的转换

三、 类型转换函数

第 15 章 继承与派生

重点：继承与派生。

难点：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实验编程验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5.1节 继承与派生的概念

第 15.2节 派生类的声明方式

第 15.3节 派生类的构成

第 15.4节 派生类成员的访问属性

一、 公用继承

二、 私有继承

三、 保护成员和保护继承

四、 多级派生时的访问属性

第 15.5节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一、 简单的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二、 有子对象的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三、 多层派生时的构造函数

四、 派生类构造函数的特殊形式

五、 派生类的析构函数

第 15.6节 多重继承

一、 声明多重继承的方法

二、 多重继承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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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重继承引起的二义性问题

四、 虚基类

第 15.7节 基类与派生类的转换

第 15.8节 继承与组合

第 15.9节 继承在软件开发中的重要意义

第 16 章 多态性与虚函数

重点：多态性与虚函数。

难点：纯虚函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6.1节多态性的概念

第 16.2节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 16.3节虚函数

一、虚函数的作用

二、静态关联与动态关联

三、 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声明虚函数

四、 虚析构函数

第 16.4节纯虚函数与抽象类

一、 纯虚函数

二、 抽象类

三、 应用实例

第 17 章 输入输出流

重点：标准输出流与标准输入流。

难点：文件流与字符串流。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语法，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

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比较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

证和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7.1节 c++的输入和输出

一、 输入输出的含义

二、 C 的 I/O对 C 的发展——类型安全和可扩展性

三、 C 的输入输出流

第 17.2节标准输出流

一、 cout，cerr 和 clog 流

二、 标准类型数据的格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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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流成员函数 put 输出字符

第 17.3节标准输入流

一、 cin 流

二、用于字符输入的流成员函数

三、 istream 类的其他成员函数

第 17.4节文件操作与文件流

一、文件的概念

二、文件流类与文件流对象

三、 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四、 对 ASCII 文件的操作

五、 对二进制文件的操作

第 17.5节字符串流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程序设计和 C 语言 2 2 2

2 程序的灵魂——算法 2 2 2

3 顺序程序设计 6 1 7 3

4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 1 5 3

5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6 2 8 3

6 数组 8 2 10 3

7 函数 8 2 10 2

8 指针 8 2 10 2

9 结构体和共用体 6 6 2

10 文件 4 4 2

11 C++的初步知识 2 2 2

12 类和对象的特性 4 4 2

13
关于类和对象的进一

步讨论
4 2 6 2

14 运算符重载 4 2 6 2

15 继承与派生 4 2 6 2

16 多态性与虚函数 4 4 2

17 输入输出流 4 4 2

合计 80 16 96 38



33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谭浩强.C 程序设计（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谭浩强.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 谭浩强.C 程序设计题解与上机指导（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 谭浩强.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题解与上机指导（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2014.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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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数学》课程教学大纲

DISCRETE MATHEMATICS

执笔者：任朝晖 吴臣 何志敏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64，其中：实验（实训）学时；课外学时

先修课程 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 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原理

二、课程简述

离散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一门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其教学目

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集合论、数理逻辑、代数系统、图论等方面

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以及离散对象之间的数量结构和相互关系。

离散数学理论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具有广泛的应用实例。它是学习后继专业课程不可

缺少的数学工具。该课程结合计算机学科的特点，主要研究离散量结构及相互关系，是一门

理论性较强、应用性较广的课程。

离散数学对于计算机理论和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性学科。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够接受现代数学关于离散结构的观点。从系统结构研究出发研究事物间的有关属性；同

时要应用数形结合方法，使事物论证简洁直观，并培养学生具有这种论证能力。同时通过描

述方法和缜密思维方法的训练，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线性代数》、《数学分析》。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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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

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

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1：具有解决网络工程相关问

题所需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应

用能力。

2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

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

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4：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

络工程工程问题。

3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

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2：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工程问

题选择正确、可用的数学模型。

4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

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

行论证并求解。

5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

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适

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的过

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 3-1：能够对网络工程专业复杂

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设计解决方案。

6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基于科学原

理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

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

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

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

指标点 4-1：能够对计算机工程相关的

各类问题进行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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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命题逻辑基本概念 毕业要求 1-1、1-4、2-3、3-1、4-1
第二章命题逻辑等值演算 毕业要求 1-1、1-4、2-3、3-1、4-1

第三章命题逻辑的推理理论 毕业要求 1-1、1-4、2-3、3-1、4-1
第四章一阶逻辑基本概念 毕业要求 1-1、1-4、2-3、3-1、4-1
第五章一阶逻辑等值演算与推理 毕业要求 1-1、1-4、2-3、3-1、4-1
第六章集合代数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第七章二元关系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第八章函数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第九章代数系统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第十章半群与群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第十四章图的基本概念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第十六章树 毕业要求 1-1、1-4、2-2、3-1、4-1

（二）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培养数理逻辑部分训练逻辑推导能力

课程目标 2：集合论、代数系统、图论让学生初步具有系统化、模型的概念并实际了解

图这个计算机中重要的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数理逻辑、集合论、代数结构和图论等离散数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抽象思维和逻

辑推理能力；应用数形结合方法对事物论证的能力；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和相互转化的能力；

对事物的描述方法和缜密思维方法掌握程度。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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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平时考勤和作业（占 30%，其中考勤占 10%，作业

占 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命题逻辑基本概念

第 1.1 节 命题和联结词

了解简单命题、复合命题；深刻理解五种常用联结词的涵义。

第 1.2 节 命题公司及其赋值

深刻理解命题公式的赋值、成真赋值、成假赋值、重言式、矛盾式、可满足式；熟练写

出命题公式的真值表。

基本要求：了解简单命题、复合命题，熟练使用真值表，深刻理解五种常用联结词的涵

义、重言式、矛盾式。

第 2章命题逻辑等值演算

第 2.1 节 等值式

深刻理解等值式的定义，了解公式之间的等值关系具有自反性、对称性、传递性；熟练

应用基本等值式及置换规则进行等值演算；掌握重言式和矛盾式的判别方法。

第 2.2 节 析取范式和合取范式

了解文字、简单析取式、简单合取式、析取范式、合取范式；深刻理解极小项、极大项

的定义，名称、下角标与成真赋值的关系，主析取范式与主合取范式；熟练掌握求主范式（析

取和合取）的方法；会用主析取范式求公式的成真赋值、成假赋值、判断公式的类型、判断

俩个公式是否等值。

第 2.3 节 联结词的完备集（可选）

了解真值函数和联结词完备集；了解将命题公式等值地化成某种联结词完备集中的公式

的方法。

第 2.4 节 可满足性问题与消解法（课外学习）

基本要求：了解等值式、文字、简单析取式、简单合取式、析取范式、合取范式，牢记

基本等值式，深刻理解极小项、极大项的定义，名称、下角标与成真赋值的关系，主析取范

式与主合取范式，熟练掌握求主范式（析取和合取）的方法。

重点：条件式、相容或与排斥或、重言式和矛盾式、真值表

难点：条件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课外学习

重点：基本等值式、等值演算、主范式（析取和合取）

难点：主范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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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命题逻辑的推理理论

第 3.1 节 推理的形式结构

了解蕴含式（条件重言式），牢记基本蕴含式，了解公式之间的等值关系具有自反性、反

对称性、传递性；了解推理的形式结构、判断推理（即蕴含式）正确的真值表法、等值演算

法、主析取范式法。

第 3.2 节 自然推理系统 P

牢记 P（前提引入）规则、T（结论引入）规则、置换规则、推理规则（即基本蕴含式）；

熟练掌握 P系统中构造证明（形式演绎）的直接证明法、附加前提证明法、归谬法；熟练掌

握命题符号化的方法。

第 3.3 节 消解证明法（课外学习）

基本要求：了解蕴含式、自然推理系统 P，牢记基本蕴含式，熟练掌握命题符号化的方法、

形式演绎法。

第 4章一阶逻辑基本概念

第 4.1 节 一阶逻辑命题符号化

了解个体、谓词、量词、特性谓词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给定命题符号化的方法，深刻

理解特性谓词和量词的搭配方式。

第 4.2 节 一阶逻辑公式及解释

了解永真式、矛盾式、可满足式的概念及判别方法；了解对于给定的解释判断给定公式

是否是命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的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一阶逻辑公式及解释，熟练掌握谓词逻辑的命题符号化的方法。

第 5章一阶逻辑等值演算和推理

第 5.1 节 一阶逻辑等值式与置换规则

深刻理解并牢记一阶逻辑（即谓词逻辑）中的重要等值式并熟练应用；熟练使用置换规

则、换名规则、代替规则

第 5.2 节 一阶逻辑前束范式（可选）

重点：基本蕴含式、P 系统中构造证明的方法（即形式演绎法）

难点：命题符号化、形式演绎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一阶逻辑符号化（即谓词逻辑符号化）

难点：谓词逻辑符号化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谓词逻辑基本等值式、蕴含式、等值演算、US（-）、UG（+）、ES（-）、EG（+）
规则、形式证明。

难点：形式证明、前束范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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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前束范式定义及求前束范式的方法，主要使用否定量词等值式和量词辖域收缩与扩

张等值式。

第 5.3 节 一阶逻辑的推理理论

了解自然推理系统 P；熟练掌握一阶逻辑的推理定律（即谓词逻辑的蕴含式）及 US（-、

UI）、UG（+）、ES（-、EI）、EG（+）规则；熟练使用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推理规则构

造形式证明

基本要求：了解前束范式、自然推理系统 F，牢记谓词逻辑基本等值式和基本蕴含式，深

刻理解 US（-）、UG（+）、ES（-）、EG（+）规则，熟练掌握谓词逻辑的形式演绎法。

第 6章集合代数

第 6.1 节 集合的基本概念

了解集合、元素、子集、空集、全集、包含、真包含、不等、相等等概念及集合的表示

方法；深刻理解空集、全集、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集合之间的包含（子集）、相等关系；

掌握包含关系的证明方法。

第 6.2 节 集合的运算

了解有穷集合的计数方法（文氏图和包含排斥原理）；熟练掌握集合的基本运算（幂集运

算、普通运算、广义运算）并能化简集合表达式；牢记集合基本恒等式；熟练掌握证明集合

等式的方法。

第 6.3 节 有穷集的计算

了解和掌握包含排斥原理。

基本要求：了解集合、元素、子集、空集、全集、包含、真包含、不等、相等、幂集等

概念，集合的表示方法，集合的交、并、差、补及文氏图的概念。掌握基本集合恒等式。证

明简单的集合恒等式和集合的包含于关系。

第 7章二元关系

第 7.1 节 有序对与笛卡儿积

了解有序对、n重有序组、笛卡儿积的概念，掌握笛卡儿积的运算和性质。

第 7.2 节 二元关系

了解二元关系、X 到 Y 的关系、X上的关系概念，关系的集合表达式、关系矩阵和关系图

的表示法

重点：幂集、集合的运算、集合恒等式。

难点：集合的子集和相等的证明、幂集、包含排斥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关系的运算、关系的性质、等价关系、偏序关系。

难点：闭包、等价关系、偏序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40

第 7.3 节 关系的运算

了解关系的定义域、值域；掌握关系的逆运算、复合运算、幂等运算。

第 7.4 节 关系的性质

关系的自反性，非自反性，对称性，非对称性，传递性及其图示法；熟练掌握关系具有

某种性质的判别方法。

第 7.5 节 关系的闭包

了解自反闭包，对称闭包，传递闭包运算。

第 7.6 节 等价关系与划分

掌握等价关系、等价类、商集、划分等概念；熟练掌握等价类及等价关系的证明和等价

类、商集的求取。

第 7.7 节 偏序关系

掌握偏序关系、偏序集、全序集，哈斯图和偏序集中的特定元素等概念；熟练掌握偏序

关系的证明、哈斯图的求取和偏序集中特定元素的求取

基本要求：了解有序对、n 重有序组、笛卡儿积的概念，掌握笛卡儿积的运算和性质；了

解二元关系、X 到 Y 的关系、X 上的关系概念，关系的集合表达式、关系矩阵和关系图的表示

法；了解关系的定义域、值域；掌握关系的逆运算、复合运算、幂等运算；了解自反闭包，

对称闭包，传递闭包运算；掌握等价关系、等价类、商集、划分偏序关系、偏序集、全序集，

哈斯图和偏序集中的特定元素等概念；熟练掌握等价类及等价关系的证明和等价类的求取、

偏序关系的证明、哈斯图的求取和偏序集中特定元素的求取。

第 8章函数

第 8.1 节 函数的定义和性质

了解函数相等、特殊函数、像、原像的概念；理解函数、X到 Y 的函数、X 上的函数概念。

函数单射、满射和双射；深刻理解像的存在性、像的唯一性，熟练掌握单射、满射和双射的

构造、判断和证明。

第 8.2 节 函数的复合与反函数

理解复合函数和双射函数的反函数。

第 8.3 节 双射函数与集合的基数（略）

了解集合的等势与优势、自然数和自然数集合的定义、有关等势和优势的重要结果；了

解基数的定义，会计算简单集合的基数

第 8.4 节 一个电话系统的描述实例（可选）

基本要求：理解函数、X 到 Y 的函数、X上的函数概念。函数单射、满射和双射。复合函

重点：关系是否是函数的判别，单射、满射和双射的构造、判断和证明。

难点：关系是否是函数的判别，单射、满射和双射的构造、判断和证明。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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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双射函数的反函数。

第 9章代数系统（选讲）

第 9.1 节 二元运算及其性质

了解一元和二元运算的概念，理解二元运算的性质（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幂等律、

吸收律、单位元、零元、逆元等）；熟练掌握运算表的求取、给定函数是否是运算的判断、

二元运算性质的判断和证明，从运算表判断运算的性质。

第 9.2 节 代数系统

了解代数系统、子代数、平凡子代数、真子代数的概念。

第 9.3 节 代数系统的同态和同构

了解同类型的代数系统、代数系统的同态、单同态、满同态、同构的概念。

基本要求：了解一元和二元运算、代数系统、子代数、平凡子代数、真子代数、同类型

的代数系统、代数系统的同态、单同态、满同态、同构的概念，理解二元运算的性质（交换

律、结合律、分配律、幂等律、吸收律、单位元、零元、逆元等），熟练掌握运算表的求取、

给定函数是否是运算的判断、二元运算性质的判断和证明，从运算表判断运算的性质。

第 10章群与环（选讲）

第 10.1 节 群的定义和性质

判断或证明给定集合和运算是否构成半群、独异点；了解群的阶和元素的幂和阶；判断

或证明给定集合和运算是否构成群，会运用群的基本性质证明相关命题

第 10.2 节 子群与群的陪集分解

掌握子群的判断定理，能够证明群的子代数是否构成群的子群；了解陪集和拉格朗日定

理。

第 10.3 节 循环群与置换群

了解循环群；熟悉循环群，掌握循环群的生成元及其子群的求取

第 10.4 节 环和域（略）

基本要求：了解半群、子半群、独异点、群、群的阶、群中元素的幂和阶、有限群与无

限群、交换群、循环群等概念。掌握判断半群、独异点、群、子群、循环群的方法。

重点：运算表、二元运算的性质。

难点：运算表、二元运算的性质、同态的判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半群、独异点、群、子群、循环群的判断、运用群的基本性质证明相关命题、证明

群的子代数是否构成群的子群、求取循环群的生成元及其子群。

难点：群、子群的判断和证明，求取循环群的生成元及其子群、陪集和拉格朗日定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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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格与布尔代数（略）

第 12章基本的组合计数公式（略）

第 13章递推方程与生成函数（略）

第 14章图的基本概念

第 14.1 节 图

理解与图的定义有关的诸多概念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刻理解并熟练应用握手定理

及其推论的应用；了解图同构、简单图、完全图、正则图、子图、补图、二部图等概念及其

它们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第 14.2 节 通路与回路

深刻理解通路与回路的定义、相互关系及其分类，掌握通路与回路的各种不同表示方法。

第 14.3 节 图的连通性

深刻理解无向图的连通性、连通分支、无向图的点连通度、边连通度；理解有向图连通

性概念及其分类，掌握判断有向连通图类型的方法。

第 14.4 节 图的矩阵表示

熟练掌握有向图的邻接矩阵及各次幂求图中通路和回路数的方法；掌握求有向图的可达

矩阵。

第 14.5 节 图的运算

了解几种图的运算（并、交、差）。

基本要求：了解无向图、有向图、零图、平凡图、简单图、完全图、正则图、子图、补

图、图的同构、图中结点次数、多重图与带权图、通路与回路、无向图顶点间的连通和有向

图顶点间的可达、无向图与有向图的各种连通性的概念；掌握握手定理及应用、判断有向连

通图类型和通路与回路类型的方法、n 阶有向图的邻接矩阵和可达性矩阵的定义和求法，通过

邻接矩阵求顶点 vi 到 vj 长度为 l 的通路数，vi 到自身的回路数以及图中长度为ｌ的通路与

回路数，其中１ l ｎ。

第 15章欧拉图与哈密顿图（略）

第 16章树

第 16.1 节 无向树及其性质

深刻理解无向树的定义，掌握并灵活应用无向树的主要性质；熟练求解无向树，了解阶

重点：图的通路和连通性概念，图的同构概念，握手定理的应用，图中长度为 l 的通路与

回路数，其中１ l ｎ。

难点：图的通路和连通性、图中长度为ｌ的通路与回路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最小生成树、最佳前缀码、根树的遍历。

难点：基本回路、基本回路系统、基本割集、基本割集系统及对给定生成树求出它们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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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n 较小的所有非同构的无向树。

第 16.2 节 生成树

了解基本回路、基本回路系统、基本割集、基本割集系统及对给定生成树求出它们；熟

练应用 Kruskal 算法求最小生成树。

第 16.3 节 根树及其应用

理解根树及其分类，了解阶数 n 较小（１ n 5）的所有非同构的根树；熟练掌握 Huffman

算法求最佳前缀码；掌握波兰符号法和逆波兰符号法的算法。

基本要求：了解无向树、有向树、根树、森林、树根、树叶、分枝点、有序树和二元树

的概念；掌握求生成树和最小生成树、用二元树表示有序树的方法。

第 17章平面图（略）

第 18章支配集覆盖集、独立集、匹配与配色（略）

第 18章初等数论（略）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1 命题逻辑基本概念 4 4 4
2 命题逻辑等值演算 4 4 6
3 命题逻辑的推理理论 4 4 4
4 一阶逻辑基本概念 4 4 4
5 一阶逻辑等值演算与推理 4 1 5 5
6 集合代数 12 12 6
7 二元关系 16 1 17 10
8 函数 4 1 5 3
9 代数系统 0 0 课外自学

10 半群与群 0 0 课外自学

14 图的基本概念 4 4 4
16 树 4 1 5 4

合计 60 4 64 5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屈婉玲，耿素云，张立昂.《离散数学》.ISBN：978-7-04-041908-5. 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5，版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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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参考书

[1]屈婉玲，耿素云，张立昂.《离散数学学习指导与习题解》. ISBN ：

978704023964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版次 1.

[2]（美）罗森著袁承义等译.《离散数学及其应用》(原书第 6版). ISBN ：

9787111359500.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版次 1.

[3]左孝凌 李为鑑 刘永才.《离散数学》.ISBN：7805130698. 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1982，版次 1

[4]左孝凌.《离散数学 理论·分析·题解》.ISBN：9787805131382. 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版次 1.

[5]B.Kolman等著.《离散数学结构》（第6版）（Discret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ISBN：978704017576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版次 1.

八、其他说明

离散数学是数学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它的先修课程是

线性代数与数学分析，学生需要先学习完先修课程再来学习本课程。

离散数学课程本身虽然能自成系统，相对独立，但是数学分析课程的严谨分析训

练，非常有助于本课程理解，离散数学的后继课程设有“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原

理”等，并与“操作系统”，“软件工程”，“系统结构”等课程都紧密联系。通过这门

课程的学习，将为数学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门课

程的学习也将为今后各专业课程的学习建立必要的知识储备，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

知识的结构、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离散数学课程的学习，将

无法进行其它后续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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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教学大纲

Data Structure

执笔者：何志敏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 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72，其中：实验（实训）12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 C/C++、离散数学

后续课程 编译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的必修学科基础课程，本课程主要讲述线性表、

栈、队列、数组、串、树、二叉树、图、文件等基本数据结构；排序及查找的原理与方

法；数据的逻辑结构及存储结构。介绍基本数据结构的概念、特征、存贮结构及算法和

算法分析的手段。通过课堂教学与实验环节的学习与实践，提升学习者使用合理数据结

构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

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

杂网络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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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

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

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

杂网络工程问题。

3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

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问题

选择正确、可用的数学模型。

4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求，设

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适的技术

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的过程中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

境因素。

指标点 3-1. 能够对网络工程专业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设计解决方

案。

5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基于科学原理

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

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设

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等，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2.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

用科学方法对网络模型和结构，网络

通信、算法和数据模型制定技术方

案。

6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基于科学原理

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

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设

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等，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4. 能够对验证结果进行分

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概论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线性表 毕业要求 1-4

第三章栈和队列 毕业要求 1-4
第四章数组、广义表 毕业要求 1-4、4-4
第五章串 毕业要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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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树和二叉树 毕业要求 1-4、2-2
第七章图 毕业要求 1-4、2-2、3-1
第八章内部排序 毕业要求 1-4、2-2、3-1、4-2、4-4
第九章查找 毕业要求 2-2、3-1
第十章外部排序 毕业要求 2-2
第十一章文件 毕业要求 1-4

实验教学

实现队列、栈的各种算法及操作 毕业要求 4-4

用Huffman树进行加密抽样与解

密算法
毕业要求 1-4、3-1、4-4

实现深度优先搜索与广度优先

搜索算法
毕业要求 1-4、4-2、4-4

实现典型的排序算法。 毕业要求 1-4、2-2、3-1、4-2、4-4

实现典型的查找算法 毕业要求 1-4、2-2、4-2、4-4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对数据结构内容有较全面的认识；理解把具有相同类型的若干变量按有序的形

式组织起来的理论基础；拓展视野和提高安全素养；了解数据结构领域主要技术方法和算法

思想。

课程目标 2：提高学生数据结构领域继续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撰写数据结构算法的能力；

提高学生信息管理能力；提高学生处理一般数据组织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综合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意识；引导学生正确应用所学算法技能；提高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4-4 课程目标 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使学生学会分析研究计算机所要加工处理的数据的特征，掌握组织数据、存储数据和处

理数据的基本方法，并加强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和设计相应算法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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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取期末考试与平时作业考查相结合的方法，期末考试闭卷笔试，根据教学大纲

命题，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卷面分值 100 分。命题考试将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和目标

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考试命题会覆盖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

容重点。本课程在试题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基础题占 20%，简答与计

算题占 60%-70%，综合运用与编成题占 10%-20%。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综合评分采用百分制，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作业成绩（含实验）占

30%（其中考勤、作业和实验占 5%、10%和 15%）。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概论

（一）基本概念和术语

（二）抽象数据类型

（三）算法分析

（四）性能分析与度量

第二章线性表

（一）线性表

（二）线性表的顺序表示与实现

（三）线性表的链式表示与实现链表

（四）一元多项式的表示与实现

第三章栈和队列

（一）栈

（二）队列

（三）栈与队列的实现

重点：数据结构的三个要点。

难点：区分数据结构，数据类型，数据元素的差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线性表的基本操作。

难点：线性表的抽象操作，链表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队列、栈的各种算法。

难点：循环队列的概念与操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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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栈与队列的应用举例

第四章数组、广义表

（一）数组的定义

（二）数组的顺序表示和实现

（三）矩阵的压缩存储

（四）广义表简介

第五章串

（一）串类型的定义

（二）串的表示和实现

（三）串的模式匹配算法

第六章树和二叉树

（一）树的定义和基本术语

（二）二叉树

（三）二叉树的存储结构

（四）遍历二叉树

（五）线索化二叉树

（六）树与森林

（七）赫夫曼树

第七章图

（一）图的定义和术语

重点：矩阵的各种压缩存贮。

难点：十字链表的结构与操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串的存贮方式比较。

难点：子串定位算法实现。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二叉树的概念与操作。

难点：二叉树的遍历算法与 Huffman 树。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图的 DFS 与 BFS 算法，拓扑排序。

难点：最小生成树，拓扑排序。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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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的存储结构

（三）图的遍历与连通性

（四）最小生成树

（五）活动网络

（六）最短路径

第八章内部排序

（一）概述

（二）插入排序（直接插入、折半插入、表插入排序、希尔排序）

（三）交换排序（起泡排序、快速排序）

（四）选择排序（简单选择排序、树形选择排序、堆排序）

（五）归并排序

第九章查找

（一）静态查找表

（二）动态查找树表

（三）哈希表

第十章外部排序

（一）概述

（二）归并排序

（三）最佳归并树

第十一章文件

（一）概述

重点：插入排序、交换排序。

难点：堆排序、快速排序。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顺序查找算法

难点：二叉排序树，哈希（Hash）表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K—路归并排序

难点：最佳归并树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重点：文件基本概念，顺序文件。

难点：哈希文件。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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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组织

（三）顺序文件，索引顺序文件、哈希文件、链接文件、倒排文件。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概论 2 2 2
二 线性表 8 8 3
三 栈与队列 6 2 8 4
四 数组与广义表 4 4 2
五 串 4 4 3
六 树与二叉树 8 2 10 8
七 图 10 4 14 8
八 内部排序 8 2 10 6
九 查找 6 2 8 4
十 外部排序 2 2 2
十一 文件 2 2 2

合计 60 12 72 44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教材：严蔚敏等．《数据结构(C 语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教学参考书：

[1]Ellis Horowitz（朱仲涛译）．《数据结构基础》(C 语言版)(第 2 版)．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9

[2]唐策善等．《数据结构-用 C 语言描述》．北京：高等教学出版社，2014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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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ASSEMBLY LANGUAGE PROGRAMMING

执笔者：易长安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

学时数 总学时 40，其中：实验（实训）8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 C/C++、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 操作系统原理 、 计算机接口技术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主要介绍 Intel80x86 汇编语言的基本程序设计方法，程序运行的基本原理及指

令执行过程，掌握使用 80x86 汇编语言编程的基本技巧以及控制和使用外设的基本应用技

能。基本任务是能使用汇编语言的基本知识分析和解决计算机应用中有关的实际问题，开发

汇编语言程序，为后续课程打好基础同时也为从事计算机与应用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2：具有解决计算机硬件控制相关问

题所需的工程基础与程序设计基础知识及其

应用能力。

指标点 3-3.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网络结

构和网络应用系统，并能够体现创新意识。

指标点 5-1. 了解网络工程学科发展现状，能够

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使用现代工程



53

技术、方法和工具。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指标点 2-2：掌握查阅文献、技术方案等方法，

能够分析计算机硬件控制等工程问题，并选择

正确、可用的算法对问题进行表达。

指标点 2-3：能够对解决问题的数学模型、推

理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并将有效的算法应

用于复杂硬件控制。

3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

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

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1：设计合理的实验以整合汇编语言

对计算机硬件的各种控制。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 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 1-2

第 2章 80x86 计算机组织 毕业要求 2-2、2-3

第 3章 80x86 的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 毕业要求 2-3
第 4章 汇编语言程序格式 毕业要求 2-2、2-3
第 5章 循环与分支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2-2
第 6章 子程序结构 毕业要求 1-2
第 7章 高级汇编语言技术 毕业要求 1-2、3-3
第 8章 输入输出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2-2、4-1
第 9章 BIOS 和 DOS 中断 毕业要求 2-3、4-1
第 10章 图形与发声系统的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1-2、2-3、5-1
第 11章 磁盘文件存取技术 毕业要求 2-2、4-1、5-1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对各章节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对建立于这些理论基础之上

的应用等知识的学习，从而加强学生的汇编语言程序的基础以及算法设计能力，为解决计算

机硬件控制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储备，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2 的

要求。

课程目标 2：通过对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计算机硬件控制基本问题、计算机指

令系统等知识的学习，从而达到培养了学生构建程序对问题表达的能力，通过编程实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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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计算机硬件控制与功能调用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2-2的要求。

课程目标 3：通过对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应用、汇编指令设计、计算机硬件控制等知识

的学习，从而达到培养了学生基于程序设计理论与算法模型基础之上应用于复杂工程问题求

解的能力，能够应用数学、数据结构的基本原理，以获得有效结论，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2-3的要求。

课程目标 4：通过对汇编语言不同程序结构的学习，从而达到能够基于计算机硬件原理

并采用科学方法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实验环境的设计或选用，开展计算机硬件的访问与控

制等实验，能够采集实验数据并对实验数据和实验现象进行整理和分析，并通过信息综合得

到合理有效的结论，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4-1的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2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3、3.3、5-1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4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目标是使学生了解 Intel80x86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汇编语言程序运行的

基本原理及指令执行过程，掌握使用汇编语言编程的基本技巧以及控制和使用外设的基本技

能。基本任务是能使用汇编语言的基本知识分析和解决计算机应用中有关的实际问题，开发

汇编语言程序，为后续课程打好基础同时也为从事计算机与应用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

（二）考核方式

采用闭卷方式独立出题试题主要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编程能力为主。具体如下：

（1）客观题，占 60%：分为填空（基本计算、基本指令、基本原理）、分析程序、执行

结果、填空完成指令功能。

（2）非完全客观题，占 40%：分为回答问题、复杂程序编程等。

（三）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包含考勤、作业、回答问题)占 10%、实验成绩占 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基础知识

重点：本章重点是用不同的进制表示的数之间的转换、逻辑运算的作用。

难点：本章难点是“计算机为什么要使用二进制、为什么要使用补码来表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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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进位计数制之间的转换

第 2 节 计算机中的数和字符表示

第 3 节 几种基本的逻辑运算

第 2章 80x86计算机组织

第 1 节 80X86 微处理器

第 2 节 中央处理器

第 3 节 存储器

第 3章 80x86 的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

第 1 节 80X86 的寻址方式

第 2 节 80X86 机器语言概况

第 3 节 80X86 的指令系统

本章的汇编语言基础知识的重点部分。

第 4章 汇编语言程序格式

第 1 节 汇编程序的功能

第 2 节 伪操作

第 3 节 汇编语言程序格式

第 4 节 汇编语言程序的上机过程

第 5章 循环与分支程序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本章重点是 80x86 CPU 结构和各种寄存器。

难点：本章难点是实模式与保护模式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本章重点是 80x86 指令系统中的运算指令和条件指令。

难点：寻址方式和条件指令是本章的难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本章重点是伪指令、汇编语言的程序格式，会调试汇编语言程序。

难点：本章难点是伪指令，操作符的使用和 DEBUG 调试程序的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56

第 1 节 循环程序设计

第 2 节 分支程序设计

本章是汇编语言编程知识的重点部分。

第 6章 子程序结构

第 1 节 子程序的设计方法

第 2 节 子程序的嵌套

第 3 节 子程序举例

第 7章 高级汇编语言技术

第 1 节 宏汇编

第 2 节 重复汇编

第 3 节 几种基本的逻辑运算

第 8章 输入输出程序设计

第 1 节 I/O 设备的数据传送方式

第 2 节 程序直接控制 I/O 方式

第 3 节 中断传送方式

重点：本章重点是程序设计的基本步骤，顺序程序设计、分支程序设计、循环程序设计。

难点：本章难点是汇编语言设计的基本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子程序的变量传递，子程序的设计方法。

难点：嵌套和递归子程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掌握宏汇编的使用方法及调试技巧。

难点：理解宏定义和宏调用及其编程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中断的传送方式、中断向量、中断过程和中断程序的编写。

难点：中断程序的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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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BIOS 和 DOS 中断

第 1 节 键盘 I/O

第 2 节 显示器 I/O

第 10 章 图形与发声系统的程序设计

第 1 节 显示方式

第 2 节 视频显示存储器

第 3 节 EGA/VGA 图形程序设计

第 11 章 磁盘文件存取技术

第 1 节 磁盘的记录方式

第 2 节 文件代号式磁盘存取

第 3 节 字符设备的文件代号式 I/O

重点：常用的中断调用和实际应用中输入输出方法。

难点：键盘中断、显示器中断、打印机和串行口中断功能调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彩色图形适配器的图形操作、单色和彩色绘图使用的一些常用方法。

难点：图形显示方式下显存与屏幕的对应关系和 BIOS 调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重点：BIOS 磁盘功能存取。

难点：读、写磁盘文件。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课后练习。

六、学时分配

章节 主要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 1 章 基础知识 2 2 3-4
第 2 章 80x86 计算机组织 4 4 3-5
第 3 章 80x86的指令系统和寻

址方式
4 4 12-15

第 4 章 汇编语言程序格式 4 4 8-10
第 5 章 循环与分支程序设计 4 2 6 5-8
第 6 章 子程序结构 4 2 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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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高级汇编语言技术 2 2 4 5-8
第 8 章 输入输出程序设计 2 2 4 5-6
第 9 章 BIOS和 DOS 中断 2 2 3-5

第 10 章
图形与发声系统的程

序设计
2 2 4-5

第 11 章 磁盘文件存取技术 2 4 3-5
合 计 32 8 4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沈美明，温冬婵. 《IBM-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 月,第 2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沈美明，温冬婵．《80x86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2] 郑晓薇. 《汇编语言程序》.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9 月.

[3] 李强，温春．《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八、其他说明

习题需要独立、认真完成，需要坚持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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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Operating System

执笔者：杨跃武，曾凡智、陈俊健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56学时，其中：实验（实训）8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组成原理、程序设计语言 C/C++、数据结构

后续课程 Linux 操作系统

二、课程简述

包括主要内容简述，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目的、任务、地位及作用，以及所体现的

教育思想和培养目标等。

性质：本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是必修课。

目的：通过操作系统原理的学习，了解操作系统的发展过程及种类，掌握操作系统设计

中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在操作系统的设计与构造中涉及的资源共享、提高系统资源

利用率等各方面基本知识，了解并掌握操作系统在发展过程及将来引入的新技术与方法。

任务：阐述计算机系统的核心软件——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实现技术。

主要包括操作系统的用户界面、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功能等，其中资源管理还包括进程

管理、处理机管理、存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网络与安全等方面内容，并将操

作系统的一般原理与实际操作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有机地结合。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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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数学、自然科

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网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了解

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

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

算机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

势。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计

算机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4. 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

学的角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并加以改进。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力：能够针对计算

机应用的特定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适

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 3-2. 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

行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能基于科学原理和计算机学

科构建的基本理论，对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包括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等，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4. 能够对验证结果进行

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

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操作系统概论 指标点 1-3
第二章进程描述和控制 指标点 1-3

第三章处理机调度和死锁 指标点 2-4
第四章存储器管理 指标点 3-2
第五章输入输出系统 指标点 3-2
第六章文件系统 指标点 2-4
第七章操作系统接口 指标点 1-3
第八章磁盘存储器管理 指标点 3-2
第九章多处理机操作系统 指标点 2-4
第十章保护和安全 指标点 4-4.

实验教学

进程管理 指标点 1-3
存储管理 指标点 3-2
多道程序调度转换 指标点 2-4
文件管理 指标点 2-4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操作系统发展趋势

课程目标 2：进程管理

课程目标 3：处理机调度与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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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4：存储器管理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2-4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4-4 课程目标 4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本课程中与操作系统各环节相关的主要技能。

目标三：具有操作系统使用、编程调用和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

（三）成绩评定

综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实训环节、平时和作业（占 30%）。实训环节占 10%，

平时成绩主要是考勤，占 10%，作业占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操作系统概论

第 1.1节 操作系统的目标和作用

一、操作系统的目标

二、操作系统的作用

三、推动操作系统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 1.2节操作系统的发展过程

一、无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系统

二、单道批处理系统

三、多道批处理系统

四、分时系统

重点：操作系统的概念、多道程序、分时技术。

难点：多道程序和分时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

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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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时系统

第 1.3节 操作系统的基本特性

一、并发(Concurrence)

二、共享(Sharing)

三、虚拟(Virtual)

四、异步性(Asynchronism)

第 1.4节操作系统的主要功能

一、处理机管理功能

二、存储器管理功能

三、设备管理功能

四、文件管理功能

五、用户接口

第 1.5节操 作系统的结构设计

一、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

二、传统的操作系统结构

三、微内核 OS结构

第 2章 进程描述与控制

第 2.1节进程的基本概念

一、程序的顺序执行及其特征

二、前趋图

三、程序的并发执行及其特征

四、进程的特征与状态

五、进程控制块

第 2.2节进程控制

一、进程的创建

二、进程的终止

三、进程的阻塞与唤醒

四、进程的挂起与激活

第 2.3节进程同步

重点：进程的组成要素和基本框架。

难点：进程状态转换及转换情形。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

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

式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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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程同步的基本概念

二、信号量机制

三、信号量的应用

第 2.4节 经典进程的同步问题

一、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二、哲学家进餐问题

三、读者-写者问题

第 2.5节管程机制

一、管程的基本概念

二、利用管程解决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第 2.6节进程通信

一、进程通信的类型

二、消息传递通信的实现方法

三、消息传递系统实现中的若干问题

四、消息缓冲队列通信机制

第 2.7节线程

一、线程的基本概念

二、线程间的同步和通信

三、内核支持线程和用户级线程

四、线程控制

第 3章处理机调度与死锁

第 3.1节处理机调度的基本概念

一、高级、中级和低级调度

二、调度队列模型

三、选择调度方式和调度算法的若干准则

第 3.2节调度算法

一、先来先服务和短作业(进程)优先调度算法

二、高优先权优先调度算法

三、基于时间片的轮转调度算法

重点：处理机调度模型。

难点：死锁检测以及死锁解除。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

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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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节实时调度

一、实现实时调度的基本条件

二、实时调度算法的分类

三、常用的几种实时调度算法

第 3.4节 多处理机系统中的调度

一、多处理器系统的类型

二、进程分配方式

三、进程(线程)调度方式

第 3.5节 产生死锁的原因和必要条件

一、产生死锁的原因

二、产生死锁的必要条件

三、处理死锁的基本方法

第 3.6节 预防死锁的方法

一、预防死锁

二、系统安全状态

三、利用银行家算法避免死锁

第 3.7节 死锁的检测与解除

一、死锁的检测

二、死锁的解除

第 4章存储器管理

第 4.1节程序的装入和链接

一、程序的装入

二、程序的链接

第 4.2节连续分配方式

一、单一连续分配

二、固定分区分配

重点：存储器的层次结构，重点是主存。

难点：虚拟存储，页面置换。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

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

式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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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态分区分配

四、可重定位分区分配

五、对换(Swapping)

第 4.3节基本分页存储管理方式

一、页面与页表

二、地址变换机构

三、两级和多级页表

第 4.4节基本分段存储管理方式

一、分段存储管理方式的引入

二、分段系统的基本原理

三、信息共享

四、段页式存储管理方式

第 4.5节 虚拟存储器的基本概念

一、虚拟存储器的引入

二、虚拟存储器的实现方法

三、虚拟存储器的特征

第 4.6节 请求分页存储管理方式

一、请求分页中的硬件支持

二、内存分配策略和分配算法

三、调页策略

第 4.7节 页面置换算法

一、最佳置换算法和先进先出置换算法

二、最近最久未使用(LRU)置换算法

三、Clock置换算法

四、Clock置换算法

第 4.8节 请求分段存储管理方式

一、请求分段中的硬件支持

二、分段的共享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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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输入输出系统

第 5.1节 I/O系统功能、模型和接口

一、I/O设备

二、设备控制器

三、I/O通道

四、总线系统

第 5.2节 I/O设备和设备控制器

一、程序 I/O方式

二、中断驱动 I/O控制方式

三、直接存储器访问 DMA I/O控制方式

四、I/O通道控制方式

第 5.3节缓冲管理

一、缓冲的引入

二、单缓冲和双缓冲

三、循环缓冲

四、缓冲池(Buffer Pool)

第 5.4节设备分配

一、设备分配中的数据结构

二、设备分配时应考虑的因素

三、设备独立性

四、独占设备的分配程序

五、SPOOLing技术

第 5.5节设备处理

一、设备驱动程序的功能和特点

二、设备驱动程序的处理过程

第 5.6节磁盘存储器管理

一、磁盘性能简述

二、磁盘调度

三、磁盘高速缓存(Disk Cache)

四、提高磁盘 I/O速度的其它方法

五、廉价磁盘冗余阵列

重点：I/O 控制方式，SPOOLING。

难点：驱动程序工作过程及调度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

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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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文件管理

第 6.1节文件和文件系统

一、文件与文件系统的概念

二、文件的分类、属性及文件系统的功能

第 6.2节文件的逻辑结构

一、逻辑结构

二、存取方法

第 6.3节文件的物理结构

一、连续结构

二、链接结构

三、索引结构

第 6.4节目录管理

一、单级目录结构

二、二级目录结构

三、多级目录结构

第 6.5节文件的操作

一、对文件的操作

二、对记录的操错

第 6.6节 文件共享与文件保护

一、文件的共享

二、文件的保护

三、口令与密码

第 6.7节文件的完整性

一、周期性转储

二、增量型转储

第 6.8节外存空间的管理

一、外存的主要技术参数

二、空闲块的管理

三、分配策略

四、磁盘的驱动调度

重点：⑴文件与文件系统概念 ⑵文件逻辑结构与物理结构的联系与区别 ⑶存储空间组

织 ⑷目录结构 ⑸文件共享

难点：⑴文件逻辑结构与物理结构的联系与区别 ⑵存储空间组织 ⑶文件共享

教学方法与手段：掌握文件与文件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文件的逻辑结构与物理结构与

相应的组织与存取 方式；掌握文件的目录结构组织方式；掌握文件系统中文件共享文

件的技术策略；掌握文件 的安全与共享的基本手段。

第 7章操作系统接口

重点：系统调用。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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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节联机命令接口

一、联机命令的类型

二、键盘终端处理程序

第 7.2节 Shell命令语言

一、简单命令

二、重定向与管道命令

三、通信命令

四、后台命令

第 7.3节系统调用

一、系统调用的基本概念

二、系统调用的类型

三、网络安全问题

第 7.4节 UNIX系统调用

一、UNIX系统调用的类型

二、被中断进程的环境保护

第 7.5节图形用户接口

一、桌面、图标和任务栏

二、窗口 、对话框

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8章磁盘存储器管理

第 8.1节外存的组织方式

一、连续组织方式

二、链接组织方式

三、FAT 和 NTFS 文件组织方式

四、索引组织方式

第 8.2 节文件存储空间管理

一、空闲表法和空闲链表法

二、位示图法

三、成组链接法

第 8.3节提高磁盘 I/O 速度的途径

一、磁盘高速缓存

二、提高磁盘 I/O速度的方法

三、廉价磁盘冗余阵列

重点：文件存储空间管理和提高磁盘可靠性技术。

难点：数据一致性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

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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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节提高磁盘可靠性技术

一、第一级容错技术

二、第二级容错技术

三、基于集群技术的容错技术

四、后备系统

第 8.5节数据一致性控制

一、事务

二、检查点统

三、并发控制

四、重复数据的数据一致性问题

第 9章多处理机操作系统

第 9.1节多处理及系统的基本概念

一、多处理机系统的引入

二、多处理机系统的类型

第 9.2节多处理机系统的结构

一、UMA 多处理机系统结构

二、NUMA多处理机系统结构

第 9.3节多处理及操作系统的特征与分类

一、多处理机操作系统的特征

二、多处理及操作系统的功能

三、多处理机操作系统的类型

第 9.4节进程同步

一、集中与分布式同步方式

二、自旋锁

三、读－拷贝－修改锁和二进制指数补偿算法

四、二进制指数补偿算法和待锁 CPU等待队列机构

五、定序机构

六、面包房算法

七、令牌环算法

重点：网络操作系统及其特征，分布式操作系统及其特征。

难点：分布式操作系统及其特征。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

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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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节多处理机系统的进程调度

一、评价调度性能的若干因素

二、进程分配方式

三、进程调度方式

第 9.6节网络操作系统

一、网络及网络体系结构

二、网络操作系统及其分类

三、网络操作系统的功能

第 9.7节分布式操作系统

一、分布式系统

二、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实现方式和基本要求

三、命名及其共享语义

四、远程文件访问和缓存

五、容错

第 9.8节多媒体操作系统

一、多媒体系统简介

二、多媒体文件中的各种媒体

三、多媒体进程管理中的问题和接纳控制

四、多媒体实时调度

五、媒体服务器的特征和接纳控制

六、多媒体存储器的分配方法

七、高速缓存与磁盘调度

第 10章保护和安全

第 10.1节安全环境

一、安全环境主要目标和面临的威胁

二、系统安全的特征

第 10.2节数据加密技术

一、数据加密原理

二、对称加密算法和非对称加密算法

三、数字签名和数字证明书

重点：可信系统。

难点：安全环境。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

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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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3节用户验证

一、口令验证

二、基于物理标志的验证技术

三、生物识别验证技术

第 10.4节来自内部的攻击

一、早期采用的攻击方式

二、逻辑炸弹和陷阱门

三、特洛伊木马和登录欺骗

四、缓冲区溢出

第 10.5节来自外部的攻击

一、病毒、蠕虫和移动代码

二、计算机病毒特征和类型

三、病毒隐藏方式

四、病毒的预防和检测

第 10.6节可信系统

一、访问矩阵模型和信息流控制模型

二、可信计算基 TCB

三、设计安全操作系统的原则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操作系统概论 4

1
作业采用报

告形式完

成。

2 进程描述和控制 6
3 处理机调度和死锁 6 2

4 存储器管理 6 2
5 输入输出系统 4 2
6 文件系统 4 2
7 操作系统接口 4
8 磁盘存储器管理 4
9 多处理机操作系统 4
10 保护和安全 4

合计 48 6 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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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汤子瀛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 《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张克学、史美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2 月。

[3] 《操作系统基础》（第三版），屠祁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4] 《UNIX 操作系统设计》 [美]莫里斯.贝奇 陈葆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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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Principles of Computer Composition

执 笔 者：马莉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5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72 ，其中：实验（实训） 12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 操作系统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接口技术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从课程地位来说，它在先导课和后续

课程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教学，要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各大部件的组成及其工

作原理，为学生将来设计制造、调试维修及计算机应用与各个领域打下理论基础。

课程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又具实践性，同时还具有知识面广，内容多，难度大，

更新快等特点，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注重认真完成实验与作业，贯彻“厚基

础重能力”的方针，学生应掌握计算机的各大部件组成结构、基本运算方法、工作原理

及分析设计方法。结合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实验，从而形成较完整的计算机及系统的概念。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

指标点 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

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机行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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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4. 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角

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加以改进。

3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计算机应用的特定需

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

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

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 3-2. 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

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指标点 3-3.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计

算机软件和硬件系统，并能够体现创新

意识。

4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

计算机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工具对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

拟，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计算机系统概论 毕业要求 1-3

第 2 章计算机发展及应用 指标点 3-2

第 3 章 系统总线 指标点 2-4
第 4 章 存储系统 指标点 3-3
第 5 章 输入输出系统 指标点 2-4
第 6 章 运算方法和运算器 指标点 2-4.
第 7 章 指令系统 指标点 3-3
第 8 章 CPU 的结构和功能 指标点 3-3.
第 9 章 控制单元的功能 指标点 2-4
第 10 章 控制单元设计 指标点 5-2.

实验教学

运算器实验 指标点 3-2
存储器实验 指标点 3-3
微程序控制器实验 指标点 3-3
总线控制实验 指标点 2-4.
基本模型机设计与实现实验 指标点 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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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掌握计算机的组成结构、基本运算方法、工作原理及分析设计方法

课程目标 2：形成较完整的计算机及系统的概念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

指标点 2-4 课程目标 1、2

指标点 3-2. 课程目标 1

指标点 3-3. 课程目标 1、2

指标点 5-2.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贯彻“厚基础重能力”的方针，通过学习本课程后，学生应掌握计算机的各大部件组成

结构、基本运算方法、工作原理及分析设计方法。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是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作业、实验成绩与笔试结合的方式，其中实验成绩占 15%，平时成

绩（作业、考勤）占 15%，笔试成绩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计算机系统概论（4学时）

一、教学内容：

计算机系统层次、基本组成、主要技术指标、软、硬件。

（一）计算机的系统及层次结构

（二）计算机的硬件

（三）计算机的软件

（四）计算机的主要技术指标

（五）计算机的基本工作过程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计算机的软、硬件结构。

重点：计算机各大部件的关系与总体结构，计算机执行指令和程序运行的基本过程。

难点：计算机层次结构、计算机执行指令和程序运行的基本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二章 计算机发展及应用（2学时）

一、教学内容：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计算机的应用特点

（一）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二）计算机的应用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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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及应用展望

二、教学基本要求：了解计算机发展、熟悉计算机在多个领域应用特点

重点：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计算机的应用及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三章 系统总线（4学时）

一、教学内容：总线的分类、总线性能指标、总线结构与控制

（一）总线的基本概念

（二）总线的分类

（三）总线特性及性能指标

（四）总线结构

（五）总线控制

二、教学基本要求：掌握总线基本概念、熟悉总线基本结构和性能指标

重点：总线基本结构和性能指标、总线控制。

难点：总线判优控制、总线通讯控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四章 存储系统（8学时）

一、教学内容：存贮器系统，RAM，ROM，CACHE，主存储器与 CPU 的连接。

（一）存储器概述

（二）半导体读写存储器

（三）半导体只读存储器

（四）主存储器与 CPU 的连接

（五）存储器的校验与访存速度

（六）高速缓冲存储器

（七）辅助存储器

二、教学要求：了解存储电路工作原理，掌握存贮器与 CPU 的连接、CACHE—主存地址映射。

重点：掌握存储器是如何分类的，熟悉存储器的工作原理、半导体存储器的逻辑设计方法。

难点：主存储器与 CPU 的连接、CACHE—主存地址映射。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五章 输入输出系统（6 学时）

一、教学内容：I/O 系统组成及与主机的联系、控制方式、程序查询方式、中断方式、DMA 方

式。

（一）I/O 系统的组成

（二）I/O 系统与主机的联系及信息控制方式

（三）程序查询方式

（四）程序中断方式

（五）DMA 方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各种数据传送方式的原理和过程。

重点：了解 I/O 系统各种控制方式并掌握工作原理。熟悉程序中断方式、DMA 方式。

难点：程序中断方式、DMA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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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六章 运算方法和运算器（10学时）

一、教学内容：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数的表示方法、定点四则运算、浮点运算、算术逻辑

单元。

（一）数据在机器中的表示方法

（二）定点加法、减法运算

（三）定点乘法、除法运算

（四）定点运算器的组成和结构

（五）浮点四则运算

（六）浮点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

（七）算术逻辑运算单元

二、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定点加法、减法、乘除法和浮点运算，熟悉算术逻辑运算单元。

重点：定点加减运算方法，快速乘除运算方法，浮点运算方法与过程，算术逻辑单元

难点：乘法、除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七章 指令系统（6学时）

一、教学内容：指令结构、操作类型与操作数、寻址方式、RISC 技术。

（一）指令系统的发展与性能要求

（二）指令格式

（三）操作和操作数类型

（四）指令和数据的寻址方式

（五）指令格式设计的基本问题

（六）RISC 技术

二、教学基本要求：了解指令的分类，掌握指令的格式和寻址方式。

重点：掌握机器指令的格式，存储形式，主要的寻址技术及设计指令系统的基本要求。

难点：寻址方式、RISC 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八章 CPU的结构和功能（8学时）

一、教学内容：CPU 的基本组成、结构和功能、指令周期及指令流水原理、中断系统与技术。

（一）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和组成

（二）控制单元和中断系统

（三）指令周期

（四）指令流水原理

（五）影响指令流水的因素及多发技术

（六）中断系统及相关逻辑线路

（七）中断屏蔽技术

二、教学基本要求：了解 CPU 组成和功能，掌握指令流水原理、中断系统及屏蔽技术。

重点：掌握中央处理器的结构和功能、指令流水原理、中断判优逻辑及相关技术。

难点：指令流水、中断判优及屏蔽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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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控制单元的功能（6学时）

一、教学内容：微操作命令的分析、控制单元功能、多级时序系统及控制方式。

（一）微操作命令的分析

（二）取指、间指、执行、中断基本周期及各自特点

（三）控制单元功能及外特性

（四）多级时序系统及控制方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微操作命令的分析、取指、间指、执行、中断周期及各自特点

重点：了解微操作命令的分析方法、掌握多级时序系统控制方式。

难点：多级时序系统控制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第十章 控制单元设计（6学时）

一、教学内容：微操作节拍安排、组合逻辑设计步骤、微程序设计原理、微指令格式与编码

方式。

（一）组合逻辑设计微操作节拍

（二）组合逻辑设计步骤

（三）微程序设计基本原理及控制单元

（四）微指令格式与编码方式

（五）静态微程序设计、动态微程序设计

二、教学基本要求：微操作节拍安排、微程序设计原理、微指令编码。

重点：熟悉微操作节拍安排方法，设计控制单元。了解微程序设计原理、微指令编码。

难点：微操作节拍安排。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第 1 章计算机系统概论 4 4 2
2 第 2章计算机发展及应用 2 2
3 第 3 章 系统总线 4 2 6 2
4 第 4 章 存储系统 8 2 10 4
5 第 5 章 输入输出系统 6 6 2
6 第 6 章 运算方法和运算器 10 2 12 4
7 第 7 章 指令系统 6 6 2
8 第 8 章 CPU 的结构和功能 8 8 4
9 第 9 章 控制单元的功能 6 2 8 2
10 第 10章 控制单元设计 6 4 10 2

合 计 60 12 7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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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唐朔飞．《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二）教学参考书

[1] 白宗英．《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3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

[2] 莫正坤．《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2 版)．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又具实践性，同时还具有知识面广，内容多，难度

大，更新快等特点，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注重认真完成实验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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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Data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执笔者：董谦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0，其中：实验（实训）8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 网络互连技术

二、课程简述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计算机通信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及解决

这些问题的关键技术，包括概述、数据信号的传输、差错控制、数据交换、数据通信网

络体系结构、数据通信网、计算机网络技术等。课程的重点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关

键技术的介绍。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对数据通信获得较完整的概念，并掌握数

据通信的基本理论，为以后学习相关网络课程打下必备的基础，为从事数据通信和计算

机网络工作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

杂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3：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

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

机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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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识

别、表达、分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指标点 2-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

性进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力：能够针

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

方案，选取合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

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

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 3-2：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

行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4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基于科学原理和网络工

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

学研究，包括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

工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

指标点 4-3：能够根据技术方案完

成网络模型、网络有关算法的验

证。

5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网络工程实

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

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工具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

预测与模拟，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 概述 毕业要求 1-3、2-3
第 2章 数据信号的传输 毕业要求 3-2、4-3
第 3章 差错控制 毕业要求 3-2、4-3
第 4章 数据交换 毕业要求 3-2、4-3
第 5章 数据通信网络体系结构 毕业要求 3-2、4-3
第 6章 数据通信网 毕业要求 3-2、4-3
第 7章 计算机网络技术 毕业要求 3-2、4-3

实验教学

PAM调制与抽样定理实验 毕业要求 4-3、5-2
线路编译码实验 毕业要求 4-3、5-2
ASK/FSK调制解调实验 毕业要求 4-3、5-2
汉明码编译码及纠错性能实验 毕业要求 4-3、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全面介绍相关专业知识，并介绍最新前沿进展，从而将专业基础知识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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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和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课程目标 2：注重工程实际，结合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可行的处理方法，

从而使学生能分析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3：紧密结合现实，相关理论和经验使学生能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

析与论证，并在方案设计时注重工程中的经济、环境、安全、健康等制约因素，得出可接受

的指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掌握课程所学知识的情况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独立出题，结合实验成绩，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

主。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综合评分采用百分制，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作业成绩（含实验）占

30%（其中考勤、作业和实验占 5%、10%和 15%）。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概述

（一）数据通信基本概念；

（二）数据通信系统的构成；

（三）数据通信传输信道；

（四）数据传输方式；

重点：数据通信基本概念、数据通信系统的构成及主要性能指标

难点：数据通信系统构成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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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通信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

（六）多路复用技术；

（七）数据通信网概述。

第 2章 数据信号的传输

（一）数据信号及特性描述；

（二）数据信号的基带传输；

（三）数据信号的频带传输；

（四）数据信号的数字传输。

第 3章 差错控制

（一）差错控制的基本概念及原理；

（二）简单的差错控制编码；

（三）汉明码及线性分组码；

（四）循环码；

（五）卷积码；

（六）交织技术；

（七）简单差错控制协议。

第 4章 数据交换

重点：数据信号及特性描述、数据信号的基带传输

难点：数据信号的频带传输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差错控制的基本概念及原理、汉明码及线性分组码、循环码、简单差错控制协议

难点：卷积码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电路交换方式、报文交换方式、分组交换方式

难点：分组交换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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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电路交换方式；

（三）报文交换方式；

（四）分组交换方式；

（五）帧中继；

（六）ATM 交换；

（七）数据交换方式的比较及数据交换技术的发展。

第 5章 数据通信网络体系结构

（一）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第 6章 数据通信网

（一）分组交换网；

（二）帧中继网；

（三）数字数据网；

（四）ATM 网；

（五）MPLS 网；

（六）下一代网络。

第 7章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一）宽带 IP 城域网。

重点：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难点：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分组交换网、帧中继网、数字数据网

难点：ATM 网、MPLS 网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宽带 IP 城域网

难点：宽带 IP 城域网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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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概述 4 4 2
2 数据信号的传输 8 6 14 2
3 差错控制 4 2 6 2
4 数据交换 4 4 2
5 数据通信网络体系结构 2 2
6 数据通信网 8 8 2
7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2

合计 32 8 40 1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毛京丽，董跃武 编著. 《数据通信原理》（第 4版）.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二）教学参考书

[1] 樊昌信, 曹丽娜 编著. 《通信原理》（第 7 版）.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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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Principles of Computer Networks

执 笔 者：崔如春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64 ，其中：实验（实训） 10 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 Web 编程与设计、云计算概论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网络的组成与工作原理，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的现状及发展趋

势、互联网的组成及基本体系结构，互联网的五层架构（包括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

运输层、应用层）模型及每一层的主要技术规范与应用协议，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简要知识、

互联网上的音频视频服务简要原理以及无线网络与移动网络的基本概念。本课程为网络工程

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计算机学科的核心课程之一。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

本原理、基本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基本方法，使学生掌握现代互联网的有关理论知识及技术。

培养学生针对互联网类技术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与基本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为以后相关课

程的进一步学习和应用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出

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了解

指标点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

知识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机

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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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过

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网络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2-4. 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学

的角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加

以改进。

3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

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适

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的过

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3-2：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4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基于科学原理

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对网络

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流程设定、

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程管理等，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4-3. 能够根据技术方案完成网

络模型、网络有关算法的验证。

5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网

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5-2.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工具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预测

与模拟，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计算机网络概述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第二章 物理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第三章 数据链路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第四章 网络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4-3
第五章 运输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4-3

第六章 应用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第七章 网络安全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2-4
第八章 因特网上的音频/视频服务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第九章 无线网络和移动网络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实验教学

建网的基本技能 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二层交换机基本配置 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三层交换机基本配置 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路由器基本配置 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地址转换 NAT 毕业要求指标点 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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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 5个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对互联网发展趋势的讲授，让学生了解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前沿发展

现状和趋势；

课程目标 2：通过计算机网络五个层次的讲授，让学生掌握互联网的专业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3：通过对 CSMA/CD、路由算法等的学习与分析，能够从数学方法的角度对解

决方案进行分析，并加以改进；

课程目标 4：通过对可靠传输、流量控制等方法的学习与理解，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课程目标 5：通过对相关网络环境的搭建实验与学习，做到能够初步运用相关的技术工

具对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4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3、4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4、5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检验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相关基础知识、基本工作原理的掌握情况

目标二：运用相关知识综合理解、分析互联网方案可行性的能力。

目标三：综合运用相关知识改进、设计互联网应用中基本需求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应用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

部内容。

（三）成绩评定

采用 100 分制，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平时考勤与作业、实验成绩，其中考勤占 5%、

作业占 10%、实验占 15%、期末考试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计算机网络概述

重点：分层次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服务与协议和服务访问等。

难点：分层次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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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以及在当前的应用

二、互联网概述

1、网络的网络

2、互联网基础结构发展的三个阶段

3、互联网的标准化工作

三、互联网组成

1、互联网的边缘部分

2、互联网的核心部分

四、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1、计算机网络的定义

2、几种不同类别的网络

五、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1、计算机网络的性能指标

2、计算机网络的非性能特征

六、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1、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形成

2、协议与划分层次

3、具有五层协议的体系结构

4、实体、协议、服务和服务访问点

5、TCP/IP 的体系结构

第二章 物理层

重点：有关的术语、接口特性、传输媒体、信道容量、数字传输与模拟传输、常用的物

理层标准。

难点：常用的物理层标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实验

一、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二、数据通信基础知识

1、数据通信系统的模型

2、有关信道的几个基本概念

3、信道的极限容量

三、物理层下的传输媒体

1、导引型传输媒体

2、非导引型传输媒体

四、信道复用技术

1、频分复用、时分复用、和统计时分复用

2、波分复用

3、码分复用

五、数字传输系统

六、宽带接入技术

1、ADSL 技术

2、光纤同轴混合网

3、FTTx 技术



90

第三章 数据链路层

重点：数据链路层的三个基本问题，PPP 协议停的特点，CSMA/CD 协议的特点，MAC 帧 的

格式

难点：数据链路层以太网的扩展，虚拟局域网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实验

一、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数据链路和帧

2、三个基问题

二、点对点协议

1、PPP 协议的特点

2、PPP 协议的帧格式

3、PPP 协议的工作状态

三、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局域网的数据链路层

2、CSMA/CD 协议

3、使用集线器的星形拓扑

4、以太网的信道利用率

5、以太网的 MAC 层

四、扩展的以太网

1、在物理层扩展以太网

2、在数据链路层扩展以太网

3、虚拟局域网

五、高速以太网

1、100BASE-T 以太网

2、吉比特以太网

3、10 吉比特以太网和更快的以太网

4、使用以太网进行 宽带接入

第四章 网络层

重点：网际协议 IP、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路由选择协议。

难点：RIP 路由信息协议、OSPF 协议等路由选择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实验

一、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二、网际协议 IP
1、虚拟互连网络

2、分类的 IP 地址

3、IP 地址与硬件地址

4、地址解析协议 ARP
5、IP 数据报的格式

6、IP 层转发分组的流程

三、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1、划分子网

2、使用子网时分组的转发

3、无分类编址 CIDR



91

四、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ICMP
1、ICMP 报文的种类

2、ICMP 的应用举例

五、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1、路由选择协议的几个基本概念

2、内部网关协议 RIP
3、内部网关协议 OSPF
4、外部网关协议 BGP
5、路由器的构成

六、IPV6
1、IPV6 的基本首部

2、IPV6 的地址

3、从 IPV4 到 IPV6 的过渡

4、ICMPV6
七、IP多播

1、IP 多播的基本概念

2、在局域网是进行硬件多播

八、虚拟专用网 VPN 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1、虚拟专用网 VPN
2、网络地址转换 NAT

第五章 运输层

重点：运输层的作用，TCP、UDP 协议及其工作原理与应用。

难点：TCP 的流量控制、TCP 的拥塞控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实验

一、运输层协议概述

1、进程之间的通信

2、运输层的两个主要协议

3、运输层的端口

二、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1、UDP 概述

2、UDP 的首部格式

三、传输控制协议 TCP 概述

1、TCP 的最主要特点

2、TCP 的连接

四、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1、停止等待协议

2、连续 ARQ 协议

五、TCP 报文段的首部格式

六、TCP 可靠传输的实现

1、以字节为单位的滑动窗口

2、赵时重传时间的选择

3、选择确认 SACK
七、TCP 的流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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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滑动窗口实现流量控制

2、TCP 的传输效率

八、TCP 的拥塞控制

1、拥塞控制的一般原理

2、TCP 的拥塞控制方法

3、主动队列管理 AQM
九、TCP 的运输连接管理

1、TCP 的连接建立

2、TCP 的连接释放

3、TCP 的有限状态机

第六章 应用层

重点：应用层的功能作用、应用层的典型应用协议。

难点：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实验

一、域名系统

1、域名系统概述

2、互联网的域名结构

3、域名服务器

二、文件传送协议

1、FTP 概述

2、FTP 的基本工作原理

3、简单文件传送协议 TFTP
三、远程终端协议 TELNET
四、万维网 WWW

1、万维网概述

2、统一资源定位符 URL
3、超文本传送协议 HTTP
4、万维网的文档

5、万维网的信息检索系统

6、博客和微博

7、社交网站

五、电子邮件

1、电子邮件概述

2、简单邮件传送协议 SMTP
3、电子邮件的信息格式

4、邮件读取协议 POP3 和 IMAP
5、基于万维网的电子邮件

6、通用互联网邮件扩充 MIME
六、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七、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1、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

2、管理信息结构 SMI
3、管理信息库 MIB



93

4、SNMP 的协议数据单元和报文

八、应用进程跨越网络的通信

1、系统调用和应用编程接口

2、几种常用的系统调用

九、P2P 应用

第七章 网络安全

重点：本章为介绍性讲述，主要内容为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与基本方法。

难点： 网络管理协议 SNMP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

一、网络安全问题概述

1、计算机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

2、安全的计算机网络

3、数据加密模型

二、两类密码体制

1、对称密钥密码体制

2、公钥密码体制

三、数这签名

四、鉴别

1、报文鉴别

2、实体鉴别

五、密钥分配

1、对称密钥的分配

2、公钥的分配

六、互联网使用的安全协议

1、网络层安全协议

2、运输层安全协议

3、应用层安全协议

七、系统安全：防火墙与入侵检测

1、防火墙

2、入侵检测系统

第八章 互联网上的音频/视频服务

重点：本章为介绍性讲述，主要是介绍音频、视频等网络应用业务。

难点：实时流式协议 RTSP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

一、概述

二、流式存储音频/视频

1、具有元文件的万维网服务器

2、媒体服务器

3、实时流式协议 RTSP
三、交互式音频/视频

1、IP 电话概述

2、IP 电话所需要的几种应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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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无线网络和移动网络

重点：本章为介绍性讲述，主要介绍典型无线接入与无线组网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工作原

理。

难点： 802.11 局域网的 MAC 层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

一、无线局域网 WLAN
1、无线局域网的组成

2、802.11 局域网的物理层

3、802.11 局域网的 MAC 层协议

二、无线个人区域网 WPAN
三、无线城域网 WMAN
四、蜂窝移动通信网

1、蜂窝无线通信技术简介

2、移动 IP
3、GSM 中的切换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 教 学 环 节 学 时 分 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第一章计算机网络概述 4 4
2 第二章 物理层 6 6 4
3 第三章 数据链路层 8 2 10 4
4 第四章 网络层 12 2 14 5
5 第五章 运输层 8 2 10 4
6 第六章 应用层 8 4 12 3
7 第七章 网络安全 4 4

8
第八章 因特网上的音频/视频

服务
2 2

9 第九章 无线网络和移动网络 2 2
合 计 54 64 2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谢希仁编著．《计算机网络》（第 7 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二）主要参考资料

[1] James F.Kurose Keith W.Ross.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原书第 6版）.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2] 樊昌信,曹丽娜. 通信原理（第 6 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7%AE%B2%FD%D0%C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2%DC%C0%F6%C4%C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22355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9%FA%B7%C0%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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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说明

（一)作业

根据课程学习的需要，安排适当的课外作业题。作业题主要是为了巩固所学的基础知

识，熟悉掌握基本概念。题量不多但以综合应用的内容为主。

（二）实验

本课程实验设置是为验证部分基本的网络协议、规范等知识，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同时也涉及对网络配置、管理等一些基的实践技能。具体内容参见实验教学大纲。

（三）考试

考试主要以基本概念为主，重点考试学生对原理、概念、规则、协议的理解掌握情况。

考试内容为：基本概念题 60%；综合应用题 30%；具有一定难度的题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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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连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Internet working Technology

执 笔 者：周 灵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2.5

学时数 总学时 40，其中：实验（实训）12 学时；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数据通信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交换原理与技术

后续课程 网络管理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随着计算机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型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路由技术在网络技术中已

逐渐成为关键部分，路由器也随之成为最重要的网络设备。用户的需求推动着路由技术的发

展和路由器的普及，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在本地网络上共享信息，而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全

球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网络资源。本课程主要研究网络互连路由原理、技术及其应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

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

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

趋势。

指标点 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

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机行业的前

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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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基于科学原

理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

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

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

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3. 能够根据技术方案完成网络

模型、网络有关算法的验证。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网

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

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

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工具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网络互连的基本概念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2 章 IP 编址和路由技术 1-3、4-3、5-2

第 3 章路由器 ROS 基础 1-3、4-3、5-2
第 4 章路由器基本配置 1-3、4-3、5-2
第 5 章 IP 路由基础 1-3、4-3、5-2

第 6 章 RIP 路由协议原理与配置 1-3、4-3、5-2

第 7 章 OSPF 路由协议原理与配置 1-3、4-3、5-2

第 8 章 EIGRP 路由协议原理与配置 1-3、4-3、5-2
第 9 章访问列表 1-3、4-3、5-2

实验教学

路由器基本配置实验 1-3、4-3、5-2
路由器仿真实验 1-3、4-3、5-2
RIP 协议实验 1-3、4-3、5-2
OSPF 协议实验 1-3、4-3、5-2

EIGRP 协议实验 1-3、4-3、5-2
访问控制列表实验 1-3、4-3、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1：重点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实现方法；融合网络互连系统的研究

方法和知识体系。

课程目标 2：对网络系统进行理论分析的模型法；网络与交换路由的关系是全局与局部

的关系，交换机路由器是网络的核心设备。

课程目标 3：结合一些实际应用系统，加深对原理和实现方法的理解。

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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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交换科学基础知识应用和工程构建能力。

目标三：具有交换系统设计、分析与研究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实验成

绩占 10%、平时成绩占 20%（平时成绩为：考勤与作业综合等各一半）。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章”为单位说明本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教学基本要求、教学安排、重点、难点，

以及为达成教学目标或核心能力培养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等。

第一章网络互连的基本概念

重点：网络互连的原理。

难点：路由器体系结构。

1）网络互连的原理；

2）路由器组成、体系结构；

3）有关术语、类型、功能和路由器的发展。

第二章 IP 编址和路由技术

重点：IP 编址、路由协议、内部和外部网关协议。

难点：静态路由、动态路由和有关路由技术。

1）IP 编址、网络互连原理；

2）路由技术与协议；

3）内部和外部网关协议；

4）静态路由、动态路由和有关路由协议。

第三章路由器 ROS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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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ROS。
难点：软件系统组成。

1）路由器的物理构成；

2）路由器操作系统基本概貌。

第四章路由器基本配置

重点：特权用户层系统配置命令的操作。

难点：全局配置层命令的操作。

1）路由器的操作命令；

2）普通用户层；

3）特权用户层；

4）全局配置层。

第五章 IP 路由基础

重点：动态路由。

难点：路由配置。

1）静态路由；

2）动态路由。

第六章 RIP 路由协议原理与配置

重点：RIP 路由原理。

难点：RIP 包交换过程。

1）RIP 路由协议在网络互连中的作用；

2）RIP 原理及其配置。

第七章 OSPF 路由协议原理与配置

重点：OSPF 路由原理。

难点：OSPF 包交换过程。

1) OSPF路由协议在网络互连中的作用；

2）OSPF 原理;
3）OSPF 配置。

第八章 EIGRP 路由协议原理与配置

重点：EIGRP 路由原理。

难点：EIGRP 包交换过程。

1）EIGRP 路由协议在网络互连中的作用；

2）EIGRP 原理

3) EIGRP 配置。

第九章 访问列表

重点：在接口上应用访问列表。

难点：访问列表的核验。

1) 访问列表;
2) 标准的和扩展的 IP访问列表;
3) 接口上应用的访问列表;
4) 命令访问列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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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网络互连的基本概念 2 2
2 IP 编址和路由技术 4 4
3 路由器的 ROS 基础 2 2 4
4 路由器基本配置 2 2 4
5 IP路由基础 2 2
6 RIP 路由协议 4 2 6
7 OSPF 路由协议 4 2 6
8 EIGRP 路由协议 4 2 6
9 访问控制列表 4 2 6

合计 28 12 4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姜大庆 等，《网络互联及路由器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 月.

[2]张保通，《网络互连技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年 8 月.

[3] 黎连业等，《路由器及其应用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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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Principles of Database System

执 笔 者：顾艳春 任朝晖 周燕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5

学时数 总学时 56 ，其中：实验（实训） 10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离散数学、程序设计语言 C/C++、数据结构

后续课程 软件工程

二、课程简述

《数据库系统原理》是网络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专业课程，主要讨论数据库系统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有关的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系统结构、关系数据库模型、SQL 语言、数据安全性、数据

完整性、关系规范化理论、数据库设计、数据库编程、数据库维护、查询优化、数据库

恢复技术、并发控制等理论。

其教学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

本方法以及有关的应用。

通过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数据库的基本理论、概念和数据库

设计的理论知识以及设计数据库的方法和步骤，并能掌握数据库设计方法使用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使学生了解数据库技术发展的最新技术以及主要的发展方向，为学生熟悉 DBMS，设

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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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

够将所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

中的工程问题，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与能力，有良好的适应发

展能力。

指标点 1-3：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

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行业的前沿发展

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2：能够针对网络工程问题选择

正确、可用的数学模型。

3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4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4：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角

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加以改进。

5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

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

合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

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 3-2：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

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6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力： 能

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

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

和信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工具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并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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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下：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3、2-2

第 2 章 关系数据库 毕业要求 2-2、2-3

第 3 章 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 毕业要求 1-3、2-2、2-3、5-2
第 4 章 数据库安全性 毕业要求 1-3、2-4
第 5 章 数据库完整性 毕业要求 1-3、2-3
第 6 章 关系数据理论 毕业要求 2-2、2-4、3-2
第 7 章 数据库设计 毕业要求 1-3、2-2、2-4、3-2、5-2
第 8 章 数据库编程 毕业要求 2-4、3-2、5-2
第 9 章 关系查询处理与查询优化 毕业要求 2-4、5-2
第 10 章 数据库恢复技术 毕业要求 1-3、2-2
第 11 章 并发处理 毕业要求 1-3、2-2

实验教学

SQL数据定义 毕业要求 1-3、2-3、5-2
SQL数据查询 毕业要求 1-3、2-3、5-2
连接、嵌套和集合查询 毕业要求 1-3、2-3、5-2
SQL的数据更新和视图操作 毕业要求 1-3、2-3、5-2
触发器和存储过程 毕业要求 1-3、2-3、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介绍数据库相关理论和概论，数据库系统设计和应用，数据库恢复和并发技术，数

据库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等内容，从而培养学生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并了解计算机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的要求。

通过介绍数据模型的概念和知识，应用数据模型设计合适的数据模式，从而培养学生能

够针对网络工程问题选择正确、可用的数学模型，并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并求解，

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2-2 和 2-3 的要求。

通过讲述数据库应用系统构建过程，其中涵盖需求分析和可行性论证内容，从而培养学

生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的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的要

求。

通过利用 ER 图对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表达的内容，从而培养了学生能够基于网络工程

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对相关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仿

真，并了解其局限性等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5-2 的要求。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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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学生系统掌握数据库基本理论、概念和数据库设计理论知识以及设计数据库方法和

步骤的能力，并能掌握数据库设计方法使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实验+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实验占 15%，作业 10%，考勤 5%），期末考核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1.1 数据库系统概述

重点了解数据、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

了解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阶段、数据库系统的特点

1.2 数据模型

重点掌握数据模型的组成要素、概念模型、关系模型

掌握数据模型概念

了解层次模型、网状模型

1.3 数据库系统结构

重点掌握数据库系统的三级模式结构和二级映象

了解数据库系统模式的概念

1.4 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了解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1.5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了解数据管理技术的发展阶段，数据描述的术语，数据模型的概念，数据库

的体系结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及组成，数据库系统的组成及全局结构。

第二章 关系数据库

2.1 关系模型概述

了解关系模型的组成

2.2 关系数据结构及形式化定义

了解关系、关系模式的形式化定义及关系数据库概念

重点：实体之间的联系、数据模型。

难点：数据库系统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课外学习

重点：关系模型及其运算理论。

难点：相关概念的形式化定义和专门的关系运算中的除运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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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系的完整性

掌握关系模型中三类完整性约束：实体完整性、参照完整性、用户定义的完整性

2.4 关系代数

了解关系代数基本概念，掌握关系代数运算

2.5 关系演算（课外自学） 了解元组关系演算和域关系演算

2.6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了解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深刻理解关系模型的运算理论

第三章 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

3.1 SQL 概述

了解 SQL 的特点、SQL 语言的基本概念

3.2 学生-课程数据库 了解本章示例中用到的实例数据库

3.3 数据定义

重点掌握定义、删除与修改基本表

了解建立与删除索引

3.4 数据查询

重点掌握单表查询（选择表中若干列、若干元组、查询结果排序、聚集函数、分组）、连

接查询（等值与非等值连接查询、自身连接、外连接、复合条件连接）

掌握嵌套查询（带 IN 谓词的子查询、带比较运算符的子查询、带 ANY 和 ALL 谓词的子查

询、查询结果作为查询的条件或查询目标集）

了解集合查询

3.5 数据更新

重点掌握定义插入数据（插入单个元组）、修改数据（修改某个元组的值、修改多个元组

的值）、删除数据（删除某个元组的值、删除多个元组的值）

3.6 视图

重点掌握定义视图、删除视图、查询视图、更新视图

了解可更新视图和视图的作用

3.7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SQL 语言是关系数据库的标准语言，是本课程的一个重点。本章总的要求是：

全面掌握，深刻理解，熟练应用。

第四章 数据库安全性

重点：SQL 语言、查询结果作为查询的条件或查询目标集。

难点：查询结果作为查询的条件或查询目标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实验+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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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计算机安全性概论 了解数据库安全标准

4.2 数据库安全性控制

重点掌握授权、回收权限，角色控制

了解用户标识与鉴别、存取控制、自主存取控制、强制存取控制

4.3 视图机制

4.4 审计（Audit）

4.5 数据加密

4.6 统计数据库安全性

4.7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掌握数据库安全性控制的方法。

第五章 数据库完整性

5.1 实体完整性

5.2 参照完整性

5.3 用户定义的完整性

5.4 完整性约束命名子句

5.5 域中的完整性控制

5.6 触发器

5.7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重点掌握实体完整性、参照完整性（外码能否接受空值问题、在被参照关系

中删除元组的问题、在参照关系中插入元组的问题、修改关系中主码的问题）、触发器；了解

完整性规则的组成和分类、完整性的控制方法

第六章 关系数据理论

6.1 问题的提出

6.2 规范化

重点：数据库安全性控制的方法。

难点：数据库安全性控制的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实体完整性、参照完整性、触发器。

难点：参照完整性、触发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函数依赖、范式。

难点：数据依赖的公理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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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数据依赖的公理系统

*6.4 模式的分解（课外自学）

6.5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本章理论性较强，学习者应从概念着手，搞清概念之间的联系和作用，重点

掌握函数依赖的概念、码的定义、第一范式（1NF）、第二范式（2NF）、第三范式（3NF）；了

解关系数据库规范化理论及其在数据库设计中的作用。

第七章 数据库设计

7.1 数据库设计概述

了解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关系、数据库设计的特点、数据库设计方法

重点掌握数据库设计基本步骤

7.2 需求分析

掌握需求分析任务、需求分析方法、数据字典

7.3 概念结构设计

概念结构

概念结构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数据抽象和局部视图设计

视图的集成

7.4 逻辑结构设计

重点掌握 E-R 图向关系模型的转化

了解数据模型的优化、设计用户子模式

7.5 数据库的物理设计

掌握物理设计的内容和方法

重点掌握关系模式存取方法选择、确定数据库的存储结构

了解评价物理结构

7.6 数据库实施和维护

了解数据的载入和应用程序的调试、数据库的试运行、数据库的运行和维护

7.7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详细了解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的全过程。重点是概念设计中 ER 模型设计方法，

逻辑设计中 ER 模型向关系模型的转换方法。

第八章 数据库编程

重点：概念设计中 ER 模型设计方法、逻辑设计中 ER 模型向关系模型的转换方法。

难点：概念结构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实验+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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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嵌入式 SQL

重点掌握嵌入式 SQL 的一般形式及其与主语言之间的通信

基本掌握使用游标的 SQL 语句、不用游标的 SQL 语句

了解动态 SQL

8.2 存储过程

重点掌握存储过程的编写及其作用

8.3 ODBC 编程 了解 ODBC 基本原理

基本要求：重点掌握嵌入式 SQL 的一般形式及其与主语言之间的通信、存储过程的编写

及其作用，了解 ODBC 基本原理

第九章 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

9.1 关系数据库系统的查询处理

9.2 关系数据库系统的查询优化

9.3 代数优化

9.4 物理优化

9.5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第十章 数据库恢复技术

10.1 事务的基本概念

10.2 数据库恢复概述

10.3 故障的种类

10.4 恢复的实现技术

10.5 恢复策略

10.6 具有检查点的恢复技术

10.7 数据库镜像

10.8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重点掌握事务的四个特性、故障的种类、恢复的实现技术（数据转储、登录

重点：嵌入式 SQL 的一般形式及其与主语言之间的通信、存储过程。

难点：存储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作业+实验+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优化的方法。

难点：关系代数等价变换规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重点：事务、具有检查点的恢复技术。

难点：恢复的实现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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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恢复策略；掌握具有检查点的恢复技术；了解数据库镜像技术

第十一章 并发控制

11.1 并发控制概述

11.2 封锁

11.3 活锁和死锁

11.4 并发调度的可串行性

11.5 两段锁协议

11.6 封锁的粒度

11.7 小结 本章内容综述

基本要求：重点掌握并发操作带来的三类数据不一致性（丢失修改、不可重复读、读脏

数据）、解决三类数据不一致性的三级封锁协议；掌握活锁和死锁的概念、死锁的预防、死锁

的诊断与解除；了解并发调度的可串行性、两段锁协议、封锁的粒度

重点：并发操作带来的三类数据不一致性及解决三类数据不一致性的三级封锁协议。

难点：死锁。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课外学习。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1 绪论 4 4 2

2 关系数据库 3 3 5

3
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
9 8 17 5

4 数据库安全性 2 2 2

5 数据库完整性 2 2 2

6 关系数据理论 4 4 2

7 数据库设计 8 8 2

8 数据库编程 6 2 8 4

9
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

优化
4 4 2

10 数据库恢复技术 2 2 1

11 并发控制 2 2 1

合 计 46 10 56 2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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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 萨师煊主编.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David M.Kroenke, David J. Auch 著.姜玲玲, 冯飞译. 《数据库原理》.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8 月.

[2]李春葆, 曾平 主编.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

[3] Abraham Silberschatz, henry F.Korth 等著, 杨冬青, 马秀莲等译. 《数

据库系统概念》(第 5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学习前，学生需要先学习完先修课程，并且学生必须至少掌握（或随课程

教学自学）一种 DBMS 的使用（如：SQL Server）,以便完成上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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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Switching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执 笔 者：周灵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2.5

学时数 总学时 40，其中：实验（实训）8 学时；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数据通信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网络互连技术、网络管理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现代通信的主要方式是网络通信。现代通信网从本质上讲是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

合的产物。通信网包含两大工程：传输与交换。交换体制主要分为电路交换（CS）和分组交

换（PS）两大类，各有优缺点和最适合的应用场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遍应

用，采用电路交换方式的传统的交换机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能交换话音、数据和图象等多种业

务的的通信网组网设备。分组交换是计算机网络核心技术之一，在数据通信领域占有重要地

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换技术又出现了融合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特点的新体制，如

ATM 交换、MPLS 交换等。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

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

指标点 3-2. 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

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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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

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2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基于科学原

理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

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

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

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1. 能够对计算机工程相关的各

类问题进行研究和实验验证。

3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基于科学原

理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论，

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包括

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工

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4. 能够对验证结果进行分析和

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

结论。

4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网

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

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

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工具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概述 毕业要求 3-2、4-1、4-4、5-2

第 2 章交换理论基础 3-2、4-1、4-4、5-2

第 3 章电路交换网络与数字交换原理 3-2、4-1、4-4、5-2
第 4 章电路交换控制 3-2、4-1、4-4、5-2
第 5 章分组交换 3-2、4-1、4-4、5-2

第 6 章非连接型快速分组交换 3-2、4-1、4-4、5-2

第 7 章局域网交换技术 3-2、4-1、4-4、5-2

实验教学

程控交换原理控制单元实验 3-2、4-1、4-4、5-2
用户线接口电路变换实验 3-2、4-1、4-4、5-2

程控交换原理系统综合实验 3-2、4-1、4-4、5-2
空分交换网络实验 3-2、4-1、4-4、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1：重点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实现方法；融合通信和计算机两大学

科不甚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

课程目标 2：对交换系统进行理论分析的模型法；网络与交换的关系是全局与局部的关

系，交换机是网络的核心设备。

课程目标 3：结合一些实际应用系统，加深对原理和实现方法的理解。



113

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4-1、4-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交换科学基础知识应用和工程构建能力。

目标三：具有交换系统设计、分析与研究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实验成

绩占 10%、平时成绩占 20%（平时成绩为：考勤与作业综合等各一半）。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章”为单位说明本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教学基本要求、教学安排、重点、难点，

以及为达成教学目标或核心能力培养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等。

第一章 概述

重点：交换式通信网的优点，交换技术的分类与应用，交换机的组成和性能指标。

难点：电路交换与分组交换的具体应用，交换机的组成和各部分的功能。

1）了解交换机在通信网中的地位和作用。

2）了解交换技术发展概况。

3）了解交换机的组成和各部分的功能。

4）了解交换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第二章 交换理论基础

重点：生灭过程在交换理论中的应用，呼损与利用率，等待制交换系统的基本理论。

难点：占用概率分布，呼损、服务质量和服务设备容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1）熟练掌握几种典型的概率分布、生灭过程理论及其应用。

2）掌握通信业务量、服务质量和话务负荷能力的概念、定义、计算。

3）掌握明显损失制交换系统的基本理论，服务器利用度的概念、占用概率分布、呼损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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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等待制交换系统的基本理论。

第三章电路交换网络与数字交换原理

重点：网络结构与阻塞率，T 交换器和 S交换器，TST 网络。

难点：最佳网络结构形式，时分交换原理，多级网络接续原理。

1）熟练掌握电路交换网络结构与阻塞率近似计算。

2）熟练掌握数字交换器和数字交换网络的接续原理。

3）掌握多级数字交换网络的结构、性能。

第四章电路交换控制

重点：电信网结构和路由规划，交换机接口，信令设计，多机控制系统结构，分级调度

输入处理和数据结构。

难点：电信网结构的演进，多机控制系统，数据结构。

1）掌握电信网的组织结构。

2）掌握信令系统的设计原理和 No.7 信令系统的应用。

3）掌握存储程序控制原理以及常用的典型技术与方法。

4）掌握交换机软件的分类及功能。

5）掌握呼叫处理原理与过程。

第五章分组交换

重点：数据报和虚电路方式的分组交换原理，路由选择方法，特别是自适应路由选择策

略。。

难点：存储转发，寻址与路由问题。

1）掌握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和协议体系结构。

2）掌握异步时分复用和分组交换原理。

3）掌握分组交换网的路由选择方法。

4）了解分组交换性能分析的基本方法。

第六章非连接型快速分组交换

重点：IP 协议，路由协议，高性能路由器的基本结构。

难点：大容量高速路由器技术。

1）掌握互联网的概念及 IP 协议。

2）掌握互联网的路由协议。

3）掌握高性能路由器的关键技术。

第七章局域网交换技术

重点：总线式和交换式以太网的工作原理、以太网的交换机制和交换结构。

难点：IEEE 802.3 的媒质接入控制协议和以太网交换技术。

1）掌握以太网工作原理及 IEEE 802.3 协议。

2）掌握以太网交换技术。

3）掌握 VLAN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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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概述 2 2
2 交换理论基础 8 8

3
电路交换网络与数字

交换原理
6 4

10

4 电路交换控制 4 4 8
5 分组交换 6 6

6
非连接型快速分组交

换
4

4

7 局域网交换技术 2 2
合计 32 8 4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刘增基 鲍民权 邱智亮 编著，《交换原理与技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9.

[2]樊昌信,曹丽娜. 《通信原理》（第 6 版）.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3] 谢希仁编著．《计算机网络》，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总体难度较高，需要学生课前预习。课时所限，某些章节知识点可能不能够完全

展开，根据科学理论和技术发展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7%AE%B2%FD%D0%C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2%DC%C0%F6%C4%C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22355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9%FA%B7%C0%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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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 Interface Technology

执 笔 者：余智豪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6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原

理、操作系统原理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外设的种类和形式多种多样，使得 CPU 由过去的对

外设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发展到利用接口来实现 CPU 与外设之间的信息交换。可见计算机接

口技术在计算机系统设计与应用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计算机接口技术》课程

既包括硬件知识，又包括软件知识，内容比较深奥难懂，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计算机接口技术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能理解和运用接口

技术的理论知识，能够依据实际需求，初步规划企业计算机应用方案，增强计算机软硬件系

统的开发能力。最终使学生具备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应用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

指标点 3-1. 能够对网络工程专业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分析，设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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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

合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

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2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基于科学

原理和网络工程应用构建的基本理

论，对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包括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论证、

工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1. 能够对计算机工程相关的各

类问题进行研究和实验验证。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

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 了解网络工程学科发展现

状，能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

使用现代工程技术、方法和工具。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计算机接口技术基础 指标点 3-1
第二章 计算机总线 指标点 3-1
第三章 计算机并行输入输出接口 指标点 3-1、指标点 5-1
第四章 计算机串行接口 指标点 3-1、指标点 5-1
第五章 计算机定时/计数技术 指标点 3-1、指标点 5-1
第六章 计算机中断技术 指标点 3-1
第七章 DMA 控制器 指标点 3-1
第八章 A/D 和 D/A接口 指标点 3-1

实验教学

实验一 计算机并行接口实验 指标点 4-1
实验二 计算机串行接口实验 指标点 4-1
实验三 计算机定时/计数器实验 指标点 4-1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 掌握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掌握常见接口技术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常用网络安全工具的使用技能。

课程目标 3：熟悉计算机接口技术方案设计和验证的方法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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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计算机接口技术》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开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是从系统角度出发，简明扼要地讲授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工作原理，并突出应用，通过实例使

学生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掌握接口技术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网络工

程专业的学生对接口技术有比较深入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接口编程基础知识。

（二）考核方式

为了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比较深入地掌握与接口技术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本课程采用笔试的方式来进行考核，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和闭卷成绩结合的方式，总评得分按百分制计算，其中平时成

绩占总分的 15%；考勤占总分的 5%；实验成绩占总分的 10%；期末笔试（闭卷）成绩占总

分的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计算机接口技术基础

重点：接口的编址与译码、接口的设计与分析。

难点：CPU 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教学内容

介绍有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使学生对计算机网络安全有一个基本

的、总体的认识和了解。

(一) 计算机安全基本概念

(二) 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三) 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法规及网络安全评价标准

二、教学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接口的定义，了解接口的功能和分类、接口中传输信息及其组成；掌

握接口的编址与译码、CPU 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并了解接口技术的现状及发展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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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线

重点：系统总线、外部总线

难点：系统总线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教学内容

介绍计算机总线的定义、标准和分类等知识，并逐一介绍各种系统总线和外部总线的知识。

常见的系统总线和外部总线如下。

(一) 系统总线：ISA总线、EISA 总线、VESA 总线、PCI 总线、PCI-X 总线、PCI Express 总线。

(二) 外部总线：IEEE488 总线、RS-232C 总线、SCSI 总线、USB 总线。

二、教学基本要求

着重介绍总线的知识，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总线的分类、总线的操作过程、总线通信方式；

了解 ISA 总线、EISA 总线、PCI 总线、PCI-X 总线、PCI Express 总线等系统总线的主要特点；掌握 IEEE
488 总线、RS-232C 总线、SCSI 总线、IEEE 1394 总线、USB 总线等外部总线的性能特点等知识。

第三章 并行输入/输出接口

重点：8255A 的控制字、8255A 初始化编程

难点：8255A 的工作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配有实验。

一、基本内容

介绍并行接口的基本概念，使学生认识并行接口的重要性，然后着重介绍 8255 的内部接口结

构、8255 的引脚及功能、8255 的编程等知识。

（一）并行接口的基本概念

（二）8255A 的基本特性

（三）8255A 的内部结构

（四）8255A 的引脚与功能

（五）8255A 的控制字

（六）8255A 初始化编程

（七）8255A 的工作方式

二、基本要求

主要介绍并行接口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并行接口的基本概念，理解 8255A 的

基本特性和内部结构，了解 8255A 的引脚与功能，并掌握 8255A 的控制字、8255A 初始化编程和

8255A 的工作方式等知识。

第四章 串行接口

重点：8251A 的控制字、8251A 初始化编程

难点：8251A 应用实例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配有实验。

一、基本内容

介绍串行通信的基本概念，重点介绍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 8251 的基本特性、内部结构、引脚

及功能、编程方法，为下一步的从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开发打好基础。

（一）串行接口的基本概念

（二）8251A 的基本特性

（三）8251A 的内部结构

（四）8251A 的引脚与功能

（五）8251A 的控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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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8251A 初始化编程

（七）8251A 应用实例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串行接口的基本概念，理解 8251A 的基本特性、8251A 的内部结构、

8251A 的引脚与功能，并掌握 8251A 的控制字、8251A 初始化编程和 8251A 应用实例等知识。

第五章 定时/计数技术

重点：8253 的方式控制字、8253 程序设计

难点：8253 应用实例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配有实验。

一、基本内容

介绍定时/计数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 8253 的主要

特性、内部结构、引脚及功能和编程方法。

（一）定时/计数的基本概念

（二）8253 的主要特性

（三）8253 的内部结构

（四）8253 的引脚与功能

（五）8253 的方式控制字

（六）8253 程序设计

（七）8253 应用实例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定时/计数的基本概念，理解 8253 的主要特性、8253 的内部结构、8253
的引脚与功能，并掌握 8253 的方式控制字、8253 程序设计和 8253 应用实例等知识。

第六章 中断技术

重点：可编程控制器 8259A、8259A 程序设计

难点：8259A 程序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介绍中断、中断请求与中断屏蔽、中断服务的基本概念，并着重介绍 8086/8088 的中断系统、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8259 的主要特性、内部结构和编程方法。

（一）中断的基本概念

（二）8086、8088 中断系统

（三）可编程控制器 8259A
（四）8259A 程序设计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中断的基本概念、8086 和 8088 中断系统，理解可编程控制器 8259A
和 8259A 程序设计等知识。

第七章 DMA 控制器

重点：可编程 DMA 控制器 8237A
难点：8237A 程序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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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内容

介绍 DMA 控制器的基本概念、DMA 控制器组成与功能，并着重介绍 8237 的主要特性、内部

结构和编程方法。

（一）DMA 的基本概念

（二）可编程 DMA 控制器 8237A
（三）8237A 程序设计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 DMA 的基本概念、可编程 DMA 控制器 8237A 和 8237A 程序设计的知

识。

第八章 A/D 和 D/A接口

重点：A/D 转换器接口、D/A转换及接口。

难点：D/A转换及接口。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简要介绍 A/D 和 D/A 转换的基本概念，常见的传感器，D/A 转换及其接口和 A/D 转换器接口

等知识。

（一）A/D 和 D/A的基本概念

（二）D/A转换及接口

（三）A/D 转换器接口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 A/D 和 D/A的基本概念、D/A转换及接口、A/D 转换器接口的知识。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接口技术基础 2 2 2
2 总线 2 2 2
3 并行接口 4 2 6 4
4 串行接口 4 2 6 4
5 定时/计数技术 4 2 6 4
6 中断技术 4 4 2
7 DMA 控制器 2 2 2
8 A/D 和 D/A接口 2 2 2
9 总复习 2 2

合计 26 6 32 2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任向民. 微机接口技术实用教程(ISBN：9787302255970).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9 第 2 版

（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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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松. 计算机接口技术(ISBN：978730228212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5 第1

版

[2]高福祥. 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ISBN：9787302260196).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9 第1版

[3]张西学.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教程(ISBN：9787115284501).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2.9 第1版

八、其他说明

任课老师可以根据本课程教学的实际需求和相关专业技术的发展情况，对教学内

容、习题或作业等进行适当的调整。

本课程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课前预习。课时所限，某些章节知识点不予完全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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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课程教学大纲

Java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执 笔 者：张德丰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

学时数 总学时 40 ，其中：实验（实训）8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 C/C++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本课程包括如下内容：Java 语言概述、Java 语言基础、Java 输入/输出、程序流程控

制结构和方法、数组、Java 类和对象、类的继承和接口、Java 包和异常、面向对象设计的

基本原则及设计模式初步、图形处理、图形用户界面、多线程等。

Java 编程语言是个简单、面向对象、分布式、解释性、健壮、安全与系统无关、可移

植、高性能、多线程和动态的语言。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通过课堂理论讲授和上机实践编程，

培养学生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理念、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为后续课程打下坚

实的基础。对计算机学科学生进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训练，有助于提高信息素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指标点 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

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机行业的前

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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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力： 能基于科

学原理和计算机学科构建的基本理

论，对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

究，包括流程设定、数据分析、结果

论证、工程管理等，并通过信息综合

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3. 能够根据技术方案完成网络

模型、网络有关算法的验证。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

计算机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工具对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

拟，并了解其局限性。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Java 语言概述（略） 毕业要求 1-3
第 2 章 Java 语言基础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3章 Java输入/输出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4 章 程序流程控制结构和方法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5 章 数组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6 章 Java 类和对象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7 章 类的继承和接口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8 章 Java 包和异常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9章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设

计模式初步
毕业要求 1-3，5-2

第 10 章 图形处理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11 章 图形用户界面 毕业要求 1-3，4-3，5-2
第 12 章 多线程 毕业要求 1-3，4-3，5-2

实验教学

标准输入输出方法及键盘输入 毕业要求 4-3，5-2
Java图形及多线程 毕业要求 4-3，5-2
对象的创建、使用及抽象类和接口 毕业要求 4-3，5-2
数据库及网络通信 毕业要求 4-3，5-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理解和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课程目标 2：掌握并具备基于 Jvav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工程实践能力；

课程目标 3：具有灵活应用相关技术和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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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掌握 Java程序流程控制结构和方法；理解类的继承和接口应用,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

本原则及设计模式；掌握 Java 包和异常编程技巧、用计算机解题的基本算法；能够用 Java
语言描述算法及编写小型应用程序。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20%（其中作业占 10%，考勤占 10%），实验成绩占：: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Java语言概述（略去）

第二章 Java语言基础（2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标识符、关键字和分隔符；

二、数据类型；

三、运算符与表达式；

四、字符串。

2. 具体要求

一、深刻理解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和条件运算符；

二、熟练掌握运算符的优先级、创建 String 对象和创建 StringBuffer 对象。

第三章 Java输入/输出（2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标准输入/输出方法；

二、命令行参数输入法的应用；

三、流式交互输入/输出的应用；

重点：运算符与表达式的应用。

难点：运算符的优先级。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文件数据的读/写；流式交互输入/输出的应用。

难点：命令行参数输入法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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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件数据的读/写；

五、JOptionPane对话框输入法。

2. 具体要求

一、熟悉 Scanner键盘输入类；主要掌握 read方法的使用；

二、掌握 Java I/O基本模型应用；JOptionPane对话框输入法；

三、熟练使用命令行参数输入法的应用。

第四章 程序流程控制结构和方法（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语句和程序流程控制结构；

二、选择结构；

三、循环结构；

四、算法设计。

2. 具体要求

一、掌握多选择结构 switch 语句，三种循环语句；

二、熟练掌握语句和程序流程控制结构；

三、熟练掌握循环嵌套和 continue、break 语句。

第五章 数组（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数组的基本概念；

二、一维数组；

三、二维数组；

四、案例实现。

2. 具体要求

一、熟练掌握数组内存申请，数组的初始化；

二、掌握二维数组的声明与创建，二维数组元素的初始化。

第六章 Java类和对象（4学时）

重点：复杂程序解决方案和方法。

难点：迭代算法；穷举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foreach 语句与数组，数组内存申请，数组的初始化。

难点：二维数组的引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类和对象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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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内容

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二、类的描述；

三、对象的创建与使用；

四、构造方法；

五、static变量与 static方法；

六、成员方法。

2. 具体要求

一、熟练掌握对象的创建与使用；

二、熟练掌握 static 变量与 static 方法。

第七章 类的继承和接口（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类的继承；

二、成员变量的隐藏和成员方法的重构；

三、抽象类；接口。

2. 具体要求

一、熟练掌握父类的构造方法定义和引用；

二、掌握接口的多态性；

三、掌握父类的构造方法。

第八章 Java包和异常（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包；

二、异常处理；

三、案例实现。

2. 具体要求

难点：方法调用与参数传递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关于父类的构造方法。

难点：类与类之间的数据类型转。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异常处理机制；GUI 应用程序的异常处理。

难点：自定义异常类。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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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的包外引用，使用 jar命令打包与引用；

二、熟练掌握异常处理机制；

三、熟练掌握自定义异常类，GUI应用程序的异常处理。

第九章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设计模式初步（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UML类图；

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则；

三、面向对象的设计模式；

四、案例实现。

2. 具体要求

一、深刻理解单一职责原则和最少知识原则。

二、熟练掌握开放-封闭原则，子类型能够替换基类型原则，合成/聚合复用原则。

第十章 图形处理（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Java坐标系；

二、图形的颜色控制；

三、Graphics类的基本图形；

四、文字输出；

五、绘图模式控制；

六、案例实现。

2. 具体要求

一、深刻理解 Graphics类的基本图形。

二、熟练掌握绘图模式控制，文字输出。

第十一章 图形用户界面（4学时）

1. 讲授内容

重点：策略模式，中介者模式，模板方法模式。

难点：面向对象的设计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图形的颜色控制，绘图模式控制。

难点：文字输出，Graphics 类的基本图形。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重点：图形的颜色控制，绘图模式控制。

难点：文字输出，Graphics 类的基本图形。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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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ava坐标系；

二、图形的颜色控制；

三、Graphics类的基本图形；

四、文字输出；

五、绘图模式控制；

六、案例实现。

2. 具体要求

一、理解图形用户界面组，常用容器类的应用，事件处理的实现方式；

二、理解多事件处理，JApplet的使用 Java事件类方法列表；

三、能熟练应用布局管理器。

第十二章 多线程（4学时）

1. 讲授内容

一、多线程概述；

二、创建和运行线程；

三、线程间的数据共享；

四、多线程的同步控制；

五、案例实现。

2. 具体要求

一、理解创建和运行线程，线程间的数据共享；

二、能熟练使用多线程的同步控制。

重点：利用 Thread 类创建线程，用 Runnable 接口创建线程。

难点：synchronized 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 讨论法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2 Java语言基础 2 2 6
3 Java输入/输出 2 2
4 程序流程控制结构和方法 4 4 6
5 数组 4 4
6 Java类和对象 4 4 6
7 类的继承和接口 4 4
8 Java包和异常 4 2 6 4
9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

则及设计模式初步
4 2 6



130

10 图形处理 4 2 6 4
11 图形用户界面 4 2 6 5
12 多线程 4 4

合计 40 8 48 31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列出采用的教材及相应的主要参考书目，并按如下罗列：[序号]作者（多个作者以逗

号隔开）．书名．出版社所在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月。

（一）教材

[1] 杨晓燕，李选平.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 3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唐大仕．《Java 程序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月，（修订本）。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D1%A1%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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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Technologies

执笔者：马 莉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6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操作系统原理、程序设计语言 C/C++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主要目的是通过计算机

网络安全技术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计算机网络安全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掌握计算

机网络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的网络安全基本概念，理解和掌握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本原理和

技术，理解设计和维护安全的网络及其应用系统的基本方法。同时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计算

机学科中其他专业知识打下基础。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计算机系统与网络安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能理解和运

用网络安全防御的技能，能够依据实际需求，初步规划企业基本安全方案，增强计算机系统

与网络的安全防范能力。最终使学生具备从事网络安全管理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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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支

撑的毕业

要求如

下：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

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

合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

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指标点 3-3：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网

络结构和网络应用系统，并能够体现创

新意识。

2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

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了解网络工程学科发展现

状，能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

使用现代工程技术、方法和工具。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计算机网络安全概述 毕业要求 5-1、6-3

第二章 计算机网络安全协议基础 毕业要求 6-3

第三章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安全基础 毕业要求 6-3
第四章 计算机网络攻击与侵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五章 计算机网络病毒及反病毒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六章 计算机网络站点的安全 毕业要求 5-1、6-3
第七章 数据加密技术基础 毕业要求 5-1、6-3
第八章 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九章 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 毕业要求 3-3、5-1

实验教学

实验一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全配置实验 毕业要求 5-1
实验二 数据加密技术实验 毕业要求 5-1
实验三 网络中数据完整性检测实验 毕业要求 3-3
实验四 网络安全性检测实验 毕业要求 5-1



13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 掌握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掌握常见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常用网络安全工具的使用技

能。

课程目标 3：熟悉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和验证的方法和过程。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将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目标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

求，考试命题会覆盖各章节，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主要是考核学

生对网络安全技术的基本概念，安全技术基本原理，使学生具备从事网络安全管理所需要的

基础知识和能力以及网络安全体系的整体框架。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闭卷方式考核。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闭卷成绩结合的方式，其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勤占 5%，平时作业占 15%），实验成绩 20%，笔试成绩占 6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网络安全概述

重点：网络安全体系结构；网络安全的法规及评价标准；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及相关术语。

难点：网络安全机制、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一、教学内容

介绍有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使学生对计算机网络安全有一个基本

的、总体的认识和了解。

(一) 计算机安全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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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三) 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法规及网络安全评价标准

二、教学基本要求

要求了解计算机系统安全的基本知识；了解有关计算机安全的一些法律问题和网络安全评价

标准；理解计算机网络安全的概念、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第二章 计算机网络安全协议基础

重点：各种网络安全协议

难点：各种网络安全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一、教学内容

简单介绍网络安全有关的协议，包括：IP协议，TCP 协议，UDP 协议，ICMP 协议等。

介绍常见的网络服务和网络命令。

(一) TCP/IP 协议族

(二) IP 协议

(三) TCP 协议

(四) UDP 协议

(五) ICMP 协议

(六) 常见网络服务

(七) 常用网络命令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有关网络安全的相关协议，了解常见的网络服务和常用网络命令。

第三章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安全基础

重点：Windows 2000 Server 的安全配置

难点：Windows 2000 Server 的安全漏洞及对策。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学生操作讲解

一、基本内容

介绍网络操作系统安全问题，使学生认识操作系统安全性问题的重要性，然后简介各种网络

操作系统的安全漏洞及对策。

(一) 网络操作系统安全概述

(二) WindowsXP 系统的安全

(三) UNIX/Linux系统的安全

二、基本要求

了解操作系统在网络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 WindowsXP 及 UNIX/Linux 系统的安全问题；

掌握 WindowsXP 的安全配置，熟悉 WindowsXP 的安全漏洞及对策；

第四章 计算机网络攻击与侵入技术

重点：各种网络攻击与侵入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难点：各种网络攻击与侵入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一、基本内容

介绍几种网络攻击与侵入技术，重点介绍端口扫描及网络监听的相关技术，学习几种常见类

型的网络攻击技术，为下一步的网络安全防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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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端口扫描

(二) 网络监听

(三) IP 欺骗

(四) 拒绝服务攻击

(五) 特洛伊木马

(六) E-mail 炸弹

(七) 缓冲区溢出

二、基本要求

了解常见的网络攻击手段及网络入侵的过程，了解各种网络攻击与侵入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方

法。

第五章 计算机网络病毒及反病毒技术

重点：计算机病毒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清除技术

难点：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清除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一、基本内容

介绍计算机病毒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及工作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学习有关计算机病毒的检

测技术和清除方法。

(一) 计算机病毒概述

(二) 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清除

二、基本要求

了解计算机病毒的基本特征及几种常见类型的计算机病毒的工作原理，理解计算机病毒的检

测手段与方法，掌握计算机病毒的清除技术。

第六章 计算机网络站点的安全

重点：Web站点的安全策略和安全管理体制

难点：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一、基本内容

介绍计算机网络站点的有关安全问题，及 Web 站点的安全策略和安全管理方法，简介网络站

点口令安全问题。

(一) 因特网面临的安全问题

(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和安全管理

(三) 网络站点口令安全

二、基本要求

了解计算机网络站点的有关安全问题及意义，了解网络站点口令安全问题，掌握 Web站点的

安全策略和安全管理方法。

第七章 数据加密技术基础

重点：数据加密的基本方法、对称密码体制：DES算法、非对称密码体制：RSA 算法

难点：多重 DES 加密、散列函数，MD5 算法，数字签名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一、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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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数据保护和数据加密的基本概念及意义，在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之后介绍几种在 Internet
中常见的数据加密技术，使学生掌握数据加密和数据保护的有关知识。

(一) 数据加密技术概述

(二) 对称密码体制

(三) 非对称密码体制

(四) 数字签名技术

二、基本要求

理解数据加密技术的基本概念；理解对称密码体制和非对称密码体制的基本思想；掌握 DES
算法和 RSA 算法；掌握用数字签名技术来保护数据完整性的基本方法。

第八章 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

重点：网络防火墙的基本概念及体系结构，入侵检测技术。

难点：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一、基本内容

介绍网络防火墙的基本概念，分类，网络防火墙基本原理及体系结构， 网络防火墙的技术指

标及管理，网络入侵检测技术及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等。

(一) 防火墙的基本概念及体系结构

(二) 防火墙的分类及主要技术

(三) 防火墙的指标与选择

(四) 防火墙的管理与使用

(五) 入侵检测技术

(六) Snort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二、基本要求

理解网络防火墙的基本概念及体系结构；了解网络防火墙的管理及使用方法，掌握入侵检测

技术，能理解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掌握一种入侵检测工具。

第九章 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

重点：网络安全框架，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

难点：网络信息安全方案的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教学

一、基本内容

介绍网络信息安全方案的概念，网络安全框架，通过网络信息安全案例分析，介绍网络信息

安全方案设计的基本方法。

(一) 网络信息安全方案概述

(二) 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

二、基本要求

了解网络信息安全方案的基本概念，理解网络安全框架，掌握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的基本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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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计算机网络安全概述 2 2 2

二
计算机网络安全协议基

础
2 2 0

三
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安

全基础
2 2 0

四
计算机网络攻击与侵入

技术
4 2 6 4

五
计算机网络病毒及反病

毒技术
4 4 2

六 计算机网络站点的安全 2 2 2
七 数据加密技术基础 4 2 6 4
八 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 4 2 6 4
九 网络信息安全方案设计 2 2 2

合计 26 6 32 2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石志国，薛为民，尹浩．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2] 马利，姚永雷．计算机网络安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3] 汪双顶，陆沁．计算机网络安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年 8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课前预习。课时所限，某些章节知识点不予完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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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 Network Management

执 笔 者：周 灵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2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6 学时；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网络互连技术、交换原理与技术

后续课程 专业实践实训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本课程主要讲解网络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相关的基础理论和技术；从 ISO 系统管理模型

出发，讲解 SNMP 网络管理模型的体系结构、管理信息模型和通信协议, 并对新型网络管理

模型进行了介绍；讲解 Internet 网络管理 5 大功能领域；然后介绍远程网络监视、典型网络

管理系统、网络管理开发、网络管理实用技术等关键技术。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3-设计 / 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能够针对网络工程应用的特定需

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案，选取合

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设计或开发

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

指标点 3-3.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网

络结构和网络应用系统，并能够体现创

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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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2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网

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

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

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 了解网络工程学科发展现

状，能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

使用现代工程技术、方法和工具。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网络管理概论 毕业要求 3-3、5-1

第 2 章抽象语法表示 3-3、5-1

第 3 章管理信息结构 3-3、5-1
第 4 章管理信息库 3-3、5-1
第 5 章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3-3、5-1

第 6 章远程网络监视 3-3、5-1

第 7 章典型网络管理系统 3-3、5-1

第 8 章 Windows 网络管理开发 3-3、5-1
第 9 章网络管理实用技术 3-3、5-1

实验教学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实验 3-3、5-1
网络管理实用技术实验 3-3、5-1
网络管理系统实验 3-3、5-1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1：重点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实现方法、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

课程目标 2：对网络管理进行理论分析的模型法；网络管理核心设备。

课程目标 3：结合一些实际应用系统，加深对原理和实现方法的理解。

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网络管理科学基础知识应用和工程构建能力。

目标三：具有网络管理系统设计、分析与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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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实验成

绩占 10%、平时成绩占 20%（平时成绩为：考勤与作业综合等各一半）。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章”为单位说明本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教学基本要求、教学安排、重点、难点，

以及为达成教学目标或核心能力培养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等。

第一章网络管理概论

重点：网络管理模型

难点：理解网络管理系统的运作方式，理解网络管理模型中基本元素的定义、

角色和职能

1) 网络管理的概念；

2) 网络管理的体系结构；

3) 网络管理的功能。

第二章抽象语法表示

重点：ASN、BER、宏定义和宏实例

难点：BER

1) 网络数据表示

2) ASN.1 语法

3) ASN.1 基本编码规则

4) 宏定义

第三章管理信息结构

重点：管理信息结构、MIB 结构

难点：表对象

1) SNMP 基本概念

2) MIB 结构

3) SNMP 管理信息结构（标量对象和表对象）

第四章管理信息库

重点：管理信息库

难点：MIB 浏览器以及 Manager 和 Agent 的通信

1) 管理信息库

2) MIB 浏览器

第五章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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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SNMPv1、v2、v3

难点：SNMP 协议分析的相关材料综合

1) SNMPv1、v2、v3

2) SNMP 协议分析的相关材料综合讲解及应用

第六章远程网络监视

重点：RMON 管理信息库

难点：RMON 的应用

1) RMON 的基本概念

2) RMON 管理信息库

3) RMON2 管理信息库

4) RMON2 的应用

5) 补充网络监视/探测工具分析（续第 4 章补充）

6) 综合材料及应用。

第七章典型网络管理系统

重点：StarView

难点：网络管理系统的实现原理

1) 网络管理系统简介

2) StarView

第八章 Windows 网络管理开发

重点：网络管理系统开发实现原理

难点： MIB 软件系统开发

1) Windows 的 SNMP 协议安装、配置

2) 网络管理编程开发

第九章网络管理实用技术

重点：网络管理故障分析

难点：网络管理故障分析

1) 网络管理故障分析、命令、实用工具

2) 复习及总结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网络管理概论 2 2
2 抽象语法表示 4 4
3 管理信息结构 2 2
4 管理信息库 4 4
5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4 4
6 远程网络监视 4 4
7 典型网络管理系统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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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管理开发 2 2
9 网络管理实用技术 2 4 6

合计 26 6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云红艳．《计算机网络管理（第二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2。

[2] 尚晓航 郭正昊．《网络管理基础实用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01，第 1

版。

[3] 郭军．《网络管理》．I S B N：9787563505135.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0．04，

第 2 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大纲尚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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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网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Access Network Technology

执 笔 者：余智豪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6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网络原理、网络互连技术、

交换原理与应用、计算机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接入网是现代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用户设备连接到核心网的网络，使用户可

以使用核心网提供的各种业务。在新一代的通信网络体系结构中，接入网技术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重要的技术分支，与其核心网技术并架齐驱，共同构成现代电信网络。然而《接入网技

术》课程是一门交叉学科，既包括计算机网络专业知识，又包括通信专业技术知识，比较深

奥难懂，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接入网技术的主要理论

知识和应用实例，为今后从事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

力： 能够针对计算机接入网技术应

用的特定需求，设计适当的流程、方

指标点 3-3：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计

算机应用系统，并能够体现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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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选取合适的技术予以实现，并在

设计或开发的过程中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2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

计算机软硬件应用实践中开发、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

性。

指标点 5-1：了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状，能够在网络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

并使用现代工程技术、方法和工具。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计算机应用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

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指标点 6-3：能正确认识计算机领域的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接入网技术基础 毕业要求 5-1、6-3
第二章 接入网的体系结构 毕业要求 6-3
第三章 接入网的接口 毕业要求 6-3
第四章 电话铜线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五章 电缆调制解调器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六章 以太网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七章 光纤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八章 无线局域网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九章 无线城域网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第十章 无线广域网接入技术 毕业要求 5-1、6-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 掌握接入网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掌握常见接入网技术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常用网络安全工具的使用技能。

课程目标 3：熟悉计算机接入网技术方案设计和验证的方法和过程。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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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接入网技术》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开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

从系统角度出发，讲授接入网技术的体系结构、接入网的各种接口及工作原理，并逐一介绍

电话铜线接入技术、电缆调制解调器接入技术、以太网接入技术、光纤接入技术、无线局域

网技术技术、无线城域网技术技术、无线广域网技术技术等知识，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比较

深入的掌握接入网技术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网络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接

入网技术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并掌握接入网技术的理论知识和典型的应用案例。

（二）考核方式

为了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比较深入地掌握与接入网技术相关的专业技术知

识，本课程采用笔试来进行考核，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总评得分按百分制计算，其中考试成绩占 70%，作业成绩占 20%，实验成绩占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接入网技术基础

重点：接入网的定义、功能结构、分类

难点：宽带接入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教学内容

介绍有关接入网技术的基本概念、功能结构、分类等基本知识，使学生对接入网技术有一个

基本的、总体的认识和了解。

（一）接入网的基本概念

（二）宽带接入技术

（三）接入网技术的分类

二、教学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接入网的定义、发展简史、分层模型和功能结构，了解宽带接入网的概念

和发展趋势；掌握宽带接入网技术概况、接入网的分类，理解电话铜线接入网、光纤接入网、混

合接入网、无线接入网的概念。

第二章 接入网的体系结构

重点：ITU G.902 标准、拓扑结构、接入网的管理、IP 接入网参考模型

难点：IP 接入网参考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教学内容

介绍电信接入网的体系结构的定义、标准和分类等知识，并介绍接入网的拓扑结构、定界、

管理等知识。

（一）电信接入网总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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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P接入网总体标准

二、教学基本要求

着重介绍接入网两个重要的总体标准，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电信接入网总体标准的定义和

拓扑结构；了解电信接入网总体标准的定界和管理；掌握 IP 接入网总体标准的定义和参考模型，

并了解 IP 接入网总体标准的接入协议模型、用户驻地网等知识。

第三章 接入网的接口

重点：用户网络接口、电信管理接口

难点：V5 接口、VB5 接口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配有实验。

一、基本内容

介绍接入网的各种接口的知识，包括业务节点接口、用户网络接口、电信管理接口、V5 接口、

VB5 接口等接口的结构和特性等基础知识。

（一）业务节点接口

（二）用户网络接口

（三）电信管理接口

（四）V5 接口

（五）VB5 接口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接入网各种接口的基本概念，理解业务节点接口、用户网络接口、电

信管理网接口、V5 接口和 VB5 接口的基本特性、工作原理、协议结构等知识。

第四章 电话铜线接入技术

重点：HDSL 接入技术、ADSL 接入技术、VDSL 接入技术

难点：VDSL 接入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配有实验。

一、基本内容

介绍电话铜线用户线路网的基本概念，并分别介绍各种电话铜线接入技术的基本特性、工作

原理及通信协议，为下一步的从事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开发打好基础。

（一）电话铜线用户线路网

（二）铜线对增容技术

（三）普通 Modem 接入技术

（四）ISDN 拔号接入技术

（五）HDSL 接入技术

（六）ADSL接入技术

（七）VDSL 接入技术

（八）第二代 xDSL接入技术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电话铜线接入的基本概念，理解普通 Modem 接入技术、ISDN 拔号接

入技术、HDSL 接入技术、ADSL 接入技术、VDSL 接入技术和第二代 xDSL 接入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关

键技术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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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缆调制解调器接入技术

重点：Cable Modem 系统工作原理、基于 DOCSIS 的 Cable Modem
难点：DOCSIS 的层次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配有实验。

一、基本内容

介绍有线电视网络的演进过程、HFC 网络的结构、协议，Cable Modem 系统的工作原理、网络

结构、协议和应用等知识。

（一）HFC 技术概述

（二）Cable Modem 系统工作原理

（三）基于 DOCSIS 的 Cable Modem
（四）Cable Modem 的应用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 HFC 技术和 Cable Modem 的基本概念，理解 Cable Modem 系统的工作

原理、基于 DOCSIS 的 Cable Modem 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层次结构，并了解 Cable Modem 的应用知

识。

第六章 以太网接入技术

重点：PPPoE 技术、802.1x 技术、IEEE 802.3ah 以太接入网

难点：IEEE 802.3ah 以太接入网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介绍以太网接入技术的基本概念及优点，并着重介绍 PPPoE技术、802.1x 技术、IEEE 802.3ah
以太接入网的主要特性、工作原理、认证技术和优缺点等知识。

（一）以太网接入技术概述

（二）以太网接入的主要技术

（三）IEEE 802.3ah 以太接入网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 VLAN 技术、PPPoE 技术、802.1x 技术，掌握 IEEE 802.3ah 的铜线以太

接入和 IEEE 802.3ah 的接入网等知识。

第七章 光纤接入技术

重点：无源光网络、APON 接入技术、EPON 接入技术

难点：GPON 接入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介绍光纤接入网的基本概念和结构，并分别介绍无源光网络、APON 接入技术、EPON 接入技

术和 GPON 接入技术的主要特性、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和应用等知识。

（一）光纤接入网基础

（二）无源光网络

（三）APON 接入技术

（四）EPON 技术

（五）GPON 技术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光纤接入网的基本概念、分类和拓扑结构，理解无源光网络、APON、
EPON、GPON 的基本概念、系统结构、工作原理和应用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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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线局域网接入技术

重点：无线局域网的体系结构、CSMA/CA 协议、无线局域网安全技术

难点：CSMA/CA 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简要介绍无线局域网的基本概念、特点、发展、分类，并介绍无线局域网的体系结构、CSMA/CA
协议、无线局域网的物理层、安全技术等知识。

（一）无线局域网概述

（二）无线局域网的体系结构

（三）CSMA/CA 协议

（四）无线局域网的物理层

（五）无线局域网安全技术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无线局域网接入的基本概念，掌握无线局域网接入的系统结构、

CSMA/CA 协议、无线局域网接入的物理层、无线局域网接入安全技术等知识。

第九章 无线城域网接入技术

重点：IEEE 802.16 标准、IEEE 802.16 物理层

难点：IEEE 802.16MAC 层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简要介绍无线城域网的基本概念、WiMAX 论坛、IEEE 802.16 相关标准及演进、系统结构、网

络接口、物理层、MAC 层等知识 。

（一）无线城域网概述

（二）IEEE 802.16 标准

（三）IEEE 802.16 物理层

（四）IEEE 802.16MAC 层

（五）WiMAX 技术与其他技术比较

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无线城域网接入的概念，掌握无线城域网接入的系统结构、IEEE 802.16
标准、无线城域网接入的物理层、无线城域网接入的 MAC 层等知识。

第十章 无线广域网接入技术

重点：无线广域网接入体系、卫星接入技术

难点：陆地无线广域网接入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 PPT 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基本内容

简要介绍无线广域网的基本概念及特点，并分别介绍 GPRS 接入技术、CDMA2000-1x 接入技术、

W-CDMA 接入技术、TD-SCDMA 接入技术、4G 接入技术和卫星接入技术等知识。

（一）无线广域网概述

（二）无线广域网接入体系

（三）陆地无线广域网接入技术

（四）卫星接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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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无线广域网接入的概念，理解 GPRS 接入技术、CDPD 接入技术、

CDMA2000-1x接入技术、W-CDMA接入技术、TD-SCDMA接入技术、4G、卫星接入技术等知识。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接入网技术基础 2 2 2
2 接入网的体系结构 2 2 2
3 接入网的接口 2 2 2
4 电话铜线接入技术 4 2 6 4
5 电缆调制解调器接入技术 2 2 4 2
6 以太网接入技术 2 2 2
7 光纤接入技术 4 4 4
8 无线局域网接入技术 2 2 4 2
9 无线城域网接入技术 2 2 2
10 无线广域网接入技术 2 2 2
11 总复习 2 2

合计 26 6 32 24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余智豪等. 接入网技术（第 2 版）(ISBN：9787302454083).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1 第 2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张中荃. 接入网技术(ISBN：9787115317940).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7 第3版

[2]李元元等. 接入网技术(ISBN：9787302346715).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1 第1

版

[3]毛京丽等. 宽带接入技术(ISBN：9787115297662).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12 第

1 版

八、其他说明

任课老师可以根据本课程教学的实际需求和相关专业技术的发展情况，对教学内

容、习题或作业等进行适当的调整。

本课程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课前预习。课时所限，某些章节知识点不予完全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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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编程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Web Programming and Design

执 笔 者：刘宪国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年 9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限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学时，其中：实验（实训）6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Web编程与设计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Web编程与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算法，培

养学生利用Web编程与设计技术解决本专业和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主要介

绍Web编程与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典型方法、实用技术以及相关应用。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Web编程与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同时，学生

能够了解Web编程与设计的应用领域，为将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

撑的毕业

要求如

下：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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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

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

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

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3. 掌握网络工程重要文献资料

的来源和获取方法。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 概述 毕业要求 1-4、2-3

第 2章 Servlet技术模型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3章 Servlet容器模型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4章 JSP技术模型 毕业要求 1-4、5-3
第 5章 表达式语言 毕业要求 1-4、2-3
第 6章 JDBC数据库访问 毕业要求 1-4、2-3、5-3

实验教学

在线教学网站的开发-注册、登录、

考试页面
毕业要求 12-1、12-2

在线教学网站的开发-上传、下载和

用户会话的管理
毕业要求 12-1、12-2

在线教学网站的开发-学生信息的录

入
毕业要求 12-1、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Web编程与设计理论与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分

析方法和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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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了解Web编程与设计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为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和从

事科研实践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Web编程与设计基础知识应用和工程构建能力。

目标三：具有Web编程的实验设计、分析与研究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平时考勤、实验成绩和作业（占 30%，其中考勤占

5%，实验成绩占 15%，作业占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概述

第 1.1节 Internet与万维网

第 1.2节 Web常用技术

第 1.3节 服务器资源

第 1.4节 Tomcat服务器

第 1.5节 Servlet JSP 入门

重点：Web常用技术、Tomcat服务器、Servlet JSP。
难点：MVC设计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中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过程结合案例

教学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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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节 MVC设计模式

第 2章 Servlet技术模型

第 2.1节 Servlet API

第 2.2节 Servlet生命周期

第 2.3节 分析请求

第 2.4节 发送响应

第 2.5节 Web应用程序及结构

第 2.6节 部署描述文件

第 2.7节 @WebServlet和@WebInitParam 注解

第 2.8节 ServletConfig接口

重点：Servlet的执行过程和生命周期，分析请求，发送响应。

难点：分析请求，发送响应。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并结合编程验证完成；对主要知

识点采用启发式、比较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实验编程验证方式加深理论掌握程度。

第 3章 Servlet容器模型

第 2.1节 ServletContext接口

第 2.2节 会话管理

第 2.3节 Cookie 及其应用

重点：ServletConfig接口，ServletContext接口，HttpSession接口，Cookie。
难点：HttpSession接口，通过 Cookie 支持会话。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

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4章 JSP技术模型

第 4.1节 JSP 语法概述

第 4.2节 JSP 页面生命周期

第 4.3节 理解 page指令属性

第 4.4节 JSP 脚本元素

第 4.5节 JSP 隐含变量

第 4.6节 作用域对象

第 4.7节 JSP 组件包含

第 4.8节 JavaBeans

重点：JSP 语法、JSP 页面生命周期。

难点：作用域对象的区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比较法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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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表达式语言

第 5.1节 理解表达式语言

第 5.2节 使用 EL运算符

第 5.3节 使用 EL访问数据

重点：EL 访问数据。

难点：EL 访问作用域变量、JavaBeans 和集合元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完成；对主要知识点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习题、实验编程验证加深认识。

第 6章 JDBC数据库访问

第 6.1节 JDBC技术概述

第 6.2节 传统的数据库连接方法

第 6.3节 JDBC API介绍

第 6.4节 预处理语句

第 6.5节 连接池与数据源

第 6.6节 DAO设计模式介绍

重点：JDBC API、DAO 设计模式。

难点：JDBC API、DAO 设计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概述 2 2 4

2 Servlet技术模型 6 2 8 6
3 Servlet容器模型 4 2 6 4
4 JSP技术模型 6 2 8 6
5 表达式语言 2 2 4
6 JDBC数据库访问 6 6 4

合计 26 6 32 2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沈泽刚.Java Web编程技术（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2月.

[2] 王斐.Java Web开发基础.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0月.

[3] 王石磊.Java Web开发技术详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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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振增.Java Web开发入门很简单.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总体难度较高，需要学生课前预习。课时所限，某些章节知识点不予完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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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Analysis of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执 笔 者：刘宪国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年 9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限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学时，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限选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算法，

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原理和方法，运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技术解决本专业和

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典型方法、实用技术以及相关应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同时，学生能够了解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的应用领域，

为将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

络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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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

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

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

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网

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3. 掌握网络工程重要文献资

料的来源和获取方法。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4、2-3

第 2章 网络体系结构及通信协议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3章 网络设备与传输介质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4章 网络需求分析与方案设计 毕业要求 1-4、5-3
第 5章 综合布线与运行环境设计 毕业要求 1-4、2-3
第 6章 LAN的组建与 VPN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7章 网络性能分析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8章 网络设计测试与优化 毕业要求 1-4、2-3、5-3
第 9章 网络系统安全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1-4、2-3、5-3、12-1、12-2
第 10章 网络系统工程项目管理 毕业要求 1-4、2-3、5-3、12-1、12-2
第 11章 网络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案范

例
毕业要求 12-1、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理论与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分析方法和典型应用。

课程目标 2：了解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为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和

从事科研实践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158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计算机网络系统分析基础知识应用和工程构建能力。

目标三：具有计算机网络系统案例的设计、分析与研究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平时考勤和作业（占 30%，其中考勤占 15%，作业

占 15%）。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绪论

第 1.1节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过程

第 1.2节 LAN的拓扑结构

第 1.3节交换技术

重点：LAN的拓扑结构、交换技术。

难点：交换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中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过程结合案例

教学方式完成。

第 2章 网络体系结构及通信协议

重点：两种网络参考模型、通信协议、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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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节 两种网络参考模型

第 2.2节 物理层

第 2.3节 数据链路层

第 2.4节 网络层

第 2.5节 传输层

第 2.6节 会话层、表示层与应用层

第 2.7节 通信协议基础

第 2.8节 IP地址基础

难点：通信协议、IP地址。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并结合编程验证完成；对主要知

识点采用启发式、比较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实验编程验证方式加深理论掌握程度。

第 3章 网络设备与传输介质

第 3.1节 网络终端设备

第 3.2节 网卡概述

第 3.3节 传输介质

第 3.4节 网络互联设备

第 3.5节 以太网组网配置

重点：传输介质、以太网组网配置、网络终端设备

难点：以太网组网配置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习题完成；对主要知识点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4章 网络需求分析与方案设计

第 4.1节 网络需求分析

第 4.2节 网络系统方案设计

重点：网络需求分析、网络系统方案设计。

难点：网络系统方案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比较法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

第 5章 综合布线与运行环境设计

第 5.1节 综合布线系统概述

第 5.2节 综合布线系统的组成

重点：综合布线系统的组成、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依据与设计标准。

难点：网络布线的施工、综合布线系统的测试与验收。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完成；对主要知识点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习题、实验编程验证加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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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节 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依据与设计标准

第 5.4节 网络布线的施工

第 5.5节 综合布线系统的测试与验收

第 5.6节 办公大楼的综合布线设计实例

第 6章 LAN的组建与 VPN

第 6.1节 办公室 LAN组建分析

第 6.2节 文件服务器

第 6.3节 LAN扩展

第 6.4节 VPN

重点：文件服务器、LAN扩展、VPN。
难点：VPN。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第 7章 网络性能分析

第 7.1节 网络性能介绍

第 7.2节 网络性能的基本度量方法

第 7.3节 影响网络性能的因素

第 7.4节 优化性能的系统设计

第 7.5节 网络系统的性能分析评价方法

重点：网络性能的基本度量方法、优化性能的系统设计、网络系统的性能分析评价方法。

难点：网络系统的性能分析评价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第 8章 网络设计测试与优化

第 8.1节 测试工具

第 8.2节 网络测试的有关标准

第 8.3节 线缆测试参数

第 8.4节 网络测试方法

重点：测试工具、线缆测试参数、网络测试方法、光缆测试。

难点：网络测试方法、光缆测试。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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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节 光缆测试

第 9章 网络系统安全解决方案

第 9.1节 网络安全风险分析

第 9.2节 网络安全需求

第 9.3节 网络安全实现策略及产品选型原则

第 9.4节 网络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安全方案设计原则

第 9.5节 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第 9.6节 安全管理

重点：网络安全需求、网络安全方案设计原则、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难点：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第 10章 网络系统工程项目管理

第 10.1节 项目管理基础

第 10.2节 网络工程全过程的项目管理

第 10.3节 项目费用管理

第 10.4节 网络系统测试与验收

第 10.5节 LAN故障诊断与排除

第 10.6节 网络管理与安全评估

重点：网络工程全过程的项目管理、项目费用管理、网络系统测试与验收。

难点：LAN故障诊断与排除、网络管理与安全评估。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第 11章 网络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案范例

第 11.1节 网络系统集成工程项目投标书范例

第 11.2节 某单位网络建设方案范例

第 11.3节 办公大楼网络工程系统设计方案范例

重点：网络系统集成工程项目投标书范例、某单位网络建设方案范例、办公大楼网络工程

系统设计方案范例。

难点：网络系统方案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和课后编程与习题完成；对主要

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并通过课后编程验证和习题加深认识，另外要求学生课

外阅读文献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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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绪论 2 2 2

2
网络体系结构及通

信协议
4 4 4

3
网络设备与传输介

质
2 2 4

4
网络需求分析与方

案设计
4 4 2

5
综合布线与运行环

境设计
4 4 2

6 LAN的组建与 VPN 4 4 2

7 网络性能分析 2 2 2

8
网络设计测试与优

化
2 2 2

9
网络系统安全解决

方案
2 2 2

10
网络系统工程项目

管理
2 2 2

11
网络系统分析与设

计方案范例
4 4 2

合计 32 32 2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严承华．网络系统分析与设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6月．

[2] 闫晶晶, 夏元清, 文成林．网络化系统的量化控制策略分析与设计．北京：科学出

版社．2016年 3月．

[3] 关治洪, 黄剑, 丁李．网络控制系统的性能分析与设计．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 3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总体难度较高，需要学生课前预习。课时所限，某些章节知识点不予完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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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师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The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Engineer

执笔者：董谦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计算机系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限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电子技术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计算机网络安全

二、课程简述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如何在局域网和广域网（LAN和WAN）的多协议网络中安装

和配置交换机、路由器和其他类型的网络设备，排除故障并改善网络的性能和安全性，

还提供了关于正确应用网络软件工具和保养、维护硬件设备的相关知识。课程的重点是

解决在社会各领域网络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课程知

识，并具备相应技能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

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网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指标点 1-4：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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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在

网络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3：掌握网络工程重要文献资料

的来源和获取方法。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全面介绍相关专业知识，并介绍最新前沿进展，从而将专业基础知识及其

应用能力和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课程目标 2：注重工程实际，结合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可行的处理方法，

从而使学生能分析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交换机和交换式以太网 毕业要求 1-4、5-3、12-1、12-2

第 2章虚拟局域网 毕业要求 1-4、2-3

第 3章生成树协议 毕业要求 1-4、2-3
第 4章以太网链路聚合 毕业要求 1-4、2-3

第 5章路由器和网络互连 毕业要求 1-4、2-3
第 6章路由协议 毕业要求 1-4、2-3

第 7章组播 毕业要求 1-4、2-3
第 8章网络地址转换 毕业要求 1-4、2-3

第 9章三层交换机和三层交换 毕业要求 1-4、2-3
第 10章 IPv6 毕业要求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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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紧密结合现实，相关理论和经验使学生能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

析与论证，并在方案设计时注重工程中的经济、环境、安全、健康等制约因素，得出可接受

的指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掌握课程所学知识的情况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独立出题，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主。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 出勤考核（10%）+ 平时作业（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交换机和交换式以太网

1.1 以太网概述

1.2 以太网从共享到交换

1.3 交换机转发方式和交换机结构

1.4 以太网标准

第 2章虚拟局域网

2.1 广播域和广播传输方式

重点：以太网概述

难点：交换机转发方式和交换机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VLAN 定义和分类

难点：VLAN 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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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VLAN 定义和分类

2.3 基于端口划分 VLAN

2.4Cisco 基于 MAC 地址划分 VLAN 技术

2.5 专用 VLAN

2.6VLAN 属性注册协议

第 3章生成树协议

3.1 生成树协议的作用

3.2 生成树协议工作过程

3.3 快速生成树协议

3.4 多生成树协议

第 4章以太网链路聚合

4.1 链路聚合基础

4.2 链路聚合机制

4.3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第 5章路由器和网络互连

5.1 网络互连

5.2 网际协议

5.3 路由表和 IP 分组端到端传输过程

5.4 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第 6章路由协议

重点：生成树协议工作过程

难点：多生成树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链路聚合基础

难点：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网际协议

难点：路由表和 IP 分组端到端传输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路由协议基础

难点：B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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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路由项分类

6.2 路由协议基础

6.3RIP

6.4OSPF

6.5BGP

第 7章组播

7.1 组播基本概念

7.2IGMP

7.3 组播路由协议

第 8章网络地址转换

8.1NAT 基本概念

8.2NAT 工作过程

8.3NAT 应用方式

第 9章三层交换机和三层交换

9.1 三层交换机基础

9.2 三层交换过程

9.3 三层交换机应用方式

第 10章 IPv6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组播基本概念

难点：组播路由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NAT 基本概念

难点：NAT 工作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三层交换机基础

难点：三层交换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IPv6 首部结构、IPv6 地址结构

难点：IPv6 网络和 IPv4 网络互连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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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IPv4 的缺陷

10.2IPv6 首部结构

10.3IPv6 地址结构

10.4IPv6 操作过程

10.5IPv6 over 以太网

10.6IPv6 网络和 IPv4 网络互连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交换机和交换式以太网 4 4 2
2 虚拟局域网 4 4 2
3 生成树协议 2 2
4 以太网链路聚合 2 2
5 路由器和网络互连 4 4 2
6 路由协议 4 4 2
7 组播 2 2
8 网络地址转换 4 4 2
9 三层交换机和三层交换 4 4 2
10 IPv6 2 2

合计 32 32 1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沈鑫剡 等编著. 《路由和交换技术》（第 2 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2] 谢希仁 编著. 《计算机网络》（第 7版）.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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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操作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Linux Operating System

执 笔 者：胡小生

审 核 人：李晓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6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 C/C++、计算机网络原理、操作系统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Linux 作为一个日渐流行的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有着开放、稳定、安全、费

用低廉等许多其它操作系统无可比拟的优势，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前景。本课程的目

的在于讲授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础和应用知识，使学生掌握 Linux 系统的安装、配置、

管理维护、主要网络应用等技能，对 Linux 系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奠定在 Linux 系统

上作进一步开发的基础，以摆脱作为操作系统简单使用者的禁锢，为日后的发展铺平道

路。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支撑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算

机工程问题。



170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计算机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

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三）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Linux 系统概述 毕业要求 6-3、12-1

第 2 章 Linux 的安装、启动与关闭 毕业要求 12-2

第 3 章 Linux 操作基础 毕业要求 12-2
第 4 章 文本编辑 毕业要求 12-2
第 5 章 Shell 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12-1、12-2
第 6 章 Linux 系统管理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7 章 Linux 网络基本设置 毕业要求 12-2
第 8 章 Linux 网络服务配置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9 章 Linux 系统的编程 毕业要求 12-1、12-2

实验教学

Linux基础操作、文本编辑 毕业要求 12-1、12-2
Shell 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12-1、12-2
Linux网络服务配置、网络编程 毕业要求 1-4、2-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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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熟练掌握 Linux 系统安装、配置、管理等基本技能

课程目标 2：奠定在 Linux 系统上进一步开发的基础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4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通过本课程使学生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基础应用；

2、培养学生操作 Linux 和在 Linux下进行程序设计的方法；

3、通过理解和掌握 Linux 平台下的 C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语义，掌握标准程序和小应用

程序的开发方法，了解基于 Linux的嵌入式开发。

（二）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闭卷。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 考勤（5%）+作业（10%）+ 实验成绩（15%）。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Linux系统概述

课程内容：

一、Linux 操作系统简介

二、Linux 系统特点和组成

三、Linux 版本介绍

第二章 Linux的安装、启动与关闭

课程内容：

重点：了解 Linux 操作系统的发展历程，该系统的特点和组成。

难点： Linux 操作系统与 Window 操作系统的异同。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系统演示

重点：硬盘分区，如何命名分区，分区的格式化等。

难点： 分区的编号及文件系统的建立。

教学方法与手段：系统演示，上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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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

二、VMware 虚拟机下安装 Linux 系统

第三章 Linux操作基础

课程内容：

四、Shell 命令的操作基础

五、Shell 命令的高级操作

六、Linux 文件系统操作

七、文件权限与文件共享

八、文件管理工具

九、Linux 进程、管道和重定向

第四章 文本编辑

课程内容：

四、vi 编辑器的启动、保存和退出

五、vi 编辑器的三种工作模式

六、命令模式下的操作

七、底行命令模式下的操作

八、文本移动和编辑多个文件

第五章 Shell程序设计

课程内容：

三、Shell 概述

四、Shell 变量

五、Shell 中的特殊字符

六、算术运算

七、Shell 编程中的输入输出命令

八、Shell 程序控制结构语句

重点：Linux 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目录操作的命令，文件排序命令、文件组合查找命令、

文件内容查找命令，文件权限。

难点： 文件权限，正则表达式，管道和重定向。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上机操作

重点：vi 编辑器基本功能的使用

难点：vi 编辑器基本功能的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上机操作

重点：Shell 控制语句与控制流程，函数，shell 脚本的调试。

难点：变量表达式的书写及程序调试、Shell 程序的执行和跟踪。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上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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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Shell 函数

十、Shell 脚本调试

第六章 Linux系统管理

课程内容：

五、用户和组管理

六、软件包管理

七、进程管理

八、任务计划

九、系统服务管理

十、磁盘操作管理

第七章 Linux网络基本设置

课程内容：

三、Linux 网络基本配置文件

四、Linux 网络命令

五、网络管理服务

六、图形界面配置网络

第八章 Linux网络服务配置

课程内容：

五、Apache 服务器配置

六、Ftp 服务器配置

七、远程管理简介

第九章 Linux系统的编程

课程内容：

一、gcc 编译系统

二、gdb 程序调试工具

重点：用户与用户组管理，系统开机服务，作业控制，二进制发布包、源代码包软件安装。

难点：系统开机服务，任务计划，源代码软件安装。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上机操作

重点：Linux 网络配置文件，Linux 网络命令。

难点： Linux 网络配置文件，Linux 网络命令。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上机操作

重点：Apache、Ftp 服务器配置及管理，远程管理方法及工具。

难点：Apache、Ftp 服务器配置及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上机操作

重点：gcc 命令选项，gdb 中调试程序的方式与方法，make 的工作机制。

难点：Make 工作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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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ake 工具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Linux系统概述 2 2

2
Linux的安装、启动和

关闭
1 1

3 Linux操作基础 4 1 5 4

4 文本编辑 1 1 2 2

5 Shell 程序设计 6 2 8 4

6 Linux系统管理 6 6 4

7 Linux网络基本设置 2 1 3 2

8 Linux服务器基本设置 2 1 3 4

9 Linux系统下的编程 2 2 2

合计
26 6

32 2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文东戈， 孙昌立， 王旭．Linux 操作系统实用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1.

（二）教学参考书

[1]孟庆昌， 牛欣源． 《Linux 教程》（第 3 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8.

[2] 李善平， 季江民， 尹康凯． 《边干边学》（第二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7，第二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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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Embedded technology foundation

执笔者：董谦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6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 C/C++、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

理、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主要介绍嵌入式系统的基础知识、嵌入式系统一般设计方法、ARM处理器体

系结构及指令系统、基于 ARM处理器的硬件平台设计、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嵌入式

Linux系统的 Boot Loader 设计、嵌入式 Linux 程序设计基础、嵌入式 Linux系统的驱动开

发、嵌入式网络程序设计、嵌入式 Linux 图形用户界面编程。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熟悉

典型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嵌入式操作系统，掌握嵌入式系统的一般设计方法与开发过

程，具备初步的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开发能力，为嵌入式系统的实际应用打下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

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

指标点 1-4：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

络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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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

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

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网

络工程实践和网络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

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嵌入式系统概论 毕业要求 1-4、6-3、12-1、12-2

第 2章嵌入式微处理器 毕业要求 1-4、2-3

第 3章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与开发技术 毕业要求 1-4、2-3
第 4章嵌入式指令集系统与程序设计 毕业要求 1-4、2-3

第 5章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 毕业要求 1-4、2-3
第 6章μC/OS-II操作系统及应用 毕业要求 1-4、2-3

第 7章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及应用 毕业要求 1-4、2-3
第 8章 Android操作系统及应用 毕业要求 1-4、2-3
第 9章嵌入式系统开发应用实例 毕业要求 1-4、2-3

实验教学

开发环境搭建 毕业要求 1-4、2-3
Linux基础操作和编程实验 毕业要求 1-4、2-3
串行端口程序设计实验 毕业要求 1-4、2-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全面介绍相关专业知识，并介绍最新前沿进展，从而将专业基础知识及其

应用能力和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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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注重工程实际，结合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可行的处理方法，

从而使学生能分析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3：紧密结合现实，相关理论和经验使学生能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

析与论证，并在方案设计时注重工程中的经济、环境、安全、健康等制约因素，得出可接受

的指标。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掌握课程所学知识的情况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独立出题，结合实验成绩，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

主。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56%）+ 出勤考核（10%）+ 平时作业（14%）+实验成绩（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嵌入式系统概论

(一) 系统概述

(二) 嵌入式系统组织结构

(三) 嵌入式软件系统

第 2章嵌入式微处理器

重点：嵌入式系统组织结构

难点：嵌入式软件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ARM 微处理器组成结构与工作原理

难点：ARM 存储器存储方式与映射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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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二) ARM 微处理器组成结构与工作原理

(三) ARM 存储器存储方式与映射机制

(四) 常用的嵌入式处理器简介

第 3章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与开发技术

(一) 概述

(二)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三) 嵌入式系统调试技术

(四) 嵌入式系统的引导程序

第 4章嵌入式指令集系统与程序设计

(一) ARM 指令集及应用

(二) Thumb 指令集简介

(三) ARM 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

(四) 嵌入式 C语言编程简介

(五) 嵌入式 C与 ARM 汇编语言混合编程

第 5章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

(一) 系统设计原则与设计步骤

(二) 系统核心电路设计

(三) 系统接口电路设计与应用

重点：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难点：嵌入式系统的引导程序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ARM 指令集及应用

难点：嵌入式 C 与 ARM 汇编语言混合编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系统核心电路设计

难点：串行数据通信接口设计与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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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机交互设备接口设计与应用

(五) 串行数据通信接口设计与应用

(六) 无线通信接口设计与应用

(七) 卫星定位系统

第 6章μC/OS-II操作系统及应用

(一) μC/OS 操作系统概述

(二) μC/OS-II 系统

(三) μC/OS-II 系统移植

(四) 基于μC/OS-II 的应用开发

第 7章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及应用

(一)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概述

(二) 嵌入式 Linux 内核及其工作原理

(三) 嵌入式 Linux 内核定制与编译

(四) 嵌入式 Linux 驱动及应用开发

第 8章 Android操作系统及应用

(一) Android 操作系统简介

(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

(三) Android 开发工具

(四) 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应用开发

重点：μC/OS-II 系统移植

难点：基于μC/OS-II 的应用开发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嵌入式 Linux 内核定制与编译

难点：嵌入式 Linux 驱动及应用开发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Android 开发工具

难点：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应用开发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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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嵌入式系统开发应用实例

(一) 概述

(二) 硬件系统设计

(三) 软件系统设计

重点：硬件、软件系统设计

难点：硬软件系统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嵌入式系统概论 2 2

2 嵌入式微处理器 2 2 1

3 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与开

发技术

4 2 6 1

4 嵌入式指令集系统与程序

设计

4 4 1

5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 4 4 1

6 μC/OS-II 操作系统及应用 2 2 1

7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及

应用

4 2 6 1

8 Android 操作系统及应用 2 2

9 嵌入式系统开发应用实例 2 2 4

合计 26 6 32 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丁男, 马洪连主编. 《嵌入式系统设计教程》（第 3 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 9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章坚武 等编著.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

[2] 黄智伟 等编著. 《ARM9 嵌入式系统设计基础教程》.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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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echnology

执 笔 者：吴 臣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学时，其中：实验（实训） 6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 c/c++、离散数学、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是网络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选择常用的 Android 开发平

台来讲授。本课程主要包含了移动应用开发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集成开发环境搭建、用户界

面设计、后台服务开发、数据存储、组件通信、网络通信、统一开发平台和开发框架等，并

通过综合案例来进行实践锻炼与能力提升。

本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程序设计理念、掌握移动应用的程序设计基本方法，并在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中进行应用实践。对计算机学科学生进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训练，

有助于提高信息素质；养成善于动脑、勤于思考的学习习惯；养成规范的软件代码编写习惯；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等。熟悉开发环境的安装和配置，能够从事移动 APP

和移动互联网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试、维护等工作，熟悉 Android移动应用的发布流程。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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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

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

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

趋势。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决

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通过讲授移动应用发展与开发平台，了解最新现状，重点达成毕业要求 6-3 指标点；强

调移动应用程序基础、UI 设计、数据存储与 SQLite、服务、网络编程等工程实践，并结合开

发案例，从而达成毕业要求 2-3 指标点。通过 UI 设计实践、多媒体开发、游戏开发案例等，

锻炼特定要求的个性化的具体实现，在进一步推进软件工程实践（含部分硬件操作）的同时，

达成毕业要求 1-4 指标点。并在整个教学与实践环节中，强调自主学习与实践的重要性，激

励终身学习，达到毕业要求 12-1、12-2 指标点。



183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

教学

第 1 章 移动增值业务发展与应用商场模式介

绍
毕业要求 6-3、12-1、12-2

第 2 章移动开发平台技术 毕业要求 6-3、12-1、12-2

第 3 章 Android 系统架构 毕业要求 1-4、12-2

第 4 章 Android 应用开发环境搭建 毕业要求 12-1

第 5 章 Android 应用程序基础 毕业要求 2-3

第 6 章 基本 UI 设计 毕业要求 2-3

第 7 章 高级 UI 设计 毕业要求 1-4、12-2

第 8 章 Android 数据存储 毕业要求 2-3

第 9 章 数据库 SQLite 毕业要求 2-3

第 10 章 内容提供器 ContentProvider 毕业要求 2-3

第 11 章 广播与服务 毕业要求 2-3、12-2

第 12 章 网络编程 毕业要求 2-3、12-2

第 13 章 手机功能开发（选讲） 毕业要求 12-1

第 14 章 多媒体开发 毕业要求 12-1、12-2

第.15 章 2D 游戏开发（选讲） 毕业要求 6-3、12-1

第 16 章 开发框架 毕业要求 1-4、6-3、12-2

第 17 章 游戏开发案例 毕业要求 1-4、12-2

第 18 章 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 毕业要求 6-3

实验

教学

UI 设计 毕业要求 2-3

SQLite 数据库操作 毕业要求 2-3、12-2

综合案例 毕业要求 1-4、6-3、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最新的移动应用开发现状，进一步理解移动应用程序基础、数据存储

与 SQLite、服务等，在常用的 Android 平台上进行工具应用，顺利开发。

课程目标 2：在最常用的 Android 开发平台上，实现移动应用开发中涉及的软件设计（UI

设计是重点）及部分硬件通讯，能对特定需求进行定制实现，能融入较多的自主处理，较好

地体现创新与工程实践。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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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查学生对移动开发基本理论和概念、资源访问、用户界面、组件使用、数据存储、

多媒体程序设计、图形处理、互联网应用、开发框架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及灵活运用能力；并

激励学生分析实际移动开发需求并设计方案，动手实践，自主创新实现。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工具的灵活应用水平，考试内容覆盖

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

（三）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综合考虑学生理论考试、实验（报告）情况和平时学习，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50%，实验成绩占 30%（具体要求详见实验大纲），平时成绩占 20%（其中：出勤考核、平

时作业各占 10%）。根据教学大纲命题，理论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卷面分值 100 分。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移动增值业务发展与应用商场模式介绍

基本内容

（一）增值业务；

（二）App Store 模式介绍；

（三）移动应用商场分类与分析；

（四）中国移动 Mobile Market 详解。

基本要求

（一）了解蓬勃发展的增值业务；

（二）熟悉 App Store 模式；

（三）熟悉移动应用商场分类与分析和 Mobile Market。

重点：App Store 模式，移动应用商场分类与分析。

难点：App Store 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启发式讲述，案例式展现；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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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移动开发平台技术

基本内容

（一）移动开发平台技术；

（二）中国移动应用开发平台。

基本要求

（一）了解移动终端发展；

（二）了解移动开发平台技术；

（三）了解中国移动应用开发平台。

第三章 Android 系统架构

基本内容

（一）Android 系统概述；

（二）Android 系统架构。

基本要求

（一）理解 Android 的系统特性、硬件特性；

（二）了解 Android 系统架构。

第四章 Android 应用开发环境搭建

基本内容

（一）开发包及其开发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二）创建第一个 Android项目；

（三）Android SDK 框架；

（四）联机调试及应用程序签名。

基本要求

（一）了解开发包及其开发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二）创建第一个 Android项目—HelloAndroid；

（三）理解 Android SDK 框架 ；

重点：了解移动开发平台技术。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对比并展望；多媒体配合。

重点：Android的系统架构。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分析；多媒体配合。

重点：创建第一个 Android 项目。

难点：联机调试及应用程序签名。

教学方法与手段：现场搭建，互动式；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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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联机调试及应用程序签名。

第五章 Android 应用程序基础

基本内容

（一）Android 应用程序组件及其目录结构；

（二）Android 应用程序的构成；

（三）Activity 与 Intent。

基本要求

（一）了解 Android 应用程序组件及其目录结构；

（二）理解 Android 应用程序的构成；

（三）理解 Activity 生命周期；

（四）掌握 Activity 的创建；

（五）掌握 Intent，实现跳转 Activity。

第六章 基本 UI设计

基本内容

（一）视图概述；

（二）基本 UI 组件；

（三）布局管理器；

（四）事件处理。

基本要求

（一）了解使用视图；

（二）掌握 TextView、EditText、Button、CheckBox 等基本 UI 组件的使用；

（三）掌握五种布局管理器的使用方法与合理配合；

（四）掌握事件处理、监听机制。

第七章 高级 UI设计

重点：使用 Intent，实现跳转 Activity。

难点：Activity 生命周期。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情景；多媒体配合。

重点：基本 UI 组件的熟练使用。

难点：事件监听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互动式；多媒体配合。

重点：各种列表的使用方法及适配器的高效配合。

难点：适配器的自定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讨论法，实验法；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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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一）菜单使用；

（二）列表的使用；

（三）提示信息的使用。

基本要求

（一）理解菜单使用方法；

（二）掌握各种列表的使用方法及适配器的高效配合；

（三）理解提示信息的使用方法。

第八章 Android数据存储

基本内容

（一）文件存储；

（二）简单存储 SharedPreferences。

基本要求

（一）掌握 SharedPreferences 的使用方法；

（二）掌握各种文件存储的区别与适用情况。

第九章 数据库 SQLite

基本内容

（一）用 adb shell 创建数据库；

（二）用标准 SQL 语句操作 SQLite；

（三）用 SQLiteDatabase 的方法操作 SQLite；

（四）拷贝数据库到 SD 卡上。

基本要求

（一）了解 adb shell 并能用命令实现数据库创建等操作；

（二）理解标准 SQL 语句操作 SQLite的使用；

（三）掌握 SQLiteDatabase 操作 SQLite 的方法；

（四）掌握数据库与 SD 卡的交互。

重点：SharedPreferences 的使用。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多媒体配合。

重点：熟悉 SQLiteDatabase 操作 SQLite。

难点：用 adb shell 命令实现数据库相关操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对比法，实验法；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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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内容提供器 ContentProvider

基本内容

（一）ContentProvider 概述；

（二）ContentProvider 的原理解析；

（三）ContentProvider 联系人处理。

基本要求

（一）理解 ContentProvider 的原理解析；

（二）掌握使用 ContentProvider 实现联系人相关处理。

第十一章 广播与服务

基本内容

（一）广播简介；

（二）服务的使用。

基本要求

（一）了解广播并理解发送、接收方法；

（二）掌握服务的绑定与启动，理解其与进程通信的原理方法。

第十二章 网络编程

基本内容

（一）网络连接类型；

（二）HTTP 协议及 Android中应用；

（三）XML 解析。

基本要求

（一）对比认识 HTTP 协议在 Android中的应用方式；

（二）掌握多种 XML 解析方法。

重点：应用 ContentProvider 实现联系人处理。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多媒体配合。

重点：服务的使用方法。

难点：应用服务实现进程通信。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演示；多媒体配合。

重点：多种 XML 解析方法。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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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手机功能开发（选讲）

基本内容

（一）短信处理；

（二）电话处理；

（三）重力感应及 NFC 手机支付。

基本要求

（一）了解短信、电信等处理的方法；

（二）了解重力感应等传感器及 NFC 手机支付功能。

第十四章 多媒体开发

基本内容

（一）音频、视频播放与录制；

（二）相机的使用。

基本要求

（一）了解音频、视频播放的实现方法；

（二）掌握相机的应用原理与使用方法。

第十五章 2D游戏开发（选讲）

基本内容

（一）2D 图形框架概述；

（二）绘制自定义的 UI 控件；

（三）绘制文字、图形、图像等；

（四）游戏地图、人物动作、地图卷轴等的实现。

基本要求

（一）了解图形图像绘制；

（二）了解游戏开发中的各种图形图像绘制方法。

第十六章 开发框架

重点：了解重力感应等传感器。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多媒体配合。

重点：相机的各种应用场景及调用方法。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展示；多媒体配合。

重点：游戏开发中的各种图形图像绘制方法。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法；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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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一）开发框架概述；

（二）State 框架的使用；

（三）MVC 框架的使用。

基本要求

（一）了解开发框架及相关技术；

（二）掌握 State、MVC 框架的构造原理与使用方法。

第十七章 游戏开发案例

基本内容

（一）游戏开发基础知识；

（二）游戏需求与实现。

基本要求

（一）了解戏开发基础知识；

（二）掌握游戏实现的关键类，理解其原理。

第十八章 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

基本内容

（一）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概述；

（二）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的搭建；

（三）基于统一开发环境的项目开发。

基本要求

（一）了解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及搭建方法；

（二）对比认识统一开发环境下的项目开发方法。

重点：State、MVC 框架的使用方法。

难点：MVC 框架的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例讲授；多媒体配合。

重点：游戏实现的关键类。

难点：游戏关键类的实现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互动式，实验法；多媒体配合。

重点：对比认识统一开发环境下的项目开发。

难点：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及搭建。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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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移动增值业务发展与应

用商场模式介绍
1 1 1

2 移动开发平台技术 1 1 1

3 Android 系统架构 1 1 1

4
Android 应用开发环境搭

建
1 1 1

5 Android 应用程序基础 4 4 2

6 基本 UI 设计 4 4 2

7 高级 UI 设计 4 2 6 3

8 Android 数据存储 1 1 1

9 数据库 SQLite 2 2 4 2

10
内容提供器

ContentProvider
1 1 1

11 广播与服务 1 1 2

12 网络编程 1 1 1

13 手机功能开发（选讲） 0 0 0

14 多媒体开发 1 1 1

15 2D 游戏开发（选讲） 0 0 0

16 开发框架 1 1 1

17 游戏开发案例 1 2 3 2

18 跨平台统一开发环境 1 1 1

合计 26 6 32 23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工信部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移动互联网基地 编著．移动应用开

发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6 月．

[2] 傅由甲．Android 移动网络程序设计案例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

月．

[3] 李刚．疯狂 Android 讲义．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4 月．

[4] 汪杭军．Android应用程序开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7 月．

http://www.taoshu.com/press_%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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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黄容．React Native-用 JavaScript 开发移动应用．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8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内容更新较快，具体教学内容在整体覆盖的同时可以适时调整；习题或作业，通

常需要结合实践来体现，一般要求配合上交关键代码段（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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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执笔者：王金海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6学时；课外学时

先修课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 云计算技术及应用、大数据应用及开发

二、课程简述

《云计算概论》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比较新的专业选修课程，课程主要介绍目前

信息技术领域热点“云计算”的现状极其发展，探讨云计算的主要技术发展及趋势。主

要目的是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云计算概念、知识体系、目前云计算领域的

主要技术、理解 Hadoop、MapReduce 等技术理论及编程思想，掌握云计算基本理论原理

与当今的云计算技术的最新发展，并能够构建简单的云计算环境，从而进行简单的云技

术开发应用。此外。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从事大数据技术应用及开发工作提供必要

的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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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

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

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杂网络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

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

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

进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

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网络

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

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的开发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

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大数据与云计算 毕业要求 1-4、12-1、12-1

Google 云计算原理与应用 毕业要求 1-4、2-3、6-3

Amazon云计算 AWS 毕业要求 1-4、2-3、6-3
微软云计算 Windows Azure 毕业要求 1-4、2-3、6-3
Hadoop 2.0：主流开源云架构 毕业要求 1-4、2-3、6-3
总结与展望 毕业要求 1-4、2-3、12-1、12-1

实验教学

Hadoop 安装与使用 毕业要求 1-4、2-3、6-3
HDFS的使用 毕业要求 1-4、2-3、6-3
了解 MapReduce 编程 毕业要求 1-4、2-3、6-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云计算的概念、产生背景和动力、云计算系统架构、主流云计算方案

的技术原理以及云数据管理技术，对主流云计算产品比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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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能够应用云计算技术进行简单的应用开发。

课程目标 3：具有阅读相关技术文献并进行研究的意识，对云计算未来发展方向有一定

了解。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2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解决工程问题的分析能力；

（2）云服务环境的搭建能力；

（3）利用开源平台进行程序开发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理论、技术框架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

全部内容。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 平时成绩（30%，包括出勤考核 10%、平时作业 10%、实验

成绩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大数据与云计算

教学内容：

1．1 大数据时代

1．2 云计算――大数据的计算

1．3 云计算发展现状

1．4 云计算实现机制

重点：大数据的基本概念，云计算的概念及发展现状，云计算实现机制，云计算的成本优

势。

难点：云计算实现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通过技术文献阅读，增强学习

能力与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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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云计算压倒性的成本优势

第 2章 Google云计算原理与应用

教学内容：

2．1 Google 文件系统 GFS

GFS的系统架构、容错机制、系统管理技术

2．2 分布式数据处理MapReduce

产生背景、编程模型、实现机制、案例分析

2．3 分布式锁服务 Chubby

Paxos算法、Chubby系统设计、Chubby中的 Paxos、Chubby文件系统、通信协议、

正确性与性能

2．4 分布式结构化数据表 Bigtable

设计动机与目标、数据模型、系统架构、主服务器、子表服务器、性能优化

2．5 分布式存储系统Megastore

设计目标及方案选择、Megastore 数据模型、 Megastore 中的事务及并发控制、

Megastore基本架构、核心技术――复制、产品性能及控制措施

2．6 Google应用程序引擎

Google App Engine简介、应用程序环境、Google App Engine服务

重点：Google 文件系统 GFS、并行数据处理、分布式锁服务、分布式结构化数据表，Google

应用程序引擎

难点：并行数据处理、分布式锁服务、分布式结构化数据表

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

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演示的方式边展示边讲解，引导学

生分析问题，理解理论。通过课后实践作业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加深理论。通过技术文献

阅读，增强学习能力与研究意识。

第 3章 Amazon云计算 AWS
重点：亚马逊云计算的基本结构及基本原理，亚马逊云计算的主要服务。

难点：亚马逊平台基础存储架构 Dynamo，RDS 服务和 CloudFront 服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

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演示的方式边展示边讲解，引导学

生分析问题，理解理论。通过课后实践作业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加深理论。通过技术文献

阅读，增强学习能力与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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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3．1 基础存储架构 Dynamo

Dynamo概况、Dynamo架构的主要技术

3．2 弹性计算云 EC2

EC2的基本架构 、EC2的关键技术、EC2 的安全及容错机制

3．3 简单存储服务 S3

S3的基本概念和操作、S3 的数据一致性模型、S3的安全措施

3．4 非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SimpleDB和 DynamoDB

非关系型数据库与传统关系数据库的比较、SimpleDB、DynamoDB、SimpleDB 和

DynamoDB的比较

3．5 关系数据库服务 RDS

RDS的基本原理、RDS的使用

3．6 简单队列服务 SQS

SQS的基本模型、 SQS的消息

3．7 内容推送服务 CloudFront

CDN、CloudFront

3．8 其他 Amazon 云计算服务

3．9 AWS应用实例

照片和视频共享网站 SmugMug、网站排名 Alexa

第 4章微软云计算Windows Azure

教学内容：

4．1 微软云计算平台

4．2 微软云操作系统Windows Azure

Windows Azure 概述、Windows Azure 计算服务、Windows Azure 存储服务、

Windows Azure Connect、Windows Azure CDN、Fabric控制器

4．3 微软云关系数据库 SQLAzure

SQLAzure概述、 SQLAzure关键技术

4．4 Windows Azure服务平台

重点：微软云计算平台与微软云操作系统。

难点：微软云计算平台与微软云操作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演示的方式边展

示边讲解，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解理论。通过课后实践作业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加深理

论。通过技术文献阅读，增强学习能力与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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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虚拟机、云服务、移动服务、大数据处理、媒体支持

第 5章 Hadoop 2．0：主流开源云架构

教学内容：

5．1 Hadoop 2．0简述

Hadoop 2．0由来、Hadoop 2．0相关项目、Hadoop应用

5．2 Hadoop 2．0部署

部署综述 、传统解压包部署

5．3 Hadoop 2．0体系架构

Hadoop 2．0公共组件 Common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分布式操作系统 Yarn、

Hadoop 2．0安全机制简介

5．4 Hadoop 2．0访问接口

访问接口综述、浏览器接口、命令行接口

5．5 Hadoop 2．0编程接口

HDFS 编程、 Yarn编程

重点：Hadoop 开源项目的 HDFS、MapReduce 和 HBase 。

难点：Hadoop 开源项目的 HDFS、MapReduce 和 HBase 。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演示的方式边展

示边讲解，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解理论。通过课后实践作业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加深理

论。通过技术文献阅读，增强学习能力与研究意识。

第 6章总结与展望

教学内容：

6．1 主流商业云计算解决方案比较

应用场景、使用流程、体系结构、实现技术、核心业务

6．2 主流开源云计算系统比较

开发目的、体系结构 、实现技术、核心服务

6．3 云计算的历史坐标与发展方向

互联网发展的阶段划分、云格（Gloud）――云计算的未来

重点：主流开源云计算系统的体系结构、实现技术、核心服务，云计算发发展方向。

难点：主流开源云计算系统的体系结构、实现技术、核心服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通过技术文献阅读，增强学习

能力与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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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大数据与云计算 2 2

2
Google 云计算原理与

应用
8 8 4

3 Amazon 云计算 AWS 4 4 3

4
微软云计算 Windows

Azure
4 4 3

5
Hadoop 2.0：主流开源

云架构
6 6 12 2

6 总结与展望 2 2
合计 26 6 32 1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鹏．云计算(第三版)．9787121263866（ISBN）．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8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美] Michael J. Kavis（迈克尔·J·凯维斯） 著；陈志伟 译 云计算服务模

式.9787121277382（ISBN）.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 3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大纲尚需说明的事项，如习题或作业的内容和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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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 Multimedia Technology

执笔者：李晓东，易长安，陈俊健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6学时；课外 16 学时

先修课程 语言程序设计 C/C++、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数据结构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工程项目实践

二、课程简述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

技术，熟悉常用的多媒体工具软件的使用方法，了解如何进行多媒体软件开发和多媒体制作

方法，了解多媒体数据管理技术和信息检索技术，从而为学生以后的课程设计和工作学习打

下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多媒体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及其多媒体系统开发和应

用；课程的特点是概念多、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涉及面广，并有极广泛的实用性。因

此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既要掌握多媒体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技

术，能初步把握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方向，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综合运用各种多媒体技术的

实践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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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算机工程中

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了

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

算机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

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

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

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计算机

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

域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

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本课程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备注

理论教

学

第一章绪论 毕业要求 6-3、12-1

第二章媒体及媒体技术 毕业要求 6-3、12-2

第三章多媒体数据压缩 毕业要求 1-4、2-3
第四章多媒体硬件环境 毕业要求 6-3
第五章多媒体软件基础 毕业要求 1-4、6-3
第六章网络多媒体技术 毕业要求 6-3、12-2
第七章多媒体数据库 毕业要求 1-4、2-3
第八章多媒体内容分析与检索 毕业要求 1-4、2-3、12-2

实验教

学

PPT 演示文稿制作实验 毕业要求 6-3、12-1
图像处理及编辑实验

毕业要求 6-3、12-1 四选一
视频编辑实验

音频编辑制作实验

Authorware 多媒体制作实验

数据压缩算法实验
毕业要求 1-4、12-2 二选一

视频/音频播放器设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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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发展的过程、趋势及应用。理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课程目标 2：掌握计算机多媒体相关技术并应用于工程实践；

课程目标 3：能灵活应用相关技术和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3

为了更好地达成课程教学目标，建议：

1) 本课程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引入多媒体系统案例介绍有关技术应

用，通过课内实验，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和技术。

2) 为加强实动手能力的培养，应充分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课内实验 6 学时外，课外学时

保证实训机时不少于 16 学时。

3) 关键环节实现方面的技术问题可辅以课堂讨论的形式。

4) 本课程概念多、比较抽象，算法分析有一定难度，为了学生进一步理解课堂教学内容，

可以适量布置一些实践性大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目标 2：掌握计算机多媒体相关技术并具备工程实践能力；

目标 3：具有灵活应用相关技术和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在课程结束后安排期末考试，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20%），实验成绩（10%）和期末考试成绩

（7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考勤 5%、平时作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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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多媒体的基本概念

一、多媒体的定义

二、CCITT 多媒体的分类

三、多媒体技术的基本特征等

第二节 多媒体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一、多媒体技术的产生背景

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前景

第三节 多媒体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重点：CCITT 对媒体的分类和多媒体技术的基本特征

难点：CCITT 对媒体的分类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从基本概念出发，列举大量的应用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多媒体演示为辅。

第二章 媒体及媒体技术

第一节 媒体的种类和特点

一、媒体的种类

二、多媒体的特点

第二节 听觉媒体技术

一、听觉媒体特点

二、听觉媒体数字化技术

第三节 视觉媒体技术

一、视觉媒体特点

二、视觉媒体数字化技术

第四节 触觉媒体技术

重点：多媒体数字化，常见的媒体元素及及其特点。

难点：声音媒体和视觉媒体的数字化。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总结生活中的经验，课堂列举大量的

应用案例，让学生参与问题讨论，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三章 多媒体数据压缩

第一节 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概述

一、多媒体数据冗余

重点：多媒体数据压缩的概念及分类，各种多媒体数据压缩方法和特点。

难点：数据冗余的分类。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提前进行预习，课堂列举大量的实际应用案例，

让学生参与总结，课堂教学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演示数据压缩

算法程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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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压缩方法分类

三、数据压缩技术的性能指标

第二节 常用的数据压缩编码方法

一、DPCM 和 ADPCM 编码

二、离散余弦变换编码

三、行程编码和 Huffman 编码

四、小波变换编码

第三节 音频压缩标准

一、音频压缩编码的基本方法

二、电话质量的语音压缩标准

三、调幅广播质量的音频压缩标准

第四节 图像和视频压缩标准

一、图像和视频压缩编码的基本方法

二、静止图像压缩标准

三、视频压缩标准

第四章 多媒体硬件环境

第一节 多媒体存储设备

一、多媒体光存储

二、多媒体移动存储

第二节 音频接口

一、音频卡的工作原理

二、音乐合成和 MIDI 接口规范

第三节 视频接口

一、视频图像显示

二、视频卡/盒

第四节 多媒体 I/O 设备

重点：多媒体数据存储设备的特点，多媒体 I/O 设备。

难点：多媒体视频接口。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总结计算机的使用经验，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

主，课堂演示为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五章 多媒体软件基础

第一节 多媒体软件系统层次

第二节 多媒体素材制作软件

一、文本编辑与录入软件

重点：常见多媒体素材制作软件和著作工具的运用，多媒体软件编程技术。

难点：多媒体 MCI 数字编程接口。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预习课本有关内容，总结相关软件开发的经验，

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课堂程序和案例演示为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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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形图像编辑与处理软件

三、音频编辑与处理软件

四、视频编辑软件

五、动画制作软件

第三节 多媒体著作工具

一、多媒体著作工具概述

二、 Authorware 概述

三、 Director 概述

第四节 多媒体软件编程技术

一、媒体控制接口（MCI）

二、多媒体控件

三、多媒体软件开发工具包

第六章 网络多媒体技术

第一节 多媒体网络

一、多媒体网络的通信需求

二、多媒体网络的服务质量

第二节 超媒体技术

一、超媒体的概念和发展历史

二、超媒体的组成要素

三、超媒体协议与标记语言

第三节 流媒体技术

一、流媒体技术概述

二、流媒体播送技术

三、流媒体技术原理

四、流媒体技术应用

第四节 无线多媒体通信技术

一、无线多媒体通信网的系统结构

二、无线多媒体通信的关键技术

三、无线多媒体通信新技术

第五节 多媒体通信协议

一、 IPv6

二、 RSVP

三、 RTP

四、 RTSP

重点：网络多媒体的概念及基本特征，超媒体概念及结构，流媒体技术及应用。

难点：流媒体技术基本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预习课本有关内容，了解计算机网络的相关知识，

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课堂案例讲解为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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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多媒体应用开发与系统

第一节 多媒体应用开发

一、多媒体应用的类型

二、多媒体应用开发的常用方式

三、多媒体应用设计过程

第二节 多媒体电子出版物

一、多媒体电子出版物概述

二、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的分类

三、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的创作流程

第三节 多媒体会议系统

一、多媒体会议系统概述

二、多媒体会议系统结构与关键技术

三、多媒体会议系统的国际标准

第四节 交互视频服务系统

一、交互视频服务系统的概念

二、交互视频服务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三、 用户接入网技术

重点：多媒体应用开发的类型和基本过程，多媒体会议系统结构及关键技术。

难点：交互视频服务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预习课本有关内容，了解相关软件开发和系统集

成的知识，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课堂案例演示为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八章 多媒体数据库

第一节 多媒体数据管理的问题

一、概述

二、多媒体数据管理的问题

三、多媒体数据与数据库管理

第二节 多媒体数据库体系结构

一、多媒体数据库的一般结构形式

二、多媒体数据库的层次结构

第三节 多媒体数据模型

一、 NF2 数据模型

二、面向对象数据模型

三、其他数据模型

第四节 多媒体数据库的用户接口

一、字符数值型接口

重点：多媒体数据管理的体系结构，多媒体数据模型。

难点：多媒体数据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预习课本有关内容，总结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和理

论，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课堂程序和案例演示为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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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例型接口

三、用户表现接口

第九章 多媒体内容分析与检索

第一节 基于内容检索概述

一、基于内容检索的概念

二、基于内容检索系统的一般结构

三、基于内容检索的过程和指标

第二节 图像内容分析及检索

一、图像特征的提取与表达

二、图像相似性检索与匹配方法

三、图像检索中的相关反馈机制

第三节 视频内容分析与检索

一、视频媒体基本特性

二、视频结构化分析

三、视频语义对象提取

四、视频摘要

重点：基于内容多媒体信息检索技术，基于内容多媒体信息检索系统的基本结构。

难点：基于内容多媒体信息检索系统的基本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内容教学要求学生预习课本有关内容，查阅基于内容的信息检索的

相关文献资料，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课堂讨论及程序演示为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媒体及媒体技术 2 2
第三章 多媒体数据压缩 6 4 10 2
第四章 多媒体硬件环境 2 2 4
第五章 多媒体软件基础 6 4 6 16 2
第六章 网络多媒体技术 2 2
第七章 多媒体数据库 4 2 4 10 1
第八章 多媒体内容分析与检索 2 2

合计 26 6 16 48 5

七、课程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1] 胡晓峰 吴玲达．多媒体技术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 2月，第 4版．

[2] 赵子江．多媒体技术应用教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7 版．

[3] 马华东. 多媒体技术原理及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 月，第 2 版.
[4] 钟玉琢.多媒体技术基础及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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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晓峰．多媒体技术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 3 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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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执 笔 者：胡小生

审 核 人：李晓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接口技术、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物联网亦称为传感网，是基于互联网的物物相联网络。物联网可以分为三层：感知

层、网络层以及应用层。物联网技术及应用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物联网基础知识、EPC

基础、EPC 编码体系、EPC射频识别系统、EPC 系统网络技术、EPC实施指南、EPC 的管

理与应用等章节。学习本课程目的是了解射频识别技术（RFID）；掌握 EPC（电子产品编

码）的基本概念、编码体系、网络技术、实施方法；了解物联网系统的中间件技术，为

物联网的相关应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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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支撑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算

机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4. 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角

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加以改进。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计算机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

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四）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物联网基础 毕业要求 6-3、12-1

第 2 章 EPC 基础 毕业要求 12-2

第 3 章 EPC 编码体系 毕业要求 12-2
第 4 章 EPC 射频识别系统 毕业要求 12-2
第 5 章 EPC 系统网络技术 毕业要求 12-2
第 6 章 EPC 实施指南 毕业要求 1-4、2-4、6-3
第 7 章 EPC 的管理及应用 毕业要求 1-4、2-4、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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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射频识别技术（RFID），掌握 EPC（电子产品编码）的基本概念、编码

体系、网络技术、实施方法；

课程目标 2：为物联网的应用打下基础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4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要求学生掌握物联网的感知层、网络层以及应用层的基本概念与工作原理；

2、了解射频识别技术（RFID）；掌握产品电子编码（EPC）的基本概念、编码体系、网

络技术、实施方法；

3、了解物联网系统的中间件技术；

4、为物联网的相关应用打下基础。

（二）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闭卷。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 出勤考核（10%）+ 平时作业（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物联网基础

课程内容：

一、物联网简介

二、智慧地球

重点：物联网基本概念

难点：物联网基本概念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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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PC基础

课程内容：

一、EPC 的定义

二、EPC 的产生

三、EPC 系统的构成

四、EPC 系统的特点

五、EPC 系统的工作流程

六、EPC 在国外发展状况

第三章 EPC编码体系

课程内容：

一、 EPC 标准

二、GS1 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三、EPC 编码体系

四、EPC 编码策略

五、EPC 编码实现

第四章 EPC射频识别系统

课程内容：

一、EPC 与自动识别技术

二、EPC 与射频识别技术

三、EPC 标签

四、EPC 标签识读器

五、EPC 射频识别系统的建设

第五章 EPC系统网络技术

重点：EPC 系统的构成，EPC 系统的工作流程。

难点：EPC 系统的工作流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EPC 编码体系，EPC 编码实现方法。

难点：EPC 编码实现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EPC 标签及识读器的工作原理

难点：射频识别系统的建设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中间件的技术要求与工作原理、掌握 ONS 工作原理。

难点：中间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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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一、 EPCglobal 网络与全球数据同步网络(GDSN)

二、中间件

三、ONS 工作原理

四、EPC 信息服务(EPCIS)

第六章 EPC实施指南

课程内容：

一、实施工具

二、实施考评指标体系

三、EPC 实施指南

四、EPCglobal 认证认可项目

第七章 EPC的管理及应用

课程内容：

一、EPCglobal

二、EPC 管理

三、EPC 的应用展望

四、EPC 应用案例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EPC 实施工具，EPCglobal 认证认可项目的方法

难点：EPC 实施指南。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EPC 管理方法。

难点：EPC 管理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讨论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物联网基础 2 2

二 EPC 基础 4 4

三 EPC 编码体系 4 4 1

四 EPC 射频识别系统 6 6 2

五 EPC 系统网络技术 6 6 2

六 EPC 实施指南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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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PC 的管理与应用 6 4

测验、复习

合计 32 32 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张翼，王晓霞等.《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8.

[2] 张铎，张成海等.《物联网与产品电子代码（EPC）》.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1

（二）教学参考书

[1]马建. 《物联网技术概论》(第 2 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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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协议》课程教学大纲

TCP/IP Protocol

执 笔 者：杨文茵，刘宪国，易长安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TCP/IP协议课程内容包括 TCP/IP协议族基础理论知识及相关的应用知识，例如网络

协议分析工具的使用，网络故障的分析与排除等。本课程旨在通过把基础理论和具体的

网络应用相结合，使学生进一步从实际的角度了解和掌握因特网互连网络系统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增加对网络基本概念的理解，提高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为学生从事网

络规划、设计、应用方面的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

解 TCP/IP协议的体系结构、掌握 TCP/IP的工作原理，包括各层的主要协议的工作过程、

实现方法以及部分技术细节，这是对每个网络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网络管理人员最基本

的要求。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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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概述 毕业要求 1-4、12-1、12-2
第 2 章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毕业要求 1-4、2-3、12-2
第 3 章 网络协议分析 毕业要求 2-3、12-1、12-2
第 4 章 因特网地址及地址解析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5 章 因特网协议 IP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6 章 差错与控制报文协议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7 章 传输层协议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8 章 域名系统 毕业要求 1-4、2-3、6-3
第 9 章 邮件传输系统 毕业要求 1-4、2-3、6-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通过各章节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对建立于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的应用等

知识的学习，并且锻炼学生搜索并查阅 TCP/IP 标准文档 RFC 的能力，从而加强学生对协议

工程的理解、掌握学习计算机网络的最新协议、了解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能力，以达到毕

业要求指标点 1-3 的要求。

（2）通过对 TCP/IP 核心协议设计思想的剖析，同时分析相关的网络常见问题的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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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从而帮助其理解核心协议的工作原理、锻炼学生分析及改进网络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的

分析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2-4 的要求。

（3）通过对因特网的常见网络问题解决方案的案例剖析及方案设计练习，锻炼学生对

网络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和设计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对计算机专业

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的要求。

（4）通过演示及课后训练常用计算机网络工具，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网络工具，以预测、

模拟、解决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的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5-1 的要求。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对 TCP/IP 协议基础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对 TCP/IP 协议思想的掌握程度和应

用能力。其中，要求掌握 TCP/IP 协议族中重点协议的基本原理，能够理解主要协议运行机

制的设计思想，具有对协议进行初步分析和综合运用协议原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平时考核由考勤、作业和课

堂表现组成；期末考试，以闭卷形式进行，主要考察各个主要理论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三）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中，考勤占 15%，作业占 60%，课堂表现占 25%。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概述

第 1节 因特网的形成和发展

因特网的发展历史、当前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了解）

第 2节 协议与标准

TCP/IP协议与因特网的关系（理解）

通信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了解）

协议的定义及协议三要素（理解）

第 3节 有关因特网的组织机构

因特网的管理机构 IETF、IRTF、InterNIC等的职能及关系（了解）

第 4节 因特网技术文档 RFC

RFC文档的作用、等级、编号规则及制定过程（理解）

重点：TCP/IP 协议与因特网的关系。

难点：因特网技术文档 RFC。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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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节 下一代因特网

新型因特网和下一代因特网协议（了解）

第二章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第 1节 层次化的网络体系结构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定义、 网络体系结构的分层原理（理解）

第 2节 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OSI/RM）

OSI网络参考模型的分层结构及各层的功能（理解）

第 3节 TCP/IP体系结构

TCP/IP协议模型的分层结构及各层的功能（掌握）

第 4节 其他网络体系结构

IBM SNA 体系结构、Novell Netware 体系结构、Windows NT 体系结构（了解）

不同网络体系结构的协议比较（了解）

第三章 网络协议分析

第 1节 协议工程概述

协议开发、协议工程的内涵（理解）

协议开发的工具（了解）

第 2节 协议分析技术

服务、环境的概念，协议分析包括的内容（理解）

协议环境分析的内容及方法（掌握）

协议功能分析的内容及方法（掌握）

第四章 因特网地址及地址解析

第 1节 网络编址

重点：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与 TCP/IP 协议模型的各层功能。

难点：网络体系结构的分层思想。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协议分析技术。

难点：协议分析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重点：IP 地址及地址解析的原理。

难点：地址解析协议和反向地址解析的报文。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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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中的逻辑地址、物理地址、端口地址等相关概念

各地址之间的关系（理解）

第 2节 IP地址

IP地址的概念（理解）

IP地址分类和配置（掌握）

第 3节 地址解析协议(ARP)

地址解析原理（掌握）

地址解析报文（理解）

地址解析协议的实现（了解）

地址解析协议的应用（理解）

第 4节 反向地址解析协议(RARP)

反向地址解析的原理（理解）

反向地址解析报文（理解）

第五章 因特网协议 IP

第 1节 网络层简介

网络层的地位、特点、功能（了解）

第 2节 IP协议的初步分析

IP的协议环境分析（理解）

IP的协议功能分析（理解）

第 3节 IP数据报格式

IP数据报各字段及其对应的功能（掌握）

第 4节 无连接数据报传输

分片的原理及管理（掌握）

重组的原理及算法（掌握）

第 5节 IP数据报选项

IP选项的字段及其功能（理解）

第 6节 IP的实现

IP软件包的设计思想（了解）

重点：IP数据报的字段与功能的对应关系、IP数据报分片及重组机制

难点：IP 数据报分片与重组的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堂上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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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差错与控制报文协议

第 1节 ICMP报文类型和格式

ICMP报文类型、格式、封装与传递（了解）

第 2节 ICMP请求/应答报文

报文的作用、使用及报文格式（理解）

报文的原理（掌握）

第 3节 ICMP差错报告报文

报文的作用、使用及报文格式（理解）

报文的原理（掌握）

第 4节 ICMP单向通知的控制报文

拥塞控制与源站抑制（理解）

路径控制和重定向报文（理解）

第 5节 应用程序 Ping和 Traceroute

应用程序的原理（掌握）

应用程序的使用（了解）

第七章 传输层协议

第 1节 传输层协议概述

传输层的地位、特点、功能（了解）

第 2节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UDP的特点与报文（理解）

UDP 软件包的设计（了解）

第 3节 传输控制协议 TCP

TCP的特点、TCP的连接管理（理解）

TCP的差错控制、流量控制、TCP 的拥塞控制（掌握）

TCP的计时器、TCP 的报文段（理解）

TCP的选项、TCP的状态转换图（了解）

重点：ICMP请求与应答告报文与差错报告报文的原理及应用。

难点：ICMP 报文的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操作演示。

重点：TCP 的连接管理、流量控制、拥塞控制和差错控制。

难点：TCP 的各个管理机制所涉及的思想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堂上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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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流控制传输协议 SCTP

SCTP的特点 、SCTP的术语 （了解）

SCTP的分组格式、SCTP关联（理解）

SCTP的流量控制、SCTP的差错控制、SCTP 的拥塞控制（掌握）

第八章 域名系统

第 1 节 DNS 简介

网络中的命名机制、DNS的两要素（了解）

第 2 节 域名语法以其授权

域名的结构、层次、域名系统（理解）

第 3 节 域名解析

域名解析的算法、效率（掌握）

域名解析的命令（了解）

第 4 节 DNS 报文格式

DNS报文的格式与封装（理解）

第九章 邮件传输系统

第 1 节 邮件传输系统概述

电子邮件的地址格式、信息格式（了解）

电子邮件系统的分类（了解）

电子邮件系统的组成（理解）

第 2 节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的命令（理解）

SMTP的使用（掌握）

第 3 节 邮件获取协议

POP3 邮局协议（理解）

因特网报文存取协议 IMAP（了解）

重点：命名机制与名称管理、域名解析的算法、DNS 协议的原理。

难点：域名解析的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操作演示。

重点：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和多用途因特网邮件扩充。

难点：多用途因特网邮件扩充。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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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多用途因特网邮件扩充

MIME及内容类型（理解）

内容传输编码（理解）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概述 1 1 1
2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1 1 1
3 网络协议分析 4 4 1
4 因特网地址及地址解析 5 5 2
5 因特网协议 IP 5 1 6 4
6 差错与控制报文协议 5 5 3
7 传输层协议 6 6 4
8 域名系统 2 2 1
9 邮件传输系统 2 2 1

合计 31 1 32 1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兰少华, 杨余旺, 吕建勇.TCP/IP 网络与协议（第 2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04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美）Douglas E.Comer 著,林瑶等译.用 TCP/IP 进行网际互联——原理、协议与结构（第

五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年 11 月.

[2]（美）Behrouz A. Forouzan 著，王海等译.TCP/IP 协议族（第 4版）.北京: 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1 年 1 月.

[3] 寇晓蕤, 罗军勇, 蔡延荣. 网络协议分析.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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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局域网》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 Local Area Network

执 笔 者：李娅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通信原

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的教学从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角度，对计算机局域网的工作原理、组成、结构、

协议作了全面阐述。以 TCP／IP 模型和]EEE802 局域网参考模型为主线，按层次概念阐述。

对网络底层，讲述了数据通信、局域网的特性、介质访问控制、局域网协议以及协议标准，

详细论述了以太网和无线局域网技术。使学生对局域网技术的发展和演变有比较深入的了

解，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的技术人才。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研究能力工程知识学习能力：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

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

指标点 1-4：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

杂网络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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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

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过文

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网络工

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

进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

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网络工程

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

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

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的开发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

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指标点 12-1：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指标点 12-2：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局域网概述 毕业要求 6-3、12-1、12-2
第二章 局域网的硬件系统 毕业要求 1-4、2-3、12-1、12-2

第三章 局域网的软件系统 毕业要求 1-4、2-3、12-1、12-2
第四章 局域网技术 毕业要求 1-4、2-3、12-1、12-2
第五章 局域网规划与设计 毕业要求 1-4、2-3、12-1、12-2
第六章 局域网解决方案案例 毕业要求 1-4、2-3、12-1、12-2
第七章 网络故障排除 毕业要求 1-4、2-3、12-1、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对计算机局域网的工作原理、组成、结构、协议登记本概念和基本技术的

了解和掌握。

课程目标 2：能针对特定需求，用计算机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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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将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目标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

要求。考试命题会覆盖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主要是考核学

生对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是否能对学过的知识熟练编程应用。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主要考查学生对计算机局域网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技术的

理解以及能否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平时考勤和作业（占 30%，其中考勤占 15%，作业

占 15%）。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计算机局域网络引论

重点：计算机网络分类、计算机网络技术基本内容

难点：OSI 参考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

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完成，

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1.1节 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发展

第 1.2节 资源共享

第 1.3节 计算机网络分类

第 1.4 节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本内容

第 1.5 节 计算机网络发展趋势

第 2 章 数据通信

重点：时域和频域概念、数据调制与编码、多路复用

难点：多路复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

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完成，

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2.1节 时域和频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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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节 数据调制与编码

第 2.3节 多路复用

第 2.4 节 异步传输和同步传输

第 2.5 节 铜环接入技术（XDSL）

第 2.6 节 电缆调制器

第 2.7 节 数据交换

第 3 章 传输介质与拓扑结构

重点：传输介质类别、拓扑结构类别

难点：拓扑结构的选择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

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完成，

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3.1节 传输介质特性

第 3.2节 传输介质类别

第 3.3节 传输损耗

第 3.4 节 拓扑结构的选择

第 3.5 节 拓扑结构类别

第 3.6 节 环形网

第 3.7 节 总线/树形网络

第 3.8 节 光纤局域网

第 4 章 局域网协议

重点：数据链路控制、逻辑链路控制协议、介质访问控制

难点：争用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

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完成，

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4.1节 LAN参考模型

第 4.2节 数据链路控制

第 4.3节 逻辑链路控制协议

第 4.4 节 介质访问控制

第 4.5 节 争用协议

第 4.6 节 标记环介质访问控制

第 4.7 节 光纤分布数据接口（FDDI）介质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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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节 局域网协议标准

第 5 章 以太网

重点：交换式局域网、快速以太网

难点：虚拟局域网工作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

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完成，

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5.1节MAC子层

第 5.2节 交换式局域网

第 5.3节 快速以太网

第 5.4 节 千兆位以太网

第 5.5 节 虚拟局域网工作原理

第 6 章 无线局域网

重点：IEEE 802.11体系结构

难点：IEEE 802.11 地址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

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重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完成，

并通过课后习题加深认识。

第 5.1节 IEEE 802.11体系结构

第 5.2节 IEEE 802.11 物理层

第 5.3节 IEEE 802.11 MAC

第 5.4 节 IEEE 802.11 地址机制

第 5.5 节 蓝牙体系结构

第 5.6 节 蓝牙层结构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计算机局域网络引论 4 4 3

2 数据通信 6 6 3

3 传输介质与拓扑结构 6 6 3

4 局域网协议 8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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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太网 4 4 3

6 无线局域网 4 4 3

合计 32 32 2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胡道元.计算机局域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郭卫咏、李敏、刘美琪.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局域网组建简明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9.

[3] 宋一兵.局域网技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4]谢希仁．计算机网络．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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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执 笔 者：崔如春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数字电子技术、数据通信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无线传感网技术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面向设计与应用的专业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 使

学生能掌握、了解移动网络、无线接入技术、无线局域网等网络技术及无线通信技术, 适应

现代社会通信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并对移动通信原理、 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个人通信有

较为深刻的理解。本课程主要内容为无线通信、 移动通信与因特网、 无线接入技术、 无

线局域网、 WAP 技术、 无线寻呼、 电话与因特网、蓝牙技术等内容, 要求学生在学习本

课程以后, 从计算机网络的系统构成、组网和应用等各方面理解和掌握较新的无线网络及无

线通信技术。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络工程中出

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题，并了解

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

复杂网络工程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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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通过

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计算机网络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

进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网

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

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的开发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

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基本概念 指标点 12-1、12-2

第二章 模拟调制方案 指标点 1-4
第三章 数字通信 指标点 1-4
第四章 数字调制 指标点 2-3
第五章 电话技术基础 指标点 2-3

第六章 传输线路与波导管 指标点 2-3
第七章 无线电传播 指标点 2-3
第八章 天线 指标点 1-4
第九章 发射机与接收机电路 指标点 2-3
第十章 蜂窝无线电系统 指标点 6-3
第十一章 个人通信系统 指标点 6-3
第十二章 星基无线系统 指标点 6-3
第十三章 寻呼系统与无线数据网 指标点 6-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 5个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对无线通信技术发展趋势的讲授，让学生了解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

域新产品、新技术；

课程目标 2：通过数字通信、数字调制技术讲授，让学生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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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通信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3：通过对天线、发射机与接收机电路学习与分析，能够从能够对于模型的正

确性进行论证并求解；

课程目标 4：通过对课堂内容的延伸教学；让学生认识到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并

具有正确的认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4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检验学生对无线通信技术相关基础知识、基本工作原理的掌握情况，

目标二：运用相关知识综合分析与解决无线联网与无线通信应用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三）成绩评定

采用 100 分制，其中考勤占 10%、作业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基本概念

重点：无线通信系统基本组成、信号与噪声、频率域。

难点：无线通信系统原理、频率域。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无线通信简史

三、无线通信系统原理

四、信号与噪声

五、频率域

六、“融合”与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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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模拟调制方案

重点：幅值调制、抑制载波 AM 系统。

难点：频率调制和相位调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幅值调制

三、抑制载波 AM 系统

四、频率调制和相位调制

第三章 数字通信

重点：采样、脉码调制。

难点：增量调制、数据压缩。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采样

三、脉码调制

四、增量调制

五、数据压缩

第四章 数字调制

重点：频移键控 (FSK)、相移键控 (PSK) 、多路复用与多址。

难点：频移键控 (FSK)、相移键控 (PSK) 、多路复用与多址。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频移键控 (FSK)
三、相移键控 (PSK)
四、正交调幅 (QAM)
五、多路复用与多址

六、扩频系统

第五章 电话技术基础

重点：网络拓扑、本地环路及其信号、数字电话技术。

难点：本地环路及其信号、数字电话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网络拓扑

三、本地环路及其信号

四、数字电话技术

五、电话网络信令

六、数字本地环路

第六章 传输线路与波导管

重点：波沿传输线路的传播、反射与驻波、传输线路损耗。

难点：反射与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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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电磁波

三、波沿传输线路的传播

四、反射与驻波

五、传输线路损耗

六、波导管

第七章 无线电传播

重点：自由空间传播、地面传播。

难点：卫星传播。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自由空间传播

三、地面传播

四、卫星传播

第八章 天线

重点：天线特性、天线阵列。

难点：天线阵列、反射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简单天线

三、天线特性

四、其他简易天线类型

五、天线阵列

六、反射器

七、蜂窝天线和 PCS 天线

第九章 发射机与接收机电路

重点：接收机、收发机。

难点：收发机。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发射器

三、接收机

四、收发机

第十章 蜂窝无线电系统

重点：AMPS 控制系统、小区站设备、利用蜂窝电话进行传真和数据通信。

难点：AMPS 控制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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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论

二、历史回顾

三、高级移动电话系统 (AMPS)介绍

四、AMPS 控制系统

五、安全与保密

六、蜂窝电话标准及工作原埋

七、小区站设备

八、利用蜂窝电话进行传真和数据通信

九、数字蜂窝系统

第十一章 个人通信系统

重点：:蜂窝系统与 PCS 系统、 GSM 、 PCS 系统数据通信。

难点：蜂窝系统和 PCS 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蜂窝系统与 PCS 系统的区别

三、 IS-136(TDMA)PCS
四、 GSM
五、IS-95CDMAPCS
六、几种调制方案的比较

七、PCS 系统数据通信

八、测试蜂窝系统和 PCS 系统

第十二章 星基无线系统

重点：卫星与转发器。

难点：信号与噪声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卫星轨道

三、卫星用于通信

四、卫星与转发器

五、信号与噪声计算

六、使用地球静止卫星的系统

七、使用低轨 (LEO)卫星的系统

八、使用中轨 (MEO)卫星的系统

第十三章 寻呼系统与无线数据网

重点：无线局域网。

难点：无线分组数据业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讨论互动

一、概论

二、寻呼与消息系统

三、无线局域网

四、无线分组数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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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 教 学 环 节 学 时 分 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第一章 基本概念 2 2 0
2 第二章 模拟调制方案 2 2 0
3 第三章 数字通信 2 2 1
4 第四章 数字调制 2 2 1
5 第五章 电话技术基础 4 4 2
6 第六章 传输线路与波导管 2 2 1
7 第七章 无线电传播 4 4 2
8 第八章 天线 2 2 1
9 第九章 发射机与接收机电路 2 2 1
10 第十章 蜂窝无线电系统 2 2 1
11 第十一章 个人通信系统 2 2 1
12 第十二章 星基无线系统 2 2 1

13
第十三章 寻呼系统与无线数

据网
4 4 0

合 计 32 32 1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布雷克. 《无线通信技术》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二）主要参考资料

[1] 潘焱. 《无线通信系统与技术》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年版

[2] 胡健栋. 《现代无线通信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版

八、其他说明

（一)作业

根据课程学习的需要，安排适当的课外作业题。作业题主要是为了巩固所学的基础知

识，熟悉掌握基本概念。题量不多但以综合应用的内容为主。

（二）实验

本课程实验不开设实验。

（三）考试

考试主要以基本概念为主，重点考试学生对原理、概念、规则、协议的理解掌握情况。

考试内容为：基本概念题 60%；综合应用题 30%；具有一定难度的题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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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网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WSNs Technology

执 笔 者：周灵，任卫东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 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通信原理、交换原理与技术、网络互连技术。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为网络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开设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无线传感网络的基本

理论，基本技术和应用方法，使学生掌握有关知识，为无线传感网络系统分析、设计、开发

打下扎实的基础。本课程根据网络工程本科专业的发展方向和教学需要，结合无线网络和传

感器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应用进行研究。主要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本概念、常见的微型

传感器，传感器网络的通信技术、支撑技术、应用开发基础、传感器网络协议的技术标准、

传感器网络应用实例等方面的内容。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网

络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

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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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 概述 指标点 1-4

第 2章 微型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指标点 1-4

第 3 章 传感器网络的通信与组网技

术
指标点 1-4、2-3

第 4章 传感器网络的支撑技术 指标点 1-4、2-3

第 5章 传感器网络的应用开发基础 指标点 1-4、2-3、6-3

第 6章 传感器网络协议的技术标准 指标点 1-4、2-3、6-3

第 7章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 指标点 1-4、2-3、6-3、12-1、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238

课程目标 1：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主要实现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6-3、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4、2-3、12-2 课程目标 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是否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常见的微型传感器，传感器网络的通信技术、支撑

技术、传感器网络协议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考核学生是否掌握无线传感

器网络应用开发的主要方法。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在课程结束后进行，采用笔试（闭卷）方式，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其中平时成绩 30%；期末考试成绩 70%。

平时成绩包括 ：考勤（10%）、作业（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概述

教学基本内容

1、引言

2、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

3、传感器网络的特征

4、传感器网络的应用领域。

第二章 微型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教学基本内容

1、传感器概述

2、常见传感器的类型介绍

3、传感器的一般特性和选型。

第三章 传感器网络的通信与组网技术

重点：体系结构

难点：体系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重点：传感器特性。

难点：传感器特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重点：路由协议。

难点：MAC协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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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内容

1、物理层

2、MAC协议

3、路由协议。

第四章 传感器网络的支撑技术

教学基本内容

1、时间同步机制

2、定位技术

3、数据融合

4、能量管理。

第五章 传感器网络的应用开发基础

教学基本内容

1、仿真平台和工程测试床

2、网络结点的硬件开发

3、操作系统和软件开发。

第六章 传感器网络协议的技术标准

教学基本内容

1、技术标准的意义

2、IEEE 1451系列标准

3、IEEE 802.15.4标准

4、ZigBee概述。

第七章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

教学基本内容

1、环境感知的网络架构

2、常见的地面战场微型传感器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重点：定位技术。

难点：数据融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重点：仿真平台。

难点：硬件开发。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重点：IEEE 802.15.4标准。

难点：IEEE 802.15.4标准。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重点：环境感知应用。

难点：系统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环境，以理论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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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无线传感器网络项目介绍。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概述 4 4 0

二 微型传感器的基本知识 4 4 2

三
传感器网络通信与组网

技术
6 6 3

四 传感器网络的支撑技术 6 6 2

五
传感器网络的应用开发

基础
4 4 2

六
传感器网络协议的技术

标准
4 4 2

七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 4 4 2

合计 32 32 13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崔逊学，左从菊.无线传感器网络简明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倪鹏云.计算机网络系统结构分析（第 2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年 4 月.

[2]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 6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6 月.

八、其他说明

根据课程学习的需要，安排适当的课外作业题。作业题主要是为了巩固所学的基础知识，熟

悉掌握基本概念。题量不多但以综合应用的内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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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架构与电子商务》课程教学大纲

The Website Structure and E-commerce

执 笔 者：马莉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程序设计语言 C/C++、数据库系统管理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的教学力求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论述电子商务网站的基本概念、基本架构、

包含电子商务网站的设计技术、电子商务网站的维护和管理技术，电子商务网站的应用

等主要内容。

《网站架构与电子商务》是网络工程专业限选课程之一。近年来，电子商务在我国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它已成为数字化商业社会的核心，并将成为未来企业发展、生存的

主流方式。新的社会需求对面向电子商务的应用人才提出了更高的培养要求，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要使学生能够深刻理解电子商务各个环节的需求，熟练掌握电子商务网站架

构的规划及设计的各个步骤，熟悉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网页制作技术。掌握电子商务网站

建设的方法与技术成为电子商务应用人才的必备技能。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熟悉电子

商务网站设计与维护的全过程，加深对电子商务网站全面系统的理解，为学生毕业以后

的实际工作打下系统的理论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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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基础 指标点 1-4.指标点 6-3

第 2 章 电子商务网站规划与设计 指标点 2-3

第 3 章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流程 指标点 6-3
第 4 章 HTML 语言 指标点 1-4
第 5 章 利用 Dreamweaver 设计网页 指标点 1-4
第 6 章 ASP 动态网站制作基础 指标点 1-4
第 7 章 ASP 存取数据库技术 指标点 1-4
第8章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开发实例 指标点 12-1 指标点 12-1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电子商务网站架构的规划及设计的各个步骤，熟悉掌握电子商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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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制作技术

课程目标 2：掌握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的方法与技术成为电子商务应用人才的必备技能课

程目标 3：熟悉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维护的全过程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熟悉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维护的全过程，加深对电子商务网站

全面系统的理解，为学生毕业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系统的理论基础。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是交一份大作业（写一份研究报告或商务软件设计开发）。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勤与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平时考勤占 30%，大作业成

绩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基础

一、基本内容

(一) 电子商务网站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功能；

(二) 电子商务网站的分类和构成要素；

(三)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的工具；

二、基本要求

(一) 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及特性、电子商务系统的组成；

(二) 熟悉电子商务网站主要功能的体系结构；

重点：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及特性、主要功能的体系结构和电子商务网站建立的主要步

骤。

难点：主要功能的体系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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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的常用工具。

第二章 电子商务网站规划与设计

一、基本内容

(一) 电子商务网站规划；

(二) 电子商务网站的风格与布局设计；

(三) 网站的目录结构与链接结构设计；

二、基本要求

(一) 了解电子商务网站规划与设计的一般原则；

(二) 掌握电子商务网站规划的步骤、域名的选择和注册方法、架构网站平台、电子商务网站

内容的规划和设计；

(三) 理解电子商务网站成功的要素。

第三章 电子商务网站的建设流程

一、基本内容

(一) 域名注册与备案；

(二) 确定服务器解决方案；

(三) 电子商务网站的软件平台搭建；

(四) 网站开发流程与网站上传

二、基本要求

(一) 了解电子商务网站域名注册与备案的方法；

(二) 熟悉电子商务网站的各种服务器解决方案；

重点：电子商务网站规划的步骤、域名的选择和注册方法、架构网站平台、电子商务网

站内容的规划和设计。

难点：理解电子商务网站成功的要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重点：电子商务网站的各种服务器解决方案；网站开发流程与网站上传方法。

难点：电子商务网站的软件平台搭建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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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了解各种电子商务网站的软件平台；

(四) 掌握网站开发流程与网站上传方法。

第四章 建设网站的基础: HTML 语言

一、基本内容

(一) 什么是 HTML；

(二) HTML 常用标记；

(三) CSS 样式；

二、基本要求

(一) 熟练掌握 HTML 常用标记；

(二) 熟练掌握超级链接标记的设计方法；

(三) 熟练掌握文字、图像、表格标记的设计方法；

(四) 熟练掌握各种 CSS 样式表的设计方法。

第五章 利用 Dreamweaver 设计网页

一、基本内容

(一) 创建站点；

(二) 网页的基本编辑；

(三) 用表格或框架进行网页布局

(四) 表单制作

二、基本要求

(一) 熟悉 Dreamweaver 的工作界面，掌握其使用方法；

(二) 熟悉网页的基本编辑技术；

(三) 掌握用表格或框架进行网页布局；

重点：HTML 常用标记、文字、图像、表格标记的设计方法、超级链接标记的设计方法

难点：各种 CSS 样式表的设计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重点：网页的基本编辑技术、用表格或框架进行网页布局、表单的制作方法

难点：表单的制作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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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掌握表单的制作方法。

第六章 ASP 动态网站制作基础

一、基本内容

(一) 搭建 Web 程序开发环境；

(二) 动态网站制作基础；

(三) Response 对象与 Request 对象；

(四) Session 对象和 Application 对象；

(五) Server 对象。

二、基本要求

(一) 了解电子商务网站的开发环境的搭建方法；

(二) 掌握 VBScript 语言的基本命令和函数；

(三) 掌握 Response 对象与 Request 对象；

(四) 掌握 Session 对象和 Application 对象。

第七章 ASP 存取数据库技术

一、基本内容

(一) ADO 的 3 个主要对象；

(二) 连接数据库；

(三) 存取数据库；

(四) 制作留言板。

二、基本要求

(一) 了解 ADO 的 3 个主要对象；

(二) 掌握连接数据库的各种方式；

重点：VBScript 语言的基本命令和函数、Response 对象与 Request 对象、Server 对象

难点：Response 对象与 Request 对象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重点：连接数据库的各种方式、存取数据库的命令、制作留言板的主要步骤和命令。

难点：连接数据库的各种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利用

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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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熟练掌握存取数据库的命令；

(四) 掌握制作留言板的主要步骤和命令。

第八章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开发实例

一、基本内容

(一) 网站需求定位与功能模块划分；

(二) 电子商务网站数据库设计；

(三) 电子商务网站主要模块的设计；

二、基本要求

(一)理解电子商务网站的需求；

(一) 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的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方法；

(二) 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的前台和后台管理；

(三) 掌握电子商务网站购物车模块的主要算法；

(四) 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结账模块的主要算法。

重点：电子商务网站数据库设计、电子商务网站数据库设计、电子商务网站的各个功能

模块的设计

难点：购物车模块的主要算法、结账模块的主要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根据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类型，本课程教学以讲授课程内容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基

础
4 4 2

2
电子商务网站规划与

设计
4 4 2

3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流

程
4 4 2

4 HTML 语言 4 4 2

5
利用 Dreamweaver 设

计网页
4 4 2

6
ASP 动态网站制作基

础
4 4 2

7 ASP 存取数据库技术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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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

开发实例
4 4 2

合计 32 32 1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李建忠．《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ISBN: 9787302276517，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1，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尚俊杰．《网络程序设计——ASP》．ISBN:9787811234084，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1，第 1 版

[2]沈凤池．《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管理》．ISBN:978730110880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第 1 版

[3]吴林华．《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维护》．ISBN:9787508315492，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5.9，第 1 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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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网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执笔者：董谦 马莉 杨跃武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计算机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的教学力求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论述计算机组网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包括计算机组网的技术标准、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和特点，计算机组网的应用等主要内容，

同时与时俱进，深入、系统、详细分析了各种计算机组网的新技术，包括网络的组网技

术，设备选型、分析和组网规划，综合布线、网络测试与维护，网络安全，以及各种服

务器的安装和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对计算机组网的技术的发展

和演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把网络的理论知识真正用到组网、网管和具体的网络使用

中，具备实际应用能力，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计算机网络工程专业的技术人才。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职称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本课程全面介绍相关专业知识，并

介绍最新前沿进展，从而将专业基础知

指标点 1-3. 具有网络工程专业基础

知识及其应用能力，并了解计算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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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及其应用能力和行业的前沿发展现

状和趋势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本课程注重工程实际，结合现实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可行的处理方

法，从而使学生能分析复杂工程问题，

设计解决方案。

指标点 3-1. 能够对计算机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分析，设计解决方案。

3

本课程中的解决方案源自实践，相

关理论和经验使学生能对解决方案的

可行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指标点 3-2. 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4

本课程与现实紧密结合，使学生在

方案设计时必须注重工程中的经济、环

境、安全、健康等制约因素，得出可接

受的指标。

指标点 3-4. 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

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

理等制约因素，并得出可接受的指标。

5

本课程注重仿真及真实实验环境的应

用，从而提供了理想的方案验证条件，

使学生能对各类工程问题进行科学研

究和实验验证。

指标点 4-1. 能够对计算机工程相关

的各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验证。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 1-3

第二章对等网组建和 IPv6 组网应用 毕业要求 1-3

第三章交换机基本操作和配置 毕业要求 1-3、3-1

第四章路由器配置及基本应用 毕业要求 1-3、3-1

第五章无线局域网组建和无线路由器应用 毕业要求 1-3、3-1

第六章局域网相关应用和网络工具 毕业要求 1-3、3-1、3-2

第七章计算机网络管理和故障排查 毕业要求 3-2、3-4

第八章简单局域网的设计与组建 毕业要求 3-2、3-4、4-1

(一)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培养基本的计算机组网思想，掌握网络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数据库应用能

力，并了解该类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能够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析与论证。

课程目标 2：能够对计算机工程的计算机组网技术相关的各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

验证。在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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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接受的指标。

课程目标 3：初步了解计算机组网的工作原理，理解计算机组网的建设和应用过程，能

够基于计算机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对相关的数

据库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仿真，并了解其局限性；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3-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掌握课程所学知识的情况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独立出题，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主。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 出勤考核（10%）+ 平时作业（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第 1.1 节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

第 1.2 节 数据通信基础

第 1.3 节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第 1.4 节 局域网技术

第 1.5 节 局域网扩展

第 1.6 节 广域网技术

第 1.7节 计算机网络的管理与安全维护

重点：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难点：计算机网络的管理与安全维护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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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对等网组建和 IPv6组网应用

第 2.1 节 网络传输介质的相关知识

第 2.2 节 网线制作的方法和主要步骤

第 2.3 节 对等网相关知识

第 2.4 节 对等网组建的方法和主要步骤

第 2.5 节 IPv6 概述

第 2.6 节 IPv6 组网组网应用

第 3章交换机基本操作和配置

第 3.1 节 交换机基本操作

第 3.2 节 交换机 VLAN 的配置应用

第 4章路由器配置及基本应用

第 4.1 节 路由器概述

第 4.2 节 路由器基本配置

第 4.3 节 路由器基本应用

第 5章无线局域网组建和无线路由器应用

第 5.1 节 无线局域网概述

第 5.2 节 无线局域网组建

重点：对等网相关知识

难点：对等网组建的方法和主要步骤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交换机基本操作

难点：交换机 VLAN 的配置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路由器概述

难点：路由器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无线局域网组建

难点：无线路由器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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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节 无线路由器概述

第 5.4 节 无线路由器应用

第 6章局域网相关应用和网络工具

第 6.1 节 局域网共享 Internet 的连接

第 6.2 节 Windows 环境下 TCP/IP 参数的配置

第 6.3 节 Windows Server 2003 FTP 服务器的配置与使用

第 6.4 节 Windows Server 2003 DNS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第 6.5 节 Windows Server 2003 DHCP 的配置

第 6.6 节 远程控制应用

第 6.7 节 安全扫描工具应用

第 7章计算机网络管理和故障排查

第 7.1 节 计算机网络管理

第 7.2 节 计算机网络故障排查

第 8章简单局域网的设计与组建

第 8.1 节 网络规划与设计

第 8.2 节 典型的局域网设计与规划案例

第 8.3 节 简单局域网设计与组建的参考步骤

重点：Windows 环境下 TCP/IP 参数的配置

难点：安全扫描工具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计算机网络管理

难点：计算机网络故障排查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重点：网络规划与设计

难点：典型的局域网设计与规划案例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结合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学生讲授、专题讨论、

启发式教学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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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计

1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4 4 2
2 对等网组建和 IPv6 组网应用 4 4 2
3 交换机基本操作和配置 4 4 2
4 路由器配置及基本应用 4 4 2
5 无线局域网组建和无线路由

器应用

4 4 2

6 局域网相关应用和网络工具 4 4 2
7 计算机网络管理和故障排查 4 4 2
8 简单局域网的设计与组建 4 4 2

合计 32 32 1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卢加元.计算机组网技术与配置.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 7 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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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综合布线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Network Cabling Technology

执 笔 者：胡小生

审 核 人：李晓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以综合布线系统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为依据，从综合布线工

程技术的基本概念出发，阐述综合布线工程的设计技术、施工技术、施工工程管理技术、

网络测试技术、工程验收和管理维护等内容，围绕工程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突

出学生网络布线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等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支撑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算

机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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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4. 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角

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加以改进。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计算机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

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五）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综合布线技术概论 毕业要求 1-4、12-1

第 2章综合布线技术相关的通信知识 毕业要求 12-2

第 3 章 综合布线的材料与设备 毕业要求 12-2
第 4 章 综合布线系统建设 毕业要求 1-4、2-4、6-3
第 5 章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毕业要求 1-4、2-4
第 6 章 综合布线测试技术 毕业要求 1-4、2-4、6-3
第 7 章综合布线技术的工程应用 毕业要求 1-4、2-4、6-3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阐述工程布线的设计技术、施工技术、管理技术、网络测试技术

课程目标 2：突出网络布线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等实践能力培养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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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2-4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了解计算机网络互联设备与常用的传输介质

2、掌握网络综合布线系统结构与系统设计

3、掌握网络工程施实用技术

4、掌握网络测试原理与应用

（二）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闭卷。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 = 考试成绩（70%）+ 考勤（10%）+ 作业（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综合布线技术概论

课程内容：

五、综合布线概述

六、综合布线系统在现代建筑物中的地位

七、综合布线技术的标准和等级

第二章 综合布线技术相关的通信知识

课程内容：

一、信道的主要传输特性

二、宽带接入技术

三、综合布线其他相关通信技术

四、网络的拓扑结构

重点：综合布线系统的结构，综合布线的组成，智能建筑组成。

难点：综合布线的组成。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网络的拓扑结构：星型网络、环形网络、总线型、树型、网状型

难点： 综合布线通信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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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综合布线的材料与设备

课程内容：

十、布线线缆

十一、 布线连接器件

十二、 布线配套器材

十三、 布线连接的网络设备

十四、 布线性能测试仪器

十五、 布线设计工具软件

第四章 综合布线系统建设

课程内容：

九、综合布线系统的总体规划

十、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

十一、 综合布线系统的施工

十二、 综合布线系统的竣工验收

第五章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课程内容：

十一、 工作区子系统设计

十二、 水平（配线)子系统设计

十三、 干线子系统设计

十四、 设备间设计

十五、 管理设计

十六、 进线间设计

十七、 建筑群子系统设计

重点：布线连接器件、布线配套器材

难点：验证测试工具和专业电缆测试工具的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系统演示

重点：布线系统的规划，编制施工方案，布线系统的施工、测试和验收。

难点：布线系统的施工、测试和验收。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讨论

重点：干线子系统设计，建筑群子系统设计和光纤传输系统设计。

难点：干线子系统设计，建筑群子系统设计和光纤传输系统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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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综合布线保护设计

十九、 光钎传输系统设计

第六章 综合布线测试技术

课程内容：

十一、 综合布线测试技术概述

十二、 电缆的测试技术认证标准和测试内容

十三、 光纤的测试技术

第七章 综合布线技术的工程应用

课程内容：

七、居住区综合布线

八、商业办公楼综合布线

九、数据中心综合布线

重点：布线流程，布线测试技术。

难点：布线测试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重点：不同建筑群的布线，布线技术的应用。

难点：不同建筑群的布线，布线技术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讨论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综合布线技术概论 2 2

2
综合布线技术相关的

通信知识
4 4 2

3
综合布线的材料和设

备
2 2

4 综合布线系统建设 6 6 2
5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8 8 4
6 综合布线测试技术 6 6 4

7
综合布线技术的工程

应用
4 4 4

合计 32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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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岳经纬，宋真君， 吴学毅．网络综合布线技术（第 2 版）.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2010.7，第 2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温晞．《网络综合布线技术》.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1.

八、其他说明

无

http://search1.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CE%C2%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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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执笔者：杨跃武，曾凡智、陈俊健

审核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学时，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软件工程；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本课程是一门涉及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理论及工程管理专业知识的交叉学科。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工程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和过程、信息领域的

新发展。本课程让学生能把已掌握的管理理论、系统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与工程管理的专

业知识相结合，加深对过去已修课程的理解，用本课程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计算机

信息管理技术，解决工程管理领域的一些实际问题。

本课程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信息工程管理专业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应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运用系统开发的基本方法，分

析解决工程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针对工程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设计，初步具

有系统开发的能力，为学生今后从事信息工程管理领域的工作打下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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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机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网络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计算机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

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

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工程项目管理概论 指标点 1-4
第二章工程项目策划与决策 指标点 2-3、6-3

第三章工程项目管理体制 指标点 6-3
第四章工程项目组织管理 指标点 2-3、6-3、12-1、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工程项目策划

课程目标 2：工程项目决策

课程目标 3：工程项目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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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4：工程项目组织管理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4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2，3，4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2，3，4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本课程中与信息工程管理各环节相关的主要技能。

目标三：具有项目规划和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

（三）成绩评定

综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80%）、平时和作业（占 20%）。其中平时成绩为考勤，占

10%，作业占 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工程项目管理概论

1.1概述

1.2项目与项目管理

一、项目的概念

二、项目生命期

三、项目利益相关者

四、项目管理的概念

五、项目管理的特点

重点：工程项目管理概念、特点和分类。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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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管理过程组

七、项目管理知识领域

八、项目团队所需知识领域

1.3工程项目概念及工程项目管理

一、工程项目的定义及特征

二、建设项目的概念

三、工程项目管理过程

四、工程项目管理的主体关系

第 2章工程项目策划与决策

2.1工程项目前期策划

一、工程项目策划内容

二、工程项目前期策划的程序

2.2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

一、项目建议书

二、可行性研究的概念和作用

三、可行性研究的阶段和步骤

四、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和编写

2.3工程项目经济评价与决策

一、工程项目财务评价

二、工程项目国民经济评价

三、社会评价

四、工程项目决策程序

五、工程应用案例

重点：工程项目策划。

难点：工程项目决策。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3章工程项目管理体制

3.1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概述

重点：信息工程项目管理体制。

难点：信息工程管理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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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企业推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二、工程项目管理体制发展趋势

3.2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一、传统模式

二、信息工程管理模式

三、项目管理模式

四、设计管理模式

五、设计、施工总承包／交钥匙工程模式

六、项目管理承包模式

七、BOT模式

八、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分类

3.3代建制

3.4工程项目管理规划

一、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第 4章 工程项目组织管理

4.1工程项目组织概述

一、项目组织涵义

二、项目组织论

4.2项目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定义

二、组织结构的设计原则

三、项目组织结构设计流程

四、项目结构分析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4.3工程项目的组织形式

一、基本的组织结构模式

二、直线职能型组织

三、项目型组织

四、矩阵型组织

重点：电子商务中的技术与移动电子商务。

难点：移动电子商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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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合型组织

4.4项目团队的组建

一、项目团队概述

二、塔克曼团队建设模型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工程项目管理概论 6 6

1
作业采用报

告形式完

成。

2 工程项目策划与决策 8 8
3 工程项目管理体制 10 10
4 工程项目组织管理 8 8

合计 32 32 1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谈晓勇．《电子商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2] 唐春林．《电子商务基础（第 3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

[3] 万守付．《电子商务基础（第 3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4] 李琪．《电子商务导论》．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年。

[5]李晓东等著．《工程管理信息系统》（ISBN:711113429X）．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6]王要武．《管理信息系统》（ISBN:9787121074035）．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第

二版.

[7]陈禹．《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教程》（ISBN:978730212261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八、其他说明

无。



267

《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The course of Project Manage

执 笔 者：胡春萍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是，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软件工程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网络工程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从课程地位来说，它在先导课“软件工程”课程

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教学，要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应用中，信息系统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集成专业技术、项目的立项管理。为学生将来应聘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及计算机在各个

领域应用打下基础。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注重认真完成与作业，贯彻“厚基础重

能力”的方针，学生应掌握信息系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集成专业技术、项目的立项管理、

合同管理、信息（文档）与配置管理、风险管理等，而形成较完整的项目管理的概念。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

撑的毕业

要求如

下：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算机工

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工程等问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

算机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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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

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

行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计算

机工程实践中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并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3. 掌握计算机工程重要文献

资料的来源和获取方法。

4

毕业要求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

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计算

机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

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

域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

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项目管理概论 指标点 5-3.

第 2 章项目组织与项目团队 指标点 12-1

第 3 章项目启动与计划编制 指标点 6-3
第 4 章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 指标点 2-3
第 5 章信息系统服务管理 指标点 1-4.

第 6 章项目立项及整体管理 指标点 1-4、12-2

第 7 章项目范围管理 指标点 2-3

第 8 章项目进度及成本管理 指标点 2-3

第 9 章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指标点 2-3

第 10 章项目合同及采购管理 指标点 2-3、12-2

第 11 章变更与风险管理 指标点 2-3、12-2
第 12 章项目收尾及产权管理 指标点 12-1、指标点 12-2

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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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项目管理的核心理论和方法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自觉和正确地应用项目管理理论和知识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并解

决项目管理中较为复杂的问题的综合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2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考核学生掌握信息系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集成专业技术、项目的立项管

理、合同管理、信息（文档）与配置管理、风险管理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30%平时+70%期末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项目管理概论

第一节 项目与项目管理

第二节 项目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项目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第四节 项目生命期

教学要求：了解项目的定义及基本特征、项目生命期

重点：项目与项目管理定义

难点：项目生命期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二章 项目组织与项目团队

第一节 项目组织

第二节 项目团队

重点：项目的组织和项目经理定义

难点： 项目生命期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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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项目经理

教学要求：了解项目的定义及基本特征、项目生命期

第三章 项目启动与计划编制

第一节 需求分析

第二节 项目的选择与启动

第三节 项目启动的工具和方法

第四节 计划概述

第五节 项目计划的编制

第六节 项目计划的工具和方法

教学要求：了解项目的定义及基本特征、项目生命期

重点：项目的需求分析、计划编制、项目的计划工具和方法。

难点：项目的计划编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四章 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阶段化管理

第二节 量化管理

第三节 优化管理

教学要求：熟悉阶段化管理、量化管理、优化管理方法

重点：阶段化管理

难点：优化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五章 信息系统服务管理

第一节 信息系统服务管理体系

第二节 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

第三节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

第四节 ITIL 与 IT 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审计

教学要求：熟悉信息系统服务管理体系、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ITIL 与 IT 服务管理期

重点：信息系统服务管理体系、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

难点：ITIL 与 IT 服务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六章 项目立项及整体管理

第一节 立项管理内容

重点：项目整体管理活动和流程、项目管理计划、监督和控制、项目整体变更控制。

难点：项目管理计划、监督和控制、项目整体变更控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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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方的立项管理

第三节 项目启动的工具和方法

第四节 签订合同

第五节 项目整体管理的主要活动和流程

第六节 编制项目范围说明书（初步）

第七节 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第八节 指导和管理项目执行

第九节 监督和控制项目

第十节 整体变更控制

第十一节 项目收尾

教学要求：熟悉立项管理内容、项目整体管理的主要活动和流程、项目管理计划、监督和控制、

项目整体变更控制

第八章 项目进度及成本管理

第一节 项目进度管理概述

第二节 活动定义与活动排序

第三节 活动资源估算、历时估算

第四节 制定进度计划及进度控制

第五节 项目成本管理计划与成本估算

第六节 项目成本预算、项目成本控制

教学要求：熟悉项目进度管理、活动资源估算、历时估算、制定进度计划及进度控制、项目成本

管理计划与成本估算、项目成本预算、项目成本控制。

重点：项目进度管理、制定进度计划及进度控制、项目成本管理计划与成本估算、项

目成本控制。

难点：项目成本管理计划与成本估算、项目成本控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九章 项目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重点：掌握制定项目质量计划、质量控制、项目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计划、项目团队

组织。

难点：项目质量计划、质量控制、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七章 项目范围管理

第一节 产品范围与项目范围

第二节 编制范围管理计划

第三节 创建工作分解结构

第四节 范围确认、范围控制

教学要求：掌握编制范围管理计划、创建工作分解结构、范围确认、范围控制。

重点：掌握编制范围管理汁划、创建工作分解结构、范围确认、范围控制。

难点：编制范围管理计划、创建工作分解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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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质量管理基础

第二节 制定项目质量计划

第三节 项目质量保证

第四节 项目质量控制

第五节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及有关概念

第六节 项目人力资源计划编制制

第七节 项目团队组织建设

第八节 项目团队管理

教学要求：掌握质量管理基础、制定项目质量计划、质量控制、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计

划、项目团队组织。

第十章 项目合同及采购管理

第一节 项目合同及分类

第二节 项目合同签订与管理

第三节 项目合同索赔处理

第四节 项目采购管理及编制采购计划

第五节 编制询价计划、询价、招标

第六节 合同及合同收尾

教学要求：掌握项目合同及分类、项目合同索赔处理、项目采购管理及编制采购计划、编制询价

计划、询价、招标、合同及合同收尾。

重点：项目合同及分类、项目合同索赔处理、编制询价计划、询价和招标、合同及合

同收尾。

难点：项目合同索赔处理、编制询价计划、询价和招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第十一章 变更与风险管理

第一节 变更管理的基本原则及组织机构

第二节 变更管理工作程序、工作内容

第三节 风险管理及计划

第四节 定性、定量风险分析

第五节 应对风险的基本措施

教学要求：掌握变更管理的基本原则、变更管理程序和内容、风险管理及计划、定性、定量风险

分析、应对风险的基本措施。

重点：变更管理的基本原则、变更管理程序、风险管理及计划、定性、定量风险分析。

难点：风险管理及计划、定性、定量风险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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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 1 章 项目管理概论 1 1

第 2 章 项目组织与项目团队 2 2

第 3 章 项目启动与计划编制 2 2 1

第 4 章 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 2 2 1

第 5 章 信息系统服务管理 2 2 1

第 6 章 项目立项及整体管理 4 4

第 7 章 项目范围管理 2 2

第 8 章 项目进度及成本管理 4 4 1

第 9 章 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4 4 1

第 10

章
项目合同及采购管理 4 4

1

第 11

章
变更与风险管理 3 3

1

第 12

章
项目收尾及产权管理 2 2

1

合 计 32 32 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谭志彬，柳纯录．《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教程（第 3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 年 8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骆珣．《项目管理教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3 月。

第十二章 项目收尾及知识产权管理

第一节 项目收尾的内容

第二节 对信息系统的后续工作的支持

第三节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范围和内容

第四节 知识产权管理要项

第五节 知识产权的滥用

教学要求：熟悉项目收尾的内容、系统的后续工作的支持、产权管理范围和内容、知识产权管理

要项。

重点：项目收尾的内容、系统的后续工作、产权管理范围和内容、知识产权管理要项。

难点：项目收尾的内容、系统的后续工作、知识产权管理要项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多媒体网络技术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F8%B4%BF%C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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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小平，余力. 《项目管理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 月。

[3] 高懿．《项目管理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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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大纲

Data Warehouse and Data Mining

执 笔 者：何志敏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原理、操作系统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数据仓库(DW)与数据挖掘(DM)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技术。数据仓库用于

决策分析，数据挖掘用于从数据库中发现知识。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结合为决策支持

系统(DSS)开辟了新方向，它们也是商业智能(BI)的主要技术。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是计

算机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讲述：数据仓库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应用；各类数据

挖掘的分类、原理与方法。介绍数据仓库的概念、特征、存贮结构及数据分析的手段。

重点介绍数据挖掘中的分类挖掘、聚类挖掘、关联规则挖掘的概念、原理、方法及应用

特征。简单介绍 WEB挖掘、空间数据挖掘、时序数据挖掘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同时，

结合高级语言与 SQL编写锻炼学习者在数据库中对数据进行提取与分析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算



276

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机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决

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

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

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概论 毕业要求 1-4、2-3、12-1

第二章数据仓库与相关技术 毕业要求 1-4、12-1、12-2

第三章数据挖掘技术简介 毕业要求 2-3、6-3、12-1
第四章分类 毕业要求 2-3、6-3、12-1
第五章聚类 毕业要求 2-3、6-3、12-1、12-2
第六章关联规则 毕业要求 2-3、6-3、12-1、12-2
第七章数据挖掘的高级课题 毕业要求 1-4、6-3、12-1、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数据仓库的定义、特点和研究数据仓库的必要性。掌握数据仓库的体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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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联机分析处理的概念。

课程目标 2：掌握数据仓库规划、设计、管理的基本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及与数据仓库的关系。

课程目标 4：熟悉聚类分析、分类发现和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算法的使用环境、算法特点，

并能进行算法复杂性的分析。

课程目标 5：掌握数据仓库的体系结构和联机分析处理的概念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4、5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3、4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4、5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3、4、5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1、2、3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使学生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数据挖掘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将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和目标来确定考试

范围和考核要求。考试命题会覆盖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本课程在试题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基础题占 20%，简答与计算题

占 60%-70%，综合运用题占 10%-20%。

（三）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根据教学大纲命题，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卷面分值 100 分。总成

绩的评定按照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作业成绩占 30%进行。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概论

重点：数据挖掘的基本任务与分类、数据挖掘度量。

难点：区分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的差别联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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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内容：
（一）基本数据挖掘任务。

（二）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与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三）从数据库观点看数据挖掘及数据挖掘的未来发展。

第一节：基本数据挖掘任务

第二节：数据挖掘与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第三节：数据挖掘问题、数据挖掘度量

第四节：数据挖掘的未来发展

二、基本要求：
（一）熟悉数据挖掘基本概念

（二）了解数据仓库及数据挖掘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数据仓库与相关技术

一、基本内容：
（一）数据库与 OLTP 系统的定义。

（二）信息检索、决策支持系统。

（三）数据仓库的概念、原理，OLAP 的应用。

第一节：数据库/OLTP 系统

第二节：信息检索、决策支持系统

第三节：维数据建模

第四节：数据仓库

第五节：OLAP

二、基本要求：
（一）掌握数据仓库的概念、原理

（二）熟悉数据库、OLTP、OLAP 的区别与联系。

第三章数据挖掘技术简介

一、基本内容：
（一）与数据挖掘有关的相关算法与技术概要。

（二）各种算法的应用与算法步歩骤。

第一节：数据挖掘的统计方法

第二节：相似性度量

重点：数据仓库的概念、原理、基本应用。

难点：数据库、数据仓库、OLTP、OLAP 的区别与联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重点：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与算法。

难点：数据挖掘的各类统计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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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决策树

第四节：神经网络

第五节：遗传算法

二、基本要求：
（一）掌握决策树的基本概念与算法

（二）掌握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与算法

（三）熟悉遗传算法

第四章分类

一、基本内容：
（一）分类挖掘的定义及度量。

（二）分类挖掘的各类算法。

第一节：基于统计的算法

第二节：基于距离的算法

第三节：基于决策树的算法

第四节：基于神经网络的算法

第五节：基于规则的算法

二、基本要求：
（一）掌握分类挖掘的定义及基本概念

（二）掌握分类挖掘的各种算法

第五章聚类

一、基本内容：
（一）聚类挖掘的定义、度量及应用背景。

（二）聚类挖掘的各类算法。

第一节：相似性和距离度量

第二节：异常点

第三节：层次算法

第四节：划分算法

第五节：大型数据库聚类

第六节：对类别属性进行聚类

二、基本要求：
（一）掌握聚类挖掘的定义及基本概念

重点：基于距离的算法。

难点：基于神经网络的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重点：划分算法、层次算法。

难点：划分算法、层次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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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聚类挖掘的各种算法

第六章关联规则

一、基本内容：
（一）关联规则挖掘的定义、度量及应用背景。

（二）关联股则挖掘的各类算法。

第一节：大项目集

第二节：基本算法

第三节：Apriori 算法

第四节：并行和分布式算法

第五节：方法比较

第六节：增量规则

第七节：高级关联规则技术

二、基本要求：
（一）掌握关联规则挖掘的定义及基本概念

（二）掌握关联规则挖掘的各种算法

第七章数据挖掘的高级课题

一、基本内容：
（一）数据挖掘的高级课题简介。

（二）数据挖掘应用前景。

第一节：WEB 挖掘简介

第二节：空间数据挖掘简介

第三节：时序数据挖掘简介

二、基本要求：
（一）掌握数据挖掘的高级课题的基本概念

（二）了解数据挖掘的高级课题的应用前景

重点：基本算法、Apriori 算法。

难点：高级关联规则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重点：WEB 挖掘。

难点：时序数据挖掘。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单位时间信息量，提高学生对基本概

念、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重点算法进行课程讨论，需要学生进行

精心的预习，强化对重点算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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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概论 2 2 2

二 数据仓库与相关技术 4 4 3

三 数据挖掘技术简介 4 4 3

四 分类 6 6 3

五 聚类 6 6 3

六 关联规则 6 6 2

七 数据挖掘的高级课题 4 4 3

合计 32 32 19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徐华著．《数据挖掘：方法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9。

（二）教学参考书

[1] 王振武著．《数据挖掘算法原理与实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1。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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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Commerce

执 笔 者：王东，马莉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学时，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C语言程序设计；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 电子商务平台开发；电子支付与安全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电子商务是一门集技术科学、经济学与管理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也是一门理

论和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是许多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重点在于全面

介绍电子商务的概念和相关技术，在介绍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电子商务的特征和电

子商务的系统框架基础上，系统、全面地介绍电子商务中所使用的各种技术，特别是电

子商务安全技术、客户端/服务器端技术、XML和 Web服务、数据库技术并给出了策划

实施电子商务系统的主要解决方案和产品。

本课程系统阐述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吸纳和反映了近几年

电子商务领域中的一些最新发展，精选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案例，突出了电子商

务在现代商务中的具体应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学习能力：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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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计

算机工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与复杂

工程等问题，并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机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

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

析计算机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计算机工程实践和计算机工程问题

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计算机工程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章 电子商务概述 毕业要求 12-2

第 2章 电子商务系统与基本框架 毕业要求 2-3

第 3章 企业电子商务模式 毕业要求 2-3
第 4 章 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 毕业要求 6-3、12-1
第 5章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毕业要求 2-3、12-2
第 6章 电子商务的安全体系 毕业要求 1-4、6-3、12-2
第 7章 电子商务的支付体系 毕业要求 1-4、6-3、12-2
第 8章 电子商务的物流体系 毕业要求 1-4、6-3、12-2
第 9章 网络营销理念与实务 毕业要求 6-3、12-1、12-2
第 10章 电子商务实践及应用 毕业要求 2-3、6-3、12-2
第 11章 电子政务 毕业要求 2-3、6-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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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电子商务基本概念、分类及在实施过程中所涉及安全支付、物流、营

销和电子政务方面基本知识。

课程目标 2：了解模式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为从事电子商务及相关工作、

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6-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2 课程目标 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通过对各章节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以及对建立于这些理论基础之

上的应用等知识的学习，从而加强学生的工程基础以及应用能力，为解决电子商务系统研发

复杂工程问题提供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储备，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4 的要求。

（2）通过对电子商务概念和技术、安全支付体系、物流体系、营销模式、电子政务等

等知识的学习，从而达到培养了学生工程思维和问题表达的能力，分析构建符合性较强的电

子商务系统所涉及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2-3 的要求。

（3）通过对电子商务系统框架分析与设计、以及整合各类支持电子商务系统运行的相

关技术等知识的学习，从而达到电子商务系统复杂工程问题分析与设计能力，以达到毕业要

求指标点 6-3 的要求。

（4）通过对电子商务概念和技术、安全支付体系、物流体系、营销模式、电子政务等

等知识学习，从而达到了解各类相关技术的基础和现状，并能够延展未来相关技术的发展趋

势，形成正确的技术发展观，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2-1的要求。

（5）通过对综合分析和学习现阶段电子商务系统包含的多门类技术，建立新技术将不

断引导电子商务应用快速发展的认识，从而树立不断学习新技术和新知识才能更好适应社会

发展的科学观，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2-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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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本课程中与电子商务各环节相关的主要技能。

目标三：具有项目规划和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

（三）成绩评定

综评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占 70%）、平时和作业（占 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电子商务概述

第 1.1节 电子商务的兴起和发展

第 1.2节 电子商务的概念

第 1.3节 电子商务的特点与优势

第 1.4节 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变革

第 1.5节 电子商务的分类

重点：电子商务概念、特点和分类。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

第 2章 电子商务系统与基本框架

第 2.1节 电子商务的组成要素

第 2.2节 电子商务的基本框架

第 2.3节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重点：电子商务的组成要素和基本框架。

难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3章 企业电子商务模式

重点：企业电子商务模式。

难点：电子商务的技术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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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节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状况

第 3.2节企业电子商务模式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4章 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

第 4.1节电子商务中的技术

第 4.2节 互联网应用常识

第 4.3节 移动电子商务

重点：电子商务中的技术与移动电子商务。

难点：移动电子商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5章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第 5.1节 电子商务网站策划

第 5.2节 电子商务网站实施

第 5.3节 网站搭建途径与方法

第 5.4节 网页设计与开发技术

第 5.5节 常用的网页开发工具

重点：电子商务网站策划，网站搭建途径和方法。

难点：电子商务网站策划。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6章 电子商务的安全体系

第 6.1节 电子商务安全概述

第 6.2节 电子商务的安全技术

第 6.3节 电子商务安全认证

第 6.4节 安全认证协议

第 6.5节 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

重点：电子商务安全技术，安全认证和安全认证协议。

难点：电子商务安全认证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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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电子商务的支付体系

第 7.1节 传统支付方式

第 7.2节 电子支付工具

第 7.3节 电子商务支付问题及发展趋势

第 7.4节 常用的支付工具

重点：支付方式和发展趋势。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8章 电子商务的物流体系

第 8.1节 物流概述

第 8.2节 物流系统的组成

第 8.3节 电子商务物流

第 8.4节 现代物流技术

第 8.5节 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

重点：支付方式和发展趋势。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9章 网络营销理念与实务

第 9.1节 网络营销的产生与发展

第 9.2节 网络营销的概念、特点和主要内容

第 9.3节 网络营销的常用方法

第 9.4节 网络营销策略组合

第 9.5节 网络市场调查与信息收集

重点：网络营销概念和主要内容，营销方法。

难点：网络营销策略组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10章 电子商务实践及应用

重点：网上开店、证券、保险。



288

第 10.1节 网上商店与网上开店

第 10.2节 网上证券

第 10.3节 网上保险

第 10.4节 Web2.0应用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第 11章 电子政务

第 11.1节 电子政务概述

第 11.2节 国外电子政务应用

第 11.3节 国内电子政务应用

第 11.4节 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

重点：电子政务概念和发展趋势。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讲授

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典型案例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

直接交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思维进行分析。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电子商务概述 2 2

大综合

作业 1次

作业采用报

告形式完

成。

2
电子商务系统与基本

框架
2 2

3 企业电子商务模式 2 2
4 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 4 4
5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4 4
6 电子商务的安全体系 4 4
7 电子商务的支付体系 4 4
8 电子商务的物流体系 4 4
9 网络营销理念与实务 2 2
10 电子商务实践及应用 2 2
11 电子政务 2 2

合计 32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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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谈晓勇，任永梅，汪斌．《电子商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二）参考资料

[1] 唐春林．《电子商务基础（第 3 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 7 月。

[2] 万守付．《电子商务基础（第 4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2 月。

[3] 李琪，彭丽芳，王丽芳．《电子商务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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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大纲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Retrieval

执 笔 者：杨文茵，李晓东

审 核 人：胡小生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网络工程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大学英语、学科概论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根据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等多学科知识相融合，旨在进行大学

生信息素质教育的一门课程。它着重以科技文献检索工具的利用为主线，以电子与网络

文献信息、数据库与因特网上专门科技文献信息的检索为重点，系统地结合专业特点及

需要介绍科技文献的基本知识、文献检索的基本理论、各类科技文献信息检索工具及其

利用方法及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信息利用与科技。通过该课程学习，可以了解科

技文献检索基础理论和本专业及相关专业文献检索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与

利用的意识、提高学生信息检索与利用的能力，掌握一些比较实用的信息检索与利用的

方法，为今后的专业学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更好地适应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 课程内容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 指标点 1-4.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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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网络

工程问题。

2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3. 能够对于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并求解。

3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网络工程实践和机械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网络工程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

和应用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4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5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2.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 1 章 信息资源检索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 12-1
第 2 章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概述 毕业要求 6-3、12-1
第 3 章 基于搜索引擎的网络信息资源检索 毕业要求 1-4、2-3、12-2
第 4 章 中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毕业要求 1-4、2-3、12-2
第 5 章 英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毕业要求 1-4、2-3、12-2
第 6 章 核心检索评价系统 毕业要求 1-4、2-3、12-2
第 7 章 特种文献信息的网络检索 毕业要求 1-4、2-3、12-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通过在课堂上演示讲解及课下实践练习各类主流科技文献信息检索工具及其利用

方法，使学生能通过工具的使用和查阅最新技术文献，了解计算机行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

势，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的

要求。

（2）通过在课堂上案例讲解及课下实践练习各类主流科技文献信息检索工具及其利用

方法，使让学生掌握计算机工程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和获取方法，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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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的要求。

（3）通过让学生实践练习通过网络搜索引擎等工具进行信息搜索，掌握通过搜索文献

资料获取新资讯、新知识的能力，培养终身自我学习的能力，以达到毕业要求指标点 12-2

的要求。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对使用主题索引查阅近年有关课题文献、使用著者索引查阅近年有关专家文献

引用情况、使用专用索引查阅特种类型文献等方法的掌握程度，从学科分类途径查阅近年有

关课题文献，以及使用《世界专利索引》中的四种索引查找有关专利文献的了解程度，对使

用国际联机检索的一般过程及光盘数据库检索方法的熟练程度。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为考察课，以课后任务实践报告和期末总报告为主要考核方式。

（三）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课后上机实践报告成绩和期末总报告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10%，实践报告成绩占 40%，期末总报告成绩占 5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信息资源检索基础知识

第 1节 信息资源概述

1.1信息源的类型、文献信息源的类型（了解）

第 2节 信息资源检索

2.1信息检索及其相关概念、信息检索的类型 、信息检索系统（了解）

第 3节 信息检索技术

3.1传统的信息检索技术 、新型的网络信息检索技术（了解）

第 4节 信息资源检索的方法及效果评价

4.1信息资源检索方法 、信息资源检索途径 （了解）

4.2信息检索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了解）

4.3信息检索的意义、检索效果的评价（了解）

第二章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概述

重点：信息资源检索的方法及检索效果的评价。

难点：信息检索策略的制定及检索效果的评价。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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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网络信息资源概述

1.1网络信息资源的概念及特点、网络信息资源的类型（了解）

第 2节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

2.1网络信息资源检索的概念和特点 （了解）

2.2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方法及工具（理解）

第三章 基于搜索引擎的网络信息资源检索

第 1节 搜索引擎概述

1.1搜索引擎的概念及其功能、类型 （了解）

1.2搜索引擎的工作方式（理解）

1.3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和技巧（掌握）

第 2节 目录型搜索引擎

2.1目录型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 （理解）

2.2常用的目录型搜索引擎及其检索方法 （掌握）

第 3节 索引型搜索引擎

3.1索引型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 （理解）

3.2常用的索引型搜索引擎及其检索方法 （掌握）

第四章 中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第 1节 CNKI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掌握）

第 2节 维普资讯系统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2.1维普资讯系统及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的检索方法（掌握）

第 3节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概述

3.1万方数据库及其检索方法（掌握）

重点：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方法及工具。

难点：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方法及工具。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重点：常用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难点：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重点：主要中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难点：主要中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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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4.1CALIS中文数据资源的检索方法 （理解）

第 5节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5.1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库的检索方法 （理解）

第 6节 四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比较

6.1联机书目检索系统及联机图书馆公共检索目录概述 （了解）

6.2 OPAC的检索方法（掌握）

第 7节 电子图书与数字图书系统

7.1电子图书概述 （了解）

7.2超星数字图书馆 及其使用方法（理解）

7.3其他中、外文数字图书系统介绍 （了解）

第五章 英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第 1节 EBSCOhost系统全文数据库

1.1 EBSCOhost系统数据库资源（了解）

1.2 EBSCOhost检索技术（理解）

第 2节 IEEE全文数据库

2.1 IEEE系统数据库资源（了解）

2.2 IEEE检索技术（掌握）

第 3节 PQDT美国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检索

3.1 PQDT系统数据库资源（了解）

3.2 PQDT检索技术（理解）

第 4节 Elsevier Science Direct全文数据库

4.1 Elsevier Science Direct系统数据库资源（了解）

4.2 Elsevier Science Direct检索技术（掌握）

第 5节 Springer Link全文期刊数据库

5.1 Springer Link系统数据库资源（了解）

5.2 Springer Link检索技术（理解）

第 6节 Journal Storage 过刊全文数据库

6.1 Journal Storage 系统数据库资源（了解）

6.2 Journal Storage 检索技术（理解）

重点：主要英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技术。

难点：主要英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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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核心检索评价系统

第 1节 国际联机检索系统

1.1 Dialog国际联机检索系统及数据库资源概览（了解）

1.2 Dialog检索技术及 DialogWeb系统的检索（理解）

1.3 OCLC FirstSearch国际联机检索系统及数据库资源概览（了解）

1.4 FirstSearch数据库资源及数据库检索（理解）

第 2节 ISl Web of Science数据库

2.1三大引文索引概述（了解）

2.2 ISl Web of Knowledge平台的数据库资源（了解）

2.3 ISl web of Sciellce数据库的检索（掌握）

第 3节 工程索引

3.1 EI概述（了解）

3.2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数据库资源（了解）

3.3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的检索（掌握）

第 4节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4.1 CSSCI数据库概述（了解）

4.2 CSSCI数据库的检索（理解）

第七章 特种文献信息的网络检索

第 1节 会议信息的网络检索

1.1会议文献概述（了解）

1.2会议消息的检索、会议文献的检索（理解）

第 2节 学位论文的网络检索

2.1学位论文概述 （了解）

2.2国外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检索 、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检索（掌握）

第 3节 专利信息的网络检索

重点：三大引文索引的检索技术 。

难点：三大引文索引的检索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任务驱动。

重点：学位论文、专利信息和科技报告的网络检索。

难点：专利信息和科技报告的网络检索。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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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专利基础知识 （理解）

3.2专利文献的印刷型检索工具 （了解）

3.3国外专利信息的网络检索 、中国专利信息的网络检索（掌握）

第 4节 科技报告的网络检索

4.1科技报告概述 （了解）

4.2中国科技成果的检索方法（掌握）

4.3其他国家科技成果的检索 （理解）

第 5节 标准信息的网络检索

5.1标准概述 （了解）

5.2国外标准信息的检索 、中国标准信息的检索（理解）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计

1 信息资源检索基础知识 2 2 2
2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概述 4 4 2
3 基于搜索引擎的网络信息资源检索 6 6 4
4 中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6 6 4
5 英文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6 6 4
6 核心检索评价系统 4 4 2
7 特种文献信息的网络检索 4 4 2

合计 32 32 2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隋莉薄.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第 2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肖珑. 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第二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05 月.

[2] (美)马奇，(美)麦克伊沃著，陈静，肖思汉译. 怎样做文献综述——六步走向成功.上

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年 06 月.

[3] 时雪峰，陈萍秀，刘艳磊，龚宏. 科技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第 4版）. 北京：背景交

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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