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落实学校“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方略，培养与造就卓越的高等技

术应用型人才，依照学校 2017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修订完成与之配套

的“上海电机学院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是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纲要形式规定一门课程教学内容

的文件。包括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结构、课程

内开设的实验、教学进度和考核方式等。 

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教学和编写或选用教材的主要依据，也是检查和评定学

生学业成绩和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学校要求每位任课教师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精心组织教学内容、精心

备课、精心改进教学方法、精心应用多元教学手段，上好每一堂课。各二级学院、

系的负责人应定期组织和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检查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 

 

 

                                                             教务处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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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D02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科非计算机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4：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理论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4学时） 

课程内容：C 语言简介；C 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C 程序的开发过程；C

程序的基本要素；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的发展及特点；掌握 C 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 C 程

序的书写格式、风格；掌握 C 程序的编译、连接和运行步骤。掌握 C 语言合法

标识符、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分类及初始化方法；掌握 C 程序

各数据存储形式；掌握调试 C程序的方法。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运算符与表达式；C语言的基本语句；输入与输出函数；算法；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逗

号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sizeof 运算符、自增/自减运

算符、位运算符的使用方法；掌握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混合运算规则。了解

C 语言的基本语句；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据格式输出函数的调用

规则和格式字符的意义；掌握数据格式输入函数的调用规则和地址运算符的使

用；掌握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了解算法的概念、特性和表示方法。掌握

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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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if语句；switch语句；选择结构程

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掌握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掌握 if语句的几种形式；掌握 if语句的嵌套应用；掌握条件运算符的应用；

掌握 switch语句的应用；掌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循环的嵌套；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循环概念及循环执行过程；掌握 while、do-while和 for

循环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 break和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循环嵌套

的使用；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5、数组 （6学时） 

课程内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串的应用；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数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

法；掌握二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法；掌握字符串的应用，掌握字符串处理

函数的使用方法；掌握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6、函数 （6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变量

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方式；掌握递归函数的设计方法；掌握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了解函数与

带参数的宏。 

7、指针、结构体、文件 （4课时） 

课程内容：指针、结构体、文件。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中指针的定义与基本使用方法；了解结构体变量的

定义、结构体成员的引用、结构体数组定义；了解文件的概念；理解文件指针

的概念。 

（二）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验 1 熟悉 C程序编程环境 （2学时） 

1．掌握在集成环境下 C程序的建立、编辑、编译和执行过程。 

2．掌握 C程序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完成简单程序的编制与运行。 

3．了解基本输入函数 scanf（）和输出函数 printf（）的格式及使用方法。 

4．掌握发现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的方法以及排除简单错误的操作技能。 

实验 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 scanf（）/printf（）函数、getchar（）/putchar（）函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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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格式控制符的使用。 

3．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 3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2．掌握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3．掌握 if语句、switch语句、条件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4．掌握选择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 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循环结构的 3 种控制语句—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for 语

句的使用方法。 

2．掌握用循环结构设计实现常用的算法。 

实验 5 数组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 

实验 6 函数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函数的定义和声明。 

2．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4．了解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使用方法。 

5．了解带参数的宏的定义和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

译，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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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平时成绩占 60%（考勤 10%，作业、实验、测验 50%） 

其中：课堂考勤：无故旷课扣 2分/次；迟到早退扣 1分/次；事假扣 1分/

次，10分扣完为止。 

作业和实验：根据每次评阅得分计算平均分，严禁抄袭。 

测验：课程至少有 2次测验。根据每次测试成绩计算平均分。  

2．期末考试占 40% 

采用上机考试或笔试（闭卷），试卷分值 100分，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

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吉顺如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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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程序设

计的基本要素、C输入

/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

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掌握 C 集成

开发环境进行程序

调试的基本方法与

技巧。 

目标 4：培养学生计算

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5、数组  √ √ √ 

6、函数  √ √ √ 

7、指针、结构体、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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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D02B1        英文名称：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具备使用 C 语言开发小型软件系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理论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4学时） 

1.1 C语言简介、C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 

1.2 C程序的开发过程、C程序的基本要素 

1.3 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2.1 运算符与表达式 

2.2 C语言的基本语句 

2.3 输入与输出函数； 

2.4 算法 

2.5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3.1 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 

3.2  if语句； 

3.3  switch语句； 

3.4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6学时） 

4.1 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 

4.2 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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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循环的嵌套； 

4.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5、数组 （6学时） 

5.1 一维数组 

5.2 二维数组 

5.3 字符串的应用 

5.4 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6、函数 （8学时） 

6.1 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 

6.2. 函数概念和定义 

6.3 函数调用 

6.4 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 

6.5 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7、指针 （6学时） 

7.1 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 

7.2 指针与数组 

7.3 指针与字符串 

7.4 指针与函数 

7.5 多级指针。 

8、结构体与共用体 （6学时） 

8.1 结构体 

8.2链表 

8.3共用体和枚举型 

8.4 typedef定义类型。 

9、文件 （4学时） 

9．1文件的概念； 

9.2使用文件的函数。 

（二）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验 1 熟悉 C程序编程环境 （2学时） 

1．掌握在集成环境下 C程序的建立、编辑、编译和执行过程。 

2．掌握 C程序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完成简单程序的编制与运行。 

3．了解基本输入函数 scanf（）和输出函数 printf（）的格式及使用方法。 

4．掌握发现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的方法以及排除简单错误的操作技能。 

实验 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 scanf（）/printf（）函数、getchar（）/putchar（）函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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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格式控制符的使用。 

3．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 3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2．掌握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3．掌握 if语句、switch语句、条件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4．掌握选择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 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循环结构的 3 种控制语句—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for 语

句的使用方法。 

2．掌握用循环结构设计实现常用的算法。 

实验 5 数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 

实验 6 函数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函数的定义和声明。 

2．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4．了解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使用方法。 

5．了解带参数的宏的定义和使用。 

实验 7 指针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指针和指针变量，内存单元和地址、变量与地址、数组与地址的关

系。 

2．掌握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指针变量的引用方式。 

3．掌握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4．掌握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5．掌握指向字符数组指针变量的使用。 

实验 8 结构体与链表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2．掌握结构体类型数组的概念和应用。 

3．掌握链表的概念，初步学会对链表进行操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程序设计方法与艺术——C 语言》顾春华主编， 高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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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2.《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3.《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4.《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5.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6.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 

1．平时成绩占 60%（考勤 10%，作业、实验、测验 50%） 

其中：课堂考勤：无故旷课扣 2分/次；迟到早退扣 1分/次；事假扣 1分/

次，10分扣完为止。 

作业和实验：根据每次评阅得分计算平均分，严禁抄袭。 

测验：课程共有 2次测验。根据每次测试成绩计算平均分。  

2．期末考试占 40% 

采用上机考试或笔试（闭卷），试卷分值 100分，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

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淮亭  审核人：  吉须如  批准人：  陈年生  2017  年  7月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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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程

序设计的基本要

素、C 输入/输出

函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

基本思想与

方法。 

目标 3：具备使

用 C 语言开发

小型软件系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集

成开发环境进行

程序调试的基本

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

算思维能力，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1.1 C 语言简介、C 程序

的结构与书写格式 
√   √  

1.2 C程序的开发过程、

C程序的基本要素 
 √ √  √ 

1.3 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

境。 
√   √  

2.1 运算符与表达式 √ √    

2.2 C语言的基本语句 √ √ √   

2.3 输入与输出函数； √ √    

2.4 算法  √ √  √ 

2.5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方法。 
√ √    

3.1 关系运算符与逻辑

运算符； 
√ √    

3.2  if语句； √ √    

3.3  switch语句； √ √    

3.4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方法。 
√  √  √ 

4.1 while、do while、

for循环语句 
√  √  √ 

4.2 break 语 句 和

continue语句； 
√ √    

4.3 循环的嵌套； √ √ √   

4.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方法。 
√ √ √  √ 

5.1 一维数组 √     

5.2 二维数组 √     

5.3 字符串的应用 √ √ √   

5.4 使用数组的编程方

法。 
√ √ √  √ 

6.1 结构化与模块化程

序设计的思想 
√ √ √ √ √ 

6.2. 函数概念和定义 √ √ √   

6.3 函数调用 √ √    

6.4 变量的作用域和存

储类别 
√ √    

6.5 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 √    

7.1 指针和指针变量的

基本概念 
√ √    

7.2 指针与数组 √ √    

7.3 指针与字符串 √ √    

7.4 指针与函数 √ √    

7.5 多级指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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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结构体 √  √   

8.2链表 √ √ √  √ 

8.3共用体和枚举型 √ √    

8.4 typedef定义类型。 √ √    

9．1文件的概念； √ √    

9.2使用文件的函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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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科与职业》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D09A1        英文名称：Computer Discipline & Career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软件工程专业各门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使学生对整个计算机学科和软件工程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初步认知，

为如何学习计算机学科和软件工程专业提供正确的学习指导；以计算机学科和

软件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为背景，以计算机系统的分层结构为主线，了解学科

的本质和思维方式。 

目标 2：初步了解计算机学科和软件工程学科的历史渊源、定义和特征、

根本问题和科学问题以及学科概貌，激发学生对本学科的专业兴趣，帮助并引

导学生用正确的方法认识和学习本学科。 

目标 3：初步掌握计算机的运算基础、计算机部件与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与数据库管理系统、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计算机通信、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职业与职业道德等基本知识，了解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内容与课程体

系。 

目标 4：培养学生发现、阐述并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具备独

立科研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目标 5：使学生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与计算机学科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计算机的史前史——计算工具的发展简史，计算机的历史与未来，冯·诺

依曼体系结构，计算机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的分类与特点，计算机系统的分层

结构。（3课时） 

1.2计算机学科的核心思想，计算机学科根本问题和科学问题。 （2课时） 

1.3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学科的基本知识与基本能力。 

  （1课时） 

（二）计算机运算基础与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数理逻辑基础，二进制计数制及进制转换，数字化原理——信息的编

码技术，逻辑电路。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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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存储器的层次结构与分类，中央处理器 CPU的工作原理，I/O的工作原

理及常用的输入输出设备。 （2课时） 

（三）计算机系统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一般过程，数据结构与存储表

示，算法与算法分析，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程序编译的基本原理。 （2课时） 

3.2操作系统的概念，操作系统的分类，操作系统的四个基本功能。 

  （2课时） 

3.3 数据库与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概念， SQL 语言的简单应用，数据库

的建立和使用过程。 （2课时） 

（四）计算机应用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软件危机与软件工程，软件的生命周期与开发的一般过程，软件质量特征

和软件测试的基本方法，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及课程体系。 （4课时） 

4.2人机交互的基本概念，人机交互接口（交互界面）的分类与特点。 

  （1课时） 

4.3 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人工智能研究的一般方法，人工智能的研究与

应用领域。 （1课时） 

（五）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通信的起源、计算机通信系统模型与通信协议，信息的编码、信号与

信道的概念，数据交换技术，寻址的一般过程。 （2课时） 

5.2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组成与拓扑结构，网络体系结

构的分层原则和 OSI模型，互联网 TCP/IP分层模型与提供的服务，网络安全的

概念，信息加密技术，数字认证技术，网络监测与防范。 （2课时） 

5.3物联网的起源和发展，物联网相关概念及系统组成，物联网体系架构、

关键技术与典型应用。 （2课时） 

5.4 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基本概念，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分类与特点，主

要的大数据处理系统与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流程，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2课时） 

（六）职业与职业道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学生自主学习） 

6.1 软件工程专业相关人才需求，软件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相关规范，计

算机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6.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论文交流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计算机学科概论》，胡明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4 

1. 《计算机科学概论》（第 11版），J.Glenn Brookshear等编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1.10 

2. 《物联网技术概论》，马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3  

3.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王鹏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课程论文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与讨论（15%）、平时测验（25%）

及考勤与答疑辅导等（10%）。 

2.课程论文占比 20%。 

3.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与

计算机学科的基本知识、计算机的运算基础、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与算法的描

述、常用系统软件的基本功能及使用、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及课程体系、计

算机通信与网络的基本知识、计算机新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计春雷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15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

生对整个计算

机学科和软件

工程学科有一

个正确的初步

认知，为如何

学习计算机学

科和软件工程

专业提供正确

的学习指导 

目标 2：初步了解

计算机学科和软

件工程学科的历

史渊源、定义和特

征、根本问题和科

学问题以及学科

概貌，激发学生对

本学科的专业兴

趣，帮助并引导学

生用正确的方法

认识和学习本学

科 

目标 3：初步掌握计算

机的运算基础、计算机

部件与程序设计、操作

系统与数据库管理系

统、人机交互与人工智

能、计算机通信、计算

机网络与安全、职业与

职业道德等基本知识，

了解软件工程专业人

才培养的具体内容与

课程体系。 

目标 4：培养

学生发现、阐

述并解决工

程问题的能

力，使学生初

步具备独立

科研的能力

和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 

 

目标 5：

使 学 生

具 备 终

生 学 习

的能力。 

1.1认识计算机 √ √   √ 

1.2认识计算机学科 √ √  √ √ 

1.3学习计算机学科 √ √  √ √ 

2.1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 √ √ 

2.2计算机部件   √ √ √ 

3.1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 √ √ 

3.2操作系统   √ √  

3.3数据库管理系统   √ √  

4.1软件工程与人才培养   √ √ √ 

4.2人机交互   √ √  

4.3人工智能   √ √ √ 

5.1计算机通信技术   √ √  

5.2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 √  

5.3物联网技术   √ √ √ 

5.4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 √ √ 

6.1职业与职业道德 √ √ √  √ 

6.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论文

交流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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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1A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undation 

学分/学时：5/64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电气自动化 

开课学院：中德学院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面向对象软件开发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可以对计算机编程和数据管理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统软件的设计和数据库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Java语言基础知识 （24课时） 

1. 了解 Java的发展历史，了解 Java的主要特征。 

2. 掌握 Java开发与运行平台以及 Java程序的执行过程和工作原理，了解

Java的开发工具。 

3. 实验一，Java语言开发环境。 

4. 掌握基本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和变量。 

5. 掌握数据类型转换、运算符，掌握表达式。 

6. 实验二，Java语言基础。 

7. 掌握程序流程控制语句：if和 switch语句；for、while、do～while

循环语句，break、continue和 return语句。 

8. 掌握一维数组和多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 

9. 实验三，程序流程控制。 

（二）类与对象 （16课时） 

1. 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本思想，掌握类和对象的基本概念。 

2. 了解抽象与封装，了解继承的定义，了解多态的基本概念。 

3. 掌握类的概念与定义，掌握类的声明、成员变量的声明，掌握方法的声

明与实现，掌握对象的创建与撤销，掌握包的创建和使用。 

4. 学习 Java类的私有成员和公共成员。 

5. 学会类的构造方法、类方法的重载、类的静态成员的定义和使用。 

6. 实验四，类与对象。 

（三）数据库绪论 （4课时） 

1.理解数据库的 4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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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数据库技术特点、产生及发展； 

3.理解数据模型。 

4.理解数据库系统的结构与组成； 

（四）关系数据库 （6课时） 

1.理解关系数据及形式化定义； 

2.熟悉 S基本的关系操作； 

3.掌握关系的三种完整性规则； 

4.熟悉关系代数； 

5.实验五，数据库环境介绍及数据库的创建 

（五）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 （14课时） 

1.理解 SQL的特点； 

2.熟悉模式的定义，掌握基本表的定义、删除与修改，熟悉索引的定义； 

3.掌握数据查询的各种形式； 

4. 实验六，数据库查询操作 

5.掌握数据更新； 

6. 实验七，数据库更新操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主要教材 

1.《Java程序设计基础》（第 5版）， 陈国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萨师煊，王珊.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Java 程序设计（第 2 版）》朱喜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Java 程序设计---基于 JDK 6 和 NetBeans 实现》宋波主编，清华大学出

版社 

3.中国大学 MOOC（慕课）------------ http://www.icourse163.org 

4.CSDN 论坛-----------http:// www.csdn.net.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赵孟德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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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生可以对

计算机编程和数据管

理有一个基础的认

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

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

统软件的设计和数

据库的学习打下基

础 

1.1了解 Java的发展历史，了解 Java的主要特征。 √   

1.2 掌握 Java 开发与运行平台以及 Java 程序的执行

过程和工作原理，了解 Java的开发工具。 
√   

1.3掌握基本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和变量。  √  

1.4掌握数据类型转换、运算符，掌握表达式。  √  

1.5掌握程序流程控制语句：if和 switch语句；for、

while、do～while 循环语句，break、continue 和

return语句。 

 √  

1.6掌握一维数组和多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   √ 

2.1 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本思想，掌握类和对象

的基本概念。 
  √ 

2.2 了解抽象与封装，了解继承的定义，了解多态的

基本概念。 
  √ 

2.3 掌握类的概念与定义，掌握类的声明、成员变量

的声明，掌握方法的声明与实现，掌握对象的创建与

撤销，掌握包的创建和使用。 

√ √ √ 

3.1 理解数据库的 4 个概念；掌握数据库技术特点、

产生及发展；理解数据模型。 
√ √ √ 

3.2理解数据库系统的结构与组成； √ √ √ 

4.1 理解关系数据及形式化定义；熟悉 S 基本的关系

操作； 
√ √ √ 

4.2掌握关系的三种完整性规则；熟悉关系代数。 √ √ √ 

5.1 理解 SQL 的特点；熟悉模式的定义，掌握基本表

的定义、删除与修改，熟悉索引的定义。 
√ √ √ 

5.2掌握数据查询的各种形式；掌握数据更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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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数据库和算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2A1        英文名称：Programming & Database & Algorithm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具备使用 C 语言开发小型软件系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2学时） 

课程内容：C 语言简介；C 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C 程序的开发过程；C

程序的基本要素；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的发展及特点；掌握 C 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 C 程

序的书写格式、风格；掌握 C 程序的编译、连接和运行步骤。掌握 C 语言合法

标识符、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分类及初始化方法；掌握 C 程序

各数据存储形式；掌握调试 C程序的方法。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运算符与表达式；C语言的基本语句；输入与输出函数；算法；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逗

号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sizeof 运算符、自增/自减运

算符、位运算符的使用方法；掌握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混合运算规则。了解

C 语言的基本语句；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据格式输出函数的调用

规则和格式字符的意义；掌握数据格式输入函数的调用规则和地址运算符的使

用；掌握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了解算法的概念、特性和表示方法。掌握

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if语句；switch语句；选择结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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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掌握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掌握 if语句的几种形式；掌握 if语句的嵌套应用；掌握条件运算符的应用；

掌握 switch语句的应用；掌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6学时） 

课程内容：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循环的嵌套；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循环概念及循环执行过程；掌握 while、do-while和 for

循环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 break和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循环嵌套

的使用；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5、数组 （6学时） 

课程内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串的应用；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数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

法；掌握二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法；掌握字符串的应用，掌握字符串处理

函数的使用方法；掌握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6、函数 （6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变量

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方式；掌握递归函数的设计方法；掌握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了解函数与

带参数的宏。 

7、指针 （8学时） 

课程内容：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指针与数组；指针与字符串；指

针与函数；多级指针。 

基本要求：掌握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掌握数组的指针和指向数组

的指针变量；掌握利用指针处理字符串的方法；掌握函数的指针和指向函数的

指针变量；了解多级指针。 

8、结构体与共用体 （8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体；链表；共用体。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体的基本概念和作用；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

引用方法及初始化；掌握结构体数组和指向结构体类型数据的指针概念；了解

结构体与函数；掌握使用指针处理链表的方法；了解共用体的概念、作用和特

点；掌握用 typedef定义类型名的方法。 

9、文件 （4学时） 

课程内容：文件的概念；使用文件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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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掌握文件的概念；理解文件指针的概念；掌握文件的打开、关

闭、读、写以及文件指针变量的定位及出错检测等操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40%，（考勤 10%，作业 10%，测验 20%） 

2.期末考核：60%（闭卷笔试或上机考）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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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 程

序设计的基本要

素、C输入/输出函

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

基本思想与

方法。 

目标 3：具备使

用 C 语言开发

小型软件系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

行程序调试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

计算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 

5、数组  √ √ √ √ 

6、函数  √ √ √ √ 

7、指针  √ √ √ √ 

8、结构体与共用体  √ √ √ √ 

9、文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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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数据库和算法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3A1      英文名称：Programming & Database & Algorithms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具备使用 C 语言开发小型软件系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验 1 熟悉 C 程序编程环境 （2 学时） 

1．掌握在集成环境下 C 程序的建立、编辑、编译和执行过程。 

2．掌握 C 程序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完成简单程序的编制与运行。 

3．了解基本输入函数 scanf（）和输出函数 printf（）的格式及使用方法。 

4．掌握发现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的方法以及排除简单错误的操作技能。 

实验 2 顺序和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 scanf（）/printf（）函数、getchar（）/putchar（）函数的使用。 

2．掌握格式控制符的使用。 

3．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4．掌握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5．掌握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6．掌握 if 语句、switch 语句、条件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7．掌握选择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 3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循环结构的 3 种控制语句—while 语句、do…while语句、for 语句的

使用方法。 

2．掌握用循环结构设计实现常用的算法。 

实验 4 数组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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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 

实验 5 函数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函数的定义和声明。 

2．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4．了解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使用方法。 

5．了解带参数的宏的定义和使用。 

实验 6 指针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指针和指针变量，内存单元和地址、变量与地址、数组与地址的关

系。 

2．掌握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指针变量的引用方式。 

3．掌握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4．掌握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5．掌握指向字符数组指针变量的使用。 

实验 7 结构体与链表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2．掌握结构体类型数组的概念和应用。 

3．掌握链表的概念，初步学会对链表进行操作。 

实验 8 文件程序设计 （2 学时） 

1．掌握文件、文件指针的概念。 

2．学会使用文件打开、关闭、读、写等文件操作函数。 

三、课程教材 

（1）课程教材 

1.《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2）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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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60%，（考勤 10%，实验 50%） 

2.期末考核：40%（上机考）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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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 程

序设计的基本要

素、C输入/输出函

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

基本思想与

方法。 

目标 3：具备使

用 C 语言开发

小型软件系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

行程序调试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

计算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 

5、数组  √ √ √ √ 

6、函数  √ √ √ √ 

7、指针  √ √ √ √ 

8、结构体与共用体  √ √ √ √ 

9、文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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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JAVA 编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4A1      英文名称：Java oriented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ICT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熟练掌握运用 Java语言进行结构化程序设计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掌握类和对象的定义和创建，掌握

继承和多态，掌握 Java类库的使用。 

目标 3：掌握 Java异常处理机制，学会抛出、捕获和处理异常，提高程序

的安全性。掌握利用输入、输出流实现信息与文件的数据传输,实现程序的输入、

输出操作。 

目标 4：掌握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法及事件处理机制。 

目标 5：掌握 JDK的安装及配置，掌握在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中编辑、

编译、运行和调试 Java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Java语言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 Java语言的特点，Java程序种类和结构，Java语言基础知识，关键

字、标识符，数据类型，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几种基本程序控制结构。 

  （2课时） 

1.2 Java数组的声明、创建和使用，字符串的创建和使用。 （1课时） 

（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5课时） 

2.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定义类、对象的创建和使用，参数传递。 

  （3课时） 

2.2 类的私有成员和公共成员，构造方法，静态成员，对象的应用。 

  （2课时） 

2.3 类的继承、子类的创建和应用，多态技术，方法的重载与覆盖。 

  （6课时） 

2.4 抽象类、抽象方法的定义及应用，接口的定义及实现，类的多重继承，

包的定义，Java语言常用包。 （4课时） 

（三）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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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异常的概念，异常类的层次结构，异常的抛出、捕获和处理，自定义

异常类的设计。 （3课时） 

3.2 流的概念，输入输出流类库，基本的输入输出流，输入输出流的应用，

Reader流、Writer流类的应用，文件与文件夹的管理，对文件的随机访问。 

  （3课时） 

（四）图形用户界面设计与事件处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4.1使用 JavaFX GUI组件开发简单的图形用户界面程序。 （4课时） 

4.2 事件处理机制，事件、事件源、事件类，监听者接口与适配器类，事

件处理程序，使用匿名内部类定义处理器、鼠标事件、键盘事件。 （6课时） 

4.3 使用各种用户界面组件创建图形用户界面,使用 Media、MediaPlayer

和 MediaViewer观看和播放视频和音频。 （4课时） 

（五）课程项目综合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及图形用户界面设

计与事件处理模块模块及小应用程序的综合程序设计。 （4课时） 

5.2 课程习题讨论、测验、复习课等。 （6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 JDK的安装及配置。 

6.2 使用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编辑、编译、运行和调试 Java程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Java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原书第 10 版），[美] 梁勇（Y.Daniel Liang）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面向对象与 Java 程序设计》（第 2 版），朱喜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7 

2.《Java 程序设计—基于 JDK 6 和 NetBeans 实现》，宋波主编，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2 

3.《Java程序设计基础》（第 5版），陈国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 

4.《Java 程序设计基础实验指导》（第 4 版），邹林达、陈国君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4.3 

5. 网站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index.html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考勤、测验等。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Java 语言基础知识的应用、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Y.Daniel&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iang&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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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类的创建及使用、类的继承、方法重载和方法覆盖的应用、抽象类和接口

的应用、Java 常用包的应用、异常处理机制的实现、输入输出流的应用、图形

用户界面设计及事件处理机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顾青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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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

备熟练掌

握运用

Java语言

进行结构

化程序设

计的能

力。 

目标 2：掌握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思想，

掌握类和对

象的定义和

创建，掌握继

承和多态，掌

握 Java 类库

的使用。 

目标 3：掌握 Java

异常处理机制，学

会抛出、捕获和处

理异常，提高程序

的安全性。掌握利

用输入、输出流实

现信息与文件的数

据传输,实现程序

的输入、输出操作。 

目标 4:掌

握 图形 用

户 界面 的

设 计方 法

及 事件 处

理机制。 

目标 5：掌握

JDK 的安装及

配置，掌握在

Eclipse 集成

开发环境中编

辑、编译、运

行和调试 Java

程序。 

1.1 Java语言基础知识 √     

1.2 Java数组及字符串的应用 √     

2.1定义类、对象的创建和使用，参数

传递。 
 √    

2.2构造方法，静态成员，对象的应用。  √    

2.3类的继承、子类的创建和应用，多

态技术，方法的重载与覆盖。 
 √    

2.4抽象类、抽象方法的定义及应用、

接口的定义及实现、类的多重继承，

包的定义，Java语言常用包 

 √    

3.1异常处理机制及应用   √   

3.2输入输出流及应用   √   

4.1 使用 JavaFX GUI 组件开发简单的

图形用户界面程序 
   √  

4.2 事件处理机制，事件、事件源、

事件类，监听者接口与适配器类，事

件处理程序，使用匿名内部类定义处

理器、鼠标事件、键盘事件 

   √  

4.3 使用各种用户界面组件创建图形

用户界面,使用 Media、MediaPlayer

和 MediaViewer 观看和播放视频和音

频。 

   √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异常处

理与输入输出模块及图形界面设计模

块综合程序设计 

√ √ √ √ √ 

5.2 课程习题讨论、测验等。 √ √ √ √ √ 

6.1 JDK的安装及配置 √ √ √ √ √ 

6.2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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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JAVA 编程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5A1 

英文名称：Experiment of JAVA oriented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4/48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ICT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熟练掌握运用 Java语言进行结构化程序设计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掌握类和对象的定义和创建，掌握

继承和多态，掌握 Java类库的使用。 

目标 3：掌握 Java异常处理机制，学会抛出、捕获和处理异常，提高程序

的安全性。掌握利用输入、输出流实现信息与文件的数据传输,实现程序的输入、

输出操作。 

目标 4：掌握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法及事件处理机制。 

目标 5：掌握 JDK的安装及配置，掌握在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中编辑、

编译、运行和调试 Java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Java语言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Java语言的特点，Java程序种类和结构，Java语言基础知识，关键

字、标识符，数据类型，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几种基本程序控制结构。 

  （4课时） 

1.2 Java数组的声明、创建和使用，字符串的创建和使用。 （2课时） 

（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2.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定义类、对象的创建和使用，参数传递。 

  （4课时） 

2.2 类的私有成员和公共成员，构造方法，静态成员，对象的应用。 

  （2课时） 

2.3 类的继承、子类的创建和应用，多态技术，方法的重载与覆盖。 

  （4课时） 

2.4 抽象类、抽象方法的定义及应用，接口的定义及实现，类的多重继承，

包的定义，Java语言常用包。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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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异常的概念，异常类的层次结构，异常的抛出、捕获和处理，自定义

异常类的设计。（3课时） 

3.2 流的概念，输入输出流类库，基本的输入输出流，输入输出流的应用，

Reader流、Writer流类的应用，文件与文件夹的管理，对文件的随机访问。 

  （3课时） 

（四）图形用户界面设计与事件处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4.1使用 JavaFX GUI组件开发简单的图形用户界面程序。 （2课时） 

4.2 事件处理机制，事件、事件源、事件类，监听者接口与适配器类，事

件处理程序，使用匿名内部类定义处理器、鼠标事件、键盘事件。 （4课时） 

4.3 使用各种用户界面组件创建图形用户界面,使用 Media、MediaPlayer

和 MediaViewer观看和播放视频和音频 。（6课时） 

（五）课程项目综合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及图形用户界面设

计与事件处理模块模块及小应用程序的综合程序设计。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 JDK的安装及配置。 

6.2 使用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编辑、编译、运行和调试 Java程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Java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原书第 10 版），[美] 梁勇（Y.Daniel Liang）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面向对象与 Java 程序设计》（第 2 版），朱喜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7 

2.《Java 程序设计—基于 JDK 6 和 NetBeans 实现》，宋波主编，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2 

3.《Java程序设计基础》（第 5版），陈国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 

4.《Java 程序设计基础实验指导》（第 4 版），邹林达、陈国君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4.3 

5. 网站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index.html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考勤、实验测验等。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Java 语言基础知识的应用、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Y.Daniel&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iang&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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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类的创建及使用、类的继承、方法重载和方法覆盖的应用、抽象类和接口

的应用、Java 常用包的应用、异常处理机制的实现、输入输出流的应用、图形

用户界面设计及事件处理机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顾青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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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

备熟练掌

握运用

Java语言

进行结构

化程序设

计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思

想，掌握类和对象

的定义和创建，掌

握继承和多态，掌

握 Java 类库的使

用。 

 

目标 3：掌握 Java异

常处理机制，学会抛

出、捕获和处理异

常，提高程序的安全

性。掌握利用输入、

输出流实现信息与

文件的数据传输,实

现程序的输入、输出

操作。 

目标 4:掌握

图形用户界

面的设计方

法及事件处

理机制。 

目标5：掌握JDK

的安装及配置，

掌握在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

中编辑、编译、

运 行 和 调 试

Java程序。 

1.1 Java语言基础知识 √    √ 

1.2 Java数组及字符串的应用 √    √ 

2.1 定义类、对象的创建和使

用，参数传递。 
 √   √ 

2.2 构造方法，静态成员，对

象的应用。 
 √   √ 

2.3 类的继承、子类的创建和

应用，多态技术，方法的重载

与覆盖。 

 √   √ 

2.4 抽象类、抽象方法的定义

及应用、接口的定义及实现、

类的多重继承，包的定义，

Java语言常用包 

 √   √ 

3.1异常处理机制及应用   √  √ 

3.2输入输出流及应用   √  √ 

4.1使用 JavaFX GUI组件开发

简单的图形用户界面程序 
   √ √ 

4.2 事件处理机制，事件、事

件源、事件类，监听者接口与

适配器类，事件处理程序，使

用匿名内部类定义处理器、鼠

标事件、键盘事件 

   √ √ 

4.3 使用各种用户界面组件

创建图形用户界面 ,使用

Media 、 MediaPlayer 和

MediaViewer 观看和播放视频

和音频。 

   √ √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

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及

图形界面设计模块综合程序

设计 

√ √ √ √ √ 

6.1 JDK的安装及配置 √ √ √ √ √ 

6.2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的

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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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结构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6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Computer Structure 

学分/学时：4/48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中德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路设计 

后续课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可以对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统软件的设计和从事计算机维护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系统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类及应用，理解冯.诺依曼计算机的设计思

想，硬件各基本部件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课时） 

1.2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的发展、组成、分类，认识计算机解题的一般

步骤，理解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及主要的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结构。 

  （2课时） 

（二）运算方法与运算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理解数字与文字的表示方法，理解定点数的加减法运算及加法器。 

  （4课时） 

2.2理解定点乘法和除法运算，了解定点运算器的组成与结构。 （4课时） 

2.3理解浮点加减法与乘除法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的组成。 （4课时） 

（三）多层次的存储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了解存储器概述，认识认识半导体存储器，认识半导体只读存储器与

闪速存储器。 （2课时） 

3.2理解主存与 CPU的联接，认识并行存储器。 （4课时） 

3.3理解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构成原理及工作机制，了解外存储

器。  （4课时） 

（四）指令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理解指令基本格式、地址码格式、操作码固定与可变格式。 （3课时） 

4.2理解指令寻址方式，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2课时） 

4.3 认识堆栈的结构及应用，了解 CISC 和 RISC 的指令系统。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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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处理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理解 CPU的基本功能及组成，认识指令周期和时序发生器及基本控制

方式。  （4课时） 

5.2理解组合逻辑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理解微程序控制器的工

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4课时） 

（六）总线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认识总线的基本概念，认识总线接口。 （2课时） 

6.2了解总线仲裁定时和数据传送模式，了解微机常用的总线标准。 

  （2课时） 

（七）外围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了解外围设备的分类和基本构成。 （2课时） 

7.2掌握外存设备，包括硬磁盘、可移动磁盘、磁带和光盘的工作原理，

理解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的分类和工作原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 白中英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徐洁、俸远祯 主编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012 

3．《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David A. Patterson / John L. Hennessy, 

Morgan Kaufmann，2008.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

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进制的转换、

定点数和浮点数的加减和乘除运算、运算器的设计和应用、存储器的应用、微

程序控制器的设计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孟德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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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生可以对计

算机的内部结构和工

作原理有一个完整的

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

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

统软件的设计和从

事计算机维护管理

工作打下基础 

1.1 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类及应用，理解

冯.诺依曼计算机的设计思想，硬件各基本部件

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   

1.2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的发展、组成、分类，

认识计算机解题的一般步骤，理解计算机的工作

过程及主要的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结

构。 

√   

2.1 理解数字与文字的表示方法，理解定点数的

加减法运算及加法器。 
 √  

2.2 理解定点乘法和除法运算，了解定点运算器

的组成与结构。 
 √  

2.3 理解浮点加减法与乘除法运算方法和浮点运

算器的组成。 
 √  

3.1 了解存储器概述，认识认识半导体存储器，

认识半导体只读存储器与闪速存储器 
  √ 

3.2理解主存与 CPU的联接，认识并行存储器。   √ 

3.3 理解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构成原理

及工作机制，了解外存储器。 
  √ 

4.1 理解指令基本格式、地址码格式、操作码固

定与可变格式。 
√ √ √ 

4.2理解指令寻址方式，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 √ √ 

4.3 认识堆栈的结构及应用，了解 CISC 和 RISC

的指令系统。 
√ √ √ 

5.1 理解 CPU 的基本功能及组成，认识指令周期

和时序发生器及基本控制方式。 
√ √ √ 

5.2 理解组合逻辑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

法，理解微程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 √ √ 

6.1认识总线的基本概念，认识总线接口。 √ √ √ 

6.2 了解总线仲裁定时和数据传送模式，了解微

机常用的总线标准。 
√ √ √ 

7.1了解外围设备的分类和基本构成。 √ √ √ 

7.2 掌握外存设备，包括硬磁盘、可移动磁盘、

磁带和光盘的工作原理，理解输入设备和输出设

备的分类和工作原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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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结构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7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Computer Structure Labor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中德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编程、数据结构和算法实验 

后续课程：机器人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中央处理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目标 2：掌握指令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存储器的结构。 

目标 3：了解输入输出与总线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实验内容和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的掌握运用以下内容： 

1、设计要求两到四人一组，根据分配到不同的任务分别进行实验设计。 

2、要求提交的实现文档（包括封面及截图）。 

（1）实验题目的整体方案（包含系统的硬件、软件要求）； 

（2）设计详细思路或程序详细流程图； 

（3）相关程序的调试的调试结果； 

（4）实验总结，总结可以包括：综合实验过程的收获、遇到问题、遇到问

题解决问题过程的思考、程序调试能力的思考、对本门课程的思考、在综合实

验过程中应用等内容。 

（5）附源程序。 

（二）综合实验设计题目 

1、ALU的设计及加法功能验证 

2、寄存器实验 

3、存储器实验 

4、运算器的组成及设计实验 

5、中断与 I/O 

6、微处理器的设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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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的进度安排 

序 号 内   容 时间（课时） 

1 ALU的设计及加法功能验证 4 

2 寄存器实验 4 

3 存储器实验 4 

4 运算器的组成及设计实验 6 

5 中断与 I/O 6 

6 微处理器的设计实验 8 

合计  32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 白中英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徐洁、俸远祯 主编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012 

3．《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David A. Patterson / John L. Hennessy, 

Morgan Kaufmann，2008.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平时成绩与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表现。 

2.报告成绩占比 60%。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8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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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算机

的内部结构和工作

原理； 

目标 2：强化学生的知

识实践意识、提高动手

能力，发挥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培

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目标 3：重视学生实际

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

本综合实验使学生加深

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和

平时实验内容。 

实验 1： ALU的设计及加法功能验证 √  
 

实验 2：寄存器实验 √ √ 
 

实验 3：存储器实验 √  
 

实验 4：运算器的组成及设计模型机综合实验 √  √ 

实验 5：中断与 I/O √  
 

实验 6：微处理器的设计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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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软件开发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8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OO Software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中德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导论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封装的设计思路； 

目标 2：掌握继承的实现方法； 

目标 3：掌握多态的理念与实现机制； 

目标 4：掌握面向对象的 I/O处理； 

目标 5：掌握通用编程的实现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C++语言概述 （2课时） 

理解程序设计的内涵，了解 C++语言的起源，概览 C++程序结构与组成要素，

掌握 C++开发步骤，熟悉 VS集成开发环境。 

（二）简单程序设计 （10课时） 

2.1掌握 C++标识符、基本数据类型及相互转换； （2课时） 

2.2掌握常变量、运算符与表达式； （2课时） 

2.3掌握顺序、选择与循环结构。 （6课时） 

（三）构造数据类型 （10课时） 

3.1掌握数组的定义及使用； （2课时） 

3.2掌握指针的定义及使用； （2课时） 

3.3掌握引用的定义及使用； （2课时） 

3.4掌握字符串的定义及使用； （2课时） 

3.5掌握枚举、结构体与共用体的定义及使用； （2课时） 

（四）函数 （12课时） 

4.1 理解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2课时） 

4.2 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过程； （2课时） 

4.3 掌握变量的作用域与生存期； （2课时） 

4.4 理解并学会运用递归函数、嵌套调用、内联函数； （2课时） 

4.5 掌握带有默认值的形参、函数重载；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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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了解常用系统函数； （2课时） 

（五）类与对象 （10课时） 

5.1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原理，掌握类与对象的基本概念； （2课时） 

5.2掌握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的工作过程； （2课时） 

5.3掌握对象数组与对象指针； （2课时） 

5.4掌握静态成员的设计理念与运用方法； （2课时） 

5.5 了解友元与常类型； （2课时） 

（六）继承与派生 （6课时） 

6.1理解代码重用的优势，掌握继承与派生的用法； （2课时） 

6.2理解派生的构造与析构的过程； （2课时） 

6.3了解虚基类； （2课时） 

（七）多态性 （8课时） 

7.1理解多态的内涵，掌握多态的使用方法； （4课时） 

7.2理解运算符重载； （4课时） 

（八）输入输出流 （4课时） 

8.1理解流的概念，熟悉输入输出重定向； （2课时） 

8.2熟悉基本的文件操作； （2课时）  

（九）模板 （2课时） 

了解函数模板与类模板。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C++程序设计教程/C++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与习题，苏成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Primer（中文版）（第 5 版），王刚，杨巨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标识符、变量、

表达式、控制结构、数组、指针、引用、字符串、结构体、类与对象、继承、

多态、输入输出与模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4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

封装的设计

思路； 

目标 2：掌握

继承的实现方

法； 

目标 3：掌握多

态的理念与实现

机制； 

目标 4：掌握面

向对象的 I/O 处

理； 

目标 5：掌握通

用编程的实现方

式。 

1  C++语言概述 √  √ √ √ 

2.1 掌握 C++标识符、基本数据

类型及相互转换；  

2.2掌握常变量、运算符与表达

式；  

2.3掌握顺序、选择与循环结构。 

√  √ √ √ 

2.2 熟悉非数值数据的编码方

法。 
√  √ √ √ 

3.1掌握数组的定义及使用；  

3.2掌握指针的定义及使用；  

3.3掌握引用的定义及使用；  

3.4掌握字符串的定义及使用；  

3.5掌握枚举、结构体与共用体

的定义及使用； 

√  √ √ √ 

4.1 理解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4.2 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过程；  

4.3 掌握变量的作用域与生存

期；  

4.4 理解并学会运用递归函数、

嵌套调用、内联函数；  

4.5 掌握带有默认值的形参、函

数重载； 

4.6 了解常用系统函数； 

√  √ √ √ 

5.1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原理，

掌握类与对象的基本概念；  

5.2掌握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的

工作过程；  

5.3掌握对象数组与对象指针；  

5.4掌握静态成员的设计理念与

运用方法；  

5.5 了解友元与常类型； 

√  √ √ √ 

6.1理解代码重用的优势，掌握

继承与派生的用法； 

6.2理解派生的构造与析构的过

程； 

6.3了解虚基类； 

 √ √ √ √ 

7.1理解多态的内涵，掌握多态

的使用方法； 

7.2理解运算符重载； 

  √ √ √ 

8.1理解流的概念，熟悉输入输

出重定向； 

8.2熟悉基本的文件操作； 

  √ √ √ 

9 了解函数模板与类模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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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软件开发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08A1        英文名称： Fundamental Experiments of OO Soft.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中德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导论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封装的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继承的实现方法； 

目标 3：掌握多态的理念与实现机制； 

目标 4：掌握面向对象的 I/O处理； 

目标 5：掌握通用编程的实现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实验 1：简单程序设计 （4课时） 

1.1 掌握 C++开发步骤，熟悉 VS集成开发环境； （2课时） 

1.2 掌握 C++标识符、基本数据类型及相互转换； （2课时） 

（二）实验 2：常变量、数据类型与表达式 （4课时） 

2.2掌握常变量； （2课时） 

2.3 掌握运算符与表达式； （2课时） 

（三）实验 3：选择与循环 （4课时） 

3.1掌握选择结构； （2课时） 

3.2掌握循环结构； （2课时） 

（四）实验 4：数组与指针 （4课时） 

4.1 掌握数组； （2课时） 

4.2 掌握指针； （2课时） 

（五）实验 5：函数 （4课时） 

5.1 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2课时） 

5.2 掌握递归函数； （2课时） 

（六）实验 6：类与对象 （4课时） 

6.1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原理，掌握类与对象的基本概念； （2课时） 

6.2掌握构造函数与析构函数的工作过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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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验 7：继承与多态 （4课时） 

7.1理解代码重用的优势，掌握继承与派生的用法； （2课时） 

7.2理解多态的内涵，掌握多态的使用方法； （2课时） 

（八）实验 8：文件与输入输出 （4课时） 

8.1理解流的概念，熟悉输入输出重定向； （2课时） 

8.2熟悉基本的文件操作；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C++程序设计教程/C++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与习题，苏成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Primer（中文版）（第 5 版），王刚，杨巨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标识符、变量、

表达式、控制结构、数组、指针、引用、字符串、结构体、类与对象、继承、

多态、输入输出与模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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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封装

的实现方法； 

目标 2：掌握继

承的实现方法； 

目标 3：掌握多

态的理念与实现

机制； 

目标 4：掌握面

向对象的 I/O

处理； 

目标 5：掌握通

用编程的实现

方式。 

实验 1：简单程序设计 √  √ √ √ 

实验 2：常变量、数据类型

与表达式 
√  √ √ √ 

实验 3：选择与循环 √  √ √ √ 

实验 4：数组与指针 √  √ √ √ 

实验 5：函数 √  √ √ √ 

实验 6：类与对象 √  √ √ √ 

实验 7：继承与多态  √ √ √ √ 

实验 8：文件与输入输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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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编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10A1        英文名称：Programming and Data structur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具备使用 C 语言开发小型软件系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2学时） 

课程内容：C 语言简介；C 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C 程序的开发过程；C

程序的基本要素；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的发展及特点；掌握 C 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 C 程

序的书写格式、风格；掌握 C 程序的编译、连接和运行步骤。掌握 C 语言合法

标识符、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分类及初始化方法；掌握 C 程序

各数据存储形式；掌握调试 C程序的方法。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运算符与表达式；C语言的基本语句；输入与输出函数；算法；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逗

号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sizeof 运算符、自增/自减运

算符、位运算符的使用方法；掌握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混合运算规则。了解

C 语言的基本语句；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据格式输出函数的调用

规则和格式字符的意义；掌握数据格式输入函数的调用规则和地址运算符的使

用；掌握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了解算法的概念、特性和表示方法。掌握

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if语句；switch语句；选择结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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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掌握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掌握 if语句的几种形式；掌握 if语句的嵌套应用；掌握条件运算符的应用；

掌握 switch语句的应用；掌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6学时） 

课程内容：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循环的嵌套；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循环概念及循环执行过程；掌握 while、do-while和 for

循环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 break和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循环嵌套

的使用；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5、数组 （6学时） 

课程内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串的应用；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数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

法；掌握二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法；掌握字符串的应用，掌握字符串处理

函数的使用方法；掌握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6、函数 （6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变量

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方式；掌握递归函数的设计方法；掌握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了解函数与

带参数的宏。 

7、指针 （8学时） 

课程内容：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指针与数组；指针与字符串；指

针与函数；多级指针。 

基本要求：掌握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掌握数组的指针和指向数组

的指针变量；掌握利用指针处理字符串的方法；掌握函数的指针和指向函数的

指针变量；了解多级指针。 

8、结构体与共用体 （8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体；链表；共用体。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体的基本概念和作用；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

引用方法及初始化；掌握结构体数组和指向结构体类型数据的指针概念；了解

结构体与函数；掌握使用指针处理链表的方法；了解共用体的概念、作用和特

点；掌握用 typedef定义类型名的方法。 

9、文件 （4学时） 

课程内容：文件的概念；使用文件的函数。 



49 

基本要求：掌握文件的概念；理解文件指针的概念；掌握文件的打开、关

闭、读、写以及文件指针变量的定位及出错检测等操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40%，（考勤 10%，作业 10%，测验 20%） 

期末考核：60%（闭卷笔试或上机考） 

五、附件 

 

制定人：  王中华  审核人：  吉须如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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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 程

序设计的基本要

素、C输入/输出函

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

基本思想与

方法。 

目标 3：具备使

用 C 语言开发

小型软件系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

行程序调试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

计算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 

5、数组  √ √ √ √ 

6、函数  √ √ √ √ 

7、指针  √ √ √ √ 

8、结构体与共用体  √ √ √ √ 

9、文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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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通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12A1         英文名称：Digital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 中德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电路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数据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 

目标 2：理解和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原理、体系结构和通信规程。 

目标 3：理解和掌握局域网和广域网相关技术。 

目标 4：了解通信网络的应用和新技术发展。 

 

二、课程内容 

（一）数据通信、数据网络和因特网 （2课时） 

1.1 现代通信模型、数据通信和因特网。 （1课时） 

1.2 TCP/IP 协议的体系结构。 （1课时） 

（二）数据通信 （14课时） 

2.1 理解和掌握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了解和掌握典型的数据传输方式、

数据传送技术和多路复用技术。 （4课时） 

2.2 理解和掌握数据交换技术和差错控制技术。 （2课时） 

2.3 理解和掌握流量控制的基本方法，如停止等待协议、连续 ARQ协议和

选择 ARQ协议等。 （4课时） 

2.4 熟悉控制规程 HDLC，Internet中的点对点协议 PPP。 （2课时） 

2.5 了解和掌握多种多路访问信道的方法。 （2课时） 

（三）网络协议和传输协议 （14课时） 

3.1 掌握网络层的相关技术协议，如因特网的网际协议 IP，地址解析协议

ARP、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 ICMP和因特网的路由选择协议等。 （6课时） 

3.2 了解传输层协议基本原理，掌握 TCP/IP 体系中的传输层协议构成。 

  （2课时） 

3.3 掌握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和面向连接的传输层协议 TCP，理解和掌握

套接字。  （6课时） 

（四）局域网与广域网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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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了解和掌握局域网和广域网的基本概念，掌握在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扩展局域网的方法。 （2课时） 

4.2 理解和掌握 CSMA/CD协议和以太网 MAC技术。 （4课时） 

4.3 了解和掌握广域网的基本概念和 X.25分组交换网，帧中继和 ATM技术。 

  （2课时） 

4.4 理解和掌握无线局域网体系结构和服务，了解 802.11物理层和媒体

接入控制  （4课时） 

（五）因特网应用 （6课时） 

5.1 了解和掌握多种网络应用模式，熟悉常用的应用层协议, 域名系统DNS、

文件传送协议、电子邮件系统、万维网和 HTTP协议。 （2课时） 

5.2 网络新技术及其应用。（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数据与计算机通信》，斯托林斯著， 王海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网络》 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 

2.《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  库罗斯著，陈鸣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讨论（20%）、平时测验（20%）及考勤

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闭卷笔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的数据通信技

术、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的基本方法、局域网的扩展、CSMA/CD 协议和以太网

技术、网际协议 IP，地址解析协议 ARP、路由选择协议、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面向连接的传输层协议 TCP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健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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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数据通信

技术  

目标 2：计算机络

原理、体系结构 

目标 3：局域网和

广域网 

目标 4:网络的应

用和新技术 

1.1 现代通信模型、数据通信和因特网 √ √   

1.2 TCP/IP 协议的体系结构  √   

2.1数据通信基本概念  √    

2.2 数据交换技术和差错控制技术 √    

2.3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的基本方法 √    

2.4HDLC，Internet中的点对点协议 PPP √    

2.5多路访问信道的方法 √    

3.1网络层的相关技术协议  √   

3.2 了解传输层协议基本原理  √   

3.3 UDP和 TCP协议  √   

4.1 局域网和广域网的基本概念   √  

4.2 CSMA/CD协议和以太网技术   √  

4.3 广域网技术   √  

4.4 无线局域网技术   √  

5.1 常用的应用层协议    √ 

5.2 网络新技术及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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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远程信息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Z16A1      

英文名称：Identification and Remot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传感器技术原理、无线通信技术 

后续课程：物联网通信原理、专业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射频识别（RFID）和传感器网络的基本体系和关键技术。 

目标 2：掌握 RFID系统实验仪器的应用，掌握 RFID演示软件的使用，以

及区分不同的 RFID卡。 

目标 3：了解射频识别系统的的碰撞与防碰撞技术。 

目标 4：掌握射频识别系统的区别特征和安全防范技术。 

目标 5：了解 RFID中常用天线的分类，各自的特点及其性能指标。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3课时） 

1.1讲述射频识别和传感器网络的历史与发展。 （1课时） 

1.2射频识别和传感器网络的概念、特点与应用。 （2课时） 

（二）射频识别系统的原理与关键技术 （20课时）   

2.1讲述射频识别系统的区别特征。 （3课时） 

2.2射频识别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6课时） 

2.3射频识别系统的编码与调制。 （4课时） 

2.4低功耗技术。 （4课时） 

2.5数据完整性与安全性。 （3课时） 

（三）射频识别系统的标准化与应用 （9课时）   

3.1讲述射频识别系统使用的频率范围。 （3课时） 

3.2射频识别系统使用的各种标准，应用与发展。 （6课时） 

（四）传感器网络 （14课时）   

4.1讲述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 （5课时） 

4.2传感器网络的关键技术：  

4.2.1讲述传感器网络的通信技术、链路层技术和路由技术。 （3课时） 

4.2.2传感器网络的链路层技术和路由技术。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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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与发展。 （2课时） 

（五）课程项目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基本要求： 

上机实验是本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学生通过上机，能直观的理解 RFID的

工作原理。实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内容并分析实验结果，写出实验报告。 

实验一：读写器基本参数设置、低频读写操作实验 （2课时） 

（1）学习操作低频 RFID卡式电子标签验证与操作； 

（2）掌握 RFID演示软件的启动和登录； 

（3）熟悉读写器的基本功能和界面；寻找端口，能正确连接要操作的端口；

能熟练进行读写器参数的设置。 

实验二：超高频 UHF系统实验 （4课时） 

学习如何 PCC1-G2 Test的装置操作。 

（1）了解 EPCC1G2标签存储器中的四个存储区； 

（2）熟悉对 EPC标签的询查设置方法； 

（3）熟悉对电子标签 EPC的基本操作； 

（4）熟悉 EPCC1G2标签的 EAS报警设置，销毁标签和 EPC掩模； 

（5）熟悉标签频点的测试方法； 

（6）读写器内置 TCP/IP引擎的设置。 

实验三：高频 HF协议命令的验证和操作 （4课时） 

（1）熟悉 ISO15693 协议命令的三种操作模式；熟悉标签六种巡查模式；

标签数据块操作； 

（2）熟悉 ISO14443A的协议命令；对电子标签进行证实；对 ISO14443A标

签数据进行读写；对 ISO14443A标签修改密码；ISO14443A钱包操作； 

（3）ISO15693 协议电子标签数据块操作；了解 ISO14443A 的协议命令；

熟悉 ISO14443A标签的防冲突设置；能对 ISO14443A电子标签进行休眠。 

实验四：RFID系统的应用 （4课时） 

掌握 RFID系统的设计以及 RFID在图书馆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实验五：RFID系统的应用案例技术讲解 （2课时） 

调研行业中的一种具体运用，并具体说明在该系统中，电子标签和读写器

的具体重要参数；或者自己创新的举例说明 RFID的一种系统运用案例，并具体

阐述其设计流程；研究方式同 RFID 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案例说明 RFID 系统的

组成，设备，主要工作流程，RFID产品的特点及其应用优势，系统的总体方案

设计（比如功能需求，标签的选择，外型尺寸，读写设备的频段功率，是否需

要多标签防碰撞技术）等； 

实验六：辨识 RFID系统的天线，部分同学可以学习设计天线形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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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RFID中常用天线的分类，各自的特点及其性能指标； 

（2）RFID天线的常规型号和命名方法并举例说明； 

（3）RFID天线的制作工艺和标签的封装方法； 

（4）天线的功能及其在设计中相关技术； 

（5）举例说明天线的应用场景并截图说明。（例如广播式天线在城市农村

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物联网 RFID原理与技术》，高建良 ，贺建飚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伯恩哈德·兰科（2000 年）。自动识别手册。条码、条形码、ID 技术、

1D 码、3D 和 2D 码。国际标准书号：3935551002.识别和远程信息处理，兰科

专业书籍出版社 

2.伯恩哈德·兰科（2002 年）。自动识别手册。条码、条形码、ID 技术、

1D 码、3D 和 2D 码。国际标准书号：3935551010.识别和远程信息处理，兰科

专业书籍出版社 

3.伯恩哈德·兰科（2004 年）。自动识别手册。条码、条形码、ID 技术、

1D 码、3D 和 2D 码。国际标准书号：3935551029.识别和远程信息处理，兰科

专业书籍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射频识别系统

的原理与关键技术、RFID的体系结构、EPC系统、RFID的应用案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 红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5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射 频 识 别

（RFID）和

传感器网络

的基本体系

和 关 键 技

术。 

目标 2：掌握 RFID

系统实验仪器的

应用，掌握 RFID

演 示 软 件 的 使

用，以及区分不

同的 RFID卡。 

目标 3：了解

RFID 系统中

的碰撞与防

碰撞技术 

 

目标 4：掌握射

频识别系统的

区别特征和安

全防范技术。 

目标 5：了解

RFID 中常用天

线的分类，各

自的特点及其

性能指标。 

2.1串联谐振电路 √ √   √ 

2.2并联谐振电路 √ √   √ 

3.1天线概述  √   √ 

3.2基本振子的辐射     √ 

3.3天线的电参数  √   √ 

3.4 RFID系统常用天线  √  √ √ 

3.5不同频段的 RFID天线技术  √ √  √ 

4.1自动识别技术简介 √     

4.2射频识别系统组成 √  √   

4.3 RFID系统的分类 √ √ √ √ √ 

4.4 RFID系统使用的频率  √ √ √  

5.1智能卡与电子标签 √    √ 

5.2电子标签的类别 √ √ √ √ √ 

5.3电子标签的组成结构 √ √ √ √ √ 

5.4电子标签的封装  √ √ √ √ 

5.5一种典型的电子标签（S50卡） √   √  

5.6 RFID电子标签的问题及趋势  √ √ √ √  

6.1读写器的基本原理  √   √ 

6.2读写器的基本构成   √  √ √ 

7.1RFID系统的通信过程 √ √ √ √  

7.3差错控制编码（信道编码） √  √ √  

7.4 RFID系统调制方法  √ √ √  

7.5RFID系统的耦合方式与调制    √ √  

8.1RFID系统中的碰撞与防碰撞   √ √  

8.2 ALOHA算法   √ √  

8.3二进制树型搜索算法   √ √  

9.1RFID系统面临的安全攻击    √  

9.2RFID系统安全解决方案    √ √  

9.3智能卡的安全问题    √  

10.1 RFID标准概述 √ √ √ √  

10.2 ISO/IEC的相关标准 √ √ √ √  

11.1RFID系统应用类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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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读写器基本参数设置、低

频读写操作实验 
 √  √ √ 

实验二、超高频 UHF系统实验  √  √ √ 

实验三：高频 HF协议命令的验证和

操作 
 √  √ √ 

实验四：RFID系统的应用  √  √ √ 

实验五：RFID 系统的应用案例技术

讲解 
 √    

实验六：辨识 RFID系统的天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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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 处理器及其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05R1        英文名称：DSP and Its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类、自动化类、信息类、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数字信号处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 DSP开发的基本概念。 

目标 2：熟悉 DSP汇编指令集、汇编工具及集成开发环境。 

目标 3：了解 DSP的片内外设和工程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DSP技术的基本概念和 DSP芯片 （4课时） 

1.1  DSP技术概念、可编程 DSP处理器的运用领域及发展状况、DSP系统

的构成与设计概念。 （2课时） 

1.2 TI公司 DSP系列芯片的硬件结构，包括 C54X的中央处理器结构、存

储空间结构、片内外设、系统控制与外部总线接口。 （2课时） 

（二）DSP汇编指令集、汇编工具与集成开发环境 （24课时） 

2.1汇编语言指令系统，包括七种寻址方式、四种基本类型指令系统及浮

点算术运算。 （2课时） 

2.2 DSP系统集成开发环境 CCS，包括 CCS的安装及设置、CCS的基本操作、

CCS工程项目的创建和调试（编辑、编译、仿真等）及 CCS环境下的 C语言程

序设计。  （8课时） 

2.3 DSP系统的中断概念、流水线操作过程、流水线运行模式及大小模式

32位数访问的区别等。 （4课时） 

2.4基于 DSP 的 FIR、IIR滤波器设计、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 的 DSP 实现、

正弦信号发生器 （10课时）。 

（三）DSP的片内外设 （12课时） 

3.1定时器硬件结构、定时器工作过程、定时器启动和设置、定时器的使

用。  （6课时） 

3.2串口硬件结构、串口寄存器设置、串口使用方法。 （4课时） 

3.3程序和数据与 IO空间的映射关系、空间扩展的硬件设计方法、DS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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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过程。 （2课时） 

（四）DSP系统的工程设计 （8课时） 

应用系统设计的一般步骤、应用系统设计基本方法以及典型应用系统的设

计。包括电源设计方法、时钟设计方法和接口电路。 （8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DSP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第三版），彭启琮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DSP原理与应用教程 邓奕等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2.嵌入式 DSP的原理与应用：基于 TMS320F28335 马骏杰 著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出版社 2016 

3.单片机教程网------------http://www.51hei.com/ 

4.电子发烧友-----------http://www.elecfans.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DSP 处理器的基

本概念、硬件组成和片内结构、DSP 汇编指令和寻址方式、DSP 的片内外设的

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DSP 系统的应用程序开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中华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book.jd.com/writer/邓奕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马骏杰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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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 DSP 开

发的基本

概念 

目标 2：熟悉

DSP 汇编指令

集、汇编工具及

集成开发环境 

目标3：解 DSP

的片内外设

和工程应用 

1.1 DSP 技术概念、可编程 DSP 处理器的运用领域及发展状况、DSP 系统

的构成与设计概念。 
√   

1.2 TI 公司 DSP 系列芯片的硬件结构，包括 C54X的中央处理器结构、存

储空间结构、片内外设、系统控制与外部总线接口。 
√  √ 

2.1 汇编语言指令系统，包括七种寻址方式、四种基本类型指令系统及浮

点算术运算。 
√ √  

2.2 DSP系统集成开发环境 CCS，包括 CCS的安装及设置、CCS的基本操作、

CCS 工程项目的创建和调试（编辑、编译、仿真等）及 CCS环境下的 C语

言程序设计。 

 √  

2.3 DSP 系统的中断概念、流水线操作过程、流水线运行模式及大小模式

32位数访问的区别等。 
 √  

2.4基于 DSP的 FIR、IIR滤波器设计、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的 DSP实现、

正弦信号发生器 
   

3.1 定时器硬件结构、定时器工作过程、定时器启动和设置、定时器的使

用。 
√   

3.2串口硬件结构、串口寄存器设置、串口使用方法。 √  √ 

3.3程序和数据与 IO空间的映射关系、空间扩展的硬件设计方法、DSP的

启动过程。 
  √ 

4.应用系统设计的一般步骤、应用系统设计基本方法以及典型应用系统的

设计。包括电源设计方法、时钟设计方法和接口电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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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E 与中间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06R1        英文名称：J2EE and Middleware Technologi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Java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软件设计师综合、软件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java web 开发的基本内容，了解相关的前端技术 

目标 2：掌握主流 web开发模式和 web框架 

目标 3：了解团队软件开发模式 

二、课程内容 

（一）Spring的基本应用 （6课时） 

1.1 Spring的体系结构和核心容器 （2课时） 

1.2 依赖注入。 （2课时） 

1.3 开发简单的 Spring项目 （2课时） 

（二）面向方面编程 AOP （8课时） 

2.1 AOP简介及动态代理 （2课时） 

2.2 基于代理类的 AOP实现 （2课时） 

2.3 AspectJ框架介绍 （2课时） 

2.4 开发基于 Spring的 AOP项目 （2课时） 

（三）Spring数据库开发 （4课时） 

3.1 Spring JDBC API介绍 （2课时） 

3.2 Spring JDBC Template的常用方法介绍 （2课时） 

（四）MyBatis核心配置 （6课时） 

4.1 MyBatis配置文件和映射文件介绍 （2课时） 

4.2 动态 SQL和 MyBatis关联配置介绍 （2课时） 

4.3 Spring和 MyBatis项目综合练习 （2课时） 

（五）SpringMVC （8课时） 

5.1 SpringMVC核心类和控制流程 （2课时） 

5.2 数据绑定技术介绍 （2课时） 

5.3 MyBatis和 SpringMVC项目综合练习 （4课时） 

（六）JSON数据交互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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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JSON概述 （1课时） 

6.2 JSON数据转换 （1课时） 

6.3 项目综合练习 （2课时） 

（七）SpringBoot技术 （8课时） 

7.1 SpringBoot项目构建过程解析 （2课时） 

7.2 使用起步依赖 （2课时） 

7.3 使用自动配置 （2课时） 

7.4 开发 SpringBoot项目 （2课时） 

（八）Grooy与 SpringBoot CLI （4课时） 

8.1 开发 SpringBoot CLI项目 （1课时） 

8.2 获取依赖和 Grooy消除代码噪声 （1课时） 

8.3 开发基于 Grooy框架的应用项目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Java EE互联网轻量级框架整合开发》，杨开振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JavaEE 企业级应用开发（基础应用）》，金焱，许建仁主编，东软电子

出版社，2013.08 

2. 《深入分析 java web 技术内幕》，许令波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8 

3. 《JavaWeb 开发 1200 例》（第 2 卷），卢瀚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6 

4. 《Java EE 架构设计与开发实践》，方巍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上机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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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java web 开

发的基本内容 

目标 2：掌握主流 web开

发模式和 web框架 

目标 3:了解团队软件

开发模式 

1.1 Spring的体系结构和核心容器 √   

1.2 依赖注入  √  

1.3 开发简单的 Spring项目 √ √  

2.1 AOP简介及动态代理 √   

2.2 基于代理类的 AOP实现  √  

2.3 AspectJ框架介绍  √ √ 

2.4 开发基于 Spring的 AOP项目  √ √ 

3.1 Spring JDBC API介绍  √  

3.2 Spring JDBC Template 的常用方法

介绍 
 √  

4.1 MyBatis配置文件和映射文件介绍 √  √ 

4.2 动态 SQL和 MyBatis关联配置介绍  √  

4.3 Spring和 MyBatis项目综合练习  √ √ 

5.1 SpringMVC核心类和控制流程  √  

5.2 数据绑定技术介绍  √  

5.3 MyBatis和 SpringMVC项目综合练习  √ √ 

6.1 JSON概述 √   

6.2 JSON数据转换  √  

6.3 项目综合练习   √ 

7.1 SpringBoot项目构建过程解析 √ √  

7.2 使用起步依赖  √  

7.3 使用自动配置  √  

7.4 开发 SpringBoot项目    

8.1 开发 SpringBoot CLI项目  √ √ 

8.2 获取依赖和 Grooy消除代码噪声  √ √ 

8.3 开发基于 Grooy框架的应用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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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08A1      英文名称：Java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 

后续课程：可视化建模与 UML、数据结构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熟练掌握运用 Java语言进行结构化程序设计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掌握类和对象的定义和创建，掌握

继承和多态，掌握 Java类库的使用。 

目标 3：掌握 Java异常处理机制，学会抛出、捕获和处理异常，提高程序

的安全性。掌握利用输入、输出流实现信息与文件的数据传输,实现程序的输入、

输出操作。 

目标 4：掌握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法及事件处理机制。 

目标 5：掌握 JDK的安装及配置，掌握在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中编辑、

编译、运行和调试 Java程序。 

（二）能力要求 

1.了解 Java技术，掌握 Java编程环境的使用。 

2.掌握数据类型、变量、运算符，字符串的使用及编程。 

3.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熟悉使用现有类及创建自己的类进行编程解决

问题。 

4.掌握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与编程。 

5.掌握 Java的错误处理机制异常捕获，增加程序的安全性能。 

6.能编写一般文件操作的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Java语言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Java语言的特点，Java程序种类和结构，Java语言基础知识，关键

字、标识符，数据类型，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几种基本程序控制结构。 

  （2课时） 

1.2 Java数组的声明、创建和使用，字符串的创建和使用。 （2课时） 

1.3 Java语言基础知识、数组和字符串的应用。 （2课时） 

（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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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定义类、对象的创建和使用，参数传递。 

  （2课时） 

2.2 类的私有成员和公共成员，构造方法，静态成员，对象的应用。 

  （2课时） 

2.3 类的继承、子类的创建和应用，多态技术，方法的重载与覆盖。 

  （2课时） 

2.4 抽象类、抽象方法的定义及应用，接口的定义及实现，类的多重继承，

包的定义，Java语言常用包。 （4课时） 

2.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应用 （4课时） 

（三）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 异常的概念，异常类的层次结构，异常的抛出、捕获和处理，自定义

异常类的设计。 （3课时） 

3.2 流的概念，输入输出流类库，基本的输入输出流，输入输出流的应用，

Reader流、Writer流类的应用，文件与文件夹的管理，对文件的随机访问。 

  （3课时） 

3.3 异常处理机制的实现及输入输出流的设计与应用 （4课时） 

（四）图形用户界面设计与事件处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图形用户界面概述，Swing包，创建组件。 （2课时） 

4.2布局管理器的概念，常用布局管理器的应用。 （2课时） 

4.3 事件处理机制，事件、事件源、事件类，监听者接口与适配器类，组

件与它所触发的事件及相应的事件处理。 （2课时） 

4.4 菜单栏设计，工具栏设计，滑动条设计，文件选择对话框应用，颜色

选择对话框的应用，定时器应用。 （2课时） 

4.5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及事件处理机制的应用。 （4课时） 

（五）课程项目综合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异常处理与输入输出模块及图形用户界面设

计与事件处理模块模块综合程序设计。 （4课时） 

5.2 课程习题讨论、测验等。 （2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 JDK的安装及配置。 

6.2 使用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编辑、编译、运行和调试 Java程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Java程序设计基础》（第 5版），陈国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67 

1.《面向对象与 Java 程序设计》（第 2 版），朱喜福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7 

2.《Java 程序设计—基于 JDK 6 和 NetBeans 实现》，宋波主编，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2 

3.《Java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原书第 10 版），[美] 梁勇（Y.Daniel Liang）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8  

4.《Java 程序设计基础实验指导》（第 4 版），邹林达、陈国君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4.3 

5. 网站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index.html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25%）及

考勤作业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Java 语言基础

知识的应用、数组和字符串的应用、类及子类的创建及使用、方法重载和方法

覆盖的应用、抽象类和接口的应用、Java 常用包的应用、异常处理机制的实现、

输入输出流的应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及事件处理机制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顾青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Y.Daniel&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iang&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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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

熟练掌握运

用 Java语言

进行结构化

程序设计的

能力。 

目标 2：掌握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思想，

掌握类和对

象的定义和

创建，掌握继

承和多态，掌

握 Java 类库

的使用。 

目标 3：掌握 Java

异常处理机制，学

会抛出、捕获和处

理异常，提高程序

的安全性。掌握利

用输入、输出流实

现信息与文件的

数据传输,实现程

序的输入、输出操

作。 

目标 4:掌握

图形用户界

面的设计方

法及事件处

理机制。 

目标 5：掌握

JDK 的安装及

配置，掌握在

Eclipse 集成

开发环境中编

辑、编译、运

行和调试 Java

程序。 

1.1 Java语言基础知识 √     

1.2 Java数组及字符串的应用 √     

1.3 Java语言基础知识、数组和字符

串的应用 
√    √ 

2.1 定义类、对象的创建和使用，参

数传递。 
 √    

2.2 构造方法，静态成员，对象的应

用。 
 √    

2.3 类的继承、子类的创建和应用，

多态技术，方法的重载与覆盖。 
 √    

2.4抽象类、抽象方法的定义及应用、

接口的定义及实现、类的多重继承，

包的定义，Java语言常用包 

 √    

2.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应用  √   √ 

3.1异常处理机制及应用   √   

3.2输入输出流及应用   √   

3.3 异常处理机制的实现及输入输出

流的设计与应用 
  √  √ 

4.1 图形用户界面概述，Swing 包，

创建组件 
   √  

4.2 布局管理器的概念，常用布局管

理器的应用 
   √  

4.3 事件处理机制及应用    √  

4.4 菜单栏、工具栏、滑动条的设计，

文件选择对话框、颜色选择对话框、

定时器应用。 

   √  

4.5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及事件处理

机制的应用 
   √ √ 

5.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模块、异常处

理与输入输出模块及图形界面设计

模块综合程序设计 

√ √ √ √ √ 

5.2 课程习题讨论、测验等。 √ √ √ √ √ 

6.1 JDK的安装及配置 √ √ √ √ √ 

6.2 Eclipse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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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语言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09Q1       英文名称： Matlab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信号与系统，数字图像处理，信号检测与处理，机器视觉，机器学

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MATLAB语言的基本语法、流程控制、程序编写。 

目标 2：掌握 MATLAB语言的图形控制，常见图形绘制方法；掌握常用工具

箱函数。 

目标 3：结合实际的工程应用，完成常见算法的编写。 

二、课程内容 

（一） MATLAB概述 （5课时） 

1.1 命令与表达式，标量操作符，优先级，工作空间操作，数据显示格式，

数组，数学操作，系统命令，绘图窗口，线性几何计算，脚本运行方式，注释，

编辑和调试，编程风格，典型输入输出命令，帮助工具与命令，应用程序开发

方法（5课时）。 

（二）数字、元胞与结构 （8课时） 

2.1向量，矩阵，点操作，数组操作，矩阵操作，矩阵左除，多项式及其

拟合，元胞数组 （8课时）。 

（三）函数与文件 （8课时） 

3.1获得关于函数的帮助，复数及数组的常见操作，函数变量，用户自定

义函数，全局变量，函数句柄，几个常见的求零点合极值的函数（4课时）。 

3.2 函数调用，用户自定义函数类型，子函数，函数调用优先级，表格文

件导入  （4课时）。 

（四）MATLAB编程 （7课时） 

4.1结构化编程，流程图，关系运算符，逻辑类及其操作符，逻辑优先级

及其函数  （3课时）。 

4.2 条件语句，字符串，循环语句，开关语句 （4课时）。 

（五）高级绘图 （5课时） 

5.1 常用绘图命令，图片的输出，子图，数据标记与线型，图例，特殊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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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命令，交互式绘图，三维绘图，网格图，等高线图（5课时）。 

（六）建模与回归 （5课时） 

6.1 以多项式，幂函数、指数函数描述数据，函数方向的方法，多项式拟

合，最小二乘检验，多项式回归，回归误差，残差，基本拟合界面。 （5课时） 

（七）统计、概率与插值 （5课时） 

7.1 直方图及相关函数，数据统计工具，插值及相关函数。 （5课时） 

（八）Simulink应用 （5课时） 

8.1 Simulink模块库 （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Brian H. Hahn, Daniel T. Valentine, MATLAB原理与应用，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4年 8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Introduction to MATLAB for Engineers，Third Edition，William J. 

Palm III，McGrawHill，2011 

2．MATLAB教程，张志涌，杨祖樱等，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2006基于

MATLAB的通信系统仿真 赵静，张瑾，高新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7 

3．MATLAB 语言及实践教程，肖燕彩，邱成，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4．MATLAB教程与应用，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40%）、考勤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矩阵操作、

流程控制应用、函数与文件、集成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迟冬祥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www.amazon.cn/MATLAB%E6%95%99%E7%A8%8B%E4%B8%8E%E5%BA%94%E7%94%A8/dp/B0052Q4OZO/ref=sr_1_140?s=books&ie=UTF8&qid=1333621564&sr=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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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MATLAB

语言的基本语法、流

程控制、程序编写 

目标 2：掌握 MATLAB

语言的图形控制，常

见图形绘制方法；掌

握常用工具箱函数 

目标 3：的工程应

用，完成常见算法的

编写 

1.1 命令与表达式，标量操作符，优先级，工作空间

操作，数据显示格式，数组，数学操作，系统命令，

绘图窗口，线性几何计算，脚本运行方式，注释，编

辑和调试，编程风格，典型输入输出命令，帮助工具

与命令，应用程序开发方法 

√  √ 

2.1 向量，矩阵，点操作，数组操作，矩阵操作，矩

阵左除，多项式及其拟合，元胞数组 
√  √ 

3.1 获得关于函数的帮助，复数及数组的常见操作，

函数变量，用户自定义函数，全局变量，函数句柄，

几个常见的求零点合极值的函数 

√  √ 

3.2 函数调用，用户自定义函数类型，子函数，函数

调用优先级，表格文件导入 
 √ √ 

4.1 结构化编程，流程图，关系运算符，逻辑类及其

操作符，逻辑优先级及其函数 
√ √ √ 

4.2 条件语句，字符串，循环语句，开关语句 √ √ √ 

5.1 常用绘图命令，图片的输出，子图，数据标记与

线型，图例，特殊绘图命令，交互式绘图，三维绘图，

网格图，等高线图 

 √ √ 

6.1 以多项式，幂函数、指数函数描述数据，函数方

向的方法，多项式拟合，最小二乘检验，多项式回归，

回归误差，残差，基本拟合界面 

√ √ √ 

7.1 直方图及相关函数，数据统计工具，插值及相关

函数 
√ √ √ 

8.1 Simulink模块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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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建模与 UML》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12A1英文名称：Visual Modeling and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学分/课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 

后续课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软件设计模式、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 UML的基本概念；掌握 UML的构成，包括：五大视图、九种

基本图形表示、模型元素及其通用机制； 

目标 2：掌握 UML的建模思想，能够使用 UML进行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 

目标 3：熟练使用一种可视化建模工具（如 Rational Rose）进行 UML模型

所有图形的建模与绘制，包括用例图、类图、对象图、时序图、协作图、状态

图、活动图、组件图和配置图。 

目标 4：理解 Rose的双向工程，掌握正向工程从模型生成代码的方法，以

及其逆向工程从现有代码生成其 UML模型的方法； 

目标 5：了解 Rational统一过程的构成、核心工作流、迭代开发模式及最

佳实践、开发模型、配置和实现。 

二、课程内容 

（一）软件工程、UML基础与面向对象 （6课时） 

1.1 了解软件工程的生命周期；从总体上了解 UML，以及面向对象分析设

计方法。  （2课时） 

1.2 了解 Rational Rose的安装步骤、菜单、布局和视图，了解如何使用

Rational Rose进行建模。 （2课时） 

1.3 掌握 UML语言的构成，包括：五大视图、九种基本图形表示、模型元

素及其通用机制。 （1课时） 

1.4 掌握 UML的建模思想以及使用 UML进行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的方法。 

  （1课时） 

（二）用例图 （8课时） 

2.1 掌握用例图的定义、构成及其图形表示。 （0.5课时） 

2.2 掌握如何确定参与者。 （0.5课时） 

2.3 掌握如何确定用例及用例之间的关系，掌握用例描述方法。 （2课时） 

2.4 掌握用例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制方法，熟悉用例的粒度；了解用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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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课时） 

2.5 实验一：用例图的建模与绘制。 （4课时） 

（三）静态图（类图、对象图和包图） （6课时） 

3.1 理解类图的定义、构成及其图形表示，掌握 UML中不同的类及其构造

型。  （1课时） 

3.2 熟练掌握类之间的关系（泛化、依赖、实现、关联）及其识别方法。 

  （1课时） 

3.3 了解对象图及其图形表示。 （0.4课时） 

3.4 理解包图的定义、组成以及包图中的关系；了解包的嵌套。 （0.4课时） 

3.5 熟练掌握类图、对象图、包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制方法。 （1.2课时） 

3.6 实验二：静态图的建模与绘制，包括类图、对象图和包图的建模与绘

制。  （2课时） 

（四）动态行为模型图（时序图、协作图、状态图和活动图） （10课时） 

4.1 理解时序图的定义、组成（包括对象、生命线、激活、消息），掌握对

象行为。  （1课时） 

4.2 理解协作图的定义、构成（包括对象、链、消息），理解时序图与协作

图的异同。 （1课时） 

4.3 熟练掌握时序图、协作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制方法。 （1课时） 

4.4 实验三：交互图的建模与绘制，包括序列图和协作图的建模与绘制。 

  （2课时） 

4.5 理解状态图的定义、状态图中的标记符，掌握状态图中的动作和事件；

熟悉各种常用状态。 （1课时） 

4.6 掌握活动图的定义、活动图中的标记符（动作、活动、转换、组合活动），

以及其它标记符（分支与合并、分叉与汇合、泳道、对象流）。 （0.5课时） 

4.7 熟练掌握状态图、活动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制方法。 （1.5课时） 

4.8 实验四：状态图和活动图的建模与绘制。 （2课时） 

（五）组件图和配置图 （4课时） 

5.1 理解组件的定义、种类及其表示；掌握组件图的定义。 （0.4课时） 

5.2 理解配置图的定义及其构成。 （0.4课时） 

5.3 熟练掌握组件图、配置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制方法。 （1.2课时） 

5.4 实验五：组件图和配置图的建模与绘制。 （2课时） 

（六）Rose双向工程与 Rational统一过程 （4课时） 

6.1 了解 UML的体系结构、扩展机制，以及用于业务建模的 UML扩展。 

  （1课时） 

6.2 理解 Rose的双向工程，即掌握 Rose的正向工程从模型生成代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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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 Rose的逆向工程从现有代码生成其 UML模型的方法； （1.5课时） 

6.3了解 Rational统一过程的构成、核心工作流、迭代开发模式及最佳实

践、开发模型、配置和实现。 （1.5课时） 

（七）UML建模案例 （10课时） 

7.1 通过实际案例了解如何进行一个软件系统的需求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使用 UML进行系统建模，包括建立用例图、时序图、协作图、状态图、活动图、

类图，以及系统的配置与实现。 （5课时） 

7.2 掌握 UML建模思想及其模型的绘制方法。 （1课时） 

7.3 实验六：课程综合实验---完成一个实际系统（如 BBS系统、网上购物

系统或网上选课系统等）的需求分析和 UML建模。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UML基础与 Rose建模案例》，吴建等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UML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教程》，胡荷芬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UML精粹：标准对象建模语言简明指南》（第 3版）,Martin Fowler著，

潘加宇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3.《UML参考手册》（第二版），James Rumbaugh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4.《大象 Thinking in UML》（第 2版），谭云杰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5%，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5%）、课堂测验（15%）、作

业（5%）、课堂讨论及考勤（10%）。 

2.期末考试占比 45%，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覃海焕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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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 UML的

基本概念

及其构成 

目标 2：掌握 UML

的建模思想，能使

用 UML进行面向对

象的分析和设计 

目标 3：熟练进

行 UML模型所

有图形的建模

与绘制 

目标 4：掌

握 Rose的

双向工程

方法 

目标 5： 

了解

Rational统

一过程 

1.1 软件工程、面向对象与 UML概述 √ √    

1.2 Rational Rose使用      

1.3 UML语言总览 √     

1.4 基于 UML的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方

法 
 √    

2.1 用例图的定义、构成及图形表示 √  √   

2.2 参与者 √  √   

2.3 用例及用例之间的关系，用例描述

方法 
√  √   

2.4 用例图的建模技术及绘制方法  √ √   

2.5 实验一：用例图的建模与绘制  √ √   

3.1 类图的定义、构成及其图形表示 √  √   

3.2 类之间的关系及其识别方法 √  √   

3.3 对象图及其图形表示 √  √   

3.4 包图的定义、组成以及包图中的关

系 
√  √   

3.5 类图、对象图、包图的建模技术及

其绘制方法 
 √ √   

3.6 实验二：静态图的建模与绘制  √ √   

4.1 时序图的定义、组成 √  √   

4.2 协作图的定义、构成 √  √   

4.3 时序图、协作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

制方法 
 √ √   

4.4 实验三：交互图的建模与绘制  √ √   

4.5 状态图的定义、状态图中的标记符 √  √   

4.6 活动图的定义、活动图中的标记符 √  √   

4.7 状态图、活动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

制方法 
 √ √   

4.8 实验四：状态图和活动图的建模与

绘制 
 √ √   

5.1 组件的定义、种类及其表示；组件

图的定义  
√  √   

5.2 配置图的定义及其构成 √  √   

5.3 组件图、配置图的建模技术及其绘

制方法 
 √ √   

5.4 实验五：组件图和配置图的建模与

绘制 
 √ √   

6.1 UML的体系结构、扩展机制 √     

6.2 Rose的双向工程    √  

6.3 Rational统一过程     √ 

7.1 UML建模案例  √ √ √  

7.2 UML建模思想及其模型的绘制方法  √ √   

7.3 实验六：课程综合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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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18C1        英文名称：Compiler Principl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据结构、编程语言、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离散数学、汇编语言、

计算机原理 

后续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软件工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编译系统的结构、工作流程。 

目标 2：掌握编译程序各组成部分构造原理。 

目标 3：掌握常用的编译技术和方法. 

目标 4：掌握代码优化技术及代码生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编译程序的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翻译程序与编译程序 

1.2编译过程和编译程序的基本结构 

1.3编译程序的生成方法 

1.4编译技术在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二）文法和语言的基本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概述 

2.2字母表和字符串的基本概念 

2.3文法和语言的形式定义 

2.4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2.5语法和文法的二义性 

2.6文法和语言的分类 

2.7有关文法的实用限制和变化 

（三）词法分析与有穷自动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词法分析程序的功能 

3.2单词符号及输出单词的形式 

3.3语言单词符号的两种定义方式 

3.4正规式与有穷自动机 

3.5 正规文法和有穷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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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词法分析程序的编写方法 

（四）语法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 语法分析程序的功能 

4.2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 

4.3自下而上分析方法的一般原理 

4.4算符优先分析法 

4.5 LR分析法 

（五）语法导致翻译技术和中间代码生成 （2课时） 

5.1概述 

5.2属性文法 

5.3语法制导翻译概述 

5.4中间语言 

5.5自下而上语法导致翻译 

5.6递归下降语法制导的翻译 

（六）代码优化 （2课时） 

6.1优化概述，了解代码优化技术 

6.2局部优化 

6.3 循环优化 

6.4 窥孔优化 

（七）代码生成 （2课时） 

7.1概述，了解代码生成方法 

7.2假想的计算机模型 

7.3简单代码生成器 

7.4代码生成器的自动生成技术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编译原理》（第 3版），刘铭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编译原理》，李劲华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08 

2.《程序设计编译原理》，陈火旺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00.08 

3.《编译技术》，钱焕延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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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编译程序的基

本结构，词法分析、语法分析、常用的编译技术和方法及代码优化和代码生成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家荣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79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编译

系统的基础、机

构、工作流程 

目标 2：掌握编译

程序各组成部分的

构造原理 

目标 3：掌握常用

的编译技术和方法 

目标 4:掌握代码

优化技术及代码

生成方法 

1.1编译程序与翻译程序 √    

1.2编译过程和编译程序的基本结构 √    

1.3编译程序的生成方法 √    

1.4编译技术在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    

2.1概述 √    

2.2字幕和符号串的基本概念 √    

2.3文法和语言的形式定义 √    

2.4短语、直接短语和句柄 √    

2.5语法树和文法的二义性 √    

2.6文法和语言的分类 √    

2.7有关文法的实用限制和变换 √    

3.1词法分析程序的功能  √   

3.2单词符号及输出单词的形式  √   

3.3语言单词符号的两种定义方式。  √   

3.4正规式与有穷自动机  √   

3.5正规文法与有穷自动机  √   

3.6词法分析程序的编写方法  √   

4.1语法分析程序的功能  √   

4.2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  √   

4.3自下而上分析方法的一般原理  √   

4.4算符优先分析法  √   

4.5 LR分析法  √   

5.1概述   √  

5.2属性文法   √  

5.3语法制导翻译概述   √  

5.4中间语言   √  

5.5自下而上语法制导翻译   √  

5.6递归下降语法制导的翻译   √  

6.1优化概述    √ 

6.2局部优化    √ 

6.3循环优化    √ 

6.4窥孔优化    √ 

7.1概述    √ 

7.2假想的计算机模型    √ 

7.3简单代码生成器    √ 

7.4代码生成器的自动生成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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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19E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Operating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高级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深入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建立起以操作系统

为中心的计算机系统的系统级认识和整体性把握。 

目标 2：掌握操作系统设计原理和方法，包括处理器管理、内存管理、设

备管理和文件管理，以及多进程（线程）并发等，能够运用所学操作系统知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目标 3：通过实验环节，了解操作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机理，了解操作系统

设计和实现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操作系统概论 （4课时） 

1.1 操作系统概观，介绍操作系统的定义以及计算机的资源和视图，详细

介绍操作系统资源管理技术（复用、虚拟、抽象）、操作系统的功能及特点。 

  （1课时） 

1.2 操作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介绍操作系统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过程中的

技术变迁，理解多道程序设计技术的概念以及实现的基本要求，理解不同类型

操作系统的特点。 （1课时） 

1.3 操作系统基本服务与用户接口，介绍操作系统的提供的基本服务和接

口类型，理解系统调用的机制和过程。 （1课时） 

1.4 操作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模型，简单介绍各中结构的操作系统。（1课时） 

实验部分：实验一、搭建 Linux环境与 Linux 基本操作 

（二）处理器管理 （7课时） 

2.1处理器状态，通过理解处理器、寄存器、指令等的概念，掌握 PSW以

及特权指令等的概念。 （0.5课时） 

2.2 中断技术，介绍中断的定义、类型和中断事件的处理。 （1课时） 

2.3 进程及其实现，介绍进程的概念、表示以及进程创建、撤消等原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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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过程；介绍进程的状态以及状态的变迁。 （3课时） 

2.4 线程及其实现，介绍线程的概念及实现过程；介绍在多线程环境下线

程与进程的区别及联系。 （0.5课时） 

2.5 处理器调度，介绍处理器调度的层次、功能以及算法选择的原则；介

绍作业和进程的关系，重点介绍在批处理环境下作业管理和调度的策略以及各

种调度算法的思想。 （2课时） 

实验部分：实验二、进程控制  实验三、处理机调度 

（三）进程同步、通信与死锁 （8课时） 

3.1并发进程，介绍程序并发执行的特点以及可能产生与时间有关的错误。 

  （0.5课时） 

3.2临界区管理，介绍临界区的概念、管理原则以及各种临界区管理方法。 

  （0.5课时） 

3.3 信号量与 PV操作，介绍信号量的概念以及实现机制，介绍同步以及同

步机制的原理和概念，详细介绍 PV操作的含义和实现方法，重点介绍采用 PV

操作实现进程互斥和同步的实现技术。（4课时） 

3.4 进程通信，介绍进程通信的基本概念以及各种进程通信技术的实现原

理。  （1课时） 

3.5 死锁，介绍死锁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以及死锁防止、避免、检测的方

法，重点介绍死锁产生的四个必要条件以及银行家算法的思想和具体实现方法。 

  （2课时） 

实验部分：实验四、进程同步与互斥 

（四）存储管理 （7课时） 

4.1 存储器工作原理，简单介绍存储器的构成层次，介绍存储管理的功能、

作用以及存储管理方式的分类。 （0.5课时） 

4.2 连续存储空间管理，介绍单连续、固定分区、可变分区等几种存储管

理技术。  （1.5课时） 

4.3 分页式存储管理，详细介绍分页式存储管理技术。 （1.5课时） 

4.4 分段式存储管理，介绍分段式存储管理技术。 （0.5课时） 

4.5 虚拟存储管理，详细介绍虚拟存储的基本原理以及请求分页式虚拟存

储管理技术，介绍请求段页式虚拟存储管理技术。 （3课时） 

实验部分：实验五、存储管理 

（五）设备管理 （3课时） 

5.1 I/O硬件原理，在介绍设备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功能的基础上，介绍 I/O

系统以及 I/O的控制方式和设备控制器的概念。 （0.5课时） 

5.2 I/O软件原理，简单介绍 I/O软件设计目标、原则以及 I/O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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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层次。 （0.5课时） 

5.3 缓冲技术，介绍三种缓冲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5.4 设备分配及驱动调度技术，介绍设备独立性的概念以及设备分配的实

现技术，介绍几种驱动调度的策略和思想，重点介绍电梯调度算法。 （1课时） 

5.5 虚拟设备，介绍虚拟设备的概念以及实现技术，详细介绍 Spooling系

统的设计和实现技术。 （0.5课时） 

实验部分：实验六、设备管理 

（六）文件管理 （3课时） 

6.1 文件及文件系统，介绍文件、文件系统的概念以及文件系统的组成、

模型和功能，介绍文件的分类、属性以及命名和文件存取的方法。 （1课时） 

6.2 文件目录，介绍文件的目录结构和目录管理。 （0.5课时） 

6.3 文件组织与数据存储，介绍文件的存储以及文件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

构。  （1课时） 

6.4 文件系统功能及其实现，主要介绍文件共享和辅存空间的管理。 

  （0.5课时） 

实验部分：实验七、文件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⒈《操作系统教程》（第 5版），费翔林、骆斌等编著，高教出版社，2014

年 2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⒈《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 4 版）》，张尧学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0

月。 

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汤小丹等编著，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2016 年 4

月。 

⒊《计算机操作系统（第 2 版）》，庞丽萍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年 1 月。 

4．《操作系统：精髓与设计原理（原书第 7 版）》，（美）斯托林斯著、陈向群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9 月。 

5.《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 4 版）习题解答与实验指导》，张尧学等，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3 年 11 月。 

6.《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学习指导与题解，汤小丹等编著，西安电子科大出版

社，2016 年 4 月。 

7.潘景昌、刘杰编著《操作系统实验教程（Linux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8.袁宝华主编《操作系统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年

http://www.dxsbb.com/news/list_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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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胡峰松主编《操作系统原理实验教程（基于 Linux）》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理论考试（闭卷、笔试）、实验考核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测试（20%）、考勤（50%）、作业 （30%）。 

2.实验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50%）、实验考勤（30%）、实

验测试（20%） 

3.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基本

概念、中断处理、处理器调度、进程调度、并发进程、存储管理、设备管理和

文件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宁建红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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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深入理解操作系

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

法，建立起以操作系统为

中心的计算机系统的系

统级认识和整体性把握。 

目标 2：掌握操作系统设计原理和方

法，包括处理器管理、内存管理、

设备管理和文件管理，以及多进程

（线程）并发等，能够运用所学操

作系统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目标 3：通过实验

环节，了解操作系

统的设计和实现机

理，了解操作系统

设计和实现技术。 

1.1 操作系统概观 √   

1.2 操作系统的形成和发展 √   

1.3 操作系统基本服务与用户接

口 
√   

1.4 操作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模型 √   

2.1处理器状态  √  

2.2 中断技术 √ √  

2.3 进程及其实现  √ √ 

2.4 线程及其实现  √ √ 

2.5 处理器调度 √ √ √ 

3.1并发进程  √  

3.2临界区管理  √  

3.3 信号量与 PV操作  √ √ 

3.4 进程通信  √ √ 

3.5 死锁  √  

4.1 存储器工作原理  √  

4.2 连续存储空间管理  √ √ 

4.3 分页式存储管理  √  

4.4 分段式存储管理  √  

4.5 虚拟存储管理  √  

5.1 I/O硬件原理  √  

5.2 I/O软件原理  √  

5.3 缓冲技术  √  

5.4 设备分配及驱动调度技术  √  

5.5 虚拟设备  √  

6.1 文件及文件系统  √  

6.2 文件目录  √  

6.3 文件组织与数据存储  √  

6.4 文件系统功能及其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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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数据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22P1       英文名称：Large databas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数据库编程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Oracle数据库的实例结构、Oracle数据库逻辑结构和物理结

构及数据字典； 

目标 2：掌握 Oracle数据库网络结构及配置方法。 

目标 3：掌握数据库管理技术，包括数据库启动与关闭、空间管理、数据

文件管理、控制文件管理、日志文件管理、安全管理、对象管理； 

目标 4：学习使用 SQL Plus工具，熟练掌握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及 PL/SQL

程序设计基础； 

目标 5：掌握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备份及恢复技术。 

二、 课程内容 

（一）ORACLE 的开发环境 （4课时） 

1.1 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产品结构及安装； （2课时）  

1.2  服务器安装、客户端安装及网络配置； （2课时） 

（二）ORACLE数据库系统结构 （10课时） 

2.1 Oracle数据库实例结构、Oracle进程结构及 Oracle数据库结构，包

括系统全局区 SGA、程序全局区 PGA、Oracle 用户进程、服务器进程及后台进

程、表空间、段、区及数据块、数据文件、控制文件和日志文件。 （4课时） 

2.2 ORACLE数据库和表的创建 （2课时） 

2.3 ORACLE数据库基本操作 （4课时） 

（三）SQL语言及 SQL plus的操作 （12课时） 

3.1 SQL语言及 PL/SQL介绍。 （4课时） 

3.2 ORACLE数据库查询和视图操作 （4课时） 

3.3 PL/SQL基本操作 （4课时） 

（四）PL/SQL程序设计基础。 （10课时） 

4.1程序设计讨论、设计作品演示等。 （4课时） 

4．2 PL/SQL程序设计操作综合实验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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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Oracle 数据库及数据对象管理 （8课时） 

5.1包括表空间管理、数据文件管理、控制文件管理、日志文件管理、用

户管理和模式对象管理。 （2课时） 

5.2 ORACLE系统的安全管理操作，包括 Oracle数据库管理和数据对象管

理（6课时） 

（六）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4课时） 

6.1数据库故障的种类及恢复策略。包括逻辑备份（Expport,Import工具）、

数据库备份工具等。 （2课时） 

6.2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相关操作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型数据库系统概论》，朱辉生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Oracle 实用教材》,郑阿奇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年。 

2.《Oracle实用教程 丛 9i 到 10g》，钟鸣 刘晓霞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5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5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PL/SQL

编程、Oracle 数据库的体系结构、Oracle 数据库管理、Oracle 数据库的安全性、

Orade 数据库的恢复、Oraclei 数据库的完整性与并发控制、Oracle 数据库应用

程序的开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玉梅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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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Oracle数据库的

实例结构、逻辑结

构和物理结构及

数据字典； 

目标 2：掌

握 Oracle

数据库网

络结构及

配置方法。 

目标 3：掌握

Oracle数据库

管理技术， 

熟练掌握关系

数据库语言

SQL及 PL/SQL

程序设计基

础； 

目标 5：掌握数

据库 Oracle数

据库备份及恢

复技术 

1.1 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产品

结构及安装；  
 √    

1.2  服务器安装、客户端安装

及网络配置； 
√ √    

2.1 Oracle 数据库实例结构、

Oracle 进程结构及 Oracle 数据

库结构 

√ √    

2.2 ORACLE数据库和表的创建 √     

2.3 ORACLE数据库基本操作 √ √    

3.1 SQL语言及 PL/SQL介绍。 √   √ √ 

3.2 ORACLE数据库查询和视图操

作 
   √  

3.3 PL/SQL基本操作（4课时）    √  

4.1 程序设计讨论、设计作品演

示等。 

 

√ √  √  

4．2 PL/SQL 程序设计操作综合

实验 
√ √  √  

5.1 Oracle数据库及数据对象管

理 
 √ √   

5.2 ORACLE系统的安全管理操作  √ √   

6.1 数据库故障的种类及恢复策

略 
  √  √ 

6.2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相关操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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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数据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22R1       英文名称：Large databas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数据库编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Oracle数据库的实例结构、Oracle数据库逻辑结构和物理结

构及数据字典； 

目标 2：掌握 Oracle数据库网络结构及配置方法。 

目标 3：掌握数据库管理技术，包括数据库启动与关闭、空间管理、数据

文件管理、控制文件管理、日志文件管理、安全管理、对象管理； 

目标 4：学习使用 SQL Plus工具，熟练掌握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及 PL/SQL

程序设计基础； 

目标 5：掌握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备份及恢复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ORACLE 的开发环境 （4课时） 

1.1 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产品结构及安装； （2课时）  

1.2  服务器安装、客户端安装及网络配置； （2课时） 

（二）ORACLE数据库系统结构 （10课时） 

2.1 Oracle数据库实例结构、Oracle进程结构及 Oracle数据库结构，包

括系统全局区 SGA、程序全局区 PGA、Oracle 用户进程、服务器进程及后台进

程、表空间、段、区及数据块、数据文件、控制文件和日志文件。 （4课时） 

2.2 ORACLE数据库和表的创建 （2课时） 

2.3 ORACLE数据库基本操作 （4课时） 

（三）SQL语言及 SQL plus的操作 （12课时） 

3.1 SQL语言及 PL/SQL介绍。 （4课时） 

3.2 ORACLE数据库查询和视图操作 （4课时） 

3.3 PL/SQL基本操作 （4课时） 

（四）PL/SQL程序设计基础。 （10课时） 

4.1程序设计讨论、设计作品演示等。 （4课时） 

4．2 PL/SQL程序设计操作综合实验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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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Oracle 数据库及数据对象管理 （8课时） 

5.1包括表空间管理、数据文件管理、控制文件管理、日志文件管理、用

户管理和模式对象管理。 （2课时） 

5.2 ORACLE系统的安全管理操作，包括 Oracle数据库管理和数据对象管

理  （6课时） 

（六）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4课时） 

6.1数据库故障的种类及恢复策略。包括逻辑备份（Expport,Import工具）、

数据库备份工具等。 （2课时） 

6.2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相关操作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型数据库系统概论》，朱辉生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Oracle 实用教材》,郑阿奇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年。 

2．《Oracle实用教程 丛 9i到 10g》，钟鸣 刘晓霞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5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20%）\考勤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熊玉梅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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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Oracle 数据库

的实例结构、

逻辑结构和物

理结构及数据

字典； 

目标 2：

掌握

Oracle数

据库网络

结构及配

置方法。 

目标 3：掌握

Oracle数据

库管理技术， 

熟练掌握关

系数据库语

言 SQL 及

PL/SQL 程序

设计基础； 

目标 5：掌握

数 据 库

Oracle 数据

库备份及恢

复技术 

1.1 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

产品结构及安装；  
 √    

1.2  服务器安装、客户端安

装及网络配置； 
√ √    

2.1 Oracle 数据库实例结

构 、 Oracle 进程结构及

Oracle 数据库结构 

√ √    

2.2 ORACLE数据库和表的创

建 
√     

2.3 ORACLE数据库基本操作 √ √    

3.1 SQL语言及 PL/SQL介绍。 √   √ √ 

3.2 ORACLE数据库查询和视

图操作 
   √  

3.3 PL/SQL 基本操作（4 课

时） 
   √  

4.1 程序设计讨论、设计作

品演示等。 

 

√ √  √  

4．2 PL/SQL 程序设计操作

综合实验 
√ √  √  

5.1 Oracle数据库及数据对

象管理 
 √ √   

5.2 ORACLE系统的安全管理

操作 
 √ √   

6.1 数据库故障的种类及恢

复策略 
  √  √ 

6.2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相关

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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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24C1         英文名称：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各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帮助学生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建

立计算机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门基本工具的意识，使学生掌握当前社会各个领域

必备的有关的基本的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目标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了解计算

机的应用与发展；熟练使用 Windows操作系统。 

目标 3：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Word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目标 4：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Excel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目标 5：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PowerPoint，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

下必要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信息技术概述，了解现代信息的内容、信息技术的应用及信息安全；

计算机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基本结构，掌握信息在计算机内部的

表示，掌握存储器及其管理，了解总线、外设和接口，了解计算机的发展。 

  （1课时） 

1.2计算机软件系统，了解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分类，了解操作系统的功能

及类型，了解常用的工具软件及应用软件；数据通信技术简介；信息技术发展

展望，了解云计算、三网融合以及物联网。 （1课时） 

（二）微机操作系统 Windows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掌握 Windows中资源管理器的操作，按要求建立文件夹结构，定制文

件夹显示方式 。 （1课时） 

2.2掌握在 Windows中文件的查找，文件和文件夹的删除、复制、移动、

更名等操作；掌握快捷方式的建立；掌握压缩软件的使用方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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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处理软件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Word基本操作；格式编排掌握，Word文档中字体、段落、分栏等设置

操作。  （1课时） 

3.2 插入表格、图和其他对象掌握方法；表格的插入、编辑以及与文本之间的转换等

操作  （1课时） 

3.3 掌握艺术字的编辑、图片的插入、图文混排、文字替换等的操作方法。 （1课时） 

3.4 掌握公式编辑和文本框、图形编辑、页眉页脚设置、文档页面设置的方法。 

  （1课时） 

（四）电子表格软件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Excel基本操作，掌握 Excel表格中单元格合并、字体、显示格式、

对齐方式等设置操作。 （1课时） 

4.2公式与函数，掌握单元格批注、数据自动计算和基本函数的使用方法。 

  （1课时） 

4.3格式化工作表，掌握数据表的复制、数据筛选、隐藏和显示的方法。 

  （1课时） 

4.4图表、数据管理，掌握数据排序、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 

  （1课时） 

（五）演示文稿制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的添加、删除、位置调整等操作；掌握幻灯片

版式、设计模板设定和母版样式设置操作； （1课时） 

5.2掌握幻灯片自定义动画、幻灯片切换等内容的设置；掌握幻灯片中超

级链接设置、动作按钮设置。 （1课时） 

（六）综合实验 （2课时） 

6.1 应用所学知识完成 WORD、EXCEL 案例文件制作；按要求排版长文档文

件。  （1 课时） 

6.2 POWERPOINT作品制作及综合实验报告的完成。 （1 课时） 

 

序号 实验项目 学时数 内容与要求 
实验

属性 

1 
计 算机 基

本应用 
2 

（1）掌握查看计算机系统性能的方法； 

（2）初步体验利用网络查找信息解决特定问题 

（3）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组成。 

验证 

2 
Windows 操

作 
2 

（1）掌握 Windows 中资源管理器的操作，按要求建立文

件夹结构，定制文件夹显示方式； 

（2）掌握在 Windows 中文件的查找，文件和文件夹的删

除、复制、移动、更名等操作； 

（3）掌握快捷方式的建立； 

（4）掌握压缩软件的使用方法。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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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字处理 4 

（1）掌握 Word 文档中字体、段落、分栏等设置操作； 

（2）掌握方法表格的插入、编辑以及与文本之间的转换

等操作； 

（3）掌握艺术字的编辑、图片的插入、图文混排、文字

替换等的操作方法； 

（4）掌握公式编辑和文本框、图形编辑、页眉页脚设置、

文档页面设置的方法。 

验证 

4 

电 子表 格

处理 

 

4 

（1）掌握 Excel 表格中单元格合并、字体、显示格式、

对齐方式等设置操作； 

（2）掌握单元格批注、数据自动计算和基本函数的使用

方法； 

（3）掌握数据表的复制、数据筛选、隐藏和显示的方法； 

（4）掌握数据排序、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 

验证 

5 

演 示文 稿

制作 

 

2 

（1）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的添加、删除、位置调整等

操作； 

（2）掌握幻灯片版式、设计模板设定和母版样式设置操

作； 

（3）掌握幻灯片自定义动画、幻灯片切换等内容的设置； 

（4）掌握幻灯片中超级链接设置、动作按钮设置。 

验证 

6 综合实验 2 

（1）WORD、EXCEL 案例文件制作；按要求排版长文档

文件 

（2）POWERPOINT 作品制作及综合实验报告的完成 

验证 

创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2015 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 华师大出版

社，2015 

2．《计算机应用基础实验指导（2015 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 华师大

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应用基础实验指导（2015 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 华师大

出版社，201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综合应用操作（20%）

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上机考试，考核内容主要为所学课程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强珏娴   审核人：  吉须如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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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

掌握当前社会

各个领域必备

的有关的基本

的计算机的基

础知识 

目标 2：熟练

使 用

Windows 操

作系统。 

目标 3：掌握

Office的主要

软件 Word 。 

目标 4:掌握

Office 的主

要 软 件

Excel 。 

目 标 5 ：      

掌握 Office的

主 要 软 件

Powerpoint。 

1.1信息技术概述，了解现代信息的内

容、信息技术的应用及信息安全。 
√     

1.2 计算机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

计算机的发展。 
√     

1.3了解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分类，了解

操作系统的功能及类型，了解常用的工

具软件及应用软件。 

√     

1.4数据通信技术简介；信息技术发展

展望，了解云计算、三网融合以及物联

网。 

√     

2.1 掌握 Windows 中资源管理器的操

作，按要求建立文件夹结构，定制文件

夹显示方式。 

√ √    

2.2握在 Windows中文件的查找，文件

和文件夹的删除、复制、移动、更名等

操作；掌握快捷方式的建立；掌握压缩

软件的使用方法。 

√ √    

3.1 Word 基本操作；格式编排掌握，

Word 文档中字体、段落、分栏等设置

操作。 

√  √   

3.2 插入表格、图和其他对象掌握方

法；表格的插入、编辑以及与文本之间

的转换等操作。 

√  √   

3.3掌握艺术字的编辑、图片的插入、

图文混排、文字替换等的操作方法。 
√  √   

3．4 掌握公式编辑和文本框、图形编

辑、页眉页脚设置、文档页面设置的方

法。 

√  √   

4.1 Excel基本操作，掌握 Excel表格

中单元格合并、字体、显示格式、对齐

方式等设置操作。 

√  √ √  

4.2公式与函数，掌握单元格批注、数

据自动计算和基本函数的使用方法。 
√ √ √ √  

4.3 格式化工作表，掌握数据表的复

制、数据筛选、隐藏和显示的方法。 
√   √  

4.4图表、数据管理，掌握数据排序、

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 
√   √  

5.1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的添加、删

除、位置调整等操作；掌握幻灯片版式、

设计模板设定和母版样式设置操作； 

√  √ √ √ 

5.2掌握幻灯片自定义动画、幻灯片切

换等内容的设置；掌握幻灯片中超级链

接设置、动作按钮设置。 

√  √ √ √ 

6.1 WORD、EXCEL案例文件制作；按要

求排版长文档文件。 
√ √ √   

6.2 POWERPOINT 作品制作及综合实验

报告的完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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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28D1        英文名称：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Wav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天线与电波传播、光纤通信、移动通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磁场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目标 2：掌握静态电磁场与时变电磁场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目标 3：学会电磁场相关测量仪器的使用和仿真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矢量分析 （6学时） 

1.1 掌握矢量代数计算，建立场的概念； （1学时）  

1.2 理解标量场的方向导数与梯度概念，矢量场的通量与散度、环流与旋

度的概念； （2学时）   

1.3 掌握常用坐标系下标量场的梯度，矢量场的通量与散度的计算方法； 

  （2学时） 

1.4 熟练掌握和应用散度定理和斯托克斯定理，理解亥姆霍兹定理的重要

意义。  （1学时） 

（二）电磁场基本理论 （12学时） 

2.1 理解电荷与电荷密度、电流与电流密度的概念，理解并掌握电流连续

性方程；  （1.5学时） 

2.2 掌握库伦定律，理解高斯定理和电场的散度，理解静电场的旋度特点； 

  （1.5学时） 

2.3 掌握毕奥-萨伐尔定律，理解磁场的环量与旋度的关系，理解磁场散度

的特点；  （2学时） 

2.4 了解介质的概念，了解介质的极化和磁化现象，理解电位移矢量和磁

场强度的概念，并掌握计算方法。 （2学时） 

2.5 理解并掌握电磁感应定律，理解位移电流的概念；理解麦克斯韦方程

组的意义，并能熟练应用； （2学时） 

2.6 理解在介质分界面上电磁场场量法向分量和切向分量的跃变，掌握电

磁场边值关系；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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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掌握场和电荷系统的能量守恒定律的一般形式，理解电磁场能量密度

和能流密度的概念，理解电磁场能量的传输形式。 （1学时） 

（三）静态场及其边值问题 （10课时） 

3.1 掌握静电场的标势及其微分方程；掌握分离变量法，能够求解简单的

静电场拉普拉斯方程；掌握静电场能量的计算；了解虚位移法计算静电力的方

法  （2学时） 

3.2 实验一，电荷系统的电场分布 （2学时） 

3.3 理解恒定电场的特点，能够用比拟法解决恒定电场的相关问题； 

  （2学时）  

3.4 掌握静磁场的矢势及其微分方程；理解磁标势的概念；掌握静磁场能

量的计算；了解静磁力的计算； （2学时） 

3.5 实验二，静态场边值问题的有限差分法 （2学时） 

（四）电磁波的传播 （8课时） 

4.1 了解电磁场的波动方程；掌握时谐电磁波复矢量的表示以及亥姆霍兹

方程；  （2学时） 

4.2 掌握波动方程的平面波解； 能够计算电磁波的能量和能流； （1学时） 

4.3 掌握平面电磁波在无界理想介质和有损耗介质中的传播规律； （2学时）  

4.4 了解平面电磁波的极化现象和色散现象，能够区分群速度和相速度的

概念；  （1学时） 

4.5掌握均匀平面电磁波在理想介质和理想导体界面上反射和折射规律； 

  （1学时） 

4.6了解穿透深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学时） 

（五）电磁波的传输 （12课时） 

5.1 掌握沿均匀波导装置传播波的一般分析方法； （0.5学时） 

5.2 了解高频电磁能量的传输；掌握矩形波导中电磁波的分布规律；理解

截止频率的概念； （2学时） 

5.3 了解谐振腔的基本性质 （0.5学时） 

5.4 掌握传输线的基本特性已经反射参数的计算，掌握传输线与负载的匹

配关系。  （2学时） 

5.5 实验三，传输线理论及微带传输线的设计、制作与测试 （2学时） 

5.6实验四、阻抗匹配网络理论 （2学时） 

5.7实验五、微波定向耦合器的原理与设计 （3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电磁场与电磁波》 谢处方、杨显清 编著（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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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磁场与电磁波》 王家礼，朱满座等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2.《电磁场与电磁波》 杨儒贵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电磁场与电磁波》符果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4.《电磁场与电磁波》 杨儒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5. 《工程电磁场原理》 倪光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作业（10%），课堂参与度及考勤等（10%）。 

2.实验成绩 2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出勤、操作等（10%）和实验报告（10%） 

3.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矢量代数、电

磁场的基本规律、静态场及其边值问题、电磁波的传播与电磁波的传输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肖骁琦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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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磁场理论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目标 2：掌握静态电磁

场与时变电磁场的分

析和计算方法。 

目标 3：学会电磁场相

关测量仪器的使用和

仿真分析方法。 

1.2 梯度、散度和旋度的概念 √   

1.3 梯度、散度、旋度的计算方法 √   

1.4 散度定理、斯托克斯定理和亥姆霍兹定

理 
 √   

2.1 电荷与电荷密度、电流与电流密度的概

念，电流连续性方程； 
√   

2.2 库伦定律，高斯定理和电场的散度，静

电场的旋度特点； 
√   

2.3 毕奥-萨伐尔定律，磁场的环量与旋度

的关系，磁场散度的特点； 
√   

2.4 介质的概念，介质的极化和磁化现象，

电位移矢量和磁场强度 
√   

2.5 电磁感应定律，位移电流的概念；麦克

斯韦方程组 
√ √  

2.6电磁场边值关系；  √  

2.7 场和电荷系统的能量守恒定律的一般

形式，电磁场能量密度和能流密度的概念，

电磁场能量的传输形式。 

 √  

3.1 静电场的标势及其微分方程；静电场能

量； 
√   

3.2 实验一，电荷系统的电场分布  √ √ 

3.3 恒定电场的特点，比拟法；   √  

3.4 静磁场的矢势及其微分方程；磁标势的

概念；静磁场能量； 
√   

3.5 实验二，静态场边值问题的有限差分法  √ √ 

4.1 电磁场的波动方程；时谐电磁波复矢量

的表示以及亥姆霍兹方程；  
√   

4.2 波动方程的平面波解； 计算电磁波的

能量和能流； 
√   

4.3 平面电磁波在无界理想介质和有损耗

介质中的传播规律；  
 √  

4.4 平面电磁波的极化现象和色散现象； √   

4.5 均匀平面电磁波在理想介质和理想导体

界面上反射和折射规律； 
 √  

4.6穿透深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 √  

5.1 沿均匀波导装置传播波的一般分析方

法； 
 √  

5.2 矩形波导中电磁波的分布规律；截止频

率的概念； 
√ √  

5.4 传输线的基本特性以及反射参数的计

算，传输线与负载的匹配关系。 
√   

5.5 实验三，传输线理论及微带传输线的设

计、制作与测试 
 √ √ 

5.6实验四、阻抗匹配网络理论  √ √ 

5.7实验五、微波定向耦合器的原理与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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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30R1        英文名称：Multimedia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计算机图形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可以掌握各种媒体（文、声、图、像、动画、视频）的性质

及其数据的处理、存储和传输。 

目标 2：掌握多媒体数据的压缩算法、编码标准与存储格式。 

目标 3：掌握超文本的概念与模型。 

二、课程内容 

（一）媒体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1了解文字的输入（键盘、手写、语音、扫描）、编码（西文 ASCII、中

文 GB 2312/GBK/GB 13000、国际 Unicode/ISO/IEC 10646）、输出（字体、字型、

字库、语音合成）。 （2课时） 

1.2掌握声音与音频的概念、人类听觉与语音的频率范围；音频信号的离

散化、Nyquist采样定理；基于 MFC 的 Windows 环境下的 Visual C++编程简介；

波形文件（*.WAV）的格式、读写、显示与播放；音乐合成的方法，MIDI的概

念、特点与相关规范（MIDI/GM/XMF）；声卡以及音频编码（PCM、ADPCM、SBC、

LPC）；听觉系统的感知特性（听阈曲线、时/频域屏蔽）；音感子带编码与 MP3；

语音处理简介（语音通信、语音合成、语音识别）。 （4课时） 

1.3图形与图像（矢量图与点阵图）的概念、特点及联系；颜色的三种特

性；颜色模型及对应的颜色空间；调色板编程（RGB HLS）；常用的图像文件格

式（BMP/GIF/JPEG/ JPEG2000/PNG）；BMP图像文件的格式、读写与显示；图形

卡、3D图形与图像处理简介 （3学时） 

1.4电影与动画，视觉滞留原理；传统动画的概念与制作过程；常用的计

算机动画分类；动画描述语言（VRML、X3D、SVG）；位图动画的 MFC编程；OpenGL

简介与编程 （3学时） 

1.5彩色电视制式；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模拟与数字电影；视频采样与数

字化；AVI视频文件格式；视频及其伴音的编码标准（MPEG、ITU H.26x、AVS）；

MPEG-1/2/4/7/21标准简介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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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缩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理解压缩与熵编码。 （2课时） 

2.2 掌握 JPEG编码。 （2课时） 

2.3理解 MPEG编码方法。 （2课时） 

2.4理解 H.264/AVC编码。 （4课时） 

2.5理解 AVS编码。 （2课时） 

（三）开发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了解多媒体开发与音视频播放。 （1课时） 

3.2理解 MCI 和 MMAPI编程。 （2课时） 

3.3掌握 DirectX编程入门。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多媒体技术基础》 李才伟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

社，2009.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林福宗. 多媒体技术基础（第 3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 

2.李泽年、Mark S. Drew. 多媒体技术教程.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压缩、编

码标准、标记语言与开发编程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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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生可以掌握

各种媒体（文、声、图、

像、动画、视频）的性

质及其数据的处理、存

储和传输。 

目标 2：掌握多媒体

数据的压缩算法、编

码标准与存储格式 

目标 3：掌握超文本

的概念与模型 

1.1了解文字的输入（键盘、手写、语音、扫描）、

编码（西文 ASCII、中文 GB 2312/GBK/GB 13000、

国际 Unicode/ISO/IEC 10646）、输出。 

√   

1.2掌握声音与音频的概念、人类听觉与语音的频

率范围；音频信号的离散化、Nyquist采样定理；

基于 MFC 的 Windows 环境下的 Visual C++编程简

介；波形文件（*.WAV）的格式、读写、显示与播

放；音乐合成的方法，MIDI 的概念、特点与相关

规范（MIDI/GM/XMF）；声卡以及音频编码（PCM、

ADPCM、SBC、LPC）；听觉系统的感知特性（听阈

曲线、时/频域屏蔽）；音感子带编码与 MP3；语音

处理简介。 

√   

1.3图形与图像（矢量图与点阵图）的概念、特点

及联系； 颜色的三种特性；颜色模型及对应的颜

色空间；调色板编程（RGB HLS）；常用的图像文

件格式（BMP/GIF/JPEG/ JPEG2000/PNG）；BMP 图

像文件的格式、读写与显示；图形卡、3D 图形与

图像处理简介。 

 √  

1.4电影与动画，视觉滞留原理；传统动画的概念

与制作过程；常用的计算机动画分类；动画描述

语言（VRML、X3D、SVG）； 位图动画的 MFC编程；

OpenGL简介与编程。 

 √  

1.5彩色电视制式；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模拟与数

字电影；视频采样与数字化；AVI视频文件格式；

视频及其伴音的编码标准（MPEG、ITU H.26x、AVS）；

MPEG-1/2/4/7/21标准简介。 

 √  

2.1理解压缩与熵编码   √ 

2.2掌握 JPEG编码。   √ 

2.3理解 MPEG编码方法。   √ 

2.4理解 H.264/AVC编码。 √ √ √ 

2.5理解 AVS编码。 √ √ √ 

3.1了解多媒体开发与音视频播放。 √ √ √ 

3.2理解 MCI和 MMAPI编程。 √ √ √ 

3.3掌握 DirectX编程入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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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31P1       英文名称：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通信原理、计算机通信网 

后续课程：融合通信技术、NGB通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多媒体通信技术的特征，多媒体通信音视频信息处理技术。 

目标 2：掌握多媒体通信的接入、同步等技术。 

目标 3：学会 Matlab、音视频应用软件等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多媒体通信技术概要 （2课时） 

1.1 基本概念  

1.2 多媒体通信技术  

1.3 多媒体通信的体系结构  

1.4 多媒体通信的特征  

1.5 多媒体通信的标准化  

1.6 多媒体通信的关键技术  

（二）多媒体信息处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课时） 

2.1 多媒体信息的特点  

2.2 信息压缩的必要性  

2.3 信息压缩的可行性  

2.4 数据压缩技术的性能指标 

（三）音频信息处理技术 （6课时） 

3.1基本概念  

3.2 音频信号数字化  

3.3 音频信号压缩编码  

3.4 语音压缩编码标准  

3.5 常见多媒体应用的语音编码器的选择 

3.6 IP电话技术 

（四）图像信息处理技术（8课时） 

4.1 图像信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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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图像信号数字化  

4.3 数字图像压缩方法的分类  

4.4 典型的熵编码方法  

4.5 预测编码  

4.6 变换编码  

4.7 新型图像编码技术  

4.8 静态图像压缩编码标准  

4.9 动态图像压缩编码标准 

（五）多媒体数据格式及流媒体技术 （2课时） 

5.1 图像文件格式  

5.2 声音文件格式  

5.3 流媒体技术 

（六）多媒体通信网络技术 （6课时） 

6.1 多媒体通信对通信网的要求  

6.2 现有网络对多媒体通信的支撑情况  

6.3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  

6.4 基于 IP的宽带多媒体通信网络  

6.5 多媒体通信的实时通信协议 

（七）多媒体通信用户接入技术 （4课时） 

7.1 接入网基础  

7.2 ISDN用户接入环路  

7.3 xDSL技术  

7.4 光纤同轴混合接入技术  

7.5 HomePNA接入技术  

7.6 光纤接入技术  

7.7 固定终端无线接入  

7.8 移动终端无线接入  

（八）多媒体通信终端技术 （6课时） 

8.1 多媒体通信终端的构成  

8.2 多媒体通信终端相关标准  

8.3 基于 N-ISDN网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8.4 基于 IP网络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8.5 其他多媒体通信终端 

8.6 基于不同网络的多媒体通信终端的互通  

8.7 基于计算机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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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多媒体通信终端物理层标准 

（九）多媒体通信同步技术 （6课时） 

9.1 多媒体同步参考模型  

9.2 同步的描述方法  

9.3 多媒体同步控制机制  

（十）多媒体通信的应用 （6课时） 

10.1 多媒体会议系统  

10.2 VOD系统  

10.3 远程医疗系统  

10.4 远程教育系统  

10.5 多媒体远程监控系统  

10.6 多媒体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多媒体通信技术》，王汝言 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第二版）》，蔡安妮、孙景鳌编，电子工业出版

社 

2.《多媒体技术应用基础》，石文俊，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多媒体技术基础（第 3 版）》，林福宗，清华大学出版社 

4.Matlab 软件使用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及课堂表现（10%）、

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多媒体通信技

术的的基础理论、多媒体通信的音频、视频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通信网络传

输技术及应用、多媒体通信同步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一群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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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多媒体

通信技术的特征，多

媒体通信音视频信息

处理技术。 

目标 2：掌握多媒体通

信的接入、同步等技术。 

目标 3：学会 Matlab、

音视频应用软件等使

用。 

1.1 基本概念 √   

1.2 多媒体通信技术  √   

1.3 多媒体通信的体系结构 √   

1.4 多媒体通信的特征  √   

1.5 多媒体通信的标准化 √   

1.6 多媒体通信的关键技术 √   

2.1多媒体信息的特点  √   

2.2 信息压缩的必要性  √   

2.3信息压缩的可行性  √   

2.4 数据压缩技术的性能指标 √   

3.1基本概念  √  √ 

3.2 音频信号数字化  √  √ 

3.3 音频信号压缩编码 √  √ 

3.4 语音压缩编码标准  √  √ 

3.5 常见多媒体应用的语音编码器的选择 √  √ 

3.6 IP电话技术 √  √ 

4.1 图像信号概述  √  √ 

4.2 图像信号数字化 √  √ 

4.3 数字图像压缩方法的分类 √  √ 

4.4 典型的熵编码方法  √  √ 

4.5 预测编码  √  √ 

4.6 变换编码 √  √ 

4.7 新型图像编码技术 √  √ 

4.8 静态图像压缩编码标准 √  √ 

4.9 动态图像压缩编码标准 √  √ 

5.1 图像文件格式  √   

5.2 声音文件格式  √   

5.3 流媒体技术 √   

6.1 多媒体通信对通信网的要求   √ √ 

6.2 现有网络对多媒体通信的支撑情况   √ √ 

6.3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  √ √ 

6.4 基于 IP的宽带多媒体通信网络   √ √ 

6.5 多媒体通信的实时通信协议  √ √ 

7.1 接入网基础   √  

7.2 ISDN用户接入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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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xDSL技术  √  

7.4 光纤同轴混合接入技术   √  

7.5 HomePNA接入技术   √  

7.6 光纤接入技术  √  

7.7 固定终端无线接入   √  

7.8 移动终端无线接入   √  

8.1 多媒体通信终端的构成   √  

8.2 多媒体通信终端相关标准   √  

8.3 基于 N-ISDN网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  

8.4 基于 IP网络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  

8.5 其他多媒体通信终端  √  

8.6 基于不同网络的多媒体通信终端的互通  √  

8.7 基于计算机的多媒体通信终端   √  

8.8 多媒体通信终端物理层标准  √  

9.1 多媒体同步参考模型  √ √ 

9.2 同步的描述方法  √ √ 

9.3 多媒体同步控制机制   √ √ 

10.1 多媒体会议系统   √  

10.2 VOD系统   √  

10.3 远程医疗系统  √  

10.4 远程教育系统  √  

10.5 多媒体远程监控系统    √  

10.6 多媒体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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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32C1        英文名称：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具备使用 C 语言开发小型软件系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理论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3学时） 

课程内容：C 语言简介；C 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C 程序的开发过程；C

程序的基本要素；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的发展及特点；掌握 C 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 C 程

序的书写格式、风格；掌握 C 程序的编译、连接和运行步骤。掌握 C 语言合法

标识符、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分类及初始化方法；掌握 C 程序

各数据存储形式；掌握调试 C程序的方法。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3学时） 

课程内容：运算符与表达式；C语言的基本语句；输入与输出函数；算法；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逗

号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sizeof 运算符、自增/自减运

算符、位运算符的使用方法；掌握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混合运算规则。了解

C 语言的基本语句；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据格式输出函数的调用

规则和格式字符的意义；掌握数据格式输入函数的调用规则和地址运算符的使

用；掌握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了解算法的概念、特性和表示方法。掌握

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if语句；switch语句；选择结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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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掌握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掌握 if语句的几种形式；掌握 if语句的嵌套应用；掌握条件运算符的应用；

掌握 switch语句的应用；掌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课程内容：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循环的嵌套；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循环概念及循环执行过程；掌握 while、do-while和 for

循环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 break和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循环嵌套

的使用；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5、数组 （4学时） 

课程内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串的应用；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数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

法；掌握二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法；掌握字符串的应用，掌握字符串处理

函数的使用方法；掌握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6、函数 （4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变量

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方式；掌握递归函数的设计方法；掌握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了解函数与

带参数的宏。 

7、指针 （4学时） 

课程内容：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指针与数组；指针与字符串；指

针与函数；多级指针。 

基本要求：掌握指针和指针变量的基本概念；掌握数组的指针和指向数组

的指针变量；掌握利用指针处理字符串的方法；掌握函数的指针和指向函数的

指针变量；了解多级指针。 

8、结构体与共用体 （4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体；链表；共用体。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体的基本概念和作用；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

引用方法及初始化；掌握结构体数组和指向结构体类型数据的指针概念；了解

结构体与函数；掌握使用指针处理链表的方法；了解共用体的概念、作用和特

点；掌握用 typedef定义类型名的方法。 

9、文件 （2学时） 

课程内容：文件的概念；使用文件的函数。 

基本要求：掌握文件的概念；理解文件指针的概念；掌握文件的打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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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读、写以及文件指针变量的定位及出错检测等操作。 

（二）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验 1 熟悉 C程序编程环境 （2学时） 

1．掌握在集成环境下 C程序的建立、编辑、编译和执行过程。 

2．掌握 C程序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完成简单程序的编制与运行。 

3．了解基本输入函数 scanf（）和输出函数 printf（）的格式及使用方法。 

4．掌握发现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的方法以及排除简单错误的操作技能。 

实验 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4学时） 

1．掌握 scanf（）/printf（）函数、getchar（）/putchar（）函数的使用。 

2．掌握格式控制符的使用。 

3．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 3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2．掌握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3．掌握 if语句、switch语句、条件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4．掌握选择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 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循环结构的 3 种控制语句—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for 语

句的使用方法。 

2．掌握用循环结构设计实现常用的算法。 

实验 5 数组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 

实验 6 函数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函数的定义和声明。 

2．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4．了解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使用方法。 

5．了解带参数的宏的定义和使用。 

实验 7 指针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指针和指针变量，内存单元和地址、变量与地址、数组与地址的关

系。 

2．掌握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指针变量的引用方式。 

3．掌握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4．掌握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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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指向字符数组指针变量的使用。 

实验 8 结构体与链表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2．掌握结构体类型数组的概念和应用。 

3．掌握链表的概念，初步学会对链表进行操作。 

实验 9 文件程序设计（2学时） 

1．掌握文件、文件指针的概念。 

2．学会使用文件打开、关闭、读、写等文件操作函数。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 

1.平时成绩占 60%（考勤 10%，作业、实验、测验 50%） 

其中：课堂考勤：无故旷课扣 2分/次；迟到早退扣 1分/次；事假扣 1分/

次，10分扣完为止。 

作业和实验：根据每次评阅得分计算平均分，严禁抄袭。 

测验：课程共有 2次测验。根据每次测试成绩计算平均分。  

2.期末考试占 40% 

采用上机考试或笔试（闭卷），试卷分值 100分，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

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吉顺如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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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 程

序设计的基本要

素、C输入/输出函

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

基本思想与

方法。 

目标 3：具备使

用 C 语言开发

小型软件系统

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

行程序调试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

计算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 

5、数组  √ √ √ √ 

6、函数  √ √ √ √ 

7、指针  √ √ √ √ 

8、结构体与共用体  √ √ √ √ 

9、文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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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32D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材料学院;电气学院;机械学院;商学院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 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掌握 C 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4：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理论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4学时） 

课程内容：C 语言简介；C 程序的结构与书写格式；C 程序的开发过程；C

程序的基本要素；C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的发展及特点；掌握 C 程序的结构，了解编写 C 程

序的书写格式、风格；掌握 C 程序的编译、连接和运行步骤。掌握 C 语言合法

标识符、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分类及初始化方法；掌握 C 程序

各数据存储形式；掌握调试 C程序的方法。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运算符与表达式；C语言的基本语句；输入与输出函数；算法；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逗

号运算符与逗号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sizeof 运算符、自增/自减运

算符、位运算符的使用方法；掌握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混合运算规则。了解

C 语言的基本语句；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数据格式输出函数的调用

规则和格式字符的意义；掌握数据格式输入函数的调用规则和地址运算符的使

用；掌握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了解算法的概念、特性和表示方法。掌握

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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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关系运算符与逻辑运算符；if语句；switch语句；选择结构程

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掌握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掌握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

掌握 if语句的几种形式；掌握 if语句的嵌套应用；掌握条件运算符的应用；

掌握 switch语句的应用；掌握选择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4学时） 

课程内容：while、do while、for循环语句，break语句和 continue语句；

循环的嵌套；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循环概念及循环执行过程；掌握 while、do-while和 for

循环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 break和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掌握循环嵌套

的使用；掌握循环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5、数组 （6学时） 

课程内容：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字符串的应用；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基本要求：了解数组的基本概念及用途；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

法；掌握二维数组的定义及初始化方法；掌握字符串的应用，掌握字符串处理

函数的使用方法；掌握使用数组的编程方法。 

6、函数 （6学时） 

课程内容：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变量

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函数与带参数的宏。 

基本要求：了解结构化与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掌握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方式；掌握递归函数的设计方法；掌握变量的作用域和存储类别；了解函数与

带参数的宏。 

7、指针、结构体、文件 （4课时） 

课程内容：指针、结构体、文件。 

基本要求：了解 C 语言中指针的定义与基本使用方法；了解结构体变量的

定义、结构体成员的引用、结构体数组定义；了解文件的概念；理解文件指针

的概念。 

（二）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验 1 熟悉 C程序编程环境 （2学时） 

1．掌握在集成环境下 C程序的建立、编辑、编译和执行过程。 

2．掌握 C程序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完成简单程序的编制与运行。 

3．了解基本输入函数 scanf（）和输出函数 printf（）的格式及使用方法。 

4．掌握发现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的方法以及排除简单错误的操作技能。 

实验 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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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 scanf（）/printf（）函数、getchar（）/putchar（）函数的使用。 

2．掌握格式控制符的使用。 

3．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 

实验 3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2．掌握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3．掌握 if语句、switch语句、条件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4．掌握选择结构程序的设计方法。 

实验 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2学时） 

1．掌握循环结构的 3 种控制语句—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for 语

句的使用方法。 

2．掌握用循环结构设计实现常用的算法。 

实验 5 数组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3．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 

实验 6 函数程序设计 （4学时） 

1．掌握函数的定义和声明。 

2．掌握函数的参数传递。 

3．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4．了解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动态变量、静态变量使用方法。 

5．了解带参数的宏的定义和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C 程序设计教程与实验》（第 2 版），吉顺如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4. http://kczx.sdju.edu.cn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5.微信公众号“程序设计及计算机基础学习空间”（ID：ProgramDesign） 

 

http://kczx.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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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 

1．平时成绩占 60%（考勤 10%，作业、实验、测验 50%） 

其中：课堂考勤：无故旷课扣 2分/次；迟到早退扣 1分/次；事假扣 1分/

次，10分扣完为止。 

作业和实验：根据每次评阅得分计算平均分，严禁抄袭。 

测验：课程至少有 2次测验。根据每次测试成绩计算平均分。  

2．期末考试占 40% 

采用上机考试或笔试（闭卷），试卷分值 100分，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

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吉顺如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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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程序设

计的基本要素、C输入

/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

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掌握 C 集成

开发环境进行程序

调试的基本方法与

技巧。 

目标 4：培养学生计算

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1、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  √  

2、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3、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 

4、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 √ √ 

5、数组  √ √ √ 

6、函数  √ √ √ 

7、指针、结构体、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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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37P1        英文名称：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微电子学概论、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光电器件物理基础概念。 

目标 2：熟悉光电子器件（光电探测器件、光生伏特器件及发光器件）、电

荷耦合器件等类别下的器件结构，工作原理与特性。 

目标 3：理解常用光电信号变换方法，能够分析光电电路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光电技术基础 （6课时） 

1.1光电技术的常用物理量概念、单位：光度学、辐射通量、辐射强度、

辐照度、光通量。（2课时） 

1.2半导体光电效应。 （4课时） 

（二）光电导器件 （4课时） 

2.1光电导器件（光敏电阻）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结构：光电转换因

子、时间常数等。 （4课时） 

（三）光生伏特器件 （4课时） 

3.1主要的光生伏特器件工作原理、基本特性；光电二极管、硅光电池、

光电三极管。 （2课时） 

3.2光电器件选择原则及偏置电路计算方法。 （2课时） 

（四）光电发射器件 （4课时） 

4.1光电发射器件的工作原理，基本特性。 （2课时） 

4.2光电倍增管的器件特性、供电电路与典型应用。 （2课时） 

（五）发光器件与光电耦合器件 （4课时） 

5.1发光二极管基本工作原理、特性。 （1课时） 

5.2半导体激光器的发光原理及结构。 （1课时） 

5.3光电耦合器件的特性参数以及应用。 （2课时） 

（六）光电信息变换 （4课时） 

6.1光电信息变换的基本形式与类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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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光电变换电路、几何光学方法的光电信息变换、物理光学方法的光电

信息变换、时变光电信息的调制技术。 （3课时） 

（七）图像信息的光电转换 （4课时） 

7.1光电成像原理及 CCD图像传感器类型、结构、工作原理与特性。 

  （2课时） 

7.2 CMOS图像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与典型应用。 （2课时） 

（八）光电信息变换技术的典型应用 （2课时） 

8.1光电信息变换技术的应用实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光电技术》王庆友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光电技术》缪家鼎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光子学与光电子学》 原荣，邱琪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3.《光电子专业实验》周俐娜 等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提问与测验（30%）及平

时作等（20%）。 

2.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宗兆翔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原荣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邱琪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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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光电

器件物理基础概

念 

目标 2：熟悉光电子器件

（光电探测器件、光生

伏特器件及发光器件）、

电荷耦合器件等类别下

的器件结构，工作原理

与特性 

目标 3:理解常用光电

信号变换方法，能够

分析光电电路系统 

1.1光电技术的常用物理量概念、单位 √   

1.2半导体光电效应 √   

2.1光电导器件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结构 √ √  

3.1主要的光生伏特器件工作原理、基本特性 √ √  

3.2 光电器件选择原则及偏置电路计算方法  √  

4.1光电发射器件的工作原理，基本特性 √ √  

4.2光电倍增管的器件特性、供电电路与典型应用  √  

5.1发光二极管基本工作原理、特性 √ √  

5.2半导体激光器的发光原理及结构  √  

5.3光电耦合器件的特性参数以及应用  √  

6.1光电信息变换的基本形式与类型 √ √  

6.2 光电变换电路、几何光学方法的光电信息变

换、物理光学方法的光电信息变换、时变光电信

息的调制技术 

 √ √ 

7.1光电成像原理及 CCD图像传感器类型、结构、

工作原理与特性 
√ √ √ 

7.2CMOS图像传感器的结构、原理与典型应用  √ √ 

8.1光电信号的二值化处理及 A/D数据采集 √ √  

8.2光电信息变换技术的应用实例  √ √ 

 

  



120 

 

《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42A1          英文名称：Computer Network 

学分/学时：2/32（24/8）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网络设备与配置，网络系统与集成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通信技术的基础

知识，网络体系结构，通信协议等。 

目标 2：了解计算机通信网的发展特点、设计技巧和方法，掌握网线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反馈在组网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本的组网技术的应用，掌握网络的分析与设计，集线器、

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的配置应用。 

目标 4：对常用计算机通信网络（如 Ethernet、Internet）会进行基本的

配置和使用，掌握基本的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 4课时） 

1.1 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发展  （0.5课时） 

1.2 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0.5课时） 

1.3 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0.5课时） 

1.4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0.5课时） 

1.5 实验一，网络常用命令 （2课时） 

（二）物理层 （4课时） 

2.1 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2.2 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 （0.5课时） 

2.3 物理层下面的传输媒体  （0.5课时） 

2.4 信道复用技术 （0.5课时） 

2.5 实验二，网线连接实验 （2课时） 

（三）数据链路层 （4课时） 

3.1 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0.5课时） 

3.2 点对点协议 PPP （0.5课时） 

3.3 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课时） 

3.4 实验三、局域网组网技术 （2课时） 

（四）网络层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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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1课时） 

4.2 网际协议 IP （1课时） 

4.3 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1课时） 

4.4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ICMP （1课时） 

4.5 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1课时） 

4.6 实验四，IP协议抓包解析实验 （2课时） 

4.8 虚拟专用网 VPN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1课时） 

（五）运输层 （8课时） 

5.1 运输层协议概述 5.2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1课时） 

5.3 传输控制协议 TCP概述 （1课时） 

5.4 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1课时） 

5.5 TCP报文段的首部格式  （1课时） 

5.6 TCP可靠传输的实现 （1课时） 

5.7 TCP的流量控制  （1课时） 

5.8 实验五 TCP/IP协议编程实现 （2课时） 

（六）应用层 （4课时） 

6.1 域名系统 DNS （0.5课时） 

6.2 文件传送协议 （0.5课时） 

6.3 远程终端协议 TELNET （0.5课时） 

6.4 万维网 WWW （0.5课时） 

6.9 实验六 DNS协议配置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库罗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 

2.《计算机网络教程》，谢钧，谢希仁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网络体系结构，通信协议，局域网与广域网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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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算

机通信与网络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通信技术的基

础知识，网络体系

结构，通信协议

等。 

目标 2：了解计算机

通信网的发展特

点、设计技巧和方

法，掌握网线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

反馈在组网中的应

用。 

目标 3：掌握基本的

组网技术的应用，

掌握网络的分析与

设计，集线器、路

由器、交换机等设

备的配置应用。 

目标 4:对常用计

算机通信网络会

进行基本的配置

和使用，掌握基

本的调试方法。 

 

1.1计算机网络在信息时代中的作用  √    

1.2互联网概述 √    

1.3互联网的组成 √    

1.4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发展  √    

1.5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    

1.6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   √ 

1.7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    

2.1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   

2.2数据通信基本知识  √   

2.3物理层下面的媒体  √   

2.4信道复用技术  √   

2.5数字传输系统  √   

2.6宽带接入技术  √   

3.1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  

3.2点对点协议   √  

3.3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  

3.4扩展的以太网   √  

3.5 高速以太网   √  

4.1 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 √ √ 

4.2 网际协议 IP  √ √ √ 

4.3 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 √ √ 

4.4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 √ √ 

4.5 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 √ √ 

5.1 运输层协议  √ √ √ 

5.2 用户数据报协议  √ √ √ 

5.3 传输控制协议  √ √ √ 

5.4 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 √ √ 

5.5 TCP报文段  √ √ √ 

5.6 TCP可靠传输  √ √ √ 

5.7 TCP的流量控制  √ √ √ 

6.1域名系统  √ √ √ 

6.2文件传送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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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42F1          英文名称：Computer Network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网络设备与配置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通信技术的基础

知识，网络体系结构，通信协议等。 

目标 2：了解计算机通信网的发展特点、设计技巧和方法，掌握网线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反馈在组网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本的组网技术的应用，掌握网络的分析与设计，集线器、

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的配置应用。 

目标 4：对常用计算机通信网络（如 Ethernet、Internet）会进行基本的

配置和使用，掌握基本的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概述  （6课时） 

1.1 计算机网络在信息时代中的作用 1.2 互联网概述  （1课时） 

1.3 互联网的组成  （1课时） 

1.4 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发展  （1课时） 

1.5 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1课时） 

1.6 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1课时） 

1.7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1课时） 

（二） 物理层 （6课时） 

2.1 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1课时） 

2.2 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 （1课时） 

2.3 物理层下面的传输媒体  （1课时） 

2.4 信道复用技术 （1课时） 

2.5 数字传输系统  （1课时） 

2.6 宽带接入技术 （1课时） 

（三） 数据链路层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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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课时） 

3.2 点对点协议 PPP （2课时） 

3.3 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课时） 

3.4 扩展的以太网  （1课时） 

3.5 高速以太网  （1课时） 

（四） 网络层 （8课时） 

4.1 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1课时） 

4.2 网际协议 IP （1课时） 

4.3 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1课时） 

4.4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ICMP （1课时） 

4.5 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1课时） 

4.6 IPV6  （1课时） 

4.7 IP多播  （1课时） 

4.8 虚拟专用网 VPN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1课时） 

（五） 运输层 （8课时） 

5.1 运输层协议概述 5.2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1课时） 

5.3 传输控制协议 TCP概述 （1课时） 

5.4 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1课时） 

5.5 TCP报文段的首部格式  （1课时） 

5.6 TCP可靠传输的实现 （1课时） 

5.7 TCP的流量控制  （1课时） 

5.8 TCP的拥塞控制 （1课时） 

5.9 TCP的运输连接管理 （1课时） 

（六） 应用层 （8课时） 

6.1 域名系统 DNS （1课时） 

6.2 文件传送协议 （1课时） 

6.3 远程终端协议 TELNET （1课时） 

6.4 万维网 WWW  （1课时） 

6.5 电子邮件  （1课时） 

6.6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1课时） 

6.7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1课时） 

6.8 应用进程跨越网络的通信  （1课时） 

（七） 网络安全 （6课时） 

7.1 网络安全问题概述  （1课时） 

7.2 两类密码体制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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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数字签名 （1课时） 

7.4 鉴别 （1课时） 

7.5 密钥分配  （1课时） 

7.6 互联网使用的安全协议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库罗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 

2. 《计算机网络教程》，谢钧，谢希仁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网络体系结构，通信协议，局域网与广域网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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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算

机通信与网络的

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通信技术

的基础知识，网

络体系结构，通

信协议等。 

目标 2：了解计算机

通信网的发展特

点、设计技巧和方

法，掌握网线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

反馈在组网中的应

用。 

目标 3：掌握基本的

组网技术的应用，

掌握网络的分析与

设计，集线器、路

由器、交换机等设

备的配置应用。 

目标 4:对常用计

算机通信网络会

进行基本的配置

和使用，掌握基

本的调试方法。 

1.1计算机网络在信息时代中的作用  √    

1.2互联网概述 √    

1.3互联网的组成 √    

1.4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发展  √    

1.5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    

1.6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   √ 

1.7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    

2.1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   

2.2数据通信基本知识  √   

2.3物理层下面的媒体  √   

2.4信道复用技术  √   

2.5数字传输系统  √   

2.6宽带接入技术  √   

3.1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  

3.2点对点协议   √  

3.3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  

3.4扩展的以太网   √  

3.5 高速以太网   √  

4.1 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 √ √ 

4.2 网际协议 IP  √ √ √ 

4.3 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 √ √ 

4.4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 √ √ 

4.5 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 √ √ 

5.1 运输层协议  √ √ √ 

5.2 用户数据报协议  √ √ √ 

5.3 传输控制协议  √ √ √ 

5.4 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 √ √ 

5.5 TCP报文段  √ √ √ 

5.6 TCP可靠传输  √ √ √ 

5.7 TCP的流量控制  √ √ √ 

6.1域名系统  √ √ √ 

6.2文件传送系统  √ √ √ 

7.1网络安全概述 √ √   

7.2两类密码体制等 √ √   

 

  



127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45R1       英文名称：Computer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网络设备与配置，网络系统与集成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通信技术的基础

知识，网络体系结构，通信协议等。 

目标 2：了解计算机通信网的发展特点、设计技巧和方法，掌握网线的制

作与调试，并了解反馈在组网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本的组网技术的应用，掌握网络的分析与设计，集线器、

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的配置应用。 

目标 4：对常用计算机通信网络（如 Ethernet、Internet）会进行基本的

配置和使用，掌握基本的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6课时） 

1.1 计算机网络在信息时代中的作用 1.2 互联网概述  （1课时） 

1.3 互联网的组成  （1课时） 

1.4 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发展  （0.5课时） 

1.5 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0.5课时） 

1.6 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0.5课时） 

1.7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0.5课时） 

1.8 实验一，网络常用命令 （2课时） 

（二）物理层 （6课时） 

2.1 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1课时） 

2.2 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 （1课时） 

2.3 物理层下面的传输媒体  （1课时） 

2.4 信道复用技术 （1课时） 

2.5 实验二，网线连接实验 （2课时） 

（三）数据链路层 （6课时） 

3.1 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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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点对点协议 PPP （2课时） 

3.3 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1课时） 

3.4 实验三、局域网组网技术 （2课时） 

（四）网络层 （8课时） 

4.1 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1课时） 

4.2 网际协议 IP （1课时） 

4.3 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1课时） 

4.4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ICMP （1课时） 

4.5 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1课时） 

4.6 实验四，IP协议抓包解析实验 （2课时） 

4.8 虚拟专用网 VPN和网络地址转换 NAT  （1课时） 

（五）运输层 （8课时） 

5.1 运输层协议概述 5.2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1课时） 

5.3 传输控制协议 TCP概述 （1课时） 

5.4 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1课时） 

5.5 TCP报文段的首部格式  （1课时） 

5.6 TCP可靠传输的实现 （1课时） 

5.7 TCP的流量控制  （1课时） 

5.8 实验五 TCP/IP协议编程实现 （2课时） 

（六）应用层 （8课时） 

6.1 域名系统 DNS （1课时） 

6.2 文件传送协议（1课时） 

6.3 远程终端协议 TELNET （1课时） 

6.4 万维网 WWW  （1课时） 

6.9 实验六 DNS协议配置实验 （4课时） 

（七）网络安全 （6课时） 

7.1 网络安全问题概述  （1课时） 

7.2 两类密码体制  （1课时） 

7.3 数字签名 （1课时） 

7.4 鉴别 （1课时） 

7.7 实验七 网络安全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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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库罗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 

2.《计算机网络教程》，谢钧，谢希仁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通信技术的基础知识，网络体系结构，通信协议，局域网与广域网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孟银阔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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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算

机通信与网络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通信技术的基

础知识，网络体系

结构，通信协议

等。 

目标 2：了解计算

机通信网的发展

特点、设计技巧和

方法，掌握网线的

制作与调试，并了

解反馈在组网中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本的

组网技术的应用，

掌握网络的分析与

设计，集线器、路

由器、交换机等设

备的配置应用。 

目标 4:对常用计

算机通信网络会

进行基本的配置

和使用，掌握基

本的调试方法。 

 

1.1计算机网络在信息时代中的作用  √    

1.2互联网概述 √    

1.3互联网的组成 √    

1.4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发展  √    

1.5计算机网络的类别 √    

1.6计算机网络的性能 √   √ 

1.7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    

2.1物理层的基本概念  √   

2.2数据通信基本知识  √   

2.3物理层下面的媒体  √   

2.4信道复用技术  √   

2.5数字传输系统  √   

2.6宽带接入技术  √   

3.1使用点对点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  

3.2点对点协议   √  

3.3使用广播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  

3.4扩展的以太网   √  

3.5 高速以太网   √  

4.1 网络层提供的两种服务   √ √ √ 

4.2 网际协议 IP  √ √ √ 

4.3 划分子网和构造超网  √ √ √ 

4.4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 √ √ 

4.5 互联网的路由选择协议  √ √ √ 

5.1 运输层协议  √ √ √ 

5.2 用户数据报协议  √ √ √ 

5.3 传输控制协议  √ √ √ 

5.4 可靠传输的工作原理  √ √ √ 

5.5 TCP报文段  √ √ √ 

5.6 TCP可靠传输  √ √ √ 

5.7 TCP的流量控制  √ √ √ 

6.1域名系统  √ √ √ 

6.2文件传送系统  √ √ √ 

7.1网络安全概述 √ √   

7.2两类密码体制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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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48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逻辑、汇编语言 

后续课程：操作系统原理、嵌入式开发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可以对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统软件的设计和从事计算机维护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系统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类及应用，理解冯.诺依曼计算机的设计思

想，硬件各基本部件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课时） 

1.2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的发展、组成、分类，认识计算机解题的一般

步骤，理解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及主要的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结构。 

 （2课时） 

（二）运算方法与运算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理解数字与文字的表示方法，理解定点数的加减法运算及加法器。 

  （4课时） 

2.2理解定点乘法和除法运算，了解定点运算器的组成与结构。 （4课时） 

2.3理解浮点加减法与乘除法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的组成。 （4课时） 

（三）多层次的存储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了解存储器概述，认识认识半导体存储器，认识半导体只读存储器与

闪速存储器。 （2课时） 

3.2理解主存与 CPU的联接，认识并行存储器。 （4课时） 

3.3理解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构成原理及工作机制，了解外存储

器。  （4课时） 

（四）指令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理解指令基本格式、地址码格式、操作码固定与可变格式。 （3课时） 

4.2理解指令寻址方式，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2课时） 

4.3 认识堆栈的结构及应用，了解 CISC 和 RISC 的指令系统。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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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处理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理解 CPU的基本功能及组成，认识指令周期和时序发生器及基本控制

方式。  （4课时） 

5.2理解组合逻辑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理解微程序控制器的工

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4课时） 

（六）总线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认识总线的基本概念，认识总线接口。 （2课时） 

6.2了解总线仲裁定时和数据传送模式，了解微机常用的总线标准。 

  （2课时） 

（七）外围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了解外围设备的分类和基本构成。 （2课时） 

7.2掌握外存设备，包括硬磁盘、可移动磁盘、磁带和光盘的工作原理，

理解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的分类和工作原理。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 白中英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徐洁、俸远祯 主编 电子工业出

版社 2012 

3．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David A. Patterson / John L. Hennessy, 

Morgan Kaufmann，2008.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进制的转换、定点

数和浮点数的加减和乘除运算、运算器的设计和应用、存储器的应用、微程序

控制器的设计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孟德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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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生可以对计

算机的内部结构和工

作原理有一个完整的

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

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

统软件的设计和从

事计算机维护管理

工作打下基础 

1.1 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类及应用，理解

冯.诺依曼计算机的设计思想，硬件各基本部件

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   

1.2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的发展、组成、分类，

认识计算机解题的一般步骤，理解计算机的工作

过程及主要的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结

构。 

√   

2.1 理解数字与文字的表示方法，理解定点数的

加减法运算及加法器。 
 √  

2.2 理解定点乘法和除法运算，了解定点运算器

的组成与结构。 
 √  

2.3 理解浮点加减法与乘除法运算方法和浮点运

算器的组成。 
 √  

3.1 了解存储器概述，认识认识半导体存储器，

认识半导体只读存储器与闪速存储器 
  √ 

3.2理解主存与 CPU的联接，认识并行存储器。   √ 

3.3 理解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构成原理

及工作机制，了解外存储器。 
  √ 

4.1 理解指令基本格式、地址码格式、操作码固

定与可变格式。 
√ √ √ 

4.2理解指令寻址方式，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 √ √ 

4.3 认识堆栈的结构及应用，了解 CISC 和 RISC

的指令系统。 
√ √ √ 

5.1 理解 CPU 的基本功能及组成，认识指令周期

和时序发生器及基本控制方式。 
√ √ √ 

5.2 理解组合逻辑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

法，理解微程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 √ √ 

6.1认识总线的基本概念，认识总线接口。 √ √ √ 

6.2 了解总线仲裁定时和数据传送模式，了解微

机常用的总线标准。 
√ √ √ 

7.1了解外围设备的分类和基本构成。 √ √ √ 

7.2 掌握外存设备，包括硬磁盘、可移动磁盘、

磁带和光盘的工作原理，理解输入设备和输出设

备的分类和工作原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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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54E1        英文名称：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Java）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 数据库 网络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进一步了解不同类型高级编程语言的机制，学会 Java 语言开发工

具的使用，掌握用 Java 语言设计程序的过程以及方法。 

目标 2：通过已掌握的 C 语言语法，快速学会 Java 语言的基础语法。 

目标 3：掌握 Java 语言的核心语法，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概念、思想

和特性，初步掌握用面向对象的方法编写程序来求解问题。 

目标 4：进一步提高设计并实现算法的能力和技巧，掌握包含编码、测试、

调试、及分发的小型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为进一步学习软件开发奠定理论及实

践基础。 

 

二、 课程内容 

(一) Java 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1.1 Java 发展简史；Java 程序运行机制；Java 平台无关性；开发 Java 

Application 的过程；Java 程序运行环境及 Java 开发工具；集成开发环境。 

  （1 课时） 

1.2 标识符与关键字；注释。 （1 课时） 

1.3 实验。 （1 课时） 

(二) Java 语言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2.1 基本数据类型；字符串；常量与变量；基本数据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

数据的输入与输出。 （1 课时） 

2.2 运算符与表达式；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Math 类。 （1 课时） 

2.3 实验。 （1 课时） 

(三) 流程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3.1 分支结构。 （1 课时） 

3.2 循环结构；跳转。 （1 课时） 

3.3 实验。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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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4.1 一维数组。 （1 课时） 

4.2 二维数组。 （1 课时） 

4.3 多维数组与不规则数组。 （学生自主学习） 

4.4 实验。 （1 课时） 

(五) 类与对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5.1 类。 （2 课时） 

5.2 对象。 （2 课时） 

5.3 习题讲解。 （1 课时） 

5.4 实验。 （2 课时） 

(六) 类的特殊成员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6.1 方法重载；equals（）方法。 （1 课时） 

6.2 toString（）方法。 （1 课时） 

6.3 final 成员。 （学生自主学习） 

6.4 static 成员。 （2 课时） 

6.5 习题讲解。 （1 课时） 

6.6 实验。 （1 课时） 

(七) 对象的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7.1 数据类型；匿名对象；引用类型参数；引用类型返回值。 （1 课时） 

7.2 对象数组；对象的组合。 （1 课时） 

7.3 习题讲解。 （1 课时） 

7.4 实验。 （1 课时） 

(八) 包装类和字符串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8.1 基本类型的包装类。 （1 课时） 

8.2 String 类与 StringBuffer 类。 （1 课时） 

8.3 习题讲解。 （1 课时） 

8.4 实验。 （1 课时） 

(九) 类的扩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9.1 类的继承。 （2 课时） 

9.2 多态。 （1 课时） 

9.3 封装。 （1 课时） 

9.4 抽象类。 （1 课时） 

9.5 接口。 （1 课时） 

9.6 习题讲解。 （1 课时） 

9.7 实验。 （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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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异常处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10.1 异常的处理。 （2 课时） 

10.2 自定义异常类。 （学生自主学习） 

10.3 实验。 （1 课时） 

(十一) 输入输出与文件处理 （学生自主学习） 

11.1 I/O 流。 

11.2 File 类；对象序列化。 

三、 课程教材 

(一) 课程教材 

1.《Java 程序设计基础》（第五版） 陈国君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二)  参考教材及网站 

1.《Java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 原书第 10 版）》Y. Daniel Liang 编著 戴开

宇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2.《Java 从入门到精通（实例版）》 明日科技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3.《Java 编程思想（英文版•第 4 版）》（美） Bruce Eckel 著 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7 

四、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10%）、课堂测验（25%）及作业

（5%），完成附加作业可以获得平时成绩加分。 

2.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笔试，考核内容包括课程内容中列出的除学生

自主学习外的全部内容。  

五、 附件 

 

制定人：  任远   审核人：  吉须如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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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进一步了

解不同类型高级

编 程 语 言 的机

制，学会 Java语

言开发工具的使

用，掌握用 Java

语言设计程序的

过程以及方法。 

目标 2：通

过 已 掌 握

的 C语言语

法，快速学

会 Java 语

言 的 基 础

语法。 

目标 3：掌握 Java

语言的核心语法，

理解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的概念、思想

和特性，初步掌握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

编写程序来求解问

题。 

目标 4：进一步提高设

计并实现算法的能力

和技巧，掌握包含编

码、测试、调试、及分

发的小型软件系统开

发过程，为进一步学习

软件开发奠定理论及

实践基础。 

1.1 Java 发展简史；Java 程序运行机

制； Java 平台无关性；开发 Java 

Application 的过程；Java 程序运行环

境及 Java开发工具；集成开发环境。 

√ √  √ 

1.2 标识符与关键字；注释。 √ √  √ 

2.1 基本数据类型；字符串；常量与变

量；基本数据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数

据的输入与输出。 

 √ √ √ 

2.2 运算符与表达式；运算符的优先级

与结合性；Math类。 
 √ √ √ 

3.1 分支结构。  √  √ 

3.2 循环结构；跳转。  √  √ 

4.1 一维数组。  √ √ √ 

4.2 二维数组。  √ √ √ 

4.3 多维数组与不规则数组。  √ √ √ 

5.1 类。  √ √ √ 

5.2 对象。  √ √ √ 

5.3 习题讲解。  √ √ √ 

6.1 方法重载；equals（）方法。  √ √ √ 

6.2 toString（）方法。  √ √ √ 

6.3 final成员。  √ √ √ 

6.4 static成员。  √ √ √ 

7.1 数据类型；匿名对象；引用类型参

数；引用类型返回值。 
 √ √ √ 

7.2 对象数组；对象的组合。  √ √ √ 

7.3 习题讲解。  √ √ √ 

8.1 基本类型的包装类。   √ √ 

8.2 String类与 StringBuffer类。  √ √ √ 

8.3 习题讲解。  √ √ √ 

9.1 类的继承。   √ √ 

9.2 多态。   √ √ 

9.3 封装。   √ √ 

9.4 抽象类。   √ √ 

9.5 接口。   √ √ 

9.6 习题讲解。   √ √ 

10.1 异常的处理。  √ √ √ 

10.2 自定义异常类。   √ √ 

11.1 I/O流。  √ √ √ 

11.2 File类；对象序列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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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59B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Econom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创新创业教育 

后续课程：管理学、软件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物联网如何塑造

和转变公司的相关策略，创造更好的顾客价值，使公司实现指数型增长。 

目标 2：掌握信息优势、方案领袖、亲密联盟、加速创新这四条互联网法

则，如何指引企业利用新法则获得发展新动能。 

目标 3：掌握现代互联网巨头如亚马逊和 Netflix等企业的成功经验，了

解老牌企业如耐克、UPS、通用电气的互联网转型的成功案例。 

二、课程内容 

（一）新技术创造新法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策略至上  （2课时） 

1.2 框架为基  （1课时） 

1.3 转型之迫  （1课时） 

1.4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及物联网 （2课时） 

（二）运营优势到信息优势转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运营和信息 （2课时） 

2.2 信息优势法则 （2课时） 

2.3 Burberry：信息技术和企业架构的交织 （2课时） 

（三）从产品领袖到方案领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产品、服务和方案 （2课时） 

3.2 方案领袖法则 （1课时） 

3.3 耐克：一份写满成功的履历表。 （1课时） 

（四）从顾客亲密度到亲密联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顾客体验和顾客关系 （2课时） 

4.2 亲密联盟法则 （1课时） 

4.3 Netflix：打破娱乐秩序 （1课时） 

（五）从传统创新到加速创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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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创新与颠覆 （1课时） 

5.2 加速创新法则 （2课时） 

5.3 宝洁公司：异军突起 （1课时） 

（六）成功执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通用电气：展翅高飞 （1课时） 

6.2 人类行为与游戏化 （2课时） 

6.3 Opower：人类智慧的力量 （1课时） 

6.4 互联网技术的陷阱与挑战 （2课时） 

（七）未来方向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课时） 

展望未来 

（八）综合复习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新动能 新法则: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企业实现转型与指数型增长》 

作者:（美）乔·韦曼（Joe Weinman） 著;胡西悦,夏克浪,姚刚 译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 05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信息经济学》，作者:裴雷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 年 12

月 

2. 《信息经济学》，（21 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系列教材），作者:编者:陈燕//

屈莉莉出版社:东北财大出版时间:2017 年 02 月 

3. 《应用信息经济学简明教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应用型本科系列

规划教材）作者:杨伟隆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 年 02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分析报告（30%）、平时回答问题（10%）

及考勤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如策略、框架、转

型、新技术、运营与信息、产品、方案、顾客、联盟、创新、案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连志刚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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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掌握云

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社交媒体和

物联网  

目标 2：掌握信息优势、

方案领袖、亲密联盟、

加速创新这四条互联

网法 

目标 3：掌握现代互联网巨头

如亚马逊和 Netflix 等企业

的成功经验 

1.1 策略至上 √   

1.2 框架为基 √   

1.3 转型之迫 √   

1.4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社交

媒体及物联网 
√   

2.1 运营和信息  √  

2.2 信息优势法则  √  

2.3 Burberry：信息技术和企业架构的交

织 
 √  

3.1 产品、服务和方案  √  

3.2 方案领袖法则  √  

3.3 耐克：一份写满成功的履历表   √ 

4.1 顾客体验和顾客关系 √ √  

4.2 亲密联盟法则    

4.3 Netflix：打破娱乐秩序 √ √ √ 

5.1 创新与颠覆 √ √  

5.2 加速创新法则 √ √  

5.3 宝洁公司：异军突起 √ √ √ 

6.1 通用电气：展翅高飞   √ 

6.2 人类行为与游戏化 √   

6.3 Opower：人类智慧的力量 √   

6.4 互联网技术的陷阱与挑战 √   

展望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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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管理》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66B1        英文名称：Software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软件工程、软件需求分析 

后续课程：软件质量保障与测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软件项目管理中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原理；软件项目管理的发展方向。

掌握项目管理框架中五大过程组和九大知识领域之间的关系，明确 42 个子过程之间的逻

辑关系。 

目标 2：掌握软件项目合同管理、项目需求管理、规模成本估算、进度计划，质量

计划、配置管理、风险管理、团队管理、度量管理、项目集成计划、项目跟踪控制、项目

结束过程的输入输出和用到的工具和方法。 

目标 3：掌握有关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熟悉软件项目管理的方法、流程和工

具。 

目标 4 ：培养在软件开发组织中管理软件开发项目的基本能力，并将软件项目管理

的理论应用于软件项目的实践，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5：掌握运用技术方法有效地管理软件项目。熟练使用行业成熟的项目管理软

件。 

二、课程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 

（一）软件项目管理概述 （2学时） 

1.1 项目与项目管理 （0.5学时） 

1.2 软件项目管理 （0.5学时） 

1.3 软件项目的组织结构 （1学时） 

（二）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表述方法  （2学时） 

2.1 工作分解结构  （0.5学时） 

2.2 甘特图  

2.3 软件项目的网络表示法  （0.5学时） 

2.4 关键路径法  （0.5学时） 

2.5 计划评审技术  （0.5学时） 

2.6 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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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项目计划的网络表示 

（三）软件项目的生命周期  （2学时） 

3.1 软件项目生命周期的划分  （0.5学时） 

3.2 软件项目生命周期中各阶段任务  （0.5学时） 

3.3 软件项目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概念  （0.5学时） 

3.4 软件项目管理里程碑 （0.5学时） 

（四）软件项目可行性研究 （2学时） 

4.1 可行性研究的内容  （0.5学时） 

4.2 可行性研究的步骤  （0.5学时） 

4.3 效益的预测与评估  （0.5学时） 

4.4 投入产出比和投资回收期 （0.5学时） 

（五）软件项目计划管理 （6学时） 

5.1 软件项目计划管理  （0.5学时） 

5.2 确定软件项目的目标  （0.5学时） 

5.3 项目范围管理  （1学时） 

5.4 工作分解结构（WBS）  （1学时） 

5.5 活动定义及估算  （1学时） 

5.6 制定软件项目进度计划  （0.5学时） 

5.7 方案选择  （0.5学时） 

5.8 软件项目计划书 （1学时） 

（六）软件项目成本管理 （4学时） 

6.1 软件项目成本  （1学时） 

6.2 软件项目开发成本的估算方法  （1学时） 

6.3 成本估算案例  （1学时） 

6.4 项目成本控制 （1学时） 

（七） 软件项目质量管理 （6学时） 

7.1 质量管理基本概念  （1学时） 

7.2 软件质量管理基本知识  （1学时） 

7.3 软件项目质量计划  （1学时） 

7.4 软件项目评审  （1学时） 

7.5 软件质量体系  （1学时） 

7.6 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模型（CMM） （1学时） 

（八）软件项目配置管理 （6学时） 

8.1 软件配置管理概念  （1学时） 

8.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活动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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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软件配置管理组织  （1学时） 

8.4 软件测试  （1学时） 

8.5 配置管理工具 （1学时） 

（九）软件项目维护管理 （4学时） 

9.1 软件项目维护概述  （1学时） 

9.2 软件项目维护成本  （1学时） 

9.3 项目可维护性的度量  （1学时） 

9.4 软件再造工程 （1学时） 

（十）软件项目文档管理 （4学时） 

10.1 软件项目文档管理概述  （1学时） 

10.2 项目文档的质量  （1学时） 

10.3 项目文档准备  （1学时） 

10.4 主要项目文档 （1学时） 

（十一） 软件项目风险管理 （4学时） 

11.1 风险与风险管理  （0.5学时） 

11.2 风险管理组织  （0.5学时） 

11.3 风险识别  （0.5学时） 

11.4 风险估计  （0.5学时） 

11.5 风险评价  （0.5学时） 

11.6 风险管理策略  （0.5学时） 

11.7 风险驾驭和监控 （1学时） 

（十二）软件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4学时） 

12.1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0.5学时） 

12.2 项目团队建设  （0.5学时） 

12.3 项目团队的冲突管理 （1学时） 

12.4 团队的激励  （1学时） 

12.5 组织计划 （1学时） 

（十三）软件项目收尾管理 （2学时） 

13.1 软件项目验收  （0.5学时） 

13.2 软件项目移交与清算 （1学时） 

13.3 软件项目后评价 （0.5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软件项目管理案例教程》，韩万江等，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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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 项目管理》，郭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  

2．《软件项目管理》原书第 5 版，廖彬山，周卫华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面向对象设计原则、

类图设计、创建型、结构型、行为型设计模使得分析和使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志和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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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软件项

目管理中的基本概

念、方法和原理；

软件项目管理的发

展方向。掌握项目

管理框架中五大过

程组和九大知识领

域之间的关系，明

确 42个子过程之间

的逻辑关系 

目标 2：掌握软件

项目合同管理、项

目需求管理、规模

成本估算、进度计

划，质量计划、配

置管理、风险管

理、团队管理、度

量管理、项目集成

计划、项目跟踪控

制 

目标 3：掌

握 有 关 软

件 项 目 管

理 的 基 本

理论，熟悉

软 件 项 目

管 理 的 方

法、流程和

工具。 

目标 4 ：培养在

软件开发组织中

管理软件开发项

目的基本能力，

并将软件项目管

理的理论应用于

软件项目的实

践，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5：掌握运

用技术方法有

效地管理软件

项目。熟练使

用行业成熟的

项 目 管 理 软

件。 

1.1 项目与项目管理  √  √ √  

1.2 软件项目管理  √     

1.3 软件项目的组织结构  √  √ √  

2.1 工作分解结构      √ 

2.2 甘特图  √     

2.3 软件项目的网络表示法   √   √ 

2.4 关键路径法   √ √   

2.5 计划评审技术    √   

2.6 网络计划技术的应用  √ √    

2.7 项目计划的网络表示  √ √   √ 

3.1 软件项目生命周期的划

分  
√  √  √ 

3.2 软件项目生命周期中各

阶段任务  
√     

3.3 软件项目生命周期中的

重要概念  
√  √  √ 

3.4 软件项目管理里程碑  √  √  √ 

4.1 可行性研究的内容  √   √  

4.2 可行性研究的步骤     √  

4.3 效益的预测与评估     √ √ 

4.4 投入产出比和投资回收

期  
√   √ √ 

5.1 软件项目计划管理  √ √ √ √ √ 

5.2 确定软件项目的目标  √ √ √ √ √ 

5.3 项目范围管理   √    

5.4 工作分解结构（WBS）   √  √  

5.5 活动定义及估算     √  

5.6 制定软件项目进度计划     √ √ 

5.7 方案选择      √ 

5.8 软件项目计划书  √   √ √ 

6.1 软件项目成本  √ √ √ √ √ 

6.2 软件项目开发成本的估

算方法  
 √ √ √ √ 

6.3 成本估算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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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项目成本控制  √   √ √ 

7.1 质量管理基本概念   √ √ √ √ 

7.2 软件质量管理基本知识  √    √ 

7.3 软件项目质量计划   √ √   

7.4 软件项目评审     √  

7.5 软件质量体系  √     

7.6 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模

型（CMM）  
√   √ √ 

8.1 软件配置管理概念  √ √ √ √ √ 

8.2 软件配置管理基本活动    √ √  

8.3 软件配置管理组织  √    √ 

8.4 软件测试   √    

8.5 配置管理工具  √   √ √ 

9.1 软件项目维护概述  √ √ √ √ √ 

9.2 软件项目维护成本  √ √ √ √ √ 

9.3 项目可维护性的度量       

9.4 软件再造工程  √   √ √ 

10.1 软件项目文档管理概

述  
√ √ √ √ √ 

10.2 项目文档的质量  √ √  √  

10.3 项目文档准备    √  √ 

10.4 主要项目文档  √   √ √ 

11.1 风险与风险管理  √ √ √ √ √ 

11.2 风险管理组织  √ √   √ 

11.3 风险识别    √ √  

11.4 风险估计  √   √ √ 

11.5 风险评价  √ √ √ √ √ 

11.6 风险管理策略  √ √ √ √ √ 

11.7 风险驾驭和监控  √   √ √ 

12.1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概

述 
 √ √  √ 

12.2 项目团队建设  √ √ √  √ 

12.3 项目团队的冲突管理     √ 

12.4 团队的激励     √ √ 

12.5 组织计划     √  

13.1 软件项目验收  √  √ √ √ 

13.2 软件项目移交与清算 √   √  

13.3 软件项目后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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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70A1     英文名称：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 and Test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 

后续课程：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软件工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软件质量保证和测试技术的概述、理解软件测试与软件开发

的关系。掌握基本软件测试过程，软件测试各阶段的目的和测试方法及工具。

了解我国软件测试产业的现状；理解软件测试工具。 

目标 2：掌握测试用例的基本概念和设计方法，掌握测试用例的使用基本

过程。 

目标 3：掌握单元测试的概念，方法并能够运用相关的单元测试工具编写

测试代码并进行测试。 

目标 4 ：掌握软件测试各阶段的目的、方法和工具。 

目标 5：掌握软件非功能测试的基本指标和工具，并能够使用性能测试工

具对 web应用系统进行性能测试。 

二、课程内容 

（一） 软件质量保证（6学时） 

1.1 了解软件质量的定义；掌握影响软件质量的因素；掌握软件质量保证

策略；了解软件质量保证活动；掌握软件质量保证标准；了解软件评审。 

  （2课时） 

1.2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可靠性问题，了解软件测试的目的和意义，了

解软件测试过程；了解软件测试与软件开发的关系；了解软件测试的发展历程

和现状；了解我国软件测试产业的现状。 （2课时） 

1.3 了解传统的软件测试过程；掌握敏捷软件测试过程；掌握基于风险的

软件测试策略；熟悉软件测试规范的改进；熟悉软件测试的规范。 （2课时） 

（二）软件功能测试 （14学时） 

2.1  掌握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的基本概念； （1课时） 

2.2  掌握等价类划分和边界值分析法设计测试用例； （1课时） 

2.3  掌握判定表法和因果图法设计测试用例；  （1课时） 

2.4  掌握两两组合法和正交试验法设计测试用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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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了解 Ad-Hoc法，ALAC法和错误推测法； （2课时） 

2.6  掌握黑盒测试方法的比较与选择的原则； （2课时） 

2.7  掌握控制流测试方法；掌握数据流测试方法；掌握程序插装；掌握程

序变异测试；了解软件缺陷分析。 （2课时） 

2.8. 实验一 WinRunner脚本录制。 （1课时） 

2.9. 实验二 WinRunner自动化黑盒测试。 （1课时） 

2.10. 实验三 简单应用程序测试。 （2课时） 

（三） 单元测试 （10课时） 

3.1掌握单元测试的概念；熟悉进行单元测试的意义；熟悉单元测试的任

务和目标；（2课时） 

3.2掌握驱动程序和桩程序的概念；了解单元测试中的调试与评估； 

  （2课时） 

3.3了解单元测试管理； （2课时） 

3.4熟练掌握 1~2个单元测试工具的使用。 （2课时） 

3.5实验四、实验五 单元测试。 （2课时） 

（四）集成测试、系统测试和验收测试 （14课时） 

4.1 掌握集成测试概述；掌握集成测试策略；掌握集成测试用例设计；了

解集成测试过程；了解面向对象的集成测试。 （2课时） 

4.2了解性能测试；了解压力测试（负载测试、并发测试）；了解容量测试；

掌握健壮性测试；掌握安全性测试；掌握可靠性测试；了解恢复性测试与备份

测试；掌握协议一致性测试；了解兼容性测试；了解安装性测试；了解可用性

测试；掌握配置性测试；了解文档性测试；掌握 GUI测试；掌握验收测试；了

解回归测试；掌握系统测试工具及其应用。 （4课时） 

4.3了解验收测试的过程；了解产品规格说明书的验证方法；了解用户界

面和可用性测试方法；了解兼容性测试方法；了解兼容性测试访法；了解安装

测试和可恢复性测试；了解文档测试方法。 （4课时） 

4.4实验六 QTP进行回归测试 （2课时） 

4.5实验七 性能测试 （2课时） 

（五）测试用例和测试管理 （4课时） 

5.1掌握测试用例的概念；掌握测试用例的书写标准；熟悉测试用例设计

时考虑的因素；掌握测试用例设计的基本原则；了解测试用例的跟踪方法；掌

握测试用例覆盖率的评估方法 （2课时） 

5.2了解测试管理体系；掌握测试管理的基本内容；掌握测试管理原则；

掌握常用的测试管理工具。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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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1.《软件测试方法和技术》，朱少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软件测试》（第 2版），Rom Patton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软件测试工程师面试秘籍》，51Testing软件测试网组编，人民邮电出

版社 

3.《软件测试的艺术》，Glenford Myers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4.软件测试家园: www.51testing.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软件质量保证，

软件功能测试，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和验收测试，测试用例和测试

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宇佳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book.jd.com/writer/Rom%20Patton_1.html
http://www.51tes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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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解软件质量保证

和测试技术的概述、理

解软件测试与软件开发

的关系。掌握基本软件

测试过程，软件测试各

阶段的目的和测试方法

及工具。了解我国软件

测试产业的现状；理解

软件测试工具。 

目标 2：掌握

测试用例的

基本概念和

设计方法，

掌握测试用

例的使用基

本过程. 

目标 3：掌握

单元测试的

概念，方法并

能够运用相

关的单元测

试工具编写

测试代码并

进行测试。 

目标 4: 
掌握软件

测试各阶

段的目

的、方法

和工具。 

 

目标 5：掌握软件

非功能测试的基

本指标和工具，并

能够使用性能测

试工具对 web 应

用系统进行性能

测试。 

1.1软件质量基本知识 √     

1.2软件可靠性 √     

1.3 软件测试过程与规范  √ √   

2.1 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的基

本概念 
 √ √  √ 

2.2 掌握等价类划分和边界值

分析法设计测试用例 
 √ √ √ √ 

2.3 掌握判定表法和因果图法

设计测试用例 
 √ √ √ √ 

2.4 掌握两两组合法和正交试

验法设计测试用例 
 √   √ 

2.5了解 Ad-Hoc法，ALAC法和

错误推测法 
 √   √ 

2.6 掌握黑盒测试方法的比较

与选择的原则 
 √   √ 

2.7 流测试方法   √ √ √ 

3.1单元测试基本概念   √  √ 

3.2驱动程序和桩程序的概念   √  √ 

3.3单元测试管理   √ √ √ 

3.4 单元测试工具   √  √ 

3.5实验   √  √ 

4.1集成测试   √ √ √ 

4.2测试方法   √ √ √ 

4.3测试工具   √ √ √ 

4.4回归测试   √ √ √ 

4.5性能测试    √ √ 

5.1 测试用例。  √ √ √ √ 

5.2 测试管理。    √ √ 

 

  



151 

 

《专业综合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72X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Integrative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嵌入式开发与应用、无线传感器网络、RFID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联网硬件系统的结构与特点，熟悉基本开发语言和开发工

具，并掌握使用这些语言和工具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方法。 

目标 2：掌握物联网专业硬件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 

目标 3：掌握物联网硬件系统项目实施和管理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目标 4：掌握物联网系统开发和调试过程，并对实施过程进行总结。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布置与资料查询 （4课时） 

任务布置，对学生下达任务书，包含项目课题题目、主要技术指标和要求。

根据项目任务书要求，进行项目成员分配，对项目内容和要求进行讲解。项目

成员对项目课题进行分析并进行资料查阅。 

（二）系统分析与设计 （8课时）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目进行系统需求分析、系统总

体设计和详细设计。 

（三）系统实现与调试 （16课时） 

根据项目要求和设计方案，进行系统开发环境搭建，完成系统实现和程序

源代码编写，并进行系统调试。 

（四）总结与技术文档编写 （8课时） 

对项目进行总结，撰写项目报告、系统设计说明等技术文档，项目报告包

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框图，程序源代码和结果。 

（五）交流汇报 （4课时） 

课程作品展示，制作 PPT演示交流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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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Ubuntu Linux从初学到精通，华清远见培训中心，电子工业出版社 

2. 嵌入式 LINUX系统开发与应用，康维新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3. 中国物联网——http:// http://www.iotcn.org.cn/ 

4. 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5. 中国物联网第一论坛——http://bbs.greenorbs.com/forum.php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验报告，设计硬件系统、软件

程序，程序能够实现设计要求并调试通过。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与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

时 30%，报告占 30％，答辩占 4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陈年生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康维新
http://www.iotcn.org.cn/
http://linux.chinauni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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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联

网系统的结构与特

点，熟悉基本开发

语言和开发工具，

并掌握使用这些语

言和工具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方法  

目标 2：掌握物

联网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

分析和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 

目标 3：掌握物

联网系统项目实

施和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过程 

目标 4：掌握物

联网系统开发和

调试过程，并对

实施过程进行总

结 

任务布置，对学生下达任务书，包含项目课

题题目、主要技术指标和要求。 
√ √   

根据项目任务书要求，进行项目成员分配，

对项目内容和要求进行讲解。 
√ √   

项目成员对项目课题进行分析并进行资料

查阅 
√ √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

目进行系统需求分析 
√ √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

目进行系统总体设计 
√ √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

目进行系统详细设计 
√ √   

根据项目要求和设计方案，进行系统开发环

境搭建。 
√  √ √ 

完成系统实现和程序源代码编写 √  √ √ 

进行系统调试   √ √ 

对项目进行总结  √ √ √ 

撰写项目报告、系统设计说明等技术文档，

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框图，

程序源代码和结果。 

 √ √  

课程作品展示 √ √ √ √ 

制作 PPT演示交流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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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73A1         英文名称：Date Structur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或 C++） 

后续课程：计算机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数据库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数据、数据结构、抽象数据类型、数据逻辑结构、数据物理

结构、算法和评价算法方法等基本概念。 

目标 2： 掌握线性表、栈、队列等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掌握树、二

叉树、图等非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 

目标 3： 掌握查找的基本方法及应用；掌握排序的常用方法及应用。 

目标 4： 通过验证性实验掌握程序设计和调试的基本方法；完成自主设计

算法，培养学生独立完成程序设计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什么是数据结构。 （0.5课时） 

1.2数据的逻辑结构。 （0.5课时） 

1.3数据的存储结构。 （0.5课时） 

1.4算法和算法分析。 （0.5课时） 

实验 1 指针和结构体程序设计。 （2课时） 

（二）线性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线性表的定义与运算。 （0.5课时） 

2.2线性表的顺序存储。 （0.5课时） 

2.3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 （1课时） 

实验 2 线性表子系统和多项式求和。 （2课时） 

（三）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栈的定义与运算。 （0.5课时） 

3.2栈的存储和实现。 （1课时） 

3.3栈的应用举例。 （0.5课时） 

实验 3 栈子系统和后缀表达式求值。 （2课时） 

（四）队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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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队列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0.5课时） 

4.2 队列的存储及运算的实现。 （1课时） 

4.3 队列的应用举例。 （0.5课时） 

实验 4 队列子系统。 （2课时） 

（五）串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学生自主学习） 

5.1串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5.2串的表示和实现。 

5.3串的基本运算。 

（六）数组与广义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学生自主学习） 

6.1多维数组。 

6.2特殊矩阵的压缩存储。 

6.3稀疏矩阵。 

6.4广义表。 

（七）树和二叉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7.1树的定义和术语。 （1课时） 

7.2二叉树。 （1课时） 

7.3遍历二叉树和线索二叉树。 （1课时） 

7.4二叉树的转换。 （1课时） 

7.5二叉树的应用。 （1课时） 

7.6哈夫曼树及其应用。 （1课时） 

实验 5 树子系统实验和标识符树。 （2课时） 

（八）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8.1图的定义和术语。 （1课时） 

8.2图的存储表示。 （1课时） 

8.3图的遍历。 （1课时） 

8.4图的连通性。 （1课时） 

8.5最短路径。 （1课时） 

8.6有向无环图及其应用。 （1课时） 

实验 6 图子系统实验和最小生成树。 （2课时） 

（九）查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9.1查找的基本概念。 （1课时） 

9.2 静态查找表。 （1课时） 

9.3 动态查找表。 （2课时） 

9.4 哈希表。 （2课时） 

实验 7 查找子系统实验和哈希查找。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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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排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0.1概述。 （1课时） 

10.2插入排序。 （1课时） 

10.3快速排序。 （1课时） 

10.4选择排序。 （1课时） 

10.5归并排序。 （1课时） 

10.6各种排序方法比较。 （1课时） 

实验 8 排序子系统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实用数据结构基础》（第四版），陈元春等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 吴伟民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实用数据结构基础学习指导》，陈元春等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

等（10%）。 

2.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结构和抽象数

据类型等基本概念；线性表、栈、队列、串等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树、

二叉树、图等非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查找的基本方法的应用；内排序的

常用方法及时间复杂度的分析方法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艳  审核人：  吉须如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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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数

据、数据结构、

抽象数据类型、

数据逻辑结构、

数据物理结构、

算法和评价算法

方法等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线

性表、栈、队列

等线性的数据结

构及其应用；掌

握树、二叉树、

图等非线性的数

据结构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

查找的基本方

法及应用；掌

握排序的常用

方法及应用 

目标 4:通过验证性

实验掌握程序设计

和调试的基本方法；

完成自主设计算法，

培养学生独立完成

程序设计的基本能

力 

1.1什么是数据结构 √    

1.2数据的逻辑结构 √   √ 

1.3数据的存储结构 √   √ 

1.4算法和算法分析 √   √ 

实验 1 指针和结构体程序设计    √ 

2.1线性表的定义与运算  √   

2.2线性表的顺序存储  √  √ 

2.3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  √  √ 

实验 2 线性表子系统和多项式求和    √ 

3.1栈的定义与运算  √   

3.2栈的存储和实现  √  √ 

3.3栈的应用举例  √  √ 

实验 3 栈子系统和后缀表达式求值    √ 

4.1队列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   

4.2队列的存储及运算的实现  √  √ 

4.3队列的应用举例  √  √ 

实验 4 队列子系统    √ 

5.1串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   

5.2串的表示和实现  √   

5.3串的基本运算  √   

6.1多维数组  √   

6.2特殊矩阵的压缩存储  √   

6.3稀疏矩阵  √   

6.4广义表  √   

7.1树的定义和术语  √   

7.2二叉树  √   

7.3遍历二叉树和线索二叉树  √   

7.4二叉树的转换  √   

7.5二叉树的应用  √  √ 

7.6哈夫曼树及其应用  √  √ 

实验 5 树子系统实验和标识符树    √ 

8.1图的定义和术语  √   

8.2图的存储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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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图的遍历  √   

8.4图的连通性  √   

8.5最短路径  √  √ 

8.6有向无环图及其应用  √  √ 

实验 6 图子系统实验和最小生成树    √ 

9.1查找的基本概念 √  √  

9.2 静态查找表   √ √ 

9.3 动态查找表   √ √ 

9.4 哈希表   √ √ 

实验 7 查找子系统实验和哈希查找    √ 

10.1概述   √  

10.2插入排序   √  

10.3快速排序   √  

10.4选择排序   √  

10.5归并排序   √  

10.6各种排序方法比较   √ √ 

实验 8 排序子系统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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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73D1         英文名称：Date Structure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或 C++） 

后续课程：计算机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数据库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数据、数据结构、抽象数据类型、数据逻辑结构、数据物理

结构、算法和评价算法方法等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线性表、栈、队列、串等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掌握树、

二叉树、图等非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查找的基本方法及应用；掌握排序的常用方法及应用。 

目标 4：通过验证性实验掌握程序设计和调试的基本方法；完成自主设计

算法，培养学生独立完成程序设计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什么是数据结构。 （1课时） 

1.2数据的逻辑结构。 （1课时） 

1.3数据的存储结构。 （1课时） 

1.4算法和算法分析。 （1课时） 

实验 1 指针和结构体程序设计。 （2课时） 

（二）线性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线性表的定义与运算。 （1课时） 

2.2线性表的顺序存储。 （1课时） 

2.3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 （2课时） 

实验 2 线性表子系统和多项式求和。 （2课时） 

（三）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栈的定义与运算。 （1课时） 

3.2栈的存储和实现。 （2课时） 

3.3栈的应用举例。 （1课时） 

实验 3 栈子系统和后缀表达式求值。 （2课时） 

（四）队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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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队列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1课时） 

4.2 队列的存储及运算的实现。 （2课时） 

4.3 队列的应用举例。 （1课时） 

实验 4 队列子系统。 （2课时） 

（五）串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串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2课时） 

5.2串的表示和实现。 （1课时） 

5.3串的基本运算。 （1课时） 

（六）数组与广义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多维数组。 （1课时） 

6.2特殊矩阵的压缩存储。 （1课时） 

6.3稀疏矩阵。 （1课时） 

6.4广义表。 （1课时） 

（七）树和二叉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7.1树的定义和术语。 （1课时） 

7.2二叉树。 （1课时） 

7.3遍历二叉树和线索二叉树。 （1课时） 

7.4二叉树的转换。 （1课时） 

7.5二叉树的应用。 （1课时） 

7.6哈夫曼树及其应用。 （1课时） 

实验 5 树子系统实验和标识符树。 （2课时） 

（八）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8.1图的定义和术语。 （1课时） 

8.2图的存储表示。 （1课时） 

8.3图的遍历。 （1课时） 

8.4图的连通性。 （1课时） 

8.5最短路径。 （1课时） 

8.6有向无环图及其应用。 （1课时） 

实验 6 图子系统实验和最小生成树。 （2课时） 

（九）查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9.1查找的基本概念。 （1课时） 

9.2 静态查找表。 （1课时） 

9.3 动态查找表。 （2课时） 

9.4 哈希表。 （2课时） 

实验 7 查找子系统实验和哈希查找。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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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排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0.1概述。 （1课时） 

10.2插入排序。 （1课时） 

10.3快速排序。 （1课时） 

10.4选择排序。 （1课时） 

10.5归并排序。 （1课时） 

10.6各种排序方法比较。 （1课时） 

实验 8 排序子系统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实用数据结构基础》（第四版），陈元春等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 吴伟民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实用数据结构基础学习指导》，陈元春等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

等（10%）。 

2.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结构和抽象数

据类型等基本概念；线性表、栈、队列、串等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树、

二叉树、图等非线性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查找的基本方法的应用；内排序的

常用方法及时间复杂度的分析方法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艳  审核人：  吉须如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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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数

据、数据结构、

抽象数据类型、

数据逻辑结构、

数据物理结构、

算法和评价算法

方法等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线

性表、栈、队列、

串等线性的数据

结构及其应用；

掌握树、二叉树、

图等非线性的数

据结构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

查找的基本方

法及应用；掌

握排序的常用

方法及应用 

目标 4:通过验证性

实验掌握程序设计

和调试的基本方法；

完成自主设计算法，

培养学生独立完成

程序设计的基本能

力 

1.1什么是数据结构 √    

1.2数据的逻辑结构 √   √ 

1.3数据的存储结构 √   √ 

1.4算法和算法分析 √   √ 

实验 1 指针和结构体程序设计    √ 

2.1线性表的定义与运算  √   

2.2线性表的顺序存储  √  √ 

2.3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  √  √ 

实验 2 线性表子系统和多项式求和    √ 

3.1栈的定义与运算  √   

3.2栈的存储和实现  √  √ 

3.3栈的应用举例  √  √ 

实验 3 栈子系统和后缀表达式求值    √ 

4.1队列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   

4.2队列的存储及运算的实现  √  √ 

4.3队列的应用举例  √  √ 

实验 4 队列子系统    √ 

5.1串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   

5.2串的表示和实现  √   

5.3串的基本运算 √ √  √ 

6.1多维数组  √   

6.2特殊矩阵的压缩存储  √   

6.3稀疏矩阵  √   

6.4广义表  √   

7.1树的定义和术语  √   

7.2二叉树  √   

7.3遍历二叉树和线索二叉树  √   

7.4二叉树的转换  √   

7.5二叉树的应用  √  √ 

7.6哈夫曼树及其应用  √  √ 

实验 5 树子系统实验和标识符树    √ 

8.1图的定义和术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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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图的存储表示  √   

8.3图的遍历  √   

8.4图的连通性  √   

8.5最短路径  √  √ 

8.6有向无环图及其应用  √  √ 

实验 6 图子系统实验和最小生成树    √ 

9.1查找的基本概念 √  √  

9.2 静态查找表   √ √ 

9.3 动态查找表   √ √ 

9.4 哈希表   √ √ 

实验 7 查找子系统实验和哈希查找    √ 

10.1概述   √  

10.2插入排序   √  

10.3快速排序   √  

10.4选择排序   √  

10.5归并排序   √  

10.6各种排序方法比较   √ √ 

实验 8 排序子系统实验    √ 

 

  



164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75C1         英文名称：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大型数据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数据库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各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通过学习有关基本知识，为以后的学习奠定重要基础。 

目标 2是使计算机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数据库系统的基

本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 

目标 3 学会系统科学地分析和解决数据库系统的相关问题，提高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4能设计简单数据库系统，并完成系统开发。 

二、课程内容 

（一）数据库绪论 （6学时） 

1.1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技术特点、应用及发展趋势； （2学时） 

1.2数据库系统组成及数据库体系结构；数据库管理系统工作模式、功能

组成；概念模型。 （2学时） 

1.3 熟悉数据库界面及功能 （2学时） 

（二）关系数据库及标准语言 SQL （12学时） 

2.1 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关系的完整性规则； （2学时） 

2.2 关系代数及用法；关系模型； （2学时） 

2.3 SQL基本概念和特点，SQL的结构及数据类型； （2学时） 

2.4数据查询；数据更新方法；SQLServer2012功能特点及登录 （2学时） 

2.5 常用数据库和表操作； （4学时） 

（三）索引及视图 （4学时） 

3.1索引的概念、基本操作； （1学时） 

3.2视图及其应用；视图的常用操作。 （1学时） 

3.3索引及视图实验 （2学时） 

（四）T-SQL应用编程 （6学时） 

4.1 T-SQL概述、批处理脚本和事务；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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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常用变量函数和表达式、流程控制语句。 （3学时） 

（五）存储过程及触发器 （6学时） 

5.1了解存储过程概述； （2学时） 

5.2理解存储过程的实现； （4学时） 

（六）数据库设计 （6学时） 

6.1数据库设计概述，数据库设计的内容步骤； （1学时） 

6.2熟悉数据设计过程:需求分析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及实施； 

  （2学时） 

6.3理解数据库设计文档； （1学时） 

6.4掌握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案例。 （2学时） 

（七） 数据库安全与保护及新技术 （8学时） 

7.1数据库的安全性及完整性控制，数据库安全解决方案。 （2学时） 

7.2了解并发控制与封锁； （2学时） 

7.3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等方法； （2学时） 

7.4数据库新技术概述、面向对象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数据仓库与数

据挖掘；数据库新技术发展趋势。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萨师煊，王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2014.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学习与实践指导》，贾铁军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7 

2．《数据库技术及应用》，王成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 

3．《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验与课程设计指导》刘金岭，冯万利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库基本概

念，关系代数运算，ER 图，数据查询更新 ，SQL 语言，数据库设计，索引及视

图，存储过程及触发器基本知识，数据库安全技术及保护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玉梅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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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学

习有关基本知

识，为以后的学

习奠定重要基

础。 

目标 2是使学生，

全面地了解和掌握

数据库系统的基本

概念、原理及应用

技术。 

目标 3学会系统科学地分析

和解决数据库系统的相关问

题，提高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4 能设

计简单数据

库系统，并完

成系统开发。 

1.1 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

技术特点、应用及发展趋势 
√ √   

1.2 数据库系统组成及数据库体

系结构；数据库管理系统工作模

式、功能组成；概念模型。  

√ √   

1.3 熟悉数据库界面及功能 √ √   

2.1 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关系

的完整性规则；  
√  √  

2.2 关系代数及用法；关系模型； √ √   

2.3 SQL基本概念和特点，SQL的

结构及数据类型； 
√  √  

2.4 数据查询；数据更新方法；

SQLServer2012功能特点及登录 
 √   

2.5 常用数据库和表操作；  √ √  

3.1索引的概念、基本操作；  √   

3.2 视图及其应用；视图的常用

操作。 
 √   

3.3索引及视图实验  √ √  

4.1 T-SQL 概述、批处理脚本和

事务； 
  √ √ 

4.2 常用变量函数和表达式、流

程控制语句。 
  √ √ 

5.1了解存储过程概述；   √  

5.2理解存储过程的实现；   √  

6.1 数据库设计概述，数据库设

计的内容步骤；  
  √  

6.2熟悉数据设计过程:需求分析

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

及实施； 

  √  

6.3理解数据库设计文档   √ √ 

6.4 掌握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案

例 
√ √ √ √ 

7.1 数据库的安全性及完整性控

制，数据库安全解决方案。 
√ √ √ √ 

7.2了解并发控制与封锁；  √ √ √ √ 

7.3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等方法； √ √ √ √ 

7.4 数据库新技术概述、面向对

象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数据

仓库与数据挖掘；数据库新技术

发展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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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75P1         英文名称：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大型数据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数据库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各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通过学习有关基本知识，为以后的学习奠定重要基础。 

目标 2是使计算机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数据库系统的基

本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 

目标 3 学会系统科学地分析和解决数据库系统的相关问题，提高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4能设计简单数据库系统，并完成系统开发。 

二、课程内容 

（一）数据库绪论 （6学时） 

1.1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技术特点、应用及发展趋势； （2学时） 

1.2数据库系统组成及数据库体系结构；数据库管理系统工作模式、功能

组成；概念模型。 （2学时） 

1.3 熟悉数据库界面及功能 （2学时） 

（二）关系数据库及标准语言 SQL （12学时） 

2.1 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关系的完整性规则； （2学时） 

2.2 关系代数及用法；关系模型； （2学时） 

2.3 SQL基本概念和特点，SQL的结构及数据类型； （2学时） 

2.4数据查询；数据更新方法；SQLServer2012功能特点及登录 （2学时） 

2.5 常用数据库和表操作； （4学时） 

（三）索引及视图 （4学时） 

3.1索引的概念、基本操作； （1学时） 

3.2视图及其应用；视图的常用操作。 （1学时） 

3.3索引及视图实验 （2学时） 

（四）T-SQL应用编程 （6学时） 

4.1 T-SQL概述、批处理脚本和事务；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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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常用变量函数和表达式、流程控制语句。 （3学时） 

（五）. 存储过程及触发器 （6学时） 

5.1了解存储过程概述； （2学时） 

5.2理解存储过程的实现； （4学时） 

（六）数据库设计 （6学时） 

6.1数据库设计概述，数据库设计的内容步骤； （1学时） 

6.2熟悉数据设计过程:需求分析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及实施； 

  （2学时） 

6.3理解数据库设计文档； （1学时） 

6.4掌握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案例。 （2学时） 

（七） 数据库安全与保护及新技术 （8学时） 

7.1数据库的安全性及完整性控制，数据库安全解决方案。 （2学时） 

7.2了解并发控制与封锁； （2学时） 

7.3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等方法； （2学时） 

7.4数据库新技术概述、面向对象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数据仓库与数

据挖掘；数据库新技术发展趋势。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萨师煊，王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2014.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学习与实践指导》，贾铁军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7 

2．《数据库技术及应用》，王成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 

3．《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实验与课程设计指导》刘金岭，冯万利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库基本概

念，关系代数运算，ER 图，数据查询更新 ，SQL 语言，数据库设计，索引及视

图，存储过程及触发器基本知识，数据库安全技术及保护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玉梅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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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学

习有关基本知

识，为以后的学

习奠定重要基

础。 

目标 2是使学生，

全面地了解和掌握

数据库系统的基本

概念、原理及应用

技术。 

目标 3学会系统科学地分析

和解决数据库系统的相关问

题，提高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4 能设

计简单数据

库系统，并完

成系统开发。 

1.1 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

技术特点、应用及发展趋势 
√ √   

1.2 数据库系统组成及数据库体

系结构；数据库管理系统工作模

式、功能组成；概念模型。  

√ √   

1.3 熟悉数据库界面及功能 √ √   

2.1 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关系

的完整性规则；  
√  √  

2.2 关系代数及用法；关系模型； √ √   

2.3 SQL基本概念和特点，SQL的

结构及数据类型； 
√  √  

2.4 数据查询；数据更新方法；

SQLServer2012功能特点及登录 
 √   

2.5 常用数据库和表操作；  √ √  

3.1索引的概念、基本操作；  √   

3.2 视图及其应用；视图的常用

操作。 
 √   

3.3索引及视图实验  √ √  

4.1 T-SQL 概述、批处理脚本和

事务； 
  √ √ 

4.2 常用变量函数和表达式、流

程控制语句。 
  √ √ 

5.1了解存储过程概述；   √  

5.2理解存储过程的实现；   √  

6.1 数据库设计概述，数据库设

计的内容步骤；  
  √  

6.2熟悉数据设计过程:需求分析

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

及实施； 

  √  

6.3理解数据库设计文档   √ √ 

6.4 掌握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案

例 
√ √ √ √ 

7.1 数据库的安全性及完整性控

制，数据库安全解决方案。 
√ √ √ √ 

7.2了解并发控制与封锁；  √ √ √ √ 

7.3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等方法； √ √ √ √ 

7.4 数据库新技术概述、面向对

象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数据

仓库与数据挖掘；数据库新技术

发展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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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0F1       英文名称：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机器视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确定性离散时间信号的时间域分析原理及方法。 

目标 2：熟练掌握离散时间信号的 DTFT变换，z变换和 DFT变换三种变换

及基本性质和定理。了解确定性离散时间信号的傅里叶变换的快速实现方法。

理解利用频域变换分析线性时不变系统性能的方法。 

目标 3：掌握数字滤波系统的分析以及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时间域分析 （12课时） 

1.1模拟信号的采样过程，常用的典型序列，包括序列的常见运算（乘法、

加法、翻转、移位）。 （2课时） 

1.2离散时间系统的定义及性质，系统的线性时不变性以及系统的因果性

和稳定性。 （2课时） 

1.3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的概念以及时域求解方法。 （2课时） 

1.4单位脉冲相应的定义及应用，计算序列的线性卷积。 （2课时） 

1.5模拟信号数字处理方法，包括 D/A 和 A/D 转换。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

含义。  （4课时） 

（二）离散时间信号和系统的变换域分析 （24课时） 

2.1系列的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 DTFT定义以及其主要性质。周期序列的傅

里叶级数和傅里叶变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8课时） 

2.2Z变换的定义、主要性质和定理、收敛域分析以及逆 Z变换的计算。 

  （8课时） 

2.3用 Z变换分析系统的因果性、稳定性和频响特性，利用 Z变换求解数

字系统的输出。 （8课时） 

（三）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 （10课时） 

3.1系列的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定义以及其主要性质。DFT与 Z变换以及

DTFT变换之间的关系。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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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计算序列的圆周移位和圆周卷积，圆周卷积和线性卷积之间的区别与

联系。  （4课时） 

3.3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发展以及傅里叶变换的计算量。基 2的 DIT-FFT算

法蝶形运算图。 （4课时） 

（四）数字滤波器的结构 （8课时） 

4.1滤波器的分类（有限响应滤波器、无限响应滤波器）的特性。（2课时） 

4.2绘制无限响应滤波器结构图（基本型、级联型和并联型）。 （3课时） 

4.3绘制有限响应滤波器结构图（基本型、级联型和并联型）。 （3课时） 

（五）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10课时） 

5.1滤波器的基本参数和类型。 （2课时） 

5.2间接法的数字滤波器设计。 （2课时） 

5.3IIR滤波器的两种设计方法（脉冲响应不变法、双线性变换法）。 

  （4课时） 

5.4基于窗函数的 FIR滤波器设计。 （2课时）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1.数字信号处理（第四版） 高西全、丁玉美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  程佩青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第三版）胡广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

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离散时间信号

与系统的时间域分析、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变换域分析、离散傅里叶变换及

其快速算法、数字滤波器的结构与数字滤波器的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莹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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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确

定性离散时间信

号的时间域分析

原理及方法。 

目标 2:熟练掌握离散时间信号的 DTFT变

换，z变换和 DFT变换三种变换及基本性

质和定理。了解确定性离散时间信号的傅

里叶变换的快速实现方法。理解利用频域

变换分析线性时不变系统性能的方法 

目标 3:掌握数字

滤波系统的分析

以及设计方法 

1.1模拟信号的采样过程，理解和掌握

常用的典型序列 
√   

1.2离散时间系统的定义及性质，学会

分析系统的线性时不变性以及系统的

因果性和稳定性 

√   

1.3 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的概念以及

时域求解方法 
√   

1.4单位脉冲相应的定义及应用，学会

计算序列的线性卷积 
√   

1.5.模拟信号数字处理方法，包括 D/A

和 A/D 转换。理解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的含义 

√   

2.1 系列的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 DTFT

定义以及其主要性质。周期序列的傅

里叶级数和傅里叶变换以及两者之间

的关系 

 
√  

2.2Z变换的定义、主要性质和定理、

收敛域分析以及逆 Z变换的计算  
√  

2.3用 Z变换分析系统的因果性、稳定

性和频响特性，利用 Z 变换求解数字

系统的输出 
 

√  

3.1 系列的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 定义

以及其主要性质。DFT 与 Z 变换以及

DTFT变换之间的关系 

√ √  

3.2计算序列的圆周移位和圆周卷积，

圆周卷积和线性卷积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 

√ √  

3.3 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发展以及傅里

叶变换的计算量。基 2 的 DIT-FFT 算

法蝶形运算图 

√ √  

4.1滤波器的分类（有限响应滤波器、

无限响应滤波器）的特性 
 

 
√ 

4.2 绘制无限响应滤波器结构图  
 

√ 

4.3绘制有限响应滤波器结构图 
  

√ 

5.1.滤波器的基本参数和类型 
  

√ 

5.2间接法的数字滤波器设计 
  

√ 

5.3IIR滤波器的两种设计方法 
  

√ 

5.4.基于窗函数的 FIR滤波器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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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设计与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2C1        英文名称：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据结构、Java语言 或 C＋＋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软件工程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 

要掌握几种常用的算法设计策略，包括枚举法、递推法、递归法、回溯法、

动态规划算法、贪心和模拟算法设计等 

目标 2 

掌握算法设计的过程和方法；学会分析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和

稳定性；具有问题抽象和建模的初步能力。 

目标 3 

运用常用算法对软件工程问题进行运维和选择、分析和系统建模 

目标 4 

运用常用算法，能够进行软件工程进行实验分析、设计、开发及测试软件

系统，并提出改进意见 

二、课程内容 

1.算法概述 （2 学时） 

1.1算法和算法复杂度的基本概念 （1 学时） 

1.2时间复杂度的估算方法。 （1 学时） 

2. 枚举 （6课时） 

2.1枚举概念及架构，特殊要求的整数与最简单分数的枚举求解；（1 学时） 

2.2 一些复杂方程的求解算法。求分数、代数和不等式的算法；求最值的

算法；逆序乘积式、完美综合式算法；趣味数阵的素数幻方和积三角形设计算

法；  （3 学时） 

2.3枚举应用。 （2 学时） 

3. 递推 （6课时） 

3.1递推原理 （1 学时） 

3.2 摆动数列和分数数列算法设计；双幂序列和幂积序列的算法设计。杨

辉三角，折折叠方阵的算法设计；整数划分递推设计；整数划分递推优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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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分椰子问题的算法设计;具体递推案例的算法设计，分级递推算法设计； 

  （3 学时） 

3.3递推的应用。 （2 学时） 

4. 递归 （6课时） 

4.1递归概念； （1 学时） 

4.2 排队购票算法设计；汉诺塔问题算法设计;双转向旋转方阵、m 行 n 列

顺转矩阵算法设计；快速排序与选择算法设计；实现排列、组合的算法设计； 

  （3 学时） 

4.3递归的应用。 （2 学时） 

5. 回溯法 （6课时） 

5.1回溯法概念； （1 学时） 

5.2桥本分数式算法设计；古尺神奇和 数码串珠算法设计；高逐位和低逐

位整除数算法设计，素数和环、德布鲁金环的算法设计；伯努利装错信封问题、

特殊错位探索算法设计；解决情侣逐位安排与回溯、成对安排与回溯拍照的拍

照算法设计； （3 学时） 

5.3掌握回溯的应用。 （2 学时） 

6. 动态规划 （6课时） 

6.1动态规划思想、实施步骤； （1 学时） 

6.2 最长非降和最长公共子序列的算法设计；点数值三角形和边数值矩形

的最优路径算法设计；一般 0-1背包问题，二维约束 0-1背包问题的算法设计；

动态规划求解算法设计；基于组合枚举求解的算法； （3 学时） 

6.3动态规划相关应用。 （2 学时） 

7. 贪心算法 （5课时） 

7.1贪心算法思想； （1 学时） 

7.2 解决删数字问题、埃及分数式和可拆背包问题的算法设计；数列操作

与数列极差算法设计；掌哈夫曼树及其相关应用的算法设计； （2 学时） 

7.3贪心算法相关的应用。 （2 学时） 

8. 模拟 （5课时） 

8.1模拟的概念； （1 学时） 

8.2 竖式除模拟、竖式乘模拟的算法设计；掌握积为若干个 1 构成、积为

若干个 2011构成和积的任意指定构成算法设计；限 1位尾数前移和多位尾数前

移问题的算法设计；阶乘幂与排列组合数的计算、圆周率 π 的高精度计算、蒙

特卡罗模拟计算的算法设计； 掌握模拟发桥牌、泊松分酒的算法设计； 

  （2 学时） 

8.3模拟的应用。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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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算法的综合应 （6课时） 

9.1序列的最大子段和与环序列的最大子段和算法设计；高斯八皇后、n皇

后问题的算法设计，皇后全控棋盘问题的算法设计；马步遍历、马步型哈密顿

圈；  （4 学时） 

9.2算法的综合应用。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杨克昌 计算机常用算法与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算法设计与分析 （第二版）王晓东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2. 算法设计与分析基础 潘彦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3. 算法设计与分析  霍红卫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用的算法设

计策略，包括递归与分治策略、动态规划算法、贪心算法、回溯法、分支限界

法概率算法、线性规划和 NP完全性理论与近似算法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连志刚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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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要掌握几种

常用的算法设计策

略，包括枚举法、

递推法、递归法、

回溯法、动态规划

算法、贪心和模拟

算法设计等 

目标 2：掌握算法设

计的过程和方法；

学会分析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空间复

杂度和稳定性；具

有问题抽象和建模

的初步能力。 

目标 3：运

用常用算法

对软件工程

问题进行运

维和选择、

分析和系统

建模 

目标 4:运用常用

算法，能够进行

软件工程进行实

验分析、设计、

开发及测试软件

系统，并提出改

进意见 

1.1了解算法和算法复杂度的基本概念 √ √ √ √ 

1.2 掌握时间复杂度的估算方法。 √ √ √ √ 

2.1 了解枚举概念及架构，掌握有特殊要

求的整数与最简单分数的枚举求解； 
√ √ √ √ 

2.2 掌握一些复杂方程的求解算法。掌握

解分数、代数和不等式的算法；掌握求最

值的算法；掌握逆序乘积式、完美综合式

算法；掌握趣味数阵的素数幻方和积三角

形设计算法； 

√    

2.3掌握枚举应用。 √ √ √ √ 

3.1了解递推原理 √ √ √ √ 

3.2 掌握摆动数列和分数数列算法设计；

掌握双幂序列和幂积序列的算法设计。掌

握杨辉三角，折折叠方阵的算法设计；掌

握整数划分递推设计；整数划分递推优化；

掌握水手分椰子问题的算法设计;掌握具

体递推案例的算法设计，分级递推算法设

计； 

√  √  

3.3掌握递推的应用。 √ √ √ √ 

4.1掌握递归概念； √ √ √ √ 

4.2 掌握排队购票算法设计；汉诺塔问题

算法设计; 掌握双转向旋转方阵、m 行 n

列顺转矩阵算法设计；掌握快速排序与选

择算法设计；实现排列、组合的算法设计； 

√    

4.3掌握递归的应用 √ √ √ √ 

5.1掌握回溯法概念； √ √ √ √ 

5.2 掌握桥本分数式算法设计；掌握古尺

神奇和 数码串珠算法设计；掌握高逐位和

低逐位整除数算法设计，理解 素数和环、

德布鲁金环的算法设计；掌握伯努利装错

信封问题、特殊错位探索算法设计；掌握

解决情侣逐位安排与回溯、成对安排与回

溯拍照的拍照算法设计； 

√    

5.3掌握回溯的应用。 √ √ √ √ 

6.1了解动态规划思想、实施步骤； √ √ √ √ 

6.2 掌握最长非降和最长公共子序列的算

法设计；掌握点数值三角形和边数值矩形

的最优路径算法设计；掌握一般 0-1 背包

问题，二维约束 0-1背包问题的算法设计；

掌握动态规划求解算法设计；掌握基于组

合枚举求解的算法； 

√    

6.3了解动态规划相关应用。 √ √ √ √ 

7.1 掌握贪心算法思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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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掌握解决删数字问题、埃及分数式和

可拆背包问题的算法设计；掌握数列操作

与数列极差算法设计；掌握哈夫曼树及其

相关应用的算法设计； 

√    

7.3掌握贪心算法相关的应用。 √ √ √ √ 

8.1了解模拟的概念； √ √ √ √ 

8.2 掌握竖式除模拟、竖式乘模拟的算法

设计；掌握积为若干个 1 构成、积为若干

个 2011 构成和积的任意指定构成算法设

计；掌握限 1 位尾数前移和多位尾数前移

问题的算法设计；掌握阶乘幂与排列组合

数的计算、圆周率π的高精度计算、蒙特

卡罗模拟计算的算法设计；掌握模拟发桥

牌、泊松分酒的算法设计； 

√    

8.3掌握模拟的应用。 √ √ √ √ 

9.1 掌握序列的最大子段和与环序列的最

大子段和算法设计；掌握高斯八皇后、n

皇后问题的算法设计，皇后全控棋盘问题

的算法设计；掌握马步遍历、马步型哈密

顿圈； 

√    

9.2掌握算法的综合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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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与电波传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3Q1               英文名称：Antenna and Propag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通信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磁场电磁波 

后续课程：计算机通信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典型线天线和面天线的基本原理及电特性。 

目标 2：掌握行波天线、非频变天线、微带天线及手机天线的基本分类,学

习原理及计算方法。 

目标 3：掌握电波传播的基本理论与分类，学习地面波传播、天波传播、

视距传播以及地面移动通信中的接收场强预测。 

目标 4：准确描述天线的基本特性参量的物理意义。 

二、课程内容 

（一） 天线基础知识 （8课时） 

1.1了解基本振子的辐射，包括电基本振子的辐射和磁基本振子的辐射，

方向图的基本特  征及表面电流分布；  

1.2掌握天线的基本指标体系，如驻波指标、方向图类型、增益计算方法，

带宽及输入阻抗定义等。 

1.3掌握振子天线的设计方法，表面电流分布及振子的辐射场及输入阻抗

大小与匹配。。 

1.4掌握阵列的基本设计理论，包括二元振及均匀直线振。 

1.5熟悉天线的镜像原理及无限大理想导电反射面对天线电性能的影响。 

1.6实验一:学习基于有限元法的电磁仿真软件。 

（二）简单线天线 （5课时） 

2.1 掌握水平对称天线的设计方法，包括双极天线及笼形天线。 

2.2 掌握水平直立天线的设计方法，包括鞭形天线、螺旋鞭天线、中馈鞭

天线及宽频带直立天线。 

2.3掌握环形天线的设计方法，包括小环天线、电流非均匀分布的大环天

线和加载圆环天线 

2.4. 掌握水平引向天线的设计方法，包括引向天线的工作原理，引向天线

的电性能、半波折合振子、平衡器及背射天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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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利用实验箱直观感受天线驻波、阻抗等参数的测试。 

（三）行波天线 （3课时） 

3.1 掌握行波天线的基本定义，工作原理及表面电流分布。 

3.2 掌握行波单导线及菱形天线的基本设计方法，包括行波单导线、菱形

天线、行波 V形天线、低架行波天线。 

3.3 掌握螺旋天线的基本定义及基本工作原理，包括圆极化及其应用，螺

旋天线的电参数估算。 

（四）非频变天线 （5课时） 

4.1 掌握非频变天线的基本定义，工作原理及基本类型。 

4.2 掌握平面等角螺旋天线、阿基米德螺旋天线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及

能达到的电性能参数。 

4.3. 掌握对数周期天线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及能达到的电性能参数，及

其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实例。 

4.4. 实验三：学习在软件中进行非频变天线的建模、仿真及优化。 

（五）缝隙天线与微带天线 （5课时） 

5.1 掌握缝隙天线的基本定义，工作原理及基本类型，包括理想缝隙天线、

缝隙天线及缝隙天线阵  。 

5.2 掌握缝隙与微带天线的设计方法。 

5.3. 实验四：学习在软件中进行缝隙天线的建模、仿真及优化。 

（六）手机天线 （3课时） 

6.1 了解我国移动通信现状，熟悉手机天线类型。 

6.2 掌握手机天线的工作原理与设计方法。 

（七）测向天线 （3课时） 

了解测向天线的基本类型及简单的设计方法，包括环形测向天线，爱德考

克天线，沃森瓦特正交天线，角度计及锐方向天线。 

（八）面天线 （5课时） 

8.1掌握等效原理及惠更斯元的辐射原理。 

8.2掌握喇叭天线、旋转抛物面天线、卡塞格伦及喇叭抛物面天线的工作

原理及基本设计方法，会预估设计得到的辐射性能。 

8.3. 实验四：学习在软件中进行面天线的建模、仿真及优化。 

（九）新型天线 （3课时） 

了解天线发展的最新趋势，包括光子晶体天线、智能天线及等离子天线的

基本工作原理及一般实现方式。 

（十）电波传播的基本知识 （2课时） 

了解电波波谱及主要的几种电波传播方式，了解自由空间的电磁波辐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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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涅尔区 

（十一）地面波传播 （1课时） 

了解地面波传播的特性及场强的计算，包括波前倾斜现象，地面波传播的

场分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十二）天波传播 （1课时） 

12.1了解电离层概况，包括电离层的结构特点，电离层的变化规律及电离

层的等效电参数三个方面的内容。 

12.2 了解短波天波传播的模式，短波天波传播的工作频率选择、几个主要

问题、传输损耗的估算及传播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十三）视距传播 （2课时） 

13.1了解地面（光滑平面地与光滑球面地）对视距传播的影响 

13.2了解对流层大气对视距传播的影响 

（十四）地面移动通信中接收场强的预测 （2课时） 

14.1了解地面移动通信中电波传播的基本特点及其研究方。 

14.2了解 Okumura预测方法及 Hata公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天线与电波传播》宋铮等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天线理论与技术》钟顺时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1月 

2.《电磁场理论理论与天线技术》杨慧春等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

年8月 

3.《微波技术与天线》毛钧杰编，科学出版社，2016年2月 

4.《微波技术与天线》周希朗编，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5.《微波技术与天线》王新稳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1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实验完成情况。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线天线、面天

线、缝隙天线、手机天线等不同类型天线的工作原理及设计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姚凤薇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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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 典型 线

天 线和 面

天 线的 基

本 原理 及

电特性。 

目标 2：掌握

行波天线、非

频变天线、微

带天线及手机

天线的基本分

类、原理及计

算方法。 

目标 3： 掌握电波

传播的基本理论与

分类，包括地面波

传播、天波传播、

视距传播以及地       

面移动通信中的接

收场强预测。 

目标 4:准确描述

天线的基本特性

参量的物理意

义。 

1.1天线的基本指标体系 √   √ 

1.2 振子天线的设计方法 √   √ 

1.3 阵列天线的设计方法 √   √ 

2.1 水平、垂直天线的设计方法 √ √  √ 

2.2环形天线设计方法  √ √  √ 

2.3引向天线设计方法 √   √ 

3.1行波天线的基本定义，工作原理  √  √ 

3.2 行波天线的设计方法  √  √ 

3.3螺旋天线的原理及设计     √ 

4.1 平面等角螺旋天线、阿基米德螺旋天线的基

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 √  √ 

4.2 对数周期天线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 √  √ 

5.1 缝隙天线的基本定义，工作原理及基本类型 √ √  √ 

5.2 设计方法 √ √  √ 

6手机天线  √  √ 

7测向天线  √  √ 

8面天线  √  √ 

9新型天线  √  √ 

10电波传播的基本知识   √ √ 

11地面波传播   √ √ 

12天波传播   √ √ 

13视距传播   √ √ 

14地面移动通信中接收场强的预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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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5D1       英文名称：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5/80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应用工程数学 A、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移动通信、光纤通信、多媒体通信技术、计算机通信网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各种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各种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性能的分析。 

目标 3：学会基本调制解调系统的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系统基础、信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模型，信道分类、模型，信道的噪声，随机过

程。  （3课时） 

1.2通信系统的质量指标，信号的类型，信号的性质。 （3课时） 

1.3信号的时域特性、频域特性、系统函数等信号分析基础知识。 （2课时） 

（二）模拟调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幅度调制解调的原理、角度调制解调的原理。 （4课时） 

2.2幅度调制的抗噪性能、角度调制的抗噪性能。 （2课时） 

2.3信号源实验。 （2课时） 

（三）模拟信号数字化、基带数字信号的表示和传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

容  （21课时） 

3.1模拟信号取样方法、取样定理、量化原理、均匀量化和非均匀量化的

特性、编码方法。 （5课时） 

3.2常用的数字基带信号的基本形式、奈奎斯特准则。 （4课时） 

3.3码间干扰的概念、无码间干扰的带限信号的设计方法。 （2课时） 

3.4双二进制信号系统、部分响应系统、眼图原理。 （2课时） 

3.5脉冲编码调制实验。 （2课时） 

3.6眼图观察测量实验。 （2课时） 

3.7 AMI/HDB3编译码实验。 （4课时） 

（四）基本数字调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4.1 2ASK、2FSK、2PSK和 2DPSK的调制原理、功率谱、解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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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课时） 

4.2各种改进型数字调制方法、二进制数字调制和多进制数字调制的误码

率、信噪比。 （7课时） 

4.3 FSK调制解调实验。 （2课时） 

（五）同步、多路复用和多址技 （10课时） 

5.1同步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应用。 （3课时） 

5.2多路复用和多址技术的概念、原理及应用。 （3课时） 

5.3通信系统综合实验。 （4课时） 

（六）调制解调系统设计 （16课时） 

6.1通信仿真软件的运用。 （2课时） 

6.2各种调制解调系统基本原理的研究。 （4课时） 

6.3调制解调系统设计、调试。 （6课时） 

6.4仿真数据的整理、分析。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通信原理教程》（第 3版）樊昌信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通信原理》（第 2 版），沈越泓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09 

2. 《现代通信原理》，曹志刚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1 

3. 《现代通信原理》，樊昌信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0 

4. 《通信系统原理》（第 2 版），冯玉珉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 

5. 《数字通信原理》（第 3 版），毛京丽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系统的基

本概念、通信系统性能的分析、模拟调制系统的原理、模拟信号数字化、基带

数字信号的表示和传输、数字调制系统的原理、同步、多路复用和多址技术的

概念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之惠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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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各种通信

系统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各种通信系

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性能

的分析。 

目标 3:学会基本调

制解调系统的设计

方法。 

1.1 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模型，信道分类、

模型，信道的噪声，随机过程。 
√ √  

1.2 通信系统的质量指标，信号的类型，信号

的性质。 
 √  

1.3 信号的时域特性、频域特性、系统函数等

信号分析基础知识。 
 √  

2.1 幅度调制解调的原理、角度调制解调的原

理。 
√ √ √ 

2.2 幅度调制的抗噪性能、角度调制的抗噪性

能。 
 √  

2.3信号源实验。  √  

3.1 模拟信号取样、取样定理、量化原理、均

匀量化和非均匀量化的特性、编码方法。 
√ √  

3.2 常用的数字基带信号的基本形式、奈奎斯

特准则。 
√ √  

3.3 码间干扰的概念、无码间干扰的带限信号

的设计方法。 
√ √  

3.4 双二进制信号系统、部分响应系统、眼图

原理。 
√ √  

3.5 脉冲编码调制实验。  √  

3.6眼图观察测量实验。  √  

3.6 AMI/HDB3编译码实验。  √  

4.1 2ASK、2FSK、2PSK和 2DPSK的调制原理、

功率谱、解调方法。 
√ √ √ 

4.2 各种改进型数字调制方法、二进制数字调

制和多进制数字调制的误码率、信噪比。 
√ √  

5.1同步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应用。 √ √ √ 

5.2多路复用和多址技术的概念、原理及应用。 √ √  

5.3通信系统综合实验。  √  

6.1通信仿真软件的运用。  √ √ 

6.2各种调制解调系统基本原理的研究。  √ √ 

6.3调制解调系统设计、调试。  √ √ 

6.4仿真数据的整理、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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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5P1       英文名称：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应用工程数学 A、信号与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各种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各种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性能的分析。 

目标 3：学会基本调制解调系统的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系统基础、信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模型，信道分类、模型，信道的噪声，随机过

程。  （3课时） 

1.2通信系统的质量指标，信号的类型，信号的性质。 （3课时） 

1.3信号的时域特性、频域特性、系统函数等信号分析基础知识。 （2课时） 

（二）模拟调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幅度调制解调的原理、角度调制解调的原理。 （4课时） 

2.2幅度调制的抗噪性能、角度调制的抗噪性能。 （2课时） 

（三）模拟信号数字化、基带数字信号的表示和传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

容  （13课时） 

3.1模拟信号取样方法、取样定理、量化原理、均匀量化和非均匀量化的

特性、编码方法。 （5课时） 

3.2常用的数字基带信号的基本形式、奈奎斯特准则。 （4课时） 

3.3码间干扰的概念、无码间干扰的带限信号的设计方法。 （2课时） 

3.4双二进制信号系统、部分响应系统、眼图原理。 （2课时） 

（四）基本数字调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5课时） 

4.1 2ASK、2FSK、2PSK和 2DPSK的调制原理、功率谱、解调方法。 

  （8课时） 

4.2各种改进型数字调制方法、二进制数字调制和多进制数字调制的误码

率、信噪比。 （7课时） 

（五）同步、多路复用和多址技 （6课时） 

5.1同步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应用。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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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多路复用和多址技术的概念、原理及应用。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通信原理教程》（第 3版）樊昌信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通信原理》（第 2 版），沈越泓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09 

2.《现代通信原理》，曹志刚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1 

3.《现代通信原理》，樊昌信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0 

4.《通信系统原理》（第 2 版），冯玉珉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系统的基

本概念、通信系统性能的分析、模拟调制系统的原理、模拟信号数字化、基带

数字信号的表示和传输、数字调制系统的原理、同步、多路复用和多址技术的

概念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之惠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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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各种通

信系统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各种通信系

统的基本原理、基本性能

的分析。 

目标 3:学会基本调制

解调系统的设计方

法。 

1.1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模型，信道分类、

模型，信道的噪声，随机过程。 
√ √  

1.2通信系统的质量指标，信号的类型，信号

的性质。 
 √  

1.3信号的时域特性、频域特性、系统函数等

信号分析基础知识。 
 √  

2.1幅度调制解调的原理、角度调制解调的原

理。 
√ √ √ 

2.2幅度调制的抗噪性能、角度调制的抗噪性

能。 
 √  

3.1模拟信号取样、取样定理、量化原理、均

匀量化和非均匀量化的特性、编码方法。 
√ √  

3.2常用的数字基带信号的基本形式、奈奎斯

特准则。 
√ √  

3.3码间干扰的概念、无码间干扰的带限信号

的设计方法。 
√ √  

3.4双二进制信号系统、部分响应系统、眼图

原理。 
√ √  

4.1 2ASK、2FSK、2PSK和 2DPSK的调制原理、

功率谱、解调方法。 
√ √ √ 

4.2各种改进型数字调制方法、二进制数字调

制和多进制数字调制的误码率、信噪比。 
√ √  

5.1同步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应用。 √ √ √ 

5.2多路复用和多址技术的概念、原理及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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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7A1         英文名称：Network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面向对象编程、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网络高级编程、前端网页的学习及应用、后端高级 Web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Java Web 基础知识，Tomcat的服务器配置，搭建网站系统

服务器。 

目标 2：掌握 Servlet技术模型和 Servlet容器模型，理解 Servlet的规

范与配置，掌握 Servlet与 Http之间的关系。 

目标 3：掌握 JSP的技术知识与特点，通过运用 JSP技术，学生可以使用

HTML或者 XML标识来设计和格式化最终 Web页面。 

目标 4：能运用 JDBC等数据库连接类完成 Java后台与数据库的连接，实

现前台与后端之间的数据操作控制，并达到掌握数据库连接原理与方法。 

目标 5：熟悉网络编程框架，能够实现一个基于框架的 Web应用系统开发。 

二、课程内容 

（一）Java Web基础知识 （8课时） 

1.1 认识 Internet与万维网的关系，主机和 IP地址，域名和 DNS 相关知

识，了解互联网的组成部分，网站的组件。 （1课时） 

1.2 理解 Web体系结构，从 Web 服务器，Web 客户端，通信协议等知识，

初步掌握服务器与浏览器之间的通信与访问。 （2课时） 

1.3 掌握 Web常用技术，理解 HTTP概念与原理，URL和 URI的定义与关系，

HTML和 XML的技术知识，CSS与 JavaScript 的技术体系。 （1课时） 

1.4 掌握 Tomcat服务器的作用，并学会配置 Tomcat与调试。 （1课时） 

1.5 掌握 MVC的设计模式。 （1课时） 

1.6 实验一，Web环境配置与开发入门 （2课时） 

（二）Servlet技术与容器模型 （12课时） 

2.1 理解 Servlet 的基本知识与架构，学会适用 Servlet API。 （1课时） 

2.2 掌握 Servlet生命周期、分析请求和发送响应。 （1课时） 

2.3 掌握 Web应用程序及结构，与部署描述文件，对 Web应用进行相关参

数配置与调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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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二，Servlet表单设计与数据传输。 （2课时） 

2.5 掌握 ServletConfig接口的底层实现，并完成相关接口的调用。 

  （2课时） 

2.6 深入理解 ServletContext接口，并熟练运用会话管理、Cookie的技

术。  （2课时） 

2.7 实验三，Servlet容器应用开发。 （2课时） 

（三）JSP基础知识与组件 （12课时） 

3.1了解 JSP语法概述。 （1课时） 

3.2 理解 JSP页面生命周期。 （1课时） 

3.3 理解 JSP的组成。 （2课时） 

3.4 理解<jsp:include>动作、JavaBeans的应用以及 MVC设计模式。 

  （2课时） 

3.5 实验四，JSP技术应用开发。 （2课时） 

3.6 掌握 JSP标签技术与自定义标签。 （2课时） 

3.7 实验五，Web标签开发。 （2课时） 

（四）数据库访问的技术 （8课时） 

4.1 理解 JDBC技术的概念、原理与实现手段。 （1课时） 

4.2 熟悉 JDBC的 API，并学会运用 API进行数据库操作。 （2课时） 

4.3 熟练掌握预处理语句，能够书写相关的 SQL，存储过程的数据库编程

语言。  （1课时） 

4.4 深入理解连接池与数据源，学会设置连接池与数据源。 （1课时） 

4.5 掌握 DAO设计模式，优化数据库连接的性能。 （1课时） 

4.6 实验六，JDBC数据库访问与操作开发 （2课时） 

（五）Servlet高级应用与框架 （8课时） 

5.1  理解 Web监听器、Web过滤器、Servlet多线程问题以及异步 Servlet

的处理等 Web高级技术应用。 （2课时） 

5.2 了解 Java Web应用开发中的安全性问题。 （2课时） 

5.3 理解 AJAX技术、Hibernate框架和 Struts 2框架的基础知识，与实

现原理。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Java Web 编程技术》（第 2 版），沈泽刚、秦玉平著，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Java 编程思想》（第 4 版）,  [美] Bruce Eckel,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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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va Web 高级编程》,（美）威廉斯著，王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3.《深入分析 Java Web 技术内幕（修订版）》，许令波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Web 开发基础，

Servlet 技术模型与应用，JSP 组件与应用，数据库访问与使用以及高级编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静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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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 Java Web 

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

Servlet 技术模

型和 Servlet 容

器模型 

目标 3：掌握 JSP

的技术知识与

特点 

目标 4:掌握 
JDBC连接数据

库的原理与方

法 

目标 5：熟悉

网络编程框架

与应用 

1.1互联网的组成部分，网站的组

件 
√     

1.2掌握服务器与浏览器之间的通

信与访问 
√     

1.3掌握 Web常用技术，理解 HTTP

概念与原理 
√     

1.4掌握 Tomcat服务器的作用 √     

1.5掌握 MVC的设计模式 √     

1.6 实验一，Web 环境配置与开发

入门 
√     

2.1 理解 Servlet 的基本知识与

架构 
 √    

2.2掌握 Servlet生命周期、分析

请求和发送响应 
 √    

2.3 实验二，Servlet 表单设计与

数据传输 
√ √    

2.4掌握 ServletConfig接口的底

层实现 
 √    

2.5 深入理解 ServletContext 接

口 
 √    

2.6 实验三，Servlet 容器应用开

发 
√ √    

3.1理解 JSP页面生命周期   √   

3.2 理解动作、JavaBeans 的应用

以及 MVC设计模式 
  √   

3.3实验四，JSP技术应用开发。   √   

3．4 掌握 JSP 标签技术与自定义

标签 
  √   

3.5 实验五，Web标签开发   √   

4.1熟悉 JDBC的 API，并学会运用

API进行数据库操作。 
   √  

4.2实验六，JDBC数据库访问与操

作开发 
√ √ √ √ √ 

5.1理解 Web监听器、Web过滤器、

Servlet 多线程问题以及异步

Servlet的处理等 Web高级技术应

用 

    √ 

5.2理解 AJAX技术、Hibernate框

架和 Struts 2 框架的基础知识与

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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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与测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89P1      英文名称：Network System Test and Analysi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网络安全技术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网络测试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第二层以太网测试，了解主要技术指标、测试的基本方法、

掌握拥塞控制测试、地址处理功能测试等。掌握第三层网络测试方法，了解数

据转发层的技术指标、控制层的技术指标，对丢包率、系统回复、重启等进行

测试。 

目标 3：掌握 IP路由测试的方法，针对 OSPF 协议进行相关测试，对路由

容量、路由震荡等进行测试。 

目标 4：掌握 4-7 层网络测试方法，对 TCP、HTTP 等进行测试。 

二、 课程内容 

1．网络测试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 （8课时） 

1.1 Internet背后的故事 （2课时） 

1.2 网络测试及其必要性 （2课时） 

1.3 网络测试方法学概述 （2课时） 

1.4 网络测试的发展 （2课时） 

2． 第二层以太网测试 （8课时） 

2.1 OSI第二层测试的必要性 （1课时） 

2.2 以太网技术概述 （1课时） 

2.3 决定交换以太网性能的主要技术指标 （2课时） 

2.4 第二层以太网测试相关的 RFC文档 （2课时） 

2.5 第二层以太网测试的基本方法 （2课时） 

3．第三层网络测试 （8课时） 

3.1 OSI第三层测试的必要性 （2课时） 

3.2 决定第三层网络性能的主要指标 （2课时） 

3.3 第三层网络性能测试相关的 RFC文档 （2课时） 

3.4第三层网络性能测试的基本方法 （2课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5%E5%A4%AA%E7%BD%91%E6%8A%80%E6%9C%AF/1886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B5%8B%E8%AF%95/252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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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P路由测试 （8课时） 

4.1 路由测试的基本概念 （2课时） 

4.2第三层路由测试相关的 RFC文档与测试术语 （2课时） 

4.3 OSPF协议 （2课时） 

4.4 第三层路由测试的基本方法 （2课时） 

5.第 4～7层网络性能测试 （8课时） 

5.1 第 4～7层网络测试的必要性 （2课时） 

5.2 第 4～7层网络性能的主要指标 （2课时） 

5.3 第 4～7层网络测试的相关 RFC文档 （2课时） 

5.4 第 4～7层网络测试的方法学 （2课时） 

6． 网络安全性能测试 （8课时） 

6.1 网络安全测试的必要性 （2课时） 

6.2 网络安全概述 （2课时） 

6.3 网络安全性能的主要技术指标 （2课时） 

6.4 网络安全性能测试的基本方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网络性能测试与分析》， 林川、胡波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网络分析与测试》 ，阎丕涛，于广辉编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08.09 

四、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基础知识，网络分析方法、实际测试项目的实施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小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B5%8B%E8%AF%95/2525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6%B5%8B%E8%AF%95/2525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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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网络测试的

基础理论、基本技术

和基本方法 

目标 2： 掌握以太

网测试方法 

目标 3：掌握 IP路

由测试的方法 

目标 4:对 TCP、

HTTP等进行测试 

1.1Internet背后的故事 √    

1.2网络测试及其必要性 √    

1.3网络测试方法学概述 √    

1.4网络测试的发展 √    

2.1 OSI第二层测试的必要性  √   

2.2概述  √   

2.3技术指标  √   

2.4 测试文档  √   

3.1 OSI第三层测试的必要性  √   

3.2技术指标  √   

3.3 文档  √   

3.4第三层网络性能测试的基本方法  √   

4.1 路由测试的基本概念   √  

4.2文档术语   √  

4.3OSPF协议   √  

5.1 第 4～7层网络测试的必要性    √ 

5.2技术指标    √ 

5.3文档    √ 

5.4 第 4～7层网络测试的方法学    √ 

6.1 网络安全测试的必要性    √ 

6.2网络安全概述    √ 

6.3技术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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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94A1     英文名称：IOT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院系：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先修课程：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1、了解物联网信息安全的重要性，理解网络与信息系统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2、掌握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 

3、理解网络的攻防技巧与技术原理，掌握使用常用的攻防工具。 

4、掌握病毒与防火墙技术及应。 

二、课程内容 

（一） 第 1章 网络安全概述 （2学时） 

1.1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 

1.2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因素分析 

1.3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 

1.4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法规 

1.5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则 

1.6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的原则和步骤 

（二） 网络安全技术基础 （2学时） 

2.1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2.2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2.3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2.4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2.5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2.6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三） 网络安全管理技术 （2学时） 

3.1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内容及功能 

3.2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3.3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全管理解决方

案 

3.4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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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四） 密码与加密技术 （4学时） 

4.1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码学与密码体制 

4.2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 

4.3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钥管理 

4.4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包括：对称/非对称加密、单向加密技术、无线网

络加密技术、实用综合加密方法、加密高新技术及发展。 

（五） 黑客攻防与入侵检测 （4学时） 

5.1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击步骤 

5.2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 

5.3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5.4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御黑客攻击 

5.5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功能、特点、分类、检测过程和常用检测

方法 

（六） 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4学时） 

6.1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种类和方法 

6.2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6.3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6.4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6.5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七） 操作系统安全与站点安全 （4学时） 

7.1 掌握 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全并熟悉 Windows系统的安全配置 

7.2了解 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了解 UNIX 系统安全配置 

7.3 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掌握 Linux系统安全配置 

7.4 掌握 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7.5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八） 数据库系统安全技术 （2学时） 

8.1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念、组成和安全性要求 

8.2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架与特性 

8.3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三个方面：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控制 

8.4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击方法，并能用于防御实践 

8.5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 

（九） 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 （2学时） 

9.1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9.2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特征、结构、传播方式和病毒产生 



197 

9.3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 

9.4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类、防护和清除 

9.5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十） 防火墙应用技术 （2学时） 

10.1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10.2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10.3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10.4掌握 SYN Flood攻击的方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攻击的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1.《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实践教程》第二版，贾铁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6年 1月。 

（二）参考教材  

1．《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第 2版）（“上海市精品课程教材”含同步实验）

贾铁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9 

2.《计算机系统安全教程》，曹天杰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1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课程考核方式：闭卷笔试  

2. 成绩组成：平时成绩 40%（课堂提问+书面作业+实验），期末成绩 60%。 

五、 附件 

 

制定人：_罗宜元_  ；审核人：_王海军_；批准人__王淮亭_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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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物联网信息

安全的重要性，理解网

络与信息系统所面临的

安全威胁 

目标 2：掌握网络安全的

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 

目标 3：理解网络的

攻防技巧与技术原

理，掌握使用常用

的攻防工具 

目标 4：掌握

病毒与防火

墙技术及应 

1.1 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

术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 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

因素分析 
√ √   

1.3 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

安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 
√ √   

1.4 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

律法规 
√ √ √ √ 

1.5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

和准则 
√ √ √ √ 

1.6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

设的原则和步骤 
√ √ √ √ 

2.1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   √ 

2.2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   √ 

2.3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  √ √ 

2.4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 √ √ √ 

2.5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 √ √ √ 

2.6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 √ √ √ 

3.1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

内容及功能 
√ √ √ √ 

3.2 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

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 √ √ √ 

3.3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

策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

全管理解决方案 

√ √ √ √ 

3.4 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

术  
√ √ √ √ 

3.5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 √ √ √ 

4.1 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

密码学与密码体制 
√ √ √ √ 

4.2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

式 
√ √ √ √ 

4.3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

钥管理 
√ √ √ √ 

4.4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 √ √ √  

5.1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

攻击步骤 
√ √ √ √ 

5.2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

法 
√ √ √ √ 

5.3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 √ √ √ 

5.4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

御黑客攻击 
√ √ √ √ 

5.5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

念 
√ √ √ √ 

6.1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

念、种类和方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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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 √ √ √ 

6.3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 √ √  

6.4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 √ √  

6.5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 √  √ 

7.1 掌握 Windows操作系统的

安全并熟悉 Windows系统的安

全配置 

√ √ √ √ 

7.2了解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

性，了解 UNIX系统安全配置 
√ √ √ √ 

7.3 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安

全性，掌握 Linux系统安全配

置 

√ √ √ √ 

7.4 掌握 Web 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 √ √  

7.5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

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 √ √  

8.1 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

念、组成和安全性要求 
√ √ √ √ 

8.2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

框架与特性 
√ √ √ √ 

8.3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

三个方面：安全性、完整性和

并发控制 

√ √ √ √ 

8.4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

击方法，并能用于防御实践 
√  √ √ 

8.5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

备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 
√  √ √ 

9.1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

历史和趋势 
√  √ √ 

9.2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

特征、结构、传播方式和病毒

产生 

√ √ √ √ 

9.3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

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 
√  √ √ 

9.4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

类、防护和清除 
√ √ √ √ 

9.5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 √ √ √ 

10.1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 √ √ √ 

10.2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 √ √  

10.3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 √ √ √ 

10.4掌握 SYN Flood攻击的方

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

攻击的方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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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97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Microelectron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通信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及逻辑设计 

后续课程：集成电路原理与应用、电子线路、电子产品工艺技术与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 

目标 2：熟悉半导体器件的物理基础、制造工艺。 

目标 3：熟悉集成电路的器件、组成、制造工艺及基本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 （1课时） 

1.2 集成电路的分类及微电子学的特点。 （1课时） 

（二）半导体物理及器件物理基础 （8课时） 

2.1半导体及其基本特性。 （2课时） 

2.2 pn结工作原理和特性。 （2课时） 

2.3 双极晶体管工作原理和特性。 （2课时） 

2.4 MOS场效应晶体管工作原理和特性。 （2课时） 

（三）大规模集成电路基础 （4课时） 

3.1双极型数字、模拟集成电路基础。 （2课时） 

3.2 MOS数字集成电路、CMOS集成电路。 （2课时） 

（四）集成电路制造工艺 （2课时） 

4.1集成电路工艺流程及氧化、掺杂、CVD各工序。 （1课时） 

4.2集成电路工艺的互连、隔离、封装等各工序。 （1课时） 

（五）集成电路设计 （4课时） 

5.1 集成电路设计流程、设计规则。 （2课时） 

5.2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可测性设计技术。 （2课时） 

（六）集成电路设计的 EDA系统 （8课时） 

6.1 HDL设计数字系统、时序分析。 （2课时） 

6.2 模拟电路 EDA设计。 （2课时） 

6.3 版图设计的 EDA工具。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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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器件和工艺模拟。 （2课时） 

（七）系统芯片（SOC）设计 （2课时） 

7.1 SOC的基本概念、设计过程。 （1课时） 

7.2 SOC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 （1课时） 

（八）光电子器件 （6课时） 

8.1 LED、半导体激光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2课时） 

8.2 光电探测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2课时） 

8.3 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2课时） 

（九）微机电系统 （4课时） 

9.1 MEMS的基本概念。 （1课时） 

9.2 MEMS器件及加工工艺。 （2课时） 

9.3 MEMS技术的发展趋势。 （1课时） 

（十）纳电子器件 （4课时） 

10.1 纳电子器件的基本特点。 （1课时） 

10.2 纳米材料结构与特性。 （2课时） 

10.3 纳电子器件的研究进展、最新成果。 （1课时） 

（十一） 微电子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2课时） 

11.1 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 （1课时） 

11.2 微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些趋势和展望。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半导体器件物理与工艺》（第三版），施敏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微电子学概论》（第三版），张兴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pn 结、双极晶

体管、MOS 场效应晶体管基本原理，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及设计，LED、半导体

激光器工作原理及特性、微机电系统、纳电子器件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嫒嫒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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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微电

子技术的发展历

史、现状和未来 

目标 2：熟悉半导体

器件的物理基础、制

造工艺 

目标 3：熟悉集成电

路的器件、组成、制

造工艺及基本设计

方法 

1.1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 √   

1.2 集成电路的分类及微电子学的特点 √   

2.1半导体及其基本特性  √  

2.2 pn结工作原理和特性  √  

2.3 双极晶体管工作原理和特性  √  

2.4 MOS场效应晶体管工作原理和特性  √  

3.1双极型数字、模拟集成电路基础   √ 

3.2 MOS数字集成电路、CMOS集成电路   √ 

4.1集成电路工艺流程及氧化、掺杂、CVD各工序   √ 

4.2集成电路工艺的互连、隔离、封装等各工序   √ 

5.1 集成电路设计流程、设计规则   √ 

5.2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可测性设计技术   √ 

6.1 HDL设计数字系统、时序分析   √ 

6.2 模拟电路 EDA设计   √ 

6.3 版图设计的 EDA工具   √ 

6.4 器件和工艺模拟   √ 

7.1 SOC的基本概念、设计过程   √ 

7.2 SOC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   √ 

8.1 LED、半导体激光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  

8.2 光电探测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  

8.3 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  √  

9.1 MEMS的基本概念  √  

9.2 MEMS器件及加工工艺  √  

9.3 MEMS技术的发展趋势  √  

10.1 纳电子器件的基本特点  √  

10.2 纳米材料结构与特性  √  

10.3 纳电子器件的研究进展、最新成果  √  

11.1 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 √   

11.2 微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些趋势和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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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检测与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98C1       英文名称： Signal Detection and Process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工基础、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数字电视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测量误差基础理论和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常见传感器构成与原理与应用。 

目标 3、理解给定的场景设计测量传感器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检测系统的特征和性能指标 （2课时） 

1.1 检测系统和传感器的构成，理解传感器的静动态特性。 （2课时） 

（二）检测系统的误差与数据处理 （4课时） 

2.1测量方法的分类，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及精度的计算。 （2课时） 

2.2 随机误差的概念及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三）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实验 （42课时） 

3.1 电阻式传感器工作原理与应用。 （8课时） 

3.2电容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10课时） 

3.3电涡流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2课时） 

3.4 光电式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8课时） 

3.5霍尔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1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徐科军等，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检测与转换技术》，常建生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ARDUINO网：http://www.arduno.cc/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考勤作业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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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用传感器基

本原理、传感器应用、传感器应用方案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迟冬祥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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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测量误

差基础理论和数据

处理和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给定的

场景设计测量传感

器的方法 

目标 3：掌握给定的

场景设计测量传感

器的方法 

1.1 检测系统和传感器的构成，理解传感器的静动态

特性 
√   

2.1测量方法的分类，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及精度的计

算 
√   

2.2 随机误差的概念及数据处理方法 √   

3.1 电阻式传感器工作原理与应用  √ √ 

3.2电容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 √ 

3.3电涡流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 √ 

3.4 光电式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  √ √ 

3.5霍尔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与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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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0B1       英文名称：Signals and System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应用工程数学 A、电路分析 

后续课程：数字信号处理 

 

一、 课程目标 

目标1：熟悉常用的连续信号，掌握连续信号的基本运算，了解系统的分类，掌

握分析判定系统线性、时不变性和因果性的方法。 

目标2：能够对电路建立数学模型，了解LTI因果系统全响应的分解方法，熟悉

卷积运算及其性质，掌握运用卷积积分求解系统零状态响应的方法。 

目标3：掌握信号和系统的频域分析方法，包括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变换及其性

质，信号的频谱分析，系统的频域分析。 

目标4：熟悉拉氏变换，掌握系统函数与复频域分析法，掌握利用系统函数分析

判定LTI连续系统稳定性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信号与系统（12学时） 

信号与系统概述；信号及其分类；典型信号；连续信号的运算；连续信

号的分解；系统及其响应；系统的分类；LTI 系统分析方法；MATLAB 的上机操

作与实践，基于 MATLAB的连续时间信号的产生。 

（二）连续时间信号和系统的时域分析（16学时） 

LTI系统的数学模型与传输算子；LTI因果系统的零输入响应；LTI因果

系统的零状态响应；卷积及其性质；LTI因果系统的全响应；基于 MATLAB的时

域分析：连续时间系统的冲激响应与阶跃响应、卷积的应用。 

（三）连续时间信号和系统的频域分析（18学时） 

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分析；非周期信号的频谱——傅里叶变换，傅里

叶变换性质及定理；LTI 系统的频域分析；无失真传输系统；时域采样与恢复

（插值）；基于 MATLAB的频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的傅里叶分析。 

（四）连续时间信号和系统的复频域表示与分析（18学时） 

拉普拉斯变换；拉普拉斯变换的性质与定理；拉普拉斯反变换；LTI 系

统的拉普拉斯变换分析法；系统函数与复频域分析法；连续时间系统的模拟及

信号流图；LTI连续系统的稳定性；基于 MATLAB的复频域分析：拉普拉斯变换

及其应用、连续系统的零极点分析、连续系统的频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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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信号与系统》（第四版）张小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信号与系统》（第三版）郑君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信号与系统》（第二版）英文版，奥本海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信号与系统操作、仿真与综合设计实验》刘舒帆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50%，主要包括：作业、课堂讨论、课内实验等。 

2、 期末考核占比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号和系统的基本概念、

常用的连续信号、连续信号的基本运算、系统重要特性的分析判定；连续时间信

号和系统的时域分析方法、卷积运算及其性质、LTI因果系统的全响应；连续时

间信号和系统的频域表示和分析、信号频谱、傅里叶变换和反变换、LTI系统的

频域分析；连续时间信号和系统的复频域表示与分析、拉氏变换和反变换、系统

函数与复频域分析法、系统稳定性的分析判定。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文红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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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1：熟悉常用

的连续信号，掌

握连续信号的基

本运算，了解系

统的分类，掌握

分析判定系统线

性、时不变性和

因果性的方法。 

 

 

目标2：能够对

电路建立数学

模型，了解LTI

因果系统全响

应的分解方法，

熟悉卷积运算

及其性质，掌握

运用卷积积分

求解系统零状

态响应的方法。 

 

目标3：掌握信号和系统的

频域分析方法，包括傅里

叶级数、傅里叶变换及其

性质，信号的频谱分析，

系统的频域分析。 

 

 

目标4：熟悉拉氏变换，

掌握系统函数与复频域分

析法，掌握利用系统函数

分析判定LTI连续系统

稳定性的方法。 

 

信号与系统概述、系统及其响应 √    

信号及其分类、典型信号、连续

信号的运算、连续信号的分解 
√   

 

系统的分类、LTI系统分析方法 √    

MATLAB 的上机操作与实践、基

于 MATLAB 的连续时间信号的产

生 

√   

 

LTI系统的数学模型与传输算子  √   

LTI因果系统的零输入响应、LTI

因果系统的零状态响应 
 √  

 

卷积及其性质、LTI因果系统的

全响应 
 √  

 

基于 MATLAB 的时域分析：连续

时间系统的冲激响应与阶跃响

应、卷积的应用 

 √  

 

周期信号的傅里叶级数分析  
 

√  

非周期信号的频谱——傅里叶

变换、傅里叶变换性质及定理 
 

 
√ 

 

LTI系统的频域分析  
 

√  

无失真传输系统、时域采样与恢

复（插值） 
 

 
√ 

 

基于 MATLAB 的频域分析：连续

时间信号的傅里叶分析 
 

 
√ 

 

拉普拉斯变换、拉普拉斯变换的

性质与定理、拉普拉斯反变换；    
√ 

LTI系统的拉普拉斯变换分析法 
   

√ 

系统函数与复频域分析法；    √ 

连续时间系统的模拟及信号流

图、 LTI连续系统的稳定性 
√ √ √ √ 

基于 MATLAB 的复频域分析：拉

普拉斯变换及其应用、连续系统

的零极点分析、连续系统的频率

响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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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换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1B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Switch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理论、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移动通信、计算机通信网、NGN软交换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交换与通信网的基本概念、交换原理，信令系统的基本原理，

学会相关协议，并了解相关应用。  

目标 2：掌握电路交换、分组交换、ATM交换、局域网交换、IP交换的基

本原理，学会相关协议，并了解相关的应用。 

目标 3：学会使用现代交换技术试验箱及网络交换技术仿真软件。 

目标 4：掌握计算机、示波器、电话机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交换与通信网的基本概念、交换的基本原理功能。 （2课时） 

1.2  交换技术的分类及特点。 （2课时） 

（二）信令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1 号令的的基本概念、基本协议。 （2课时） 

2.2  网络信令的基本概念、基本协议。 （2课时） 

（三）电路交换、分组交换、ATM交换、局域网交换、IP交换的基本要求

和基本内容 （22课时） 

3.1  电路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4课时） 

3.2  分组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4课时） 

3.3  ATM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4课时） 

3.4  局域网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4课时） 

3.5  IP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4课时） 

3.6  其他交换技术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2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4.1硬交换模块、软交换模块及软交换中心联机调试。 （10课时）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6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信号、信令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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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计算机、示波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现代交换技术》（第 2版），张继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交换与路由实用配置技术》（第 2 版），曹炯清编，北京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7.03 

2.《现代交换技术》（第 2 版），钱渊、蔡勇等主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4 

3.《现代交换技术》，茅正冲 、姚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4.《现代交换技术实用教程》，谭明新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07 

5．示波器、交换实验箱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 （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交换原理、信

令系统及其应用、电路交换、分组交换、ATM 交换、IP 交换、交换电路的设计

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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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交

换与通信网的基

本概念、交换原

理，信令系统的

基本原理，学会

相关协议，并了

解相关应用。 

目标 2：掌握电路交

换、分组交换、ATM

交换、局域网交换、

IP 交换的基本原

理，学会相关协议，

并了解相关的应

用。 

目标 3：学会使用

现代交换技术试

验箱及网络交换

技术仿真软件。 

目标 4：掌握计算

机、示波器、电话

机等仪器仪表应

用。 

1.1  交换与通信网的基本概念、交换

的基本原理功能 
√    

1.2  交换技术的分类及特点 √    

2.1  1号令的的基本概念、基本协议 √    

2.2  网络信令的基本概念、基本协议 √    

3.1  电路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

用 
 √   

3.2  分组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

用 
 √   

3.3  ATM 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

用 
 √   

3.4  局域网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

应用 
 √   

3.5  IP交换的基本原理、组成及应用  √   

  √ √ √ 

4.1硬交换模块、软交换模块及软交换

中心联机调试 
√ √ √ √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 

5.1信号、信令跟踪解析等 √ √ √ √ 

5.2计算机、示波器、稳压电源的使用

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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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论与编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2P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A、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融合通信技术、多媒体通信技术,机器视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和物理意义。 

目标 2：理解和掌握编码理论基础，掌握常用的编码方法。 

目标 3：了解和掌握保密通信的信息论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离散信源熵 （8课时） 

1.1了解信息论发展简史和现状，掌握信息的概念，了解信息论研究的对

象、目的和内容。 （1课时） 

1.2掌握信息的统计特性和数学模型，掌握离散信源熵的基本概念和性质。 

  （2课时） 

1.3理解多符号离散平稳信源的数学模型。 （2课时） 

1.4理解和掌握马尔可夫信源的极限熵。 （2课时） 

1.5掌握信息的冗余度、自然语信源及信息变差的概念。 （1课时） 

（二）、离散信源编码 （8课时） 

2.1理解和掌握离散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理解和掌握变长编码定理，变

长编码定理和码字唯一可译条件。 （2课时） 

2.2掌握多种离散信源编码的方法，掌握香农编码、费诺编码、赫夫曼编

码和游程组合编码。 （2课时） 

2.3理解和掌握保真度准则下的信源编码定理。 （2课时） 

2.4理解和掌握量化编码、相关信源编码和变换编码的方法。 （2课时） 

（三）、离散信道容量 （6课时） 

3.1理解和掌握互信息量和平均互信息量的概念及其性质，掌握各种熵间

的关系。  （2课时） 

3.2理解和掌握单符号离散信道容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2课时） 

3.3了解多符号离散信道的信道容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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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错编码 （8课时） 

4.1理解和掌握纠错编码的基本概念和信道编码定理。 （2课时） 

4.2理解和掌握线性分组码的编码和译码方法。 （2课时） 

4.3理解和掌握循环码的编码和译码方法。 （2课时） 

4.4理解和掌握卷积码的描述方法。 （2课时） 

（五）、密码安全性的信息论测度 （2课时） 

5.1了解和掌握保密通信系统的模型和相关概念。 （1课时） 

5.2理解和掌握基本的加密和解密方法。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信息论与编码（第 3版） 》，陈运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信息论与编码（第 2 版） 》，傅祖芸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2.《信息论与编码（第 3 版）》， 曹雪虹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4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源熵的计

算、典型的信源编码方法、信道容量的概念和计算、典型的纠错编码方法、经

典的加密和解密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健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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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和掌握信

息论的基本概念和物

理意义。 

目标 2：理解和掌握编码

理论基础，掌握常用的

编码方法。 

目标 3:了解和掌握保

密通信的信息论基

础。 

1.1信息论发展简史和现状 √   

1.2离散信源熵 √   

1.3多符号离散平稳信源 √   

1.4马尔可夫信源 √   

1.5信息的冗余度、自然语信源及信息变差 √   

2.1离散无失真信源编码定理  √  

2.2离散信源编码的方法  √  

2.3保真度准则下的信源编码定理  √  

2.4量化编码、信源编码和变换编码的方法  √  

3.1互信息量和平均互信息量 √   

3.2单符号离散信道容量 √   

3.3多符号离散信道容量 √   

4.1纠错编码的基本概念  √  

4.2线性分组码  √  

4.3循环码  √  

4.4卷积码  √  

5.1保密通信系统基本概念   √ 

5.2加密和解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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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3A1         英文名称：Mobile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理论、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计算机通信网、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移动通信原理》的基本概念，掌握 2G至 4G移动通信系统

的组成、网络结构、关键技术，了解最新出现的移动通信技术和规范。 

目标 2：掌握移动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通信的融合方式及移动通信网络的规

划、设计与优化，了解相关协议和仿真软件。 

目标 3：学会使用移动通信试验箱及移动通信仿真软件。 

目标 4：掌握计算机、示波器、电话机等仪器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移动通信概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1课时） 

1.2  专用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1课时） 

1.3  移动通信的基本技术 （2课时） 

（二）移动通信基本技术及原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电波传播特性与信道建模技术。 （1课时） 

2.2  多址技术及调制技术。 （2课时） 

2.3  抗衰落、抗干扰技术。 （1课时） 

（三）数字移动通信系统（2G）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3.1  GSM系统概述、空中接口。 （0.5课时） 

3.2  GSM系统控制与管理。 （0.5课时） 

3.3  IS-95 CDMA系统概述、空中接口。 （0.5课时） 

3.4  IS-95 CDMA的控制功能。 （0.5课时） 

（四）B2G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4.1  GPRS系统。 （0.5课时） 

4.2  EDGE系统。 （0.5课时） 

4.3  CDMA2000 1x系统。 （1课时） 

（五）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3G）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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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标准介绍。 （1课时） 

5.2  WCDMA系统。 （0.5课时） 

5.3  CDMA 2000系统。 （0.5课时） 

5.4  TD-SCDMA系统。 （0.5课时） 

5.5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机制。 （0.5课时） 

（六）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6.1  4G系统总体。 （1课时） 

6.2  LTE/LTE Advanced关键技术。 （1课时） 

6.3  LTE/LTE Advanced空中接口。 （1课时） 

6.4  LTE/LTE Advanced移动性管理与安全机制。 （1课时） 

6.5  LTE/LTE Advanced语音解决方案。 （1课时） 

（七）移动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通信的融合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7.1  计算机网络通信介绍。 （2课时） 

7.2  移动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通信融合方式。 （2课时） 

7.3  WAP技术。 （1课时） 

7.4  ISM技术。 （1课时） 

7.5  移动应用技术。 （2课时） 

（八）移动通信网络的规划、设计与优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的基础知识、业务预测及业务模型、无线传

播模型及校正。 （1课时） 

8.2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设计仿真、3G网络规划设计。 （1课时） 

8.3  TD-LTE无线网络规划、移动通信网络优化。 （2课时） 

（九）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9.1 移动通信原理实验。 （4课时） 

9.2 移动通信系统指标实验 （4课时） 

9.3移动终端、移动交换中心实验 （4课时） 

9.4移动通信系统仿真。 （4课时） 

（十）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10.1移动通信实验箱、移动通信仿真软件的使用等 

10.2计算机、示波器、电话机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移动通信原理》，陈威兵、刘光灿等编著，清华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移动通信》（第 4版）, 郭梯云、邬国扬、李建东编，西安电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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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2006.12 

2. 《无线通信》，[美]Andreas F.Molisch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3. 《移动通信原理》，[美]Gordon l.Stuber 编著 

4. 《移动通信技术》, 张玉艳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01 

5．示波器、移动通信实验箱、仿真软件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0%）、考勤作

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蜂窝移动通信

系统、专用移动通信系统、移动通信的基本技术、移动通信基本技术及原理、

数字移动通信系统（2G）、B2G 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3G）、第

四代移动通信系统（4G）、移动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通信的融合、移动通信网络

的规划、设计与优化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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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移

动通信原理》的基

本概念，掌握 2G

至 4G 移动通信系

统的组成、网络结

构、关键技术，了

解最新出现的移

动通信技术和规

范 

目标 2：掌握移动

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通信的融合方式及

移动通信网络的规

划、设计与优化，

了解相关协议和仿

真软件 

目标 3：

学 会 使

用 移 动

通 信 试

验 箱 及

移 动 通

信 仿 真

软件 

目标 4：

掌 握 计

算机、示

波器、电

话 机 等

仪 器 仪

表应用 

1.1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    

1.2  专用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    

1.3  移动通信的基本技术 √    

2.1  电波传播特性与信道建模技术 √ √   

2.2  多址技术及调制技术  √   

2.3  抗衰落、抗干扰技术  √   

3.1  GSM系统概述、空中接口 √    

3.2   GSM系统控制与管理 √    

3.3   IS-95 CDMA系统概述、空中接口 √    

3.4   IS-95 CDMA的控制功能 √    

4.1 GPRS系统 √    

4.2 EDGE系统 √    

4.3 CDMA2000 1x系统 √    

5.1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标准介绍 √    

5.2   WCDMA系统 √    

5.3   CDMA 2000系统 √    

5.4   TD-SCDMA系统 √    

5.5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机制 √    

6.1  4G系统总体 √    

6.2  LTE/LTE Advanced关键技术 √    

6.3  LTE/LTE Advanced空中接口 √    

6.4  LTE/LTE Advanced移动性管理与安全机制 √    

6.5  LTE/LTE Advanced语音解决方案 √    

7.1  计算机网络通信介绍  √   

7.2  移动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通信融合方式  √   

7.3  WAP技术  √   

7.4  ISM技术  √   

7.5  移动应用技术 √ √   

8.1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设计的基础知识、业务预测

及业务模型、无线传播模型及校正 
 √   

8.2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设计仿真、3G网络规划设计  √   

8.3  TD-LTE无线网络规划、移动通信网络优化  √   

9.1 移动通信原理实验 √   √ 

9.2 移动通信系统指标实验 √   √ 

9.3移动终端、移动交换中心实验  √  √ 

9.4移动通信系统仿真 √ √ √ √ 

10.1移动通信实验箱、移动通信仿真软件的使用等 √ √ √ √ 

10.2计算机、示波器、电话机的使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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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8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oject 

学分/学时：15周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

料，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设计实现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相关文档和图纸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设计任务书。设计任务书是启动一个设计项

目，具备法律效力的指令性文件。学生首先应了解设计任务书，提供的设计数

据和设计项目竣工后要求达到的经济技术指标和各项考核指标。 

（二）资料收集 （2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查阅有关文件及技术文件，或到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的企业，现场了解与设计有关的生产工艺过程和技术数据。如果毕业设计

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设计的技术数据及参考资料。 

（三）方案设计 （5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方案（结构方案或算

法流程），并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根据其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环保）

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四）系统设计实现与调试 （5周）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有关电路参数的计算，同时根据业务流程，确定

数据结构及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分析，并编制有关应用程序，完成系统调试。 

（五）文档撰写和交流汇报总结 （2周） 

对课题总结，撰写文档，毕业设计说明书和图纸书写、打印、装订格式应

符合学校的统一要求。毕业设计成品演示交流，准备 PPT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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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SDN中文 IT社区——http://www.csdn.net/ 

2.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评阅表》中给出的成

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20%，由

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答辩评审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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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综

合分析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

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

技术数据及参考资料，针对

课题进行方案设计和软硬

件设计实现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相关文档和

图纸的撰写要求

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

实事求是，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严

谨求实的工作作

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

达设计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

识后，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

方案（结构方案或算法流

程） 

√ √ √ √ 

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

根据其可靠性、先进性、安

全性（环保）选出最佳设计

方案 

√ √ √ √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

有关电路参数的计算，同时

根据业务流程，确定数据结

构及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分

析，并编制有关应用程序，

完成系统调试。 

√ √ √ √ 

毕业设计文档撰写。 √  √ √ 

总结和答辩，每位学生要准

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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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8Q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oject 

学分/学时：10/300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

料，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设计实现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相关文档和图纸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设计任务书。设计任务书是启动一个设计项

目，具备法律效力的指令性文件。学生首先应了解设计任务书，提供的设计数

据和设计项目竣工后要求达到的经济技术指标和各项考核指标。 

（二）资料收集 （3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查阅有关文件及技术文件，或到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的企业，现场了解与设计有关的生产工艺过程和技术数据。如果毕业设计

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设计的技术数据及参考资料。 

（三）方案设计 （3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方案（结构方案或算

法流程），并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根据其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环保）

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四）系统设计实现与调试 （5周）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有关电路参数的计算，同时根据业务流程，确定

数据结构及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分析，并编制有关应用程序，完成系统调试。 

（五）文档撰写和交流汇报总结 （3周） 

对课题总结，撰写文档，毕业设计说明书和图纸书写、打印、装订格式应

符合学校的统一要求。毕业设计成品演示交流，准备 PPT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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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SDN中文 IT社区——http://www.csdn.net/ 

2.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评阅表》中给出的成

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20%，由

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答辩评审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淮亭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陈年生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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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综合

运用所学的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

综合分析和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

计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

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

料，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

计和软硬件设计实现的

能力 

目标 3：掌握毕

业设计相关文档

和图纸的撰写要

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

求是，严肃认真的科

学态度，严谨求实的

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

设计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

后，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方案

（结构方案或算法流程） 

√ √ √ √ 

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根

据其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

（环保）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 √ √ √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有

关电路参数的计算，同时根据

业务流程，确定数据结构及核

心算法的设计与分析，并编制

有关应用程序，完成系统调

试。 

√ √ √ √ 

毕业设计文档撰写。 √  √ √ 

总结和答辩，每位学生要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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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8R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200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教学计划中的所有必修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从事、掌握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独立

工作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实验基本技能。 

目标 3：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分析解决工程问题，深化

理论认识，扩展知识领域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 查阅总结文献资料 （20课时） 

1.1 了解设计任务书，提供的设计数据和设计项目竣工后要求达到的经济

技术指标和各项考核指标。 （4课时） 

1.2 查阅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中外文献资料，掌握文献查阅的方法，提高综

合分析能力。 （16课时） 

（二）开题报告 （30课时） 

2.1  思考所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和可行性研究。 （4课时） 

2.2 选择技术路线，分析预计结果，计划进度安排。 （4课时） 

2.3 总结上述内容，形成开题报告，经指导教师审核。 （18课时） 

2.4 公开作开题报告，经 3位以上教师（不含指导教师）组成的评审小组

通过，进入实验研究阶段。 （4课时） 

（三）实验系统设计、实现与调试 （66课时） 

3.1 根据研究的目的要求，设计好实验内容和流程。 （16课时） 

3.2 完成相关软件、硬件开发，组装、调试实验装置，并拟定使用方法和

操作规程。 （50课时） 

（四）数据的整理、计算和结果分析（24课时） 

4.1 认真、准确、实事求是地记录数据，学习数据处理的方法。 （12课时） 

4.2 分析得到的数据，并能做出正确的理论说明和科学解释。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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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撰写论文和汇报总结 （60课时） 

5.1 毕业论文的写作及格式应规范化，须包括学校规定的内容和附件，按

统一格式装订。 （52课时） 

a. 研究课题的背景（文献综述，研究课题的意义与作用，研究方案确定的

原则与说明）。 

b. 实验方案依据、原理说明和具体实现。（包括硬件原理图和软件流程图）。 

c. 实验方法和过程（包括测试手段）。 

d. 实验数据及处理方法和结果。 

e. 结果的讨论及结论。 

f. 中文和英文摘要（中文≥150个字，英文≥500印刷符号）（先中文后英

文，列出关键词） 

g. 参考文献≥15篇（其中外文文献≥2篇）。 

5.2 毕业设计成品演示交流，准备 PPT进行答辩。（8课时） 

三、课程教材 

无 

四、附件 

 

制定人：  黎明  审核人：  刘中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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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科学技术研究

的方法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独

立工作能力 

目标 2：掌握从

事科学研究的

实验基本技能 

目标 3：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

技能分析解决工程问

题，深化理论认识，扩

展知识领域的能力 

1.1 了解设计任务书，提供的设计数据和

设计项目竣工后要求达到的经济技术指

标和各项考核指标 

√   

1.2 查阅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中外文献资

料，掌握文献查阅的方法，提高综合分析

能力 

√   

2.1 思考所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和可

行性研究 
√  √ 

2.2 选择技术路线，分析预计结果，计划

进度安排 
√  √ 

2.3 总结上述内容，形成开题报告，经指

导教师审核 
  √ 

2.4 公开作开题报告    

3.1 根据研究的目的要求，设计好实验内

容和流程。 
 √ √ 

3.2 完成相关软件、硬件开发，组装、调

试实验装置，并拟定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 
 √ √ 

4.1 认真、准确、实事求是地记录数据，

学习数据处理的方法 
 √  

4.2 分析得到的数据，并能做出正确的理

论说明和科学解释 
√  √ 

5.1毕业论文的写作 √ √ √ 

5.2 毕业设计成品演示交流，准备 PPT 进

行答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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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8S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200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教学计划中所有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进行本专业技术人员必备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工程实践训练。 

二、课程内容 

（一）毕业设计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采用导师负责制，以双方选择方式确定指导教师。 

1.2毕业设计立题以实验工程项目、科研项目和其它应用性课题为主。 

1.3导师应认真填写设计任务书，并严格进行阶段检查和演示检验。 

1.4学生应按设计任务书要求，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几人合作）完成

毕业设计工作，达到预定的设计目标。 

1.5毕业设计的论文撰写要符合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 

1.6学生应按时提交学位论文并参加毕业答辩。 

1.7导师应认真审阅论文并安排答辩前的预答辩，以指导和帮助学生完成

论文答辩。 

（二）毕业设计的进度安排 （200周课时） 

2.1选题阶段。 （4课时） 

2.2开题准备阶段、撰写开题报告、开题答辩阶段。 （50课时） 

2.3课题实施阶段、中期检查答辩。 （65课时） 

2.4演示测试阶段、论文撰写阶段。 （65课时） 

2.5答辩阶段。 （16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指导导师在毕业设计任务书中指定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指导导师在毕业设计任务书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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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毕业设计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毕业的论文，并实现设计

要求并调试通过。 

2. 成绩评定：指导教师 30%＋阅读教师 20%＋毕业答辩 5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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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综合运用所

学的专业知识与技

术，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目标 2：进行本专业技

术人员必备的综合素

质培养和工程实践训

练。 

1.1采用导师负责制，以双方选择方式确定指导教师 √  

1.2毕业设计立题以实验工程项目、科研项目和其它应用性课题为主 √  

1.3导师应认真填写设计任务书，并严格进行阶段检查和演示检验 √  

1.4 学生应按设计任务书要求，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几人合作）完成

毕业设计工作，达到预定的设计目标 
√  

1.5毕业设计的论文撰写要符合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 √  

1.6学生应按时提交学位论文并参加毕业答辩 √  

1.7 导师应认真审阅论文并安排答辩前的预答辩，以指导和帮助学生完成

论文答辩。 
√  

2.1选题阶段 √ √ 

2.2开题准备阶段、撰写开题报告、开题答辩阶段 √ √ 

2.3课题实施阶段、中期检查答辩 √ √ 

2.4演示测试阶段、论文撰写阶段。 √ √ 

2.5答辩阶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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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8T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oject 

学分/学时：10/300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课程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

料，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设计实现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相关文档和图纸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设计任务书。设计任务书是启动一个设计项

目，具备法律效力的指令性文件。学生首先应了解设计任务书，提供的设计数

据和设计项目竣工后要求达到的经济技术指标和各项考核指标。 

（二）资料收集 （3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查阅有关文件及技术文件，或到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的企业，现场了解与设计有关的生产工艺过程和技术数据。如果毕业设计

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设计的技术数据及参考资料。 

（三）方案设计 （3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方案（结构方案或算

法流程），并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根据其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环保）

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四）系统设计实现与调试 （5周）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有关电路参数的计算，同时根据业务流程，确定

数据结构及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分析，并编制有关应用程序，完成系统调试。 

（五）文档撰写和交流汇报总结 （3周） 

对课题总结，撰写文档，毕业设计说明书和图纸书写、打印、装订格式应

符合学校的统一要求。毕业设计成品演示交流，准备 PPT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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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SDN中文 IT社区——http://www.csdn.net/ 

2.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评阅表》中给出的成

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20%，由

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答辩评审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静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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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综合

运用所学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综

合分析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

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

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料，

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计和

软硬件设计实现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

设计相关文档和

图纸的撰写要求

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

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

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

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

师下达设计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

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

认识后，提出解决课题

的几种方案（结构方案

或算法流程） 

√ √ √ √ 

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

证，根据其可靠性、先

进性、安全性（环保）

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 √ √ √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

和有关电路参数的计

算，同时根据业务流程，

确定数据结构及核心算

法的设计与分析，并编

制有关应用程序，完成

系统调试。 

 

√ √ √ √ 

毕业设计文档撰写。 √  √ √ 

总结和答辩，每位学生

要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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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8U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oject 

学分/学时：10周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本专业所有课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计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

料，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设计实现的能力。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相关文档和图纸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内容 

（一）课题分配和任务书下达 （1周）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设计任务书。设计任务书是启动一个设计项

目，具备法律效力的指令性文件。学生首先应了解设计任务书，提供的设计数

据和设计项目竣工后要求达到的经济技术指标和各项考核指标。 

（二）资料收集 （2周） 

围绕课题，搜集有关资料，查阅有关文件及技术文件，或到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的企业，现场了解与设计有关的生产工艺过程和技术数据。如果毕业设计

的题目与毕业实习企业相符，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设计的技术数据及参考资料。 

（三）方案设计 （3周）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方案（结构方案或算

法流程），并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根据其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环保）

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四）系统设计实现与调试 （2周）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有关电路参数的计算，同时根据业务流程，确定

数据结构及核心算法的设计与分析，并编制有关应用程序，完成系统调试。 

（五）文档撰写和交流汇报总结 （2周） 

对课题总结，撰写文档，毕业设计说明书和图纸书写、打印、装订格式应

符合学校的统一要求。毕业设计成品演示交流，准备 PPT进行答辩。 



235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所学专业课程各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中国物联网——http:// http://www.iotcn.org.cn/ 

2.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3.中国物联网第一论坛——http://bbs.greenorbs.com/forum.php 

四、课程考核 

成绩由三项组成：由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评阅表》中给出的成

绩占 30%，由评阅教师在《毕业设计评阅人评阅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20%，由

答辩小组全体教师在《毕业设计答辩评审表》中给出的成绩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陈年生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www.iotcn.org.cn/
http://linux.chinauni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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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综合

运用所学的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

综合分析和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  

目标 2：掌握围绕毕业设

计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

相关技术数据及参考资

料，针对课题进行方案设

计和软硬件设计实现的

能力 

目标 3：掌握

毕业设计相

关文档和图

纸的撰写要

求和规范 

目标 4：培养学生实事

求是，严肃认真的科

学态度，严谨求实的

工作作风 

经过双向选择，指导教师下达设

计任务书 
√   √ 

围绕课题，搜集相关资料 √   √ 

在对本课题有较充分的认识后，

提出解决课题的几种方案（结构

方案或算法流程） 

√ √ √ √ 

对方案进行详细分析论证，根据

其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环

保）选出最佳设计方案 

√ √ √ √ 

根据需求进行电路分析和有关电

路参数的计算，同时根据业务流

程，确定数据结构及核心算法的

设计与分析，并编制有关应用程

序，完成系统调试。 

√ √ √ √ 

毕业设计文档撰写。 √  √ √ 

总结和答辩，每位学生要准备

PPT进行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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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9P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周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认识实习、计算机系统基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 

目标 2：掌握技术领域的工程设施与相关的设备，了解工程项目的设计思

路与过程。 

目标 3：掌握专业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科学管理的素质以及谦虚好

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 （2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机构设置、岗位职能、人资概况、业

务构成、企业制度、企业文化、日常事务、任务要求、工作环境等。 

（二）制定实习方案 （2天） 

根据任务要求，熟悉相关业务流程，分析任务需求，查询资料，制定实习

方案。 

（三）参与具体生产实习工作 （8天） 

熟悉各项基础工作程序,参与各环节的具体工作。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讲解,

示范和学生主动询问,明确该项工作的基本流程、专业支持，注意事项,了解每

项实务工作在整体工作中的地位,作用,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以及变动的趋势。在

踏实工作的基础上,注重分析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培养。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3天） 

在实习过程中,有针对性,有目的的收集资料,专题调查,行业企业业务流程

熟悉、设计方案,开展讨论,向实际工作者请教,寻求老师和单位领导的支持,指

导。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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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CSDN中文 IT社区-----------http://www.csdn.net/ 

2. Linux中国开源社区----------- http://linux.chinaunix.net/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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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综合运

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综合分析

和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  

目标 2：掌握技术领域

的工程设施与相关的设

备，了解工程项目的设

计思路与过程 

目标 3：掌

握 专 业 文

档 的 撰 写

要 求 和 规

范 

目标 4：锻炼和提高学生事

实求是,遵纪守法,科学管理

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

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

创新精神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

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

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该单

位、行业的基本情况，具体

包括机构设置、岗位职能、

人资概况、业务构成、企业

制度、企业文化、日常事务、

任务要求、工作环境等 

√ √  √ 

根据任务要求，熟悉相关业

务流程，分析任务需求 
√ √  √ 

查询资料，制定实习方案 √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讲解,

示范和学生主动询问,明确

该项工作的基本流程、专业

支持，注意事项,了解每项实

务工作在整体工作中的地

位,作用,与其它工作的关系

以及变动的趋势。 

√  √ √ 

在踏实工作的基础上,注重

分析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培

养。 

√  √ √ 

在实习过程中,有针对性,有

目的的收集资料,专题调查,

行业企业业务流程熟悉、设

计方案,开展讨论,向实际工

作者请教,寻求老师和单位

领导的支持,指导,力求使毕

业论文符合实际要求,并具

有一定的创新性。 

√ √ √ √ 

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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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9Q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认识实习等课程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一般项目开发过程,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 使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熟悉论文撰写要求，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4：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科学管理的素质以及

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 求（3 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二）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10 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2 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产

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

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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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淮亭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陈年生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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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

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生

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

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

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

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

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

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

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

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

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

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

规。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

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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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9R1          英文名称： 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3 周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除毕业设计外，教学计划中的所有必修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顺利的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目标 2：理论联系实际，将书本知识融会贯通，形成个人在某一领域或某

一方面的知识体系，并了解这些知识体系在工程中的应用。加强在工程实践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目标 3：提高对工业各领域应用的感性认识，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熟悉相

关技术领域的工程设施与相关的设备，了解工程项目的设计思路与过程。接受

工程师必需的综合训练，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目标 4：通过毕业实习接触认识社会，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习工人师傅

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敬业精神，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明确自己的社

会责任。 

目标 5：本专业的毕业实习为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做准备，在资料收集、

方案确定、资料查询等环节获得必要的训练。也可根据实习单位的具体情况，

初选毕业设计或论文的题目。 

二、课程内容 

1. 毕业实习的基本内容 

1）电子信息工程基础知识 

2）了解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课题研究的对象及生产、科研的实际，加强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培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提高工程技术素质。 

3）独立深入到与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课题有关的单位、部门了解课题的

来源及提出的依据，了解与毕业设计课题有关的生产设备、生产过程、检测手

段、生产特点的实际知识。收集有关的数据、图表、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

归纳、整理及研究，对课题设计方案起到指导作用。 

2. 毕业实习的基本要求 

（1）学生在实习单位，首先要接受企业的安全生产教育。遵守企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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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学院指派毕业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的实习工作。

并聘任实习单位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人员为兼职实习指导教师，确保学生

毕业实习的顺利进行。 

（2）毕业实习指导教师应思想作风正派，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实践经验，

热爱毕业实习工作。指导教师应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毕业实习指导，抓好

关键环节的指导，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学生要根据指导教师提供的毕业实习指导书要求，以勤奋、严谨的良

好学风完成毕业实习任务。每天记好实习日记，不得弄虚作假或抄袭他人实习

笔记。不得无故离岗或缺勤，要遵守企业的来的纪律。 

（4）毕业实习结束后，学生要按时向实习指导教师提交毕业实习报告、企

业对学生《毕业实习成绩评定表》。毕业实习报告应包含：实习企业概况；生产

工序和流程；生产环节质量的控制等；你的建议与体会。毕业实习报告段落清

晰、文字通顺，≥xxx 字数。 

三、毕业实习的进度安排 

毕业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第 8 学期的第 1~3 周，共 3 周。经毕业设计指导

老师确认毕业设计课题，学生可以在毕业实习期间在实习单位结合毕业实习内

容同时进行毕业设计。 

1、实习动员阶段 

由学院领导进行实习动员，明确实习性质和目的：由指导教师提供毕业实

习指导书，明确实习要求和任务，拟定实习计划。 

2、实习阶段 

学生深入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并结合毕业论文收集资料，调查数据，查阅

文献，了解与毕业设计或论文有关的研究现状。 

3、实习小结阶段 

实习工作结束后，学生撰写毕业实习报告，进行实习经验交流。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平时出勤占 20%＋企业对学生的实习鉴定占 30%＋实习报告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连毅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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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

生综合运用所

学的基础理论  

目标 2：理论

联系实际 

目标 3：接受工程

师必需的综合训

练，提高实际工

作能力 

目标 4:明确自

己的社会责任 

目标 5：为毕业

设计或毕业论

文做准备 

1）电子信息工程基础知识 √     

2）了解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

课题研究的对象及生产、科研的

实际，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培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

提高工程技术素质。 

√ √ √ √ √ 

3）独立深入到与毕业设计或毕

业论文的课题有关的单位、部门

了解课题的来源及提出的依据，

了解与毕业设计课题有关的生

产设备、生产过程、检测手段、

生产特点的实际知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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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9S1         英文名称： 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教学计划中所有必修课程、部分选修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目标 2：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

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科学管理的

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实习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领导或技术人员介绍

该单位的生产安全规章制度；生产运行流程；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工作环境要

求等。 

1.2熟悉各项基础工作程序,参与各环节的具体工作。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

讲解,示范和学生主动询问,明确该项工作的基本原理,操作规程,注意事项,了

解每项实务工作在整体工作中的地位,作用,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以及变动的趋势。

在踏实工作的基础上,注重分析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培养。 

1.3学生尽可能将实习内容与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课题结合起来。在实

习过程中,有针对性,有目的的收集资料,专题调查,设计方案,开展讨论,向实际

工作者请教,寻求老师和单位领导的支持,指导,力求使毕业论文符合实际要求,

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4 学生要每天认真记好实习日记。实习结束后要按时向实习指导教师提交毕业实

习报告。实习报告应包含：实习企业的概况；生产运行过程；质量控制；生产管理机构设

置等；你的建议与体会等。要求毕业实习报告段落清晰、文字通顺，不少于 5000字数。 

（二）实习的进度安排 （60课时） 

2.1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查阅相关资料。 （4课时） 

2.2制定实习方案。 （4课时） 

2.3熟悉实习工作程序，参与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4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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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撰写实习报告提纲。 （4课时） 

2.5 撰写实习报告。 （8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具体实习单位，提供本届学生毕业实习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具体实习单位，提供本届学生毕业实习参考书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包括实习考勤）占 30%＋企业实习评价占 40%＋

毕业实习报告占 3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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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为今后的工作

奠定基础。 

目标 2：巩固和丰富

课堂所学的专业知

识,提升理论水平和

业务能力,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和社会化

能力。 

目标 3：培养、锻炼和提高学

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

乐业,科学管理的素质以及

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

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1.1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请实

习单位的领导或技术人员介绍该单位的生产

安全规章制度；生产运行流程；生产管理机

构设置；工作环境要求等 

√   

1.2熟悉各项基础工作程序,参与各环节的具

体工作。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讲解,示范和学

生主动询问,明确该项工作的基本原理,操作

规程,注意事项,了解每项实务工作在整体工

作中的地位,作用,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以及变

动的趋势。在踏实工作的基础上,注重分析能

力和设计能力的培养 

√   

1.3 学生尽可能将实习内容与毕业设计或毕

业论文的课题结合起来。在实习过程中,有针

对性,有目的的收集资料,专题调查,设计方

案,开展讨论,向实际工作者请教,寻求老师

和单位领导的支持,指导,力求使毕业论文符

合实际要求,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   

1.4 学生要每天认真记好实习日记。实习结

束后要按时向实习指导教师提交毕业实习报

告。实习报告应包含：实习企业的概况；生

产运行过程；质量控制；生产管理机构设置

等；你的建议与体会等。要求毕业实习报告

段落清晰、文字通顺，不少于 5000字数。 

√   

2.1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查阅相关资料 √ √  

2.2制定实习方案 √ √  

2.3 熟悉实习工作程序，参与各环节的具体

工作 
√ √  

2.4撰写实习报告提纲 √ √  

2.5撰写实习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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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9T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网络工程专业所有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一般项目开发过程,巩固和丰富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 使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2：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化能力。 

目标 3：熟悉论文撰写要求，为毕业设计打好基础。 

目标 4：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敬业乐业,科学管理

的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为今后的工作

奠定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3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二）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10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2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产

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

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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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静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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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

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生

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

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

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

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

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

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

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

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

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

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

规。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

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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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09U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周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认识实习、物联网工程概论及其它专业课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决物联网

工程实际问题。 

目标 2：掌握技术领域的工程设施与相关的设备，了解工程项目的设计思

路与过程。 

目标 3：掌握专业文档的撰写要求和规范。 

目标 4：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求是,遵纪守法,科学管理的素质以及谦虚好

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 （2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机构设置、岗位职能、人资概况、业

务构成、企业制度、企业文化、日常事务、任务要求、工作环境等。 

（二）制定实习方案 （2天） 

根据任务要求，熟悉相关业务流程，分析任务需求，查询资料，制定实习

方案。 

（三）参与具体生产实习工作 （8天） 

熟悉各项基础工作程序,参与各环节的具体工作。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讲解,

示范和学生主动询问,明确该项工作的基本流程、专业支持，注意事项,了解每

项实务工作在整体工作中的地位,作用,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以及变动的趋势。在

踏实工作的基础上,注重分析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培养。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3天） 

在实习过程中,有针对性,有目的的收集资料,专题调查,行业企业业务流程

熟悉、设计方案,开展讨论,向实际工作者请教,寻求老师和单位领导的支持,指

导。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253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中国物联网——http:// http://www.iotcn.org.cn/ 

2. Linux中国开源社区——http://linux.chinaunix.net/ 

3. 中国物联网第一论坛——http://bbs.greenorbs.com/forum.php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陈年生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www.iotcn.org.cn/
http://linux.chinauni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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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综合分析和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  

目标 2：掌握技术领域

的工程设施与相关的

设备，了解工程项目的

设计思路与过程 

目标 3：掌

握专业文档

的撰写要求

和规范 

目标 4：锻炼和提高学生事实

求是,遵纪守法,科学管理的

素质以及谦虚好学,踏实肯

干,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和创

新精神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

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

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

情况，具体包括机构设置、

岗位职能、人资概况、业

务构成、企业制度、企业

文化、日常事务、任务要

求、工作环境等 

√ √  √ 

根据任务要求，熟悉相关

业务流程，分析任务需求 
√ √  √ 

查询资料，制定实习方案 √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讲

解,示范和学生主动询问,

明确该项工作的基本流

程、专业支持，注意事项,

了解每项实务工作在整体

工作中的地位,作用,与其

它工作的关系以及变动的

趋势。 

√  √ √ 

在踏实工作的基础上,注

重分析能力和设计能力的

培养。 

√  √ √ 

在实习过程中,有针对性,

有目的的收集资料,专题

调查,行业企业业务流程

熟悉、设计方案,开展讨

论,向实际工作者请教,寻

求老师和单位领导的支

持,指导,力求使毕业论文

符合实际要求,并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 

√ √ √ √ 

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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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0Q1        英文名称：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企业的联系，了解软件

和计算机行业生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识，加深学生

对本专业的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

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

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1 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二）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3 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1 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产

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

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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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淮亭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陈年生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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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

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生

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

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

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

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

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

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

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

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

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

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

规。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

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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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0R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子信息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技术信息，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

重要性。 

目标 2：通过实习，使学生接触生产实际，加深对专业的理解，拓宽知识

面，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目标 3：熟悉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集体观和创新

精神，提高基本素质，培养勤奋好学的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专业认识实习动员 （4课时） 

在实习开始时，开展专业认识实习动员大会，由带队教师向学生介绍专业

情况并参观校内工业中心。 

（二）企业参观 （8课时） 

在实习期间，组织学生进行专业性的参观，以获得更广泛的生产实践知识。

参观中应着重了解电子行业的运行特点以及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等。 

（三）技术讲座 （4课时） 

参加技术讲座，了解本专业前沿技术知识和科技动态。 

（四）实习报告撰写 （4课时）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

产过程、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 

三、课程教材 

无。 

四、课程考核 

平时成绩占 40%，实习报告占 60%。无实习报告者，成绩按不及格计。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中华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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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电子信息领

域的最新产品和技术信

息，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

重要性 

目标 2：通过实习，使

学生接触生产实际，加

深对专业的理解，拓宽

知识面，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

力。 

目标 3：熟悉企业的管

理和运作模式，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集体观和

创新精神，提高基本素

质，培养勤奋好学的品

格 

开展专业认识实习动员大会，向学生介

绍专业情况并参观校内工业中心。 
√   

参观与本领域专业相关的企业，获得更

广泛的生产实践知识。着重了解电子行

业的运行特点以及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

等。 

√ √ √ 

参加技术讲座，了解本专业前沿技术知

识和科技动态。 
√ √ √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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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0S           英文名称： 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通信原理、移动通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通信的发展历史。 

目标 2：了解通信的现状。 

目标 3：了解通信的未来。 

目标 4：学习实习报告的写作。 

二、课程内容 

（一）参观电信博物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了解电信行业的发展历史，使学生对专业的历史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4课时） 

1.2 记好实习日记。 （1课时） 

（二）参观上海信息生活体验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2.1了解和体验信息生活，从而开拓学生视野、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

强化通信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学生热爱专业和立足通信事

业奠定基础。 （4课时） 

2.2记好实习日记。 （1课时） 

（三）参观与通信有关的公司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3.1了解通信行业现状，使学生对行业有直观的认识。 （4课时） 

3.2记好实习日记。 （1课时） 

（四）提交实习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4.1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3000 字数。 （2课时） 

4.2认识实习分享、讨论等。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习指导书》（自编），2017.12 

（二）参考网站 



261 

1.  http://shtelecom.xinmin.cn/dxbwg/上海电信博物馆 

2.  https://www.infospace.sh.cn/，上海电信信息生活体验馆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参观内容的分享和讨论（30%）及考勤 （10%）

等。 

2.实习报告考核占比 60%，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实习内容、参观体验、收

获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htelecom.xinmin.cn/dxbwg/
https://www.infospac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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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通信的

发展历史 

目标 2：了解通信的

现状 

目标 3：了解通信的

未来 

目标 4：学习实习

报告的写作 

1.1 了解电信行业的发展历史，

使学生对专业的历史有初步的了

解和认识 

√    

1.2记好实习日记。 √    

2.1 了解和体验信息生活，从而

开拓学生视野、加深学生对本专

业的了解、强化通信技术在现实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学

生热爱专业和立足通信事业奠定

基础。 

 √   

2.2记好实习日记。  √   

3.1 了解通信行业现状，使学生

对行业有直观的认识。 
  √  

3.2记好实习日记。   √  

4.1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

通顺，≥3000字数。 
√ √ √ √ 

4.2认识实习分享、讨论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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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0T1        英文名称：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所有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企业的联系，了解软件

和计算机行业生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识，加深学生

对本专业的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

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

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1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二）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3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1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产

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

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由负责实施实习的教师根据具体的实习内容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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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由负责实施实习的教师根据具体的实习内容指定。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静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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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

业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

生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

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

知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

的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理

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质

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

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

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

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

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该单

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

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和

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

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

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

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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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0V1           英文名称：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 /20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

生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

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

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

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 （1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该单位、

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二）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1天）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三）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2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和各环

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1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习指导教

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

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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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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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

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生

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

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

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

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

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

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

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

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

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

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

规。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

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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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0W1         英文名称：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

生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

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创

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

点、集体观点和创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

品格。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分配 （1天）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

介绍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

策法规。 

（二）实习内容和工作要求 （1天）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要求。 

（三）参与具体实习工作 （2天）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

程序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四）总结与实习报告编写 （1天） 

对实习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

实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生

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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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习日记、实习报告。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时 40%，报

告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陈年生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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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企业的必备

生产环境以及与其他工业

企业的联系，了解行业生

产的概况，获得对本专业

领域企业的实际感性知

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

认识理解  

目标 2：掌握运用所学

知识观察认识实际问

题，培养探索和积极进

取的创新精神 

目标 3：学习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员工的优秀品

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

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

新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

生勤奋好学的品格 

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行业、企业的基本

情况，请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教师介绍

该单位、行业的基本情况 

√ √ √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了

解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

规。 

√  √ 

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程序及具体的工作

要求。 
√ √ √ 

通过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参加实习参

观, 每天记好实习日记，记录工作程序

和各环节的具体工作。 

√  √ 

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实习考核表》，请实

习指导教师写出实习评语并签名。 
√  √ 

实习报告，应含有：实习概况；某产品

生产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人员构成等。

实习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

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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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1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 

后续课程：数据挖掘与知识获取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人工智能的概念，人工智能产生的历史，发展背景，研究方

法及应用领域等；目标 2：掌握知识表示方法：谓词逻辑表示法，产生式表示

法，语义网络表示法，框架表 

示法，脚本表示法，状态空间表示法以及面向对象的知识表示等； 

目标 3：掌握搜索策略：基于状态空间图的搜索技术，盲目搜索，启发式

搜索，与或图启 

发式搜索及博弈等；掌握自然演绎推理和归结演绎推理； 

目标 4：掌握人工智能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Agent等领域的应

用。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2 学时） 

1.1  人工智能的的定义与发展 

1.2 人工智能各学派的认知观 

1.3一般了解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智能推理，智能学习，

智能行动 

（二） 知识及知识的表示 （4 学时） 

1.1 知识和知识表示：知识-策略-智能，命题逻辑。 

1.2谓词逻辑：语法语义，谓词逻辑形式系统，一阶谓词逻辑的应用 

1.3 归结推理：命题演算中的归结推理，谓词演算中的归结推理，谓词演

算归结反演的合理性和完备性 

1.4 产生式系统；产生式系统的组成部分，产生式系统的基本过程，产生

式系统的控制策略 

1.5 知识表示的其他方法：语义网络，框架，脚本 

1.6 面向对象，基于知识的系统 

（三）搜索问题求解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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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概述，盲目搜索方法，生成再测试法，迭代加深搜索 

1.2 启发式搜索；启发性信息和评估函数，最好优先搜索算法，贪婪最好

优先搜索算法， A算法和 A星算法，迭代加深 A星算法 

1.3 问题归约和 AND-OR 图启发式搜索：问题归约的描述，问题的 AND-OR

图表示，AO星算法， 博弈，极大极小过程 

（四）不确定知识表示和推理 （4 学时） 

1.1 概述：什么是不确定推理，不确定推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不确定性

推理方法分类 

1.2 非单调逻辑：单调性与非单调性，非单调逻辑的产生，缺省推理逻辑，

非单调逻辑系统，非单调规则 

1.3 主观 Bayes 方法：全概率公式和 Bayes 公式，主观 Bayes 方法 

1.4 确定性理论：建造医学专家系统时的问题，C-F 模型 

1.5 证据理论：假设的不确定性，证据的不确定性，证据的组合函数，规

则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传递，不确定性的组合 

1.6 模糊逻辑和模糊推理：模糊集合及其运算，模糊关系，语言变量，模

糊逻辑，模糊推理 

（五）Agent （4 学时） 

1.1 概述：Agent 定义，Agent 要素及特性，Agent 例子，Agent 的结构特点，

Agent 的结构分类  

1.2 通信方式：Agent 通信语言 KQML，SACL 语言 

1.3 协调与协作：合同网，协作规划 

1.4 移动 Agent：移动 Agent 产生的背景，定义系统组成，实现技术，技术

优势 

1.5基于 Agent 的系统及其应用，移动 Agent 系统，多 Agent 系统的应用 

（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4 学时） 

1.1 自然语言理解的一般问题：自然语言理解的概念及意义，自然语言理

解研究的发展，自然语言理解的层次 

1.2 词法分析，句法分析：短语结构文法和 Chomsky 文法体系， 句法分

析树，转移网络，语义分析，语义文法，格文法 

1.3  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处理：语料库语言学及其特点，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及面临的问题，汉语语料库加工的基本方法，语义资源建设 

1.4 信息搜索：信息搜索概述，搜索引擎，智能搜索引擎，搜索引擎面临

的挑战，搜索引擎的发展趋势 

1.5 机器翻译：机器翻译的基本模式和方法，统计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系

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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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应用 

（七）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 （2 学时） 

1.1  机器学习概述：学习中的元素，目标函数的表示，学习任务的类型，

机器学习的定义和发展史，机器学习的主要策略，机器学习系统的基本结构 

1.2 基于符号的机器学习方法：机械学习， 归纳学习，决策树学习，基于

范例的学习，解释学习，强化学习 

1.3 基于神经网络的学习：神经网络概，基于反向传播网络的学习，Hopfield

神经网络模型 

1.4知识发现：知识发现的处理过程，知识发现的方法，知识发现的应用 

（八）智能规划 （4 学时） 

1.1 规划问题与实例， 

1.2 状态空间搜索规划；前向状态空间搜索，后向状态空间搜索， 状态空

间搜索的启发式 

1.3 偏序规划；偏序规划的描述， 偏序规划的实例，无约束变量的偏序规

划， 启发式偏序规划 

1.4 命题逻辑规划，分层任务网络规划，非确定性规划 

1.5 多 Agent规划：合作联合目标和规划，多 Agent规划的构建，协调机

制，竞争 

（九）机器人学 （2 学时） 

机器人学，机器人系统，机器人的编程模式与语言，机器人的社会问题， 机

器人的应用与展望，机器人应用，机器人发展展望 

（十）互联网智能 （2 学时） 

语义网与本体，Web技术的演化，Web挖掘，集体智能，网络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人工智能》贲可荣,张彦铎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3 

（二）参考教材 

1. 《人工智能原理与方法》王永庆编著，西安交大出版社, 2006 

2. 《人工智能技术导论》廉师友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3. 《人工智能基础教程（第二版）》，朱福喜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5  

4.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蔡自兴，徐光祐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6    

5. 《人工智能原理及其应用（第 3 版）》王万森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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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占比 40%，包括课堂提问及考勤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知识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等，考察学生对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对相关概念原理求解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五、附件 

 

制定人：  叶小亮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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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人

工 智 能 的 概

念，人工智能

产生的历史，

发展背景，研

究方法及应用

领域等； 

目标 2：掌握知识表

示方法：谓词逻辑表

示法，产生式表示

法，语义网络表示

法，框架表示法，脚

本表示法，状态空间

表示法等； 

目标 3：掌握搜

索策略：基于状

态空间图的搜索

技术，盲目搜索，

启发式搜索，与

或图启发式搜索

及博弈等； 

目标 4：

掌 握 自

然 演 绎

推 理 和

归 结 演

绎推理； 

 

目标 5：了解机

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

Agent 等人工智

能应用领域。 

 

1.1 人工智能的定义、应用领域

及其主要内容 
√     

2.1 知识及知识的表示，谓词逻

辑 
 √    

2.2归结推理  √    

2.3产生式系统  √    

3.1 搜索问题求解，盲目搜索方

法，生成再测试法，迭代加深搜

索 

  √   

3.2 启发式搜索；启发性信息和

评估函数，最好优先搜索算法，

A算法和 A星算法 

  √   

3.3 问题归约的描述，极大极小

过程 
  √   

4.1 不确定知识表示和推理：主

观 Bayes方法 
   √  

4.2 确定性理论：建造医学专家

系统时的问题，C-F模型 
   √  

4.3证据理论：假设的不确定性，

证据的不确定性，证据的组合函

数， 

   √  

5.1 Agent 定义，Agent 要素及

特性，Agent 例子，Agent 的结

构特点，Agent结构分类  

   √ √ 

6.1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词法分

析，句法分析 
    √ 

7.1 机器学习方法：机械学习， 

归纳学习，决策树学习，基于范

例的学习，解释学习，强化学习 

    √ 

8.1 智能规划；状态空间搜索规

划；前向状态空间搜索，后向状

态空间搜索，状态空间搜索的启

发式 

  √  √ 

9.1 机器人学，机器人系统，机

器人的编程模式与语言，机器人

的社会问题，机器人的应用与展

望，机器人应用，机器人发展展

望 

    √ 

10.1互联网智能语义网与本体，

Web 技术的演化，Web 挖掘，集

体智能，网络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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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2T1        英文名称：Software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可视化建模与 UML 

后续课程：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软件工程方法学，软件生命周期中各

阶段的基本任务，软件过程模型。 

目标 2：掌握软件需求开发方法,掌握软件设计的概念和原理，掌握常用图

形工具的使用方法，面向数据流的设计方法；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和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思想。 

目标 3：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编程思想，主要掌握面向对象分析、设计

与编码方法，熟悉软件重用的基本思想。 

目标 4 ：熟练掌握生存周期与软件开发模式；掌握软件测试的有关的基本

概念和步骤，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确认测试的方法；  

目标 5：掌握有关软件的评审、测试与维护，项目计划与项目管理方法，

能用软件工程的方法参与软件项目的分析、设计、实现和维护。 

二、课程内容 

（一）软件工程学概述  （2课时） 

1.1 软件危机 

1.2 软件工程 

1.3 软件生命周期 

1.4 软件过程。 

（二）结构化分析 （2课时） 

2.1 可行性研究的目的 

2.2 可行性研究过程 

2.3 需求分析的任务 

2.4 与用户沟通的方法 

2.5 分析建模与规格说明 

2.6 实体－联系图 

2.7 数据流图 

2.8 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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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状态转换图 

2.10 其他图形工具 

2.11 验证软件需求 

2.12 成本／效益分析 

2.13形式化说明技术 

（三）结构化设计  （4课时） 

3.1 软件设计的任务 

3.2 分析与设计的关系 

3.3 设计原理 

3.4 度量模块独立性的标准 

3.5 启发规则 

3.6 描绘软件结构的图形工具 

3.7 面向数据流的设计方法 

3.8 人机界面设计 

3.9 过程设计 

3.10 过程设计的工具 

3.11 面向数据结构的设计方法 

3.12 程序复杂程度的定量度量 

（四）结构化实现  （4课时） 

4.1 编码 

4.2 软件测试基础 

4.3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确认测试 

4.4 白盒测试技术、黑盒测试技术 

4.5 调试 

4.6 软件可靠性 

（五）维护   （2课时） 

5.1 软件维护的定义  

5.2 软件维护的特点 

5.3 软件维护过程 

5.4 软件的可维护性 

5.5 预防性维护 

5.6 软件再工程过程。 

（六）面向对象方法学引论  （2课时） 

6.1 面向对象方法学概述 

6.2 面向对象的概念 

6.3 面向对象建模、对象模型、动态模型、功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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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4种模型之间的关系。 

（七）面向对象分析  （4课时） 

7.1 面向对象分析的基本过程 

7.2 需求陈述 

7.3 建立对象模型 

（八）面向对象设计 （4课时） 

8.1 面向对象设计的准则 

8.2 启发规则、软件重用、系统分解 

8.3 设计问题子系统。 

（九）面向对象实现  （4课时） 

9.1 程序设计语言、程序设计风格 

9.2 测试策略 

9.3 设计测试用例。 

（十）软件项目管理  （4课时） 

10.1 估算软件规模 

10.2 工作量估算 

10.3 进度计划 

10.4 人员组织 

10.5 质量保证 

10.6 软件配置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海藩，软件工程导论（第六版），清华出版社，2013.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软件工程与实践》，贾铁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0  

2．《现代软件工程》，张家浩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面向对象设计

原则、类图设计、创建型、结构型、行为型设计模使得分析和使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志和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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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软件工程的

基本原理，

软件工程方

法学，软件

生命周期中

各阶段的基

本任务，软

件 过 程 模

型。 

目标 2：掌握软

件需求开发方

法,掌握软件设

计的概念和原

理，掌握常用图

形工具的使用

方法；掌握结构

化程序设计思

想和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思想。 

目标 3：掌握结

构化程序设计

的编程思想，主

要掌握面向对

象分析、设计与

编码方法，熟悉

软件重用的基

本思想。 

目标 4 ：熟练

掌握生存周期

与软件开发模

式；掌握软件

测试的有关的

基本概念和步

骤，单元测试、

集成测试和确

认测试的方法 

目标 5：掌握

有关软件的评

审、测试与维

护，项目计划

与项目管理方

法，能用软件

工程的方法参

与软件项目的

分析、设计、

实现和维护。 

1.1 软件危机 √     

1.2 软件工程 √ √ √ √  

1.3 软件生命周期 √ √ √ √  

1.4 软件过程 √ √ √ √ √ 

2.1 可行性研究的任务、可行性研

究过程 
√    √ 

2.2 系统流程图、数据流图、数据

字典 
√    √ 

2.3 成本/效益分析。 √ √   √ 

2.4 需求分析的任务、与用户沟通

获取需求的方法 
√ √   √ 

2.5 分析建模与规格说明、实体—

联系图、数据规范化、状态转换图 
√ √   √ 

2.6 其他图形工具、验证软件需求 √ √   √ 

3.1 设计过程、设计原理、启发规

则 
√  √  √ 

3.2 描绘软件结构的图形工具、面

向数据流的设计方法。 
√  √  √ 

3.3 结构程序设计、人机界面设计 √  √  √ 

3.4 过程设计的工具、面向数据结

构的设计方法 
√  √  √ 

3.5 程序复杂程度的定量度量。 √  √  √ 

4.1 编码 √    √ 

4.2 软件测试基础 √    √ 

4.3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确认测

试 
√    √ 

4.4 白盒测试技术、黑盒测试技术 √    √ 

4.5 调试 √    √ 

4.6 软件可靠性。 √    √ 

6.1 面向对象方法学概述 √ √ √ √ √ 

6.2 面向对象的概念 √ √ √ √ √ 

6.3 面向对象建模、对象模型、动

态模型、功能模型 
     

6.4 种模型之间的关系。      

6.1 面向对象方法学概述 √ √ √ √ √ 

6.2 面向对象的概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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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面向对象建模、对象模型、动

态模型、功能模型 
     

6.4 种模型之间的关系。      

7.1 面向对象分析的基本过程 √ √ √ √ √ 

7.2 需求陈述 √ √ √ √ √ 

7.3 建立对象模型      

8.1 面向对象设计的准则 √ √ √ √ √ 

8.2 启发规则、软件重用、系统分

解 
√ √ √ √ √ 

8.3 设计问题子系统      

9.1 程序设计语言、程序设计风格 √ √ √  √ 

9.2 测试策略 √ √ √  √ 

9.3 设计测试用例      

10.1 估算软件规模 √    √ 

10.2 工作量估算 √    √ 

10.3 进度计划 √    √ 

10.4 人员组织      

10.5 质量保证 √    √ 

10.6 软件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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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仪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4P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Instrument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与数字逻辑、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信号检

测与处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智能仪器的组成、特点、设计要点，智能仪器的现状和发展。 

目标 2：掌握各种 A/D、D/A转换的原理及与微机的接口电路的设计，数据

采集系统的设计等实际应用。 

目标 3：掌握键盘与接口，LED显示与接口，CRT显示与接口，微型打印机

接口以及 GP-IB通用接口总线和串行接口总线的相关技术。 

目标 4：掌握硬件故障自检，测量与控制方法，抗干扰等技术的应用设计。 

目标 5：掌握智能仪器设计方法，如智能化 RLC测量仪的设计，智能温度

智能仪器的设计，以及虚拟仪器的开发与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课时） 

1.1智能仪器的组成、特点、设计要点，智能仪器的现状和发展。 

（二）智能仪器的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 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数据采集系统的主要器件。 （1课时） 

2.2 数字信号处理器的特点，结构，及应用。 （1课时） 

（三）智能仪器输出通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模拟量输出信号，开关量输出信号，数字量输出信号。 （1课时） 

3.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组成及结构形式，D/A 转换器及接口。 （2课时） 

3.3 开关量输出隔离，输出驱动。 （1课时） 

（四）人机接口电路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4.1非编码式键盘接口，编码式键盘接口。 （1课时） 

4.2 LED显示器接口，LCD显示器接口。 （1课时） 

4.3 打印机与绘图仪接口。 （1课时） 

（五）智能仪表通信原理与接口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GPIB总线，VXI总线，PXI总线。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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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RS-232C标准串行接口，RS-422/485标准串行接口，通用串行总线

（USB）。  （1课时） 

5.3 现场总线的定义，体系结构，现场总线系统的技术特点及其优越性。 

  （1课时） 

5.4 以太网在 SCADA系统中的应用。 （1课时） 

5.5 蓝牙技术通信。 （1课时） 

（六）智能仪表的故障诊断与抗干扰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3课时） 

6.1 故障检测与诊断原理，数学方法。 （1课时） 

6.2 智能仪器抗干扰技术，干扰的来源及分类，电源抗干扰技术，串模干

扰及其抑制，共模干扰及其抑制，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隔离，接地方法，软

件的抗干扰技术。 （2课时） 

（七）智能仪表的测量与控制算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7.1 测量结果的非数值处理算法，测量结果的数值处理算法，量程自动转

换与标度变换算法，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1课时） 

7.2 PID控制算法，模糊逻辑控制算法，神经网络算法，专家系统。 

  （2课时） 

（八）智能仪器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8.1 智能仪器设计的原则，一般步骤。 （1课时） 

8.2 智能仪器硬件体系结构的设计。 （1课时） 

8.3 智能仪器的软件设计。 （1课时） 

8.4 智能仪器的调试。 （1课时） 

8.5温度智能仪器设计，智能 RLC测量仪设计。 （2课时） 

（九）虚拟仪器技术及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9.1 虚拟仪器的发展历程，虚拟仪器的构成，虚拟仪器的特点。 （1课时） 

9.2 虚拟仪器开发工具及方法。 （1课时） 

9.3 虚拟仪器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智能仪器原理及应用》（第 4版），赵茂泰，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智能仪器》，程德福,林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 

2.《智能仪器》，付华，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D4%C3%AF%CC%A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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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智能仪器数据采集

方法，智能仪器设计方法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中华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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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了解智能

仪器的组

成、特点、

设 计 要

点，智能

仪器的现

状和发展 

目标 2：掌握

各种 A/D、D/A

转换的原理及

与微机的接口

电路的设计，

数据采集系统

的设计等实际

应用 

目标 3：掌握键盘

与接口，LED显示

与接口，CRT显示

与接口，微型打印

机 接 口 以 及

GP-IB 通用接口

总线和串行接口

总线的相关技术 

目标 4:掌

握硬件故

障自检，测

量与控制

方法，抗干

扰等技术

的应用设

计 

目标 5：掌握智

能仪器设计方

法，如智能化

RLC 测量仪的

设计，智能温

度智能仪器的

设计，以及虚

拟仪器的开发

与应用 

1.1概述 √     

2.1 数据采集系统的组成，数据采集系统

的主要器件 
 √    

2.2 数字信号处理器的特点，结构，及应

用 
 √    

3.1模拟量输出信号，开关量输出信号，

数字量输出信号 
 √    

3.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组成及结构形式，

D/A转换器及接口 
 √    

3.3 开关量输出隔离，输出驱动  √    

4.1非编码式键盘接口，编码式键盘接口   √   

4.2 LED显示器接口，LCD显示器接口   √   

4.3 打印机与绘图仪接口   √   

5.1 GPIB总线，VXI总线，PXI总线   √   

5.2 RS-232C 标准串行接口，RS-422/485

标准串行接口，通用串行总线（USB） 
  √   

5.3 现场总线的定义，体系结构，现场总

线系统的技术特点及其优越性 
  √   

5.4 以太网在 SCADA系统中的应用   √   

5.5 蓝牙技术通信   √   

6.1 故障检测与诊断原理，数学方法    √  

6.2 智能仪器抗干扰技术，干扰的来源及

分类，电源抗干扰技术，串模干扰及其抑

制，共模干扰及其抑制，模拟电路和数字

电路的隔离，接地方法，软件的抗干扰技

术 

   √  

7.1 测量结果的非数值处理算法，测量结

果的数值处理算法，量程自动转换与标度

变换算法，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  

7.2 PID控制算法，模糊逻辑控制算法，

神经网络算法，专家系统 
   √  

8.1 智能仪器设计的原则，一般步骤     √ 

8.2 智能仪器硬件体系结构的设计     √ 

8.3 智能仪器的软件设计     √ 

8.4 智能仪器的调试     √ 

8.5温度智能仪器设计，智能 RLC测量仪

设计 
    √ 

9.1 虚拟仪器的发展历程，虚拟仪器的构

成，虚拟仪器的特点 
    √ 

9.2 虚拟仪器开发工具及方法     √ 

9.3 虚拟仪器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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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18P1        

英文名称：Principle &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Circui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线路、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后续课程：嵌入式系统及应用、信号检测与处理、可靠性工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集成运算放大器基础知识。 

目标 2：熟悉集成运放设计运算电路、信号处理与转换电路。 

目标 3：了解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以及常用的电路 CAD软件的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集成运放基础知识 （6课时） 

1.1集成运放的基本组成电路和工作原理。 （3课时） 

1.2集成运放的等效模型和基本参数。 （2课时） 

1.3集成运放组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1课时） 

（二）集成运放线性应用 （8课时） 

2.1集成运放的基本放大电路结构与原理。 （2课时） 

2.2集成运放的积分和微分电路设计。 （3课时） 

2.3集成仪器放大器设计与分析方法。 （2课时） 

2.4运算电路设计与分析。 （1课时） 

（三）集成运放非线性应用 （12课时） 

3.1检波、限幅器的设计。 （2课时） 

3.2对数、指数器的原理。 （2课时） 

3.3电压比较器的设计。 （2课时） 

3.4电压比较器设计与分析。 （1课时） 

3.5集成变换器原理。 （2课时） 

3.6集成信号发生器原理。 （2课时） 

3.7信号处理电路设计与分析。 （1课时） 

（四）集成运放综合应用 （18课时） 

4.1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电路结构。 （4课时） 

4.2开关电容滤波器和状态变量滤波器设计。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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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有源滤波器设计与分析。 （1课时） 

4.4稳压电源设计方法。 （4课时） 

4.5稳压电源设计与分析。 （1课时） 

4.6集成运放测控应用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4课时） 

（五）项目设计与实现 （4课时）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个功能明确，具有一定展示度的作品，具体要

求： 

1.  2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

的任务。 

2. 要求完成设计作品，即要求完成作品设计、分析与调试，学会工程问题

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3. 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摘要、电路设计原理、电路调试与数据分析。 

4. 制作 PPT，交流汇报。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集成电路原理及应用》，谭博学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 4 版），B. Carter 著，孙宗晓译，人民邮

电出版社 

2.《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S. Franco著，刘树棠

等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项目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考核占比 60%，采用设计项目、撰写报告并汇报的方式进行，评价指标

包括所设计项目功能实现程度、项目报告书写情况、汇报情况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嫒嫒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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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集成

运算放大器基础

知识 

目标 2：熟悉集成运

放设计运算电路、信

号处理与转换电路 

目标 3：了解稳压电源

的设计与应用以及常

用的电路 CAD软件的使

用方法 

1.1集成运放的基本组成电路和工作原理 √   

1.2集成运放的等效模型和基本参数 √   

1.3集成运放组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   

2.1集成运放的基本放大电路结构与原理  √ √ 

2.2集成运放的积分和微分电路设计  √ √ 

2.3集成仪器放大器设计与分析方法  √ √ 

2.4运算电路设计与分析  √ √ 

3.1检波、限幅器的设计  √ √ 

3.2对数、指数器的原理  √ √ 

3.3电压比较器的设计  √ √ 

3.4电压比较器设计与分析  √ √ 

3.5集成变换器原理  √ √ 

3.6集成信号发生器原理  √ √ 

3.7信号处理电路设计与分析  √ √ 

4.1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电路结构   √ 

4.2开关电容滤波器和状态变量滤波器设计   √ 

4.3有源滤波器设计与分析   √ 

4.4稳压电源设计方法   √ 

4.5稳压电源设计与分析   √ 

4.6集成运放测控应用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 

5项目设计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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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工艺技术与实践》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033120S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Produc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电子线路 

后续课程：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电子电路设计开发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了解电子元器件的选用、检测与筛

选原则和方法。 

目标 2：熟悉电子工艺设备及工艺的相关原理，了解印制线路板的基本设

计方法、设计过程和设计技巧以及印制电路板制造与检验 

目标 3：了解一定的电子电路焊接、装配工艺，熟悉调试与检测技术及相

关仪器设备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 安全用电基本知识 （2课时） 

1.1 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电气安全。 （1课时）  

1.2 用电安全技术措施，电子操作安全。 （1课时） 

（二）电子元器件 （4课时） 

2.1 电子元器件的选用、检测与筛选原则和方法。 （2课时）  

2.2 电子元器件的符号。 （1课时）  

2.3 各种实际电子元器件。 （1课时）  

（三）焊接技术工艺 （4课时） 

3.1 形成焊点的条件，焊接点必须具备的性能，锡焊机理。 （2课时）  

3.2 焊接前的准备工作，基本焊接技术。 （1课时）  

3.3 焊接的五步法训练。 （1课时）  

（四）电路设计与仿真软件的应用 （4课时） 

4.1 Multisim10的基本应用。 （1课时）  

4.2 Protel PCB设计的基本应用。 （1课时）  

4.3 使用 CAD软件设计电路和 PCB版图。 （2课时）  

（五）印刷电路技术与装配工艺 （4课时） 

5.1 印制线路板的基本设计方法、设计过程和设计技巧以及印制电路板制

造与检验。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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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装技术基础知识，各种导线的配置及处理方法。 （1课时）  

5.3 表面安装技术和微组装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发展状况。  （1课时）  

（六）调试与检测、故障诊断 （4课时） 

6.1 调试与检测技术及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 （2课时） 

6.2 电子装置的故障诊断。 （2课时） 

（七）电子技术文件 （2课时） 

7.1 电子产品的电子技术文件的要求，编写电子技术文件的基本能力。 

  （2课时） 

（八）项目设计与实现 （8课时） 

8.1 运用所学知识，实现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具体要求： （8课时） 

a. 要求结合各章节实验内容，完成元器件选择，电路设计，版图制作，焊

接装配，调试检测，实现产品功能。 

b. 整理编制完整的工艺文件。 

c. 撰写项目报告，包括原理，电路图，检测结果。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电子工艺实训教程》（第 2版），宁铎主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工艺训练教程》 李敬伟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 《电子 CAD技术——Protel》，刘华东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3. 《电子技术工艺技术与实践》，郭志雄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项目实践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30%）及考勤（10%）。 

2.实践占比 60%，采用实践项目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的实物产品

和项目报告质量。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帆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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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电子元

器件的基本知识，了

解电子元器件的选

用、检测与筛选原则

和方法 

目标 2：熟悉电子工艺

设备及工艺的相关原

理，了解印制线路板的

基本设计方法、设计过

程和设计技巧 

目标 3：了解一定的电

子电路焊接、装配工

艺，熟悉调试与检测技

术及相关仪器设备的

使用 

1.1 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电气安全。  √  √ 

1.2 用电安全技术措施，了解电子操作安全 √  √ 

2.1 电子元器件的选用、检测与筛选原则和方

法。 
√  √ 

2.2 电子元器件的符号。 √ √  

2.3 各种实际电子元器件 √ √ √ 

3.1 形成焊点的条件、焊接点必须具备的性

能、锡焊机理。 
  √ 

3.2 焊接前的准备工作、基本焊接技术。   √ 

3.3 焊接的五步法训练  √ √ 

4.1 Multisim10的基本应用。  √  

4.2 Protel PCB设计的基本应用。  √  

4.3 使用 CAD软件设计电路和 PCB版图  √  

5.1 印制线路板的基本设计方法、设计过程和

设计技巧以及印制电路板制造与检验 
 √ √ 

5.2 安装技术基础知识，各种导线的配置及处

理方法。 
 √ √ 

5.3 表面安装技术和微组装技术的基础知识

以及发展状况 
 √ √ 

6.1 调试与检测技术及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   √ 

6.2 电子装置的故障诊断   √ 

7.1 电子产品的电子技术文件的要求，编写电

子技术文件的基本能力 
 √  

8.1 运用所学知识，实现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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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工艺技术与实践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1Q1 

英文名称：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线路、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通信电子线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绘制电路原理图的方法。 

目标 2：掌握印刷电路板的基础知识，PCB设计的方法。 

目标 3：掌握电子产品设计、制作、调试等工艺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绘制原理图 （4课时） 

1.1编辑元器件，创建元件库。 （1课时） 

1.2绘制基本原理图。 （3课时） 

（二）PCB设计 （7课时） 

2.1印刷电路板的基础知识。 （1课时） 

2.2 PCB手动布局和布线。 （3课时） 

2.3 PCB自动布局和布线。 （3课时） 

（三）印刷电路板制作 （9课时） 

3.1印刷电路板刻制。 （3课时） 

3.2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焊接。 （2课时） 

3.3电路调试和检测。 （3课时） 

3.4测试数据整理、分析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Protel 99 SE&DXP电路设计教程》（修订版）王庆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工艺实训教程》（第 2版），宁铎等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0.03 

2. 《电子 CAD技术——Protel》，刘华东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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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工艺基础》（第 3 版），王卫平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6 

4. 《Protel 99 SE电路设计与制板技术》，叶建波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5 

5. 《电子技术工艺基础》（第 2 版），王天曦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实验操作等（20%）。 

2.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查，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原理、成品展

示、测试结果、实验报告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之惠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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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绘制电路

原理图的方法。 

目标 2：掌握印刷电路板的

基础知识，PCB 设计的方

法。 

目标 3：掌握电子产品设

计、制作、调试等工艺流

程。 

1.1编辑元器件，创建元件库。。 √  √ 

1.2绘制基本原理图。 √  √ 

2.1印刷电路板的基础知识。  √ √ 

2.2 PCB手动布局和布线。  √ √ 

2.3 PCB自动布局和布线。  √  

3.1 印刷电路板刻制。   √ 

3.2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焊接。   √ 

3.3 电路调试和检测。   √ 

3.4测试数据整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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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3P1 

英文名称：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 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各个

部件功能；了解微处理器的内部编程结构、工作模式、引脚信号和 CPU 在总线

上的操作时序。 

目标 2：理解 CPU 与外设传送的三种信息的内容和传送方法、CPU 与外设

传输数据的四种方式；熟悉串行、并行通信的基本概述、基本原理及应用。 

目标 3：理解中断控制器、计数器 /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及编程与应用；熟

悉 A/D 和 D/A 转换原理、 A/D 和 D/A 在系统中的连接、编程和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微型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课时） 

1.1主要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及复习一些相关知识。 

（二）8086微处理器的结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2.1 微处理器的外部结构，内部结构，及功能结构。 （1课时） 

2.2 微处理器的寄存器组织，及各寄存器的功能。 （1课时） 

2.3 微处理器的存储器和 I／O组织。 （1课时） 

（三）指令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汇编语言指令，8086指令分类，数据与转移地址的寻址方式。 （1课时）  

3.2 数据传送类指令，算术运算类指令，逻辑运算类指令。 （1课时） 

3.3 移位类指令，标志位操作指令，转移指令，循环控制指令。 （2课时）  

3.4 子程序调用返回指令，中断调用与返回指令，字符串操作指令，宏指

令。  （2课时） 

3.5 二进制码转换为 BCD码软件设计。 （2课时） 

（四）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源程序的汇编、链接与调试，分支程序设计，循环程序设计，子程序

设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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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简单 I/O口扩展设计。 （2课时） 

（五）中断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中断的基本概念，28086的中断系统。 （2课时） 

5.2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8259A及其应用。 （2课时） 

（六）定时/计数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8253的引脚功能及特点，原理结构及工作原理，控制字及工作方式。 

  （1课时） 

6.2 8253与系统总线的接口方法，8253的应用设计。 （1课时） 

6.3 8253定时器/计数器设计。 （2课时） 

（七）并行接口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8255A的引脚功能及特点，原理结构及工作原理控制字及工作方式，

与系统总线的接口方法应用设计。 （2课时） 

7.2 8255A并行口设计。 （2课时） 

（八）存储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8.1存储器分类，主要技术指标，常用存储器芯片介绍，扩展存储器设计。 

（九）数模和模数转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9.1数模转换器芯片 DAC及其接口技术，模数转换芯片 ADC及其接口技术。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黄玉清，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冯博琴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8 

2.《现代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 2 版），杨全胜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4.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8086 指令集，及指

令的应用，程序设计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中华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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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了解微型计算机

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各个

部件功能；了解微处理器

的内部编程结构、工作模

式、引脚信号和 CPU 在

总线上的操作时序。 

目标 2：理解 CPU 与外

设传送的三种信息的

内容和传送方法、 CPU 

与外设传输数据的四

种方式；熟悉串行、并

行通信的基本概述、基

本原理及应用。 

目标 3:理解中断控制

器、计数器 / 定时器

的工作原理及编程与

应用；熟悉 A/D 和 

D/A 转换原理、 A/D 

和 D/A 在系统中的连

接、编程和应用。 

1.1微型计算机基础知识 √   

2.1微处理器的外部结构，内部结构，及功

能结构 

√ 

 
  

2.2微处理器的寄存器组织，及各寄存器的

功能 
√   

2.3微处理器的存储器和 I／O组织 √ √  

3.1汇编语言指令，8086指令分类，数据与

转移地址的寻址方式 
√   

3.2数据传送类指令，算术运算类指令，逻

辑运算类指令 
√   

3.3移位类指令，标志位操作指令，转移指

令，循环控制指令 
√   

3．4子程序调用返回指令，中断调用与返回

指令，字符串操作指令，宏指令 
√   

3.5 二进制码转换为 BCD码软件设计 √   

4.1源程序的汇编、链接与调试，分支程序

设计，循环程序设计，子程序设计 
√ √  

4.2简单 I/O口扩展设计 √ √  

5.1中断的基本概念，28086的中断系统   √ 

5.2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8259A及其应用   √ 

6.1 8253的引脚功能及特点，原理结构及工

作原理，控制字及工作方式 
  √ 

6.2 8253 与系统总线的接口方法，8253 的

应用设计 
  √ 

6.3 8253定时器/计数器设计 √ √ √ 

7.1 8255A的引脚功能及特点，原理结构及

工作原理控制字及工作方式，与系统总线的

接口方法应用设计 

 √  

7.2 8255A并行口设计 √ √  

8.1 存储器分类，主要技术指标，常用存储

器芯片介绍，扩展存储器设计 
√   

9.1 数模转换器芯片 DAC及其接口技术，模

数转换芯片 ADC及其接口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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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6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计算机学科基本架构与知识体系，为后续深入学习计算机专

业知识奠定基础； 

目标 2：初步掌握计算机学科的硬件基础，认识运算器、存储器、控制器

与输入输出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 

目标 3：初步熟悉计算机学科的软件基础，认识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

统、算法与程序设计、软件工程等； 

目标 4：初步了解计算机通信与网络安全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基础知识 （2课时） 

了解计算的起源、计算机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中国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了

解计算机的应用领域和发展趋势、计算学科的基本知识。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科的教育、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掌握计算机的概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解图灵机的基本设计思想。 

（二）数据编码与存储 （4课时） 

2.1了解数据的机器编码。掌握计算机中数值数据的表示和计算。（2课时） 

2.2熟悉非数值数据的编码方法。了解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2课时） 

（三）计算机体系结构 （4课时） 

3.1了解计算机系统的分类；掌握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组成；了解计算机的

指令系统和寻址方式；熟悉中央处理器的内部部件。 （2课时） 

3.2掌握现代计算机的存储体系；了解计算机的输入、输出系统；了解多

处理器系统、了解并行计算。 （2课时） 

（四）程序设计基础 （2课时） 

了解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分类；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思路和方法；熟

悉一些面向对象概念；掌握应用面向对象方法分析问题；了解程序语言编译的

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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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4课时） 

5.1掌握数据结构的概念；熟悉几种基本的数据结构：线性表、栈、队列、

树、图，及它们的应用。 （2课时） 

5.2了解算法的概念和特性；掌握算法的描述工具；熟悉基本的查找算法；

熟悉经典的排序算法。 （2课时） 

（六）信息系统 （2课时） 

了解信息系统概念；了解信息系统发展历程；了解数据与数据库系统概念；

熟悉常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熟悉关系型数据库；掌握基本的数据库查询语言。 

（七）软件工程 （4课时） 

7.1了解软件危机的概念；了解软件危机产生的根源；了解解决软件危机

的途径；掌握软件工程方法学的概念和工程化方法；掌握软件生命周期的概念。 

7.2了解统一建模语言；了解统一建模语言在软件工程中的应用；了解统

一开发过程的实践方法；了解软件质量凭借和保证体系；了解软件开发能力成

熟度模型；熟悉软件项目管理方法和工具。 

（八）操作系统 （2课时） 

了解操作系统的发展历史；熟悉操作系统的分类；熟悉操作系统的体系结

构；熟悉当前主流的几种操作系统；了解操作系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九）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4课时） 

9.1了解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信源、信宿、信道、噪声等；熟悉几种数

据通信方式：并行传输、串行传输；单工、半双工、全双工。 

9.2熟悉一些数据传输介质：有线介质、无线介质；掌握计算机网络体系

结构的分类；了解网络操作系统；熟悉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十）人工智能导论 （2课时） 

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了解知识表示及推理；熟悉搜索技术；熟悉人工智

能的几个主要应用及研究领域：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计算、机器学习、知识发

现与数据挖掘等。 

（十一）多媒体技术 （2课时） 

了解多媒体相关概念；了解多媒体技术的日常应用；熟悉多媒体计算机的

配置；熟悉各种多媒体数据（图形、图像、视频、声音）的描述方法；了解多

媒体数据的压缩；熟悉各种多媒体数据文件格式；了解各种多媒体制作软件。 

（十二）计算机安全 （2课时） 

了解计算机信息加密的概念和方法；掌握什么是计算机病毒；了解计算机

网络安全现状及常见的网络攻击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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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导论》（第 3版）黄兴国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计算机科学导论》（原书第 2 版），（美）Behrouz A.Forouzan （美）Firouz 

Mosharraf 刘艺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学科的基本知

识、机器编码、计算机系统的组成、程序设计基础、基本的数据结构、软件生

命周期、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数据通信方式、网络体系结构、多媒体数据文

件格式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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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 计算机基础知识 √    

2.1 了解数据的机器编码。掌握计算

机中数值数据的表示和计算。 
√ √   

2.2熟悉非数值数据的编码方法。 √ √   

3.1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分类；掌握微

型计算机系统的组成；了解计算机的

指令系统和寻址方式。 

√ √   

3.2 掌握现代计算机的存储体系；了

解计算机的输入、输出系统；了解多

处理器系统、了解并行计算。 

√ √   

4 程序设计基础 √  √  

5.1 掌握数据结构的概念；熟悉几种

基本的数据结构：线性表、栈、队列、

树、图，及它们的应用。 

√ √ √  

5.2 了解算法的概念和特性；掌握算

法的描述工具；熟悉基本的查找算法；

熟悉经典的排序算法。 

√ √ √  

6 信息系统 √ √ √  

7.1 了解软件危机的概念；了解软件

危机产生的根源；了解解决软件危机

的途径；掌握软件工程方法学的概念

和工程化方法；掌握软件生命周期的

概念。 

√ √ √  

7.2 了解统一建模语言；了解统一建

模语言在软件工程中的应用；了解统

一开发过程的实践方法；了解软件质

量凭借和保证体系；了解软件开发能

力成熟度模型；熟悉软件项目管理方

法和工具。 

√ √ √  

8 操作系统 √ √ √  

9.1了解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信源、

信宿、信道、噪声等；熟悉几种数据

通信方式：并行传输、串行传输；单

工、半双工、全双工。 

√  √ √ 

9.2 熟悉一些数据传输介质：有线介

质、无线介质；掌握计算机网络体系

结构的分类；了解网络操作系统；熟

悉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  √ √ 

10 人工智能导论 √   √ 

11 多媒体技术 √   √ 

12 计算机安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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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6C1 

英文名称：An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计算机专业课程、网络工程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包括硬件基础知识与软件基础知识。 

目标 3：理解计算机两大管理系统—操作系统原理与数据库技术的应用。 

目标 4：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了解互联网提供的基本服务与功能。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课时） 

1．1、 计算机的基本概念 

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1．3、 网络技术与信息化社会 

1．4、 网络工程专业 

1．5、 网络工程专业的学习内容 

1．6、 本专业的职业道德与就业前景 

（二）计算机基础知识与硬件组成 （4课时） 

2．1、 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2．2、 逻辑代数与数字逻辑 

2．3、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2．4、 计算机工作原理 

2．5、 计算机系统单元 

2．6、 输入输出系统与设备 

（三）计算机基础知识与软件系统 （2课时） 

3．1、 计算机软件概述 

3．2、 程序设计语言 

3．3、 数据结构与算法 

3．4、 面向对象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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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计算机工具软件 

3．6、  计算机应用软件 

（四）操作系统原理 （2课时） 

4．1、 认识操作系统 

4．2、 操作系统的功能 

4．3、 网络操作系统 

（五）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2课时） 

5．1、 数据处理与数据库 

5．2、 数据库管理系统 

5．3、 常用数据库应用 

5．4、数据库新技术 

（六）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4课时） 

6．1、 计算机网络发展简史 

6．2、 计算机网络定义 

6．3、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6．4、 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 

6．5、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6．6、 Internet概述 

（七）通信原理与网络硬件设备 （4课时） 

7．1、 通信的必要性 

7．2、 数据编码技术 

7．3、 信道复用技术 

7．4、 传输介质概述 

7．5、  有线传输介质 

7．6、  无线传输介质 

7．7、  常见网络物理设备与组件 

（八）局域网、广域网与网络互连 （4课时） 

8．1、  局域网概述 

8．2、  以太网工作原理 

8．3、 高速局域网 

8．4、 虚拟局域网 

8．5、 广域网概述 

8．6、 广域网技术实例 

8．7、 网络互连技术 

8．8、 IP地址与域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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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网络应用与服务 （4课时） 

9．1、 网络应用层服务 

9．2、 网络应用层协议 

9．3、 客户/服务器模式 

9．4、套接字接口 

（十）网络管理与安全 （2课时） 

10．1、 网络管理技术 

10．2、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10．3、 网络防火墙技术 

10．4、 网络防病毒技术 

10．5、 黑客的攻击与防范 

10．6、 密码技术 

10．7、网络道德准则与法律法规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网络导论》胡静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导论》（第 3 版）黄国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2.《计算机网络》（第 7 版），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提问（30%）及考勤作业等（3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基本概念、

计算机基础知识、操作系统与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网络、通信原理、网络互连

技术、网络应用与服务、网络管理与安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静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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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

算机和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

科 的 基 本 概

念。 

目标 2：掌握计

算机的基础知

识，包括硬件

基础知识与软

件基础知识。 

目标 3：理解计

算机两大管理

系统—操作系

统原理与数据

库 技 术 的 应

用。 

目标 4：掌握计算

机网络的基本概

念，了解互联网

提供的基本服务

与功能。 

1．1、 计算机的基本概念 √    

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    

1．3、 网络技术与信息化社会 √    

1．4、 网络工程专业 √    

1．5、 网络工程专业的学习内容 √    

1．6、专业职业道德与就业前景 √    

2．1、 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   

2．2、 逻辑代数与数字逻辑  √   

2．3、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   

2．4、 计算机工作原理  √   

2．5、 计算机系统单元  √   

2．6、 输入输出系统与设备  √   

3．1、 计算机软件概述  √   

3．2、 程序设计语言  √   

3．3、 数据结构与算法  √   

3．4、 面向对象定义  √   

3．5、  计算机工具软件  √   

3．6、  计算机应用软件  √   

4．1、 认识操作系统   √  

4．2、 操作系统的功能   √  

4．3、 网络操作系统   √  

5．1、 数据处理与数据库   √  

5．2、 数据库管理系统   √  

5．3、 常用数据库应用   √  

5．4、数据库新技术   √  

6．1、 计算机网络发展简史    √ 

6．2、 计算机网络定义    √ 

6．3、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 

6．4、 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    √ 

6．5、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 

6．6、 Internet概述    √ 

7．1、 通信的必要性    √ 

7．2、 数据编码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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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信道复用技术    √ 

7．4、 传输介质概述    √ 

7．5、  有线传输介质    √ 

7．6、  无线传输介质    √ 

7．7、 常见网络物理设备与组件    √ 

8．1、  局域网概述    √ 

8．2、  以太网工作原理    √ 

8．3、 高速局域网    √ 

8．4、 虚拟局域网    √ 

8．5、 广域网概述    √ 

8．6、 广域网技术实例    √ 

8．7、 网络互连技术    √ 

9．1、 网络应用层服务    √ 

9．2、 网络应用层协议    √ 

9．3、 客户/服务器模式    √ 

9．4、套接字接口    √ 

10．1、 网络管理技术    √ 

10．2、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 

10．3、 网络防火墙技术    √ 

10．4、 网络防病毒技术    √ 

10．5、 黑客的攻击与防范    √ 

10．6、 密码技术    √ 

10．7、网络道德准则与法律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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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6S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移动通信、光纤通信、计算机通信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通信技术领域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 

目标 2：掌握信息安全的基本知识。 

目标 3：了解数据交换、计算机互联网、光纤通信、移动通信、微波通信

系统、卫星通信、物联网通信、三网融合、可见光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  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史及趋势。 （3课时） 

1.2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2课时） 

（二）数据交换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三）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四）光纤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五）数字微波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六）卫星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七）移动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八）物联网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九）三网融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十）可见光通信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十一）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8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通信技术导论》，刘志华等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5.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通信工程专业导论》，王国才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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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信技术基础》（第 2版），鲜继清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作业（20%）、讨论课（30%）、考勤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的基本概念及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数据交换、计算机互联网、光纤通信、移动通信等技术的

基本概念和原理、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物联网通信、三网融合、可

见光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等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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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通信

的基本概念及信息

安全的重要性。 

目标 2：了解数据交

换、计算机互联网、

光纤通信、移动通信

等技术的基本概念和

原理。 

目标 3：了解数字微波通

信系统、卫星通信、物联

网通信、三网融合、可见

光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

和原理。 

1.1  通信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史及趋势 √ √ √ 

1.2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   

（二）数据交换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三）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四）光纤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五）数字微波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六）卫星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七）移动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  

（八）物联网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九）三网融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十）可见光通信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 

（十一）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的基本

要求和基本内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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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驱动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8A1         英文名称：Embedded Driver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C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系统开发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嵌入式驱动软硬件结构，嵌入式驱动的基本组成，嵌入式驱

动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Linux系统驱动开发基础，嵌入式系统简单设备驱动，

包括字符设备驱动的开发过程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嵌入式系统设备驱动中的并发控制，中断与时钟机制，存储

访问等原理与实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驱动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嵌入式驱动基本概念,结构，组成。 （2课时） 

1.2嵌入式驱动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2课时） 

（二）嵌入式 Linux系统驱动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2.1嵌入式 Linux系统驱动开发环境。 （2课时） 

2.2嵌入式 Linux系统驱动开发常用操作和常用工具。 （4课时） 

2.3嵌入式简单驱动结构。 （2课时） 

2.4嵌入式字符设备驱动编程实验。 （4课时） 

2.5嵌入式键盘驱动编程实验。 （4课时） 

（三）嵌入式系统驱动并发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2课时） 

3.1嵌入式设备驱动的并发控制、同步与阻塞。 （4课时） 

3.2 嵌入式设备驱动存储访问。 （4课时） 

3.3嵌入式设备驱动中断与时钟机制。 （4课时） 

3.4嵌入式设备驱动实例编程。 （2课时） 

3.5嵌入式 LCD驱动实验。 （4课时） 

3.6嵌入式存储设备驱动实验。 （4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嵌入式设备驱动软硬件联合调试。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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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开发环境构建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嵌入式系统驱动开发工具的使用等 

5.2嵌入式开发工具串口终端工具 DNW和调试助手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Linux 驱动开发入门与实战， 郑强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嵌入式 Linux 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与实践, 熊茂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1 

2. 嵌入式设计及 Linux 驱动开发指南——基于 ARM9 处理器 孙天泽，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0.08 

3. 开源中国社区 www.oschina.net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3.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试内容包含各章知识要点、重点，

兼顾相关知识点内容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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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嵌入式驱动

软硬件结构，嵌入式驱动

的基本组成，嵌入式驱动

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Linux 系统驱动开发基

础，嵌入式系统简单设

备驱动，包括字符设备

驱动的开发过程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嵌入式系

统设备驱动中的并发控

制，中断与时钟机制，

存储访问等原理与实现

方法 

1.1嵌入式驱动基本概念,结构，组成。 √   

1.2嵌入式驱动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   

2.1嵌入式 Linux系统驱动开发环境。（2

课时） 
 √  

2.2 嵌入式 Linux 系统驱动开发常用操

作和常用工具。（4课时） 
 √  

2.3嵌入式简单驱动结构。（2课时）  √  

2.4 嵌入式字符设备驱动编程实验。（4

课时） 
 √  

2.5嵌入式键盘驱动编程实验  √  

3.1 嵌入式设备驱动的并发控制、同步

与阻塞。（4课时） 
  √ 

3.2 嵌入式设备驱动存储访问。（4课时）   √ 

3.3嵌入式设备驱动中断与时钟机制。（4

课时） 
  √ 

3.4嵌入式设备驱动实例编程。（2课时）   √ 

3.5嵌入式 LED驱动实验。（4课时）   √ 

3.6嵌入式存储设备驱动实验。（4课时）   √ 

4.1 嵌入式设备驱动软硬件联合调试。 √ √ √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5.1嵌入式系统驱动开发工具的使用等 √ √ √ 

5.2 嵌入式开发工具串口终端工具 DNW

和调试助手的使用等 
√ √ √ 

 

  



313 

 

《嵌入式微处理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29B1         英文名称：Embedded Microprocessor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C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系统开发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概念和特点，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基本组成，典

型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体系结构。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ARM微处理器的指令集与编程, 嵌入式 ARM伪指令与

伪操作应用，嵌入式 ARM的高级语言编程。 

目标 3：掌握嵌入式微处理器接口编程与设计开发过程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系统概念和嵌入式微处理器结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嵌入式系统概念和特点。 （2课时） 

1.2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基本组成和发展。 （2课时） 

1.3 嵌入式 ARM微处理器体系结构。 （2课时） 

（二）嵌入式微处理器指令集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2.1嵌入式 ARM指令编码格式，ARM指令集寻址方式。 （4课时） 

2.2 嵌入式 ARM指令集编程。 （6课时） 

2.3嵌入式 Thumb 指令集编程。 （4课时） 

2.4嵌入式指令编程实验。 （4课时） 

（三）嵌入式 ARM伪操作与高级语言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3.1嵌入式 ARM汇编伪指令与伪操作。 （2课时） 

3.2嵌入式 C语言编程规范，嵌入式 C语言编程。 （2课时） 

3.3嵌入式 ARM汇编语言与嵌入式 C混合编程,编程实例。 （4课时） 

3.4嵌入式 ARM高级语言编程实验。 （6课时） 

（四）嵌入式微处理器接口编程与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4.1 嵌入式 ARM开发板结构与特点。 （2课时） 

4.2嵌入式 ARM微处理器的模块设计过程和接口设计技术。 （4课时） 

4.3嵌入式 ARM开发板应用实验。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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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嵌入式微处理器应用开发调试。 （4课时） 

5.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及开发环境构建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嵌入式 ARM微处理器系统 IDE开发工具的使用等 

6.2嵌入式串口工具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RM 嵌入式系统结构与编程（第 2 版），邱铁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及应用，陈丽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08 

2.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教程，田泽 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0.07 

3. 开源中国社区 www.oschina.net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3.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试内容包含各章知识要点、重点，

兼顾相关知识点内容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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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

的概念和特点，嵌入式微

处理器的基本组成，典型

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体系

结构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ARM

微处理器的指令集与汇

编编程,嵌入式 ARM 伪

指令与伪操作应用，嵌

入式 ARM 的高级语言编

程 

目标 3：掌握嵌入式微

处理器接口编程与设计

开发过程和方法 

1.1嵌入式系统概念和特点。（2课时） √   

1.2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基本组成和发展。

（2课时） 
√   

1.3 嵌入式 ARM微处理器体系结构 √   

2.1嵌入式 ARM指令编码格式，ARM指令

集寻址方式。（4课时） 
 √  

2.2 嵌入式 ARM指令集编程。（6课时）  √  

2.3嵌入式 Thumb指令集编程。（4课时）  √  

2.4嵌入式指令编程实验。  √  

3.1嵌入式 ARM汇编伪指令与伪操作。（2

课时） 
 √  

3.2 嵌入式 C 语言编程规范，嵌入式 C

语言编程。（2课时） 
 √  

3.3 嵌入式 ARM 汇编语言与嵌入式 C 混

合编程,编程实例。（4课时） 
 √  

3.4嵌入式 ARM高级语言编程实验。  √  

4.1 嵌入式 ARM 开发板结构与特点。（2

课时） 
  √ 

4.2 嵌入式 ARM 微处理器的模块设计过

程和接口设计技术。（4课时） 
  √ 

4.3嵌入式 ARM开发板应用实验。   √ 

5.1 嵌入式微处理器应用开发调试。（4

课时） 
√ √ √ 

5.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6.1 嵌入式 ARM 微处理器系统 IDE 开发

工具的使用等 √ √ √ 

6.2嵌入式串口工具的使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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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开发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31B1          

英文名称：Embedde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C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系统开发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概念、基本组成与结构，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方

法和原则。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Linux系统程序设计基础，嵌入式 Linux系统工程管

理，嵌入式 Linux文件处理。 

目标 3：掌握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组成，嵌入式系统接口编程，嵌入式系

统应用开发过程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系统软硬件结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嵌入式系统基础概念。 （2课时） 

1.2嵌入式系统硬件平台。 （2课时） 

1.3 嵌入式 ARM微处理器体系，微处理器的结构。 （2课时） 

1.4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2课时） 

1.5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构成实验。 （2课时） 

（二）嵌入式 Linux程序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嵌入式 Linux系统基本概念，Linux常用操作命令,VI等常用工具。 

  （4课时） 

2.2嵌入式 Linux文件系统, Linux启动过程。 （2课时） 

2.3嵌入式 Linux编译器，Make命令和 makefile工程管理，位运算。 

  （2课时） 

2.4嵌入式 Linux系统编程实验。 （4课时） 

（三）嵌入式系统接口与应用开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3.1嵌入式交叉编译环境组成与构建方法。 （2课时） 

3.2 Linux系统内核的裁剪和编译，Bootloader程序。 （2课时） 

3.3嵌入式 Linux串口通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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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嵌入式 Linux接口编程。 （2课时） 

3.5嵌入式 Linux网络应用开发。 （2课时） 

3.6嵌入式 Linux系统构建实验。 （4课时） 

3.7嵌入式系统网络应用实验。 （4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嵌入式系统应用软硬件联合调试。 （4课时）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开发环境构建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嵌入式 Linux系统和开发工具的使用等 

5.2嵌入式开发工具串口终端工具的使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第 2 版），张思民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基于 ARM 微处理器和 Linux 操作系统，朱华生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08 

2. 嵌入式 LINUX 系统开发与应用，康维新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07 

3. 开源中国社区 www.oschina.net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3.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试内容包含各章知识要点、重点，

兼顾相关知识点内容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康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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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

软硬件结构，嵌入式系统

基本组成，嵌入式系统的

设计方法和原则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Linux 系统程序设计基

础，嵌入式 Linux 系统

工程管理，嵌入式 Linux

文件处理 

目标 3：掌握嵌入式系

统开发环境组成，嵌入

式系统接口编程，嵌入

式系统应用开发过程和

方法 

1.1嵌入式系统基础概念。 √   

1.2嵌入式系统硬件平台。 √   

1.3 嵌入式 ARM 微处理器体系，微处理

器的结构。 
√   

1.4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原则。 √   

1.5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构成实验。 √   

2.1嵌入式 Linux系统基本概念，Linux

常用操作命令,VI等常用工具。 
 √  

2.2嵌入式 Linux文件系统, Linux启动

过程。 
 √  

2.3 嵌入式 Linux 编译器，Make 命令和

makefile工程管理，位运算。 
 √  

2.4嵌入式 Linux系统编程实验。  √  

3.1 嵌入式交叉编译环境组成与构建方

法。 
  √ 

3.2 Linux 系统内核的裁剪和编译，

Bootloader程序。 
  √ 

3.3嵌入式 Linux串口通信。   √ 

3.4嵌入式 Linux接口编程。   √ 

3.5嵌入式 Linux网络应用开发。    

3.6嵌入式 Linux系统构建实验。   √ 

3.7嵌入式系统网络应用实验。   √ 

4.1 嵌入式系统应用软硬件联合调试。 √ √ √ 

4.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5.1 嵌入式 Linux 系统和开发工具的使

用等 
√ √ √ 

5.2 嵌入式开发工具串口终端工具的使

用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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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34C1       

英文名称：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 Application 

学分课时：4/64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电子线路、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嵌入式系统与应用、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单片机结构、工作原理、程序设计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单片机外部常用芯片工作原理、硬件电路及其应用。 

目标 3：根据项目需求，掌握单片机系统实现方法，包括任务分解、软硬

件架构设计及实现。 

二、课程内容 

（一） 单片机基础知识 （12 课时） 

1.1 单片机系统组成、工作原理。 （2 课时）  

1.2 单片机数据表示、数据计算。 （2 课时） 

1.3 单片机内部结构及外围电路。 （2 课时） 

1.4 单片机程序设计方法 （2 课时） 

1.5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实现。 （2 课时） 

1.6 Keil C 及 Proteus 软件的使用。 （2 课时） 

（二）单片机显示系统 （28 课时） 

2.1 单片机中断系统 （4 课时） 

2.2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 （4 课时） 

2.3 外接 LED 数码管、LCD 显示 （2 课时） 

2.4 外接键盘。 （2 课时） 

2.5 中断控制编程 （4 课时） 

2.6 计数定时编程 （4 课时） 

2.7 555 振荡器编程。 （4 课时） 

2.8 按键识别及数码管显示。 （4 课时） 

（三）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 （20 课时） 

3.1 A/D 转换器 （2 课时） 

3.2 数字/模拟温度传感器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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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A 转换器。 （2 课时） 

3.4 单片机总线扩展、存储器扩展、I/O 扩展 （2 课时） 

3.5 74LS164 扩展串行 IO 口  （4 课时） 

3.6 DAC0832 转换。 （4 课时） 

3.7 8255 接口扩展。 （4 课时） 

（四）课程项目设计与实现 （4 课时） 

4.1 单片机系统的综合设计与调试 （2 课时）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 课时） 

三、应用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第 2 版）》，万隆，巴奉丽等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单片机原理与 C51 编程》（第 4 版），宋彩利等编著，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2.《51 单片机开发实战精讲----从模块到项目》，薛小玲等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3.《51 单片机典型应用开发范例大全》，郑锋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4.单片机教程网------------http://www.51hei.com/ 

5.电子发烧友-----------http://www.elecfans.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51 单片机内

部结构、51 程序设计方法、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LED 数码管的设计及应用、

键盘的软硬件设计及应用、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饶蕾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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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片

机结构、工作原

理、程序设计基础

知识。 

目标 2：掌握单

片机外部常用

芯片工作原理、

硬件电路及其

应用。 

目标 3：根据项目

需求，掌握单片机

系统实现方法，包

括任务分解、软硬

件架构设计及实

现。 

1.1单片机系统组成、工作原理。 √   

1.2单片机数据表示、数据计算。 √   

1.3 单片机内部结构及外围电路。 √ √  

1.4单片机程序设计方法。 √ √  

1.5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实现。 √ √  

1.6 Keil C及 Proteus软件的使用。  √  

2.1单片机中断系统 √ √ √ 

2.2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 √ √ √ 

2.3 外接 LED 数码管、LCD显示 √ √ √ 

2.4外接键盘 √ √ √ 

2.5中断控制编程 √ √ √ 

2.6计数定时编程 √ √ √ 

2.7 555振荡器编程 √ √ √ 

2.8按键识别及数码管显示 √ √ √ 

3.1 A/D 转换器 √ √ √ 

3.2数字/模拟温度传感器 √ √ √ 

3.3 D/A 转换器 √ √ √ 

3.4单片机总线扩展、存储器扩展、I/O扩展 √ √ √ 

3.5 74LS164扩展串行 IO口 √ √ √ 

3.6 DAC0832转换 √ √ √ 

3.7 8255接口扩展 √ √ √ 

4.1单片机系统的综合设计与调试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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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44R1        英文名称：New Technology Lectures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软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验、毕业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一些前沿课题，掌握当前一个时期内，软

件工程领域的发展情况，并且了解其发展的趋势；了解软件工程领域的一些前

沿课题。 

目标 2：培养和增强学生对软件工程领域内各种知识的学习兴趣，为其以

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目标 3：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与之相关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独立进行

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做好准备。 

二、课程内容 

（一）听取讲座（12课时） 

以讲座形式开展，由校内外专兼职教师承担教学任务。讲座内容为软件工

程领域的当前国内外研究动态、新技术、新成果介绍。开设 4-6个专题讲座，

每个专题 1-2讲，每讲 2学时。 

（二）总结与报告撰写（4课时） 

根据讲座内容，撰写学习报告。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

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随讲座内容而更新，在讲座时有相关主题的主讲教师或专家分专题开列。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随讲座内容而更新，在讲座时有相关主题的主讲教师或专家分专题开列。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学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与讨论（25%）、考勤与答疑辅导等

（15%）。 

2. 课程学习报告占比 60%：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撰写学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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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计春雷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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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计算机技

术领域的一些前沿课

题，掌握当前一个时期

内，软件工程领域的发

展情况，并且了解其发

展的趋势；了解软件工

程领域的一些前沿课

题。  

目标 2：培养和

增强学生对软件

工程领域内各种

知识的学习兴

趣，为其以后的

发展指明方向。 

目标 3：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和与之相

关的科学素养，培养

学生独立进行科学

研究的能力和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学生进行毕业设计

做好准备。 

听取一系列讲座，讲座内容为软件工

程领域的当前国内外研究动态、新技

术、新成果介绍。 

√ √ √ 

根据讲座内容，撰写报告。报告应段

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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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讲座（校企合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44V1       英文名称： New Technology Lectures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图像处理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目标 2：了解计算机视觉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 

目标 3：熟悉模式识别的主要原理和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4：熟悉嵌入式系统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 

目标 5：了解智能机器人的组成、原理和应用。 

二、课程内容 

1、 导论 （1学时） 

介绍本课程的目的和要求，引入本专业领域的前沿技术。 

2、 数字图像处理专题 （3学时） 

介绍图像处理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3、 计算机视觉专题 （4学时） 

介绍计算机视觉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 

4、 模式识别专题 （4学时） 

介绍模式识别的主要原理和方法，及其应用。 

5、 嵌入式专题 （2学时） 

介绍嵌入式系统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 

6、 智能机器人专题 （2学时） 

介绍机器人技术，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组成、原理和应用。 

三、课程教材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20%）、课堂笔记（30%）及课堂

提问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讲座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连毅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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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图像

处理的理论、方法

和应用 

目标 2：了解计算

机视觉的主要研

究内容和方向 

目标 3:了解模

式识别的主要

原理和方法及

其应用 

目标 4：了解

嵌入式系统的

主要内容及其

应用 

目标 5：了解

智能机器人的

组成、原理和

应用 

导论 √ √ √   

数字图像处理专题 √     

计算机视觉专题第  √    

模式识别专题   √   

嵌入式专题  √  √  

智能机器人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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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44W1        英文名称：New Technology Lectures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工程专业核心课程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验、毕业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通信工程技术领域的一些前沿课题，掌握当前一个时期内，

通信工程领域的发展情况，并且了解其发展的趋势；了解通信工程领域的一些

前沿课题。 

目标 2：培养和增强学生对通信工程领域内各种知识的学习兴趣，为其以

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目标 3：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与之相关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独立进行

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做好准备。 

二、课程内容 

（一）听取讲座 （12课时） 

以讲座形式开展，由校内外专兼职教师承担教学任务。讲座内容为通信工

程领域的当前国内外研究动态、新技术、新成果介绍。开设 4-6 个专题讲座，

每个专题 1-2讲，每讲 2学时。 

（二）总结与报告撰写 （4课时） 

根据讲座内容，撰写学习报告。报告应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

求。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随讲座内容而更新，在讲座时有相关主题的主讲教师或专家分专题开列。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随讲座内容而更新，在讲座时有相关主题的主讲教师或专家分专题开列。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学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与讨论（25%）、考勤与答疑辅导 

（15%）。 

2. 课程学习报告占比 60%：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撰写学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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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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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通信工程

技术领域的一些前沿

课题，掌握当前一个时

期内，通信工程领域的

发展情况，并且了解其

发展的趋势；了解通信

工程领域的一些前沿

课题 

目标 2：培养和增强

学生对通信工程领

域内各种知识的学

习兴趣，为其以后的

发展指明方向 

目标 3：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和与之相

关的科学素养，培养

学生独立进行科学

研究的能力和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学生进行毕业设计

做好准备 

听取一系列讲座，讲座内容为软件

工程领域的当前国内外研究动态、

新技术、新成果介绍。 

√ √ √ 

根据讲座内容，撰写报告。报告应

段落清晰、文字通顺，字数达到要

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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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编码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50P1         英文名称：Cryptograph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概率论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密码学基础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涵义，并能表

述和判断其是与非。 

目标 2：能较全面的掌握应用密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密码协

议和基本技术，并熟练掌握一些典型的密码学方案，能表达基本内容和基本道

理，分析相关问题的区别与联系。 

目标 3：在掌握的基础上，能运用应用密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协

议和技术，阐释一般安全网络环境中密码产品如何利用密码学理论工作的原理，

分析密码技术的实现过程和方法，并能应用有关原理和技术设计出一些简单的

密码方案。 

二、课程内容 

（一）密码学概论 （2学时） 

1.1密码学的基本概念  

1.2 密码学的发展概况  

1.3古典密码 

（二）现代分组密码 （6学时） 

2.1 分组密码介绍 

2.2代换置换网络 

2.3分组密码原理与设计准则  

2.4数据加密标准 DES  

2.6高级加密标准 AES  

2.7分组密码的操作模式  

2.8差分分析与线性分析  

（三）流密码 （4课时） 

3.1 流密码的原理  

3.2 有限状态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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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 

（四）公钥密码 （6课时） 

4.1 公钥密码体制简介  

4.2 公钥密码的数学基础知识  

4.3 RSA公钥密码体制  

4.4 EIGamal公钥密码体制  

4.5 Diffie-Hellman密钥协商方案 

（五）Hash函数 （6课时） 

5.1 Hash函数简介 

5.2 Hash函数的安全性 

5.3 hash函数的攻击方法 

5.4 hash函数的用途 

（六）数字签名与身份识别 （6课时） 

6.1 数字签名体制 

6.2 RSA数字签名方案 

6.3 EIGamal签名方案 

6.4 Schnorr数字签名方案 

6.5 数字签名标准 DSS 

6.6 椭圆曲线数字签名方案及其他特殊数字签名介绍 

6.7 身份识别的概念 

6.8 弱身份识别 

6.9 强身份识别 

6.10 身份识别协议 

6.11身份识别协议的安全 

（七）认证理论与技术 （6课时） 

7.1 认证模型 

7.2 认证中常见的攻击和对策 

7.3 认证协议 

7.4 Kerberos系统 

7.5 X.509认证服务 

（八）密钥管理 （6课时） 

8.1 密钥产生 

8.2 密钥分配模式 

8.3 密钥传送 

8.4 密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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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秘密共享 

8.6 会议密钥广播与分发 

8.7 密钥托管 

（九）PKI技术 （6课时） 

9.1 PKI的组成 

9.2 PKI的功能和要求 

9.3 PKI相关协议 

9.4 PKI产品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现代密码算法工程 路而红、董秀则、李雪梅、张磊 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现代密码学（第 2版）》 杨波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月 【3】

《密码学原理与实践》 Douglas R.Stinson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年 2月 

2.《密码学与计算机网络安全》 卿斯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月  

3.《现代密码学》 陈鲁生 沈世镒 科学出版社 2002  

4.《密码学教程》 张福泰 李继国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及考勤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分组密码、

公钥密码、Hash 函数、数字签名与身份识别、认证理论与技术、密钥管理、PKI

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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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目标  

 

 

 

 

 

内容 

目标 1：理解密

码学基础理论

中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方法

的涵义，并能表

述和判断其是

与非。 

目标 2：能较全面的掌握应

用密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基本密码协议和基本

技术，并熟练掌握一些典型

的密码学方案，能表达基本

内容和基本道理，分析相关

问题的区别与联系。 

目标 3：在掌握的基础上，能运用应

用密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协

议和技术，阐释一般安全网络环境中

密码产品如何利用密码学理论工作

的原理，分析密码技术的实现过程和

方法，并能应用有关原理和技术设计

出一些简单的密码方案。 

1.1密码学的基本概念  √   

1.2 密码学的发展概况  √ √  

1.3古典密码 √ √  

2.1 分组密码介绍 √ √ √ 

2.2代换置换网络 √ √  

2.3分组密码原理与设计准则  √  √ 

2.4数据加密标准 DES   √ √ 

2.6高级加密标准 AES   √ √ 

2.7分组密码的操作模式  √   

2.8差分分析与线性分析 √ √  

3.1 流密码的原理  √ √  

3.2 有限状态自动机  √ √ √ 

3.3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 √ √  

4.1 公钥密码体制简介  √  √ 

4.2 公钥密码的数学基础知识   √ √ 

4.3 RSA公钥密码体制   √ √ 

4.4 EIGamal公钥密码体制   √ √ 

4.5 Diffie-Hellman密钥协商方

案 
 √ √ 

5.1 Hash函数简介 √ √ √ 

5.2 Hash函数的安全性 √ √  

5.3 hash函数的攻击方法 √  √ 

5.4 hash函数的用途  √ √ 

6.1 数字签名体制    

6.2 RSA数字签名方案 √ √ √ 

6.3 EIGamal签名方案 √ √  

6.4 Schnorr数字签名方案 √  √ 

6.5 数字签名标准 DSS  √ √ 

6.6 椭圆曲线数字签名方案及其

他特殊数字签名介绍 
 √ √ 

6.7 身份识别的概念 √   

6.8 弱身份识别 √ √  

6.9 强身份识别 √ √  

7.1 认证模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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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认证中常见的攻击和对策 √ √  

7.3 认证协议 √  √ 

7.4 Kerberos系统  √ √ 

7.5 X.509认证服务  √ √ 

8.1 密钥产生  √ √ 

8.2 密钥分配模式  √ √ 

8.3 密钥传送    

8.4 密钥协商    

9.1 PKI的组成 √  √ 

9.2 PKI的功能和要求  √ √ 

9.3 PKI相关协议  √ √ 

9.4 PKI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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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54R1      英文名称：Generic Cabl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网络设备与配置 

后续课程：网络系统设计与配置综合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综合布线基本概念和标准、布线常用工具和材料。 

目标 2：掌握综合布线六大子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基本方法和步骤。 

目标 3：熟悉综合布线系统的保护与安全隐患，掌握工程测试与验收。 

目标 4：掌握综合布线系统具体项目设计基本步骤及常用工具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 综合布线基本概念、工具及材料 （4学时） 

1.1综合布线系统基础。 （0.5课时） 

1.2综合布线系统标准。 （0.5课时） 

1.3综合布线系统常用介质材料。 （1课时） 

1.4综合布线系统常用连接硬件、配线架。 （1课时） 

1.5常用布线工具及网络互联设备。 （1课时） 

（二） 综合布线六大子系统的设计与安装 （32学时） 

2.1 工作区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步骤、工作区连接件。 （2课时） 

2.2 水平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步骤、施工技术。 （3课时） 

2.3 实验一，非屏蔽与屏蔽信息模块的制作。 （2课时） 

2.4 管理子系统的基本概念、管理间的设计、设计原则、色标与标记、管

理子系统连接器件、管理子系统设计。 （3课时） 

2.5 实验二，110配线架的打线。 （2课时） 

2.6 垂直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步骤、安装技术、施工经验。 

  （3课时） 

2.7 实验三，工作区子系统的实验。 （2课时） 

2.8 实验四，水平子系统的实验。 （2课时） 

2.9 实验五，管理间子系统的实验。 （2课时） 

2.10实验六，垂直子系统的实验。 （2课时） 

2.11 设备间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步骤和方法、安装技术、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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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时） 

2.12建筑群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步骤和要点、布线方法、进线间子系

统的设计要点。 （2课时） 

2.13 实验七，设备间子系统的实验。 （2课时） 

2.14 实验八，光纤的熔接。 （2课时） 

（三）综合布线系统安全保护及工程测试与验收 （6学时） 

3.1系统保护的目的、屏蔽保护和接地保护、电气保护和防火保护。 

  （2课时） 

3.2综合布线测试的基础、双绞线链路测试、光纤链路测试。 （2课时） 

3.3建筑综合布线工程测试要求。 （1课时） 

3.4测试报告与测试记录、工程验收。 （1课时） 

（四）综合布线系统项目设计 （6学时） 

4.1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案例。 （2课时） 

4.2 综合布线系统项目布置、设计与模拟施工。 （2课时） 

4.3 项目作品演示与讨论。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 Microsoft Visio 2013绘图软件的使用。 

5.2 综合布线系统各类工具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综合布线技术与实验教程（第 2版）》，马丽梅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综合布线（第 3版）》，杜思深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3 

2.《网络综合布线》，李群明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09 

3.《综合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第 2版）》，姜大庆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01 

4.《网络综合布线项目教程》，颜正恕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2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综合布线基本

概念以及布线工具和材料、综合布线六大子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基本步骤、综合

布线工程测试和验收以及安全保护常识。 

http://www.tup.tsinghua.edu.cn/book/Showbook.asp?CPBH=034318-01&DJ=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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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王小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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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综合布线基本

概念和标准、布线

常用工具和材料 

目标 2： 

掌握综合布线六

大子系统的设计

与安装基本方法

和步骤 

目标 3： 

熟悉综合布线系统

的保护与安全隐

患，掌握工程测试

与验收 

目标 4: 

掌握综合布线系统

具体项目设计基本

步骤及常用工具使

用 

1.1综合布线系统基础。 √   √ 

1.2综合布线系统标准。 √   √ 

1.3综合布线系统常用介质材料。 √   √ 

1.4 综合布线系统常用连接硬件、配

线架。 
   √ 

1.5 常用布线工具及网络互联设备。 √   √ 

2.1工作区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步

骤、工作区连接件。 
 √  √ 

2.2水平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

和步骤、施工技术。 
 √  √ 

2.3 非屏蔽与屏蔽信息模块的制作实

验。 
 √  √ 

2.4 管理子系统的基本概念、管理间

的设计、设计原则、色标与标记、管

理子系统连接器件、管理子系统设计。 

 √  √ 

2.5 110配线架的打线实验。  √  √ 

2.6垂直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

和步骤、安装技术、施工经验。 
 √  √ 

2.7 工作区子系统的实验。  √  √ 

2.8 水平子系统的实验。  √  √ 

2.9 管理间子系统的实验。  √  √ 

2.10 垂直子系统的实验。  √  √ 

2.11 设备间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

步骤和方法、安装技术、施工经验。 
 √  √ 

2.12 建筑群子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

步骤和要点、布线方法、进线间子系

统的设计要点。 

 √  √ 

2.13 设备间子系统的实验。  √  √ 

2.14 光纤的熔接实验。  √  √ 

3.1系统保护的目的、屏蔽保护和接地

保护、电气保护和防火保护。 
  √ √ 

3.2综合布线测试的基础、双绞线链路

测试、光纤链路测试。 
  √ √ 

3.3建筑综合布线工程测试要求。   √ √ 

3．4测试报告与测试记录、工程验收。   √ √ 

4.1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案例。 √ √ √ √ 

4.2综合布线系统项目布置、设计与模

拟施工。 
√ √ √ √ 

4.3项目作品展示和讨论；课程习题讨

论。 
√ √ √ √ 

5.1 Microsoft Visio 2013 绘图软件

的使用。 
√ √ √ √ 

5.2 综合布线系统各类工具的使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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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操作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65P1         英文名称： Network Operating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网络安全技术、网络协议分析与开发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络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特征、工作模式及分类 

目标 2：掌握用户和组管理的方法及操作。 

目标 3：掌握进程的定义，掌握 Linux进程管理的方法；掌握磁盘的物理

结构、逻辑结构，掌握 Windows和 Linux下磁盘管理的方法；掌握文件系统的

概念及 Linux下文件管理的方法；掌握 Windows活动目录的管理方法。 

目标 4：掌握 TCP/IP协议栈工作模式及 Linux 下网络管理的方法和命令；

掌握文件共享服务器的配置。 

目标 5：学会 DHCP、DNS、Web、FTP、邮件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掌握网络

操作系统安全管理的方法，并完成实验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4课时） 

1.1 网络操作系统概述 （1课时） 

1.2 网络操作系统的工作模式 （1课时） 

1.3 常用的网络操作系统 （1课时） 

1.4 网络服务 （1课时） 

（二）用户和组管理 （5课时） 

2.1 Windows Server 2008账户的基本概念 （1课时） 

2.2 Windows Server 2008本地用户和组管理 （2课时） 

2.3 Linux下用户和组管理 （2课时） 

（三）进程管理 （5课时） 

3.1 进程概述 （1课时） 

3.2 Windows Server 2008的进程管理工具 （2课时） 

3.3 Linux的进程管理 （2课时） 

（四）磁盘管理 （6课时） 

4.1 磁盘概述（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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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indows Server 2008的磁盘管理 （2课时） 

4.3 Linux的磁盘管理 （3课时） 

（五）文件系统管理 （6课时） 

5.1 文件系统概述 （1课时） 

5.2 Windows的文件系统 （1课时） 

5.3 管理 Windows Server 2008文件系统 （1课时） 

5.4 Linux文件系统 （1课时） 

5.5 Linux文件系统管理 （2课时） 

（六）Windows Server 2008活动目录 （2课时） 

6.1 活动目录概述 （0.3课时） 

6.2 活动目录的结构 （0.3课时） 

6.3 安装活动目录 （0.4课时） 

6.4 在 Active Directory中管理用户和计算机 （0.3课时） 

6.5 管理活动目录信任 （0.3课时） 

6.6 管理活动目录站点 （0.4课时） 

（七） 管理 TCP/IP网络 （2课时） 

7.1 TCP/IP概述 （0.5课时） 

7.2 Windows Server 2008的 TCP/IP网络管理 （0.5课时） 

7.3 Linux网络管理 （1课时） 

（八）文件资源共享 （2课时） 

8.1 文件共享概述 （0.5课时） 

8.2 Windows Server 2008的文件共享 （0.5课时） 

8.3 Samba服务器 （1课时） 

（九）实验部分 （16课时） 

9.1 DHCP服务器管理与配置 （2课时） 

9.2 DNS服务器管理与配置 （2课时） 

9.3 Web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2课时） 

9.4 FTP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2课时） 

9.5 邮件服务器及其安装与配置 （4课时） 

9.6 网络操作系统安全管理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网络操作系统》，杜文才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操作系统原理》，韩其睿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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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系统原理（第四版）》，庞丽萍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1 

3. 《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教程（第三版）》，陶永才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课程论文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苏庆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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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 网 络 操

作 系 统 的

基本概念、

特征、工作

模 式 及 分

类 

目标 2：

掌握用户

和组管理

的方法及

操作。 

目标 3：掌握进程的

定义，握磁盘的物理

结构、逻辑结构，掌

握文件系统的概念，

掌握活动目录的管理

方法。掌握 Linux 和

Windows下的配置 

目标 4：掌握

TCP/IP 协议栈

工 作 模 式 及

Linux 下网络管

理的方法和命

令；掌握文件共

享服务器的配置 

目标5：学会DHCP、

DNS、Web、FTP、

邮件服务器的安

装与配置，掌握网

络操作系统安全

管理的方法，并完

成实验报告。 

1.1 网络操作系统概述 √     

1.2 网络操作系统的工作模式 √     

1.3 常用的网络操作系统 √     

1.4 网络服务 √     

2.1 Windows Server 2008账户

的基本概念 
 √    

2.2 Windows Server 2008本地

用户和组管理 
 √    

2.3 Linux下用户和组管理  √    

3.1 进程概述   √   

3.2 Windows Server 2008的进

程管理工具 
  √   

3.3 Linux的进程管理   √   

4.1 磁盘概述   √   

4.2 Windows Server 2008的磁

盘管理 
  √   

4.3 Linux的磁盘管理   √   

5.1 文件系统概述   √   

5.2 Windows的文件系统   √   

5.3 管理 Windows Server 2008

文件系统 
  √   

5.4 Linux文件系统   √   

5.5 Linux文件系统管理   √   

6.1 活动目录概述   √   

6.2 活动目录的结构   √   

6.3 安装活动目录   √   

6.4 在 Active Directory中管

理用户和计算机 
  √   

6.5 管理活动目录信任   √   

6.6 管理活动目录站点   √   

7.1 TCP/IP概述    √  

7.2 Windows Server 2008 的

TCP/IP网络管理 
   √  

7.3 Linux网络管理    √  

8.1 文件共享概述    √  

8.2 Windows Server 2008的文

件共享 
   √  

8.3 Samba服务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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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DHCP服务器管理与配置     √ 

9.2 DNS服务器管理与配置     √ 

9.3 Web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 

9.4 FTP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 

9.5 邮件服务器及其安装与配

置 
    √ 

9.6 网络操作系统安全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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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66P1           

英文名称：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Databas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规划与实施数据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分布式数据库的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数据库查询处理方法。 

目标 4：掌握分布式数据库中的事务管理和恢复。 

目标 5：掌握分布式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目标 6：掌握分布式数据库的可靠性等。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4课时） 

1.1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起源与发展 （1课时） 

1.2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定义与分类 （1课时） 

1.3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 （1课时） 

1.4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与客户机／服务器模式 （1课时） 

2.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设计 （8课时） 

2.1分布式数据库系统设计的目标、内容、方法 （4课时） 

2.2分布式查询的分类与层次结构 （2课时） 

2.3查询处理 （2课时） 

3．数据库查询处理 （8课时） 

3.1分布式查询优化概述 （2课时） 

3.2关系的完整性 （3课时） 

3.3关系代数 （3课时） 

4．分布式数据库中的事务管理和恢复 （12课时） 

4.1分布式事务概述 （2课时） 

4.2分布式事务的恢复 （4课时） 

4.3两阶段提交协议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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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分布式数据库中的数据更新 （2课时） 

4.5分布式事务增强数据库一致性 （2课时） 

5．分布式数据库中的并发控制 （8课时） 

5.1并发控制的概念和理论 （2课时） 

5.2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并发控制的封锁技术 （2课时） 

5.3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中的死锁处理 （2课时） 

5.4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并发控制的时标技术 （2课时） 

6．分布式数据库的可靠性 （8课时） 

6.1分布式数据库可靠性的概念及其度 （2课时） 

6.2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故障原因和容错技术 （2课时） 

6.3分布式数据库的可靠性协议 （2课时） 

6.4网络分割与提交协议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分布式数据库及其应用》，徐俊刚编著，科学出版社，2012.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数据库系统概论》，王珊，萨师煊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数据模型、关系数据库、查询语言、存储过程、设计理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夏冬梅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E%90%E4%BF%8A%E5%88%9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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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分布式

数据库系统的

基础理论、基本

技术和基本方

法 

目标 2：分布

式数据库系统

的设计 

目标 3：掌握

数据库查询处

理 

目标 4:掌握

分布式数据

库中的事务

管理和恢复 

目标 5：掌

握分布式数

据库中的并

发控制 

目标 6：掌

握分布式数

据库的可靠

性等 

1.1 数据管理技术的发

展 
√      

1.2数据库系统结构 √      

1.3 数据库、数据库管

理系统和数据库系统 
√      

1.4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      

2.1数据模型的概念  √     

2.2e-r模型的设计  √     

2.3面向对象模型  √     

3.1关系数据模型   √    

3.2关系的完整性   √    

3.3关系代数   √    

4.1查询语言    √   

4.2数据定义语句    √   

4.3查询方法    √   

4.4数据管理的方法    √   

4.5视图管理的方法    √   

5.1sqlserver 编程结

构 
    √  

5.2存储过程的编写     √  

5.3器触发的编写     √  

5.4数据库完整性控制     √  

6.1 关系数据库基本理

论 
     √ 

6.2关系数据库概念      √ 

6.3规范化操作方法      √ 

6.4函数依赖的公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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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存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67P1         英文名称：Network Storag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网络安全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网络存储系统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存储网络技术，了解存储区域网络、网络连接存储和对象存

储、统一存储。 

目标 3：掌握备份、归档和复制技术，了解本地复制和远程复制方法。 

目标 4：掌握云计算和存储安全技术，确保存储基础设施安全和管理存储

基础设施。 

二、课程内容 

1．存储系统的介绍 （12课时） 

1.1信息存储与管理技术 （3课时） 

1.2存储系统环境 （3课时） 

1.3数据保护技术 （3课时） 

1.4智能存储系统 （3课时） 

2.存储网络技术 （12课时） 

2.1存储区域网络技术 （4课时） 

2.2 IP SAN和 FCｏＥ （4课时） 

2.3网络连接存储 （2课时） 

2.4对象存储与统一存储 （2课时） 

3．备份、归档和复制 （12课时） 

3.1业务连续性 （3课时） 

3.2备份和归档 （3课时） 

3.3本地复制 （3课时） 

3.4远程复制 （3课时） 

4．云计算和存储安全 （12课时） 

4.1云计算 （4课时） 

4.2确保存储基础设施安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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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管理存储基础设施安全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息存储与管理》第 2 版，萨曼达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7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网络存储技术及应用》，李冬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 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基础知识，网络存储方法、实际存储项目的实施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夏冬梅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9%82%AE%E7%94%B5%E5%87%BA%E7%89%88%E7%A4%BE
http://book.jd.com/writer/李冬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电子工业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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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网络存

储系统的基础理

论、基本技术和

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存储网络

技术，了解存储区域网

络、网络连接存储和对

象存储、统一存储 

目标 3：掌握备份、

归档和复制技术，

了解本地复制和

远程复制方法 

目标 4:掌握

云计算和存

储安全技术 

1.1信息存储 √    

1.2存储架构的发展 √    

1.3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    

1.4虚拟化和云计算 √    

2.1数据中心环境应用  √   

2.2数据管理系统  √   

2.3主机  √   

3.1数据保护方式   √  

3.2阵列的组成   √  

3.3 RAID技术   √  

4.1智能存储系统组成    √ 

4.2存储资源配给    √ 

4.3智能存储类型    √ 

5.1光纤通道技术    √ 

5.2SAN技术    √ 

5.3FC SAN  √   

6.1iSCSI   √   

6.2FCIP  √   

6.3FCOE  √   

7.1NAS对比  √   

7.2NAS  √   

7.3文件系统  √   

7.4NAS操作   √   

7.5协议  √   

7.6实践  √   

7.7总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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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68P1         

英文名称：Wireless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计算机技术,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信学院 

先修课程：C/C++语言、计算机网络、网络系统等  

后续课程：无线网络安全技术、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理解无线网络结构，包括无线网络的逻辑结构与物理结构；  

目标 2. 掌握无线通信原理，包括扩频传输技术、多址接入技术、调制解

调技术等；  

目标 3. 重点掌握无线局域网、无线个域网、无线城域网的标准与实现技

术等； 

目标 4. 了解无线通信与网络的技术发展前景。 

二、课程内容 

（一）无线网络概述 （4课时） 

1.1了解无线通信的发展历史  （1.5课时） 

1.2了解无线网络的发展历史  （1.5课时） 

1.3思考无线通信与无线网络的联系与区别  （0.5课时） 

（二）无线网络结构 （4课时） 

2.1掌握无线网络逻辑结构  （2课时） 

2.2掌握无线网络物理结构  （2课时） 

（三）无线通信 （6课时） 

3.1掌握无线通信基础  （4课时） 

3.2掌握红外通信基础  （2课时） 

（四）无线局域网的实现 （16课时） 

4.1掌握无线局域网的技术标准  （4课时） 

4.2理解无线局域网的实现  （4课时） 

4.3了解无线局域网的安全技术  （4课时） 

4.4掌握无线局域网的故障排除技术  （4课时） 

（五）无线个域网的实现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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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掌握无线个域网的技术标准  （4课时） 

5.2理解无线个域网的实现  （4课时） 

（六）无线城域网的实现 （8课时） 

6.1掌握无线城域网的技术标准  （4课时） 

6.2理解无线城域网的实现  （4课时） 

（七）未来无线网络技术 （2课时） 

7.1了解无线网络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  （1课时） 

7.2了解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新兴技术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 课程教材 

《无线网络技术教程——原理、应用与实验》（第 3版），金光 江先亮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3 

（二） 参考教材 

1.《无线网络技术原理与应用》，（美）拉克利著，吴怡等译，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2 年。 

2.《802.11 无线网络部署指南》，（美）斯密斯等著，裴强、郭光伟译，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的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以及期末考试成绩二大部分，其中期末考

试以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总评成绩按以下公式计算： 

1.总评成绩＝平时成绩（考勤、作业、课堂练习和期中测试等）×40%＋期

末考试成绩×6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无线网络概述、

无线网络结构、无限通信技术基础、无线局域网、个域网和城域网的实现、未

来无线网络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鹏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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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无线网

络结构，包括无线网

络的逻辑结构与物理

结构  

目标 2：掌握无线通

信原理，包括扩频

传输技术、多址接

入技术、调制解调

技术等 

目标 3：重点掌握无

线局域网、无线个

域网、无线城域网

的标准与实现技术

等 

目标 4:了解无线

通信与网络的技

术发展前景 

1.1了解无线通信的发展历史 √    

1.2了解无线网络的发展历史 √    

1.3 思考无线通信与无线网络的

联系与区别 
√    

2.1掌握无线网络逻辑结构 √  √ √ 

2.2掌握无线网络物理结构 √  √ √ 

3.1掌握无线通信基础  √ √  

3.2掌握红外通信基础  √ √  

4.1掌握无线局域网的技术标准  √ √  

4.2理解无线局域网的实现   √  

4.3了解无线局域网的安全技术   √  

4.4 掌握无线局域网的故障排除

技术 
 √ √  

5.1掌握无线个域网的技术标准  √ √  

5.2理解无线个域网的实现  √ √  

6.1掌握无线城域网的技术标准  √ √  

6.2理解无线城域网的实现  √ √  

7.1 了解无线网络技术的最新发

展动态 
   √ 

7.2 了解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趋

势与新兴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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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71Q1         英文名称：Computer Graphic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数据结构、软件工程、程序设计语言 java或者 C++、

JavaScript 

后续课程：3D设计、动画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解图形系统的框架及其涉及的软

件、硬件技术等图形学的基本问题。 

目标 2：掌握利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进行交互式绘图的基本方法，能够利

用面向对象进行一些复杂的立体图形绘制。 

目标 3：掌握基本图形的扫描转换算法，以及多边形填充算法；掌握二维

图形及三维图形的处理技术，包括二维图形的生成、裁剪算法、变换以及反混

淆，三维图形的投影、表示、消隐和真实感显示。 

目标 4：理解并学会 Bezier曲线与曲面和 B 样条曲线与曲面的显示方程、

隐函数方程和参数方程公式表示；掌握绘制 Bezier曲线曲面和 B样条曲线曲面

的绘制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计算机图形学概述 （1课时）  

了解计算机图形学的历史、应用、发展；理解显示器和典型光栅扫描显示

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使学生对计算机图形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2   一个简单的二维光栅图形软件包 （1课时）  

了解常用的图形软件包，掌握基本的交互处理方法，理解光栅操作。  

1.3 MFC绘图基础 （2课时） 

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利用高级语言进行交互式绘图。 

（二）二维图形及三维图形变换与投影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   二维线画图元的生成 （2课时）  

了解简单的二维图形显示流程图；掌握扫描转换直线段和圆弧的方法。  

2. 2  二维填充图元的生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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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扫描转换矩形，扫描转换多边形和扫描转换扇形区域的方法；理解区

域填充算法，能够编程实现相关算法；了解字符的表示与输出原理。  

2.3   二维光栅图形的混淆与反混淆 （2课时）  

理解二维光栅图形的混淆现象；掌握反混淆的方法。  

2.4   二维裁剪 （2课时）  

掌握直线段裁剪、多边形裁剪方法；掌握字符裁剪的方法。  

2. 5  图形变换 （2课时）  

熟悉二维基本变换，掌握齐次坐标与二维变换的方法；熟悉三维图形的显

示流程图，能够进行三维几何变换。  

2. 6  投影 （2课时）  

掌握投影变换的方法，能够进行三维裁剪。  

2.  7 三维实体的表示 （2课时）  

了解三维实体的表示方法。  

（三）曲线与曲面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 1 曲线与曲面 （2课时）  

能够利用已知的离散点数据来拟合或逼近一条曲线，掌握样条曲线和Bezier

曲线的拟合和逼近方法；了解曲面的拟合和逼近方法。  

3. 2颜色 （2课时）  

了解颜色的基本概念，掌握单色模型和彩色模型；熟悉光栅系统中的颜色

模型。  

3. 3隐藏面的消除 （2课时）  

了解提高消隐算法效率的常用方法；理解画家算法；掌握 Z 缓冲器算法和

扫描线算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教程》（VC++版）（第二版）  孔令德，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交互式计算机图形学》（第 7版），Edward Angel and Dave shreiner

编著， 张荣华、邵绪强 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4 

2.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教程（第 3 版）》 孙家广 胡事民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3.08 

3. 《计算机图形学（第 3版）》（美）赫恩 巴克著 蔡士杰 宋继强 蔡敏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4.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第 2 版）》 陆枫 何云峰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B%EF%BC%D2%B9%E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FA%CA%C2%C3%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D5%B6%F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CD%BF%C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CC%CA%BF%BD%D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B%CE%BC%CC%C7%B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CC%C3%F4&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BD%B7%E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CE%D4%C6%B7%E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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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图形学相关概

念，光栅操作，二维图形、三维图形的生成算法及填充算法，二维图形的剪裁，

三维图形的实体表示，曲线曲面的参数表示与拟合逼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林志杰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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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

生了解图形系统

的框架及其涉及

的软件、硬件技

术等图形学的基

本问题。  

目标 2：掌握利用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进行交互式绘

图的基本方法，

能够利用面向对

象进行一些复杂

的立体图形绘制 

目标 3：掌握基本图形的

扫描转换算法，以及多边

形填充算法；掌握二维图

形及三维图形的处理技

术，包括二维图形的生

成、裁剪算法、变换以及

反混淆，三维图形的投

影、表示、消隐和真实感

显示 

目 标 4: 学 会

Bezier 曲线与曲

面和 B 样条曲线

与曲面的显示方

程、隐函数方程

和参数方程；掌

握绘制 Bezier曲

线曲面的绘制方

法 

1.1计算机图形学概述 √    

1.2 一个简单的二维光栅图形软

件包 
√    

1.3 MFC绘图基础  √   

2.1二维线画图元的生成   √  

2.2二维填充图元的生成   √  

2.3 二维光栅图形的混淆与反混

淆 
  √  

2.4二维裁剪   √  

2.5图形变换   √  

2.6投影   √  

2.7三维实体的表示   √  

3.1曲线与曲面    √ 

3.2颜色    √ 

3.3隐藏面的消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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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72R1        英文名称：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云计算的基本概念及关键技术。 

目标 2：了解当前主流的公有云服务，学会如何应用主流公有云平台。 

目标 3：理解并掌握主流开源云计算平台 OpenStack。 

目标 4：理解并应用主流开源大数据平台 Hadoop及主要组件。 

二、课程内容 

（一）云计算概述 （2课时） 

1.1 理解云计算。理解云计算的基本概念，了解分布式计算、云计算的发

展历史，掌握云计算的特点与优势，理解云计算与其他计算模式的区别，掌握

云计算的服务模式与基本分类。 （1 课时） 

1.2 理解数据中心、云计算与大数据的相互关系。了解云计算的发展现状，

掌握云计算的基本实现机制，理解云计算的成本优势。（1 课时） 

（二）Google 云计算原理与应用 （6课时） 

2.1 了解 GFS 文件系统。了解分布式存储系统 Megastore，了解大规模分布式

系统的监控基础架构 Dapper，了解海量数据的交互式分析工具 Dremel，了解内

存大数据分析系统 PowerDrill。 （2 课时） 

2.2 了解 BigTable。了解分布式锁服务 Chubby，了解分布式结构化数据表

Bigtable。 （2 课时） 

2.3 掌握 Google App Engine 的简单应用。能运用 Google App Engine 完成简单

应用。  （2 课时） 

（三）Amazon 云计算 AWS （4课时） 

3.1 了解弹性计算云 EC2。能够设计简单的 AWS 应用实例。 （2 课时） 

3.2 了解简单存储服务 S3。理解基础存储架构 Dynamo，理解非关系型数据库

服务 SimpleDB 和 DynamoDB，了解关系数据库服务 RDS，了解简单队列服务 SQS，

了解内容推送服务 CloudFront。 （2 课时） 

（四）微软云计算 Windows Azure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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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了解云操作系统 Windows Azure。理解微软云平台的基本架构。（2 课时） 

4.2 了解微软云关系数据库 SQL Azure。了解 AppFabric 关键技术，了解

Windows Azure 服务平台的使用方法。 （2 课时） 

（五）虚拟化技术（8课时） 

5.1 掌握虚拟化的概念与原理。理解虚拟化与云计算的相互关系。 （2 课时） 

5.2 理解半虚拟化、全虚拟化的概念与原理，了解虚拟化的环境特点，了解

虚拟化的技术分类。 （2 课时） 

5.3 理解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与桌面虚拟化中的核心技

术。  （2 课时） 

5.4 会运用 Xen、VMWare 与 Hyper-V 等虚拟化工具。 （2 课时） 

（六）OpenStack 开源虚拟化平台 （10课时） 

6.1 理解计算服务 Nova。 （2 课时） 

6.2 理解对象存储服务 Swift。 （2 课时） 

6.3 了解镜像服务 Glance 的概念与工作机制。 （2 课时） 

6.4 能够独立完成 OpenStack 分布式计算集群的配置。 （4课时） 

（七）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10 课时） 

7.1 理解 HDFS 的体系架构。 （2 课时） 

7.2 掌握 HDFS 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实现机理。 （2 课时） 

7.3 理解 HDFS 数据块的读写规程与数据可靠性保障机制。 （2 课时） 

7.4 能够应用 HDFS 完成基本的分布式数据存储与维护。 （2 课时） 

7.5 能够自主搭建与配置 HDFS 环境。 （2 课时） 

（八）MapReduce 并行编程模式 （4 课时） 

8.1 掌握 MapReduce 的并行原理，能够运用 MapReduce 完成基本的分布式计

算任务。  （2 课时） 

8.2 能够面向 MapReduce 搭建分布式测试与开发环境。 （2 课时） 

（九）列式数据库 HBase （6 课时） 

9.1 理解 NoSQL 数据库的概念与发展驱动力，掌握 HBase 的逻辑模型与物理

模型。  （2 课时） 

9.2 掌握基本的数据定义、数据控制与数据操纵 API。 （2 课时） 

9.3 能够完成 HBase 数据库环境配置，能够完成简单应用的 HBase 设计与数

据运维。  （2 课时） 

（十）数据仓库工具 Hive （4 课时） 

10.1 理解数据仓库与商业智能的基本需求，理解 Hive 的设计原理，掌握 Hive

的基本操作，了解 Hive 与 HDFS 及 HBase 的相互关系。 （2 课时） 

10.2 能够完成 Hive 的部署与配置，能够为简单应用设计 Hive 框架并完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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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云计算》（第三版），作者：刘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实战 Hadoop 2.0 （第二版）―从云计算到大数据》, 叶晓江, 刘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6 

2.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与应用实例（附光盘）》王鹏 邮电出版社 

3. Apache Hadoop: http://hadoop.apache.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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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云计算的基本

概念及关键技

术。  

目标 2：了解主流

的公有云服务，学

会如何应用主流

公有云平台。 

目标 3： 理解并

掌握主流开源

云 计 算 平 台

OpenStack。 

目标 4： 理解并应

用主流开源大数据

平台 Hadoop及主要

组件。 

1.1 理解云计算。 √    

1.2 理解数据中心、云计算与大数据的相互
关系。 

    

2.1 了解 GFS文件系统。  √   

2.2 了解 BigTable。  √   

2.3 掌握 Google App Engine的简单应用。  √   

3.1了解弹性计算云 EC2。  √   

3.2了解简单存储服务 S3。  √   

4.1了解云操作系统 Windows Azure。  √   

4.2 了解微软云关系数据库 SQL Azure。  √   

5.1 掌握虚拟化的概念与原理。 √    

5.2 理解半虚拟化、全虚拟化的概念与原
理。 

√    

5.3 理解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
虚拟化与桌面虚拟化中的核心技术。 

√    

5.4 会运用 Xen、VMWare与 Hyper-V等虚拟
化工具。 

√  √  

6.1 理解计算服务 Nova。   √  

6.2 理解对象存储服务 Swift。   √  

6.3 了解镜像服务 Glance 的概念与工作机
制。 

  √  

6.4 能够独立完成 OpenStack 分布式计算
集群的配置。 

  √  

7.1 理解 HDFS的体系架构。    √ 

7.2 掌握 HDFS 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实现机
理。 

√   √ 

7.3 理解 HDFS 数据块的读写规程与数据可
靠性保障机制。 

√   √ 

7.4 能够应用 HDFS 完成基本的分布式数据
存储与维护。 

√   √ 

7.5 能够自主搭建与配置 HDFS环境。 √   √ 

8.1掌握 MapReduce的并行原理，能够运用
MapReduce完成基本的分布式计算任务。 

   √ 

8.2 能够面向 MapReduce 搭建分布式测试
与开发环境。 

   √ 

9.1 理解 NoSQL 数据库的概念与发展驱动
力，掌握 HBase的逻辑模型与物理模型。 

   √ 

9.2 掌握基本的数据定义、数据控制与数据
操纵 API。 

   √ 

9.3 能够完成 HBase数据库环境配置，能够
完成简单应用的 HBase设计与数据运维。 

   √ 

10.1 理解数据仓库与商业智能的基本需
求，理解 Hive的设计原理，掌握 Hive的基
本操作，了解 Hive与 HDFS及 HBase的相互
关系。 

   √ 

10.2 能够完成 Hive的部署与配置，能够为
简单应用设计 Hive框架并完成数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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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电子线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77A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Circuit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电子线路 ，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 电子产品综合设计，集成电路原理和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通信电子线路系统中各模块的基本组成、原理等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通信电子线路系统中各模块电路的分析、计算等问题的解决，

并了解其应用发展。 

目标 3：掌握万用表、示波器、高频信号源的基本仪器仪表的使用。 

目标 4：掌握电路基本调试方法，培养学生电路设计、电路分析和检测手

段等基本综合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  （2课时） 

1.1．无线通信的发展史，在无线通信系统中，信号的传送过程。 （1课时） 

1.2．通信系统的组成。无线通信发射、接收的基本原理。 （1课时） 

（二）高频小信号谐振放大器  （10课时） 

2.1 器件高频信号工作下的特性，LC 谐振回路的结构、特性、工作原理，

电路阻抗变换。 （2学时） 

2.2 小信号谐振放大器的性能指标，单调谐放大器的等效电路与参数，多

级调谐放大器。 （4课时） 

2.3 谐振放大器稳定性，集成谐振放大器的应用，电阻热噪声。 （2课时） 

2.4．高频小信号调谐放大器实践课 （2课时） 

（三）高频功率放大器 （10课时） 

3.1．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丙类放大器的特点。 （2课时） 

3.2．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动态性能分析。 （2课时） 

3.3．谐振功率放大器实用电路。 （2课时） 

3.4. 高频谐振功率放大器实践课 （2课时） 

3.5. 课堂测验 （2课时） 

（四）正弦波振荡器 （8课时） 

4.1．反馈振荡器产生振荡的基本原理。 （2课时） 

4.2．LC正弦波振荡电路。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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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晶体振荡器。 （2课时） 

（五）调幅、检波与混频 （12课时） 

5.1．调幅信号的分析，信号描述，AM，DSB，SSB信号的特征。 

5.2．调幅典型电路原理、检波电路。 

5.3．混频的基本原理，混频电路。 

5.4. AM发送机与接收机 

5.5．拟乘法器调幅电路实践课 （2学时）  

5.6．包络检波及同步检波实践课 （2学时） 

5.7．中波调幅发射机系统实践课 （2学时）  

（六）调角与解调  （6课时） 

6.1．调角信号的分析。  

6.2．调频电路。  

6.3．鉴频原理及电路。 

6.4. FM发送机与接收机。 

6.5  课程习题讨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频电子电路（第 3 版）》王卫东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频电子线路（第四版）》  高吉祥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2.《高频电子线路（第五版）》  张肃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高频电路原理及应用》    朱代先 主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4.《高频电子线路（第 3 版）》曾兴雯 等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5.《高频电子线路（第 2 版）》阳昌汉 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LC 谐振回路，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噪声系数，高频功率放大器。高频振荡器，振幅调制电路，

混频器，角度调制电路等。 

五、 附件 

六、  

制定人：  杨宇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book.jd.com/writer/阳昌汉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高等教育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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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通
信电子线路系统
中各模块的基本
组成、原理等基
本概念。 

目标 2：掌握通信电子
线路系统中各模块电
路的分析、计算等问题
的解决，并了解其应用
发展。 

目标 3：掌握
万用表、示波
器、高频信号
源的基本仪器
仪表的使用。 

目标 4：掌握电路基
本调试方法，培养学
生电路设计、电路分
析和检测手段等基
本综合能力。 

1.1．无线通信的发展史，在无线通
信系统中，信号的传送过程。 

 √   

1.2．通信系统的组成。无线通信发
射、接收的基本原理。 

√    

2.1 器件高频信号工作下的特性，
LC 谐振回路的结构、特性、工作原
理，电路阻抗变换。 

√ √   

2.2 小信号谐振放大器的性能指
标，单调谐放大器的等效电路与参
数，多级调谐放大器。 

√ √   

2.3 谐振放大器稳定性，集成谐振
放大器的应用，电阻热噪声。 

√    

2.4．高频小信号调谐放大器实践课   √ √ 

3.1．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丙类放大器的特点。 

√    

3.2．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动态性能分
析 

√ √   

3.3谐振功率放大器实用电路  √   

3.4. 高频谐振功率放大器实践课   √ √ 

3.5. 课堂测验 √ √   

4.1．反馈振荡器产生振荡的基本原
理 

√    

4.2． LC正弦波振荡器 √ √   

4.3 石英晶体振荡器 √    

5.1．调幅信号的分析，信号描述，
AM，DSB，SSB信号的特征 

√    

5.2．调幅典型电路原理、检波电路 √ √   

5.3．混频的基本原理，混频电路。 √ √   

5.4. AM发送机与接收机  √   

5.5．拟乘法器调幅电路实践课   √ √ 

5.6．包络检波及同步检波实践课   √ √ 

5.7．中波调幅发射机系统实践课   √ √ 

6.1．调角信号的分析 √    

6.2．调频电路 √    

6.3．鉴频原理及电路 √    

6.4. FM发送机与接收机 √    

6.5  课程习题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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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电子线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77C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Circuit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电子线路 ，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电子产品工艺技术与实践综合实验，移动通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通信电子线路系统中各模块的基本组成、原理等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通信电子线路系统中各模块电路的分析、计算等问题的解决，

并了解其应用发展。 

目标 3：掌握万用表、示波器、高频信号源的基本仪器仪表的使用。 

目标 4：掌握电路基本调试方法，培养学生电路设计、电路分析和检测手

段等基本综合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  （4课时） 

1.1．无线通信的发展史，在无线通信系统中，信号的传送过程。 （2课时） 

1.2．通信系统的组成。无线通信发射、接收的基本原理。 （2课时） 

（二）高频小信号谐振放大器  （12课时） 

2.1 器件高频信号工作下的特性，LC 谐振回路的结构、特性、工作原理，

电路阻抗变换。 （4学时） 

2.2 小信号谐振放大器的性能指标，单调谐放大器的等效电路与参数，多

级调谐放大器。 （4课时） 

2.3 谐振放大器稳定性，集成谐振放大器的应用，电阻热噪声。 （2课时） 

2.4．高频小信号调谐放大器实践课 （2课时） 

（三）高频功率放大器 （12课时） 

3.1．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丙类放大器的特点。 （2课时） 

3.2．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动态性能分析。 （4课时） 

3.3．谐振功率放大器实用电路。 （2课时） 

3.4. 高频谐振功率放大器实践课 （2课时） 

3.5. 课堂测验 （2课时） 

（四）正弦波振荡器 （8课时） 

4.1．反馈振荡器产生振荡的基本原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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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LC正弦波振荡电路。 （4课时） 

4.3．晶体振荡器。 （2课时） 

（五）调幅、检波与混频  （16课时） 

5.1．调幅信号的分析，信号描述，AM，DSB，SSB信号的特征。  

5.2．调幅典型电路原理、检波电路。  

5.3．混频的基本原理，混频电路。 

5.4. AM发送机与接收机 

5.5．拟乘法器调幅电路实践课 （2学时）  

5.6．包络检波及同步检波实践课 （2学时）  

5.7．中波调幅发射机系统实践课 （2学时）  

（六）调角与解调 （6课时） 

6.1．调角信号的分析。  

6.2．调频电路。  

6.3．鉴频原理及电路。 

6.4. FM发送机与接收机。 

6.5  课程习题讨论 （4课时） 

（七）反馈控制电路 （8课时） 

7.1反馈控制电路作用和实现原理。  

7.2锁相环电路。 

7.3中波调幅接收机系统实践课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频电子电路（第 3 版）》王卫东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频电子线路（第四版）》高吉祥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2.《高频电子线路（第五版）》张肃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高频电路原理及应用》 朱代先 主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4.《高频电子线路（第 3 版）》曾兴雯 等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5.《高频电子线路（第 2 版）》阳昌汉 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LC 谐振回路，

高频小信号放大器，噪声系数，高频功率放大器。高频振荡器，振幅调制电路，

http://book.jd.com/writer/阳昌汉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高等教育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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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频器，角度调制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宇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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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通信电子线

路系统中各

模块的基本

组成、原理等

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通信电

子线路系统中各模

块电路的分析、计

算等问题的解决，

并了解其应用发

展。 

目标 3：掌握

万用表、示波

器、高频信号

源的基本仪器

仪表的使用。 

目标 4：掌握电路

基本调试方法，培

养学生电路设计、

电路分析和检测

手段等基本综合

能力。 

1.1．无线通信的发展史，在无线通信系统中，

信号的传送过程。 
√    

1.2．通信系统的组成。无线通信发射、接收

的基本原理。 
√    

2.1 器件高频信号工作下的特性，LC 谐振回

路的结构、特性、工作原理，电路阻抗变换。 
√ √   

2.2 小信号谐振放大器的性能指标，单调谐放

大器的等效电路与参数，多级调谐放大器。 
√ √   

2.3 谐振放大器稳定性，集成谐振放大器的应

用，电阻热噪声。 
√ √   

2.4．高频小信号调谐放大器实践课   √ √ 

3.1．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原理，丙类放大

器的特点。 
√    

3.2．谐振功率放大器的动态性能分析 √ √   

3.3谐振功率放大器实用电路  √   

3.4. 高频谐振功率放大器实践课   √ √ 

3.5. 课堂测验 √ √   

4.1．反馈振荡器产生振荡的基本原理 √    

4.2． LC正弦波振荡器 √ √   

4.3 石英晶体振荡器 √    

5.1．调幅信号的分析，信号描述，AM，DSB，

SSB信号的特征 
√    

5.2．调幅典型电路原理、检波电路  √   

5.3．混频的基本原理，混频电路。 √ √   

5.4. AM发送机与接收机 √    

5.5．拟乘法器调幅电路实践课   √ √ 

5.6．包络检波及同步检波实践课   √ √ 

5.7．中波调幅发射机系统实践课 √  √ √ 

6.1．调角信号的分析 √    

6.2．调频电路 √    

6.3．鉴频原理及电路 √    

6.4. FM发送机与接收机 √    

6.5  课程习题讨论 √ √   

7.1反馈控制电路作用和实现原理 √    

7.2锁相环电路。 √    

7.3中波调幅接收机系统实践课   √ √ 

  



368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85A1        英文名称：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传感器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计算机网

络 

后续课程：物联网硬件综合设计、物联网工程案例分析、专业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本概念、特征、应用和发展前景，理解

无线传感器网络所面临的技术逃战。 

目标 2：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组成结构、通信体系和软件结构，掌握其

节点的组成和模块功能特点。 

目标 3：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协议标准 802.15.4及 ZigBee协议，了解

其他的相关协议。 

目标 4：掌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时间同步技术及实现机制，掌握无线传感

器网络的定位技术及实现机制。 

目标 5：理解无线传感器网络数据融合和数据管理技术的实现方法。熟悉

无线传感器网络具体应用的设计和部署。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1.1-1.4节 1课时，1.5-1.6 节 1课时） 

1.1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概念，介绍什么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其构成的基本

要素。 

1.2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征，分析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本特征，与其他无

线网络的区别。 

1.3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发展与现状，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发展历程和发展

现状。 

1.4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领域及应用实例。 

1.5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技术，介绍国内外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

情况，核心技术。 

1.6 无线传感器网络面临的挑战，分析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所面临的逃战

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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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硬件及设计 （3课时） 

2.1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及组成 

  （0.5课时） 

2.2节点的体系结构，介绍节点的组成模块以及每个模块的功能、要求 

  （1课时） 

2.3 节点的设计，介绍节点设计的原则、要求以及节点设计的基本方法 

  （1.5课时） 

（三）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控制结构 （2课时） 

3.1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拓扑结构，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几种拓扑结构形

式、特点  （0.5课时） 

3.2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软件体系，介绍基于层次的软件体系结构及组成，

每个层次的功能。 （0.5课时） 

3.3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协议栈，介绍基于 802.15.4的协议栈结构以及协议

栈包含的五个层次。 （0.5课时） 

3.4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通信体系，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体系结构，即

横向的通信协议层和纵向的传感器网络管理部分。 （0.5课时） 

（四）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协议标准 （6课时） 

4.1 技术标准的意义，介绍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标准化的必要性和意

义。  （0.5课时） 

4.2 IEEE 802.15.4标准，介绍 802.15.4协议标准的基本内容。 （0.5课时） 

4.3 IEEE 802.15.4协议规范，介绍 802.15.4 协议标准的物理层、MAC层

规范。  （2课时） 

4.4 ZigBee协议标准，介绍 ZigBee协议规范（网络层、应用层）及管理

机制。  （1课时） 

4.5 其他新技术标准的讨论，包括 UWB技术标准、Enocean标准等 

  （讨论课，2课时） 

（五）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通信与组网技术 （6课时） 

5.1 物理层，介绍物理层介质、信道和调制技术。 （2课时） 

5.2 MAC协议，介绍 MAC层协议及实现策略。 （2课时） 

5.3 路由层协议，介绍路由层协议及实现策略。 （2课时） 

（六）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时间同步技术 （3课时） 

6.1 概述，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时间同步的要求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0.5课时） 

6.2 经典时间同步技术，介绍三种经典的时间同步方法及相关协议实现。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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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型时间同步技术，介绍萤火虫同步技术和协作同步技术 （1课时） 

6.4 时间同步技术的应用，介绍时间同步技术的应用。 （0.5课时） 

（七）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 （2课时） 

7.1 概述，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的要求、问题及常用术语。 

  （0.5课时） 

7.2 常用的测距技术，介绍几种常用的测距技术，包括 RSSI、ToA、TDoA

和 AoA  （0.5课时） 

7.3 节点定位算法，介绍基于测距的定位算法和非测距的定位算法。 

  （0.5课时） 

7.4 节点定位的应用。 （0.5课时） 

（八）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数据融合技术 （2课时） 

8.1 概述，介绍数据融合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8.2 数据融合的分类，介绍数据融合的不同分类及要求和模型。 （0.5课时） 

8.3 数据融合的经典算法，简要介绍数据融合的几种方法，包括讨论加权

平均算法、最小二乘法、卡尔曼滤波法、贝叶斯估计法、神经网络算法、D-S 证

据推理方法等。 （0.5课时） 

8.4 数据融合的现状与发展。 （0.5课时） 

（九）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数据管理技术 （2课时） 

9.1 概述，介绍数据管理的基本概念、几种结构形式、关键技术要求等。 

  （0.5课时） 

9.2 数据管理技术，介绍包括数据查询、数据索引和网络数据聚合等几种

数据管理技术。 （0.5课时） 

9.3 TinyDB系统，介绍有代表性的传感器网络数据管理系统 TinyDB。 

  （1课时） 

（十）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应用 （4学时） 

10.1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案例分析，了解无线传感器网络不同的应用领域

及基本要求，以某具体案例来理解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的相关技术和要求。 

  （2课时） 

10.2 具体应用案例的讨论和分享，以讨论课的形式，让学生具体分享自己

设计或掌握的应用案例。 （2课时） 

三、实验（上机）内容和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 

1、验证性实验 

基于相应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实验箱平台所提供的验证性实验，根据实验手

册的指示，进行操作，完成 WSN基础知识的复习和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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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性实验 

基于相应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实验箱平台所提供的操作系统和编程平台，根

据实验手册的指示，进行编程，完成 WSN基础知识的复习和进一步认识。 

实验内容： 

实验一 设备认知和平台搭建 （2学时） 

实验内容：熟悉实验设备，搭建实验需要的软、硬件平台，熟悉IAR开发环境，

完成一个简单的LED闪灯程序工程；同时，利用CC2530 的IO控制LED外设的闪烁。 

实验二 串口收发数据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在IAR开发环境中，利用CC2530的内部温度传感器作为A/D输入源，

将转换后的温度数值利用串口0发送给PC 机终端；同时，使用中断方式接收串口

数据并向串口输出。 

实验三 看门狗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在IAR开发环境中，利用CC2530的看门狗定时器来实现对系统复

位状态的控制。通过配置CC2530处理器的看门狗定时器来产生复位信号，并通过

软件利用LED灯来实现系统复位的监测。 

实验四 TI Z-Stack2007 协议栈入门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安装TI Z-Stack2007 协议栈，掌握协议栈相关IAR工程的配置，熟

悉TI Z-Stack 协议栈的软件结构、开发流程及常见软件工具的使用方法。 

实验五 基于Z-Stack 的无线数据传输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基于TI Z-Stack2007 协议栈，实现无线组网及通讯。协调器自动组

网，终端节点（附带温湿度传感器）自动入网，并采集温湿度数据，协调器接收

到信息后将温湿度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PC计算机显示。 

实验六 基于Z-Stack的ZigBee模块控制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基于TI Z-Stack2007 协议栈，实现无线组网及通讯。并通过上位机

串口控制程序，实现PC机串口对ZigBee模块的控制，实现LED 的闪烁控制。 

实验七 基于Z-Stack的传感器中断添加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基于TI Z-Stack2007 协议栈，实现无线组网及通讯。利用协议栈接

口实现添加红外对射传感器模块中断处理函数，当红外对射传感器被隔断时，调

用此函数实现让LED1闪烁4次，并向串口打印消息“interrupt！”的功能。 

实验八 基于Z-Stack的的串口透传实验 （2学时） 

实验内容：利用2套UP-MobNet-II型系统，实现ZIGBEE 节点间的串口数据无

线透传。实验使用ZigBee无线数传模块替代串口连接线，实现数据的无线透传。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三本任选 1本） 

[1]《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原理及应用》，许毅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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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2]《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与实践》，Fei Hu、XiaoJun Cao等编著，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5年 3月 

[3]《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设计和应用》，杨双华著,张燕等译，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5年 5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青岛东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编著.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原理及应用.西安: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07. 

[2] [德]Waltenegus Dargie,[美]Christian Poellabauer 著;孙利民,张远,刘庆超等译.无线传

感器网络基础：理论和实践.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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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 

[4]余成波,李洪兵,陶红艳.无线传感器网络实用教程.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9 

[5]安文.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与应用.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0 

[6]吴迪,朱金秀,范新南.无线传感器网络实践教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07 

[7]刘伟荣,何云.物联网与无线传感器网络.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01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理论考试（闭卷、笔试）、实验考核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测试（20%）、考勤（50%）、作业 （30%）。 

2.实验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50%）、实验考勤（30%）、实

验测试（20%） 

3.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基本

概念、中断处理、处理器调度、进程调度、并发进程、存储管理、设备管理和

文件管理等。 

六、附件 

 

制定人：  陈年生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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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无线传感器

网络的基本

概念、特征、

应用和发展

前景，理解无

线传感器网

络所面临的

技术逃战。 

目标 2：掌握

无线传感器

网络的组成

结构、通信

体系和软件

结构，掌握

其节点的组

成和模块功

能特点。 

目标 3：掌

握无线传感

器网络的协

议 标 准

802.15.4

及 ZigBee

协议，了解

其他的相关

协议。 

目标 4：掌握

无线传感器

网络的时间

同步技术及

实现机制，

掌握无线传

感器网络的

定位技术及

实现机制。 

目标 5：理解

无线传感器网

络数据融合和

数据管理技术

的实现方法。

熟悉无线传感

器网络具体应

用的设计和部

署。 

1.1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概念 √     

1.2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征 √     

1.3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发展与现状 √     

1.4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 √     

1.5 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技术      

1.6 无线传感器网络面临的挑战 √     

2.1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  √    

2.2节点的体系结构  √    

2.3 节点的设计  √    

3.1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拓扑结构  √    

3.2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软件体系  √    

3.3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协议栈  √    

3.4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通信体系  √    

4.1 技术标准的意义   √   

4.2 IEEE 802.15.4标准   √   

4.3 IEEE 802.15.4协议规范   √   

4.4 ZigBee协议标准   √   

4.5 其他新标准讨论   √   

5.1 物理层  √ √   

5.2 MAC协议  √ √   

5.3 路由层协议  √ √   

6.1 时间同步概述    √  

6.2 经典时间同步技术    √  

6.3 新型时间同步技术    √  

6.4 时间同步技术的应用    √  

7.1 定位技术概述    √  

7.2 常用的测距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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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节点定位算法    √  

7.4 节点定位的应用    √  

8.1 数据融合概述     √ 

8.2 数据融合的分类     √ 

8.3 数据融合的经典算法     √ 

8.4 数据融合的现状与发展     √ 

9.1 数据管理技术概述     √ 

9.2 数据管理技术     √ 

9.3 TinyDB系统     √ 

10.1应用案例分析      

10.2 具体应用案例的讨论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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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192A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院系：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先修课程：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设计 

 

一、课程目标 

1、了解物联网信息安全的重要性，理解网络与信息系统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2、掌握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 

3、理解网络的攻防技巧与技术原理，掌握使用常用的攻防工具。 

4、掌握病毒与防火墙技术及应。 

二、课程内容 

（一）第 1章 网络安全概述 （2学时） 

1.1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 

1.2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因素分析 

1.3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 

1.4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法规 

1.5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则 

1.6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的原则和步骤 

（二）网络安全技术基础 （2学时） 

2.1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2.2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2.3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2.4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2.5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2.6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三）网络安全管理技术 （2学时） 

3.1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内容及功能 

3.2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3.3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全管理解决方

案 

3.4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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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四） 密码与加密技术 （4学时） 

4.1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码学与密码体制 

4.2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 

4.3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钥管理 

4.4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包括：对称/非对称加密、单向加密技术、无线网

络加密技术、实用综合加密方法、加密高新技术及发展。 

（五） 黑客攻防与入侵检测 （4学时） 

5.1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击步骤 

5.2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 

5.3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5.4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御黑客攻击 

5.5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功能、特点、分类、检测过程和常用检测

方法 

（六） 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4学时） 

6.1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种类和方法 

6.2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6.3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6.4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6.5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七） 操作系统安全与站点安全 （4学时） 

7.1 掌握 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全并熟悉 Windows系统的安全配置 

7.2了解 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了解 UNIX 系统安全配置 

7.3 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掌握 Linux系统安全配置 

7.4 掌握 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7.5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八） 数据库系统安全技术 （2学时） 

8.1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念、组成和安全性要求 

8.2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架与特性 

8.3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三个方面：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控制 

8.4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击方法，并能用于防御实践 

8.5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 

（九） 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 （2学时） 

9.1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9.2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特征、结构、传播方式和病毒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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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 

9.4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类、防护和清除 

9.5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十） 防火墙应用技术 （2学时） 

10.1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10.2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10.3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10.4掌握 SYN Flood攻击的方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攻击的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实践教程》第二版，贾铁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 1月。 

（二）参考教材  

1．《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第 2版）（“上海市精品课程教材”含同步实验）

贾铁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9 

2.《计算机系统安全教程》，曹天杰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1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课程考核方式：闭卷笔试  

2.成绩组成：平时成绩 40%（课堂提问+书面作业+实验），期末成绩 60%。 

五、附件 

 

制定人：_罗宜元_ ；审核人_王海军___；批准人：__王淮亭_2017年 7月 
 

 

 

 



378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物联网

信息安全的重要

性，理解网络与信

息系统所面临的安

全威胁 

目标 2：掌握

网络安全的

基本概念、原

理和知识。 

目标 3：理解网

络的攻防技巧

与技术原理，

掌握使用常用

的攻防工具 

目标 4：掌握病

毒与防火墙技

术及应 

1.1 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特征、研究目标

及内容 
√ √   

1.2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因素分析 √ √   

1.3 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关

键技术 
√ √   

1.4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法规 √ √ √ √ 

1.5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则 √ √ √ √ 

1.6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的原则和步骤 √ √ √ √ 

2.1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   √ 

2.2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   √ 

2.3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  √ √ 

2.4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 √ √ √ 

2.5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 √ √ √ 

2.6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 √ √ √ 

3.1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内容及功能 √ √ √ √ 

3.2 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度、防护体系规范

和政策 
√ √ √ √ 

3.3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略及主机网络防

护、网络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 √ √ √ 

3.4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术  √ √ √ √ 

3.5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 √ √ √ 

4.1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码学与密码体制 √ √ √ √ 

4.2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 √ √ √ √ 

4.3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钥管理 √ √ √ √ 

4.4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 √ √ √  

5.1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击步骤 √ √ √ √ 

5.2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 √ √ √ √ 

5.3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 √ √ √ 

5.4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御黑客攻击 √ √ √ √ 

5.5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 √ √ √ √ 

6.1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种类和方法 √ √ √ √ 

6.2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 √ √ √ 

6.3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 √ √  

6.4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 √ √  

6.5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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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掌握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全并熟悉

Windows系统的安全配置 
√ √ √ √ 

7.2了解 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了解 UNIX 系

统安全配置 
√ √ √ √ 

7.3 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掌握 Linux

系统安全配置 
√ √ √ √ 

7.4 掌握 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 √ √  

7.5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 √ √  

8.1 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念、组成和安全性

要求 
√ √ √ √ 

8.2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架与特性 √ √ √ √ 

8.3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三个方面：安全性、

完整性和并发控制 
√ √ √ √ 

8.4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击方法，并能用于防

御实践 
√  √ √ 

8.5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概念、策

略和方法 
√  √ √ 

9.1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  √ √ 

9.2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特征、结构、传播

方式和病毒产生 
√ √ √ √ 

9.3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护、病毒和反病毒

的发展趋势 
√  √ √ 

9.4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类、防护和清除 √ √ √ √ 

9.5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 √ √ √ 

10.1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 √ √ √ 

10.2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 √ √  

10.3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 √ √ √ 

10.4掌握 SYN Flood攻击的方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攻击的方法 
√ √ √ √ 

 

  



380 

 

《网络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08B1         英文名称： Network Security Techniqu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CCNA安全技术与应用等系列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理解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本知识、原理，包括计算机网络

安全概述和基本安全问题； 

目标 2：掌握网络安全技术的基本概念、内容和方法；包括网络协议安全、

安全体系结构、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无线网安全技术及

应用；  

目标 3：使学生掌握入侵检测技术、黑客的攻击与防范技术；身份认证与

访问控制技术；网络安全中的密码与压缩技术；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技术；

防火墙技术及应用。 

目标 4：掌握操作系统与站点安全技术、数据与数据库安全技术等。 

二、课程内容 

（一） 第 1章 网络安全概述 （2学时） 

1.1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 

1.2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因素分析 

1.3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 

1.4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法规 

1.5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则 

1.6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的原则和步骤 

（二） 网络安全技术基础 （2学时） 

2.1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2.2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2.3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2.4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2.5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2.6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三） 网络安全管理技术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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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内容及功能 

3.2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3.3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全管理解决方

案 

3.4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术  

3.5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四） 密码与加密技术 （4学时） 

4.1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码学与密码体制 

4.2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 

4.3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钥管理 

4.4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包括：对称/非对称加密、单向加密技术、无线网

络加密技术、实用综合加密方法、加密高新技术及发展。 

（五） 黑客攻防与入侵检测 （4学时） 

5.1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击步骤 

5.2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 

5.3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5.4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御黑客攻击 

5.5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功能、特点、分类、检测过程和常用检测

方法 

（六） 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4学时） 

6.1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种类和方法 

6.2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6.3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6.4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6.5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七） 操作系统安全与站点安全 （4学时） 

7.1 掌握 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全并熟悉 Windows系统的安全配置 

7.2了解 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了解 UNIX 系统安全配置 

7.3 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掌握 Linux系统安全配置 

7.4 掌握 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7.5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八） 数据库系统安全技术 （2学时） 

8.1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念、组成和安全性要求 

8.2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架与特性 

8.3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三个方面：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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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击方法，并能用于防御实践 

8.5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 

（九） 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 （2学时） 

9.1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9.2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特征、结构、传播方式和病毒产生 

9.3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 

9.4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类、防护和清除 

9.5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十） 防火墙应用技术 （2学时） 

10.1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10.2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10.3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10.4掌握 SYN Flood攻击的方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攻击的方法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实践教程》第二版，贾铁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 1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 安全》第 3 版，思科公司编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 

2.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在线课程网站 www.netacad.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安

全的基本知识、原理、网络协议安全、安全体系结构、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安

全服务与安全机制、无线网安全技术及应用；使学生掌握入侵检测技术、黑客

的攻击与防范技术；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技术；网络安全中的密码与压缩技术；

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技术；防火墙技术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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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

解计算机

网络安全

的基本知

识、原理 

目标 2：掌握网络安全技术

的基本概念、内容和方法；

包括网络协议安全、安全体

系结构、网络安全管理技

术、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无线网安全技术及应用 

目标 3：掌握入侵检测技术、

黑客的攻击与防范技术；身

份认证与访问控制技术；网

络安全中的密码与压缩技

术；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

技术；防火墙技术及应用 

目标 4：掌握

操作系统与

站点安全技

术、数据与数

据库安全技

术等 

1.1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

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 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

因素分析 
√ √   

1.3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 
√ √   

1.4 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

律法规 
√ √ √ √ 

1.5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

准则 
√ √ √ √ 

1.6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

的原则和步骤 
√ √ √ √ 

2.1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   √ 

2.2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   √ 

2.3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  √ √ 

2.4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 √ √ √ 

2.5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 √ √ √ 

2.6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 √ √ √ 

3.1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

内容及功能 
√ √ √ √ 

3.2 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

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 √ √ √ 

3.3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

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全

管理解决方案 

√ √ √ √ 

3.4 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

术  
√ √ √ √ 

3.5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 √ √ √ 

4.1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

码学与密码体制 
√ √ √ √ 

4.2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 √ √ √ √ 

4.3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钥

管理 
√ √ √ √ 

4.4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 √ √ √  

5.1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

击步骤 
√ √ √ √ 

5.2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 √ √ √ √ 

5.3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 √ √ √ 

5.4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

御黑客攻击 
√ √ √ √ 

5.5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 √ √ √ √ 

6.1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

念、种类和方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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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 √ √ √ 

6.3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 √ √  

6.4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 √ √  

6.5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 √  √ 

7.1 掌握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安全并熟悉 Windows 系统的安

全配置 

√ √ √ √ 

7.2 了解 UNIX 操作系统的安全

性，了解 UNIX系统安全配置 
√ √ √ √ 

7.3 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

全性，掌握 Linux 系统安全配

置 

√ √ √ √ 

7.4 掌握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

站点的安全策略 
√ √ √  

7.5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

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 √ √  

8.1 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

念、组成和安全性要求 
√ √ √ √ 

8.2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

架与特性 
√ √ √ √ 

8.3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三

个方面：安全性、完整性和并

发控制 

√ √ √ √ 

8.4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击

方法，并能用于防御实践 
√  √ √ 

8.5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

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 
√  √ √ 

9.1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历

史和趋势 
√  √ √ 

9.2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

特征、结构、传播方式和病毒

产生 

√ √ √ √ 

9.3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

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 
√  √ √ 

9.4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类、

防护和清除 
√ √ √ √ 

9.5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 √ √ √ 

10.1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 √ √ √ 

10.2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 √ √  

10.3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 √ √ √ 

10.4 掌握 SYN Flood 攻击的方

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

攻击的方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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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议分析与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10C1 

英文名称：Network Protoco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  

后续课程：网络编程技术、网络分析与测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互联网协议的基本概念及分层结构。 

目标 2：掌握 IP地址划分、ARP协议、IP协议、ICMP报文结构及实现原理。 

目标 3：掌握 IP路由协议及算法基本原理，熟悉 IP组管理协议 IGMP的原

理及实现原理。 

目标 4：掌握传输层 TCP 和 UDP协议原理，差错控制、拥塞控制及流量控

制的实现方法。  

目标 5：掌握 Winsocket 的 API原理及调用方法，并了解 BSD-Lite，会使

用开源网络操作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互联网协议概述及体系结构 （4学时） 

1.1 网络协议分层思想，网络协议的定义。 （1课时） 

1.2 互联网 TCP/IP分层结构（协议簇）以及功能，数据在各层进行封装、

解封及传递的基本过程。 （1课时） 

1.3 实体、服务、服务访问点、接口、协议数据单元以及服务数据单元的

概念。  （1.5课时） 

1.4 TCP/IP发展历史和 TCP/IP标准化的流程。 （0.5课时） 

（二） 网际协议（IP） （16学时） 

2.1 逻辑地址（IP）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规则；子网、子网掩码的定义；学

会进行常用类型的 IP子网地址的编址和划分方法。 （1课时） 

2.2 硬件地址（MAC）与逻辑地址的区别，地址解析协议（ARP）的基本原

理；地址解析协议报文结构封装以及发送的实现代码原理；使用 ARP进行地址

映射过程，尤其在互联网络间传送数据时。 （1课时） 

2.3 实验一，地址解析协议（ARP）报文结构代码分析以及发送过程代码分

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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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P协议原理；IP数据报文结构及各字节含义；IP数据报文结构封装

以及发送过程代码原理；IP数据报首部校验概念和算法代码分析；IP选项的基

本含义。  （3课时） 

2.5 IP数据分片、重组机制和实现算法代码分析；IP选路的原理及基本算

法代码；路由表的一般含义及表示形式；IP软件模块对 IP数据报的处理流程。

  （1课时） 

2.6 实验二，网际协议（IP） 报文结构代码分析以及发送过程代码分析。 

  （4课时） 

2.7 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ICMP）原理，ICMP 报文结构封装、发送过程实

现代码；ICMP拥塞控制和路径控制技术；ICMP报文分析。（2课时） 

2.8 实验三，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ICMP）不同类型报文结构代码及发送

过程代码分析。 （2课时） 

（三）IP路由协议及 IGMP协议 （12学时） 

3.1 路由表的建立和维护方法；两种路由更新算法：矢量距离算法（RIP）

和最短路径优先（SPF）算法；互联网的路由体系结构，自治系统（AS）的基本

概念和作用。 （2课时） 

3.2 选路信息协议（RIP）的基本原理；RIP报文的结构、发送过程代码原

理；RIP路由表更新和维护的算法实现代码。 （4课时） 

3.3 实验四，路由信息协议（RIP）原理及算法代码分析。 （2课时） 

3.4 IGMP组管理协议的基本原理、IGMP算法的实现代码原理。 （2课时） 

3.5 实验五，IGMP基本原理及算法代码分析。 （2课时） 

（四）传输层协议 （8学时） 

4.1 通信进程的五元素、通信端口的概念和分类；传输控制协议（TCP）进

行三次握手建立和关闭可靠链路的过程；TCP 可靠性机制：确认、重传、序号；

TCP流量控制的提高传输效率的策略：滑动窗口机制。 （1课时） 

4.2 TCP报文段的数据格式和含义、发送过程实验代码原理；TCP的拥塞控

制技术实现代码；TCP流量控制及窗口通告机制实验代码；TCP定时器管理的实

验代码。  （2课时） 

4.3 用户数据报协议（UDP）的基本原理；UDP的报文数据格式以及发送过

程实验代码原理。 （1课时） 

4.4 实验六，传输控制协议（TCP） 报文段结构、发送过程代码分析。 

  （4课时） 

（五）网络协议项目设计与开发 （8学时） 

运用所学网络协议知识，分组设计三到四个功能明确、能够演示的简单项

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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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的 Winsocket的 API原理及调用方法 （2课时） 

5.2 3到 4人一组使用 VC++等开发环境进行网络项目编程及调试，相互讨论，

共同完成，每位同学均明确而具体的任务；进行作品设计，即要求完成作品所包

含软件的设计与开发、调试，进行网络软件项目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方法讨论；

编写程序并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软件模块图及相关说明、程序流程图、界

面及源代码；制作 PPT，进行交流汇报；课程习题讨论。 （6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 VC++编程工具使用。 

6.2 Linux操作系统、FreeBSD或 XINU开源网络操作系统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网络协议分析与实现》，胡维华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06 

2.《网络协议实践教程（第 2版）》，陈虹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TCP/IP详解 卷 2：实现》,[美]  Wright 和 Stevens 合著，陆雪莹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4 

2. 《网络协议分析》，冠晓蕤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2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TCP/IP 基本概念、

IP 协议基本原理及实现、IP 路由算法及实现、ICMP 协议基本原理及实现、TCP

基本原理及实现、UDP 基本原理及实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小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Wrigh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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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 握 互

联 网 协

议 的 基

本 概 念

及 分 层

结构 

目标 2：掌握

IP 地 址 划

分、 ARP 协

议、IP协议、

ICMP 报文结

构及实现原

理 

目标 3：掌握

IP 路由协议及

算 法 基 本 原

理，熟悉 IP组

管理协议 IGMP

的报文结构及

实现原理 

目标 4:掌握

传输层 TCP 和

UDP 协 议 原

理，差错控制、

拥塞控制及流

量控制的实现

方法 

目 标 5: 掌 握

Winsocket的 API

原 理 及 调 用 方

法 ， 并 了 解

BSD-Lite，会使

用开源网络操作

系统 

1.1 网络协议分层思想，网络协议的定

义。 
√     

1.2互联网 TCP/IP分层结构（协议簇）、
功能及基本过程。 

√     

1.3 实体、服务、服务访问点、接口、

协议数据单元以及服务数据单元的概

念。 

√    √ 

1.4 TCP/IP 发展历史和 TCP/IP 标准化

的流程。 
√     

2.1逻辑地址（IP）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规则。 
 √   √ 

2.2 地址解析协议（ARP）的报文基本

原理及发送过程实现代码。 
 √   √ 

2.3 地址解析协议（ARP）报文结构代

码分析以及发送过程代码分析实验。 
 √   √ 

2.4 IP协议原理、数据报文结构原理及

实验过程代码。 
 √   √ 

2.5IP 数据分片、重组机制和实现算法

代码。 
 √   √ 

2.6 网际协议（IP） 报文结构代码分

析以及发送过程代码分析实验。 
 √   √ 

2.7 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ICMP）原

理， ICMP 报文结构封装、发送过程实

现代码。 

 √   √ 

2.8 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ICMP）不

同类型报文结构代码及发送过程代码分

析实验。 

 √   √ 

3.1 路由表的建立和维护方法；两种路

由更新算法：矢量距离算法（RIP）和最

短路径优先（SPF）算法原理。 
  √  √ 

3.2选路信息协议（RIP）的基本原理； 

RIP 报文的结构、发送过程代码原理；

RIP 路由表更新和维护的算法实现代

码。 

  √  √ 

3.3 路由信息协议（RIP）原理及算法

代码分析实验。 
  √  √ 

3．4IGMP组管理协议的基本原理及算法

实现代码。 
  √  √ 

3.5 IGMP算法代码分析实验。   √  √ 

4.1 通信进程的五元素、通信端口的概

念和分类；TCP 三次握过程、可靠性机

制、流量控制机制基本原理。 

   √ √ 

4.2 TCP 报文段的数据格式和含义、发

送过程实验代码原理； TCP的拥塞控制

技术实现代码；TCP 流量控制及窗口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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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机制实验代码；TCP 定时器管理的实

验代码。 

4.3 用户数据报协议（UDP）的基本原

理、报文数据格式以及发送过程实验代

码原理。 

   √ √ 

4.4传输控制协议（TCP） 报文段结构、

发送过程代码分析实验。 
   √ √ 

5.1 Winsocket的 API原理及调用方法。 √ √ √ √ √ 

5.2 课程项目设计、编程，讨论，作品

展示；课程习题讨论。 
√ √ √ √ √ 

6.1 VC++编程工具使用。 √ √ √ √ √ 

6.2  Linux操作系统、FreeBSD或 XINU

开源网络操作系统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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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与路由器技术》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033213P1        英文名称： Switching and Routing Techniqu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CCNA3、CCNA4等系列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交换网络的概念，配置交换机，排除网络第 1层和第 2层的故障，

了解交换机常见的安全攻击及防范措施。 

目标 2：掌握 VLAN的概念，类型，配置方法。  

目标 3：解路由器的主要特性和功能，掌握路由器的基本配置，掌握 VLAN

间路由的 3种方法及其优缺点。 

目标 4：掌握静态路由与动态路由协议，路由协议的几种类型。学会配置

路由器协议。掌握 ACL及 NAT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交换机配置基础知识 （2学时） 

1.1 掌握交换机内部结构、掌握交换机各类接口的特点和配置方法。 

1.2 理解交换机工作原理。 

（二）路由器配置基础 （2学时） 

2.1 掌握路由器的内部结构、熟练掌握路由器的启动过程。 

2.2 理解路由器工作原理，掌握路由器基本配置； 

（三） IP路由原理 （2学时） 

3.1 掌握 IP路由原理、理解路由决策原则。 

3.2 了解路由协议的分类、掌握静态路由的配置方法。 

（四）虚拟局域网 （4学时） 

4.1 掌握多台交换机组成的交换网络中ＶＬＡＮ的配置和应用。 

4.2 掌握单臂路由的配置方法。 

4.3 理解三层交换机的工作原理。 

（五） RIP路由选择协议 （4学时） 

5.1 理解 RIP的工作原理、理解路由自环的产生过程、掌握解决路由自环

的 5种方法。 

5.2 掌握和理解 RIP的两版本的不同点、熟练掌握 RIP的配置、掌握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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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路由的应用。 

5.3 掌握被动接口与单播更新的配置和作用、掌握 RIP认证与触发更新的

效果。 

（六） OSPF路由协议 （4学时） 

6.1 掌握路由器 ID的概念、了解 OSPF工作的各种状态。 

6.2 区分邻里关系和邻里关系的不同、熟悉 OSPF的三张表。 

6.3 掌握 DR和 BDR的选举、掌握单区域 OSPF 的配置、掌握多区域 OSPF的

配置。 

（七）广域网连接配置技术 （4学时） 

7.1掌握 PPP的配置和应用、掌握帧中继在不同网络中的配置。 

7.2 解 HDLC协议的配置、了解 DDN的配置； 

（八） NAT技术 （4学时） 

8.1静态 NAT、动态 NAT。 

8.2 NAPT的配置步骤、熟悉 NAT的排错； 

（九） ACL访问控制技术 （2学时） 

9.1 掌握 ACL的访问顺序和匹配规则、熟练掌握标准 ACL、扩展 ACL的基

本配置。 

9.2 掌握命令 ACL配置方法、结合前几张的内容，掌握 ACL在园区网中的

应用、了解基于时间的 ACL的应用；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路由与交换技术》，斯桃枝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7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在线课程网站 www.netacad.com 

3. 中国石油大学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http://cna.upc.edu.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的交换概

念和配置、虚拟局域网 VLAN、路由概念、VLAN 间路由、静态路由、动态路由

协议、单区域 OSPF、访问控制列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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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交换网络

的概念，配置交换机，排

除网络第 1层和第 2层的

故障，了解交换机常见的

安全攻击及防范措施。 

目标 2：掌

握 VLAN的

概念，类

型，配置方

法。 

目标 3：了解路由器

的主要特性和功能，

掌握路由器的基本配

置，掌握 VLAN间路

由。 

目标 4： 掌握静

态路由与动态路

由协议，掌握 ACL

及 NAT技术。 

1.1 掌握交换机内部结构、掌握交换

机各类接口的特点和配置方法。 
√    

2.1 掌握路由器的内部结构、熟练掌

握路由器的启动过程。 
√  √  

2.2 理解路由器工作原理，掌握路由

器基本配置； 
√  √  

3.1 掌握 IP路由原理、理解路由决

策原则。 
 √  √ 

3.2 了解路由协议的分类、掌握静态

路由的配置方法。 
√ √ √  

4.1 掌握多台交换机组成的交换网

络中ＶＬＡＮ的配置和应用。 
√  √ √ 

4.2 掌握单臂路由的配置方法。 √  √ √ 

4.3 理解三层交换机的工作原理。 √ √  √ 

5.1 理解 RIP的工作原理、理解路由

自环的产生过程、掌握解决路由自环

的 5种方法。 

√  √ √ 

5.2 掌握和理解 RIP的两版本的不

同点、熟练掌握 RIP的配置、掌握浮

动静态路由的应用。 

√  √  

5.3 掌握被动接口与单播更新的配

置和作用、掌握 RIP认证与触发更新

的效果。 

√  √  

6.1 掌握路由器 ID的概念、了解

OSPF工作的各种状态。 
  √ √ 

6.2 区分邻里关系和邻里关系的不

同、熟悉 OSPF的三张表。 
√ √ √  

6.3 掌握 DR和 BDR的选举、掌握单

区域 OSPF的配置、掌握多区域 OSPF

的配置。 

√  √ √ 

7.1掌握 PPP的配置和应用、掌握帧

中继在不同网络中的配置。 
√  √ √ 

7.2 解 HDLC协议的配置、了解 DDN

的配置； 
  √ √ 

8.1静态 NAT、动态 NAT。 √  √ √ 

8.2 NAPT的配置步骤、熟悉 NAT的

排错； 
√  √  

9.1 掌握 ACL的访问顺序和匹配规

则、熟练掌握标准 ACL、扩展 ACL的

基本配置。 

√  √  

9.2 掌握命令 ACL配置方法、结合前

几张的内容，掌握 ACL在园区网中的

应用、了解基于时间的 ACL的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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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通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18B1         英文名称：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通信原理、电磁场与电磁波 

后续课程：通信工程技术综合实践、融合通信技术、NGB通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组成器件。 

目标 2：掌握光纤通信系统的传输机制及光通信技术。 

目标 3：学会光功率计、示波器等仪器仪表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光纤的基本理论 （8课时） 

1.1光纤的射线光学分析   

1.2 阶跃折射率光纤的波动光学理论  

1.3 光纤的损耗 

1.4光纤的色散  

1.5光纤中的非线性光学效应  

1.6单模光纤  

1.7光纤的制造工艺和光缆的构造 

（二）光源和光发射机 （8课时） 

2.1  半导体激光器  

2.2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2.3  光源的直接调制 

2.4  光源的间接调制 

2.5  光源的调制格式 

（三）光接收机 （6课时） 

3.1光接收机简介  

3.2光电检测器   

3.3放大电路及其噪声  

3.4光接收机灵敏度的计算  

3.5光接收机的组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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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纤通信系统 （10课时） 

4.1 模拟光纤通信 

4.2  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和总体设计 

4.3  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的性能指标 

4.4  光纤放大器及其在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4.5  光载无线技术 

（七）无源光器件和 WDM技术 （6课时） 

5.1  无源器件的几个常用性能参数  

5.2  光纤和波导型无源光器件  

5.3  光学无源器件  

5.4  波分复用、解复用器件 

5.5  光  开  关 

5.6  WDM光纤传输系统 

（八）光网络 （4课时） 

6.1  光网络的发展与演变 

6.2  光传送网 

6.3  自动交换光网络 

6.4  分组传送网 

6.5  城域与接入光网络 

（七）扩大容量和增加功能的新光通信技术 （4课时） 

7.1  色 散 补 偿  

7.2  光时分复用技术  

7.3  光分组交换  

7.4  量 子 通 信  

（八）光纤通信测量 （2课时） 

8.1  测量的标准  

8.2  光纤特性的测量  

8.3  光器件的测量  

8.4  光纤通信系统的测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光纤通信》（第 2 版），顾畹仪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光纤通信》（第五版），[美]Joseph C.Palais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 《光纤通信》张宝富等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395 

3. 光功率计、示波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及课堂表现（10%）、

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光纤的基础理

论、光发送机和光接收机结构、光纤通信系统、无源光器件、WDM 技术、光纤

通信新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一群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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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光纤通

信系统的基本概念

和组成器件 

目标 2：掌握光纤通

信系统的传输机制

及光通信技术 

目标 3：学会光功

率计、示波器等

仪器仪表使用 

1.1光纤的射线光学分析   √   

1.2 阶跃折射率光纤的波动光学理论 √   

1.3 光纤的损耗 √   

1.4光纤的色散 √   

1.5光纤中的非线性光学效应 √   

1.6单模光纤 √   

1.7光纤的制造工艺和光缆的构造 √   

2.1  半导体激光器  √   

2.2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   

2.3  光源的直接调制 √   

2.4  光源的间接调制 √   

2.5  光源的调制格式 √   

3.1光接收机简介 √   

3.2光电检测器 √   

3.3放大电路及其噪声 √   

3.4光接收机灵敏度的计算  √   

3.5光接收机的组成模块 √   

4.1 模拟光纤通信  √  

4.2  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和总体设计  √  

4.3  数字光纤传输系统的性能指标  √  

4.4  光纤放大器及其在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  

4.5  光载无线技术  √  

5.1  无源器件的几个常用性能参数  √   

5.2  光纤和波导型无源光器件 √   

5.3  光学无源器件 √   

5.4  波分复用、解复用器件 √   

5.5  光  开  关 √   

5.6  WDM光纤传输系统 √   

6.1  光网络的发展与演变  √  

6.2  光传送网  √  

6.3  自动交换光网络  √  

6.4  分组传送网  √  

6.5  城域与接入光网络  √  

7.1  色 散 补 偿   √  

7.2  光时分复用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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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光分组交换  √  

7.4  量 子 通 信  √  

8.1  测量的标准    √ 

8.2  光纤特性的测量    √ 

8.3  光器件的测量    √ 

8.4  光纤通信系统的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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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27P1      英文名称：Digital TV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信号检测与处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数字电视信号的产生、传输和接收的基本原理； 

目标 2：了解现代电视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多媒体技术的融合；了解信源编

码和信道编码的基本方法； 

目标 3：了解数字电视的国际标准以及数字电视接收机的原理和组成。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电视中的模拟域技术 （6 课时） 

1.1 三大彩色电视制式。 （2 课时） 

1.2 扫描成像原理掌握三基色原理。 （2 课时） 

1.3 亮度信号与色差信号熟悉标准彩条信号。 （2 课时） 

（二）数字电视的基本概念 （6 课时） 

2.1 视音频信号数字化参数。 （2 课时） 

2.2 图像分量信号量化比特数和量化电平。 （2 课时） 

2.3 数字电视系统框图及数字机顶盒的功能。 （2 课时） 

（三）视频信号的数字化 （10 课时） 

3.1 电视信号的离散化过程及频谱特点。 （2 课时） 

3.2 视频 A/D、D/A 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及硬件原理。 （4 课时） 

3.3PAL 信号亮、色数字分离过程及意义。 （4 课时） 

（四）.图像数据压缩编码 （14 课时） 

4.1 图像压缩编码原理。 （4 课时） 

4.2 压缩算法分类，混合编码原理。 （4 课时） 

4.3Huffman 编码过程，分形编码原理，小波图像编码原理及特点。（6 课时） 

（五）视频压缩编码标准 （8 课时） 

5.1 视频压缩编码标准的发展以及标准制定机构。 （2 课时） 

5.2JPEG 图像压缩标准原理以及 JPEG2000 压缩标准。 （3 课时） 

5.3MPEG1 视频压缩原理，H.264 视频压缩原理。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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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字电视的传输 （4 课时） 

6.1 数字通信系统，数字电视卫星传输系统。 （2 课时） 

6.2 数字电视有线传输系统，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 （2 课时）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数字电视原理》余兆明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字电视技术基础》惠新标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数字电视原理》卢官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字电视中

的模拟域技术、数字电视中的基本原理、视频信号的数字化、图像视频压缩及

国际标准与数字电视的传输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莹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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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数字

电视信号的产

生、传输和接收

的基本原理  

目标 2：了解现代电视技术的发

展以及与多媒体技术的融合；

了解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的基

本方法 

目标 3：了解数字电视

的国际标准以及数字

电视接收机的原理和

组成 

1.1三大彩色电视制式 √   

1.2扫描成像原理，三基色原理 √   

1.3亮度信号与色差信号标准彩条信号 √   

2.1视音频信号数字化参数 √   

2.2图像分量信号量化比特数和量化电平 √   

2.3 数字电视系统框图及数字机顶盒的功

能 
√   

3.1电视信号的离散化过程及频谱特点  √  

3.2 视频 A/D、D/A 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及硬

件原理 
 √  

3.3 PAL信号亮、色数字分离过程及意义  √  

4.1图像压缩编码原理  √ 
 

4.2压缩算法分类，混合编码原理  √ 
 

4.3Huffman 编码过程，分形编码原理，小

波图像编码原理及特点 
 √  

5.1 视频压缩编码标准的发展以及标准制

定机构   
√ 

5.2JPEG 图像压缩标准原理以及 JPEG2000

压缩标准   
√ 

5.3MPEG1 视频压缩原理，H.264 视频压缩

原理   
√ 

6.1数字通信系统，数字电视卫星传输系统 √ √ √ 

6.2数字电视有线传输系统，数字电视地面

广播传输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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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28P1       英文名称：The Application of Embedded Syste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单片机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ARM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和指令、典

型 ARM芯片的组成、软件开发的语言规则、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结构。 

目标 2：掌握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方法和流程，会完成简单系统的软件设

计。 

目标 3：掌握实验平台的使用，培养学生嵌入式系统应用软件设计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系统基础 （2课时） 

1.1 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操作系统定义 （1学时） 

1.2操作系统分类 （1学时） 

（二）嵌入式系统硬件结构 （6课时） 

2.1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组成 （1学时） 

2.2嵌入式系统的必备组成  （1学时） 

2.3开发嵌入式系统硬件组成的方式 （2学时） 

2.4 熟悉开发环境 （2课时） 

（三） ARM体系结构和指令 （8课时） 

3.1  ARM体系架构 （1课时） 

3.2  ARM处理器的结构特性，ARM寄存器结构，工作模型 （2课时） 

3.3  ARM指令的使用 （1课时） 

3.4  ARM汇编指令 （2课时） 

3.5  ARM指令应用设计 （2课时） 

（四） ARM程序设计 （6课时） 

4.1  熟悉汇编指令结构、规则 （1课时） 

4.2  理解汇编程序的结构 （1课时） 

4.3  理解汇编和 C混合的规则和方法 （2课时） 

4.4  ARM C程序设计 （2课时） 

（五）  ARM典型处理器系统开发 （1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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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RM架构典型处理器的结构特点和功能 （1学时） 

5.2  掌握系统接口程序的结构和开发 （5学时） 

5.3  系统基本接口设计 （6课时） 

5.4  实验程序讨论设计 （2课时） 

（六） 嵌入式应用程序开发 （6时） 

6.1  嵌入式操作系统 （2课时） 

6.2  系统开发环境安装 （2课时） 

6.3  系统应用程序设计实验 （2课时） 

（七） 嵌入式系统开发实例 （6课时） 

7.1、 操作系统 （2课时） 

7.2   案例讨论 （2课时） 

7.3   综合开发实验（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RM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开发》王城 梅霆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综合性站点或论坛 

1.www.arm.com  

2.www.embeded.com  

3.www.linuxdevice.com  

4.www.embeded-linux.org  

5.www.skyeye.org  

开发工具 

1.www.gun.org  

2.www.gdb.org  

3．http://gcc.gun.org  

4.www.skyeye.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ARM 典型芯片，

ARM 指令、嵌入式程序编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宇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www.arm.com/
http://www.embeded.com/
http://www.linuxdevice.com/
http://www.embeded-linux.org/
http://www.skyeye.org/
http://www.gun.org/
http://www.gdb.org/
http://gcc.gun.org/
http://www.skyeye.org/


40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

念、ARM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和指

令、典型 ARM 芯片的组成、软件开

发的语言规则、嵌入式 Linux 操作

系统的结构。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系统软件设计方法

和流程，会完成简

单系统的软件设

计。 

目标 3：掌握实验平

台的使用、应用软件

设计的方法。 

 

1.1 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处理器、嵌

入式操作系统定义 
√   

1.2操作系统分类 √   

2.1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组成 √   

2.2嵌入式系统的必备组成  √   

2.3开发嵌入式系统硬件组成的方式 √   

2.4熟悉实验环境   √ 

3.1  ARM体系架构 √   

3.2 ARM处理器的结构特性，ARM寄存

器结构，工作模型 
√   

3.3   ARM指令的使用  √  

3.4  ARM汇编指令  √  

3.5  ARM指令应用设计   √ 

4.1 汇编指令结构、规则 √   

4.2汇编程序的结构 √   

4.3汇编和 C混合的规则和方法 √   

5.1 ARM 架构典型处理器的结构特点

和功能 
√   

5.2系统接口程序的结构和开发 √ √  

5.3基本接口实验   √ 

5.4实验程序讨论设计   √ 

6.1  嵌入式操作系统 √   

6.2 掌握系统开发环境安装 √   

6.3 系统应用程序设计实验 √  √ 

7.1、系统开发 √   

7.2、案例讨论    

7.3 系统开发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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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28S1       英文名称：The Application of Embedded System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单片机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ARM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和指令、典

型 ARM芯片的组成、软件开发的语言规则、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的结构。 

目标 2：掌握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方法和流程，会完成简单系统的软件设

计。 

目标 3：掌握实验平台的使用，培养学生嵌入式系统应用软件设计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系统基础 （2课时） 

1.1 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操作系统定义 （1学时） 

1.2操作系统分类 （1学时） 

（二）嵌入式系统硬件结构 （6课时） 

2.1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组成 （1学时） 

2.2嵌入式系统的必备组成 （1学时） 

2.3开发嵌入式系统硬件组成的方式 （2学时） 

2.4熟悉实验环境 （2课时） 

（三） ARM体系结构和指令 （14课时） 

3.1  ARM体系架构 （1课时） 

3.2  ARM处理器的结构特性，ARM寄存器结构，工作模型 （2课时） 

3.3  ARM指令的使用 （1课时） 

3.4  ARM汇编指令 （4课时） 

3.5  ARM指令应用设计 （4课时） 

3.6  伪指令的应用实践 （2学时） 

（四） ARM程序设计 （6课时） 

4.1 熟悉汇编指令结构、规则 

4.2 理解汇编程序的结构 

4.3理解汇编和 C混合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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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RM典型处理器系统开发 （22课时） 

5.1  ARM架构典型处理器的结构特点和功能 （1学时） 

5.2  掌握系统接口程序的结构和开发 （5学时） 

5.3 基本接口实验 （14课时） 

5.4 实验程序讨论设计 （2课时） 

（六） 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开发 （6时） 

6.1  嵌入式操作系统 （2课时） 

6.2  掌握系统开发环境安装 （2课时） 

6.3  系统实验 （2课时） 

（七） 嵌入式系统开发实例 （8课时） 

7.1、了解操作系统开发 （2课时） 

7.2   案例讨论 （2课时） 

7.3  综合开发实验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RM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开发》王城 梅霆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综合性站点或论坛 

1.www.arm.com  

2.www.embeded.com  

3.www.linuxdevice.com  

4.www.embeded-linux.org  

5.www.skyeye.org  

 开发工具 

1.www.gun.org  

2.www.gdb.org  

3.http://gcc.gun.org  

4.www.skyeye.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ARM 典型芯片，

ARM 指令、嵌入式程序编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宇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www.arm.com/
http://www.embeded.com/
http://www.linuxdevice.com/
http://www.embeded-linux.org/
http://www.skyeye.org/
http://www.gun.org/
http://www.gdb.org/
http://gcc.gun.org/
http://www.skyey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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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

ARM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和指令、典型

ARM芯片的组成、软件开发的语言规则、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的结构。 

目标 2：掌握嵌入式

系统软件设计方法

和流程，会完成简单

系统的软件设计。 

目标 3：掌握实验平

台的使用、应用软件

设计的方法。 

1.1 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操作系统定义 
√   

1.2操作系统分类 √   

2.1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组成 √   

2.2嵌入式系统的必备组成  √   

2.3 开发嵌入式系统硬件组成的

方式 
√   

2.4熟悉实验环境   √ 

3.1  ARM体系架构 √   

3.2 ARM处理器的结构特性，ARM

寄存器结构，工作模型 
√   

3.3   ARM指令的使用 √   

3.4  ARM汇编指令 √   

3.5  ARM指令应用设计  √ √ 

4.1 汇编指令结构、规则 √   

4.2汇编程序的结构 √ √  

4.3汇编和 C混合的规则和方法 √   

5.1 ARM 架构典型处理器的结构

特点和功能 
√   

5.2系统接口程序的结构和开发  √  

5.3基本接口实验 √  √ 

5.4实验程序讨论设计 √  √ 

6.1  嵌入式操作系统 √   

6.2 掌握系统开发环境安装 √   

6.3系统实验   √ 

7.1、了解操作系统开发 √   

7.2  案例讨论 √   

7.3 综合开发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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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业务及其技术的实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38P1          

英文名称：Mobile 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nd Technical Realiz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移动通信、智能终端开发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移动通信业务的概念及其分类，掌握移动通信基本业务、基

本语音业务及基本数据业务。 

目标 2：掌握移动通信增值业务、移动定位业务、移动支付业务、了解移

动娱乐业务。 

目标 3：掌握移动电子商务的概念及技术基础，了解移动电子商务的安全

与隐私权问题。 

目标 4：掌握 LTE系统关键技术：多天线和多载波技术，了解下一代无线

通信的前沿技术。 

目标 5：掌握使用 Matlab软件仿真基本通信系统，学会使用 Matlab软件

仿真 MIMO-OFDM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移动通信基本业务 （6课时） 

1.1移动通信业务概念及其分类，移动通信基本业务及增值业务概念及分

类。（1课时） 

1.2移动通信开机、停机、复机、挂失等基本业务。 （1课时） 

1.3移动通信电话业务、紧急呼叫及其技术基础。 （1课时） 

1.4移动通信低速数据业务、点对点短消息业务、小区广播式短消息及其

技术基础。 （1课时）  

1.5 实验：语音/音频编解码的 Matlab仿真 （2课时） 

（二）移动通信增值业务 （8课时） 

2.1移动定位概述、基于位置的服务、GPS、电子地图及其技术基础。 

  （2课时） 

2.2移动支付概述、分类、价值网络、运行模式、支付系统及其技术基础。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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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移动娱乐概述、移动游戏、移动阅读、移动多媒体、移动电视及其技

术基础。  （2课时） 

2.4实验：图像/视频编解码的 Matlab仿真 （2课时） 

（三）移动电子商务 （8课时） 

3.1移动电子商务概述、特性、优势、业务模式、发展及趋势。 （2课时） 

3.2移动电子商务技术基础、移动互联网、移动操作系统及移动终端设备。 

  （2课时） 

3.3移动电子商务安全问题、企业移动商务安全策略、个人移动商务中隐

私权的保护。 （2课时） 

3.4 实验：数据加密/解密的 Matlab仿真 （2课时） 

（四）多载波原理及技术实现 （8课时） 

4.1 OFDM的基本原理，及其中正交的含义。 （2课时） 

4.2 OFDM信号的发生方法，IFFT的原理及实现技术。 （2课时） 

4.3复数 IFFT的原理及其 OFDM发生方法。 （2课时） 

4.4 实验：快速傅里叶变换及 OFDM的 Matlab 仿真。 （2课时） 

（五）多天线原理及技术实现 （10课时） 

5.1多天线基本原理，波束赋形的原理及方式。 （2课时） 

5.2空间复用和分集的关系 （2课时） 

5.3 WLAN和 LTE中多天线的特点及实现方式，多天线数据处理过程 

  （2课时） 

5.4 实验：MIMO-OFDM系统的 Matlab仿真实现 （4课时） 

（六）下一代无线通信的前沿技术 （6课时） 

6.1 多用户网络中的干扰通信，网络信息论，多区技术。 （1课时） 

6.2 中继、认知、协作等下一代无线通信中的关键技术。 （1课时） 

6.3 实验：协作中继系统的 Matlab仿真实现。 （4课时） 

（七）期末考试（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LTE教程：原理与实现》（第 2版），孙宇彤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移动电子商务》，权金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2. 《移动商务理论与实践》，柯林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7 

3. 《4G 移动通信技术权威指南 LTE 与 LTE-Advanced》（第 2 版），达尔曼等

编著，朱敏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04 

4. 《移动互联网新业务新模式研究》，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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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08 

5. 《5G：关键技术与系统演进》，陈鹏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2 

6.《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与业务》，罗凌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移动通信基本

业务及其技术基础、移动通信增值业务及其技术基础、移动电子商务及其安全

问题、多载波技术原理及其实现、多天线技术原理及其实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孟银阔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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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移动

通信业务的概念

及其分类，掌握移

动通信基本业务、

基本语音业务及

基本数据业务。 

 

目标 2：掌握移

动通信增值业

务、移动定位业

务、移动支付业

务、了解移动娱

乐业务。 

 

目标 3：掌握移

动电子商务的

概念及技术基

础，了解移动电

子商务的安全

与隐私权问题。 

目标 4：掌握

LTE系统关键

技术：多天线

和多载波技

术，了解下一

代无线通信

的前沿技术。 

目标 5：掌握使

用 Matlab软件

仿真基本通信

系统，学会使用

Matlab软件仿

真 MIMO-OFDM系

统。 

1.1 移动通信业务概念及其

分类，移动通信基本业务及

增值业务概念及分类。 

√     

1.2 移动通信开机、停机、

复机、挂失等基本业务。 
√     

1.3 移动通信电话业务、紧

急呼叫及其技术基础。 
√     

1.4 移动通信低速数据业

务、点对点短消息业务、小

区广播式短消息及其技术基

础。 

√     

1.5 实验：用 Matlab实现语

音/音频编解码仿真。 
√    √ 

2.1 移动定位概述、基于位

置的服务、GPS、电子地图及

其技术基础。 

 √    

2.2 移动支付概述、分类、

价值网络、运行模式、支付

系统及其技术基础。 

 √    

2.3 移动娱乐概述、移动游

戏、移动阅读、移动多媒体、

移动电视及其技术基础。 

 √    

2.4 实验： 用 Matlab 实现

图像/视频编解码仿真。 
 √   √ 

3.1 移动电子商务概述、特

性、优势、业务模式、发展

及趋势。 

  √   

3.2 移动电子商务技术基

础、移动互联网、移动操作

系统及移动终端设备。 

  √   

3.3 移动电子商务安全问

题、企业移动商务安全策略、

个人移动商务中隐私权的保

护。 

  √   

3.4 实验：用 Matlab实现数

据加密/解密仿真。 
  √  √ 

4.1 OFDM的基本原理，及其

中正交的含义。 
   √  

4.2 OFDM信号的发生方法，

IFFT的原理及实现技术。 
   √  

4.3 复数 IFFT 的原理及其

OFDM发生方法。 
   √  

4.4 实验：快速傅里叶变换

及 OFDM的 Matlab仿真。 
   √ √ 

5.1 多天线基本原理，波束

赋形的原理及方式。 
   √  

5.2空间复用和分集的关系    √  



411 

5.3 WLAN和 LTE中多天线的

特点及实现方式，多天线数

据处理过程 

   √  

5.4 实验：MIMO-OFDM 系统

的 Matlab仿真实现 
   √ √ 

6.1 多用户网络中的干扰通

信，网络信息论，多区技术。 
   √  

6.2 中继、认知、协作等下

一代无线通信中的关键技

术。 

   √  

6.3 实验：协作中继系统的

Matlab仿真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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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安全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49P1         

英文名称：Security Technology of Wireless Network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计算机技术,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信学院 

先修课程：C/C++语言、计算机网络、无线网络技术、Linux系统等  

后续课程：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无线网络固有的脆弱性；  

目标 2.掌握在设计无线系统，服务和应用程序时要考虑什么；  

目标 3.重点掌握脆弱性分析和安全系统/服务/协议设计的实践经验； 

目标 4.了解无线网络安全既有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无线网络安全概述 （4课时） 

1.1无线网络安全要求 （1课时） 

1.2无线网络与有线网络的区别  （1课时） 

1.3无线网络安全威胁  （1课时） 

1.4 无线网络安全研究现状  （1课时） 

（二）无线局域网安全 （10课时） 

2.1WEP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2课时） 

2.2IEEE 802.1X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2课时） 

2.3WAPI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2课时） 

2.4IEEE 802.11i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2课时） 

2.5IEEE 802.11s/r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2课时） 

（三）无线城域网安全 （4课时） 

3.1无线城域网安全技术  （2课时） 

3.2WiMAX两种典型标准的安全机制分析  （2课时）  

（四）移动通信安全 （8课时） 

4.1移动通信系统及 2GSM系统安全  （2课时） 

4.2GPRS安全  （2课时） 

4.3UMTS系统与 2UMTS系统安全  （2课时） 

4.4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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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展望  （1课时） 

（五）移动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6课时） 

5.1移动用户面临的问题  （1课时） 

5.2实体认证机制  （2课时） 

5.3信任管理机制  （2课时） 

5.4位置隐私  （1课时） 

（六）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 （8课时） 

6.1无线传感器网络概述  （1课时） 

6.2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路由协议  （2课时） 

6.3无线传感器网络密要管理及认证机制  （2课时） 

6.4无线传感器网络位置阴私保护  （2课时）  

6.5入侵检测机制  （1课时） 

（七）移动Ad HOC网络安全 （6课时） 

7.1移动 Ad Hoc网络概述  （1课时） 

7.2移动 Ad Hoc网络路由安全  （1课时） 

7.3移动 Ad Hoc网络密钥管理  （1课时） 

7.4入侵检测  （1课时） 

7.5无限 Mesh网络安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线网络安全技术》（第 3 版），姚琳、王雷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09 

（二） 参考教材 

1.《无线网络技术原理与应用》，（美）拉克利著，吴怡等译，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2 年。 

2.《无线网络安全》 Chris Hurley等著， 杨青 译 科学出版社 2009.04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的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以及期末考试成绩二大部分，其中期末考

试以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总评成绩按以下公式计算： 

1.总评成绩＝平时成绩（考勤、作业、课堂练习和期中测试等）×40%＋期

末考试成绩×6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无线网络安全

概述、无线城域网安全、无线个人网安全、无线安全协议、密要分配及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熊鹏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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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

解无线网

络固有的

脆弱性 

目标 2：掌握在

设计无线系统，

服务和应用程序

时要考虑什么 

目标 3：重点掌握脆

弱性分析和安全系统

/服务/协议设计的实

践经验 

目标 4:了解无线

网络安全既有研

究成果和发展趋

势 

1.1了无线网络安全要求 √ √ √ √ 

1.2无线网络与有线网络的区别 √ √ √  

1.3无线网络安全威胁 √ √ √  

1.4 无线网络安全研究现状 √   √ 

2.1WEP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 √  

2.2IEEE 802.1X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 √  

2.3WAPI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 √  

2.4IEEE 802.11i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 √  

2.5IEEE 802.11s/r协议原理和安全分析  √ √  

3.1无线城域网安全技术 √ √ √  

3.2WiMAX两种典型标准的安全机制分析  √ √  

4.1移动通信系统及 2GSM系统安全 √ √ √  

4.2GPRS安全  √ √  

4.3UMTS系统与 2UMTS系统安全  √ √  

4.4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 √ √ √  

4.5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展望 √ √ √  

5.1移动用户面临的问题        √        √        √  

5.2实体认证机制         √        √  

5.3信任管理机制         √        √  

5.4位置隐私         √        √  

6.1无线传感器网络概述           √ 

6.2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路由协议         √        √  

6.3无线传感器网络密要管理及认证机制         √        √  

6.4无线传感器网络位置阴私保护         √        √  

6.5入侵检测机制         √        √  

7.1移动 Ad Hoc网络概述        √        √ 

7.2移动 AdHoc网络路由安全         √        √      √ 

7.3移动 AdHoc网络密钥管理         √        √  

7.4入侵检测         √        √  

7.5无限 Mesh网络安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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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基础 C++》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59P1                   英文名称：Programming with C++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及信息类专业 

开课院系：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 

后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C++输入/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目标 3：具备使用 C++语言开发小型软件系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集成开发环境进行程序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1、 C++语言概述 （2学时） 

理解程序设计的内涵；了解 C++语言的起源；概览 C++程序结构与组成要素，

C++开发步骤与 VS集成开发环境。 

2、简单程序设计 （6学时） 

掌握 C++标识符、基本数据类型及相互转换、常变量、运算符与表达式、

选择及循环结构。 

3、构造数据类型 （6学时） 

掌握数组、指针、引用、字符串、枚举、结构及共用体复合数据类型。 

4、函数 （6学时） 

函数是 C++的基本构成元素，需要理解函数的定义和调用、函数的参数传

递过程及变量的作用域与生存期，了解递归函数、嵌套调用、内联函数、带有

默认值的形参、函数重载、系统函数。 

5、类与对象 （8学时） 

理解面向对象的基本原理，理解类与对象的基本概念，掌握构造函数与析

构函数的工作过程，掌握对象数组与对象指针，掌握静态成员，了解友元及常

类型。 

6、继承与派生 （6学时） 

理解代码重用的优势，继承与派生的概念；理解派生的构造与析构的过程，

了解虚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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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多态性 （6学时） 

多态性是面向对象的难点内容，需要学生理解多态的内涵，其中运算符重

载是重点。 

8、输入输出流 （4学时） 

这部分内容较碎，需要学生首先理解流的概念，重点是输入输出重定向与

文件操作。 

9、模板 （4学时） 

了解函数模板与类模板。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要求学生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与面向对象的特点，掌

握 C++程序设计技术，对给定问题能进行简单的建模与面向对象程序求解；。 

三、课程教材 

教材：C++程序设计教程/C++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与习题，苏成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参考书：C++ Primer（中文版）（第 5版），王刚，杨巨峰译，电子工业

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C 程序设计习题指导与课程设计指导》，吉顺如主编， 2012.09 

2.《C 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 2 版），[美] K.N.King 著，吕秀锋 黄倩译，

2010.02 

3.《程序设计基础》（第 3 版），吴文虎，徐明星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1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1．考核方法 

（1）本课程是考试课程；闭卷、笔试。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实验占总成绩 20%+期末考试的成绩占总

成绩的 60%。 

2．考核要求  

按各章知识点要求考核，突出重点，兼顾其他知识点，期末考试成绩与平

时考核相结合，知识理解和灵活运用相兼顾。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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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C++

程序设计的基本

要素、C++输入/

输出函数。 

目标 2：掌握

C++程序设计

的基本思想与

方法。 

目标 3：具备使

用 C++语言开

发小型软件系

统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C++集成开发

环境进行程序

调试的基本方

法与技巧。 

目标 5：培养学生

计算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1、C++语言概述 √   √  

2、简单程序设计 √   √  

3、构造数据类型  √ √ √ √ 

4、类与对象  √ √ √ √ 

5、继承与派生  √ √ √ √ 

6、金态性  √ √ √ √ 

7、输出输入流  √ √ √ √ 

8、模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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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科与职业》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61A1        英文名称：Computer Discipline & Career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软件工程专业各门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使学生对整个计算机学科和软件工程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初步认知，

为如何学习计算机学科和软件工程专业提供正确的学习指导；以计算机学科和

软件工程专业的基本知识为背景，以计算机系统的分层结构为主线，了解学科

的本质和思维方式。 

目标 2：初步了解计算机学科和软件工程学科的历史渊源、定义和特征、

根本问题和科学问题以及学科概貌，激发学生对本学科的专业兴趣，帮助并引

导学生用正确的方法认识和学习本学科。 

目标 3：初步掌握计算机的运算基础、计算机部件与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与数据库管理系统、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计算机通信、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职业与职业道德等基本知识，了解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内容与课程体

系。 

目标 4：培养学生发现、阐述并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具备独

立科研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目标 5：使学生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与计算机学科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计算机的史前史——计算工具的发展简史，计算机的历史与未来，冯·诺

依曼体系结构，计算机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的分类与特点，计算机系统的分层

结构。  （3课时） 

1.2计算机学科的核心思想，计算机学科根本问题和科学问题。 （2课时） 

1.3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学科的基本知识与基本能力。 

  （1课时） 

（二）计算机运算基础与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数理逻辑基础，二进制计数制及进制转换，数字化原理——信息的编

码技术，逻辑电路。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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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存储器的层次结构与分类，中央处理器 CPU的工作原理，I/O的工作原

理及常用的输入输出设备。 （2课时） 

（三）计算机系统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一般过程，数据结构与存储表

示，算法与算法分析，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程序编译的基本原理。 （2课时） 

3.2操作系统的概念，操作系统的分类，操作系统的四个基本功能。 

  （2课时） 

3.3数据库与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概念， SQL语言的简单应用，数据库

的建立和使用过程。 （2课时） 

（四）计算机应用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软件危机与软件工程，软件的生命周期与开发的一般过程，软件质量特征

和软件测试的基本方法，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及课程体系。 （4课时） 

4.2人机交互的基本概念，人机交互接口（交互界面）的分类与特点。 

  （1课时） 

4.3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人工智能研究的一般方法，人工智能的研究与

应用领域。 （1课时） 

（五）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通信的起源、计算机通信系统模型与通信协议，信息的编码、信号与

信道的概念，数据交换技术，寻址的一般过程。 （2课时） 

5.2计算机网络的定义、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组成与拓扑结构，网络体系结

构的分层原则和 OSI模型，互联网 TCP/IP分层模型与提供的服务，网络安全的

概念，信息加密技术，数字认证技术，网络监测与防范。 （2课时） 

5.3物联网的起源和发展，物联网相关概念及系统组成，物联网体系架构、

关键技术与典型应用。 （2课时） 

5.4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基本概念，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分类与特点，主

要的大数据处理系统与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流程，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发展趋势。 

  （2课时） 

（六）职业与职业道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学生自主学习） 

6.1软件工程专业相关人才需求，软件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相关规范，计

算机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6.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论文交流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学科概论》，胡明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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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科学概论》（第 11版），J.Glenn Brookshear等编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1.10 

2. 《物联网技术概论》，马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3  

3.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王鹏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课程论文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作业与讨论（15%）、平时测验（25%）

及考勤与答疑辅导等（10%）。 

2. 课程论文占比 20%。 

3. 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与

计算机学科的基本知识、计算机的运算基础、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与算法的描

述、常用系统软件的基本功能及使用、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及课程体系、计

算机通信与网络的基本知识、计算机新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计春雷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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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使学生对整

个计算机学

科和软件工

程学科有一

个正确的初

步认知，为如

何学习计算

机学科和软

件工程专业

提供正确的

学习指导； 

初步了解计算机学

科和软件工程学科

的历史渊源、定义

和特征、根本问题

和科学问题以及学

科概貌，激发学生

对本学科的专业兴

趣，帮助并引导学

生用正确的方法认

识和学习本学科。 

初步掌握计算机的运

算基础、计算机部件

与程序设计、操作系

统与数据库管理系

统、人机交互与人工

智能、计算机通信、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职业与职业道德等基

本知识，了解软件工

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具

体内容与课程体系。 

培养学生

发现、阐述

并解决工

程问题的

能力，使学

生初步具

备独立科

研的能力

和理论联

系实际的

能力 

使学生

具备终

生学习

的能力 

1.1认识计算机 √ √   √ 

1.2认识计算机学科 √ √  √ √ 

1.3学习计算机学科 √ √  √ √ 

2.1计算机的运算基础   √ √ √ 

2.2计算机部件   √ √ √ 

3.1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 √ √ 

3.2操作系统   √ √  

3.3数据库管理系统   √ √  

4.1软件工程与人才培养   √ √ √ 

4.2人机交互   √ √  

4.3人工智能   √ √ √ 

5.1计算机通信技术   √ √  

5.2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 √  

5.3物联网技术   √ √ √ 

5.4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 √ √ 

6.1职业与职业道德 √ √ √  √ 

6.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论文交流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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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62A1       英文名称：RFID Application and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传感器技术原理、无线通信技术 

后续课程：物联网通信原理、专业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射频识别（RFID）和传感器网络的基本体系和关键技术。 

目标 2：掌握 RFID系统实验仪器的应用，掌握 RFID演示软件的使用，以

及区分不同的 RFID卡。 

目标 3：了解射频识别系统的的碰撞与防碰撞技术。 

目标 4：掌握射频识别系统的区别特征和安全防范技术。 

目标 5：了解 RFID中常用天线的分类，各自的特点及其性能指标。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2课时）   

1.1讲述射频识别和传感器网络的历史与发展。 （1课时） 

1.2射频识别和传感器网络的概念、特点与应用。 （1课时） 

（二）射频识别系统的原理与关键技术 （16课时）   

2.1讲述射频识别系统的区别特征。 （1课时） 

2.2射频识别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6课时） 

2.3射频识别系统的编码与调制。 （3课时） 

2.4低功耗技术。 （3课时） 

2.5数据完整性与安全性。 （3课时） 

（三）射频识别系统的标准化与应用 （6课时） 

3.1讲述射频识别系统使用的频率范围。 （2课时） 

3.2射频识别系统使用的各种标准，应用与发展。 （4课时） 

（四）传感器网络 （8课时）   

4.1讲述传感器网络的体系结构。 （1课时） 

4.2传感器网络的关键技术：  

4.2.1讲述传感器网络的通信技术、链路层技术和路由技术。 （3课时） 

4.2.2传感器网络的链路层技术和路由技术。 （2课时） 

4.2.3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与发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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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项目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基本要求： 

上机实验是本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学生通过上机，能直观的理解 RFID的

工作原理。实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内容并分析实验结果，写出实验报告。 

实验一：读写器基本参数设置、低频读写操作实验 （2课时） 

（3）学习操作低频 RFID卡式电子标签验证与操作； 

（4）掌握 RFID演示软件的启动和登录； 

（3）熟悉读写器的基本功能和界面；寻找端口，能正确连接要操作的端口；

能熟练进行读写器参数的设置。 

实验二：超高频 UHF系统实验 （4课时） 

学习如何 PCC1-G2 Test的装置操作。 

（1）了解 EPCC1G2标签存储器中的四个存储区； 

（2）熟悉对 EPC标签的询查设置方法； 

（3）熟悉对电子标签 EPC的基本操作； 

（4）熟悉 EPCC1G2标签的 EAS报警设置，销毁标签和 EPC掩模； 

（5）熟悉标签频点的测试方法； 

（6）读写器内置 TCP/IP引擎的设置。 

实验三：高频 HF协议命令的验证和操作 （4课时） 

（1）熟悉 ISO15693 协议命令的三种操作模式；熟悉标签六种巡查模式；

标签数据块操作； 

（2）熟悉 ISO14443A的协议命令；对电子标签进行证实；对 ISO14443A标

签数据进行读写；对 ISO14443A标签修改密码；ISO14443A钱包操作； 

（3）ISO15693 协议电子标签数据块操作；了解 ISO14443A 的协议命令；

熟悉 ISO14443A标签的防冲突设置；能对 ISO14443A电子标签进行休眠； 

实验四：RFID系统的应用（2课时） 

掌握 RFID系统的设计以及 RFID在图书馆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实验五：RFID系统的应用案例技术讲解（2课时） 

调研行业中的一种具体运用，并具体说明在该系统中，电子标签和读写器

的具体重要参数；或者自己创新的举例说明 RFID的一种系统运用案例，并具体

阐述其设计流程；研究方式同 RFID 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案例说明 RFID 系统的

组成，设备，主要工作流程，RFID产品的特点及其应用优势，系统的总体方案

设计（比如功能需求，标签的选择，外型尺寸，读写设备的频段功率，是否需

要多标签防碰撞技术）等； 

实验六：辨识 RFID系统的天线，部分同学可以学习设计天线形状（2课时） 

（1）了解 RFID中常用天线的分类，各自的特点及其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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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FID天线的常规型号和命名方法并举例说明； 

（3）RFID天线的制作工艺和标签的封装方法； 

（4）天线的功能及其在设计中相关技术； 

（5）举例说明天线的应用场景并截图说明。（例如广播式天线在城市农村

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联网 RFID原理与技术》，高建良 ，贺建飚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射频识别技术》（第 3版），（ 德）芬肯才勒（Finkenzeller著, 吴晓

峰，陈大才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物联网 RFID 多领域应用解决方案》，（澳）拉纳辛哈 等著，唐朝传，

邵艳清，王恒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2 

3.《智能卡技术》（第三版），——IC 卡与 RFID 标签，王爱英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9.11 

4.《UHF RFID标签天线设计、仿真及实践 》，章伟，甘泉编著，电子工业

出版社，2012.11 

5.《RFID 应用指南——面向用户的应用模式、标准、编码及软硬件选择》 

程曦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8 

6.《RFID原理与应用》，许毅，陈建军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射频识别系统

的原理与关键技术、RFID的体系结构、EPC系统、RFID的应用案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 红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е?????????&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廪?????????&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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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射

频识别（RFID）

和传感器网络

的基本体系和

关键技术。 

目标 2：掌握 RFID系

统实验仪器的应用，

掌握 RFID 演示软件

的使用，以及区分不

同的 RFID卡。 

目标 3：了

解RFID系

统中的碰

撞与防碰

撞技术 

目标 4：掌握

射频识别系

统的区别特

征和安全防

范技术。 

目标 5：了解

RFID 中常用天

线的分类，各自

的特点及其性

能指标。 

2.1串联谐振电路 √ √   √ 

2.2并联谐振电路 √ √   √ 

3.1天线概述  √   √ 

3.2基本振子的辐射     √ 

3.3天线的电参数  √   √ 

3.4 RFID系统常用天线  √  √ √ 

3.5不同频段的 RFID天线技术  √ √  √ 

4.1自动识别技术简介 √     

4.2射频识别系统组成 √  √   

4.3 RFID系统的分类 √ √ √ √ √ 

4.4 RFID系统使用的频率  √ √ √  

5.1智能卡与电子标签 √    √ 

5.2电子标签的类别 √ √ √ √ √ 

5.3电子标签的组成结构 √ √ √ √ √ 

5.4电子标签的封装  √ √ √ √ 

5.5 一种典型的电子标签（S50

卡） 
√   √  

5.6 RFID 电子标签的问题及趋

势  
√ √ √ √  

6.1读写器的基本原理  √   √ 

6.2读写器的基本构成   √  √ √ 

7.1RFID系统的通信过程 √ √ √ √  

7.3差错控制编码（信道编码） √  √ √  

7.4 RFID系统调制方法  √ √ √  

7.5RFID 系统的耦合方式与调

制  
  √ √  

8.1RFID系统中的碰撞与防碰撞   √ √  

8.2 ALOHA算法   √ √  

8.3二进制树型搜索算法   √ √  

9.1RFID系统面临的安全攻击    √  

9.2RFID系统安全解决方案    √ √  

9.3智能卡的安全问题    √  

10.1 RFID标准概述 √ √ √ √  

10.2 ISO/IEC的相关标准 √ √ √ √  

11.1RFID系统应用类型 √ √  √ √ 

实验一：读写器基本参数设置、

低频读写操作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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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超高频 UHF系统实验  √  √ √ 

实验三：高频 HF协议命令的验证

和操作 
 √  √ √ 

实验四：RFID系统的应用  √  √ √ 

实验五：RFID系统的应用案例技

术讲解 
 √    

实验六：辨识 RFID系统的天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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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log HDL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63P1       英文名称：Verilog HDL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通信工程、电子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子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C语言 

后续课程：数字电路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Verilog的语法知识 

目标 2：掌握用 Verilog进行简单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实现。 

目标 3：掌握用 Verilog进行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二、课程内容 

（一）Verilog的基本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硬件描述语言 HDL 

1.2 Verilog HDL的历史 

1.3 Verilog HDL 和 VHDL的比较 

1.4 Verilog的应用情况和适用的设计 

1.5采用 Verilog HDL设计负载数字电路的优点 

1.6采用硬件描述语言的设计流程简介 

（二）Verilog语法的基本概念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 Verilog模块的基本概念 

2.2 Verilog用于模块测试 

（三）模块的结构、数据类型、变量和基本运算符号 （2课时） 

3.1模块的结构，包括端口定义、模块内容、要点及总结 

3.2数据类型及常量和变量 

3.3运算符及表达式 

（四）运算符、赋值语句和结构说明语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2课时） 

4.1 逻辑运算符、、移位运算符、位拼接运算符、缩减运算符、优先级别、

关键词、赋值语句和块语句 

4．2关系运算符 

4.3等式运算符 

4.4 移位运算符 

4.5位拼接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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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缩减运算符 

4.7优先级别 

4.8关键词 

4.9 赋值语句和块语句 

（五）条件语句、循环语句、块语句与生成语句 （2课时） 

5.1条件语句 

5.2case语句 

5.3条件语句的语法 

5.4多路分支语句 

5.5循环语句 

5.6顺序块和并行块 

5.7生成块 

5.8举例 

（六）结构语句、系统任务、函数语句和显示系统任务 （2课时） 

6.1结构说明 

6.2task和 function说明语句 

6.3关于使用任务和函数的小结 

6.4常用的系统任务 

6.5其他系统任务和函数 

（七）调试用系统任务和常用编译预处理语句 （2课时） 

7.1系统任务$monitor 

7.2时间度量函数$timr 

7.3 系统任务$finish、$stop、$readmemb和$reamemh、$radom 

7.4编译预处理 

7.5语法概念总复习练习 

（八）语法概念总复习练习 （2课时） 

通过题目联系语法知识 

（九）Verilog HDL模型的不同抽象级别 （4课时） 

9.1门级结构描述 

9.2 Verilog HDL的行为描述建模 

9.3用户定义的原语 

（十）如何编写和验证简单的纯组合逻辑模块 （4课时） 

10.1加法器 

10.2乘法器 

10.3比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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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多路器 

10.5总线和流水线 

10.6流水线 

（十一）复杂数字系统的构成 （4课时） 

11.1运算部件和数据流动的控制逻辑 

11.2数据在寄存器中的暂时保存 

11.3数据流动的控制 

11.4在 Veriog HDL设计中启用同步时序逻辑 

11.5数据接口的同步方法 

（十二）同步状态机的原理、结构和设计 （4课时） 

12.1状态机的结构 

12.2 Mealy状态机和 Moore状态机的不同点 

12.3如何用 Verilog来描述克综合的状态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 3版），夏宇闻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出版社，2013.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EDA 技术实用教程-Verilog_HDL 版》（第五版），潘松著，科学出版社，

2013.11 

2. 《数字电路与系统》，刘宝琴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08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考

勤（10%）、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Verilog HDL 的

基本语法、简单组合逻辑电路的 Verilog 设计与实现及时序逻辑电路的 Verilog

设计与实现 

五、附件 

 

制定人：  郭家荣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book.jd.com/writer/潘松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科学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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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 标 1 ： 掌 握

Verilog的基本知识

及基本语法的概念 

目标 2：掌握

Verilog 的不

同抽象级别 

目 标 3 ： 掌 握

Verilog 简单组合

逻辑的设计与实

现 

目 标 4: 掌 握

Verilog 的时序

逻辑设计与实现 

1.1硬件描述语言 HDL √    

1.2Verilog HDL的历史 √    

1.3Verilog HDL和 VHDL的比较 √    

1.4Verilog的应用情况和适用的设计 √    

1.5采用 Verilog HDL设计复杂数字电路

的优点 
√    

1.6采用硬件描述语言的设计流程简介 √    

2.1Verilog模块的基本概念 √    

2.2Verilog用于模块的测试 √    

3.1模块的结构 √    

3.2数据类型及其常量和变量 √    

3.3运算符及表达式 √    

4.1-4.7逻辑运算符、关系运算符、等式

运算符、移位运算符、位拼接运算符、

缩减运算符、优先级别 

√    

4.8关键词 √    

4.9赋值语句和块语句 √    

5.1-5.5 条件语句、case 语句、条件语

句的语法、多路分支语句、循环语句 
√    

5.6顺序块和并行块 √    

5.7生成块 √    

5.8举例 √    

6.1结构说明语句 √    

6.2task和 function说明语句 √    

6.3关于使用任务和函数的小结 √    

6.4常用的系统任务 √    

6.5其他系统函数和任务 √    

7.1系统任务$monitor、系统函数$time、

系统任务$finish、$stop、#readmemb、

$readmemh、$random 

√    

7.2编译预处理 √    

9.1门级结构描述  √   

9.2Verilog HDL的行为描述建模  √   

9.3用户定义的原语  √   

10.1-10.4加法器、乘法器、比较器、多

路器 
  √  

10.5总线和总线操作   √  

10.6流水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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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运算部件和数据流动的控制逻辑   √  

11.2数据在寄存器中的暂时保存   √  

11.3数据流动的控制   √  

11.4 在 Verilog HDL 设计中启用同步时

序逻辑 
  √  

11.5数据接口的同步方法     

12.1状态机的结构    √ 

12.2Mealy 状态机和 Moore状态机的不同点    √ 

12.3 如何用 Verilog来描述可综合的状态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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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设计与实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64P1         英文名称：Game Designa and Implement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后续课程：移动应用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普及游戏开发理念，培养游戏开发氛围，挑选有潜力的学生组成

开发团队。 

目标 2：传授游戏开发中的程序设计要素，特别是游戏引擎开发的基本知

识。 

目标 3：为大学生在游戏领域的就业，提供有针对性地培训，拓展其就业

空间。 

二、课程内容 

（一）游戏设计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游戏设计的理论基础。 （1课时） 

1.2游戏设计相关的技术构成。 （1课时） 

（二）Windows编程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Windows编程的特点。 （1课时） 

2.2事件驱动和消息循环的概念。 （1课时） 

2.2API函数的工作原理。 （2课时） 

2.2GDI编程。 （2课时） 

（三）二维游戏的基本编程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二维游戏的基本流程和架构。 （1课时） 

3.2地图的创建与显示。 （1课时） 

3.3颜色的混合与半透明效果。 （1课时） 

3.4精灵动画。 （1课时） 

3.5二维游戏中的碰撞检测。 （2课时） 

（四）三维图形学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三维图形几何构成。 （1课时） 

4.2三维图形几何变换。 （1课时） 

4.3OPENGL与 DIRECTX3D。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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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维游戏场景的组织和绘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三维场景的组织与管理。 （1课时） 

5.2游戏场景的几何优化。 （1课时） 

5.3三维场景的快速可见性判断与消隐。 （2课时） 

5.4地形场景的绘制与漫游。 （2课时） 

5.5三维游戏场景中的碰撞检测。 （2课时） 

（六）游戏中的高级图形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6.1纹理映射。 （2课时） 

6.2骨骼动画。 （2课时） 

6.3粒子系统。 （1课时） 

6.4场景光影特效模拟。 （3课时） 

（七）游戏中的音频编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7.1声音基础。 （2课时） 

7.2DirectX Audio编程。 （4课时） 

7.3三维音效生成。 （1课时） 

7.4常见的声音引擎简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Windows游戏编程大师技巧（第 2版），作者:[美]André LaMothe 人民邮

电出版社 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Visual c++深入详解》，孙鑫 余安萍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计算机图形学》，唐泽圣，清华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二维和三维游

戏的基本流程和架构、精灵动画、碰撞检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孟德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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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普及游戏开发理

念，培养游戏开发氛围，

挑选有潜力的学生组成开

发团队。 

目标 2：传授游戏开发

中的程序设计要素，特

别是游戏引擎开发的基

本知识。 

目标 3：为大学生在游

戏领域的就业，提供有

针对性地培训，拓展其

就业空间 

1.1游戏设计的理论基础。 √   

1.2游戏设计相关的技术构成。 √   

2.1Windows编程的特点。  √  

2.2事件驱动和消息循环的概念。  √  

2.2API函数的工作原理。   √ 

2.2GDI编程。   √ 

3.1二维游戏的基本流程和架构。   √ 

3.2地图的创建与显示。   √ 

3.3颜色的混合与半透明效果。    

3.4精灵动画。    

3.5二维游戏中的碰撞检测。    

4.1三维图形几何构成。 √ √ √ 

4.2三维图形几何变换。 √ √ √ 

4.3OPENGL与 DIRECTX3D。 √ √ √ 

5.1三维场景的组织与管理。 √ √  

5.2游戏场景的几何优化。 √ √ √ 

5.3三维场景的快速可见性判断与消隐。 √ √ √ 

5.4地形场景的绘制与漫游。 √ √ √ 

5.5三维游戏场景中的碰撞检测。 √ √ √ 

6.1纹理映射。 √ √ √ 

6.2骨骼动画。 √ √ √ 

6.3粒子系统。 √ √ √ 

6.4场景光影特效模拟。    

7.1声音基础。 √ √ √ 

7.2DirectX Audio编程。 √ √ √ 

7.3三维音效生成。 √ √ √ 

7.4常见的声音引擎简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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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86A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of IO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传感器原理、RFID原理与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发展状况、体系框架、关键技术及物联

网的应用。 

目标 2：掌握信息感知层的 EPC 和 RFID技术、物联网传感器技术及无线传

感器网络技术。 

目标 3：掌握信息传输与处理层的关键技术，包括 M2M技术、云计算技术、

智能处理技术和物联网安全技术。 

目标 4：理解物联网的理论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物联网概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物联网的定义。 

1.2物联网的发展状况。 

1.3物联网的框架结构。 

1.3物联网的标准体系。 

1.5物联网的关键技术和难点。 

1.6物联网的应用领域。 

（二）EPC和 RFID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EPC编码协议、系统结构、条形码技术 

2.2 RFID系统的组成，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原理，包括应答器原理、阅读

器部分、RFID天线部分和 RFID中间件。 

（三）传感器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传感器的概念、作用、组成、分类及基本特性。 

3.2几种传感器，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气敏传

感器。 

3.3智能传感器的基本概念、组成、功能和特点、标准体系、应用及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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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EMS技术，包括 MEMS概述、特点、应用及常用的 MEMS传感器。  

3.5传感器接口技术，包括接口特点、常用的传感器接口电路、传感器与

危机接口的一般结构、接口电路应用实例。 

（四）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无线传感器网络介绍、体系结构及发展 

4.2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技术体系，包括自组网技术、节点定位技术、时间

同步技术和安全技术。 

4.3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协议，包括路由协议和 MAC协议。 

4.4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技术标准，包括 IEEE802.15.4标准及 ZigBee协议

规范。 

4.5多传感器网络的信息融合，包括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信息融合、分类模

型。 

（五）M2M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M2M技术概述，包括 M2M起源及现状、M2M标准化工作。 

5.2 M2M的体系结构、协议、内容，包括 M2M 系统架构、关键技术、应用

模式。 

5.3 M2M模块，包括几种 M2M模块介绍、华为的 M2M模块-MC323。 

5.4 M2M应用，包括医疗保健、电力系统及智能家居。 

5.5 M2M市场的前景预测及应用模式存在的问题。 

（六）云计算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云计算的起源、基本概念、特点。 

6.2 云计算与物联网。 

6.3云计算的实现技术，包括工作原理、体系结构、服务层次、关键技术、

派生技术。 

（七）智能处理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开放复杂智能系统。 

7.2 知识概述、信息与知识获取、知识表示、知识推理 

7.3数据库技术，包括数据库概述、数据模型、分布式数据库、移动数据

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常见数据库产品。 

7.4分布智能概述、智能 Agent、多智能 Agent、移动 Agent. 

（八）物联网安全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8.1 物联网的安全技术分析，RFID标签安全性概述。 

8.2 电子 ID身份识别技术、个人特征的身份识别技术 

8.3基于零知识证明的识别技术 

8.4物联网密钥管理技术，包括对称密钥的管理及非对称密钥的管理。 



437 

8.5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包括密钥的分配、分配方法，密钥注入、存储、

密钥更换和密钥吊销。 

8.6物联网密钥产生的技术，包括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 

8.7密钥的分散管理与托管。 

8.8物联网中的消息鉴别和数字签名，包括消息一致性、数字签名及应用

例子。 

8.9信息隐藏概述、信息隐藏基本原理 

8.10数字水印、物联网 IP安全及密钥交换协议。 

（九）物联网理论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9.1 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几种常见的控制方式、基于网络的控

制理论基础。 

9.2 信息论分类及发展、信息论基础、感知信息论。 

9.3网络科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研究网络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无尺度 网络

和 Barabasi-Albert模型 

9.4 CPS理论基础，包括物联网的技术内涵、体系结构、发展的科学技术

瓶颈分析。 

9.5物联网关键的科学问题 

9.6物联网建模探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联网工程概论》（第 3版），王志良，王粉花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联网工程导论》（第 5 版），吴功宜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 

2. 《物联网导论》，刘云浩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06 

3. 《物联网大趋势》，张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考勤（10%）、作业

（10%）。 

2. 期末考核占比图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感知层、控

制层及传输层的主要概念及关键技术。 

五、附件 

 

制定人： 郭家荣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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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物联网的

基本概念、发展

状况、体系框架、

关键技术及物联

网的应用。  

目标 2：掌握信息感

知层的 EPC和 RFID技

术、物联网传感器技

术及无线传感器网络

技术 

目标 3：掌握信息传输与

处理层的关键技术，包括

M2M 技术、云计算技术、

智能处理技术和物联网

安全技术 

目标 4:

理解物联

网的理论

与方法 

1.1定义 √    

1.2发展状况 √    

1.3框架结构 √    

1.4标准体系 √    

1.5关键技术和难点 √    

1.6应用领域 √   √ 

2.1 EPC编码  √   

2.2 RFID系统  √   

3.1传感器基础知识  √   

3.2几种常用传感器介绍  √   

3.3智能传感器。  √   

3.4 MEMS技术  √   

3.5 传感器接口技术  √   

4.1无线传感器网络概述。  √  √ 

4.2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技术体系  √ √ √ 

4.3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通信协议  √ √ √ 

4.4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技术标准  √ √ √ 

4.5多传感器网络的信息融合  √   

5.1概述   √  

5.2 M2M的体系结构、协议、内容   √  

5.3 M2M模块   √  

5.4 M2M应用   √  

5.5 M2M的前景和挑战   √  

6.1 云计算简介   √  

6.2 云计算与物联网   √  

6.3 云计算实现技术   √  

7.1开放复杂智能系统   √  

7.2知识的获取、表达与推理   √  

7.3数据库技术   √  

7.4分布智能   √  

8.1 物联网安全性概述   √  

8.2物联网身份识别技术   √  

8.3基于零知识证明的识别技术   √  

8.4物联网密钥管理技术   √  



439 

8.5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   √  

8.6物联网密钥产生技术   √  

8.7 密钥的分散管理与托管   √  

8.8物联网中的消息鉴别和数字签名   √  

8.9 信息隐藏概述、信息隐藏基本原

理 
  √  

8.10 数字水印、物联网 IP 安全及密

钥交换协议。 
  √  

9.1物联网下的控制理论基础    √ 

9.2信息论基础    √ 

9.3网络科学基础    √ 

9.4 CPS理论基础    √ 

9.5物联网    √ 

9.6 物联网建模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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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网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91P1        英文名称：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网理论基础、信息交换技术，移动通信 

后续课程：多媒体通信技术、融合通信技术、NGB通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和掌握数据通信技术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 

目标 2：理解和掌握计算机通信网的体系结构和通信规程。 

目标 3：理解和掌握常用网络设备的配置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网概述 （2课时） 

1.1 了解计算机通信与网络的发展现状，掌握计算机网络的组成，网络的

类型和特征。（1课时） 

1.2 理解和掌握计算机通信协议与网络的体系结构。 （1课时） 

（二）数据通信技术基础 （4课时） 

2.1 理解和掌握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了解和掌握典型的数据传输方式、

数据传送技术和多路复用技术。 （2课时） 

2.2 理解和掌握数据交换技术和差错控制技术。 （2课时） 

（三）数据链路层 （6课时） 

3.1 理解和掌握数据链路层的基本概念。 （1课时） 

3.2 理解和掌握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的基本方法，如停止等待协议、连续

ARQ协议和选择 ARQ协议等。 （2课时） 

3.3 熟悉控制规程 HDLC，Internet中的点对点协议 PPP。 （2课时） 

3.4 了解和掌握多种多路访问信道的方法。 （1课时） 

（四）局域网与广域网 （6课时） 

4.1 了解和掌握局域网和广域网的基本概念，掌握在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扩展局域网的方法。 （2课时） 

4.2 理解和掌握 CSMA/CD协议和以太网 MAC帧的结构。 （2课时） 

4.3 了解和掌握广域网的基本概念和 X.25分组交换网，帧中继和 ATM技术。 

  （2课时） 

（五）网络层和网络互连 （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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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解和掌握网络层在互联网中的主要作用，理解互联网中网络互连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2课时） 

5.2 掌握网络层的相关技术协议，如因特网的网际协议 IP，地址解析协议

ARP、因特网控制报文协议 ICMP和因特网的路由选择协议等。 （6课时） 

（六）传输层 （4课时） 

6.1 了解传输层协议基本原理，掌握 TCP/IP 体系中的传输层协议构成。 

  （2课时） 

6.2 掌握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和面向连接的传输层协议 TCP。 （2课时） 

（七）应用层 （2课时） 

7.1 了解和掌握多种网络应用模式，熟悉常用的应用层协议, 域名系统DNS、

文件传送协议、电子邮件系统、万维网和 HTTP协议。 （1课时） 

7.2 网络新技术及其应用。 （1课时） 

（八）路由器和交换机的配置 （16课时） 

实验 1 用双绞线制作网线 （2课时） 

实验 2 交换机的基本配置 （2课时） 

实验 3 VLAN的基本配置 （2课时） 

实验 4 Trunk配置 （2课时） 

实验 5 静态路由实验 （2课时） 

实验 6 动态路由实验 （2课时） 

实验 7 三层交换实现 VLAN间路由 （2课时） 

实验 8 单臂路由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杨庚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据与计算机通信》，William Stallings 著，王海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9 月 

2.《路由交换技术实践教程》，孙良旭，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4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课堂练习（10%）及

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的数据通

信技术、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的基本方法、局域网的扩展、CSMA/CD 协议和以

太网技术、网际协议 IP，地址解析协议 ARP、路由选择协议、用户数据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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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面向连接的传输层协议 TCP和路由器交换机的基本配置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健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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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和掌握数

据通信技术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技术。 

目标 2：理解和掌握计

算机通信网的体系结

构和通信规程。 

目标 3: 理解和掌握常用

网络设备的配置方法。 

1.1 通信网络概述 √   

1.2 通信网体系结构 √   

2.1数据通信基本概念  √   

2.2 数据交换技术和差错控制技术 √   

3.1数据链路层的基本概念  √  

3.2 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的基本方法  √  

3.3 HDLC和 PPP协议  √  

3.4 多路访问信道的方法  √  

4.1 局域网和广域网的基本概念  √  

4.2 CSMA/CD协议和以太网技术  √  

4.3 广域网技术  √  

5.1 网络层基本概念  √  

5.2 网络层协议  √  

6.1 传输层协议基本原理  √  

6.2 UDP和 TCP协议  √  

7.1 应用层协议  √  

7.2 应用层新技术及应用  √  

8.路由器和交换机的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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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工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297A1        英文名称：Software Testing Too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软件工程、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后续课程：软件项目管理、数据备份与恢复、软件设计师综合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见的软件测试工具的特点及各自的应用领域。 

目标 2：掌握 APP测试工具的应用。 

目标 3：掌握性能测试工具的应用，学会利用性能测试工具对软件进行压

力测试。 

目标 4：掌握缺陷管理工具的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软件测试工具总揽 （4课时） 

1.1软件测试工具介绍 （1课时） 

1.2自动化测试工具介绍 （1课时） 

1.3 应用 QTP工具对应用程序进行自动化测试 （2课时） 

（二）APP测试工具 （8课时） 

2.1 UiAutomator介绍及应用场景 （2课时） 

2.2 Selenium和 WebDriver工具介绍及应用场景 （2课时） 

2.3 应用 UiAutomator工具进行 UI测试 （2课时） 

2.4 应用 Selenium工具进行性能测试 （2课时） 

（三）性能测试工具 （16课时） 

3.1 LoadRunner工具介绍及性能测试架构 （2课时） 

3.2 LoadRunner的基本功能及使用场景介绍 （2课时） 

3.3 用 LoadRunner实现 APP压力测试的方法和测试数据分析方法介绍 

  （2课时） 

3.4 ApacheBench工具参数介绍和应用场景介绍 （2课时） 

3.5 用 LoadRunner对 WEB应用程序进行性能测试 （4课时） 

3.6 用 LoadRunner对 APP进行压力测试 （2课时） 

3.7 用 ApacheBench对 WEB应用程序进行性能测试 （2课时） 

（四）缺陷管理工具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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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使用缺陷管理工具的意义及 Bugzilla工具介绍。 （1课时） 

4.2 Bugzilla工具的使用场景介绍 （1课时） 

4.3 用 Bugzilla 对 WEB应用程序进行缺陷管理和跟踪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软件测试技术实战 设计、工具及管理》，顾翔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软件测试技术大全》，陈能技、黄志国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08 

2. 《软件测试工具的使用和实验指导》，李枚毅主编，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6.05 

3. 《软件测试工具实用教程》，程宝雷、徐丽、金海东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上机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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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常见

的软件测试工具

的特点及各自的

应用领域  

目标 2：掌握 APP

测试工具的应用 

目标 3：掌握性能测

试工具的应用，学

会利用性能测试工

具对软件进行压力

测试 

目标 4:掌握缺陷

管理工具的使用

方法 

1.1软件测试工具介绍 √    

1.2自动化测试工具介绍 √    

1.3 应用 QTP 工具对应用程序进行

自动化测试 
√    

2.1 UiAutomator介绍及应用场景  √   

2.2 Selenium 和 WebDriver 工具介

绍及应用场景 
 √   

2.3 应用 UiAutomator 工具进行 UI

测试 
 √   

2.4 应用 Selenium 工具进行性能测

试 
 √   

3.1  LoadRunner 工具介绍及性能

测试架构 
  √  

3.2  LoadRunner 的基本功能及使

用场景介绍 
  √  

3.3 用 LoadRunner实现 APP压力测

试的方法和测试数据分析方法介绍 
  √  

3．4  ApacheBench工具参数介绍和

应用场景介绍 
  √  

3.5 用 LoadRunner对 WEB 应用程序

进行性能测试 
  √  

3.6 用 LoadRunner对 APP 进行压力

测试 
  √  

3.7 用ApacheBench对WEB应用程序

进行性能测试 
  √  

4.1 使用缺陷管理工具的意义及

Bugzilla工具介绍 
   √ 

4.2 Bugzilla工具的使用场景介绍    √ 

4.3 用 Bugzilla 对 WEB应用程序进

行缺陷管理和跟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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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线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05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circui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通信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路分析 

后续课程：通信电子线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电子

产品工艺技术、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二极管、三极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及模型，掌握二极管和三

极管组成电路的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电路的原理和分析。熟悉用集成运算放

大器构成的电路的分析。 

目标 3：掌握反馈的概念和类型，掌握对反馈电路的类型的判断并分析具

体反馈电路的性能参数。 

目标 4：通过实验掌握对电子电路的调试和性能的测试。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系统基础知识 （4课时） 

1.1了解电信号、模拟信号，了解电子信息系统、放大电路和常用放大电

路的性能指标。 （2课时） 

1.2 实验一：电路基础实验。 （2课时）  

（二）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基本应用电路 （4课时） 

2.1了解本征半导体、N型半导体和 P型半导体结构和导电特。掌握 PN结

的单向导电性。 （1课时） 

2.2了解半导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掌握其伏安特性，熟悉其主要参数； 

  （1课时） 

2.3掌握稳压管的稳压原理，熟悉其主要参数。掌握半导体二极管和稳压

管的基本应用电路分析。 （2课时） 

（三）双极型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 （12课时） 

3.1了解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类型，掌握其电流分配和放大原理，

熟悉其共射电路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和主要参数。 （2课时） 

3.2理解放大的概念，掌握放大电路的主要性能指标，理解共射放大电路

的工作原理, 掌握共射放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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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掌握共射放大电路的等效电路分析方法,理解静态工作点稳定的必要性

和掌握典型的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分析及其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措施。 （4课时） 

3.4实验二、双极型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Ⅰ。 （2课时） 

3.5实验三、双极型晶体管及其放大电路Ⅱ。 （2课时） 

（四）场效应晶体管及其基本放大电路 （4课时） 

4.1 了解场效应管的结构及特性，掌握场效应管的基本放大电路，掌握对

场效应管电路的不同工作状态电路的分析。 （1课时） 

4.2.理解场效应管的原理及对不同的放大电路应该如何去分析。 

  （1课时） 

4.3掌握场效应管构成的放大电路的特点和动态分析方法。 （2课时） 

（五）集成运算放大电器及其应用 （10课时） 

5.1了解零点漂移产生的原理；掌握差放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熟悉差

模、共模信号及差放电路的计算；熟悉差动放大电路的四种接法。 

5.2深刻理解集成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条件和特点；掌握反相比例运算电

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点；掌握同相比例运算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点；

掌握电压跟随器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 

5.3实验四：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 

5.4掌握差动比例运算电路的结构，分析方法及特点；掌握求和电路及和

差动电路的电路结构，uo与 ui的关系；掌握积分运算电路的电路组成，输入

输出关系；了解微分运算电路。  

5.5掌握集成运放工作在非线性状态的分析方法；掌握简单电路比较器的

分析方法；熟悉迟滞电压比较器。 

（六）负反馈放大电路 （8课时） 

6.1理解负反馈概念，掌握负反馈的分类及其判别，了解负反馈对放大电

路工作性能的影响。 （1课时） 

6.2理解负反馈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在不同反馈组态下的物理意义，并能够

估算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的放大倍数。 （2课时） 

6.3实验五：负反馈放大电路实验。 （2课时） 

6.4掌握负反馈四种组态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并能够根据需要在放大

电路中引入合适的交流负反馈。 （3课时） 

（七）功率放大电路（2） 

7.1掌握功率放大电路的特点和分类。 （1课时） 

7.2理解功率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掌握 OCL 的工作原理，了解其它类型

功率放大电路的特点。 （1课时） 

（八）波形的发生和变换电路 （2课时） 



449 

8.1了解波形发生的电路的类型；理解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条件； （1课时） 

8.2了解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部分；掌握 RC 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电路

结构、工作原理。 （1课时） 

（九）直流稳压源 （2课时） 

9.1理解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掌握稳压电路工作原理以

及限流电阻的选择。 （1课时） 

9.2理解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输出电压的调解范围的估算。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杨栓科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现代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王成华、王友仁、胡志忠编著，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4版），童诗白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3.《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教程》华成英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4.《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康华光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沈任元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6．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等使用手册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二极管的应用、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分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负反馈放大器的判断及分析、波

形生成电路的分析、功率放大电路的基本知识； 

五、附件 

 

制定人：  孟银阔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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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二极

管、三极管的结构

和工作原理及模

型，掌握二极管和

三极管组成电路

的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集成运

算放大器组成电路

的原理和分析。熟

悉用集成运算放大

器构成的电路的分

析 

目标 3:掌握反馈

的概念和类型，掌

握对反馈电路类

型的判断并分析

具体反馈电路的

性能参数。 

目标 4：通过实验

掌握对电子电路

的调试和性能的

测试 

1.1电信号及电路的基本知识 √ √ √ √ 

1.2电路基础实验 √ √ √ √ 

2.1 PN结的单向导电性 √   √ 

2.2 二极管的模型及参数 √   √ 

2.3 二极管的电路及应用 √   √ 

3.1 三极管的基本原理及参数和输

入、输出特性曲线 
√ √ √ √ 

3.2 单管放大电路静态、动态电路的

分析方法 
√ √ √ √ 

3.3 单级放大电路的分析及静态工作

点的设定方法 
√ √ √ √ 

3.4 实验二：双极型晶体管放大电路

Ⅰ 
√   √ 

3.5 实验三：双极型晶体管放大电路

Ⅱ 
√   √ 

4.1场效应管的原理及模型和参数 √   √ 

4.2场效应管电路的分析 √   √ 

4.3场效应管的动态电路分析方法 √   √ 

5.1差动放大器的原理  √  √ 

5.2运算放大器的模型及基本电路  √  √ 

5.3实验四：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  √  √ 

5.4 运算放大器线性电路的应用及

分析 
 √  √ 

5.5 运算放大器电路非线性电路的应

用及分析 
 √  √ 

6.1反馈的概念   √ √ 

6.2负反馈的基本组态形式   √ √ 

6.3负反馈放大电路   √ √ 

6.4 负反馈的四种基本组态放大电路

的分析 
  √ √ 

7.1 功率放大电路的分类 √   √ 

7.2 功率放大电路的分析及应用 √   √ 

8.1 波形电路的类型 √   √ 

8.2 波形发生电路的分析 √   √ 

9.1 直流稳压电源的组成及原理 √   √ 

9.2 串联稳压电源的原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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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08P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f IO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院系：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物联网工程概论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联网通信技术的基本体系和关键技术。 

目标 2：了解物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实质，掌握分层解决问题的思维方

式。 

目标 3：掌握物联网通信技术，如近距离通信技术，互联网领域的无线通

信技术，电信领域的无线通信技术及其基本原理。 

目标 4：掌握移动网络、传感器网络等网络技术及其基本原理。 

目标 5：了解最新应用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移动通信新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物联网介绍 （2学时） 

1.1物联网基本概念，物联网体系架构。 （1课时） 

1.2物联网通信技术概述。 （1课时） 

（二）RFID与物联网应用 （6学时） 

2.1RFID技术概述。 （2课时）  

2.2RFID系统架构与工作原理及应用。 （4课时） 

（三）无线通信技术 （6学时） 

3.1无线局域网。 （2学时） 

3.2 WLAN体系结构，媒体访问控制。 （2学时） 

3.3 蓝牙和应用开发技术、Zigbee协议、NFC 技术。 （2学时） 

（四）物联网智能设备与嵌入式技术 （8学时） 

4.1嵌入式系统概论。 （2学时） 

4.2嵌入式系统组成及开发过程。 （3学时） 

4.3嵌入式系统中间件技术。 （3学时） 

（五）无线通信技术 （8学时） 

5.1 WIFI技术。 （2学时） 

5.2 WIMAX技术。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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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G技术。 （2学时） 

5.4物联网中的 LTE技术。 （2学时） 

（六） 移动通信技术 （8学时） 

6.1移动 IP技术。 （2学时） 

6.2 Mobile IP标准。 （2学时） 

6.3 LTE网络结构及协议栈。 （2学时） 

6.4物联网中的 LTE。 （2学时） 

（七）位置信息、定位技术与位置服务 （4学时） 

7.1 位置信息及定位技术。 （2学时） 

7.2 位置服务。 （2学时） 

（八）物联网数据处理技术 （2学时） 

8.1 物联网数据处理技术及方法。 （2学时） 

（九）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 （4学时） 

9.1物联网安全架构。 （1学时） 

9.2网络安全攻击。 （1学时） 

9.3数据加密技术。 （2学时） 

（十）通信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2学时） 

10.1通信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联网通信技术》，李旭 主编，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据通信与网络》（英文版.第 5版），（美）Behrouz A.Forouzan 

2. 杜庆伟主编《物联网通信》，ISSN:978-7-5124-1748-9，出版时间 2015 年

4 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项目应用和小组

讨论（3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物联网通信系

统的原理与关键技术、无线通信的方案和实施要点、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案例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红  ；审核人___王海军__；批准人：王淮亭    2017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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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物联网通信

技术的基本

体系和关键

技术基本体

系和关键技

术。 

目标 2：了解

物联网通信

技术的发展

和实质，掌握

分层解决问

题的思维方

式。 

目标 3：掌握物联网通

信技术，如近距离通信

技术，互联网领域的无

线通信技术，电信领域

的无线通信技术技术

及其基本原理。 

目标 4：掌握

移动网络、传

感器网络等

网络技术及

其基本原理。 

目标 5：了解最

新应用的移动

通信系统和移

动 通 信 新 技

术。 

1.3物联网通信技术概述 √ √ √  √ 

2.1RFID技术概述 √ √    

2.2RFID 系统架构与工作原理

及应用 
√ √   √ 

3.1无线局域网  √ √  √ 

3.2 WLAN体系结构，媒体访问

控制 
 √   √ 

3.3 蓝牙和应用开发技术、

Zigbee协议、NFC技术 
 √  √ √ 

4.1嵌入式系统概论  √ √  √ 

4.2 嵌入式系统组成及开发过

程 
 √ √   

5.1 WIFI技术 √ √    

5.2 WIMAX技术 √ √    

5.3 3G技术  √ √   

6.1移动 IP技术 √   √ √ 

6.3 LTE网络结构及协议栈 √ √   √ 

6.4物联网中的 LTE √ √   √ 

7.1 位置信息及定位技术   √ √ √ 

7.2 位置服务 √   √  

8.1 物联网数据处理技术及

方法 
√ √ √ √ √ 

9.1物联网安全架构  √   √ 

9.2网络安全攻击  √  √ √ 

9.3数据加密技术 √ √ √ √ √ 

10.1 通信技术在物联网中的

应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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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码：033311Q1    英文名称： IOT Control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院系：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先修课程：物联网工程概论，计算机接口技术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联网控制系统的架构、应用领域等； 

目标 2：掌握物联网感知技术及传感器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 

目标 3：掌握人机交互技术和物联网通信技术； 

目标 4：掌握外部设备驱动技术； 

目标 5：理解系统干扰技术和感知检测系统设计； 

二、课程内容 

1、物联网控制系统概述 （2课时） 

基本要求：物联网的定义及特点； 物联网的结构组成； 发展物联网的意

义；物联网的发展历史；物联网应用领域简介。 

2、物联网感知技术 （6课时） 

基本要求：掌握 传感器的分类； 传感器的选用原则；掌握自动识别技术；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系统的组成；RFID 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RFID 系

统的运行环境与接口方式；RFID 技术的应用。 

3、信号的检测与处理 （6课时） 

基本要求：信号检测系统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典型电路，信号调理电

路。 

重点与难点：信息数据的处理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 

4、微处理器与人机交互技术 （8课时） 

基本要求：掌握嵌入式软硬件系统，接口技术原理与实现方法 

5、物联网通信技术 （8课时） 

要求掌握标准串行通信接口，无线通信技术如蓝牙、wifi,zigbee 技术等，

理解无线传感网络的组成与原理。 

6、外部设备的驱动与控制技术 （8课时） 

基本要求：了解模数转换的原理，理解数字 PID 控制器设计的原理，简单

了解数字 PID 控制器改进算法设计的原理及 PID 数字控制器的参数整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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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及应用举例。 

7、系统稳定设计信抗干扰技术 （6课时） 

基本要求：了解物联网控制系统设计的步骤，各步骤需要注意的问题，设计

中的抗干扰问题。 

重点与难点：物联网感知与控制控制系统设计步骤及电磁干扰的屏蔽与滤除。 

8、感知与检测系统的设计 （4课时） 

基本要求：理解物联网控制系统设计的步骤，各步骤需要注意的问题，设计

中的抗干扰问题。感知与检测系统的设计，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联网感知与控制技术，马洪连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第 2 版）于海生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 《计算机控制技术》（第 2 版）姜学军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 《计算机控制系统》，李正军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四、课程考核 

1.总成绩由以下部分构成：平时成绩（作业、上机、课堂讨论及出勤等）

占 40％， 

期末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__王海军__；审核人：__陈年生___；批准人：__王淮亭_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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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目标 1：掌握物

联网控制系统

的架构、应用领

域等； 

目标 2：掌握物联

网感知技术及传

感器数据采集与

信号处理； 

目标 3：掌握人机

交互技术和物联

网通信技术； 

目标 4：掌握外

部设备驱动技

术； 

 

目标 5：理解系统

干扰技术和感知

检测系统设计； 

 

培养专业知能      

1、物联网控制系统概述 √ √ √ √  

2、物联网感知技术 √ √ √  √ 

3、信号的检测与处理 √ √ √ √ √ 

4、微处理器与人机交互

技术 
 √ √ √ √ 

5、物联网通信技术  √ √ √ √ 

6、外部设备的驱动与控

制技术 
√ √ √ √ √ 

7、系统稳定设计信抗干

扰技术 
√ √ √ √ √ 

8、感知与检测系统的设

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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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12A1         英文名称：Digital circuits and logic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分析、电子线路 

 

后续课程：信息交换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熟练掌握数字电路的

基本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触发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生与

整形等原理。 

目标 3：学会常用集成器件的使用方法，熟练掌握基本电路的硬件设计方

法。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电路和逻辑门电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 各种门电路（如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或非门、同或门、异或门、

三态门等）的逻辑符号和逻辑功能； （3课时） 

2. TTL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 （0.5课时） 

3. TTL门电路和 CMOS门电路使用特点； （0.5课时） 

4. 实验 1：基本认识实验。 （2课时） 

（二）逻辑代数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 数制、码制、最小项以及约束项等的基本概念； （1课时） 

2. 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和常用公式； （2课时） 

3. 逻辑函数的表示方法； （1课时） 

4. 逻辑函数的公式化简法和卡诺图化简法以及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及

其化简方法； （2课时） 

5. 实验 2：组合逻辑电路（半加器、全加器）； （2课时） 

6. 实验 3：格雷码与自然二进制码转换器。 （2课时） 

（三）组合逻辑电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 常用中规模集成的组合逻辑电路（如 8线-3线优先编码器 74LS148、3

线-8线译码器 74LS138、二-十进制译码器 74LS42、BCD-七段显示译码器 74LS48、

双 4选 1数据选择器 74LS153、加法器 74LS283、4位数值比较器 14585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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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3课时） 

2. 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2课时） 

3. 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现象； （1课时） 

4. 实验 4：编码器与译码器； （2课时） 

5. 实验 5：组合电路中的竞争与冒险。 （2课时） 

（四）触发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 触发器由于电路结构不同（如基本触发器、同步触发器、主从触发器、

边沿触发器等）而带来的不同动作特点； （2课时） 

2. 有时钟控制的 RS、JK、T、D触发器的逻辑符号、逻辑功能和特性方程； 

  （2课时） 

3. 实验 6：触发器及其功能转换； （2课时） 

4. 实验 7：计数、译码与显示。 （2课时） 

（五）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 若干常用时序逻辑电路（如 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74LS194、十六进制加

法计数器 74LS161、十六进制可逆计数器 74LS191；二-十进制加法计数器

74LS160、二-十进制可逆 74LS190；二-五-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0 等）的逻辑

符号、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2课时） 

2. 同步和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1课时） 

3. 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1课时） 

4. 实验 8：移位寄存器。 （2课时） 

（六）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 由门电路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 （2课时） 

2. 用 555定时器组成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的电路组

成、工作波形以及参数计算； （2课时） 

3. 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多谐振荡器应用电路的分析方法； 

  （2课时） 

（七）数-模和模-数转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 D/A、A/D转换器的功能及主要参数； （1课时） 

2. 常见的 D/A和 A/D转换器的电路组成、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阎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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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 《CMOS器件及其应用》，彭军主编，科学出版社  

3.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习题解答》，阎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5． 数字电子技术（第十一版）（英文版），Thomas L. Floyd、余璆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作业、课堂测试等占 20％ + 实验

成绩出勤、实验表现、实验报告占 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字电路和逻

辑门电路、逻辑代数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脉冲波形

的产生和整形、数-模和模-数转换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靖超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s://www.amazon.cn/%E6%95%B0%E5%AD%97%E7%94%B5%E5%AD%90%E6%8A%80%E6%9C%AF-Thomas-L-Floyd/dp/B074JVGCZT/ref=sr_1_4/461-3460240-5117550?s=books&ie=UTF8&qid=1504921700&sr=1-4&keywords=%E6%95%B0%E5%AD%97%E7%94%B5%E5%AD%90%E6%8A%80%E6%9C%AF
https://www.amazon.cn/%E6%95%B0%E5%AD%97%E7%94%B5%E5%AD%90%E6%8A%80%E6%9C%AF-Thomas-L-Floyd/dp/B074JVGCZT/ref=sr_1_4/461-3460240-5117550?s=books&ie=UTF8&qid=1504921700&sr=1-4&keywords=%E6%95%B0%E5%AD%97%E7%94%B5%E5%AD%90%E6%8A%80%E6%9C%AF
https://www.amazon.cn/%E6%95%B0%E5%AD%97%E7%94%B5%E5%AD%90%E6%8A%80%E6%9C%AF-Thomas-L-Floyd/dp/B074JVGCZT/ref=sr_1_4/461-3460240-5117550?s=books&ie=UTF8&qid=1504921700&sr=1-4&keywords=%E6%95%B0%E5%AD%97%E7%94%B5%E5%AD%90%E6%8A%80%E6%9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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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数字电子技

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熟练掌握数字电路的基本

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触发器、

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

辑电路、脉冲波形的产

生与整形等原理 

目标 3：学会常用集成

器件的使用方法，熟练

掌握基本电路的硬件设

计方法 

1数字电路和逻辑门电路 √ √  

2逻辑代数基础 √ √  

3组合逻辑电路  √ √ 

4触发器  √ √ 

5时序逻辑电路  √ √ 

6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  √ √ 

7数-模和模-数转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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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信号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14P1        英文名称：Random signal analysi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通信原理、移动通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概率的基本概念、条件概率和统计独立；概率分布函数和连

续随机变量；了解随机过程的概念及随机过程的分类；能够求解随机过程的统

计特性和随机过程的数字特征； 

目标 2：熟悉平稳随机过程及其数字特征；了解平稳随机序列的自相关阵

与协方差阵。并熟练随机过程统计特性的实验研究方法。掌握相关随机过程的

基础知识，掌握随机过程相关的基本理论。掌握各态历经（遍历）随机过程的

概念；了解功率谱密度；功率谱密度与自相关函数之间的关系及功率谱密度和

互谱密度的性质； 

目标 3：熟悉线性系统的基本性质；掌握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后输入和

输出信号及系统传输函数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如何通过白噪声的功率谱特性在

线性系统的输入端输入白噪声来获得系统的功率谱特性。掌握功率谱估值的经

典法以及两种经典谱估值方法。掌握窄带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目标 4：掌握马尔科夫过程的定义以及在随机信号分析中的应用。熟悉波

松过程的定义及现实生活中对波松过程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概率论与随机信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1掌握概率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概率的基本概念；条件概率和统计

独立；  （2课时） 

1.2了解概率分布函数和连续随机变量；掌握随机变量的函数和统计平均

以及特征函数的求解和计算。 （2课时） 

1.3随机数的产生及概率统计特性实验   （2课时） 

1.4掌握随机过程的概念；随机过程的分类；随机过程的统计特性； 

  （2课时） 

1.5掌握随机过程的数字特征、随机过程的特征函数、随机序列及其统计

特性。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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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随机信号的产生统计特性实验   （2课时） 

1.7随机信号的相关特性实验        （2课时） 

（二）随机信号的平稳性及各态历经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掌握平稳随机过程及其数字特征、平稳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 （2课时） 

2.2掌握平稳过程相关函数的性质，包括：平稳过程的自相关函数的性质，

平稳相依过程互相关函数的性质。 （2课时） 

2.3了解平稳随机序列的自相关阵与协方差阵。并熟练掌握随机过程统计

特性的实验研究方法。 （2课时） 

2.4随机信号的相关特性及功率谱的实验  （2课时） 

2.5掌握各态历经（遍历）随机过程的概念； （2课时） 

2.6 掌握功率谱密度；功率谱密度与自相关函数之间的关系；功率谱密度

的性质；互谱密度及其性质；白噪声与白序列。以及复随机过程的功率谱密度。

学会相关的计算。 

2.7白噪声的产生及其相关和功率谱特性实验 

（三）随机信号与线性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6课时） 

3.1 了解线性系统的基本性质、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白噪声通过线性

系统；  （2课时） 

3.2掌握线性系统输出端随机过程的概率分布；了解随机序列通过线性系

统的统计关系。 （2课时） 

3.3掌握如何通过白噪声的功率谱特性在线性系统的输入端输入白噪声来

获得系统的功率谱特性。（2课时） 

3.4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实验（2课时） 

3.5了解功率谱估值的经典法以及两种经典谱估值方法。（2课时） 

3.6掌握窄带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确定性信号的复表示，以及相关的数

字特征。（2课时） 

3.7： 带通的随机信号的产生及特性实验  （2课时） 

3.8：  带通信号及解析信号的谱实验      （2课时） 

（四）卡尔可夫链与波松过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时） 

4.1.了解马尔科夫过程的定义以及在随机信号分析中的应用。掌握马尔科

夫过程的特性的描述及对马尔科夫链的分类。（2课时） 

4.2了解波松过程的定义及在通信理论和现实生活中对波松过程的应用。（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463 

1.《随机信号分析》，李晓峰，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年. 

2. 随机信号分析基础，王永德，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随机信号分析，朱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2.随机信号分析与处理，罗鹏飞、 张文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随机信号分析教程，李兵兵，马文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4.随机信号分析，郑薇，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概率的基本知识

和应用、随机信号的概念及统计特征、随机信号的平稳性及各态历经性、功率

谱密度、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带通随机信号、马尔科夫链及波松过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孟银阔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7%8E%8B%E6%B0%B8%E5%BE%B7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7%94%B5%E5%AD%90%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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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概率的

基本概念和统计特

征的基本计算，掌握

随机过程的概念，学

会对随机过程的统

计特征的求解 

目标 2：掌握随机

过程平稳和各态

历经的概念，学会

对随机变量平稳

性的判断及功率

谱密度的求解。 

目标 3:掌

握 随 机 信

号 通 过 线

性 系 统 的

特 性 及 相

关的计算。 

目标 4：掌握

马尔可夫链

的概念，对波

松过程的实

际应用有所

了解。 

1.1概率的基本知识和概念 √ √ √ √ 

1.2随机变量函数和特征函数 √ √ √ √ 

1.3随机数的产生及统计特性实验 √ √   

1.4随机过程的概念、分类及统计特性 √ √ √ √ 

1.5随机过程的统计特征及特征函数 √ √ √ √ 

1.6随机信号产生及统计实验 √ √   

1.7 随机信号相关特性实验 √ √   

2.1平稳随机过程的概念及统计特性  √ √ √ 

2.2平稳随机过程相关的特性  √ √ √ 

2.3平稳序列的自相关和协方差矩阵  √   

2.4平稳序列的自相关和功率谱实验  √ √  

2.5平稳过程各态历经性的概念  √   

2.6功率谱密度和自相关函数间的关系  √   

2.7白噪声的产生及其自相关特性  √   

3.1 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及输入和输出信号

间的统计特性 
 √ √  

3．2线性系统输出过程的统计特性  √ √  

3.3 利用白噪声的统计特性获得系统的功率谱

密度 
 √ √  

3.4随机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实验  √ √  

3.5两种经典的功率谱估值的方法 √ √ √  

3.6窄带随机过程及确定信号的复数表示 √ √ √  

3.7带通信号的产生及特性实验 √ √ √  

3.8带通信号及解析信号的功率谱对比实验 √ √ √  

4.1 马尔科夫链的概念及特性    √ 

4.2 波松过程及其在通信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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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17A1       英文名称：Converg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网理论基础、信息交换技术、计算机通信网络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了解通信网各协议的起源、发展、特征、功能。 

目标 2:掌握协议运行机制、消息结构、信息交互、参数设置等。 

目标 3:学会协议对通信问题的解决思路、方法和拓展，增强对通信网发展

和趋势的整体把握。 

二、 课程内容 

(一)  通信网概述  （4 课时） 

1.1 介绍通信网及其演进，说明网络发展趋势；介绍分层模型。（2 课时） 

1.2 介绍通信网协议基本概念，给出通信网架构及各部分内容在架构中的位

置。（2 课时） 

(二)  七号信令系统 （4 课时） 

2.1 介绍七号信令系统的基本思想，对七号信令系统基本概念进行描述；

介绍信令网与电话网之间的关系，引出七号信令网结构。 （1 课时） 

2.2 介绍七号信令系统协议栈与消息结构，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七号信令系

统。  （1 课时） 

2.3 根据七号信令系统协议栈结构由下到上针对重要的协议进行详细介

绍。  （2 课时） 

(三)  数据链路层协议  （4 课时） 

3.1 介绍数据链路层协议的基本思想，阐述数据链路层的设计问题，重点

介绍差错检测与流量控制。 （1 课时） 

3.2 讲述面向比特的链路控制规程要点以及 Internet 中的数据链路层协议

PPP 协议。 （2 课时） 

3.3 介绍MAC子层信道资源分配问题，并重点讲解MAC子层在 IEEE 802.11

中的应用。 （1 课时） 

(四)  分组传送网协议  （4 课时） 

4.1 介绍分组传送网，以 MPLS 为重点，详细讲解其基本知识、工作过程、

标签分发协议和主要应用。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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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 MPLS 基础上，加入分组传送网的连接特性，形成具有运营级操作、

管理、维护的 T-MPLS/MPLS-TP。 （1 课时） 

4.3 介绍 PBT 及其改进方法、特征、工作原理和管理操作等。 （1 课时） 

(五)  可靠传输协议  （4 课时） 

5.1 从传输需求方面出发分析 UDP 和 TCP 的缺陷，引出 SCTP 并分析其功

能、消息格式和协议机制。 （1 课时） 

5.2 重点讲解 SCTP 偶联的建立和关闭、拥塞控制和避免。 （2 课时） 

5.3 分析 SCTP 在部分可靠性、动态地址重新配置和多路径并行传输方面

的内容和应用。 （1 课时） 

(六)  会话初始化协议 （4 课时） 

6.1 SIP 协议的功能以及协议中定义的实体，分析其优良特性，讲解 SIP 在

通信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2 课时） 

6.2 详细讲解 SIP 协议的消息交互过程以及设计的命令，结合注册流程和

会话流程讲解 SIP 协议，包括消息、语法和具体案例，加深对 SIP 的理解及了解

其在 IMS 中的应用。 （2 课时） 

(七)  无线应用协议  （4 课时） 

7.1 介绍 Web 技术的发展，引出无线应用协议；无线应用协议栈和相关网

络体系架构；WAP 协议的应用 Web Service 和 Restful Web Service。 （2 课时） 

7.2 重点介绍无线应用协议栈，无线应用协议的应用 Web Service 以及结

合了物联网概念的 Web Service-Restful Web Service。 （2 课时） 

(八)  接入控制协议  （4 课时） 

8.1 介绍多种接入网模型以引出接入控制协议，介绍接入控制协议中的前

台认证协议 PPP 的协议机制与消息结构以及认证方式。 （2 课时） 

8.2 介绍接入控制协议中的后台授权协议 Diameter 的消息结构和状态以

及典型应用等。 （2 课时） 

三、 课程教材 

（一） 课程教材 

《通信网协议》，徐名海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2 

（二） 参考教材 

1.《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协议》，尚凤军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6 

2.《无线通信新协议与新算法》，吴湛击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6 

3.《TCP/IP 网络与协议》，兰少华，杨余旺，吕建勇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6.1 

4.通信网络管理原理协议与应用》，崔鸿雁，陈建亚编著，北京邮电大学，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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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与协议》，Byrav Ramamurthy 等编著，徐贵宝等

译，科学出版社，2016.1 

四、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测验（20%）、考勤（10%）及作业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网络模型、

七号信令系统、数据链路层协议、分组传送网协议、可靠传输协议、会话初始

化协议、无线应用协议、接入控制协议等。 

五、 附件 

 

制定人：  陈志敏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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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了

解通信网各协议

的起源、发展、

特征、功能  

目标 2:掌握协议

运行机制、消息结

构、信息交互、参

数设置等 

目标 3:学会协议对通信

问题的解决思路、方法

和拓展，增强对通信网

发展和趋势的整体把握 

1.1 介绍通信网及其演进，说明网络发展趋势；介绍

分层模型 
√  √ 

1.2 介绍通信网协议基本概念，给出通信网架构及各

部分内容在架构中的位置 
√  √ 

2.1 介绍七号信令系统的基本思想，对七号信令系统

基本概念进行描述；介绍信令网与电话网之间的关系，

引出七号信令网结构。 

 √  

2.2 介绍七号信令系统协议栈与消息结构，使学生进

一步了解七号信令系统。 
 √  

2.3 根据七号信令系统协议栈结构由下到上针对重要

的协议进行详细介绍。 
 √  

3.1 介绍数据链路层协议的基本思想，阐述数据链路

层的设计问题，重点介绍差错检测与流量控制。 
 √ √ 

3.2 讲述面向比特的链路控制规程要点以及 Internet

中的数据链路层协议 PPP协议。 
 √ √ 

3.3介绍 MAC子层信道资源分配问题，并重点讲解 MAC

子层在 IEEE 802.11中的应用。 
 √ √ 

4.1介绍分组传送网，以 MPLS为重点，详细讲解其基

本知识、工作过程、标签分发协议和主要应用。 
 √ √ 

4.2在 MPLS基础上，加入分组传送网的连接特性，形

成具有运营级操作、管理、维护的 T-MPLS/MPLS-TP。 
 √ √ 

4.3 介绍 PBT 及其改进方法、特征、工作原理和管理

操作等。 
 √ √ 

5.1 从传输需求方面出发分析 UDP 和 TCP 的缺陷，引

出 SCTP并分析其功能、消息格式和协议机制。 
 √  

5.2重点讲解 SCTP偶联的建立和关闭、拥塞控制和避

免。 
 √  

5.3分析 SCTP在部分可靠性、动态地址重新配置和多

路径并行传输方面的内容和应用 
 √  

6.1SIP协议的功能以及协议中定义的实体，分析其优

良特性，讲解 SIP在通信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 √ 

6.2 详细讲解 SIP 协议的消息交互过程以及设计的命

令，结合注册流程和会话流程讲解 SIP 协议，包括消

息、语法和具体案例，加深对 SIP 的理解及了解其在

IMS中的应用。 

 √ √ 

7.1 介绍 Web 技术的发展，引出无线应用协议；无线

应用协议栈和相关网络体系架构；WAP协议的应用 Web 

Service 和 Restful Web Service。 

 √ √ 

7.2 重点介绍无线应用协议栈，无线应用协议的应用

Web Service 以 及 结 合 了 物 联 网 概 念 的 Web 

Service-Restful Web Service。 

 √ √ 

8.1 介绍多种接入网模型以引出接入控制协议，介绍

接入控制协议中的前台认证协议 PPP 的协议机制与消

息结构以及认证方式。 

 √ √ 

8.2介绍接入控制协议中的后台授权协议 Diameter的

消息结构和状态以及典型应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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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设计与实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18A1         

英文名称：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移动通信，光纤通信，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通信工程技术综合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通信工程项目设计与实施的一般步骤。 

目标 2：掌握通信工程项目中设计文件的编写，掌握通信工程概预算的制

定。 

目标 3：掌握固定、移动通信网络、光传送网络、电信支撑网络的网络结

构、设计步骤、建设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 通信工程项目设计的基本要求 （11学时） 

1.1通信工程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掌握通信工程建设的组织程序。 

  （1学时） 

1.2通信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的编制方法。 （1学时） 

1.3 通信工程项目中经济评价的方法。 （1学时） 

1.4 通信工程中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技术规范书的编写方法。 （2学时） 

1.5 通信工程的概预算编制要求和编制方法。 （1学时） 

1.6通信工程设计的方案制定综合实验。 （2学时） 

1.7通信工程中概预算的编制综合实验。 （3学时） 

 （二） 固定通信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实施 （9学时） 

2.1我国现阶段固定通信网络的结构、系统组成，以及固定通信网络的建

设原则。  （1学时） 

2.2我国移动通信网络的结构、系统组成，以及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原则。

3G、4G、5G核心网的架构。 （1学时） 

2.3通信机房的设计布局要求，通信机房线缆布放的一般性要求。 （1学时） 

2.4固定、移动通信网络工程建设的基本知识及工程规范。 （1学时） 

2.5机房勘察与工程图纸设计实验。 （3学时） 

2.6质量检查的步骤和内容实验。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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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移动通信系统设计与实现 （8学时） 

3.1移通信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1学时） 

3.2移动通信系统网络结构和规划设计。 （1学时） 

3.3 基站和天线系统设计要求 （1学时） 

3.4移动网中组网单元的使用。宏基站、微基站、射频拉远系统、直放站

等的应用场合和设计安装要求。 （2学时） 

3.5移动通信系统链路预算方法，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独立计算通信链路。 

  （1学时） 

3.6 移动通信系统中频道配置方法和配置原则。 （1学时） 

3.7移动通信系统无线侧网络容量的计算方法。 （1学时） 

（四） 电信支撑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8学时） 

4.1信令网设计的基础知识。信令系统工程计算方法，包括信令系统处理

能力计算，处理机信令负荷计算，信令网容量计算等。 （2学时） 

4.2信令网关适配层相关协议。 （1学时） 

4.3 No.7信令系统的层次结构。 （1学时） 

4.4电信网管网络的基本构成和组织结构。 （1学时） 

4.5电信网管网络管理功能及内部协议。 （2学时） 

4.6电信同步网络设计的基础知识以及网络结构，主从式同步结构的特征。 

  （1学时） 

（五） 通信工程中传输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12学时） 

5.1传输网络设计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1学时） 

5.2传输网工程设计的基本知识和规划原则。 （1学时） 

5.3 SDH工程和 DWDM工程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设计。 （1学时） 

5.4传输网工程的光纤链路设计、敷设方法，及中继管道设计、建设方法。 

  （3学时） 

5.5 各类布线技术和工艺实验。 （3学时） 

5.6线缆安装及制作实验。 （3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通信工程设计（第二版）》  编著：施洋等，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通信工程设计与案例（第 3版）》，编著：杜思深等，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8 

2. 《通信工程管理 第 3版》，编著：于润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0 

3. 《通信工程概预算与项目管理》，编著：解相吾等，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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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 

4. 《通信工程制图与概预算》，编著：吴远华，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9 

5. 《通信工程综合实训（第 2版）》，编著：张庆海，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20%）、平时课堂表现（10%）

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工程项目

设计的基本要求、固定通信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实施、移动通信系统设计与实

现、电信支撑网络的设计与实现、通信工程中传输网络的设计与实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英赫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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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通

信工程项目设

计与实施的一

般步骤 

目标 2：掌握通信工

程项目中设计文件

的编写，掌握通信工

程概预算的制定 

目标 3：掌握固定、移动通

信网络、光传送网络、电信

支撑网络的网络结构、设计

步骤、建设技术 

1.1通信工程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掌握通信工

程建设的组织程序。 
√   

1.2通信工程设计可行性研究的编制方法。 √   

1.3 通信工程项目中经济评价的方法。 √   

1.4 通信工程中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技术规范

书的编写方法。 
 √  

1.5 通信工程的概预算编制要求和编制方法。  √  

1.6通信工程设计的方案制定综合实验。 √ √  

1.7通信工程中概预算的编制综合实验。 √ √  

2.1我国现阶段固定通信网络的结构、系统组成，

以及固定通信网络的建设原则。 
  √ 

2.2我国移动通信网络的结构、系统组成，以及移

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原则。3G、4G、5G 核心网的架

构。 

  √ 

2.3通信机房的设计布局要求，通信机房线缆布放

的一般性要求。 
  √ 

2.4固定、移动通信网络工程建设的基本知识及工

程规范。 
  √ 

2.5机房勘察与工程图纸设计实验。   √ 

2.6质量检查的步骤和内容实验。   √ 

3.1移通信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 

3.2移动通信系统网络结构和规划设计   √ 

3.3 基站和天线系统设计要求   √ 

3.4移动网中组网单元的使用。宏基站、微基站、

射频拉远系统、直放站等的应用场合和设计安装要

求 

  √ 

3.5移动通信系统链路预算方法，能够根据具体情

况独立计算通信链路 
  √ 

3.6 移动通信系统中频道配置方法和配置原则   √ 

3.7移动通信系统无线侧网络容量的计算方法   √ 

4.1信令网设计的基础知识。信令系统工程计算方

法，包括信令系统处理能力计算，处理机信令负荷

计算，信令网容量计算等 

  √ 

4.2信令网关适配层相关协议   √ 

4.3 No.7信令系统的层次结构   √ 

4.4电信网管网络的基本构成和组织结构   √ 

4.5电信网管网络管理功能及内部协议   √ 

4.6电信同步网络设计的基础知识以及网络结构，

主从式同步结构的特征 
  √ 

5.1传输网络设计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 

5.2传输网工程设计的基本知识和规划原则   √ 

5.3 SDH工程和 DWDM工程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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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传输网工程的光纤链路设计、敷设方法，及中

继管道设计、建设方法 
  √ 

5.5 各类布线技术和工艺实验   √ 

5.6线缆安装及制作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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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技术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33323A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通信原理、移动通信设计与实现 

后续课程：融合通信技术、NGB通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移动通信工程初步设计基本组成和设计步骤。 

目标 2：掌握无线网建设方案设计方法。掌握天馈线布置方法及安装工艺。 

目标 3：掌握移动通信工程初步设计文档的编写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移动通信工程初步设计基本组成和设计步骤 （2学时） 

1.1 项目概况及设计依据。 （0.5课时） 

1.2 项目范围及分工。 （0.5课时） 

1.3 项目规模及投资。 （1课时） 

1.4 项目的设计步骤。 

（二）业务需求分析和资源分析 （6学时） 

2.1 用户调研与预测。 （1课时） 

2.2业务模型及业务预测。 （1课时） 

2.3 网络规模和覆盖。 （1课时） 

2.4 网络容量预测。 （2课时） 

2.5 网络质量要求。 （1课时） 

（三）无线网建设方案设计 （6课时） 

3.1 设计总体思路及建设目标。 （1课时） 

3.2 网络基本参数的取定。 （1课时） 

3.3 无线网主要设备选型。 （1课时） 

3.4 基站建设方案。 （2课时） 

3.5 基站配套设备及其他。 （1课时） 

（四）天馈线布置方法及安装工艺 （4课时） 

4.1 基站天线安装要求。 （2课时） 

4.2 GPS天线安装要求。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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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馈线布放要求。 （1课时） 

（五）移动通信工程初步设计文档的编写方法 （2课时） 

5.1 初步设计文档编写要求。 （1课时） 

5.2 初步设计文档编写与校对。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通信工程综合实训（第 2版）》，编著：张庆海，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移动通信工程实践训练（实训部分、设备部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2. 《通信工程设计（第二版）》  编著：施洋等，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9。 

3. 《通信工程设计与案例（第 3版）》，编著：杜思深等，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8 

4. 《通信工程管理 第 3版》，编著：于润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0 

5. 《通信工程概预算与项目管理》，编著：解相吾等，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综合评定方式进行，主要包括：项目报告（30%）、课堂表现（40%）、

考勤（15%）、课堂考核（15%）。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英赫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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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移动通

信工程初步设计基本

组成和设计步骤 

目标 2：掌握无线网建设方案设

计方法，掌握天馈线布置方法及

安装工艺 

目标 3：掌握移动通信工程

初步设计文档的编写方法 

1.1 项目概况及设计依据。 √   

1.2 项目范围及分工。 √   

1.3 项目规模及投资。 √   

2.1 用户调研与预测。 √   

2.2业务模型及业务预测。 √   

2.3 网络规模和覆盖。 √   

2.4 网络容量预测。 √   

3.1 设计总体思路及建设目标。  √  

3.2 网络基本参数的取定。  √  

3.3 无线网主要设备选型。  √  

3.4 基站建设方案。  √  

3.5 基站配套设备及其他。  √  

4.1 基站天线安装要求。  √  

4.2 GPS天线安装要求。  √  

4.3 馈线布放要求。  √  

5.1 初步设计文档编写要求。   √ 

5.2 初步设计文档编写与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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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N 软交换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27P1        英文名称： Softswitch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 信息类、网络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信息交换技术、通信网理论基础、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NGB 通信技术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 使学生了解软交换技术和下一代网络的概念 

目标 2: 使学生掌握下一代网络结构中的主要协议，并了解主要设备的功能。 

目标 3: 使学生了解软交换在固网和移动网中的应用。 

二、 课程内容 

《NGN 软交换技术》主要是让学生掌握下一代网络与软交换相关的知识。

具体课程内容如下： 

(一) 下一代网络与软交换概述  （4 课时） 

1.1 电路交换、分组交换和软交换的基本概念。 （2 课时） 

1.2 基于软交换的下一代网络结构。  （2 课时） 

(二) 下一代网络中采用的主要协议 （16 课时） 

2.1 传输媒体信息的协议。 （1 课时） 

2.2 SIP 和 SDP 协议。 （2 课时） 

2.3 H.248 协议。 （2 课时） 

2.4 BICC 协议。 （2 课时） 

2.5 信令传输协议。 （1 课时） 

(三) 软交换网络的主要设备 （4 课时） 

3.1 下一代网络中的主要设备的组成和功能。 （2 课时） 

3.2 各设备之间的接口。 （2 课时） 

(四) 下一代网络业务的实现方式 （6 课时） 

4.1 应用服务器的功能和应用编程接口 API。 （3 课时） 

4.2 对 IP 承载网络的要求和改善服务质量的措施及处理地址穿越问题的

方法。  （3 课时） 

(五) 软交换技术在固网和移动通信网中的应用 （2 课时） 

三、 课程教材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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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交换与 NGN》，桂海源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2 

2.《现代交换原理与技术》，雒明世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参考书： 

1.《基于软交换的下一代网络解决方案》，徐鹏，杨放春编著，北京邮电大

学出版社 

2.《IP 电话技术与软交换》，桂海源编著，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 

3.《软交换应用系统设计与实现》，曾鹏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4.《软交换应用技术实验教程》，丁洪伟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5.《软交换设备配置与维护》，王可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四、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练习（20%）、考勤（10%）及作业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软交换技术和

下一代网络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技术，包括以软交换为中心的下一代网络结构，

主要协议，主要设备的功能、硬件结构和软件结构，软交换技术在固定电话网

和移动电话网的应用方案。 

五、 附件 

 

制定人：  陈志敏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F6%C3%C3%F7%CA%C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ook.jd.com/writer/%E6%9D%A8%E6%94%BE%E6%98%A5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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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了解软交换

技术和下一代网络的

概念 

目标 2: 掌握下一代网络结构中

的主要协议，了解主要设备功

能。 

目标 3:了解软交换在

固网和移动网中的应

用 

1.1电路交换、分组交换和软交换的基

本概念 
√   

1.2基于软交换的下一代网络结构 √   

2.1传输媒体信息的协议 √ √  

2.2 SIP和 SDP协议  √  

2.3 H.248协议  √  

2.4 BICC协议  √  

2.5 信令传输协议  √  

3.1 下一代网络中的主要设备的组成

和功能 
√ √ √ 

3.2 各设备之间的接口    

4.1 应用服务器的功能和应用编程接

口 API 
√ √ √ 

4.2对 IP承载网络的要求和改善服务

质量的措施及处理地址穿越问题的方

法 

√ 
 √ 

5 软交换技术在固网和移动通信网中

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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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B 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28Q1          

英文名称：NGB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移动通信、通信网理论基础、光纤通信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三网融合的“云、管、端”技术，了解三网融合后的新业务，

了解机顶盒、智能电视、家庭网关等家庭终端。 

目标 2：掌握有线电视基本传输技术，掌握 NGB 系统的新型宽带传输技术。 

目标 3：掌握分贝比、电平、载噪比等基本电视系统性能指标，学会识别

电视系统的线性失真和非线性失真。 

目标 4：掌握广播电视拓扑结构，了解光传输网络和接入网的组成和传输

方式，了解交互信道的建设。 

目标 5：学会使用 Matlab软件仿真简单的电视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NGB基本技术及三网融合理论 （20课时） 

1.1 有线电视的发展、NGB概念、三网融合概念和新型业务。 （2课时） 

1.2信道编码、调制技术等有线电视基本技术 （2课时） 

1.3电平、噪声、非线性失真、线性失真等有线电视基本性能指标 （2课时） 

1.4 模拟电视平台、数字电视平台 （2课时） 

1.5 NGB电视平台、云平台 （2课时） 

1.6 实验：电视语音信号处理的 Matlab仿真 （4课时） 

1.7 实验：电视图像信号处理的 Matlab仿真 （4课时） 

1.8 实验：电视扫描成像原理的 Matlab仿真 （2课时） 

（二）NGB网络技术 （14课时） 

2.1 广播信道传输、有线网络拓扑 （2课时） 

2.2 光传输网络、接入分配网络 （2课时） 

2.3下一代广播电视传输网、NGB交互信道 （2课时） 

2.4 广播电视网双向化、EPON和 GPON技术 （2课时） 

2.5 NGB网络建设、HFC网络改造、FTTH建网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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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GB支撑系统 BOSS结构和功能 （2课时） 

2.7 实验：拓扑网络的 Matlab仿真 （2课时） 

（三）NGB的 IPQAM技术 （4课时） 

3.1 IPQAM技术原理。 （2课时） 

3.2 NGB网络的规划、配置、部署及扩容。 （2课时） 

（四）用户终端 （8课时） 

4.1传统的机顶盒、Cable Modem等家庭终端原理及应用 （2课时） 

4.2家庭网关、智能电视及云终端等新型家庭终端。 （2课时） 

4.3 实验：彩色电视信号的 Matlab仿真 （4课时） 

（五）期末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NGB技术与工程实践》，温怀疆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5.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NGB 接入网技术》，邓琛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1 

2. 《NGB 核心网技术》，孔勇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8 

3. 《广播电视技术基础教程》，张军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01 

4. 《三网融合技术》，付冲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11 

5. 《三网融合理论与实践》，华鸣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三网融合理论、

NGB传输技术、NGB网络技术、IPQAM技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陈志敏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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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三网

融合的“云、管、

端”技术，了解三

网融合后的新业

务，了解机顶盒、

智能电视、家庭网

关等家庭终端 

目标 2：掌握

有线电视基

本传输技术，

掌握 NGB系统

的新型宽带

传输技术。 

 

目标 3：掌握分贝

比、电平、载噪

比等基本电视系

统性能指标，学

会识别电视系统

的线性失真和非

线性失真。 

目标 4：掌握广

播电视拓扑结

构，了解光传输

网络和接入网

的组成和传输

方式，了解交互

信道的建设。 

目标 5：学会使

用 Matlab 软件

仿真简单的电

视系统。 

1.1 有线电视的发展、NGB

概念、三网融合概念和新型

业务。 

√     

1.2 信道编码、调制技术等

有线电视基本技术 
 √    

1.3 电平、噪声、非线性失

真、线性失真等有线电视基

本性能指标 

  √   

1.4 模拟电视平台、数字电

视平台 
 √ √   

1.5 NGB电视平台、云平台  √    

1.6 实验：电视语音信号处

理的 Matlab仿真 
 √   √ 

1.7 实验：电视图像信号基

本运算的 Matlab仿真 
 √   √ 

1.8 实验：电视扫描成像原

理的 Matlab仿真 
 √   √ 

2.1 广播信道传输、有线网

络拓扑 
   √  

2.2 光传输网络、接入分配

网络 
   √  

2.3 下一代广播电视传输

网、NGB交互信道 
   √  

2.4 广播电视网双向化、

EPON和 GPON技术 
   √  

2.5 NGB 网络建设、HFC 网

络改造、FTTH建网 
   √  

2.6 NGB支撑系统 BOSS结构

和功能 
   √  

2.7 实验：拓扑网络的

Matlab仿真实现 
   √ √ 

3.1 IPQAM技术原理。  √    

3.2 NGB网络的规划、配置、

部署及扩容。 
   √  

4.1 传统的机顶盒、Cable 

Modem 等家庭终端原理及应

用 

√     

4.2 家庭网关、智能电视及

云终端等新型家庭终端 
√     

4.3 实验：彩色全电视信号

的 Matlab仿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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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与网络通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30R1 

英文名称：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网络、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计算机通信网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信息保密、信息隐藏、密钥管理、数字签名、消息认证等安

全技术的原理、典型算法及其应用。 

目标 2：学会 Matlab编程语言等软件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信息安全概述 （2课时） 

1.1  信息安全概述 

1.2  信息安全需求 

1.3  网络不安全的根本原因 

1.4  信息安全体系结构 

（二）信息保密技术 （6课时） 

2.1  密码学的发展简史 

2.2  密码学中的基本术语 

2.3  古典密码 

2.4  对称密码体制 

2.5  非对称密码体制 

2.6  密码学的应用 

（三）信息隐藏技术 （6课时） 

3.1  信息隐藏的发展历史 

3.2  信息隐藏的基本原理 

3.3  信息隐藏的算法 

3.4  数字水印 

3.5  隐通道技术 

3.6  匿名通信技术 

（四）消息认证技术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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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Hash函数 

4.2  消息认证码 

4.3  MD5算法 

4.4  SHA-1算法 

4.5  Hash函数的攻击分析 

（九）密钥管理技术 （2课时） 

5.1  密钥的分类 

5.2  密钥的生成与存储 

5.3  密钥的分配 

5.4  密钥的更新与撤销 

5.5  密钥共享 

5.6  会议密钥分配 

5.7  密钥托管 

（十）数字签名技术 （4课时） 

6.1  数字签名的原理 

6.2  RSA数字签名和加密 

6.3  DSA数字签名 

6.4  特殊的数字签名 

6.5  数字签名的应用 

（七）物理安全 （4课时） 

7.1  环境安全 

7.2  设备安全 

7.3  媒体安全  

（八）操作系统安全 （4课时） 

8.1 系统漏洞 

8.2  Windows系统安全模型 

8.3  Windows注册表安全 

8.4  Windows帐号与密码 

8.5  Windows 2000安全策略 

8.6  Windows系统的其他安全措施 

（九）网络安全协议 （2课时） 

9.1  TCT/IP协议簇 

9.2  网络安全协议 

9.3  SSL协议 

9.4  IPSec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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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应用层安全技术 （4课时） 

10.1  Web安全技术 

10.2  电子邮件安全技术 

10.3  身份认证技术 

10.4  PKI技术 

（十一）网络攻击技术 （4课时） 

11.1  信息收集技术 

11.2  攻击实施技术 

11.3  隐身巩固技术 

（十二）网络防御技术 （4课时） 

12.1  防火墙技术 

12.2  入侵检测技术 

12.3  计算机取证技术 

12.4  蜜罐技术 

（十三）计算机病毒 （4课时） 

13.1  计算机病毒概述 

13.2  计算机病毒的基本结构 

13.3  计算机病毒的基本原理 

13.4  反病毒技术 

13.5  典型病毒的特征及清除方法 

（十四）信息安全法律与法规及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学生自学知识） 

14.1  计算机犯罪与公民隐私权 

14.2  信息安全立法 

14.3  我国法律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定 

14.4  我国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 

14.5  信息安全体系结构现状 

14.6  网络安全需求与网络安全产品 

14.7  某大型企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案例及电子政务安全平台实施方案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息安全技术》，赵泽茂 等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密码编码学与网络安全：原理与实践（第三版）》，William Stallings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网络安全原理与技术》，冯登国著，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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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及课堂表现（10%）、

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息保密、信

息隐藏、密钥管理、数字签名、消息认证等技术的原理、典型算法及其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 亭 2017 年  7 月  

 
 
 
 



 

48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信息保密、信息隐藏、密钥管

理、数字签名、消息认证等安全技术的原理、

典型算法及其应用。  

目标 2：学会 Matlab编程语言

等软件使用 

1.1  信息安全概述 √  

1.2  信息安全需求 √  

1.3  网络不安全的根本原因 √  

1.4  信息安全体系结构 √  

2.1  密码学的发展简史 √  

2.2  密码学中的基本术语 √  

2.3  古典密码 √  

2.4  对称密码体制 √  

2.5  非对称密码体制 √  

2.6  密码学的应用 √  

3.1  信息隐藏的发展历史 √  

3.2  信息隐藏的基本原理 √  

3.3  信息隐藏的算法 √  

3.4  数字水印 √  

3.5  隐通道技术 √  

3.6  匿名通信技术 √  

4.1  Hash函数 √  

4.2  消息认证码 √  

4.3  MD5算法 √  

4.4  SHA-1算法 √  

4.5  Hash函数的攻击分析 √  

5.1  密钥的分类 √  

5.2  密钥的生成与存储 √  

5.3  密钥的分配 √  

5.4  密钥的更新与撤销 √  

5.5  密钥共享 √  

5.6  会议密钥分配 √  

5.7  密钥托管 √  

6.1  数字签名的原理 √ √ 

6.2  RSA数字签名和加密 √ √ 

6.3  DSA数字签名 √ √ 

6.4  特殊的数字签名 √ √ 

6.5  数字签名的应用 √ √ 

7.1  环境安全 √  

7.2  设备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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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媒体安全 √  

8.1 系统漏洞 √  

8.2  Windows系统安全模型 √  

8.3  Windows注册表安全 √  

8.4  Windows帐号与密码 √  

8.5  Windows 2000安全策略 √  

8.6  Windows系统的其他安全措施 √  

9.1  TCT/IP协议簇 √  

9.2  网络安全协议 √  

9.3  SSL协议 √  

9.4  IPSec协议 √  

10.1  Web安全技术 √ √ 

10.2  电子邮件安全技术 √ √ 

10.3  身份认证技术 √ √ 

10.4  PKI技术 √ √ 

11.1  信息收集技术 √  

11.2  攻击实施技术 √  

11.3  隐身巩固技术 √  

12.1  防火墙技术 √ √ 

12.2  入侵检测技术 √ √ 

12.3  计算机取证技术 √ √ 

12.4  蜜罐技术 √ √ 

13.1  计算机病毒概述 √ √ 

13.2  计算机病毒的基本结构 √ √ 

13.3  计算机病毒的基本原理 √ √ 

13.4  反病毒技术 √ √ 

13.5  典型病毒的特征及清除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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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设计模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36P1        英文名称：Software Design Patter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可视化建模与 UML 

后续课程：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面向对象设计原则概述、理解并掌握单一职责原则、开闭原

则、里氏代换原则、依赖倒转原则、接口隔离原则、合成复用原则、迪米特法

则的原理；了解 uml、掌握类图的分析与设计、顺序图、状态图的分析与设计；

了解设计模式的定义与分类、了解 gof设计模式历史简介、了解设计模式的优点。 

目标 2：掌握创建型模式的结构、模式动机与定义、模式效果及应用，重

点掌握简单工厂模式、工厂方法模式、抽象工厂模式，了解建造者模式和原型

模式、单例模式。 

目标 3：掌握结构型模式的结构、模式动机与定义、模式效果及应用：主

要掌握适配器模式、桥接模式、组合模式等设计。 

目标 4 ：掌握行为型模式的结构、模式动机与定义、模式效果及应用，主

要掌握职责链模式、命令模式、解释器模式以及观察者模式等的设计模式。 

目标 5：掌握 Rational Rose 软件等工具绘制类图及顺序图，掌握基于

Eclipse的 j2ee开发平台编辑、编译、调试基于设计模式的应用软件。 

二、课程内容 

（一）软件设计模式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1.1统一建模语言基础知识,uml简介、类图、顺序图、状态图。 （2课时） 

1.2面向对象设计原则,面向对象设计原则概述、单一职责原则、开闭原则、

里氏代换原则、依赖倒转原则、接口隔离原则、合成复用原则、迪米特法则的

原理和特点。 （2课时） 

1.3 设计模式概述,设计模式的诞生与发展、设计模式的定义与分类、gof

设计模式简介、设计模式的优点 （1课时） 

1.4 基于问题绘制类图和顺序图实践 （2课时） 

（二）创建型模式的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2课时） 

2.1创建型模式、简单工厂模式动机与定义、简单工厂模式结构与分析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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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厂方法模式动机与定义、工厂方法模式结构与分析、工厂方法模式

实例与解析、工厂方法模式效果与应用、工厂方法模式扩展 （1课时） 

2.3 抽象工厂模式动机与定义、抽象工厂模式结构与分析、抽象工厂模式

实例与解析、抽象工厂模式效果与应用。 （1课时） 

2.4建造者模式动机与定义、建造者模式结构与分析 （2课时） 

2.5原型模式动机与定义、原型模式结构与分析、原型模式实例与解析 

  （2课时） 

2.6单例模式动机与定义、单例模式结构与分析、单例模式实例与解析 

  （1课时） 

2.7 创建型设计模式综合实践 （4课时） 

（三）结构型模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 结构型模式、适配器模式动机与定义、适配器模式结构与分析、适配

器模式实例与解析、适配器模式效果与应用 （2课时） 

3.2桥接模式动机与定义、桥接模式结构与分析、桥接模式实例与解析 

  （1课时） 

3.3组合模式动机与定义、组合模式结构与分析、组合模式实例与解析 

  （2课时） 

3.4 装饰模式动机与定义、装饰模式结构与分析、装饰模式实例与解析 

  （2课时） 

3.5 外观模式动机与定义、外观模式结构与分析、外观模式实例与解析、

外观模式效果与应用 （1课时） 

3.6享元模式动机与定义、享元模式结构与分析 （1课时） 

3.7代理模式动机与定义、代理模式结构与分析、代理模式实例与解析 

  （1课时） 

3.8 结构型设计模式综合实践 （4课时） 

（四）行为型模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3课时） 

4.1 行为型模式、掌握职责链模式动机与定义、职责链模式结构与分析、

职责链模式实例与解析 （2课时） 

4.2命令模式动机与定义、命令模式结构与分析、命令模式实例与解析 

  （1课时） 

4.3 策略模式动机与定义、备忘录模式结构与分析、备忘录模式实例与解

析  （2课时） 

4.4 观察者模式动机与定义、观察者模式结构与分析、观察者模式实例与

解析、观察者模式效果与应用 （1课时） 

4.5 状态模式、策略模式、模板方法模式、访问者模式动机与定义、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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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模式结构与分析、访问者模式实例与解析 （2课时） 

4.6 中介者模式动机与定义、中介者模式结构与分析、中介者模式实例与

解析。  （1课时） 

4.7 行为型设计模式综合实践 （4课时） 

（五）Rational Rose软件、基于 Eclipse 的 j2ee开发平台 

  （学生自主学习） 

5.1 使用 Rational Rose软件绘制类图及顺序图等。 

5.2 使用 Eclipse平台编辑、编译、调试基于设计模式的软件程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Java设计模式》，于卫红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软件设计模式》刘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  

2．《实用软件设计模式教程》徐宏喆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面向对象设计

原则、类图设计、创建型、结构型、行为型设计模使得分析和使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学东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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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面

向对象设计原

则,掌握类图的

分析与设计,设

计模式的定义

与分类 

目标 2：掌握

创建型模式

的结构、模式

动机与定义、

模式效果及

应用 

目标 3：掌握

结构型模式

的结构、模式

动机与定义、

模式效果及

应用 

目标 4:掌握

行为型模式

的结构、模式

动机与定义、

模式效果及

应用 

目标 5：掌握

Rational Rose

软件,掌握基于

Eclipse 的

j2ee 开发平台

编辑、编译、调

试基于设计模

式的应用软件 

1.1统一建模语言基础知识 √ √ √ √ √ 

1.2面向对象设计原则 √ √ √ √  

1.3 设计模式概述 √ √ √ √  

1.4 基于问题绘制类图和顺序图实

践 
√ √ √ √ √ 

2.1简单工厂模式 √    √ 

2.2工厂方法模式 √    √ 

2.3抽象工厂模式 √ √   √ 

2.4建造者模式 √ √   √ 

2.5原型模式 √ √   √ 

2.6单例模式 √ √   √ 

2.7 创建型设计模式综合实践 √ √   √ 

3.1适配器模式 √  √  √ 

3.2桥接模式 √  √  √ 

3.3组合模式 √  √  √ 

3.4 装饰模式 √  √  √ 

3.5外观模式 √  √  √ 

3.6享元模式 √  √  √ 

3.7代理模式 √  √  √ 

3.8 结构型设计模式综合实践 √  √  √ 

4.1掌握职责链模式 √   √ √ 

4.2命令模式 √   √ √ 

4.3策略模式 √   √ √ 

4.4观察者模式 √   √ √ 

4.5状态模式 √   √ √ 

4.6 中介者模式 √   √ √ 

4.7 行为型设计模式综合实践 √   √ √ 

5.1 使用 Rational Rose 软件绘制

类图及顺序图等。 
√ √ √ √ √ 

5.2 使用 Eclipse平台编辑、编译、

调试基于设计模式的软件程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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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理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41P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orie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电子信息工程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电子线路、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后续课程：计算机通信网、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通信网理论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技术。 

目标 2：掌握路由选择与流量控制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目标 3：了解电话通信网、移动通信网、卫星通信网、数据与计算机通信

网、帧中继 FR网、IP网络、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与 ATM、支撑网、

接入网、下一代网络（NGN）等相关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网的概念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  通信网组成、分类、特点。 （1课时） 

1.2  网络体系分层结构及通信网协议。 （1课时） 

（二）路由选择与流量控制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  路由算法概论、路径选择。 （1课时） 

2.2  流量分配与控制。 （1课时） 

（三）电话通信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3.1  电话通信网概述、电话网传输技术、电话网交换技术、电话网组网和

电话网接口。 （1课时） 

3.2  电话网信令、电话网的服务质量及运行、管理与维护（OAM）。 

  （1课时） 

（四）移动通信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2课时） 

4.2  集群移动通信网、无线寻呼网。 （2课时） 

（五）卫星通信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  卫星通信网的分类与网络结构、VSAT网。 （1课时） 

5.2  卫星移动通信网 MSSN。 （1课时） 

（六）数据与计算机通信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X.25分组网、数字数据网 DDN。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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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帧中继 FR网、IP网络。 （2课时） 

（七）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与 ATM 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7.1  ATM通信网技术、ATM分层模型、ATM交换机、ATM通信网的接口。 

  （2课时） 

7.2 ATM通信网信令、IP与 ATM的结合技术、虚拟专用网（VPN）。（2课时） 

（八）支撑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8.1  No.7信令网、数字同步网。 （2课时） 

8.2  电信管理网、智能网。 （2课时） 

（九）接入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9.1  接入网（AN）的基本概念、铜线接入网。 （1课时） 

9.2  光纤接入网、无线接入网。 （1课时） 

（十）下一代网络（NGN）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0.1   NGN的核心技术——软交换。 （1课时） 

10.2  NGN业务技术及发展方向、网格技术。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通信网理论与技术》，夏靖波 刘振霞 张锐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2006.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通信网理论基础》（修订版），周炯槃，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0 

2. 《现代通信理论基础》，樊平毅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2006.08 

3. 《通信网技术基础》，唐宝民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

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网的基

本知识和运行原理、电信网、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网、物联网的体系结构、

通信协议、组网技术、通信网融合发展的技术演进路线和不同的实现思路等内

容。 

五、附件 

 

制定人：  胡兰馨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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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通信网

理论的基本知识和

相关技术。 

目标 2：掌握路由选

择与流量控制的相

关理论基础知识 

目标 3：了解电话通信网、移动

通信网、卫星通信网、数据与

计算机通信网、帧中继 FR网、

IP 网络、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B-ISDN）与 ATM、支撑网、接

入网、下一代网络（NGN）等相

关技术。 

1.1 通信网组成、分类、特点 √   

1.2 网络体系分层结构及通 

信网协议 
√   

2.1路由算法概论、路径选择 √ √  

2.2 流量分配与控制 √ √  

3.1 电话通信网概述、电话网传输技术、电

话网交换技术、电话网组网和电话网接口 
√ √ √ 

3.2 电话网信令、电话网的服务质量及运

行、管理与维护（OAM） 
√  √ 

4.1 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CDMA数字蜂

窝移动通信网 
√ √ 

√ 

4.2 集群移动通信网、无线寻呼网 √  √ 

5.1 卫星通信网的分类与网络结构、VSAT

网 
√   

5.2 卫星移动通信网 MSSN √  √ 

6.1 X.25分组网、数字数据网 DDN √  √ 

6.2帧中继 FR网、IP网络 √  √ 

7.1 ATM 通信网技术、ATM 分层模型、ATM

交换机、ATM通信网的接口 
√ √ 

√ 

7.2 ATM通信网信令、IP与 ATM的结合技术、

虚拟专用网（VPN） 
√  

√ 

8.1 No.7信令网、数字同步网 √  √ 

8.2 电信管理网、智能网 √  √ 

9.1 接入网（AN）的基本概念、铜线接入

网 
√  

√ 

9.2 光纤接入网、无线接入网 √  √ 

10.1 NGN的核心技术—软交换 √  √ 

10.2 NGN业务技术及发展方向、网格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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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46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Sensing Devic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分析等 

后续课程：无线传感器网络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传感器的概念，传感器的分类基本特性及传感器技术的标定，

掌握传感器使用的主要材料和加工工艺。 

目标 2：掌握热电偶、电阻应变计、霍尔元件和光敏器件的基本结构和工

作原理及特性。掌握声敏传感器、气敏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的基

本概念及相关特征参数。 

目标 3：通过对各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性及基本结构的学习，掌握传

感器的一般特性与分析方法，理解传感器检测系统的基本概念设计和分析方法

以及各类传感器的具体应用。 

目标 4：理解传感器的信号处理桥电路交流电路及电阻测量，掌握传感器

的智能化和网络化以及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概念。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4学时） 

1.1 传感器的概念，传感器的分类 

1.2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传感器技术的标定 

（二） 传感器的功能材料及加工工艺 （4学时） 

2.1  传感器使用的材料 

2.2  传感器加工工艺 

（三） 热电偶 （4学时） 

3.1 温敏传感器 

3.2 电阻型温度传感器 

3.3半导体 PN结温度传感器 

（四）力敏传感器 （4学时） 

4.1 电阻应变计； 

4.2 压电式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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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容式力传感器； 

4.4 电感式压力传感器； 

（五）磁敏传感器 （4学时） 

5.1 霍尔元件； 

5.2 半导体磁阻器件； 

5.3 结型磁敏器件； 

5.4 铁磁性金属薄膜磁阻元件； 

5.5 压磁式传感器； 

5.6 新型磁敏传感器； 

（六）光敏传感器 （6学时） 

6.1 外光电效应及器件； 

6.2 光电导效应（内光电）器件及其应用； 

6.3 光生伏特效应器件 

6.4 光敏二极管 

6.5 光敏晶体管 

6.6 色敏光电传感器 

6.7 光电耦合器件 

6.8 热释电红外光敏器件 

6.9 固态图像传感器 

6.10 光纤传感器 

（七）声波传感器 （4学时） 

7.1 波的基本性质及声敏传感器； 

7.2 水声传感器； 

7.3 超声波传感器； 

7.4 表面声波传感器； 

（八）气敏传感器 （4学时） 

8.1 概述； 

8.2 气敏传感器的主要参数与特性； 

8.3半导体气敏传感器； 

8.4 固态电解质气敏传感器； 

8.5 新型气敏传感器； 

8.6 气敏传感器的应用； 

（九）湿敏传感器 （4学时） 

9.1 湿度的基本概念 

9.2 湿度传感器的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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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湿度传感器的分类 

9.4陶瓷电阻式湿度传感器 

9.5有机物及高分子聚合物湿度传感器 

9.6半导体结型和 MOS型湿度 传感器 

9.7固体电解质界限电流式高温湿度传感器 

9.8溶性电解质湿度传感器 

（十）生物传感器 （4学时） 

10.1 生物传感器的基本概念； 

10.2 生物传感器的特点； 

10.3生物反应基本知识； 

生物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类型 

（十一）传感器的信号处理 （4学时） 

11.1 信号测量电路 

11.2 信号变换电路 

11.3 阻抗匹配/信号放大电路 

11.4 信号分离/滤波电路 

（十二）传感器的智能化和网络化 （2学时） 

12.1 智能传感器 

12.2 智能传感器的网络化 

12.3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概述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彭杰纲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传感器原理设计与应用，刘迎春，叶湘滨，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2.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王雪文，张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4  

3. 传感器技术与系统，董永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4. 《传感器与自动检测技术》，余成波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宋文绪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 《传感技术与应用教程》，张洪润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包括课堂提问，课后作业，实验作业及考勤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类传感器的工

作原理、特性及检测系统的基本概念，考察学生能合理地选择和使用传感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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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掌握掌握传感器系统的设计和分析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叶小亮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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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传感

器的概念分类及

基本特性和加工

工艺 

目标 2：掌握传感器

工作原理，基本结

构和基本特性。 

目标 3：掌握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系统的

基本概念，系统的

设计和分析方法 

目标 4:掌握传感

器的信号处理及

传感器的智能化

和网络化 

1.1传感器的概念，传感器的分类 √    

1.2 传感器的基本特性，传感器技术

的标定 
√    

1.3传感器的功能材料及加工工艺 √    

2.1热电偶  √ √  

2.2力敏传感器  √ √  

2.3磁敏传感器  √ √  

2.4光敏传感器  √ √  

2.5声波传感器  √ √  

2.6气敏传感器  √ √  

2.7湿敏传感器  √ √  

2.8生物传感器。  √ √  

3.1传感器的信号处理   √ √ 

3.2传感器的智能化和网络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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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65A1           英文名称：Circuit Analysis 

学分/学时：4 /64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电子线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目标 2：掌握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一般电路的计算方法，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电路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10课时） 

1.1 电路模型，电压、电流、功率等物理量的意义，参考方向及关联参考

方向； （4课时） 

1.2 电阻、独立电源、受控电源元件的特性及伏安关系 （2课时） 

1.3 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 （4课时） 

（二）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 （22课时） 

2.1电阻的等效变换； （2课时） 

2.2独立电源、实际电源等效变换及等效电路； （2课时） 

2.3 含受控源单口网络的等效变换； （4课时） 

2.4 网孔分析法、节点分析法、回路分析法； （6课时） 

2.5 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诺顿定理； （8课时） 

（三）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 （12课时） 

3.1电感、电容、动态电路模型；换路定律求解电路初始值； （4课时） 

3.2 时间常数、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稳态和暂态的概念； 

  （4课时） 

3.3 一阶电路微分方程的求解，一阶电路的响应； （4课时） 

（四）正弦交流电路的稳态分析 （16课时） 

4.1正弦量、相量、相量模型、相量图； （2课时） 

4.2 正弦稳态交流电路的相量分析方法，功率及功率因数计算； （5课时） 

4.3三相电路和非正弦周期信号作用下电路的稳态分析。 （1课时） 

4.5耦合电感元件的伏安关系、理想变压器的概念，耦合电感的电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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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4.6 RC电路频率特性，谐振频率计算及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特点 （6课时） 

（五）二端口网络 （4课时） 

5.1二端口的方程、参数及分析方法； （2课时） 

5.2 二端口的等效电路。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路分析基础》，第 4 版，主 编：刘陈，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出

版或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程电路分析基础》，主 编：齐超 刘洪臣 王竹萍，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或修订时间：2016 年 12 月 

2.《电路分析基础》，第 4 版，主 编：李瀚荪，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2006 年 5 月 

3.《电路，》第 4 版，主 编：邱关源，罗先觉，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2011 年 5 月 

3.《电路分析基础》，第 1 版，主 编：刘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2010 年 1 月 

4.《电路分析》，主编：朱虹，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或

修订时间：2004 年 12 月 

5.《电路分析基础》，作者：曹成茂，出版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间：2009 年 08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及实验报告（20%）、课堂纪律及参

与度（10%）及考勤 （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路基本概念与

基本定律、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线性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正弦交流电路的

稳态分析、二端口网络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宗兆翔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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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

的基本概念和基

本定律 

目标 2：掌握电

路的基本分析方

法。 

目标 3：掌握一般电路计

算方法，为后续的专业课

程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1.1 电路模型，电压、电流、功率等物理量的意义，

参考方向及关联参考方向； 
√     

1.2 电阻、独立电源、受控电源元件的特性及伏安关

系  
√ √   

1.3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  √ √ √ 

2.1电阻的等效变换  √ √  

2.2独立电源、实际电源等效变换及等效电路； √ √ √ 

2.3含受控源单口网络的等效变换；  √ √ √ 

2.4 网孔分析法、节点分析法、回路分析法； √ √ √ 

2.5 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诺顿定理； √ √ √ 

3.1 电感、电容、动态电路模型；换路定律求解电路

初始值 
√  √ √ 

3.2 时间常数、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

稳态和暂态的概念 
√ √  √  

3.3 一阶电路微分方程的求解，一阶电路的响应  √  √ 

4.1 正弦量、相量、相量模型、相量图； √ √  

4.2 正弦稳态交流电路的相量分析方法，功率及功率

因数计算 
√ √ √ 

4.3 三相电路和非正弦周期信号作用下电路的稳态分

析。 
√   

4.4 耦合电感元件的伏安关系、理想变压器的概念，

耦合电感的电路分析；  
√ √  

4.5 RC电路频率特性，谐振频率计算及串、并联谐振

电路的特点；  
√ √ √ 

5.1二端口的方程、参数及分析方法； √     

5.2 二端口的等效电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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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66A1         英文名称： Electronic Measurement Principle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等 

后续课程：智能仪器仪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常用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的分类。 

目标 2：掌握计量的概念。 

目标 3：掌握电子测量的概念、特点。 

目标 4：掌握电子测量常用仪器和常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学时） 

1.1 测量与计量的基本概念 

1.2 测量的基本原理 

1.3 电子测量仪器、方法分类 

（二）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 （8学时） 

2.1测量误差 

2.2测量不确定度概念和分类 

（三）模拟测量方法 （10学时） 

3.1电压测量概述 

3.2分贝的测量 

3.3失真度的测量 

3.4功率的测量、Q值的测量 

（四）数字测量方法 （14学时） 

4.1电压测量的数字化方法 

4.2直流数字电压表 

4.3多用型数字电压表 

4.4时间、频率的基本概念、时间与频率标准。时间的测量 

4.5相位的测量 

第 5章时域测量 （14学时） 

5.1示波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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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模拟示波器 

5.3多波形显示 

5.4数字存储示波器 

5.5示波器功能扩展举例、示波器的应用与选择 

（六）频域测量 （10学时） 

6.1扫频仪常用基本概念 

6.2扫频分析仪 

6.3信号和频谱分析方法 

（七）逻辑分析 （4学时） 

7.1逻辑分析仪与模拟示波器的比较 

7.2逻辑分析仪的组成与技术指标 

7.3逻辑状态分析仪 

7.4逻辑分析仪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张永瑞．电子测量技术（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10%）、作业（10%）及实验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各章座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连毅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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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

常用测量方

法和测量仪

器的分类 

目标 2：掌

握计量的

概念 

目标 3：掌握

电子测量的

概念、特点 

目标 4:掌握

电子测量常

用仪器和常

用方法 

1.1 测量与计量的基本概念 √ √ √ √ 

1.2 测量的基本原理 √ √ √ √ 

1.3 电子测量仪器、方法分类 √ √ √ √ 

2.1测量误差 √ √   

2.2测量不确定度概念和分类 √ √   

3.1电压测量概述 √  √ √ 

3.2分贝的测量  √  √ √ 

3.3失真度的测量 √  √ √ 

3.4功率的测量、Q值的测量 √  √ √ 

4.1电压测量的数字化方法 √  √ √ 

4.2直流数字电压表 √  √ √ 

4.3多用型数字电压表 √  √ √ 

4.4时间、频率的基本概念、时间与频率标准、时间的测量 √  √ √ 

5.1示波器的分类 √  √ √ 

5.2模拟示波器 √  √ √ 

5.3多波形显示 √  √ √ 

5.4数字存储示波器 √  √ √ 

6.1扫频仪常用基本概念 √  √ √ 

6.2扫频分析仪 √  √ √ 

6.3信号和频谱分析方法 √  √ √ 

7.1逻辑分析仪与模拟示波器的比较   √ √ 

7.2逻辑分析仪的组成与技术指标   √ √ 

7.3逻辑状态分析仪   √ √ 

7.4逻辑分析仪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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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综合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67A1   英文名称：Integrated Design of Electronic Product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测量原理 

后续课程：无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环境条件对电子产品性能的影响。掌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

测与应用方法，掌握常用电子测量仪表的使用。 

目标 2：掌握电子设备元器件布局、走线的基本要求；掌握电子产品整机

装配与调试的程序与方法；掌握电子产品技术文件的编制原则、要求。 

目标 3：初步掌握根据电子产品的环境、结构，工艺要求来设计印制线路

板的能力，学会使用相关电子 CAD设计软件，具有中等复杂程度电子整机组装、

调试的基本能力。 

二、 课程内容 

（一）电子系统设计导论 （10课时） 

1.1电子设备结构工艺、对电子设备的要求；产品可靠性，提高电子产品

可靠性的方法 （1课时） 

1.2常用元器件的检测与应用 （1课时） 

1.3电子设备的防护设计：电子设备的气候防护，散热，减振与缓冲，电

磁干扰及其屏蔽 （2课时） 

1.4电子测量技术应用：电子测量的内容、类型，方法，正确选择测量仪

器及方法。 （2课时） 

1.5万用表组装与调试。 （4课时） 

（二）电子设备的元器件布局与装配 （12课时） 

2.1电子设备元器件的布局原则，典型单元的组装与布局 布线与扎线工艺，

组装结构工艺，电子设备连接方法及工艺 （1课时） 

2.2电子设备整机装配原则与工艺、质量管理点，调试工艺文件、调试仪

器的选择，整机调试程序和方法，排除故障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1课时） 

2.3电子产品技术文件和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技术文件的应用领域、

特点；设计文件种类、设计文件的编制要求；电子整机设计文件简介，工艺文

件的种类和作用、工艺文件的编制要求，格式。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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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电子设备的整机结构：机箱机柜的结构知识，机箱、机柜、底座和面

板、导轨与插箱，人体特征、显示器、控制器等。（1课时） 

2.5中小型电子产品组装与调试（4课时） 

（三）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10课时） 

3.1印制电路板的结构设计及制造工艺：印制电路板的结构布局设计、制

造工艺流程、印制电路板的质量检验，印制电路板组装工艺流程。（1.5 课时） 

3.2电子产品结构的变化、组装特点，微型化产品结构设计举例（0.5课时） 

3.3中等复杂程度电子设备印刷电路板设计、组装、调试（8课时） 

三、 应用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产品综合设计》尚无能涵盖所有上述教学内容的教材。目前可在本

课程目标的要求下，选用各种参考教材与讲义，并尽快组织编写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现代 PCB 设计及雕刻工艺实训教程》，沈月荣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9 

2.《综合电子设计与实践》,田良，王尧等编著,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3.《电子线路综合设计》,谢自美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4.《电子线路课程设计》,陈晓文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5.《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杨刚、周群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6.《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新坐标大学本科电子信息类专业系列教材浙

江省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教材》,贾立新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大作业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程内容的

项目，其中包括项目电路设计方案、印刷电路板设计、电路焊接与装配、电路

调试，电路设计报告 5 个质量观测点，每个观测点占比 8% 。 

五、附件 

 

制定人：  陈布雨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rd.asp?id=8804274&clsid=01.49.30.03|01.54.11.00|01.54.26.00&key=%b5%e7%d7%d3%cf%b5%cd%b3%c9%e8%bc%c6&pos=4_144_20
http://search.dangdang.com/rd.asp?id=8890425&clsid=01.49.05.09|01.63.07.07&key=%b5%e7%d7%d3%cf%df%c2%b7%c9%e8%bc%c6&pos=8_115_10
http://search.dangdang.com/rd.asp?id=8804274&clsid=01.49.30.03|01.54.11.00|01.54.26.00&key=%b5%e7%d7%d3%cf%b5%cd%b3%c9%e8%bc%c6&pos=4_144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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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环境条件

对电子产品性能的影

响；掌握常用电子元

器件的检测与应用方

法，掌握常用电子测

量仪表的使用。 

目标 2：掌握电子设备元器

件布局、走线的基本要求；

掌握电子产品整机装配与

调试的程序与方法；掌握

电子产品技术文件的编制

原则、要求。 

目标 3：初步掌握根据电子

产品的环境、结构，工艺要

求来设计印制线路板的能

力，学会使用相关电子 CAD

设计软件，具有中等复杂程

度电子整机组装、调试的基

本能力。 

1.1电子设备结构工艺，产品可靠性 √ √ √ 

1.2常用元器件的检测与应用 √ √ √ 

1.3电子设备的防护设计 √  √ 

1.4电子测量技术应用 √   

1.5万用表组装与调试 √ √ √ 

2.1 电子设备元器件的布局原则，组

装结构工艺，电子设备连接方法及工

艺 

 √  

2.2 电子设备整机装配原则与工艺、

调试工艺文件、调试仪器的选择，整

机调试程序和方法 

 √  

2.3 电子产品技术文件和计算机辅助

工艺过程设计 
 √  

2.4电子设备的整机结构  √  

2.5中小型电子产品组装与调试 √ √  

3.1 印制电路板的结构设计及制造工

艺 
 √ √ 

3.2电子产品结构的变化、组装特点，

微型化产品结构设计举例 
√  √ 

3.3 中等复杂程度电子设备印刷电路

板设计、组装、调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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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设计与开发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68A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Electronic Circuits Design and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系统设计、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电子产

品工艺技术与实践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原理图和印刷电路板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模拟电路的性能仿真与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基于 EDA设计数字系统的方法。 

目标 4：掌握 FPGA系统的实现及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电路设计与综合开发基础知识回顾 （4课时） 

1.1电子电路设计导论。 

1.2电子电路开发案例讲解。 

（二）项目开发与应用 （36课时） 

2.1模拟电路设计与分析 

2.2印刷电路板设计 

2.3数据传输控制模块电路的设计与分析 

2.4数/模及模/数转换模块电路的设计与分析 

2.5存储器控制电路模块的设计与分析 

2.6基于 FPGA的通信控制电路模块的设计与分析 

2.7基于 FPGA的显示模块的设计与分析 

2.8基于 FPGA的数字滤波模块的设计与分析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实验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夏宇闻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Xilinx FPGA设计与实践教程》，赵吉成等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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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3.《电子工艺实训教程》，宁铎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4.《Protel 99 SE设计宝典》，赵建领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5.《基于 OrCAD16.3的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谭阳红编著，国防工业出版

社 

6.《集成电路原理及应用》 谭博学、苗汇静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7.与非网------------http://www.eefocus.com/ 

8.开源硬件网-----------http://www.openhw.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操作（40%）+考勤与纪律（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实验报告占 30%＋答辩与结果演示占 20%。 

五、附件 

 

制定人：  饶蕾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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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路

原理图和印刷电

路板设计方法。 

目标 2：掌握模

拟电路的性能

仿真与分析方

法。 

目标 3：掌握基于

EDA 设计数字系统

的方法。 

目标 4：掌握 FPGA系统的实

现及调试方法。 

1.1电子电路设计导论 √ √ √ √ 

1.2电子电路开发案例讲解 √ √ √ √ 

2.1模拟电路设计与分析  √   

2.2印刷电路板设计 √ √   

2.3 数据传输控制模块电路的

设计与分析 
  √ √ 

2.4 数/模及模/数转换模块电

路的设计与分析 
  √ √ 

2.5 存储器控制电路模块的设

计与分析 
  √ √ 

2.6 基于 FPGA 的通信控制电

路模块的设计与分析 
  √ √ 

2.7 基于 FPGA 的显示模块的

设计与分析 
  √ √ 

2.8 基于 FPGA 的数字滤波模

块的设计与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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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69A1        英文名称：Machine Visio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数字信号处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机器视觉的基本概念，熟悉视觉计算理论。 

目标 2：掌握立体成像原理和相机标定方法，熟悉透视变换、投影变换、

三坐标系。 

目标 3：掌握三维曲面重建方法。 

目标 4：掌握二维和三维图像中的目标运动分析和运动估计。 

二、课程内容 

（一）机器视觉技术综述 （4课时） 

1.1机器视觉的基本概念，Marr视觉计算理论，成像几何基础。 （2课时） 

1.2机器视觉的应用及发展动向。 （2课时） 

（二）视觉与成像 （8课时） 

2.1人眼视觉特性。 （2课时） 

2.2视觉信息的多层处理及信息表示方法。 （6课时） 

（三）透视几何学 （16课时） 

3.1立体成像原理。 （4课时） 

3.2三维感知基本理论和方法。 4课时） 

3.3透视变换、投影变换，世界坐标系、相机坐标系及其变换。 （4课时） 

3.4被动立体测定技术和主动立体测定技术。 （4课时） 

（四）标定问题 （10课时） 

4.1图像表征与摄像机标定。 （2课时） 

4.2透视投影变换。 （2课时） 

4.3摄像机的标定。 （2课时） 

4.4摄像机的运动控制模型。 （2课时） 

4.5双目立体标定。 （2课时） 

（五）三维场景表示 （14课时） 

5.1三维空间曲面的表示。 （4课时） 



 

514 

5.2曲面分割。 （4课时） 

5.3三维曲面重建方法。 （6课时） 

（六）二维和三维运动图像分析 （12课时） 

6.1二维图像运动分析方法。 （4课时） 

6.2图像运动特征提取的基本方法。 （4课时） 

6.3三维运动与结构估计。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器视觉》，贾云得著，科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器视觉算法与应用（双语版）》，（德）Carsten Steger 等著，杨少荣

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 《计算机视觉—一种现代方法》，福赛思（美）等著，林学訚等译，电

子工业出版社 

3. 《计算机视觉》，马颂德著，科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视觉的

基本概念、视觉的基本原理、成像原理、相机标定的应用、双目立体视觉的基

本原理及应用、基于视觉的二维和三维测量技术的应用、运动估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黎明  审核人：  刘中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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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机器视觉

的基本概念和视觉计

算理论 

目标 2：掌握立体成

像原理和相机标定

方法，熟悉透视变

换、投影变换、三

坐标系 

目标 3：掌握三维

曲面重建方法 

目标 4：掌握二维

和三维图像中的

目标运动分析和

运动估计 

1.1 机器视觉的基本概念，Marr

视觉计算理论，成像几何基础 
√    

1.2机器视觉的应用及发展动向 √    

2.1人眼视觉特性 √    

2.2 视觉信息的多层处理及信息

表示方法 
√    

3.1立体成像原理  √   

3.2三维感知基本理论和方法  √   

3.3透视变换、投影变换，世界坐

标系、相机坐标系及其变换 
 √   

3.4 被动立体测定技术和主动立

体测定技术 
 √   

4.1图像表征与摄像机标定  √   

4.2透视投影变换  √   

4.3摄像机的标定  √   

4.4摄像机的运动控制模型  √   

4.5双目立体标定  √   

5.1三维空间曲面的表示   √  

5.2曲面分割   √  

5.3三维曲面重建方法   √  

6.1二维图像运动分析方法    √ 

6.2 图像运动特征提取的基本方

法 
   √ 

6.3三维运动与结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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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0A1        英文名称：Machine Learn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概率论与统计、矩阵代数、MATLAB语言及应用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器学习的概念、分类以及应用领域。 

目标 2：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目标 3：了解机器学习方法的基本原理，掌握算法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 （4课时） 

1.1机器学习方法与架构 （2课时） 

1.2 数据属性与描述 （2课时） 

（二）降维 （4课时） 

2.1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2课时） 

2.2主成分分析 （1课时） 

2.3奇异值分解 （1课时） 

（三）机器学习方法原理与应用 （24课时） 

3.1 C4.5算法描述，算法特征，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3课时） 

3.2 k-means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2课时） 

3.3 SVM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3课时） 

3.4 Apriori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3课时） 

3.5 EM算法描述，算法特征，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1课时） 

3.6 PageRank算法描述，案例分析 （2课时） 

3.7 Adaboost算法描述，案例分析 （2课时） 

3.8 kNN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2课时） 

3.9 Naive Bayes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2课时） 

3.10 CART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2课时） 

（四）机器学习新进展 （2课时） 

4.1机器学习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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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Python 机器学习》， [美] 塞巴斯蒂安·拉施卡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Python 机器学习算法》，赵志勇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7 

2. 《机器学习实战》，[美] Peter Harrington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06 

3. 《数据挖掘十大算法》，Xindong Wu，Vipin Kumar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3.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平时成绩及考勤作业

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算法原理、算

法应用、案例分析与实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迟冬祥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5%A1%9E%E5%B7%B4%E6%96%AF%E8%92%82%E5%AE%89%C2%B7%E6%8B%89%E6%96%BD%E5%8D%A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B5%B5%E5%BF%97%E5%8B%87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Peter%20Harrington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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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机器学

习的概念、分类以

及应用领域 

目标 2：掌握数据

分析的基本步骤

与方法 

目标 3：了解机器学

习方法的基本原理，

掌握算法的应用 

1.1机器学习方法与架构 √   

1.2 数据属性与描述 √ √  

2.1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 √ 

2.2主成分分析  √ √ 

2.3奇异值分解  √ √ 

3.1 C4.5算法描述，算法特征，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2 k-means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3 SVM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4 Apriori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5 EM算法描述，算法特征，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6 PageRank算法描述，案例分析   √ 

3.7 Adaboost算法描述，案例分析   √ 

3.8 kNN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9 Naive Bayes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3.10 CART算法描述，算法实现，案例分析   √ 

4.1机器学习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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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标准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1A1       英文名称：Technical Standards Introduc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测量原理、可靠性工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常用元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型号、指标，掌握具体场合

下元器件选用的方法。 

目标 2：了解产品质量与质量过程控制的相关概念，质量管理统计方法与

过程控制工具，了解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目标 3：能够初步撰写产品质量标准、标准作业指导书或标准检验指导书

等文件。 

目标 4: 了解电子技术领域的相关技术规范文件，熟悉技术规范的主要构

成。 

二、 课程内容 

（一）基础电子元件识别、检测与选用 （6课时） 

1.1基础电子元件工作原理、主要性能指标：电阻器、敏感电阻器、电位

器、电容器、 

电感器及变压器。（2课时） 

1.2基础电子元件分类及命名方法、型号规格标志方法。 （2课时） 

1.3电子元件主要电参数测试及可靠性筛选 。 （2课时） 

（二）半导体器件识别、检测与选用  （6课时） 

2.1半导体器件工作原理、器件外形与内部结构、主要性能指标：二极管、

晶体管、光电器件、贴片元器件与集成电路芯片。 （2课时） 

2.2半导体器件的型号命名方法。 （1课时） 

2.3半导体器件主要电参数测试方法。 （2课时） 

2.4半导体器件可靠性应用与失效分析。 （1课时） 

（三）其他元器件及复杂电子产品实用知识及应用综述 （8课时） 

3.1其他元器件分类识别与选用方法：晶振、连接器、传感器、微波元件。 

  （2课时） 

3.2主要检测仪器操作使用：频率特性测试仪、数字存储示波器。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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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复杂电子产品技术指标与检测实例：计算机主板 CPU供电电路检测方

案。  （2课时） 

（四）电子产品质量管理标准与规范 （8课时） 

4.1产品质量的形成规律及质量管理的统计方法，质量控制的目标与标准，

质量控制的常用方法。 （2课时） 

4.2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与质量认证，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课时） 

4.3主要的电子产品的认证标准、环境与可靠性测试标准文件。（3课时） 

4.4产品质量标准文书、标准作业指导书（SOP）与标准检验指导书（SIP）

的编制。  （2课时） 

（五） 技术规范实例文件的阅读与理解（4课时） 

5.1技术规范实例文件阅读：（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手册：元件分册》 韩英歧 著，中国标准出版社 

2.《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手册：微电子器件分册》 韩英歧 著，中国标准

出版社 

3.《标准化管理》  舒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4.《高等学校工业工程专业教材： 质量管理与控制》 第 2 版 张凤荣 著 机

械工业出版社 

5.《电子产品制造质量培训教材》——http://wenku.baidu.com 

6.《第 5 章 复杂电子产品技术指标及检测》——http://wenku.baidu.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提问与测验（30%）

及平时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宗兆翔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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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了解常

用元器件的工作

原理、结构、型

号、指标，掌握

具体场合下元器

件选用的方法 

目标 2: 了解产品质

量与质量过程控制的

相关概念，质量管理

统计方法与过程控制

工具，了解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目标 3: 能够初

步撰写产品质量

标准、标准作业

指导书或标准检

验指导书等文件 

目标 4: 了解电

子技术领域的相

关技术规范文件，

熟悉技术规范的

主要构成 

 

1.1 基础电子元件工作原理、主要性能

指标 
√    

1.2基础电子元件分类及命名方法、型

号规格标志方法 
√    

1.3电子元件主要电参数测试及可靠性

筛选 
√    

2.1 半导体器件工作原理、器件外形与

内部结构、主要性能指标 
√    

2.2 半导体器件的型号命名方法 √    

2.3 半导体器件主要电参数测试方法 √    

2.4半导体器件可靠性应用与失效分析 √    

3.1 其他元器件分类识别与选用方法 √    

3.2主要检测仪器操作使用 √    

3.3复杂电子产品技术指标与检测实例 √    

4.1 产品质量的形成规律及质量管理

的统计方法，质量控制的目标与标准与

常用方法 

 √   

4.2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与质量认证，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4.3. 主要的电子产品的认证标准、环

境与可靠性测试标准文件 
 √   

4.4. 产品质量标准文书、标准作业指

导书（SOP）与标准检验指导书（SIP）

的编制 

 √ √  

5.1 技术规范实例文件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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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检索与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2A1         英文名称：Scientific Papers Retrieval & Writ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引导学生建立开展科学研究的兴趣，了解进行科研的思路和一般

方法。 

目标 2：培养学生把握科研选题，调查和运用学术资料，实施科研试验的

能力。 

目标 3：要求学生掌握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理解科学研究和科技论

文写作过程。 

二、课程内容 

（一） 科学研究方法与思维 （2课时） 

1.1 科学研究基本方法，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1课时） 

1.2 科学研究的分类与特点，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1课时） 

（二）科研课题的选择 （2课时） 

2.1 科技论文选题的原则与价值，选题的类型，基本方法和思路。 （1课时） 

2.2 科技论文文献资料的搜集工具、搜集方法与搜集技巧。 （1课时） 

（三）科研设计 （2课时） 

3.1 科研设计的概念、基本原则。 （1课时） 

3.2 科研设计方案的基本要素。 （1课时） 

（四）科学道德 （2课时） 

4.1 科学道德与社会公德，科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 （1课时） 

4.2 科学行为不端，科学打假。 （1课时） 

（五）科技写作 （4课时） 

5.1 科技论文的分类、特点与功能，学术论文的种类、层次和价值。 

  （1课时） 

5.2 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过程和规范格式，科技论文的结构框架与段落设

计。  （1课时） 

5.3 常用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表达方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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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科技演讲的特点和科技演讲材料的设计方法，论文答辩的基本技巧。 

  （1课时） 

（六）项目实践 （4课时） 

6.1 自选课题，查阅文献资料，设计研究方案，完成一篇完整的科技论文

（可结合自己的科创等各种项目活动）。 （2课时） 

6.2 模拟演讲与答辩。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科技论文写作教程》 吴勃, 中国电力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教程》 刘振海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 《科技论文写作教程》 赵秀珍等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3.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教程》 罗伯特著，曾剑芬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项目实践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30%）及考勤（10%）。 

2.期末实践占比 60%，采用实践项目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的科技

论文质量和演讲表达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帆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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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引导学生建

立开展科学研究的

兴趣，了解进行科研

的思路和一般方法 

目标 2：培养学生把

握科研选题，调查和

运用学术资料，实施

科研试验的能力 

目标 3：要求学生掌握科

技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

理解科学研究和科技论文

写作过程 

1.1 科学研究基本方法 √ √  

1.2 科学研究的分类与特点 √ √ √ 

2.1 科技论文选题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  √ 

2.2 科技论文文献资料的搜集工具、搜集方法

与搜集技巧 
 √ √ 

3.1 科研设计的概念、基本原则 √ √  

3.2 科研设计方案的基本要素 √ √  

4.1 科学道德与社会公德，科学研究中的道德

伦理 
√ √  

4.2 科学行为不端，科学打假 √ √  

5.1 科技论文的分类、特点与功能，学术论文

的种类、层次和价值。 
  √ 

5.2 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过程和科技论文的

规范格式 
  √ 

5.3 常用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表达方法。   √ 

5.4 科技演讲的特点和科技演讲材料的设计

方法，论文答辩的基本技巧 
  √ 

6.1 自选课题，查阅文献资料，设计研究方案，

完成一篇完整的科技论文 
√ √ √ 

6.2 模拟演讲与答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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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3A1        英文名称：Reliability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测量原理 

后续课程：技术规范标准概论、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可靠性的基础概念、主要表征量；了解常用失效分布类型，

故障分析模型、影响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了解可靠性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目标 2：熟悉电子元器件失效定位与机理分析 

目标 3：熟悉集成电路和板级电路主要失效机制、可靠性评价技术；了解

可靠性测试结构的设计 

目标 4：了解电器产品的电磁兼容设计与测量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靠性工程概论 （4课时） 

1.1可靠性工程基础概念：可靠性定义及构成因素，失效时间分布函数，

系统可靠性模型。 （3课时） 

1.2可靠性工程研究内容与意义。 （1课时） 

（二）可靠性评估试验 （6课时） 

2.1失效时间分布参数估计方法：指数分布、威布尔分布、瑞利分布、

Brinbaum-Saunders分布。 （2课时） 

2.2失效实验：寿命试验、老化试验、加速寿命试验。 （2课时） 

2.3加速寿命试验设计：初步设计试验方案，筛选应力条件，分析试验数

据，试验数据收集、系统的可靠性评价。 （2课时） 

（三）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物理与失效分析 （6课时） 

3.1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基本概念：累计失效概率、瞬时失效率、寿命。 

  （1课时） 

3.元器件主要失效物理机理及预防（电阻器、电容器、继电器、连接器、

光电器件）。 （1课时） 

3.3失效分析方案设计： 失效定位与机理分析、应力试验分析、故障模拟

分析。  （2课时） 

3.4失效分析中的电测试技术：电阻、电容、电感的测试方法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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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四）集成电路可靠性物理与失效分析 （4课时） 

4.1集成电路的主要失效机理及可靠性评估技术。 （1课时） 

4.2集成电路工艺过程中缺陷的来源与控制。 （1课时） 

4.3集成电路的可靠性评价：PCM技术、交流波形技术、圆片级评估、生产

线质量管理。 （1课时） 

4.4可靠性测试结构设计。 （1课时） 

（五）电子组装工艺可靠性技术 （4课时） 

5.1电子封装缺陷与失效模型。 （1课时） 

5.2失效分析技术手段： 热分析、红外显微、阴影云纹技术、色谱分析技

术、应变电测试。 （2课时） 

5.3可靠性评估与试验设计。 （1课时） 

（六）电子系统可靠性设计 （6课时） 

6.1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MECA）。 （2课时） 

6.2故障树定性与定量分析（FTA）。 （2课时） 

6.3系统可靠性设计：电子元件的选用与控制、电路与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电子设备的热设计，参数优化设计。 （2课时） 

（七）电磁兼容设计与测量技术 （2课时） 

7.1电磁兼容概念、相关标准与测试。 （1课时） 

7.2电磁兼容相关设计方法。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可靠性工程（第 2版）》 [美] Elsayed A.Elsayed 著；杨舟 译 电子

工业出版社 

2.《电子元器件失效分析技术》 恩云飞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3.《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可靠性及评价方法》章晓文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4.《电子组装工艺可靠性技术与案例研究（全彩）》罗道军等 著 电子工业

出版社 

5.《可靠性设计 》谢少锋，张增照，聂国健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6.《电磁兼容（EMC）技术及应用实例详解》张亮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提问与测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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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宗兆翔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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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可靠性的基

础概念、主要表征量；了

解常用失效分布类型，故

障分析模型、影响可靠性

的关键因素；了解可靠性

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目标 2：熟悉

电子元器件

失效定位与

机理分析 

目标 3：熟悉集成

电路和板级电路

的主要失效机制、

可靠性评价技术；

了解可靠性测试

结构的设计 

目标 4：了解电器

产品的电磁兼容

设计与测量技术 

1.1 可靠性工程基础概念：可靠性

定义及构成因素，失效时间分布函

数，系统可靠性模型 

√    

1.2 可靠性工程研究内容与意义 √    

2.1 失效时间分布参数估计方法 √    

2.2 失效实验 √    

2.3加速寿命试验设计 √    

3.1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基本概念 √ √   

3.2 元器件主要失效物理机理及预

防 
√ √   

3.3 失效分析方案设计 √ √   

3.4 失效分析中的电测试技术 √ √   

4.1 集成电路的主要失效机理及可

靠性评估技术 
√  √  

4.2 集成电路工艺过程中缺陷的来

源与控制 
√  √  

4.3 集成电路的可靠性评价 √  √  

4.4 可靠性测试结构设计 √  √  

5.1 电子封装缺陷与失效模型 √  √  

5.2 失效分析技术手段 √  √  

5.3 可靠性评估与试验设计 √  √  

6.1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FMECA） 
√  √  

6.2故障树定性与定量分析（FTA） √  √  

6.3 系统可靠性设计 √  √  

7.1 电磁兼容概念、相关标准与测

试 
√   √ 

7.2 电磁兼容相关设计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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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4A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Embedded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电子类、自动化类、信息类、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与数字逻辑、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数字

信号处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有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的能力。 

目标 2：具有对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定制的能力。 

目标 3：具有实际项目设计开发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综合设计基础知识 （4 课时） 

1.1 嵌入式系统设计导论、正确选择 ARM 芯片、选择合适的仿真软件。 

  （2 课时） 

1.2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案例讲解。 （2 课时） 

（二）嵌入式系统仿真与设计 （36 课时） 

2.1基于 Proteus 的最小 Arm 硬件开发平台仿真。 （6 课时） 

2.2 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包括嵌入式 Led 灯控制设计、嵌入式引导代码

启动开发、嵌入式内存读写设计、嵌入式中断设计、嵌入式 Linux 系统移植以

及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交通信号灯设计。 （30 课时） 

（三）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实例 》，马洪连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ARM 嵌入式应用技术：基于 Proteus 虚拟仿真》（第 1 版），徐爱钧，徐

阳 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2.12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实验教程》（第 3 版），田泽 主编，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出版社，2011.4 

单片机教程网——http://www.51hei.com/ 

https://book.jd.com/writer/徐爱钧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徐阳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徐阳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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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发烧友——http://www.elecfans.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验作品（仿真结果）与综合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70%，其中：项目实验答辩成绩 40%，实验作品（仿真结

果）成绩占 30%。 

2. 综合实验报告成绩占 30%，实验报告包含以下内容： 

（1）设计任务和要求 

（2）系统方案（设计思路，用到的芯片及作用），画出系统框图及说明 

（3）设计方法——硬件设计，画出电路原理图及说明 

（4）设计方法——软件设计，画出程序流程图及说明，源程序清单和注释 

（5）系统调试 

① 使用的主要仪器和仪表 

② 实验步骤 

③ 整理性能测试数据和波形，并与设计要求比较分析 

④ 调试中出现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6）设计结论 

（7）收获和体会 

（8）附件（源程序）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中华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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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有基

于嵌入式操作

系统开发的能

力 

目标 2：具有对

嵌入式操作系

统进行定制的

能力 

目标 3：具有实

际项目设计开

发能力。 

 

1.1嵌入式系统设计导论、正确选择 ARM芯片、选择合适的仿真软

件。 
√ √  

1.2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案例讲解。 √ √ √ 

2.1基于 Proteus的最小 Arm硬件开发平台仿真。 √ √ √ 

2.2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包括嵌入式 Led灯控制设计、嵌入式引

导代码启动开发、嵌入式内存读写设计、嵌入式中断设计、嵌入

式 Linux系统移植以及基于嵌入式 Linux的交通信号灯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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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4A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Embedded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电子类、自动化类、信息类、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与数字逻辑、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数字

信号处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有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的能力。 

目标 2：具有对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定制的能力。 

目标 3：具有实际项目设计开发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综合设计基础知识 （4 课时） 

1.1 嵌入式系统设计导论、正确选择 ARM 芯片、选择合适的仿真软件。 

  （2 课时） 

1.2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案例讲解。 （2 课时） 

（二）嵌入式系统仿真与设计 （36 课时） 

2.1基于 Proteus 的最小 Arm 硬件开发平台仿真。 （6 课时） 

2.2 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包括嵌入式 Led 灯控制设计、嵌入式引导代码

启动开发、嵌入式内存读写设计、嵌入式中断设计、嵌入式 Linux 系统移植以

及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交通信号灯设计。 （30 课时） 

（三）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实例 》，马洪连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ARM 嵌入式应用技术：基于 Proteus 虚拟仿真》（第 1 版），徐爱钧，徐

阳 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2.12 

2.《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实验教程》（第 3 版），田泽 主编，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2011.4 

3.单片机教程网------------http://www.51hei.com/ 

https://book.jd.com/writer/徐爱钧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徐阳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徐阳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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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发烧友-----------http://www.elecfans.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验作品（仿真结果）与综合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70%，其中：项目实验答辩成绩 40%，实验作品（仿真结

果）成绩占 30%。 

2. 综合实验报告成绩占 30%，实验报告包含以下内容： 

（1）设计任务和要求 

（2）系统方案（设计思路，用到的芯片及作用），画出系统框图及说明 

（3）设计方法——硬件设计，画出电路原理图及说明 

（4）设计方法——软件设计，画出程序流程图及说明，源程序清单和注释 

（5）系统调试 

① 使用的主要仪器和仪表 

② 实验步骤 

③ 整理性能测试数据和波形，并与设计要求比较分析 

④ 调试中出现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6）设计结论 

（7）收获和体会 

（8）附件（源程序）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中华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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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有基

于嵌入式操作

系统开发的能

力 

目标 2：具有对

嵌入式操作系

统进行定制的

能力 

目标 3：具有实

际项目设计开

发能力。 

 

1.1嵌入式系统设计导论、正确选择 ARM芯片、选择合适的仿真软

件。 
√ √  

1.2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案例讲解。 √ √ √ 

2.1基于 Proteus的最小 Arm硬件开发平台仿真。 √ √ √ 

2.2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包括嵌入式 Led灯控制设计、嵌入式引

导代码启动开发、嵌入式内存读写设计、嵌入式中断设计、嵌入

式 Linux系统移植以及基于嵌入式 Linux的交通信号灯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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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5A1        英文名称： Digital System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智能仪器、电子产品综合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基于 EDA设计数字系统的理念。 

目标 2：掌握组合、时序逻辑电路的 EDA设计方法。 

目标 3：掌握数字系统设计 EDA工具软件的常用操作和仿真验证、软硬件

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 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实现 （18课时） 

1.1数字系统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理念和相关开发工具。 （2课时） 

1.2多路选择器、加法器、编译码器等简单组合逻辑的硬件描述语言（HDL）

设计方法。 （4课时） 

1.3触发器、计数器、移位寄存器等简单时序逻辑电路的 HDL设计方法。 

  （4课时） 

1.4 HDL设计的赋值语句。 （2课时） 

1.5简单逻辑电路设计与仿真验证。 （6课时） 

（二） 数字设计的仿真验证 （6课时） 

2.1仿真验证的设计模式和常用仿真语句。 （2课时） 

2.2仿真激励信号的产生方法。 （2课时） 

2.3仿真文件设计。 （2课时） 

（三）典型数字电路模块的设计方法 （18课时） 

3.1 流水线技术等数字优化设计方法。 （2课时） 

3.2总线技术、实用计数器、实用分频器等实用电路模块的设计方法。 

  （4课时） 

3.3 有限状态机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实现方法。 （4课时） 

3.4实用电路的设计与仿真验证。 （8课时） 

（四）数字系统综合设计 （10课时） 

4.1基于 IP核的数字设计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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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总线通信协议、微处理器等复杂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 （4课时） 

4.3基于 IP核的数字设计和仿真验证。 （4课时） 

（五）课程项目设计与实现 （12课时） 

5.1复杂数字系统的综合设计与调试。 （8课时） 

5.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4课时）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夏宇闻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字逻辑基础与 Verilog 设计》，S.Brown,Z.Vranesic 著，机械工业

出版社 

2.《EDA技术实用教程-Verilog版》 潘松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3.《Verilog HDL与 FPGA数字系统设计》，罗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4.《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吴厚航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5.与非网------------http://www.eefocus.com/ 

6.开源硬件网-----------http://www.openhw.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作业与测验（20%）

及课堂表现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简单逻辑电路

设计、数字电路的仿真验证设计、有限状态机的设计、实用电路的设计与仿真、

基于 IP核的数字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钟旭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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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基

于 EDA设计数字

系统的理念 

目标 2：掌握组

合、时序逻辑电

路的 EDA设计方

法 

目标 3：掌握数字系

统设计 EDA工具软件

的常用操作和仿真验

证、软硬件调试方法 

1.1数字系统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理念和相关开发工具 √  √ 

1.2 多路选择器、加法器、编译码器等简单组合逻辑的硬

件描述语言（HDL）设计方法 
√   

1.3 触发器、计数器、移位寄存器等简单时序逻辑电路的

HDL设计方法 
√ √  

1.4 HDL设计的赋值语句  √  

1.5简单逻辑电路设计与仿真验证 √ √ √ 

2.1仿真验证的设计模式和常用仿真语句   √ 

2.2仿真激励信号的产生方法   √ 

2.3仿真文件设计 √ √ √ 

3.1 流水线技术等数字优化设计方法 √ √  

3.2 总线技术、实用计数器、实用分频器等实用电路模块

的设计方法 
√ √  

3.3 有限状态机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实现方法 √ √  

3.4实用电路的设计与仿真验证 √ √ √ 

4.1基于 IP核的数字设计方法 √ √  

4.2总线通信协议、微处理器等复杂数字系统的设计方法 √ √  

4.3基于 IP核的数字设计和仿真验证 √ √ √ 

5.1复杂数字系统的综合设计与调试 √ √ √ 

5.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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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设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6A1       英文名称：PCB Desig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电路分析、电子线路 

后续课程：物联网硬件综合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掌握电子元器件的选用、检测与筛

选原则和方法。 

目标 2：熟悉 PCB 工艺设备及相关原理，掌握 PCB 的基本设计方法、设计

过程和设计技巧以及 PCB 制造与检验原理，了解表面安装技术和微组装技术的

基础知识以及发展状况。 

目标 3：掌握一定的电子电路焊接、装配工艺，掌握调试与检测技术及相

关仪器设备的使用。 

目标 4：能运用 CAD软件和制版工具实现具体电路的设计，绘图和制作。 

二、课程内容 

（一） 安全用电基本知识 （2课时） 

1.1 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电气安全。 （1课时）  

1.2 用电安全技术措施，电子操作安全。 （1课时） 

（二）电子元器件 （4课时） 

2.1 电子元器件的选用、检测与筛选原则和方法。 （2课时）  

2.2 电子元器件的符号。 （1课时）  

2.3 各种实际电子元器件。 （1课时）  

（三）焊接技术工艺 （4课时） 

3.1 形成焊点的条件，焊接点必须具备的性能，锡焊机理。 （2课时）  

3.2 焊接前的准备工作，基本焊接技术。 （2课时）  

（四）PCB技术与装配工艺 （4课时） 

4.1 PCB的基础知识。 （2课时）  

4.2 安装技术基础知识，各种导线的配置及处理方法。 （1课时）  

4.3 表面安装技术和微组装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发展状况。 （1课时）  

（五）电路设计技术与设计软件的应用 （12课时） 

5.1 PCB的基本设计方法、设计过程和设计技巧。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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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ultisim10的基本应用。 （2课时）  

5.3 Protel设计软件的基本应用。 （2课时）  

5.4 使用 CAD软件设计电路和 PCB版图。 （4课时）  

5.5 雕板软件的使用。 （2课时） 

（六）调试与检测、故障诊断 （4课时） 

6.1 调试与检测技术及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 （2课时） 

6.2 电子装置的故障诊断。 （2课时） 

（七）电子技术文件 （2课时） 

7.1 电子产品的电子技术文件的要求，编写电子技术文件的基本能力。 

  （2课时） 

（八）项目设计与实现 （16课时） 

8.1 运用所学知识，实现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具体要求： （16课时） 

a. 要求结合理论课各章节内容，完成元器件选择，电路设计，PCB 制作，

焊接装配，调试检测，实现产品功能。 

b. 整理编制完整的工艺文件。 

c. 撰写项目报告，包括原理，电路图，检测结果。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电子工艺实训教程》（第 2版），宁铎主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现代 PCB设计及雕刻工艺实训教程》，沈月荣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电子 CAD技术——Protel》，刘华东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3. 《电子技术工艺技术与实践》，郭志雄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项目实践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30%）及考勤（10%）。 

2.期末实践占比 60%，采用实践项目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完成的实物

产品和项目报告质量。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帆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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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电

子元器件的基本

知识，掌握电子

元器件的选用、

检测与筛选原则

和方法 

目标 2：熟悉 PCB工艺设备

及相关原理，掌握 PCB的基

本设计方法、设计过程和设

计技巧以及 PCB制造与检验

原理，了解表面安装技术和

微组装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

发展状况 

目标 3：掌握一定的

电子电路焊接、装配

工艺，掌握调试与检

测技术及相关仪器

设备的使用 

目标 4：能运用 CAD

软件和制版工具实

现具体电路的设计，

绘图和制作 

1.1 人身安全、设备安

全、电气安全 
√  √  

1.2 用电安全技术措施，

了解电子操作安全 
√  √  

2.1 电子元器件的选用、

检测与筛选原则和方法 
√  √  

2.2 电子元器件的符号 √ √  √ 

2.3 各种实际电子元器

件 
√ √ √  

3.1 形成焊点的条件、焊

接点必须具备的性能、锡

焊机理 

  √  

3.2 焊接前的准备工作、

基本焊接技术 
 √ √  

4.1 PCB的基础知识  √ √  

4.2 安装技术基础知识，

各种导线的配置及处理

方法。 

 √   

4.3 表面安装技术和微

组装技术的基础知识以

及发展状况 

 √   

5.1 PCB的基本设计方法、

设计过程和设计技巧。 
 √ √  

5.2 Multisim10的基本应

用。 
 √ √ √ 

5.3 Protel设计软件的基

本应用。 
 √ √ √ 

5.4 使用 CAD 软件设计电

路和 PCB版图。 
 √ √ √ 

5.5 雕板软件的使用。  √ √ √ 

6.1 调试与检测技术及

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 
  √  

6.2 电子装置的故障诊

断 
  √  

7.1 电子产品的电子技

术文件的要求，编写电子

技术文件的基本能力 

   √ 

8.1 运用所学知识，实现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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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与处理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7A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Fo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信号处理、信号检测与处理、信号与系统、机器视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信息的概念、统计特性和数学模型。 

目标 2：掌握语音、图像、视频等信息的常用采集方法。 

目标 3：掌握信息的检测和测量方法。 

目标 4：掌握语音、图像、视频等信息的加工处理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信息的基本概念 （2课时） 

1.1信息的概念，发展简史。 （2课时） 

（二）信息的采集方法 （2课时） 

2.1 语音、图像、视频信号等的采集。 （2课时） 

（三）信息检测与测量方法 （4课时） 

3.1 条形码检测与识别。 （2课时） 

3.2 二维及三维工件测量。 （2课时） 

（四）信息处理方法 （12课时） 

4.1 人脸识别应用专题。 （2课时） 

4.2 目标检测与跟踪专题。 （2课时） 

4.3 超分辨率图像处理专题。 （2课时） 

4.4 指纹识别专题。 （2课时） 

4.5 车牌识别专题。 （2课时） 

4.6 医学图像分割专题。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http://www.opencv.com/ 

http://www.openc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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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www.face-rec.org/ 

3. http://www.cvvision.cn/ 

四、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采用考实验操作与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成绩评定：实验操作过程占 50%＋实验报告占 30%＋答辩成绩占 20%。 

五、附件 

 

制定人：  黎明  审核人：  刘中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www.face-rec.org/
http://www.cvvis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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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信息的

概念、统计特性和数

学模型 

目标 2：掌握语音、

图像、视频等信息

的常用采集方法 

目标 3：掌握信息的

检测和测量方法 

目标 4：掌握语

音、图像、视频

等信息的加工处

理方法 

1.1信息的概念，发展简史 √    

2.1 语音、图像、视频信号等的

采集 
 √   

3.1 条形码检测与识别   √  

3.2 二维及三维工件测量   √  

4.1 人脸识别应用专题    √ 

4.2 目标检测与跟踪专题。    √ 

4.3 超分辨率图像处理专题    √ 

4.4 指纹识别专题    √ 

4.5 车牌识别专题    √ 

4.6 医学图像分割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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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故障检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8A1         英文名称：Computer Fault Detec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系统运行环境配置与维护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主要介绍主流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各个组成部件的组成、工作原理、

常见型号、选购及硬件组装。 

目标 2：了解多媒体计算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目标 3：熟悉安装调试和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技巧。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日常保养与维护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计算机的日常保养与维护。 （2课时） 

1.2系统的基本维护。 （2课时） 

（二）系统的优化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windows7系统优化。 （2课时） 

2.2BIOS系统优化。 （2课时） 

（三）计算机开机启动失败故障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BIOS开机自检步骤。 （1课时） 

3.2开机黑屏的原因。 （1课时） 

3.3通过自检铃声判断。 （1课时） 

3.4开机错误提示机解决办法。 （1课时） 

（四）操作系统启动失败与“死机”故障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操作系统启动步骤。 （1课时） 

4.2逐步查错。 （1课时） 

4.3死机与蓝屏故障。 （1课时） 

4.4对 windows7特别处理。 （1课时） 

（五）计算机故障常见及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硬件故障概念。 （2课时） 

5.2软件故障概念。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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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系统故障概念。 （2课时） 

（六）常用软件介绍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6.1工具软件。 （2课时） 

6.2系统软件。 （2课时） 

6.3杀毒软件。 （1课时） 

6.4应用软件。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雷开友 赵庭兵，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维护与维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刘小伟，最新电脑装机与调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历荣卫、陈鉴富、高建荣，微型计算机组装与系统维护，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4 

3.张军编，主板维修技能实训，科学出版社，20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开机启

动失败故障分析、操作系统启动失败与“死机”故障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孟德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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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主流微型计算机

系统的各个组成部件的组

成、工作原理、常见型号、

选购及硬件组装。 

目标 2：多媒体计算机

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目标 3：熟悉安装调试

和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

修技巧 

1.1计算机的日常保养与维护。 √   

1.2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维护。 √   

2.1 windows7系统优化。  √  

2.2 BIOS系统优化。  √  

3.1 BIOS开机自检步骤。   √ 

3.2开机黑屏的原因。   √ 

3.3通过自检铃声判断。   √ 

3.4开机错误提示机解决办法。   √ 

4.1操作系统启动步骤。 √ √ √ 

4.2逐步查错。 √ √ √ 

4.3死机与蓝屏故障。 √ √ √ 

4.4对 windows7特别处理。 √ √  

5.1硬件故障概念。 √ √ √ 

5.2软件故障概念。 √ √ √ 

5.3系统故障概念。 √ √ √ 

6.1工具软件。 √ √ √ 

6.2系统软件。 √ √ √ 

6.3杀毒软件。 √ √ √ 

6.4应用软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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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接口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79A1       英文名称： Computer Interfac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数字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物联网控制、专业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1. 掌握单片机结构、工作原理、程序设计方法。 

2. 熟练运用单片机设计开发键盘接口电路及彩灯、LED数码管、LCD液晶

等显示电路。 

3. 掌握单片机 A/D、D/A接口电路，学习单片机并行接口的扩展技术。掌

握单片机串行通信电路的设计及应用。 

4. 掌握运用单片机实现具体任务的控制系统，并能完成制作。 

二、课程内容 

（一） 单片机基础知识 （14学时） 

1. 认识微机控制系统，了解单片机应用实例，知道单片机控制系统的组成、

工作原理，了解微机控制系统的发展及应用范围。  

2. 理解计算机系统有符号数、无符号数及补码的含义，了解计算机内数据

的表示方法、数据计算及溢出等基础知识。 

3. 掌握 51单片机内部结构、存储结构及引脚功能，学会使用 51单片机的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学会使用 Keil C及 Proteus软件的使用。 

4. 掌握 C51程序设计方法（数据类型、变量定义、程序结构，流程图的编

制，程序的调试等）。  

5. 掌握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实现。 

（二）单片机显示系统 （14学时） 

1. 掌握单片机彩灯控制系统的实现， 

2. 掌握中断系统概念、51单片机中断系统及应用、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

了解中断响应过程；学会 C51函数的编程及应用 

4. 掌握 51单片机定时器 / 计数器工作方式，学会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的设

计、定时查询程序的设计，学会单片机定时器系统的应用。 

5. 掌握 LED 数码管、LCD显示原理及接口技术，了解 LED点阵显示器接口

电路的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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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了解键盘的基本概念，掌握独立式键盘及其接口电路、矩阵式键盘及其

接口电路的软硬件设计。 

（三）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 （12课时） 

1.了解数据采集系统的架构，掌握 A/D 转换器的选择要点， ADC0809 转

换器及其接口的设计，输入缓冲电路的设计。 

2. 理解数字温度传感器、模拟温度传感器接口电路的软硬件设计。 

3. 掌握 D/A 转换器的选择要点， DAC0832 转换器及其接口，D/A转换电

路的软硬件设计。 

4. 实验五，温度显示器/波形发生器。 

5. 理解单片机总线扩展、存储器扩展、I/O扩展的方法， 

（四）单片机通信控制电路 （8课时） 

1. 了解计算机通信基础，掌握异步串行通信数据格式、RS -232C 串行通

信接口，双机通信的 3线制连线方法，掌握 51 系列单片机串行口的工作方式

及应用，掌握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实现方法；了解单片机多机通信。 

2. 认识单片机看门狗电路，最小功耗工作模式等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c51编程+Proteus仿真》，张毅刚等著， 高等教

育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单片机原理与 C51 编程》（第 4 版），宋彩利等编著，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2.《51单片机开发实战精讲----从模块到项目》，薛小玲等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 

3.《51单片机典型应用开发范例大全》，郑锋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4.教程网------------http://www.51hei.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等 

2.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陈年生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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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单

片机结构、工

作原理、程序

设计方法。 

目标 2：熟练运用单

片机设计开发键盘

接口电路及彩灯、

LED 数码管、LCD 液

晶等显示电路。 

目标3：掌握单片机 A/D、

D/A接口电路，学习单片

机并行接口的扩展技

术。掌握单片机串行通

信电路的设计及应用。 

目标 4：能运用单片机

实现具体任务的控制

系统，并能完成制作。 

培养专业知能     

单片机结构、原理及 C51 √ √ √ √ 

单片机键盘及显示系统实现  √ √  

单片机接口电路及通信  √ √ √ 

单片机控制系统实现  √ √ √ 

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调试  √ √ √ 

编译软件及仿真软件的应用 √ √ √ √ 

单片机数据采集     

单片机通信控制电路 √ √ √ √ 

单片机看门狗电路，最小功耗

工作模式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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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基础（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0A1     英文名称：Computer Based System I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其他计算机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不同数据类型（如带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浮点数、数组、

结构等）数据在寄存器或存储器中的表示和存储；了解指令的格式、编码及其

在存储器中的存储。 

目标 2：掌握高级语言程序中的过程（函数调用）、循环、选择等语句与机

器级代码之间的对应关系。 

目标 3：掌握多个可重定位目标文件如何链接生成可执行目标文件并加载

到系统中。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系统概述 （4课时） 

1.1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0.5课时） 

1.2计算机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基本组成。 （1课时） 

1.3程序开发与执行过程。 （0.5课时） 

1.4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课时） 

1.5计算机系统性能评价。 （1课时） 

（二）数据的机器级表示与处理 （10课时） 

2.1数制和编码。 （1课时） 

2.2整数的表示。 （1课时） 

2.3浮点数的表示。 （2课时） 

2.4十进制数的表示。 （1课时） 

2.5非数值数据的编码表示。 （1课时） 

2.6数据的宽度和存储。 （2课时） 

2.7 数据的基本运算。 （2课时） 

（三）程序的转换及机器级表示 （10课时） 

3.1程序转换概述 （1课时） 

3.2 IA-32指令系统概述。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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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A-32常用指令类型及其操作。 （1课时） 

3.4 C语言程序的机器级表示。 （1课时） 

3.5 复杂数据类型的分配和访问。 （2课时） 

3.6越界访问和缓冲区溢出。 （2课时） 

3.7 兼容 IA-32的 64位系统。 （2课时） 

（四）程序的链接 （8课时） 

4.1编译、汇编和静态链接。 （1课时） 

4.2 目标文件格式。 （1课时） 

4.3 符号表和符号解析。 （2课时） 

4.4 重定位。 （1课时） 

4.5 可执行文件的加载。 （1课时） 

4.6 动态链接。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系统基础》，袁春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 2 版），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龚奕利，雷迎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 《计算机系统概论》（原书第二版），Patt.Y.N.，Patel，S.J.著，梁阿磊，

蒋兴昌，林凌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07 

3．学习网站：https://class.coursera.org/njuics1-0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理论考试（闭卷、笔试）、实验考核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测试（20%）、考勤（50%）、作业 （30%）。 

2.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50%）、实验考勤（30%）、实验测

试（20%） 

3.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在机器中的表

示、高级语言程序中的过程（函数调用）、循环、选择等语句与机器级代码之间

的对应关系、程序的链接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宁建红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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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不同数据类型（如

带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浮

点数、数组、结构等）数据在

寄存器或存储器中的表示和存

储；了解指令的格式、编码及

其在存储器中的存储。 

目标 2：掌握高级

语言程序中的过

程（函数调用）、

循环、选择等语句

与机器级代码之

间的对应关系。 

目标 3：掌握多

个可重定位目

标文件如何链

接生成可执行

目标文件并加

载到系统中。 

1.1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   

1.2计算机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基本组成 √   

1.3程序开发与执行过程 √   

1.4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   

1.5计算机系统性能评价 √   

2.1数制和编码 √   

2.2整数的表示 √   

2.3浮点数的表示 √   

2.4十进制数的表示 √   

2.5非数值数据的编码表示 √   

2.6数据的宽度和存储 √   

2.7 数据的基本运算 √   

3.1程序转换概述  √  

3.2 IA-32指令系统概述  √  

3.3 IA-32常用指令类型及其操作  √  

3.4 C语言程序的机器级表示  √  

3.5 复杂数据类型的分配和访问  √  

3.6越界访问和缓冲区溢出  √  

3.7 兼容 IA-32的 64位系统  √  

4.1编译、汇编和静态链接   √ 

4.2 目标文件格式   √ 

4.3 符号表和符号解析   √ 

4.4 重定位   √ 

4.5 可执行文件的加载   √ 

4.6 动态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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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基础（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1A1    英文名称：Computer Based System II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其他计算机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基础（1）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执行文件中的代码在 CPU中执行方式。 

目标 2：了解存放代码和数据的主存储器的构成，掌握在存储器中如何取

指令，从存储器中如何取数据或存结果，磁盘存储器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异常和中断的基本概念和处理机制，系统调用的作用。 

目标 4：掌握 I/O设备的构成和控制方式，了解设备驱动程序和中断服务

程序的实现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程序的执行 （8课时） 

1.1程序执行概述。 （2课时） 

1.2数据通路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1.3流水线方式下指令的执行。 （4课时） 

（二）层次结构存储系统 （12课时） 

2.1存储器概述 （2课时） 

2.2主存与 CPU的连接及其读写操作。 （2课时） 

2.3 磁盘存储器 （2课时） 

2.4 高速缓冲存储器。 （2课时） 

2.5 虚拟存储器 （2课时） 

2.6 IA-32/Linux 中的地址转换。 （2课时） 

（三）异常控制流 （4课时） 

3.1进程与进程的上下文切换。 （2课时） 

3.2异常和中断。 （2课时） 

（四）I/O 操作的实现 （8课时） 

4.1 I/O子系统概述。 （2课时） 

4.2 用户空间 I/O软件。 （2课时） 

4.3 I/O硬件与软件接口。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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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内核空间 I/O软件。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系统基础》，袁春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 2 版），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

龚奕利，雷迎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计算机系统概论》（原书第二版），Patt.Y.N.，Patel，S.J.著，梁阿磊，蒋

兴昌，林凌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07 

3．学习网站：https://class.coursera.org/njuics1-0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理论考试（闭卷、笔试）、实验考核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测试（20%）、考勤（50%）、作业 （30%）。 

2.实验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实验报告（50%）、实验考勤（30%）、实

验测试（20%） 

3.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程序的执行，

数据和程序在存储器中的存储、异常和中断控制和 I/O 操作实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宁建红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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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执行文件中

的代码在 CPU

中执行方式。 

目标 2：了解存放代码和

数据的主存储器的构成，

掌握在存储器中如何取

指令，从存储器中如何取

数据或存结果，磁盘存储

器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

异常和中断

的基本概念

和处理机制，

系统调用的

作用。 

目标 4：掌握 I/O

设备的构成和控制

方式，了解设备驱

动程序和中断服务

程序的实现方式。 

1.1程序执行概述。 √    

1.2数据通路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3流水线方式下指令的执行。 √    

2.1存储器概述。  √   

2.2主存与 CPU的连接及其读写操作。  √   

2.3 磁盘存储器。  √   

2.4 高速缓冲存储器。  √   

2.5 虚拟存储器。  √   

2.6 IA-32/Linux 中的地址转换。  √  √ 

3.1进程与进程的上下文切换。   √  

3.2异常和中断。   √  

4.1 I/O子系统概述。    √ 

4.2 用户空间 I/O软件。    √ 

4.3 I/O硬件与软件接口。    √ 

4.4 内核空间 I/O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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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基础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2A1       英文名称：Computer Based System Project 

学分/学时：2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类其他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系统相关的核心概念，解释这些概念如何相互关联并

最终影响程序执行的结果和性能。 

目标 2：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本综合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

巩固课堂教学和平时实验内容，使学生初步具备系统观，掌握系统分析、系统

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的实际能力。 

目标 3：强化学生的知识实践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新能力，从而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实验内容和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的掌握运用以下内容： 

1、设计要求三到四人一组，完成相关专业应用程序的设计与编写，根据分

配到不同的题目分别组成小组进行课程设计。 

题目可以自选，也可以提供满足设计工作量的题目，经审核后才能开始设

计。 

2、要求提交的实现文档（包括封面及目录）。 

（1）综合实验题目的整体方案（包含系统的硬件、软件要求）； 

（2）设计详细思路或程序详细流程图； 

（3）相关程序的调试的调试结果； 

（4）综合实验总结，总结可以包括：综合实验过程的收获、遇到问题、遇

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的思考、程序调试能力的思考、对本门课程的思考、在综

合实验过程中应用等内容。 

（5）主要参考文献。 

（6）附源程序。 

（二）综合实验设计题目 

PA任务: 实现 NEMU（NJU E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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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完备（但经过简化）的 x86全系统模拟器 

2、包括 1个准备实验（配置实验环境）以及 4部分连贯的实验内容 

（1）简易调试器（过渡实验） 

（2）指令系统 

（3）存储管理 

（4）中断与 I/O 

以上题目可根据实际具体安排。 

（三）综合实验的进度安排 

具体安排如下表 1所示。 

序 号 内   容 时间（天） 

1 设计内容讲解、课题分配和查找资料 2 

2 方案确定和编写 2 

3 程序代码编写和调试 2 

4 报告的撰写 1 

6 答辩 1 

7 答辩总结，提单设计报告 2 

合计  10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系统基础》，袁春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 2 版），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

龚奕利，雷迎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计算机系统概论》（原书第二版），Patt.Y.N.，Patel，S.J.著，梁阿磊，蒋

兴昌，林凌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07 

3．学习网站：https://class.coursera.org/njuics1-0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平时成绩、报告成绩和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勤（50%）、实验测试（50%）。 

2.报告成绩占比 30%。 

3.答辩成绩占比 40%。 

五、附件 

 

制定人：  宁建红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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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算

机系统相关的核

心概念，解释这些

概念如何相互关

联并最终影响程

序执行的结果和

性能。 

目标 2：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

力的培养，通过本综合实验使

学生加深理解、巩固课堂教学

和平时实验内容，使学生初步

具备系统观，掌握系统分析、

系统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的

实际能力。 

目标 3：强化学生

的知识实践意识、

提高动手能力，发

挥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新能力，从而

培养技术应用型

人才。 

1.1程序执行概述。 √   

1.2数据通路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3流水线方式下指令的执行。 √   

2.1存储器概述。  √  

2.2主存与 CPU的连接及其读写操作。  √  

2.3 磁盘存储器。  √  

2.4 高速缓冲存储器。  √  

2.5 虚拟存储器。  √  

2.6 IA-32/Linux 中的地址转换。  √  

3.1进程与进程的上下文切换。   √ 

3.2异常和中断。   √ 

4.1 I/O子系统概述。  √  

4.2 用户空间 I/O软件。  √  

4.3 I/O硬件与软件接口。  √  

4.4 内核空间 I/O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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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基础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2A1       英文名称：Computer Based System Project 

学分/学时：2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类其他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系统相关的核心概念，解释这些概念如何相互关联并

最终影响程序执行的结果和性能。 

目标 2：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本综合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

巩固课堂教学和平时实验内容，使学生初步具备系统观，掌握系统分析、系统

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的实际能力。 

目标 3：强化学生的知识实践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新能力，从而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实验内容和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的掌握运用以下内容： 

1、设计要求三到四人一组，完成相关专业应用程序的设计与编写，根据分

配到不同的题目分别组成小组进行课程设计。 

题目可以自选，也可以提供满足设计工作量的题目，经审核后才能开始设

计。 

2、要求提交的实现文档（包括封面及目录）。 

（1）综合实验题目的整体方案（包含系统的硬件、软件要求）； 

（2）设计详细思路或程序详细流程图； 

（3）相关程序的调试的调试结果； 

（4）综合实验总结，总结可以包括：综合实验过程的收获、遇到问题、遇

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的思考、程序调试能力的思考、对本门课程的思考、在综

合实验过程中应用等内容。 

 （5）主要参考文献。 

 （6）附源程序。 

（二）综合实验设计题目 

PA任务: 实现 NEMU（NJU E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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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完备（但经过简化）的 x86全系统模拟器 

2、包括 1个准备实验（配置实验环境）以及 4部分连贯的实验内容 

（1）简易调试器（过渡实验） 

（2）指令系统 

（3）存储管理 

（4）中断与 I/O 

以上题目可根据实际具体安排。 

（三）综合实验的进度安排 

具体安排如下表 1所示。 

序 号 内   容 时间（天） 

1 设计内容讲解、课题分配和查找资料 2 

2 方案确定和编写 2 

3 程序代码编写和调试 2 

4 报告的撰写 1 

6 答辩 1 

7 答辩总结，提单设计报告 2 

合计  10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系统基础》，袁春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 2 版），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龚奕利，雷迎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 《计算机系统概论》（原书第二版），Patt.Y.N.，Patel，S.J.著，梁阿磊，

蒋兴昌，林凌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07 

3．学习网站：https://class.coursera.org/njuics1-0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期末的平时成绩、报告成绩和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勤（50%）、实验测试（50%）。 

2.报告成绩占比 30%。 

3.答辩成绩占比 40%。 

五、附件 

 

制定人：  宁建红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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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算

机系统相关的核

心概念，解释这些

概念如何相互关

联并最终影响程

序执行的结果和

性能。 

目标 2：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

力的培养，通过本综合实验使

学生加深理解、巩固课堂教学

和平时实验内容，使学生初步

具备系统观，掌握系统分析、

系统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的

实际能力。 

目标 3：强化学生

的知识实践意识、

提高动手能力，发

挥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新能力，从而

培养技术应用型

人才。 

1.1程序执行概述。 √   

1.2数据通路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1.3流水线方式下指令的执行。 √   

2.1存储器概述。  √  

2.2主存与 CPU的连接及其读写操作。  √  

2.3 磁盘存储器。  √  

2.4 高速缓冲存储器。  √  

2.5 虚拟存储器。  √  

2.6 IA-32/Linux 中的地址转换。  √  

3.1进程与进程的上下文切换。   √ 

3.2异常和中断。   √ 

4.1 I/O子系统概述。  √  

4.2 用户空间 I/O软件。  √  

4.3 I/O硬件与软件接口。  √  

4.4 内核空间 I/O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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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硬件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4A1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Computer Organizatio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逻辑、汇编语言 

后续课程：操作系统原理、嵌入式开发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生可以对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统软件的设计和从事计算机维护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系统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类及应用，理解冯.诺依曼计算机的设计思

想，硬件各基本部件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课时） 

1.2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的发展、组成、分类，认识计算机解题的一般

步骤，理解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及主要的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结构。 

  （2课时） 

（二）运算方法与运算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理解数字与文字的表示方法，理解定点数的加减法运算及加法器。 

  （4课时） 

2.2理解定点乘法和除法运算，了解定点运算器的组成与结构。 （4课时） 

2.3理解浮点加减法与乘除法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的组成。 （4课时） 

（三）多层次的存储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了解存储器概述，认识认识半导体存储器，认识半导体只读存储器与

闪速存储器。 （2课时） 

3.2理解主存与 CPU的联接，认识并行存储器。 （4课时） 

3.3理解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构成原理及工作机制，了解外存储

器。  （4课时） 

（四）指令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理解指令基本格式、地址码格式、操作码固定与可变格式。 （3课时） 

4.2理解指令寻址方式，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2课时） 

4.3认识堆栈的结构及应用，了解 CISC 和 RISC的指令系统。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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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处理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理解 CPU的基本功能及组成，认识指令周期和时序发生器及基本控制

方式。  （4课时） 

5.2理解组合逻辑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理解微程序控制器的工

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6课时） 

（六）总线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认识总线的基本概念，认识总线接口。 （2课时） 

6.2了解总线仲裁定时和数据传送模式，了解微机常用的总线标准。 

  （4课时） 

（七）外围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7.1了解外围设备的分类和基本构成。 （2课时） 

7.2掌握外存设备，包括硬磁盘、可移动磁盘、磁带和光盘的工作原理，

理解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的分类和工作原理。 （6课时） 

（八）并行计算机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8.1了解互连网络的设计目标和互连函数的表示。 （4课时） 

8.2理解并行处理机原理，并行处理机的算法，多处理机系统。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白中英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组成原理》唐朔飞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徐洁、俸远祯 主编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012 

3.《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David A. Patterson / John L. Hennessy, 

Morgan Kaufmann，2008.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进制的转换、定点

数和浮点数的加减和乘除运算、运算器的设计和应用、存储器的应用、微程序

控制器的设计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孟德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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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学生可以对

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和

工作原理有一个完整

的认识。 

目标 2：为学习后续

课程打下基础 

目标 3：为计算机系

统软件的设计和从

事计算机维护管理

工作打下基础 

1.1 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类及应用，理解冯.

诺依曼计算机的设计思想，硬件各基本部件的组成及

主要功能。 

√   

1.2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的发展、组成、分类，认

识计算机解题的一般步骤，理解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及

主要的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结构。 

√   

2.1 理解数字与文字的表示方法，理解定点数的加减

法运算及加法器。 
 √  

2.2 理解定点乘法和除法运算，了解定点运算器的组

成与结构。 
 √  

2.3 理解浮点加减法与乘除法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

的组成。 
 √  

3.1 了解存储器概述，认识认识半导体存储器，认识

半导体只读存储器与闪速存储器 
  √ 

3.2理解主存与 CPU的联接，认识并行存储器。   √ 

3.3 理解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构成原理及工

作机制，了解外存储器。 
  √ 

4.1 理解指令基本格式、地址码格式、操作码固定与

可变格式。 
√ √ √ 

4.2理解指令寻址方式，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 √ √ 

4.3 认识堆栈的结构及应用，了解 CISC 和 RISC 的指

令系统。 
√ √ √ 

5.1 理解 CPU 的基本功能及组成，认识指令周期和时

序发生器及基本控制方式。 
√ √ √ 

5.2 理解组合逻辑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理

解微程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 √ √ 

6.1认识总线的基本概念，认识总线接口。 √ √ √ 

6.2 了解总线仲裁定时和数据传送模式，了解微机常

用的总线标准。 
√ √ √ 

7.1了解外围设备的分类和基本构成。 √ √ √ 

7.2 掌握外存设备，包括硬磁盘、可移动磁盘、磁带

和光盘的工作原理，理解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的分类

和工作原理。 

√ √ √ 

8.1了解互连网络的设计目标和互连函数的表示。 √ √ √ 

8.2 理解并行处理机原理，并行处理机的算法，多处

理机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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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案例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5A1        英文名称：Case Analysis of Internet of Things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物联网项目管理、物联网控制技术、物联网通信技术、无线传感器

网络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通过案例介绍，深入理解物联网的基本概念、体系架构、关键技

术及组网的一般性技术问题。 

目标 2：掌握物联网在智能工业、智能交通、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智能

物流、智能家居中的应用需求以及相关的组网技术要求。 

目标 3：掌握物联网技术在不同行业应用的案例特点、面临的逃战和发展

趋势。 

二、课程内容 

（一）物联网工程应用的关键技术 （2课时） 

1.1 物联网组网一般架构，介绍物联网组网应用的一般架构、特点及与传

感网、泛在网等的区别，物联网应用的协议标准。 （1课时） 

1.2 物联网工程应用的关键技术，介绍信息感知层关键技术、接入层关键

技术、网络传输层关键技术、智能处理层关键技术和应用接口层关键技术。 

  （1课时） 

（二）物联网工程规划和系统集成 （1课时） 

2.1物联网应用分类，介绍物联网工程的应用行业及分类、应用的发展趋

势。  （0.5课时） 

2.2 物联网工程应用的设计原则和步骤，介绍物联网工程组网规划、物联

网工程应用设计原则、物联网工程规划设计的步骤、物联网分层设计和系统集

成。  （0.5课时） 

（三）物联网在家居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分析 （3课时） 

3.1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介绍智能家居的应用背景、智能家居的定义、

功能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3.2智能家居模型，介绍智能家居控制功能、智能家居组网模型、组网方

式等。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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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智能家居应用的关键技术，介绍家庭内部网络的组建、家庭网关的设

计、家庭网络中间件技术、远程控制技术和智能家居网络协议等。 （1课时） 

3.4 智能家居应用的典型方案，以具体应用场景为背景，介绍智能家居系

统设计的需求分析、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功能实现等。 （1课时） 

（四）物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分析 （2课时） 

4.1 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介绍智能交通的应用背景、智能交通的定义、

功能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4.2 智能交通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技术，以具体应用为背景，介绍智能交

通系统设计的需求分析、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功能实现等，同时介绍在智能

交通实现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 （1.5课时） 

（五）物联网在医疗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分析（2课时） 

5.1 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介绍智慧医疗的应用背景、智慧医疗的定义、

功能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5.2 智慧医疗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技术，以具体应用为背景，介绍智慧医

疗系统设计的需求分析、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功能实现等，同时介绍在智慧

实现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 （1.5课时） 

（六）物联网在物流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分析 （2课时） 

6.1 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介绍智能冷链物流系统的应用背景、智能冷链

物流系统的定义、功能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6.2 智能物流的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技术，以具体应用为背景，介绍智能

冷链物流系统设计的需求分析、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功能实现等，同时介绍

在智能冷链物流系统实现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 （1.5课时） 

（七）物联网在工业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分析 （2课时） 

7.1 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介绍物联网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背景、智能

制造的定义、功能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7.2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技术，以具体应用为背景，介绍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智能制造系统的需求分析、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功能实现等，同时介绍在

智能制造实现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 （1.5课时） 

（八）物联网在安防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分析 （2课时） 

8.1 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介绍智能安防监控系统的应用背景、智能安防

监控系统的定义、功能和发展趋势。 （0.5课时） 

8.2 智能安防监控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技术，以具体应用为背景，介绍智

能安防监控系统设计的需求分析、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功能实现等，同时介

绍在智能安防监控系统实现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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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不指定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联网工程开发与应用实例》，马洪连等，科学出版社，2016 年 08 月 

2.《物联网组网技术及案例分析》，薛燕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06 月 

3.《物联网典型应用案例》，张翼英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2016 年 3 月 

4.《重庆市物联网应用示范典型案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编委会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课程小论文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60%）和课堂讨论（40%）。 

2.小论文占比 60%，要求学生根据某具体应用场景，完成物联网工程应用

的设计报告。包括：场景介绍及需求分析、系统组网设计、系统硬件的选型（20%）、

系统功能分析、系统软件功能描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陈年生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BA%E9%C1%A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F%C6%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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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案例介绍，

深入理解物联网的基本

概念、体系架构、关键技

术及组网的一般性技术

问题。 

目标 2：掌握物联网在智能工

业、智能交通、智能安防、智能

医疗、智能物流、智能家居中的

应用需求以及相关的组网技术

要求。 

目标 3：掌握物联网

技术在不同行业应

用的案例特点、面临

的逃战和发展趋势。 

1.1 物联网组网一般架构 √   

1.2 物联网工程应用的关键技术 √   

2.1物联网应用分类   √ 

2.2 物联网工程应用的设计原则和

步骤 
√ √  

3.1智能家居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  √ √ 

3.2智能家居模型  √  

3.3智能家居应用的关键技术  √  

3.4 智能家居应用的典型方案  √  

4.1 智能交通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  √ √ 

4.2 智能交通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

技术 
 √  

5.1 智慧医疗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  √ √ 

5.2 智慧医疗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

技术 
 √  

6.1 智能冷链物流系统应用领域及

背景分析 
 √ √ 

6.2 智能物流的典型方案分析及关

键技术 
 √  

7.1 智能制造应用领域及背景分析  √ √ 

7.2典型方案分析及关键技术  √  

8.1 智能安防监控系统应用领域及

背景分析 
 √ √ 

8.2 智能安防监控典型方案分析及

关键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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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6A1     英文名称：Internet of Things Project Management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物联网工程案例分析、专业综合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特点、目标要求和不同的约束条件。 

目标 2：掌握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项目管理组织和过程控制。 

目标 3：掌握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设备选型和

组网设计、系统安全管理、系统验收和测试等不同环节的管理和要求。 

二、课程内容 

（一）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概述 （2课时） 

1.1 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特点，通过某工程项目实例，分析物联网工程应

用项目的内容、组织和特点。 （0.5课时） 

1.2 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设

计的目标、要求和约束条件。 （0.5课时） 

1.3 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设计方法和原则，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

设计方法、设计原则、主要步骤和文档资料。 （1课时）。 

（二）项目管理概述 （3课时） 

2.1 什么是项目管理，介绍项目管理设计的人力、项目管理知识领域、项

目管理工具和技术以及项目成功的标志。 （1课时） 

2.2 项目管理和组织，介绍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项目团队的构建和成员

的特征、高层管理承诺的重要性、组织对信息技术投入的需求、组织对标准的

需求等。  （1课时） 

2.3 项目阶段和项目生命周期，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本质特点、项

目的生命周期、项目阶段和管理评审的重要性。 （1课时） 

（三）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实施及文档要求 （8课时） 

3.1可行性研究分析，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可行性研

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要求和格式内容。 （1课时） 

3.2需求分析，需求分析的目标、内容与步骤，需求分析的方法和实施、

需求分析说明书的编制要求和格式内容。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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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组网设计，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逻辑网络的结构及其设计、地址

与命名规则设计、路由协议的选择、带宽与流量分析及性能设计、逻辑网络设

计文档的编制要求和格式内容；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物理网络的结构与网

络选型、结构化布线设计、物联网设备的选型、物理网络设计文档的编制要求

和格式内容。 （2课时） 

3.4 安全设计和管理，介绍感知与标识系统安全设计、网络系统安全设计、

物联网数据中心安全设计，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安全管理的内容、标准、

实施方法和评估，介绍安全设计文档的编制要求和格式内容。 （2课时） 

3.5应用软件设计，介绍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相关应用软件的特点、应用

软件设计模式、嵌入式软件设计方法和分布式程序设计，介绍软件设计文档的

编制要求和格式内容。 （1.5课时） 

（四）项目管理过程及案例研究 （3课时） 

4.1 项目立项和招投标，介绍项目立项计划书的编写和要求，介绍招投标

过程管理、招投标文件编制、合同起草和编制。 （1课时） 

4.2 具体案例研究，以某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为具体案例，分析讨论从可

行性研究、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工程实施、项目测试和验收等不同环节的具

体特点和文档内容。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不指定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联网典型应用案例》，张翼英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2016 年 3 月 

2.《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黄传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04 月 

3.《IT 项目管理（原书第 7 版）》，（美）施瓦尔贝著，邢春晓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08 月 

4.《物联网软件工程》，张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5.《IT 项目管理应用》，荆宁宁等编著，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课程小论文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60%）和课堂讨论（40%）。 

2.小论文占比 60%，要求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根据某具体物联网工程应用

项目，完成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实施的各种文档资料。 

五、附件 

 

制定人：  陈年生  审核人：  王海军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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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物联网工

程应用项目的特点、目

标要求和不同的约束

条件。 

目标 2：掌握物联网

工程应用项目的项目

管理组织和过程控

制。 

目标 3：掌握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设备选型

和组网设计、系统安全管理、系统

验收和测试等不同环节的管理和要

求。 

1.1 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特点 √   

1.2 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目标

和约束条件 
√   

1.3 物联网工程应用项目的设计

方法和原则 
√   

2.1 什么是项目管理  √  

2.2 项目管理和组织  √  

2.3 项目阶段和项目生命周期  √  

3.1可行性研究分析   √ 

3.2需求分析   √ 

3.3 组网设计   √ 

3.4 安全设计和管理   √ 

3.5应用软件设计   √ 

4.1 项目立项和招投标 √ √ √ 

4.2 具体案例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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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硬件综合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7A1   英文名称：Softwar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s IOT 

学分/学时：2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接口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RFID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联网硬件技术相关的核心概念，具有初步搭建物联网技术

架构的知识和能力。 

目标 2：重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加深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和平时

实验内容，掌握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的实际能力。 

目标 3：强化学生的知识实践意识、提高动手能力，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新能力，从而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内容 

（一）综合实验内容和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的掌握运用以下内容： 

1、设计要求三到四人一组，完成相关物联网硬件技术的架构设计与软件编

写，根据分配到不同的题目分别组成小组进行课程设计。 

题目可以自选，也可以提供满足设计工作量的题目，经审核后才能开始设

计。 

2、要求提交的实现文档（包括封面及目录）。 

（1）综合实验题目的整体方案（包含系统的硬件、软件要求）； 

（2）设计详细思路或程序详细流程图； 

（3）相关程序的调试的调试结果； 

（4）综合实验总结，总结可以包括：综合实验过程的收获、遇到问题、遇

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的思考、程序调试能力的思考、对本门课程的思考、在综

合实验过程中应用等内容。 

（5）主要参考文献。 

（6）附硬件系统及相应源程序。 

（二）综合实验设计题目 

实验一  网关多点数据采集   

1.1实验目的：  通过嵌入式网关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配合，实现无线网

络数据采集，并实现嵌入式网关的数据观察、维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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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验内容：通过 270D网关采集无线网络数据，并对它进行观察，维护

与管理。   

1.3实验设备：   

（1） 270D网关：负责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数据收集，显示，处理  

（2） 1个智能压力传感节点：无线网络的协调器  

（3） 6个智能三项传感节点：无线网络的路由节点     

1.4预备知识在做本实验前请务必熟悉前几章各实验的相关内容并理解其

相关原理。 

1.5实验原理及说明：   

（1）网关告知协调器，开始进行无线网络数据采集。   

（2）协调器发起一次自组网网络，并持续检测是否有节点加入或离开本网

络。网络容量为：1个网关，1个协调器，0 到 6个终端节点。   

（3）终端节点通过按键方式，决定是否加入或离开网络。   

（4）终端节点加入网络后，按照协调器的要求发送本地传感器信号和状态

信号，传感器信号和状态信号包括：温度，湿度，光电，4个红色 LED，即仅用

智能三项传感节点上的传感器和状态信息。数据更新要求每节点每 0.5秒更新

一次。   

（5）协调器将无线网络中采集到信号发送给网关，网关进行信息的显示。  

（6）网关告知协调器停止网络数据采集，协调器将整个无线网络停止。 

实验二  智能家居   

3.1实验目的：通过计算机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配合，实现无线网络数据

数据采集，并实现计算机端对模拟家庭设备的监控，实现无线网络家庭化的模

拟。     

3.2实验内容：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对家庭设备进行监控，并实现相应的

控制。   

3.3实验设备：   

（1）通用计算机：负责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模拟智能家电进行监控  

（2）1个智能压力传感节点：无线网络的协调器  

（3）7个智能三项传感节点：无线网络的路由节点  

（4）5个通用调试器母板 

（5）1个红外传感器母板  

（6）1个酒精浓度传感器母板  

（7）2个电机控制板    

3.4预备知识：在做本实验前请务必熟悉前几章各实验的相关内容并理解

其相关原理。 

3.5实验原理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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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告知协调器，开始进行无线网络家庭组网   

（2） 协调器发起一次自组网网络，并持续检测是否有节点加入或离开本

网络。网络容量为：1个网关，1个协调器，0 到 7个终端节点。   

（3） 终端节点通过按键方式，决定是否加入或离开网络   

（4） 终端节点加入网络后，按照协调器的要求发送本地传感器信号和状

态信号   

[1] 温度：模拟家庭温度计，包括室温，冰箱，热水器温度  

[2] 湿度：模拟家庭湿度计  

[3] 压力：模拟家庭体重计   

[4] 光电：模拟家庭照度，判断室内光亮  

[5] 蜂鸣器：模拟报警器 

[6] 红外：模拟开关 

[7] 气体：模拟监控家庭环境气体，粉尘污染程度 

[8] 直流电机：模拟空调，洗衣机 

[9] 步进电机：模拟窗帘打开关闭控制  

[10] LED：模拟室内灯光   

（6）计算机告知协调器停止智能家电网络，协调器将整个无线网络停止 

实验三  智能农业  

4.1实验目的：通过计算机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配合，实现智能农业，对

农产品生长的环境进行监控，并实现相应的控制。    

4.2实验内容：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对农业生长的环境进行监控，并实现

相应的控制。     

4.3实验设备：   

（1）通用计算机：负责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模拟智能农业监控  

（2）1个智能压力传感节点：无线网络的协调器  

（3）7个智能三项传感节点：无线网络的终端节点    

4.4预备知识：在做本实验前请务必熟悉前几章各实验的相关内容并理解

其相关原理。     

4.5实验原理及说明：   

（1）计算机告知协调器，开始进行无线网络农业组网   

（2）协调器发起一次自组网网络，并持续检测是否有节点加入或离开本网

络。网络容量为：1个网关，1个协调器，0 到 7个终端节点。   

（3）终端节点通过按键方式，决定是否加入或离开网络   

（4）终端节点加入网络后，按照协调器要求发送本地传感器信号和状态信

号  

[1] 温度：模拟农产品所处的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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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度：模拟农产品所处的环境湿度  

[3] 光电：模拟农产品所处的环境照度  

[4] 继电器：模拟开闸放水   

（5）计算机告知协调器停止智能农业网络，协调器将整个无线网络停止 

以上题目可根据实际具体由教师另行安排，并经专业负责人与课程小组的

讨论最后确定。 

（三）综合实验的进度安排 

具体安排如下表 1所示。 

序 号 内   容 时间（天） 

1 设计内容讲解、课题分配和查找资料 2 

2 硬件方案确定和设计 2 

3 程序代码编写和调试 2 

4 报告的撰写 1 

6 答辩 1 

7 答辩总结，提交设计报告 2 

合计  10 

三、课程教材 

（一）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联网 RFID原理与技术》，高建良 ，贺建飚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 《智能卡技术》（第三版），——IC 卡与 RFID 标签，王爱英主编，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9.11 

3. 《RFID原理与应用》，许毅，陈建军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 

4.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原理及应用》，许毅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9 月 

5.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与实践》，Fei Hu、XiaoJun Cao 等编著，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5年 3月 

6.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设计和应用》，杨双华著,张燕等译，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5年 5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设计期间的平时成绩、报告成绩和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勤（50%）、实验测试（50%）。 

2.报告成绩占比 30%。 

3.答辩成绩占比 4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海军  审核人：  陈年生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廪?????????&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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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联

网硬件技术相关

的核心概念，具有

初步搭建物联网

技术架构的知识

和能力。 

目标 2：重视学生实际动

手能力的培养，加深理

解、巩固课堂教学和平时

实验内容，掌握系统分

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

与测试的实际能力。 

目标 3：强化学生的

知识实践意识、提高

动手能力，发挥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新能

力，从而培养技术应

用型人才 

设计内容讲解、课题分配和查找资料 √  √ 

硬件方案确定和设计 √  √ 

程序代码编写和调试 √  √ 

报告的撰写  √ √ 

答辩演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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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发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8A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Integrative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周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嵌入式开发与应用、数据库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计算机系统基本结构与特点、基本开发语言和工具，并掌握

应用计算机专业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方法。 

目标 2：掌握计算机系统项目实施和管理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目标 3：掌握计算机系统开发和调试过程，并对实施过程进行总结。 

二、课程内容 

（一）任务布置与资料查询 （4课时） 

任务布置，对学生下达任务书，包含项目课题题目、主要技术指标和要求。

根据项目任务书要求，进行项目成员分配，对项目内容和要求进行讲解。项目

成员对项目课题进行分析并进行资料查阅。 

（二）系统分析与设计 （8课时）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目进行系统需求分析、系统总

体设计和详细设计。 

（三）系统实现与调试 （16课时） 

根据项目要求和设计方案，进行系统开发环境搭建，完成系统实现和程序

源代码编写，并进行系统调试。 

（四）总结与技术文档编写 （8课时） 

对项目进行总结，撰写项目报告、系统设计说明等技术文档，项目报告包

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框图，程序源代码和结果。 

（五）交流汇报 （4课时） 

课程作品展示，制作 PPT演示交流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结合课题要求，提供或自编参考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Ubuntu Linux从初学到精通，华清远见培训中心，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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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嵌入式 LINUX系统开发与应用，康维新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3. CSDN中文 IT社区-----------http://www.csdn.net/ 

4. Linux中国开源社区----------- http://linux.chinaunix.net/ 

5. Android开发者论坛----------- http://developer.android.com/ 

四、课程考核 

1. 考核方法：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写出实验报告，设计硬件、软件程序，

程序能够实现设计要求并调试通过。 

2. 课程考核由平时、报告与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部分比例为平

时 30%，报告占 30％，答辩占 40％。 

五、附件 

 

制定人：  范光宇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康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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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计算机系统基本

结构与特点、基本开发语言

和工具，并掌握应用计算机

专业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的方法  

目标 2：掌握计算

机系统项目实施

和管理的基本方

法和过程 

目标 3：掌握计算机系

统开发和调试过程，并

对实施过程进行总结 

任务布置，对学生下达任务书，包含项目课

题题目、主要技术指标和要求。 
√ √  

根据项目任务书要求，进行项目成员分配，

对项目内容和要求进行讲解。 
√ √  

项目成员对项目课题进行分析并进行资料

查阅 
√ √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

目进行系统需求分析 
√ √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

目进行系统总体设计 
√ √  

根据项目内容要求确定项目总体方案，对项

目进行系统详细设计 
√ √  

根据项目要求和设计方案，进行系统开发环

境搭建。 
√  √ 

完成系统实现和程序源代码编写 √  √ 

进行系统调试 √  √ 

对项目进行总结  √ √ 

撰写项目报告、系统设计说明等技术文档，

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软硬件设计原理，框图，

程序源代码和结果。 

 √ √ 

课程作品展示 √ √ √ 

制作 PPT演示交流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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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环境配置与维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89A1     英文名称：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Maintenan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类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数据备份与恢复、信息安全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信息系统运维及信息系统运维管理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信息系统设施、信息系统软件、信息系统数据和信息系统安

全性的主要内容和流程。 

目标 3：通过典型系统运维应用案例，掌握系统运行环境配置与维护的基

本方法，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信息系统运维概述 （4课时） 

1.1信息系统概述。 （1课时） 

1.2信息系统运维。 （2课时） 

1.3信息系统运维的发展。 （1课时） 

（二）信息系统运维的组织与管理 （6课时） 

2.1信息系统运维的管理。 （1课时） 

2.2信息系统运维的组织。 （1课时） 

2.3信息系统运维的外包。 （1课时） 

2.4信息系统运维管理标准。 （1课时） 

2.5信息系统运维管理系统与专用工具。 （1课时） 

2.6信息系统运维管理的发展--云运维管理。 （1课时） 

（三）信息系统设施运维 （6课时） 

3.1信息系统设施运维的管理体系。 （1课时） 

3.2信息系统设施运维的内容。 （1课时） 

3.3信息系统设施的故障诊断与修复。 （1课时） 

3.4信息系统设施运维系统与专用工具。 （2课时） 

3.5云环境下的信息系统设施运维。 （1课时） 

（四）信息系统软件运维 （8课时） 

4.1信息系统软件运维概述。 （1课时） 

4.2信息系统软件运维的管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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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信息系统软件运维的内容。 （2课时） 

4.4信息系统软件运维系统与专用工具。 （2课时） 

4.5云计算 SaaS服务模式下的运维。 （1课时） 

（五）信息系统数据资源运维  （8课时） 

5.1信息系统数据资源运维体系。 （1课时） 

5.2信息系统数据资源例行管理。 （1课时） 

5.3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备份。 （2课时） 

5.4云环境下的数据资源存储及运维。 （2课时） 

5.5 信息系统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课时） 

（六）信息系统安全运维  （8课时） 

6.1信息系统安全概述。 （1课时） 

6.2信息系统硬件的安全运维。 （2课时） 

6.3信息系统软件的安全运维。 （2课时） 

6.4信息系统数据的安全运维。 （2课时） 

6.5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的管理。 （1课时） 

（七）银行信息系统运维  （8课时） 

7.1 银行信息系统。 （2课时） 

7.2自动柜员机安全运维。 （2课时） 

7.3网上银行安全运维。 （2课时） 

7.4银行信息系统的灾难备份与恢复。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第 2版）》，葛世伦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系统维护》，马琰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07. 

2.《操作系统配置与维护教程》，杨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系统运

维基本概念、信息系统设施、信息系统软件、信息系统数据和信息系统安全性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宁建红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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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信

息系统运维及信

息系统运维管理

的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信息系统

设施、信息系统软件、

信息系统数据和信息

系统安全性的主要内

容和流程。 

目标 3：通过典型系统

运维应用案例，掌握系

统运行环境配置与维

护的基本方法，锻炼学

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1.1信息系统概述。 √   

1.2信息系统运维。 √   

1.3信息系统运维的发展。 √   

2.1信息系统运维的管理。 √   

2.2信息系统运维的组织。 √   

2.3信息系统运维的外包。 √   

2.4信息系统运维管理标准。 √   

2.5信息系统运维管理系统与专用工具。 √   

2.6信息系统运维管理的发展--云运维管理。 √   

3.1信息系统设施运维的管理体系。  √  

3.2信息系统设施运维的内容。  √  

3.3信息系统设施的故障诊断与修复。  √  

3.4信息系统设施运维系统与专用工具。  √  

3.5云环境下的信息系统设施运维。  √  

4.1信息系统软件运维概述。  √  

4.2信息系统软件运维的管理。  √  

4.3信息系统软件运维的内容。  √  

4.4信息系统软件运维系统与专用工具。  √  

4.5云计算 SaaS服务模式下的运维。  √  

5.1信息系统数据资源运维体系。  √  

5.2信息系统数据资源例行管理。  √  

5.3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备份。  √  

5.4云环境下的数据资源存储及运维。  √  

5.5 信息系统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6.1信息系统安全概述。（1课时）  √  

6.2信息系统硬件的安全运维。  √  

6.3信息系统软件的安全运维。  √  

6.4信息系统数据的安全运维。  √  

6.5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的管理。  √  

7.1 银行信息系统。   √ 

7.2自动柜员机安全运维。   √ 

7.3网上银行安全运维。   √ 

7.4银行信息系统的灾难备份与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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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UI 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0A1       英文名称：Mobile UI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移动 UI 设计的目标，熟悉主流的移动平台。 

目标 2：了解 iOS 系统，学会面向 iOS 进行 UI 设计。 

目标 3：了解 Android 系统，学会面向 Android 进行 UI 设计。 

目标 4：了解 Windows Phone 系统，学会面向 Windows Phone 进行 UI 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移动 APP 界面设计基础 （6 课时） 

1.1 了解手机及其发展史，理解 UI 设计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 课时） 

1.2 掌握APP界面设计中色彩运用原理与对比原则，掌握图标的常用格式。 

  （2 课时） 

1.3 了解手机屏幕的基本参数，了解移动 UI 设计常用的软件工具。 （2 课时） 

（二）常见的手机系统 （4 课时） 

2.1 认识主流的移动操作系统，如 iOS 系统、Android 系统与 Windows Phone

系统。  （2 课时） 

2.2 了解主流手机系统间的差异及各自的优缺点。 （2 课时） 

（三）iOS 设计元素 （8 课时） 

3.1 熟悉 iOS 系统下界面的基本特点。 （2 课时） 

3.2 掌握 iOS 界面的设计原则与设计规范。 （2 课时） 

3.3 掌握 iOS 系统下基本图形的绘制方法及技术。 （2 课时） 

3.4 掌握 iOS 系统下控件与图标的绘制方法。 （2 课时） 

（四）iOS APP 应用实战 （6 课时） 

4.1 熟悉 iOS APP 界面的布局规范。 （2 课时） 

4.2 学会制作 APP 电商界面。 （2 课时） 

4.3 学会制作 APP 记事本界面。 （2 课时） 

4.4 学会制作 APP 音乐播放器界面。 （2 课时） 

（五）Android 设计元素 （1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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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熟悉 Android 系统下 UI 设计的基本内容。 （2 课时） 

5.2 掌握 Android UI 设计原则。 （2 课时） 

5.3 掌握 Android 设计规范。 （2 课时） 

5.4 掌握 Android 基本图形绘制。 （2 课时） 

5.5 掌握 Android APP 控件制作。 （2 课时） 

（六）Android APP 应用实战 （6 课时） 

6.1 熟悉 Android APP 的设计规范与技术。 （2 课时） 

6.2 学会制作在线电影 APP 界面。 （2 课时） 

6.3 学会制作聊天 APP 侧边栏。 （2 课时） 

（七）Windows Phone 设计元素和应用实战 （8 课时） 

7.1 了解 Windows Phone 中 UI 设计的基本内容。 （2 课时） 

7.2 掌握 Windows Phone 设计规范与原则。 （2 课时） 

7.3 掌握 Windows Phone 界面框架。 （2 课时） 

7.4 掌握 Windows Phone 标准控件。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移动互联网之路:APP UI 设计从入门到精通（Photoshop 篇）》（第三版），

作者：张晓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0 月 1 日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移动应用 UI 设计模式》, [美] Theresa Neil 著；田原 译, 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15.1 

2. 《移动 UI 设计之案例与实战》，刘晓芳，袁晓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社，2016.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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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理解移
动 UI 设计的目
标，熟悉主流的
移动平台。 

目标 2： 了解
iOS 系统，学会
面向 iOS 进行
UI 设计。 

目标 3：  了解
Android 系统，学
会面向 Android
进行 UI 设计。 

目标 4： 了解 Windows 
Phone 系统，学会面向
Windows Phone 进行 UI
设计。 

1.1 了解手机及其发展史，理解 UI
设计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    

1.2 掌握 APP界面设计中色彩运用原
理与对比原则，掌握图标的常用格
式。 

√    

1.3 了解手机屏幕的基本参数，了解
移动 UI设计常用的软件工具。 

√    

2.1 认识主流的移动操作系统，如
iOS 系统、Android 系统与 Windows 
Phone系统。 

√ √ √ √ 

2.2 了解主流手机系统间的差异及
各自的优缺点。 

√    

3.1 熟悉 iOS 系统下界面的基本特
点。 

√ √   

3.2 掌握 iOS界面的设计原则与设计
规范。 

 √   

3.3 掌握 iOS系统下基本图形的绘制
方法及技术。 

 √   

3.4 掌握 iOS系统下控件与图标的绘
制方法。 

 √   

4.1 熟悉 iOS APP界面的布局规范。 √ √   

4.2 学会制作 APP电商界面。     

4.3 学会制作 APP记事本界面。     

4.4 学会制作 APP音乐播放器界面。     

5.1 熟悉 Android 系统下 UI 设计的
基本内容。 

√  √  

5.2 掌握 Android UI设计原则。   √  

5.3 掌握 Android设计规范。   √  

5.4 掌握 Android基本图形绘制。   √  

5.5 掌握 Android APP控件制作。   √  

6.1 熟悉 Android APP的设计规范与
技术。 

  √  

6.2 学会制作在线电影 APP界面。   √  

6.3 学会制作聊天 APP侧边栏。   √  

7.1 了解 Windows Phone 中 UI 设计
的基本内容。 

√   √ 

7.2 掌握 Windows Phone设计规范与
原则。 

   √ 

7.3 掌握 Windows Phone界面框架。    √ 

7.4 掌握 Windows Phone标准控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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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1A1       英文名称：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Android 组件开发的一般步骤。 

目标 2：掌握 Android 组件通信的常用方式。 

目标 3：学会面向 Android 进行 UI 设计。 

目标 4：掌握 Android 应用开发中的数据存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Android 概述与环境配置 （6 课时） 

1.1 认识主流的移动操作系统，并了解它们间的差异及各自的优缺点。 

  （2 课时） 

1.2 重点了解 Android 移动操作系统的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2 课时） 

1.3 学会如何配置 Android 开发环境。 （2 课时） 

（二）Android 项目、基本原理 （4 课时） 

2.1 掌握运行第一个 Android 应用程序。 （2 课时） 

2.2 掌握 Android 的框架结构、运行原理和核心组件。 （2 课时） 

（三）Activity 以及 Intent 通信机制 （6 课时） 

3.1 掌握 Activity 的基本概念，并学会如何开发 Activity。 （4 课时） 

3.2 掌握 Intent 的基本内涵，并学理解其通信机制、生命周期与跳转等。 

  （2 课时） 

（四）UI 设计 （10 课时） 

4.1 理解 UI 设计的目标与基本内容。 （2 课时） 

4.2 掌握 3 种不同的 UI 设计方法。 （2 课时） 

4.3 掌握 View、Layout、对话框、菜单等用法。 （6 课时） 

（五）服务、广播 （8 课时） 

5.1 理解服务的基本含义，学习本地服务和远程服务的差异启动方式。 

  （4 课时） 

5.2 掌握广播的内涵，并学会发送、接收与声明广播。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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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存储和提供器 （6 课时） 

6.1 掌握数据存取的目标与基本内容。 （2 课时） 

6.2 掌握 SharedPreference、SQLite 和 ContentProvider 存储方式。（4 课时） 

（七）网络 （4 课时） 

7.1 掌握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掌握 HTTP、Socket 通信方式。 （2 课时） 

7.2 理解 JSON、SAX 数据解析方式。 （2 课时） 

（八）进程与线程 （4 课时） 

8.1 理解进程与线程的概念及区别。 （2 课时） 

8.2 掌握 Android 的进程和线程模型。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深入浅出 Android 软件开发教程》（第三版），作者：张雪梅，高凯，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5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Android 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 黄宏程、胡敏、陈松如 著，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2.09 

2.《Android 移动编程实用教程》，刘甫迎、刘炎主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3.Android for Developers: http://developer.android.com.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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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 Android
组件开发的一般步
骤。 

目 标 2 ：  掌 握
Android 组件及其
通信方式。 

目标 3： 学会面
向 Android 进行
UI 设计。 

目 标 4 ：  掌 握
Android 应用开发中
的数据存到方法。 

1.1 认识主流的移动操作系统，
并了解它们间的差异及各自的优
缺点。 

√    

1.2 重点了解 Android 移动操作
系统的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    

1.3 学会如何配置 Android 开发
环境。 

√    

2.1 掌握运行第一个 Android 应
用程序。 

 √   

2.2 掌握 Android 的框架结构、运
行原理和核心组件。 

 √   

3.1 掌握 Activity 的基本概念，并
学会如何开发 Activity。 

 √ √  

3.2 掌握 Intent 的基本内涵，并
学理解其通信机制、生命周期与
跳转等。 

 √   

4.1 理解 UI 设计的目标与基本内
容。 

  √  

4.2 掌握3种不同的UI设计方法。   √  

4.3 掌握 View、Layout、对话框、
菜单等用法。 

  √  

5.1 理解服务的基本含义，学习
本地服务和远程服务的差异启动
方式。 

 √   

5.2 掌握广播的内涵，并学会发
送、接收与声明广播。 

 √   

6.1 掌握数据存取的目标与基本
内容。 

   √ 

6.2 掌 握 SharedPreference 、
SQLite 和 ContentProvider 存储方
式。 

   √ 

7.1 掌握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
掌握 HTTP、Socket 通信方式。 

 √  √ 

7.2 理解 JSON、SAX 数据解析方
式。 

 √  √ 

8.1 理解进程与线程的概念及区
别。 

 √   

8.2 掌握 Android 的进程和线程
模型。 

 √   

 

  



 

589 

 

《ios 软件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2A1        英文名称：IOS  Programm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据结构、Java程序设计 或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应用软件系统开发、社交软件应用与测试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要掌握 iOS 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的基本使用，包括 iOS系统的历史、

Swift 3.0 语言 

目标 2：掌握 IOS 开发实用技术，包括 UI 界面构建技术、视图控制器、常

用的控件、表和集合视图、视图和层、声音、视频、动画等。 

目标 3：掌握 IOS 项目开发中的方式，并最终创建一个成熟的商业项目 

二、课程内容 

1.概述 （2学时） 

1.1了解 iOS基本概念； 

1.2 了解 iOS SDK基本概念； 

1.3了解了解 iOS开发⼯工具 Xcode 

1.4开发 Hello World应用 

2. Xcode 8 IDE和 iOS模拟器 （2课时） 

2.1 掌握 Xcode 8的使用  

2.2 掌握 iOS模拟器的使用  

3. Swift 3.0的基础知识 （4课时） 

3.1 Swift的基本概念  

3.2  数据类型与运算  

3.3  循环语句和条件判断语句 

3.4  数组和字典 

4. Swift 3.0的进阶内容 （2课时） 

4.1函数； 

4.2掌握枚举和结构体； 

4.3掌握类的使用； 

4.4 了解扩展、协议和其他 

5. 视图 UIView和层 CALayer （2课时） 

5.1掌握视图 UIView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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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掌握 CALayer层的使用； 

5.3掌握回溯的应用。 

6. 视图控制器 UIViewController1 （4课时） 

6.1了解 UIViewController视图控制器概念； 

6.2掌握 UITabBarController的使用； 

6.3掌握 UINavigationController的使用； 

6.4掌握导航控制器和标签控制器。 

7. 常用经典控件 （2课时） 

7.1 掌握控件基本概念； 

7.2 掌握 UIButton的使用； 

7.3掌握 UILabel文本视图的使用； 

7.4掌握 UISwitch开关视图。 

8. UITableView和 UICollectionView （4课时） 

8.1了解 UITableView概念； 

8.2了解 UICollectionView概述； 

8.3掌握模拟的应用。 

9. 触屏事件和触摸手势 （4课时） 

9.1触摸事件的监测； 

9.2掌握触摸手势的使用； 

9.3掌握 Touch的使用。 

10.  动画、声音与视频   （4课时） 

10.1 掌握制作动画方法 

10.2 掌握音频的播放   

10.3 掌握视频的播放   

11. Alamofire网络请求框架  （2课时） 

11.1了解 Alamofire的手动集成   

11.2测试 Alamofire的网络是否联通和连接方式  

11.3掌握 Alamofire的 GET和 POST请求  

11.4 掌握 Alamofire的文件上传及进度显示   

11.5 Alamofire的文件下载及进度显示 

12  UIWebView与 HTML 5技术  （4课时） 

12.1 掌握 UIWebView的使用  

12.2 掌握创建一个简单的笔记本的方法 

13  数据的持久化  （2课时） 

13.1 解析 plist文件  

13.2 使用 CoreData进行数据的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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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线程技术  （4课时） 

14.1 多线程的概念   

14.2 使用 Thread   

14.3 Operation技术的使用 

14.4 Grand Central Dispatch的使用  

15  MapKit地图  （2课时） 

15.1 MKMapView的跟踪和定位  

15.2 MKMapView的交互选项和装饰物  

15.3创建一个 MKMapView地图  

15.4 MKMapView代理的使用 

15.5 自定义 annotationView和 calloutView 

15.6 Camera相机的使用  

16  iOS的图文混排技术  （4课时） 

16.1 文字排版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  

16.2 列出设备中的所有字体   

16.3 富文本的创建  

16.4 图文混排的实现   

16.5 Text Kit的使用   

16.6 使用 Text Kit制作图文混排效果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李发展、王亮 iOS 移动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iOS开发指南》关东升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2. 精通 iOS 框架（第 2 版） Kyle Richter，Joe Keele 主编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6 

3. iOS编程（第 4版）  赫乐嘎斯 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上机考试，考核内容主要为 IOS 现场程序开发。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宇佳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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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要掌握

iOS 开发语言和

开发工具的基

本使用，包括

iOS 系统的历

史、 Swift 3.0

语言 

目标 2：掌握 IOS 开

发实用技术，包括 UI

界面构建技术、视图

控制器、常用的控

件、表和集合视图、

视图和层、声音、视

频、动画等 

目标 3：掌握 IOS 项目开发中

的方式，并最终创建

一个成熟的商业项

目 

 

1.1了解 iOS基本概念 √  √ 

1.2 了解 iOS SDK基本概念 √  √ 

1.3了解了解 iOS开发⼯工具 Xcode √  √ 

1.4开发 Hello World应用 √  √ 

2.1掌握 Xcode 8的使用 √  √ 

2.2掌掌握 iOS模拟器的使用 √  √ 

2.3掌握枚举应用。 √ √ √ 

3.1 Swift的基本概念 √ √ √ 

3.2数据类型与运算 √  √ 

3.3循环语句和条件判断语句 √ √ √ 

3.4数组和字典 √  √ 

4.1掌握函数概念； √ √ √ 

4.2掌握枚举和结构体 √  √ 

4.3掌握类的使用 √ √ √ 

4.4了解扩展、协议 √  √ 

5.1掌握视图 UIView概念；  √ √ 

5.2掌握 CALayer层的使用；  √ √ 

5.3掌握回溯的应用。  √ √ 

6.1了解 UIViewController视图控制器概念  √ √ 

6.2掌握 UITabBarController使用；   √ 

6.3掌握 UINavigationController的使用。  √ √ 

6.4掌握导航控制器和标签控制器   √ 

7.1 掌握控件基本概念；  √ √ 

7.2 掌握 UIButton的使用；    

7.3掌握 UILabel文本视图的使用  √ √ 

7.4掌握 UISwitch开关视图    

8.1了解 UITableView概念；  √ √ 

8.2了解 UICollectionView概述  √ √ 

8.3掌握模拟的应用。  √ √ 

9.1触摸事件的监测  √ √ 

9.2掌握触摸手势的使用。  √ √ 

9.3掌握 Touch的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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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掌握制作动画方法  √ √ 

10.2掌握音频的播放  √ √ 

10.3掌握视频的播放  √ √ 

11.1了解 Alamofire的手动集成  √ √ 

11.2测试 Alamofire的网络是否联通和连接方式  √ √ 

11.3掌握 Alamofire的 GET和 POST请求  √ √ 

11.4掌握 Alamofire的文件上传及进度显示  √ √ 

11.5 Alamofire的文件下载及进度显示  √ √ 

12.1掌握 UIWebView的使用  √ √ 

12.2掌握创建一个简单的笔记本的方法  √ √ 

13.1解析 plist文件  √ √ 

13.2使用 CoreData进行数据的持久化  √ √ 

14.1多线程的概念  √ √ 

14.2使用 Thread  √ √ 

14.3 Operation技术的使用  √ √ 

14.4 Grand Central Dispatch的使用  √ √ 

15.1 MKMapView的跟踪和定位  √ √ 

15.2 MKMapView的交互选项和装饰物  √ √ 

15.3创建一个 MKMapView地图  √ √ 

15.4 MKMapView代理的使用  √ √ 

15.5自定义 annotationView和 calloutView  √ √ 

15.6 Camera相机的使用  √ √ 

16.1文字排版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  √ √ 

16.2 iOS的图文混排技术  √ √ 

16.3富文本的创建  √ √ 

16.4图文混排的实现  √ √ 

16.5 Text Kit的使用  √ √ 

16.6使用 Text Kit制作图文混排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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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前端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3A1        英文名称：WEB Front-end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据结构 

后续课程：WEB系统开发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HTML文件的基本结构，掌握格式化文字与段落的各种标记，

掌握列表、超链接的使用，掌握图像、滚动文字、背景音乐等多媒体文件在 HTML

文件中的使用方法，掌握表格、框架技术的应用，掌握表单及表单控件的语法

及属性，学会综合运用表单及表单控件设计 Web网页。 

目标 2：掌握 CSS的语法规则，掌握 CSS继承与层叠特性，掌握 CSS的各

种样式属性及使用，掌握 CSS的盒子模型及应用，学会使用 DIV+CSS来规划各

种页面布局，学会在不同的浏览器上进行页面效果的调试。 

目标 3：掌握 JavaScript标识符、变量运算符和表达式以及顺序结构、分

支结构和循环结构和函数使用，掌握 JavaScript常用事件。学会使用

JavaScript内置对象的常用属性和方法，学会运用 document对象访问、创建

及修改节点，学会运用 window对象的定时器及对话框方法。 

目标 4：掌握常用的浏览器兼容性测试工具的使用，掌握 Web网页调试工

具的使用，掌握网站发布平台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HTML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 HTML文件的基本结构，格式化文字与段落的各种标记。 （2课时） 

1.2 列表、超链接的使用，图像、滚动文字、背景音乐等多媒体文件在 HTML

文件中的使用方法。 （2课时） 

1.3 表格、框架技术的应用，表单及常用表单控件的语法、属性及应用。 

  （2课时） 

1.4 利用 HTML技术完成网页界面设计 （6课时） 

（二）CSS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 CSS的基本语法、选择器分类与声明的结构，CSS的定义及引用方式，

CSS继承与层叠特性的应用，DIV及 SPAN标记的基本语法及应用。 （2课时） 

2.2 CSS的各种样式属性及使用，CSS的盒子模型及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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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 DIV+CSS来规划各种页面布局的方法、步骤及 CSS文件定义，在

不同的浏览器上进行页面效果的调试。 （2课时） 

2.4 使用 CSS技术控制网页页面的样式和布局。 （6课时） 

（三）JavaScript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 JavaScript程序的概念和作用，标识符、变量、常用运算符和表达式

的概念及使用，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的应用，函数的定义及使用。 

  （2课时） 

3.2 JavaScript事件概念及类型，事件句柄与事件处理代码相关联的方式，

利用表单的提交和重置事件对表单的数据进行校验，鼠标事件的应用，键盘及

窗口事件的应用。 （2课时） 

3.3文档对象模型概念及使用，浏览器对象模型概念及使用。 （2课时） 

3.4 使用 JavaScript技术实现 Web页面的动态效果与交互功能。 （6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 HTML模块、CSS模块及 JavaScript模块综合程序设计。 （10课时） 

4.2 课程习题讨论、测验等。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常用的浏览器兼容性测试工具 Multibrowser、IE Tester等的使用。 

5.2 Web网页调试工具 IE （IETester）、FireFox （Firebug）等的使用。 

5.3 网站发布平台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Web前端开发技术——HTML、CSS、JavaScript》（第 2版），储久良 编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Web 前端设计基础——HTML5、CSS3、JavaScript》，张树明编著，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7.03 

2.《Web 程序设计》（第 8 版），（美）塞巴斯塔（Sebesta, R. W.） 著，陶永

久，曹仰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1 

3.《Web 前端开发技术实验与实践——HTML、CSS、JavaScript》，储久良编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6 

4．网站：http://www.w3school.com.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考勤

作业等（2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CA%F7%C3%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8%FB%B0%CD%CB%B9%CB%F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Sebest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D5%D3%C0%BE%C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D5%D3%C0%BE%C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DC%D1%F6%BD%D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4%A2%BE%C3%C1%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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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占比 40%，采用开卷上机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HTML 文件的基

本结构、常用标记的使用、CSS 的各种样式属性、CSS 继承与层叠特性、CSS 的

盒子模型、JavaScript 基本语法、控制结构与函数，JavaScript 常用事件、 JavaScript

内置对象、使用 JavaScript 技术实现 Web 页面的动态效果与交互功能、常用的

浏览器兼容性测试工具的使用、Web 网页调试工具的使用，网站发布平台的使

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顾青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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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HTML

文件的基本结构，

掌握常用标记的

使用，学会运用

HTML 技术完成网

页界面设计 

目标 2：掌握 CSS

的各种样式属性，

掌握 CSS 继承与层

叠特性，掌握 CSS

的盒子模型，学会

使用 CSS 技术控制

网页页面的样式和

布局。 

目 标 3 ： 掌 握

JavaScript 基本语

法、控制结构与函

数 ， 掌 握

JavaScript 常用事

件、内置对象的常

用属性和方法，学

会使用 JavaScript

技术实现 Web 页面

的动态效果与交互

功能。 

目标 4：掌握常用

的浏览器兼容性

测 试 工 具 的 使

用，掌握 Web 网

页调试工具的使

用，掌握网站发

布平台的使用。 

 

1.1 HTML 文件的基本结构，格式化

文字与段落的各种标记。 
√    

1.2 列表、超链接的使用方法，图

像与多媒体文件的使用方法 
√    

1.3表格、框架、表单和常用表单控

件的应用  
√    

1.4 利用 HTML技术设计网页界面 √   √ 

2.1 CSS的基本语法，CSS继承与层

叠，DIV及 SPAN  
 √   

2.2 CSS的各种样式属性及使用，CSS

的盒子模型及应用 
 √   

2.3 使用 DIV+CSS规划页面布局  √   

2.4 使用 CSS 技术控制网页页面的

样式和布局 
 √  √ 

3.1 JavaScript 基本语法、控制结

构与函数 
  √  

3.2 JavaScript 事件处理，表单、

鼠标、键盘及窗口事件的处理 
  √  

3.3文档对象模型及应用，浏览器对

象模型及应用 
  √  

3.4 使用 JavaScript 技术实现 Web

页面的动态效果与交互功能 
  √ √ 

4.1 HTML 模 块 、 CSS 模 块 及

JavaScript模块综合程序设计 
√ √ √ √ 

4.2 课程习题讨论、测验等 √ √ √ √ 

5.1 常用的浏览器兼容性测试工具

Multibrowser、IE Tester等的使用 
√ √ √ √ 

5.2 Web 网 页 调 试 工 具 IE 

（IETester）、FireFox （Firebug）
等的使用 

√ √ √ √ 

5.3 网站发布平台的使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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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系统开发》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4A1        英文名称：Web system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程序设计基础、可视化建模与 UML 

后续课程：软件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Web 应用系统开发》是软件工程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作

为 Web 应用开发的入门课程，向学生介绍了 Web 应用技术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

性的开发技术。本课程通过详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案例，为学生指明了目前所学

知识的应用方向，引导学生去了解和学习 web 应用技术。 

目标 1：了解常用的 Web 应用开发技术及相关知识，掌握 JavaWeb 开发所必

需的基础知识。了解 Web应用开发技术发展与现状，以及常用的 Web应用开发技

术及其特点； 

目标 2：了解 XHTML 技术的特点和应用领域、常用的 CSS 技术，熟悉应用

开发环境的建立, 了解 JSP 技术的特点和应用领域，熟悉 JSP 应用的部署和维

护。 

目标 3：掌握了解 JavaScript 技术的特点和应用领域，熟悉 JavaScript

应用的部署和维护；了解 JDBC 技术的特点和应用领域，熟悉 JDBC 应用的部署

和维护。 

目标 4 ：JavaWeb 开发环境的搭建、静态网页设计技术（HTML、JavaScript、CSS）、

JSP 技术、Servlet 技术、JavaBean 技术、JDBC 技术。 

目标 5：掌握 Struts2框架技术，掌握 Spring 框架的特点和应用领域，掌

握基于 Eclipse的 j2ee开发平台编辑、编译、调试基于设计模式的应用软件。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动态网页技术”等，本课

程的学习应在学生掌握一定语言编程以及网页制作的基础上进行。本课程为

“Web 应用程序设计”等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本课程适用于软件工程本

科专业及相关专业。课程教学目的、要求： 

总学时：32学时 

（一） 第 1章 Java Web应用开发技术概述  （4学时） 

1.1 Java Web应用开发技术简介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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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va Web开发环境及开发工具 （1学时） 

1.3 Java Web应用程序的开发与部署 （2学时） 

（二） 第 2章 静态网页开发技术  （4学时） 

2.1 HTML网页设计 （1学时） 

2.2 CSS样式表 （1学时） 

2.3 JavaScript脚本语言 （1学时） 

2.4 基于 HTML+JavaScript+CSS的开发案例 （1学时） 

（三） 第 3章 JSP技术 （6学时） 

3.1 JSP技术简介 （0.5学时） 

3.2 JSP语法 （1学时） 

3.3 JSP内置对象概述 （0.5学时） 

3.4 request对象 （1学时） 

3.5 response 对象 （0.5学时） 

3.6 session对象 （0.5学时） 

3.7 application对象 （0.5学时） 

3.8 out对象 （0.5学时） 

3.9 JSP应用程序设计综合示例 （1学时） 

（四） 第 4章 JDBC数据库访问技术 （6学时） 

4.1 JDBC技术简介 （1学时） 

4.2 JDBC访问数据库 （2学时） 

4.3 综合案例——学生身体体质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2学时） 

4.4 数据源与连接池技术 （1学时） 

（五） 第 5章 JavaBean技术   （6学时） 

5.1 JavaBean技术 （1学时） 

5.2 在 JSP中使用 JavaBean （1学时） 

5.3 多个 JSP页面共享 JavaBean （2学时） 

5.4 综合案例——数据库访问 （2学时） 

（六） 第 6章 Servlet技术  （4学时） 

6.1 Servlet技术 （0.5学时） 

6.2 Servlet常用对象及其方法 （0.5学时） 

6.3 综合案例——基于 JSP+Servlet的用户登录验证 （0.5学时） 

6.4 在 Servlet中使用 JavaBean （0.5学时） 

6.5 JSP与 Servlet的数据共享 （0.5学时） 

6.6 JSP与 Servlet的关联关系 （0.5学时） 

6.7 基于 JSP+Servlet+JavaBean实现复数运算 （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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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Cookie管理 （0.5学时） 

（七）过滤器和侦听器 （4课时） 

1.1 过滤器作用、过滤器编程接口、过滤器设计。 （2课时） 

1.2 侦听器作用、侦听器编程接口。 （2课时） 

（八）MVC设计模式 （4课时） 

8.1 MVC模式  （学时） 

8.2 Struts2  （1学时） 

8.3 配置详解 （2学时） 

（九）EL、JSTL和 Ajax （4课时） 

9.1 表达式语言 EL、JSTL标签库。 （2课时） 

9.2 Ajax技术及案例 （2课时） 

（十）Hibernate持久化技术 （6课时） 

10.1 Hibernate体系结构和核心组件 （2课时） 

10.2 Hibernate编程步骤 （2课时） 

10.3 Hibernate的实体映射和缓存机制 （2课时） 

（十一）Struts2 框架技术 （8课时） 

11.1 Struts2框架简介 （2课时） 

11.2 Struts2 的配置文件和业务控制器 （2课时） 

11.3 Struts2 的 OGNL表达式 （2课时） 

11.4 Struts2的拦截器和输入验证 （2课时） 

11.5 项目综合练习 （学生自主学习） 

（十二）Spring框架技术 （8课时）   

12.1 Spring框架简介 （2课时） 

12.2 Spring基本应用 （2课时） 

12.3 Spring中的 Bean和事务管理 （2课时） 

12.4 面向切面编程 （2课时） 

12.5 项目综合练习 （学生自主学习）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JavaWeb应用开发与案例教程》，张继军，董卫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JavaEE 企业级应用开发（基础应用）》，金焱，许建仁主编，东软电子

出版社，2013.08 

2. 《深入分析 java web 技术内幕》，许令波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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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avaWeb 开发 1200 例》（第 2 卷），卢瀚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6 

4. 《Java EE 架构设计与开发实践》，方巍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考核占比 40%，采用上机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志和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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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常

用的 Web 应用开

发技术及相关知

识，掌握 JavaWeb

开发所必需的基

础知识。了解 Web

应用开发技术发

展与现状，以及

常用的 Web 应用

开发技术及其特

点； 

目 标 2：了 解

XHTML 技术的特

点和应用领域、

常用的 CSS 技

术，熟悉应用开

发环境的建立, 

了解 JSP 技术的

特点和应用 领

域，熟悉 JSP 应

用的部署和 维

护。 

目标 3：掌握了解

JavaScript 技术

的特点和应用领

域 ， 熟 悉

JavaScript 应用

的部署和维护；

了解 JDBC技术的

特 点 和 应 用 领

域，熟悉 JDBC应

用 的 部 署 和 维

护。 

目 标 4 ：

JavaWeb 开发

环境的搭建、

静态网页设计

技术（HTML、

JavaScript、

CSS）、JSP 技

术 、 Servlet

技 术 、

JavaBean 技

术、JDBC技术。 

目标 5：掌握

Struts2 框 架

技 术 ， 掌 握

Spring 框架的

特点和应用领

域，掌握基于

Eclipse 的

j2ee 开发平台

编辑、编译、调

试基于设计模

式的应用软件。 

1.1 Java Web 应用开发技

术简介 
√ √ √ √ √ 

1.2 Java Web 开发环境及

开发工具 
√ √ √ √  

1.3 Java Web 应用程序的

开发与部署 
√ √ √ √  

2.1 HTML网页设计 √     

2.2 CSS样式表 √     

2.3 JavaScript脚本语言 √ √    

2.4 基 于

HTML+JavaScript+CSS的开

发案例 

√ √    

3.1 JSP技术简介 √  √   

3.2 JSP语法 √  √   

3.3 JSP内置对象概述 √  √   

3.4 request对象 √  √   

3.5 response 对象 √  √   

3.6 session对象 √  √   

3.7 application对象 

3.8 out对象 
√  √   

3.9 JSP应用程序设计综合

示例 
√  √   

4.1 JDBC技术简介 √ √  √  

4.2 JDBC访问数据库 √  √ √  

4.3 综合案例——学生身

体体质信息管理系统的开

发 

√  √ √  

4.4 数据源与连接池技术 √   √  

5.1 JavaBean技术 √ √ √ √  

5.2 在 JSP 中 使 用

JavaBean 
√ √ √ √  

5.3 多个 JSP 页面共享

JavaBean 
   √  

5.4 综合案例——数据库

访问 
   √  

6.1 Servlet技术 √ √ √ √  

6.2 Servlet常用对象及其

方法 
  √ √  

6.3 综合案例——基于

JSP+Servlet的用户登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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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6.4 在 Servlet 中使用

JavaBean 
  √ √  

6.5 JSP与 Servlet的数据

共享 
  √ √  

6.6 JSP与 Servlet的关联

关系 
  √ √  

6.7 基 于

JSP+Servlet+JavaBean 实

现复数运算 

  √ √  

6.8 Cookie管理 √   √  

7.1 过滤器作用、过滤器编

程接口、过滤器设计。（2

课时） 

√ √ √ √  

7.2 侦听器作用、侦听器编

程接口。（2课时） 
√ √ √ √  

8.1 MVC模式  √ √ √ √ √ 

8.2 Struts2  √ √ √ √ √ 

8.3 配置详解      

9.1 表达式语言 EL、JSTL

标签库。（2课时） 
√ √ √ √ √ 

9.2 Ajax技术及案例（2课

时） 
√ √ √ √ √ 

10.1 Hibernate 体系结构

和核心组件（2课时） 
√ √ √ √ √ 

10.2 Hibernate 编程步骤

（2课时） 
√ √ √ √ √ 

10.3 Hibernate 的实体映

射和缓存机制（2课时） 
    √ 

11.1 Struts2框架简介（2

课时） 
√   √ √ 

11.2 Struts2 的配置文件

和业务控制器（2课时） 
√   √ √ 

11.3 Struts2 的 OGNL表达

式（2课时） 
    √ 

11.4 Struts2 的拦截器和

输入验证（2课时） 
    √ 

11.5 项目综合练习（学生

自主学习） 
    √ 

12.1 Spring 框架简介（2

课时） 
√    √ 

12.2 Spring 基本应用（2

课时） 
√    √ 

12.3 Spring 中的 Bean 和

事务管理（2课时） 
    √ 

12.4 面向切面编程（2 课

时） 
    √ 

12.5 项目综合练习（学生

自主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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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5A1        英文名称：Big Data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JAVA程序设计、非关系数据库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大数据的定义与特点，理解大数据的分布式存储、计算模式、

处理步骤，理解 Hadoop体系架构，学会 Hadoop平台及其开发环境部署方法，

并了解大数据的典型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 

目标 2：掌握大数据采集、导入与预处理的方法和工具，掌握数据集成与

数据变换方法。 

目标 3：掌握大数据存储原理及访问方法，能熟练进行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操作及编程；能进行分布式数据库 HBase的部署、操作及编程；并了解 NoSQL

数据库、云数据库的兴起与特性。 

目标 4：理解分布式并行编程思想和 Hadoop分布式计算框架 MapReduce模

型，学会进行 MapReduce编程。 

目标 5：掌握大数据分析、挖掘的方法、技术、工具和步骤，能部署使用

Hive进行大数据分析，能部署使用 Mahout进行大数据挖掘，并能够将分析、

挖掘结果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二、课程内容 

（一）大数据基础与平台搭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1.1了解大数据的来源，掌握大数据的定义与特点，了解大数据的典型应

用与商业模式创新，理解大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计算模式，了解大数据与云计

算、物联网的关系。 （2课时） 

1.2 了解大数据基础架构-云计算平台、主流开源云架构 Hadoop的由来及

其与 google云计算的关系，理解 Hadoop体系架构，了解 Hadoop生态圈，理解

大数据处理的生命周期。 （2课时） 

1.3 掌握 Hadoop平台的部署方法，包括制定部署计划、进行准备工作、部

署 Hadoop和测试 Hadoop的方法。 （1课时） 

1.4 实验 1 Hadoop平台的安装与配置  （4课时） 

（二）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理解大数据采集概念，掌握不同数据来源的大数据的采集方法、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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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2课时） 

2.2  掌握大数据导入与预处理、数据集成与数据变换方法。（2课时） 

（三）大数据存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 了解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结构及设计需求；理解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的

相关概念、体系结构、存储原理、保障可靠性措施、提升性能措施、数据读写

过程、优缺点、访问接口（包括 Shell接口和编程接口）；掌握 HDFS 操作及编

程方法。  （2课时） 

3.2 实验 2 Hadoop开发环境部署、HDFS文件操作及编程实践（2课时） 

3.3 理解 HBase的数据模型及列式存储思想；理解 HBase的实现原理和运

行机制；掌握 HBase常用的 Shell命令和编程 API，掌握 HBase操作与编程方

法。  （4课时） 

3.4 实验 3 HBase部署及常用操作实践 （2课时） 

3.5 了解 NoSQL数据库的兴起原因、类型及数据一致性原则；了解云数据

库的兴起、概念、特性、典型产品以及将本地数据库迁移到云端 RDS数据库的

方法。  （2课时） 

 （四）大数据计算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4.1 理解分布式并行编程思想和 Hadoop分布式计算框架 MapReduce 模型，

理解 YARN运行机制、作业调度方法和失败处理机制，理解 Map、Reduce的两阶

段设计思想。 （2课时） 

4.2 理解 MapReduce的编程思路及其数据类型、输入、输出、任务及任务

的配置与执行；掌握针对较简单问题的 MapReduce程序的设计思路、Map处理

逻辑和 Reduce处理逻辑的设计方法和 Main、Map、Reduce、InputFormat、

InputSplit、OutputFormat等相关函数的编写方法，以及 MapReduce程序在

Eclipse上的编程步骤、编译、打包及运行方法。 （2课时） 

4.3 实验 4 MapReduce初级编程实践 （2课时） 

4.4 理解解决复杂问题时，MapReduce自定义数据类型、RecordReader、

RecordWriter、输入、输出、Combiner、Partitioner等的方法，了解 MapReduce

的组合式计算作业。 （2课时） 

4.5 实验 5 MapReduce高级编程实践 （2课时） 

4.6 通过讨论、总结进一步掌握 MapReduce编程；了解 Spark架构、

Spark+Hadoop的统一部署、Spark Streaming 和流计算框架 Strom等，了解各

架构的适用场景。 （1课时） 

（五）大数据分析、挖掘与可视化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 了解大数据分析的典型数据类型、分析方法、分析步骤，了解大数据

分析的应用场景，掌握典型大数据分析工具 Hive，包含 Hive是什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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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语言 HiveQL、安装配置，通过案例理解用 Hive进行大数据分析的步骤。 

  （2课时） 

5.2 实验 6 Hive部署及常用操作实践 （2课时） 

5.3 了解数据挖掘概念，了解数据挖掘的常用方法与技术，理解大数据挖

掘的概念及其所需要的机器学习算法、数据挖掘算法并行化，掌握典型大数据

分析工具 Mahout，包含 Mahout是什么、Mahout架构、常用算法（推荐引擎算

法、聚类算法、分类算法）及工作流程、安装配置，通过案例理解用 Mahout进

行大数据挖掘的步骤。 （2课时） 

5.4 实验 7 Mahout部署及常用操作实践 （2课时） 

5.5 理解数据可视化概念，掌握典型可视化工具，了解可视化典型案例 

  （2课时） 

（六）大数据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 了解大数据在各领域的应用，如互联网、生物医学、工业、物流、城

市管理、金融、零售业、政府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第 2版），林子雨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01 

2.网站：http://dblab.xmu.edu.cn/post/big-data-teaching-platform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教程》，李联宁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0 

2.《大数据技术基础-基于 Hadoop 与 Spark》，罗福强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06 

3.《Hadoop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张良均，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01 

4.《大数据技术基础》，中科普开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5.《大数据导论》，[美] 托马斯·埃尔著，彭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5 

6.《大数据导论》，宁兆龙等著，科学出版社，2017.05 

7．《Hadoop权威指南：大数据的存储与分析》（第 4版），[美] 汤姆，怀

特（Tom White） 著；王海，华东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5%）、课堂测验（10%）、作业（5%）、

课堂讨论及考勤（10%）。 

2.考试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覃海焕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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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大数

据的定义与特点，

理解大数据的分布

式存储、计算模式、

处理步骤，理解

Hadoop体系架构，

学会 Hadoop 平台

及其开发环境部署

方法  

目标 2：掌

握大数据

采集、导入

与预处理

的方法和

工具，掌握

数据集成

与数据变

换方法 

目标 3：掌握大数

据存储原理及访

问方法，能熟练进

行分布式文件系

统 HDFS 操作及编

程；能进行分布式

数据库 HBase的部

署、操作及编程 

目标 4：理解分

布式并行编程

思想和 Hadoop

分布式计算框

架 MapReduce

模型，学会进

行 MapReduce

编程 

目标 5：掌握大

数据分析、挖掘

的方法、技术、

工具和步骤，能

部署使用 Hive

进行大数据分

析，能部署使用

Mahout 进行大

数据挖掘。 

（一）大数据基础与平台搭建

模块 
√     

1.1 大数据的定义与特点；大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计算模

式 

√  √ √  

1.2 Hadoop 体系架构，大数

据处理的生命周期 
√     

1.3 Hadoop平台的部署方法 √     

1.4 实验 1 Hadoop 平台的

安装与配置 
√     

2.1 大数据采集概念、采集方

法、典型工具 
 √    

2.2 大数据导入与预处理、数

据集成与数据变换方法 
 √    

3.1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  √   

3.2 实验 2 Hadoop 开发环

境部署、HDFS 文件操作及编

程实践 

√  √   

3.3 HBase   √   

3.4 实验 3 HBase 部署及常

用操作实践 
  √   

3.5 NoSQL数据库；云数据库   √   

4.1 Hadoop 分布式计算框架

MapReduce 模型及其两阶段

设计思想 

√   √  

4.2 MapReduce编程思路、API    √  

4.3 实验 4 MapReduce 初级

编程实践 
   √  

4.4  MapReduce 自定义数据

类型、API自定义实现 
   √  

4.5 实验 5 MapReduce 高级

编程实践 
   √  

4.6 MapReduce编程讨论；Spark     √  

5.1 大数据分析工具 Hive     √ 

5.2 实验 6 Hive 部署及常

用操作实践 
    √ 

5.3 大数据分析工具 Mahout     √ 

5.4 实验 7 Mahout 部署及

常用操作实践 
    √ 

5.5 数据可视化概念、工具及

案例 
    √ 

6.1 大数据在各领域的应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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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系数据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6A1        英文名称：Non-relational databas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与体系结构、数据

库原理 

后续课程：软件工程、项目开发、分布式数据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 NoSQL 数据库的概念，了解非关系数据库的发展过程，掌握

不同类型 NoSQL 的优缺点，理解 NoSQL 数据库的基本特征，掌握 NoSQL 数据库

的主要功能。 

目标 2：了解数据模型的概念，理解元数据的概念，理解关系模型与 NoSQL

数据库模型的区别，掌握聚合、键值数据模型、文档数据模型、列族存储等概念；

掌握几种数据模型：关系、图数据库、无模式数据库、物化视图的构建方式。 

目标 3：掌握一致性的概念与分类；深入理解更新一致性、读写一致性的

解决方案；掌握一致性约束的设计方案；了解 CAP 定理的原理与平衡方法；了

解版本戳的分类，能够采用版本戳解决冲突检测问题。 

目标 4 ：理解映射 Map 与化简 Reduce 机制的原理，了解使用映射技术把

数据映射成键值对数据，掌握化简的使用场景与具体操作方法，能够完整的结

合使用映射与化简技术完成大规模的任务处理，利用增量式的映射与化简机制

处理局部数据。 

目标 5：了解 NoSQL 的数据类型，并深入理解键值数据库、文档数据库、列

族数据库、图数据库的概念、特性、适用案例、与不适合场合等知识；结合相关

应用的操作练习理解 NoSQL的设计原理与特征。 

二、课程内容 

（一）NoSQL数据库概述 （4课时） 

1.1NoSQL数据库的概念，非关系数据库的发展过程。 （2课时） 

1.2不同类型 NoSQL的优缺点，NoSQL数据库的基本特征，NoSQL数据库的

主要功能。 （2课时） 

（二）数据模型管理 （8课时） 

2.1 数据模型的概念，元数据的概念，关系模型与 NoSQL 数据库模型的区

别，聚合、键值数据模型、文档数据模型、列族存储等概念.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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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几种数据模型：关系、图数据库、无模式数据库、物化视图的构建方

式。  （4课时） 

（三）分布式模型 （4课时） 

3.1 数据分布的两种方式，数据的分片方式；比较主从复制与对等复制两

种数据复制方法。 （2课时） 

3.2分片与复制技术的结合使用。 （2课时） 

（四）一致性与版本戳管理 （8课时） 

4.1一致性的概念与分类；更新一致性、读写一致性的解决方案。（2课时） 

4.2一致性约束的设计方案。 （2课时） 

4.3CAP定理的原理与平衡方法；版本戳的分类，采用版本戳解决冲突检测

问题。  （4课时） 

（五）映射与化简机制 （6课时） 

5.1映射 Map与化简 Reduce机制的原理，使用映射技术把数据映射成键值

对数据，化简的使用场景与具体操作方法。 （4课时） 

5.2 完整的结合使用映射与化简技术完成大规模的任务处理，利用增量式

的映射与化简机制处理局部数据。 （2课时） 

（六）NoSQL数据库实现 （10课时） 

6.1NoSQL的数据类型，键值数据库、文档数据库、列族数据库、图数据库

的概念、特性、适用案例、与不适合场合等。 （4课时） 

6.2上述数据库结合相关应用的操作练习。 （2课时） 

6.3NoSQL的设计原理与特征。 （4课时） 

（七）模式迁移与混合持久化 （8课时） 

7.1 模式迁移的基本概念与必要性，强模式与隐含模式的数据迁移区别与

特征。  （2课时） 

7.2采用模式迁移实现数据库的迁移；数据库持久化的概念。 （2课时） 

7.3 使用不同数据库技术处理多种数据库存储需求，使用数据访问技术封

装成服务。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NoSQL精粹》 [美]Pramod J. Sadalage,[美]Martin Fowler,爱飞翔（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出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NoSQL 数据库技术实战》皮雄军，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出版 

2.《Redis 设计与实现》，黄健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出版 

3.《MongoDB 实战》（第二版），[美] Kyle Banker，丁雪丰（译），华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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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2017 出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20%）和考勤作业等（20%）。 

2.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NoSQL 数据库技术

的特征与功能；掌握常用的 NoSQL 数据库对文档、图数据等非关系数据进行管

理与查询；理解数据库迁移与持久化技术。 

五、附件 

 

制定人：  芦立华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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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

NoSQL数据库

的概念，了解

非关系数据

库的发展过

程，掌握不同

类 型 NoSQL

的优缺点，理

解 NoSQL 数

据库的基本

特征，掌握

NoSQL数据库

的主要功能。 

目标 2：了解数据

模型的概念，理

解 元 数 据 的 概

念，理解关系模

型与 NoSQL 数据

库模型的区别，

掌握聚合、键值

数据模型、文档

数据模型、列族

存储等概念；掌

握 几 种 数 据 模

型：关系、图数

据库、无模式数

据库、物化视图

的构建方式。 

目标 3：掌握一

致性的概念与

分类；深入理解

更新一致性、读

写一致性的解

决方案；掌握一

致性约束的设

计方案；了解

CAP定理的原理

与平衡方法；了

解版本戳的分

类，能够采用版

本戳解决冲突

检测问题。 

目标 4 ：理解映射

Map与化简 Reduce

机制的原理，了解使

用映射技术把数据

映射成键值对数据，

掌握化简的使用场

景与具体操作方法，

能够完整的结合使

用映射与化简技术

完成大规模的任务

处理，利用增量式的

映射与化简机制处

理局部数据。 

目标 5：了解

NoSQL 的数据

类型，并深入

理解键值数据

库、文档数据

库、列族数据

库、图数据库

的概念、特性、

适用案例、与

不适合场合等

知识；结合相

关应用的操作

练 习 理 解

NoSQL 的设计

原理与特征。 

1.1NoSQL 数据库的概念，

非关系数据库的发展过

程。 

√ √    

1.2不同类型NoSQL的优缺

点，NoSQL数据库的基本特

征，NoSQL数据库的主要功

能。 

√ √    

2.1数据模型的概念，元数

据的概念，关系模型与

NoSQL数据库模型的区别，

聚合、键值数据模型、文

档数据模型、列族存储等

概念。 

√ √    

2.2几种数据模型：关系、

图数据库、无模式数据库、

物化视图的构建方式。 

√ √    

3.1数据分布的两种方式，

数据的分片方式；比较主

从复制与对等复制两种数

据复制方法。 

√ √  √  

3.2 分片与复制技术的结

合使用。 
  √ √ √ 

4.1一致性的概念与分类；

更新一致性、读写一致性

的解决方案。 
  √ √ √ 

4.2 一致性约束的设计方

案。 
  √ √ √ 

4.3CAP 定理的原理与平衡

方法；版本戳的分类，采

用版本戳解决冲突检测问

题。 

  √ √ √ 

5.1 映 射 Map 与 化 简

Reduce 机制的原理，使用

映射技术把数据映射成键

值对数据，化简的使用场

景与具体操作方法。 

   √ √ 

5.2 完整的结合使用映射

与化简技术完成大规模的

任务处理，利用增量式的

映射与化简机制处理局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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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6.1NoSQL 的数据类型，键

值数据库、文档数据库、

列族数据库、图数据库的

概念、特性、适用案例、

与不适合场合等。 

 √  √ √ 

6.2 上述数据库结合相关

应用的操作练习。 
 √  √ √ 

6.3，NoSQL 的设计原理与

特征 
 √  √ √ 

7.1 模式迁移的基本概念

与必要性，强模式与隐含

模式的数据迁移区别与特

征。 

   √ √ 

7.2 具体采用模式迁移实

现数据库的迁移；数据库

持久化的概念。 

   √ √ 

7.3 使用不同数据库技术

处理多种数据库存储需

求，使用数据访问技术封

装成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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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设计师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7A    英文名称：Integrated Training on Software Designer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软件系统开发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内的数据表示、算术和逻辑运算方法;掌握相关的应用

数学及离散数学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计算机体系结构以及各主要部件的性能和基本工作原理;掌握

操作系统、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知识，了解编译程序的基本知识; 

目标 3：熟练掌握常用数据结构和常用算法;  

掌握 C程序设计语言，以及 C++、Java中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熟悉数据库、

网络和多媒体的基础知识; 

目标 4：熟悉软件工程、软件过程改进和软件开发项目管理的基础知识;掌

握软件设计的方法和技术; 

目标 5：了解信息化、常用信息技术标准、安全性，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基础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知识 （30课时） 

1.1.计算机科学基础知识  （3课时） 

数制及其转换、计算机内数据的表示 

1.2.计算机体系结构以及各主要部件的性能和基本工作原理  （20课时） 

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计算机系统组成、体系结构分类及特性、存储系统、

可靠性与系统性能评测基础知识； （10课时） 

计算机软件知识、数据结构与算法知识、操作系统知识、程序设计语言和

语言处理程序知识、数据库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多媒体基础知识（10课时） 

1.3.系统开发和运行知识  （4课时） 

软件工程知识、系统分析基础知识、系统设计基础知识、系统实施基础知

识、系统运行和维护基础知识、软件质量管理基础知识、软件过程改进基础知

识 

1.4.面向对象基础知识 （2课时） 

1.5.信息安全知识  （1课时） 

1.6.标准化、信息化和知识产权基础知识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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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信息化基础、知识产权础知识     

1.7.计算机专业英语 

（二）软件设计 （10课时） 

2.1.外部设计  （2课时） 

理解系统需求说明、准备进行系统开发、设计系统功能、设计数据模型、

编写外部设计文档、外部设计的评审 

2.2内部设计 （2课时） 

设计软件结构、输入输出、设计物理数据、构件的创建和重用、编写内部

设计文档、内部设计的评审 

2.3.数据库应用分析与设计 （2课时） 

2.4.程序设计 （2课时） 

模块划分、编写程序设计文档、程序设计评审 

2.5.系统实施 （2课时） 

配置计算机系统及环境、选择合适的程序设计语言、、用 C程序设计语言以

及 C++、Java中的任一种程序设计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系统测试 

2.6.软件工程应用 （学生自行学习） 

软件开发周期模型、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测试的原则与方法、软件质

量（软件质量特性、软件质量控制）、软件过程评估基本方法、软件能力成熟度

评估基本方法、软件开发环境和开发工具、面向对象技术、网络环境软件技术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软件设计师教程》，胡圣明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软件设计师考试同步辅导》，戴仕明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8 

2. 《软件设计师考试辅导教程》，希赛教育考试学院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与软件工程知

识、软件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学东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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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计

算机内的数据表

示、算术和逻辑

运算方法;掌握

相关的应用数学

及离散数学基础

知识; 

 

目标 2：掌握计算

机体系结构以及

各主要部件的性

能和基本工作原

理 ;掌握操作系

统、程序设计语言

的基础知识，了解

编译程序的基本

知识; 

目标 3：熟练掌握常

用数据结构和常用

算法;  

掌握 C 程序设计语

言，以及 C++、Java

中的一种程序设计

语言，熟悉数据库、

网络和多媒体的基

础知识; 

目标 4：熟悉软

件工程、软件

过程改进和软

件开发项目管

理 的 基 础 知

识;     掌握

软件设计的方

法和技术; 

目标 5：了

解信息化、

常 用 信 息

技术标准、

安全性，以

及 有 关 法

律、法规的

基础知识 

1.1.计算机科学基础知识 √     

1.2.计算机体系结构以及

各主要部件的性能和基本

工作原理 

√ √    

1.3.系统开发和运行知识  √  √  

1.4.面向对象基础知识   √   

1.5.信息安全知识     √ 

1.6.标准化、信息化和知识

产权基础知识 
    √ 

1.7.计算机专业英语   √  √ 

2.1.外部设计  √    

2.2内部设计   √   

2.3.数据库应用分析与设

计 
  √   

2.4.程序设计   √   

2.5.系统实施    √  

2.6.软件工程应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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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8A1       

英文名称：Technology of Software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院系：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分析基础、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可视化建

模与 UML、软件设计模式 

后续课程：软件测试工具、软件工程、软件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概念、核心方法、技术与过程，明白其

思想精髓；掌握各种开发方法的优劣，懂得选择适合问题特点的方法去解决问

题。 

目标2：建立软件的系统观，学会用系统思维理解问题、用分解的方法来解

决问题的一般思维方法与过程。 

目标3：掌握理解问题的核心建模对象、建模视角与基于模型驱动的认知方

法与过程；掌握计算单元演变的过程，掌握基于各种可计算单元的软件构造方

法与过程，理解各种设计方法的本质及其思想精髓。 

目标4：理解分析与设计结果的质量评价标准，掌握分析与设计结果质量的

评价方法。 

目标5：掌握软件产品或系统的项目组织结构与过程，懂得如何规划项目过

程和人力资源确保软件有序、按时和保质地开发出来。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4课时） 

1.1软件的概念、软件开发技术发展历程及其核心思想、分析与设计对软

件质量产生的影响。 （2课时） 

1.2认识认知对象、视角及其模型驱动的分析与设计宏观过程。（1课时） 

1.3知道各种开发方法比较。 （1课时） 

（二）需求的理解与定义 （10学时） 

2.1理解软件边界与范围定义。 （2课时） 

2.2系统边界与范围分析与定义实践。 （2课时） 

2.3掌握需求的概念与需求发现。 （2课时） 

2.4掌握需求捕获技术。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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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学会需求规格及其描述。 （1课时） 

2.6需求诱导与捕获技术与方法实践。 （2课时） 

（三） UML与可视化建模 （4学时） 

3.1知道可视化建模与 UML语言。 （2课时） 

3.2掌握基于 UML模型的问题解决过程。 （2课时） 

（四）业务领域分析  （10学时） 

4.1理解业务领域分析与企业信息化过程概述。 （2课时） 

4.2掌握业务组件分析与业务架构。 （2课时） 

4.3知道业务模式与业务复用。 （1课时） 

4.4掌握服务建模与架构。 （2课时） 

4.5学会业务要求陈述。 （1课时） 

4.6事件分析技术与方法实践。 （2课时） 

（五）系统分析与设计  （24学时） 

5.1理解分析与设计的任务与过程。 （2课时） 

5.2掌握结构化方法及其产品工程过程。 （2课时） 

5.3结构化分析与设计方法实践。 （2课时） 

5.4建模分析 （2课时） 

5.5掌握 OO方法及其产品工程过程。 （2课时） 

5.6面向对象方法实践 （系统事件识别、用例分析、事物分析、状态与行

为分析）； （2课时） 

5.7掌握数据分析与设计方法及过程。 （2课时） 

5.8掌握构件方法及过程。 （2课时） 

5.9掌握服务组件定义与设计方法。 （2课时） 

5.10业务组件识别与服务发现技术实践 （2课时） 

5.11知道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 （2课时） 

5.12学会系统需求规格描述。学会软件设计描述。 （2课时） 

（六）软件质量控制与评价 （4学时） 

6.1知道软件质量控制 （1学时） 

6.2掌握软件评审的一般流程与标准 （1学时） 

6.3掌握需求评审与验证 （1学时） 

6.4了解设计评审与确认 （1学时） 

（七）软件过程与项目组织 （4学时） 

7.1认识产品过程与项目过程的关系及其迭代本质 （1课时） 

7.2掌握项目计划的内容及其描述形式 （2课时） 

7.3学会项目计划的制定方法与过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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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软件工程技术发展  （4学时） 

8.1学会根据软件工程当前技术发展现状动态选定主题；学会从认知对象、

视角与过程出发阐述问题理解，总结系统分析的方法与过程； （2课时） 

8.2学会从系统的观点理解构成软件体系结构的各类可计算单元，总结软

件设计方法与过程；学会从不同的计算单元特征与本质出发，总结各类软件开

发方法的思想精髓。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原书第 7 版）,（美）惠腾（Whitten，J.L.），（美）

本特利（Bentley，L.D.）等编著，肖刚、孙慧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16.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系统分析与设计》（第 4 版），李爱萍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5 

2.《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第 2 版》，向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 

3.《系统分析与设计基础（第 5 版）（世界著名计算机教材精选）》，（美）

瓦拉西切等编著，龚晓庆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4.《系统分析与设计（原书第 9 版）》 ，肯德尔著，施平安等译，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4.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需求的理解与

定义、UML 与可视化建模、业务领域分析、结构化分析与设计方法、面向对象

分析与设计方法、构件方法及过程、服务组件定义与设计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群贤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DD%CC%D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Whitte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J.L&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BE%CC%D8%C0%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entle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A4%B8%D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EF%BB%D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0%AE%C6%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F%F2%D1%F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DF%C0%AD%CE%F7%C7%D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A8%CF%FE%C7%E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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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系统

分析与设计的基本

概念、核心方法、

技术与过程，明白

其思想精髓；掌握

各种开发方法的优

劣，懂得选择适合

问题特点的方法去

解决问题 

目标 2： 建

立软件的系

统观，学会用

系统思维理

解问题、用分

解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的

一般思维方

法与过程 

目标 3：掌握理解问题的

核心建模对象、建模视角

与基于模型驱动的认知

方法与过程 ；掌握计算

单元演变的过程，掌握基

于各种可计算单元的软

件构造方法与过程，理解

各种设计方法的本质及

其思想精髓。 

目标 5：理

解分析与

设计结果

的质量评

价标准，掌

握分析与

设计结果

质量的评

价方法 

目标 6：掌握软

件产品或系统的

项目组织结构与

过程，懂得如何

规划项目过程和

人力资源确保软

件有序、按时和

保质地开发出来 

1.1 软件开发技术发展

历程及其核心思想 
√ √ √   

1.2认识认知对象、视角

及其模型驱动的分析与

设计宏观过程 

√ √ √   

1.3 各种开发方法比较 √ √ √   

2.1 软件边界与范围定

义 
√ √    

2.2 系统边界与范围分

析与定义实践 
√ √    

2.3 需求的概念与需求

发现 
√ √    

2.4需求捕获技术 √ √    

2.5需求规格及其描述 √ √    

2.6 需求诱导与捕获技

术与方法实践 
√ √    

3.1 可视化建模与 UML

语言 
  √   

3.2 基于 UML 模型的问

题解决过程 
  √   

4.1 业务领域分析与企

业信化过程概述 
√ √ √   

4.2 业务组件分析与业

务架构 
√ √ √   

4.3 业务模式与业务复

用 
√ √ √   

4.4服务建模与架构 √ √ √   

4.5业务要求陈述 √ √ √   

4.6 事件分析技术与方

法实践 
√ √ √   

5.1 分析与设计的任务

与过程 
√ √ √   

5.2 结构化方法及其产

品工程过程 
√ √ √   

5.3 结构化分析与设计

方法实践 
√ √ √   

5.4建模分析 √ √ √   

5.5 面向对象方法及其

产品工程过程 
√ √ √   

5.6面向对象方法实践 √ √ √   

5.7 数据分析与设计方

法及过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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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构件方法及过程 √ √ √   

5.9 服务组件定义与设

计方法 
√ √ √   

5.10 业务组件识别与服

务发现技术实践 
√ √ √   

5.11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

计模式 
√ √ √   

5.12 系统需求规格和软

件设计描述 
√ √ √   

6.1软件质量控制    √  

6.2 软件评审的一般流

程与标准 
   √  

6.3需求评审与验证    √  

6.4设计评审与确认    √  

7.1 产品过程与项目过

程的关系及其迭代 
    √ 

7.2 项目计划的内容及

其描述形式 
    √ 

7.3 项目计划的制定方

法与过程 
    √ 

8.1动态选定主题   √   

8.2 从系统的观点理解

构成软件体系结构的各

类可计算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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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399A1        英文 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Software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软件类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分析基础、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可视化建

模与 UML、软件设计模式、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技术、软件测试工具、软件工

程 

后续课程：软件项目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概念、 核心方法、 技术与过程， 明

白其思想精髓。具备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 ，发现问题并理解业务的

能力，发现问题并捕获业务需求的能力，系统分析的能力，精确定义系统需求

规格的能力 ，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 。 

目标 2.了解各种开发方法的优劣， 懂得选择适合问题特点的方法去解决

问题。 

目标 3.建立软件的系统观， 学会用系统思维理解问题、 用分解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的一般思维方法与过程。 

目标 4. 掌握理解问题的核心建模对象、 建模视角与基于模型驱动的认知

方法与过程。 

目标 5：能够利用相关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工具 

目标 6.理解分析与设计结果的质量评价标准， 掌握分析与设计结果质量

的评价方法。学会撰写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电子商城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1.1问题定义 （1课时） 

1.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1.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1.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1.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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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二）图书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2.1问题定义 （1课时） 

2.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2.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2.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2.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2.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三）企业快信----短信+邮件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3.1问题定义 （1课时） 

3.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3.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3.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3.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3.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4.1问题定义 （1课时） 

4.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4.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4.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4.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4.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五）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5.1问题定义 （1课时） 

5.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5.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5.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5.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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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4课时） 

5.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六）火车票网上预订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6.1问题定义 （1课时） 

6.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6.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6.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6.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6.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七）物流信息网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7.1问题定义 （1课时） 

7.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7.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7.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7.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7.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八）网络在线考试系统分析与设计 （40课时） 

8.1问题定义 （1课时） 

8.2可行性研究 （3课时） 

8.3需求分析（业务分析、功能分析 、数据分析、动态分析） （4课时） 

8.4总体设计（软件运行环境、软件架构模式、建立软件结构图（功能模

块图）、设计数据库的表结构） （6课时） 

8.5详细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模块的界面及算法；建立数据库、录入数

据）  （4课时） 

8.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编写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综合实验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原书第 7 版）,（美）惠腾（Whitten，J.L.），（美）

本特利（Bentley，L.D.）等编著，肖刚、孙慧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16.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DD%CC%D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Whitte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J.L&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BE%CC%D8%C0%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entle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A4%B8%D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EF%BB%D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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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分析与设计》（第 4 版），李爱萍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5 

3.《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第 2 版》，向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 

4.《系统分析与设计基础（第 5 版）（世界著名计算机教材精选）》，（美）

瓦拉西切等编著，龚晓庆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5.《系统分析与设计（原书第 9 版）》 ，肯德尔著，施平安等译，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4.10 

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文档等相关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答辩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书（20%）、考勤（10%）。 

2.考核占比 7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群贤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0%AE%C6%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D3%CA%B5%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F%F2%D1%F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DF%C0%AD%CE%F7%C7%D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A8%CF%FE%C7%E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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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系统分析与

设计的基本概念、 核心方

法、 技术与过程， 明白其

思想精髓。具备用专业知识

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 ，发

现问题并理解业务的能力，

发现问题并捕获业务需求

的能力，系统分析的能力，

精确定义系统需求规格的

能力 ，解决方案的设计能

力 。  

目标 2.了

解各种开

发方法的

优劣， 懂

得选择适

合问题特

点的方法

去解决问

题。 

目标 3.建立

软件的系统

观， 学会用

系统思维理

解问题、 用

分解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的一般思维

方法与过程 

目 标  4. 

掌握理解

问题的核

心建模对

象、 建模

视角与基

于模型驱

动的认知

方法与过

程。 

目标 5：

能够利

用相关

计算机

辅助软

件工程

工具。 

目标  6.理

解分析与设

计结果的质

量 评 价 标

准， 掌握分

析与设计结

果质量的评

价方法。学

会撰写系统

分析与设计

说明书。 

1问题定义 √  √    

2可行性研究 √  √    

3需求分析 √ √ √ √ √  

4总体设计  √ √ √ √ √ 

5详细设计  √ √ √ √ √ 

6《系统分析与设计说明

书》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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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综合测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0A1         英文名称：Software Project Testing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软件类、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后续课程：软件项目管理、软件设计师综合、数据备份与恢复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软件项目的需求分析方法并且能够结合需求分析文档进行软

件测试方案的设计。 

目标 2：掌握基本的功能测试用例的设计和实施办法。 

目标 3：掌握基本的性能测试、安全性测试、压力测试等系统非功能属性

的测试用例设计和实施办法。 

目标 4：掌握缺陷跟踪及反馈的方法，会使用缺陷跟踪工具。学会撰写软

件测试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测试 （5课时） 

1.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1.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1.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1.4测试实施 （1课时） 

1.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1.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二）EOFFICE企业 OA系统测试 （5课时） 

2.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2.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2.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2.4测试实施 （1课时） 

2.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2.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三）PMAS个人信息助理系统测试 （5课时） 

3.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3.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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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3.4测试实施 （1课时） 

3.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3.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四）用户管理系统测试 （5课时） 

4.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4.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4.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4.4测试实施 （1课时） 

4.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4.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五）人事管理系统测试 （5课时） 

5.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5.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5.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5.4测试实施 （1课时） 

5.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5.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六）试题库管理系统测试 （5课时） 

6.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6.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6.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6.4测试实施 （1课时） 

6.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6.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七）移动短信项目测试 （5课时） 

7.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7.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7.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7.4测试实施 （1课时） 

7.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7.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八）个人博客项目测试 （5课时） 

8.1项目需求分析 （1课时） 

8.2测试方案设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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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测试用例设计 （1课时） 

8.4测试实施 （1课时） 

8.5缺陷反馈及跟踪 （0.5课时） 

8.6测试报告编写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综合课程设计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软件测试全程项目实战宝典》，王顺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2 

2.《敏捷软件测试：测试人员与敏捷团队的实践指南》，[美] 克里斯平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0 

3.《全栈性能测试实战宝典：JMeter 实战》，陈志勇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10 

4.《软件测试技术大全:测试基础、流行工具、项目实战》（第 3 版），陈能

技 黄志国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08 

5.《移动应用软件测试项目教程（Android 版）》，郑婷婷著，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6.05 

6．《软件测试的艺术》（第 3 版），（美）梅耶（Myers, G. J.）等著,张晓明，

黄琳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04 

7．项目的需求文档等相关资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答辩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测试报告（20%）、考勤作业 （10%）。 

2.答辩考核占比 70%。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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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软件项

目的需求

分析方法  

目标 2：能够结

合需求分析文

档进行测试方

案的设计 

目标 3：掌握基

本的功能测试

用例的设计和

实施办法 

目标 4：掌握系

统非功能属性

的测试用例设

计和实施办法 

目标 5：能

够利用相关

工具实施软

件功能及性

能测试 

目标 6：掌握缺陷

跟踪及反馈的方

法，会使用缺陷跟

踪工具。学会撰写

软件测试报告 

1项目需求分析 √      

2测试方案设计  √     

3测试用例设计   √ √ √  

4测试实施   √ √ √  

5缺陷反馈及跟踪      √ 

6测试报告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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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软件应用与测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1A1         

英文名称：Application and Testing on Social Softwar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软件类、计算机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社交容器的核心概念及测试方法。 

目标 2：掌握微信公众号编辑模式的开发和测试方法及开发环境搭建。 

目标 3：掌握微信公众号开发的常用接口的开发方法及相关的测试策略。 

目标 4：了解微信浏览器内置接口的开发方法和测试策略。 

二、课程内容 

（一）社交应用容器的核心概念 （4课时） 

1.1社交容器的概念，专有标准与开放标准，嵌入式应用程序的概念及实

例，应用程序视图、应用程序许可，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应用程序。 （1课时） 

1.2嵌入式应用程序测试（安全性测试、集成测试、兼容性测试）的方法。 

  （1课时） 

1.3 嵌入式应用程序测试环境搭建 （2课时） 

（二）微信公众号编辑模式 （4课时） 

2.1开启编辑模式的方法，开启自动回复消息的策略和方法 （1课时） 

2.2生成和设置自定义菜单及相关的测试方法，发起投票的方法及相关的

测试方法  （1课时） 

2.3 开发并测试生成自定义菜单及投票项目 （2课时） 

（三）搭建开发环境 （4课时） 

3.1 SAE环境搭建策略及测试策略 （1课时） 

3.2 BAE环境搭建策略及测试策略 （1课时） 

3.3开发并测试第一个应用 （2课时） 

（四）消息接口 API （8课时） 

4.1开发者模式接入的方法，消息接收和处理的方法及相关的测试策略 

  （1课时） 

4.2回复消息的方法及测试策略、生成带参数的二维码的方法 （1课时） 

4.3语音识别的方法和测试策略，调用客服接口的方法和测试办法（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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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开发并测试消息回复项目 （2课时） 

4.5 开发并测试语音识别项目 （2课时） 

（五）高级接口 （8课时） 

5.1上传和下载多媒体文件的方法和相关测试案例的设计与实施办法，用

户管理策略  （1课时） 

5.2获取用户的地理信息的方法和相关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调用高级群

发接口的方法和测试策略，多客服功能 （1课时） 

5.3 基于 LBS位置服务的微信应用的开发和测试方法 （1课时） 

5.4 可伸缩式布局——rem在社交类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1课时） 

5.5针对案例项目（微信公众平台海淘购物应用）的开发及测试方案设计 

  （4课时） 

（六）微信内置浏览器 WeiXin JS 接口 （4课时） 

6.1 WeixinJSBridge的接口（界面接口、分享接口、监听事件接口、功能

接口、第三方 APP接口）的功能及相应的测试方法。 （2课时） 

6.2 项目案例（隐藏／显示 WebView右上角的分享按钮；隐藏／显示

WebView底部的导航栏；跳转到扫描二维码界面；关闭 WebView；发送电子邮件

及图片预览）的开发及测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信公众平台开发标准教程》，王甲临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社交应用编程》，（美）勒布兰克著，贾洪峰，张丽苹译，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3.06 

2. 《微信公众平台:应用开发从入门到精通》，闫小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09 

3. 《微信小程序开发详解》，闫小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7 

4. 《微信公众平台应用开发实战》（第 2 版），钟志勇，何威俊，冯煜博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上机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郭煦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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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社交容器的核

心概念及测试

方法  

目标 2：掌握微信

公众号编辑模式

的开发和测试方

法及开发环境搭

建 

目标 3：掌握微信公

众号开发的常用接

口的开发方法及相

关的测试策略 

目标 4：了解微信

浏览器内置接口

的开发方法和测

试策略 

1.1社交容器的概念 √    

1.2嵌入式应用程序测试 √    

1.3 嵌入式应用程序测试环境搭建 √    

2.1 开启编辑模式和自动回复消息的策略

和方法 
 √   

2.2 生成和设置自定义菜单的方法及相关

的测试方法，发起投票的方法及相关的测

试方法 

 √   

2.3 开发并测试生成自定义菜单及投票项

目 
 √   

3.1 SAE环境搭建策略及测试策略   √  

3.2 BAE环境搭建策略及测试策略   √  

3.3开发并测试第一个应用   √  

4.1开发者模式接入的方法，消息接收和处

理的方法及相关的测试策略 
  √  

4.2回复消息的方法及测试策略、生成带参

数的二维码的方法 
  √  

4.3 语音识别的方法和测试策略，调用客

服接口的方法和测试办法 
  √  

4.4 开发并测试消息回复项目   √  

4.5 开发并测试语音识别项目   √  

5.1 上传和下载多媒体文件的方法和相关

测试案例的设计与实施办法，用户管理策

略 

  √  

5.2 获取用户的地理信息的方法和相关的

测试用例设计方法等 
  √  

5.3 基于 LBS 位置服务的微信应用的开发

和测试方法 
  √  

5.4 可伸缩式布局——rem 在社交类软件

开发中的应用 
  √  

5.5 项目案例   √  

6.1  WeixinJSBridge 的接口的功能及相

应的测试方法 
   √ 

6.2 项目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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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备份与恢复》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2A1        英文名称：Data Backup and Recove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制定灾难恢复的思想、灾难恢复计划的基本原则、确立业务

连续性及灾难恢复功能、制定灾难恢复计划及管理预算，学会使用灾难恢复产

生器生成智能化灾难恢复计划，并了解灾难恢复计划的步骤、IT及网络管理部

门在灾难恢复中的职责。 

目标 2：掌握组织风险评估、收集风险评估数据、编制并归档业务过程的

方法、确定威胁及脆弱点，学会评估并量化组织威胁、编写风险评估报告、评

估进度。 

目标 3：掌握确定关键业务活动的方法，学会制定灾难恢复程序，并了解

按恢复优先级对系统和功能进行分类措施、如何评审并批准灾难恢复程序以及

灾难期间合作组织的确定。 

目标 4：掌握如何制定发现安全破坏后的处理程序，了解计算机犯罪和计

算机攻击、隐私法的发展以及对特殊程序评估的注意事项。 

目标 5：掌握如何制定灾难恢复实施方案，学会分配实施任务、制定实施

表，并了解测试与演练过程以及威胁和解决方案的持续评估。 

二、课程内容 

（一）灾难恢复计划及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制定灾难恢复的思想、灾难恢复计划的基本原则、确立业务连续性及

灾难恢复功能、灾难恢复计划的步骤、IT及网络管理部门在灾难恢复中的职责。 

  （1课时） 

1.2 确定灾难恢复计划的领导者、组建灾难恢复计划小组、列出计划小组

的技能清单、培训灾难恢复计划小组、开展宣传认知活动、制定灾难恢复计划

及管理预算、正确处理有关标准和规范的问题。 （2课时） 

1.3 制作灾难恢复计划工具的使用 （1课时） 

（二）风险评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收集风险评估数据、编制并归档业务过程。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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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确定威胁及脆弱点、评估并量化组织威胁 编写风险评估报告。 

  （1.5课时） 

2.3 掌握量化风险分析方法。 （1课时） 

（三）系统功能恢复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确定关键的业务活动、按恢复优先级对系统和功能进行分类、制定职

责分配表、评估保险需求及保险范围。 （1课时） 

3.2 确定需要制定的灾难恢复程序、制定并编写灾难恢复程序、评审并批

准灾难恢复程序、 为每一机构制定基本的灾难恢复计划、发布计划、评估进度 

  （2课时） 

3.3 确定灾难期间的合作组织、与公共服务提供者合作、制定与保险公司

合作的程序、制定与私营服务提供者合作的程序、制定商业领域合作程序、与

媒体沟通、与风险共担者沟通。 （1课时） 

（四）灾难恢复程序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4.1 计算机犯罪和计算机攻击、隐私法的发展、计算机系统是如何被攻击

的。  （1课时） 

4.2制定发现安全破坏后的处理程序。 （1课时） 

4.3制定与执法部门合作的程序、制定确认经济损失的程序、制定 IT恢复

程序 组建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小组。 （1.5课时） 

4.4特殊情况的程序制定。 （0.5课时） 

（五）灾难恢复计划实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制定实施方案、分配实施任务、制定实施进度表、分发灾难恢复文档、

评估减缓措施的价值和效率、开展内部及外部认知活动、启动灾难恢复培训计

划。  （1课时） 

5.2 测试与演练过程、采用循序渐进的测试过程、设置测试场景、训练子

单位的响应能力  衡量程序的有效性并进行适度调整等。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灾害恢复指南》，Michael Erbschloe（编著），杜江（译），重庆大学出

版社，2005.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Guide to Disaster Recovery》，Michael Erbschloe 主编，Thomson Course 

Technology，2003.03 

2.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与能力评估》，刘建毅等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2017.02 

3. 《Business Continuity Strategies: Protecting Against Unplanned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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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Edition），Kenneth N. Myers 编著，Wiley，2006.09 

4. 《Disaster Recovery》 （2nd Edition），Brenda D. Phillips 编著，CRC Press，

2015.10 

5. 《The Disaster Recovery Handbook & Household Inventory Guide》，Amy 

Bacha 等编著，United Policyholders，2006.07 

6． 《Disaster Recovery Planning for Nonprofits》，Michael K. Robinson 编著，

Hamilton Books，2003.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灾难恢复的思

想、灾难恢复计划的基本原则、业务连续性的确立和灾难恢复功能；风险评估

模型、关键业务活动的确定、威胁及脆弱点、如何量化组织威胁；制定并编写

灾难恢复程序的原则、 评审并批准灾难恢复程序的方法；计算机犯罪和计算机

攻击、隐私法、 计算机系统是如何被攻击的、制定发现安全破坏后的处理程序

的方法；制定灾难恢复实施计划的原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吕品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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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制定灾

难恢复的思想、灾难

恢复计划的基本原

则，学会使用灾难恢

复产生器生成智能化

灾难恢复计划 

目标 2：掌握组织

风险评估的方法，

学会评估并量化

组织威胁、编写风

险评估报告、评估

进度 

目标 3：掌握确

定关键业务活

动的方法，学会

制定灾难恢复

程序 

目标 4:掌握

如何制定发

现安全破坏

后的处理程

序 

目标 5：掌握如

何制定灾难恢

复实施方案，学

会分配实施任

务、制定实施表 

1.1灾难恢复的思想、灾

难恢复计划的基本原则 
√     

1.2 灾难恢复计划与管

理 
√     

1.3 制作灾难恢复计划

工具的使用 
√     

2.1收集风险评估数据、

编制并归档业务过程 
 √    

2.2确定威胁及脆弱点、

评估并量化组织威胁  
 √    

2.3编写风险评估报告  √    

3.1 确定关键的业务活

动、按恢复优先级对系统

和功能进行分类  

  √   

3.2 制定并编写灾难恢

复程序 
  √   

3.3 确定灾难期间的合

作组织与风险共担者沟

通 

  √   

4.1 计算机犯罪和计算

机攻击、计算机系统是如

何被攻击的 

√ √ √ √ √ 

4.2 制定发现安全破坏

后的处理程序 
√ √ √ √ √ 

4.3 制定与执法部门合

作的程序、组建计算机安

全事件响应小组 

√ √ √ √ √ 

4.4 特殊情况的程序制

定 
√ √ √ √ √ 

5.1 制定灾难恢复实施

方案、实施任务、实施进

度表等 

√ √ √ √ √ 

5.2测试与演练过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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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3A1        英文名称：Foundations For Analy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统计学基础 

后续课程：大数据技术、项目开发、分布式数据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如何用 Python进行数据分析、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加工、处

理和可视化等内容。 

目标 2：深刻理解数据分析的工作原理，并能动手设计相应的算法完成数

据处理等相关工作。 

目标 3：能用相关工具分析金融、医疗等大数据，对其进行建模求解。 

二、课程内容 

（一）Python数据分析概述 （2课时） 

1.1理解数据分析的概念。 

1.2了解数据分析和 Python的发展过程。 

1.3掌握重要的 Python库。 

（二）Python程序库入门 （6课时） 

2.1掌握数据分析用到的软件的安装和设置，熟悉 Windows、Linux、Mac OS 

X 等平台的安装，掌握从源代码安装 NumPy、SciPy、Matplotlib 和 IPython，

掌握一个简单的应用。 （2课时） 

2.2掌握 NumPy数组。 （1课时） 

2.3了解寻求帮助和参考资料的途径。 （1课时） 

2.4掌握数据分析环境和相关软件的安装和调试。 （2课时） 

（三）NumPy数组 （6课时） 

3.1掌握 NumPy数组对象的创建、数据元素的选择、NumPy的数值类型，一

维数据的切片和索引、处理数组形状、创建数组的视图和拷贝。 （2课时） 

3.2熟悉花式索引、基于位置列表的索引方法。 （1课时） 

3.3用布尔型变量索引 NumPy数组和 NumPy数组的广播。 （1课时） 

3.4NumPy数组实践。 （2课时） 

（四）统计学与线性代数 （6课时） 

4.1 掌握 NumPy 和 SciPy 模块，能用 NumPy 进行简单的统计计算、线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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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运算、矩阵的逆、求解线性方程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2课时） 

4.2创建掩码式 NumPy数组等。 （2课时） 

4.3 统计学与线性代数实践。 （2课时） 

（五）pandas （4课时） 

5.1掌握 pandas的数据结构、基本功能、汇总和计算统计描述。（1课时） 

5.2处理缺失数据、层次化索引。 （1课时） 

5.3pandas实践。 （2课时） 

（六）数据加载、存储和文件格式 （4课时） 

6.1了解各类数据格式，掌握读写文本格式的数据和二进制数据格式。 

  （1课时） 

6.2熟练使用 HTML 和 Web API和数据库。 （1课时） 

6.3数据加载、存储和文件格式实践。 （2课时） 

（七）数据规整化 （4课时） 

7.1 了解数据的清理、转换、合并和重塑的过程，熟练掌握数据集的合并、

重塑和轴向选装、数据转换以及字符串的操作等。 （2课时） 

7.2数据规整化实践。 （2课时） 

（八）绘图和可视化 （4课时） 

8.1 了解 matplotlib API，pandas 中的绘图函数，了解 Python 图形化工具

生态系统。 （2课时） 

8.2绘图和可视化、数据聚合与分组运算、时间序列实践。 （2课时） 

（九）数据聚合与分组运算 （2课时） 

9.1 了解 GroupBy 技术，熟练掌握数据聚合、分组级运算和转换、透视表和

交叉表等。 

（十）时间序列 （2课时） 

10.1熟悉日期和时间数据类型及工具、掌握时间序列基础、日期的范围、频

率以及移动、时区处理、时期及其算术运算、重采样及频率转换、时间序列绘图、

移动窗口函数。 

10.2了解性能和内存使用方面的注意事项。 

（十一）金融和经济数据应用 （6课时） 

11.1掌握数据规整化方面内容。 （2课时） 

11.2掌握分组变换和分析，能对相关应用进行扩展使用。 （2课时） 

11.3金融、经济、交通、医疗等数据应用综合分析 （2课时） 

（十二）NumPy高级应用介绍 （2课时） 

12.1了解 ndarray对象的内部机理、高级数组操作、广播、ufunc高级应用、

结构化和记录式数组。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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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NumPy的 matrix类、高级数组输入输出、性能等。（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利用 Python进行数据分析》，Wes McKinnye 著，唐学韬等译，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Python 数据分析基础》，Clinton W.Brownley 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 

2.《Python 数据分析》（影印版 英文版），Ivan Idris，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 

3.《Python 数据科学指南》，Gopi，Subramanian，萨伯拉曼尼安著，方延

风，刘丹译，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201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10%）和考勤作业等（10%）。 

2.上机成绩占比 20%，主要是上机测试。 

3.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理解数据分析

的功能；掌握基于 Python 对数据分析的环境配置、整个处理过程及可视化方法；

了解 NumPy 高级应用、在线帮助资源等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芦立华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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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如何用
Python 进行数据分
析、对数据进行预处
理、加工、处理和可
视化等内容。 

目标 2：深刻理解数据
分析的工作原理，并能
动手设计相应的算法
完成数据处理等相关
工作。 

目标 3：能用相关
工具分析金融、医
疗等大数据，对其
进行建模求解。 

1.1理解数据分析的概念。 √ √  

1.2了解数据分析和 Python的发展过程。 √   

1.3掌握重要的 Python库。 √ √ √ 

2.1掌握数据分析用到的软件的安装和设置，熟悉
Windows、Linux、Mac OS X 等平台的安装，掌握
从源代码安装 NumPy、SciPy、Matplotlib 和
IPython，掌握一个简单的应用。 

√   

2.2掌握 NumPy数组。 √ √  

2.3了解寻求帮助和参考资料的途径。 √ √  

2.4掌握数据分析环境和相关软件的安装和调试。 √ √  

3.1掌握NumPy数组对象的创建、数据元素的选择、
NumPy的数值类型，一维数据的切片和索引、处理
数组形状、创建数组的视图和拷贝。 

√ √  

3.2熟悉花式索引、基于位置列表的索引方法。 √ √  

3.3用布尔型变量索引 NumPy数组和 NumPy数组的
广播。 

  √ 

3.4NumPy数组实践。  √ √ 

4.1掌握 NumPy和 SciPy模块，能用 NumPy进行简
单的统计计算、线性代数运算、矩阵的逆、求解
线性方程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 √ 

4.2创建掩码式 NumPy数组等。  √ √ 

4.3统计学与线性代数实践。 √ √ √ 

5.1 掌握 pandas 的数据结构、基本功能、汇总和
计算统计描述。 

√ √  

5.2处理缺失数据、层次化索引。 √ √  

5.3pandas实践。 √ √ √ 

6.1了解各类数据格式，掌握读写文本格式的数据
和二进制数据格式。 

√  √ 

6.2熟练使用 HTML和 Web API和数据库。 √  √ 

6.3数据加载、存储和文件格式实践。 √ √ √ 

7.1了解数据的清理、转换、合并和重塑的过程，
熟练掌握数据集的合并、重塑和轴向选装、数据
转换以及字符串的操作等。 

√ √  

7.2数据规整化实践。 √ √ √ 

8.1了解 matplotlib API，pandas中的绘图函数，
了解 Python图形化工具生态系统。 

√   

8.2绘图和可视化、数据聚合与分组运算、时间序
列实践。 

√ √ √ 

9.1了解 GroupBy技术，熟练掌握数据聚合、分组
级运算和转换、透视表和交叉表等。 

√ √  

10.1 熟悉日期和时间数据类型及工具、掌握时间
序列基础、日期的范围、频率以及移动、时区处
理、时期及其算术运算、重采样及频率转换、时
间序列绘图、移动窗口函数。 

√   

10.2了解性能和内存使用方面的注意事项。 √ √  

11.1掌握数据规整化方面内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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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掌握分组变换和分析，能对相关应用进行扩
展使用。 

  √ 

11.3 金融、经济、交通、医疗等数据应用综合分
析。 

  √ 

12.1 了解 ndarray 对象的内部机理、高级数组操
作、广播、ufunc高级应用、结构化和记录式数组。 

√ √ √ 

12.2NumPy 的 matrix 类、高级数组输入输出、性
能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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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4A1 

英文名称：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Software System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算法设计与分析，Web系统开发 

后续课程：软件设计师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应用软件系统开发的开发环境，JDK，服务器配置，开发平台，

常用框架搭建，数据库服务器配置和测试等软硬件环境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利用常用框架和技术快速搭建 GRUID基本功能模块的能力。 

目标 3：掌握应用软件的基本需求和功能，并能根据实际应用明确角色权

限分配 

目标 4：掌握应用软件的 MVC三层架构模式开发，并配合基本框架及软件

工具实现各层的代码，并设计应用层和数据持久层加以实现。 

目标 5：通过软件项目管理完成各模块整合和功能的全面测试，并实现一

个中小应用软件的开发。 

二、课程内容 

（一）应用软件的开发环境安装和部署配置 （5课时） 

1.1编译器安装和配置环境变量 

1.2 常用开发环境的安装和配置，如 IDEA，Eclipse等开发平台 

1.2 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端访问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1.3 Web服务器的安装部署和配置 

1.4 各类框架的部署和配置 Struts,Spring ,Hibinates,Spring 

boot ,Spring MVC等 

1.5 各类 Jar包的使用及准备。  

1.6 git等软件开发版本控制的使用 

（二）快速搭建具有 GRUID功能的数据库模块代码架构，实现前台界面设

计和后台代码支持 （15课时） 

2.1采用 Springboot+Spring MVC +MySql+IDEA + Generator+ Bootstrap

等工具实现一个简单应用的增删改查等基本功能。 

2.2熟悉用 Java代码和 Javascript脚本代码和各类插件编写网页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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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代码，实现增删改查的基本界面。 

（三）应用软件的基本需求和功能的面向对象的分析 （5课时） 

3.1 使用 UML工具进行应用软件的需求建模，功能用例分析，类图设计，

以及对象间的时序逻辑关系图以及状态转换图等的设计。明确具体的业务流程

和大概的功能。 

3.2  设计数据库，使用 PowerDesigner工具进行数据建模，通过逻辑设计

和物理设计完成应用软件的数据库设计。也可通过 MyBatis等快速逆向工程实

现数据库的设计和实现。 

（四）实现 MVC三层架构模式的软件应用开发 （10课时） 

4.1 熟悉 Spring MVC 的框架编程，掌握三层代码的实现功能和逻辑。 

4．2使用 Struts,Spring,Hibenate等实现 MVC模式的开发。 

（五）实现版本控制以及基完成各模块整合和功能的全面测试 （5课时） 

5.1用户权限和各模块得整合测试等 

5.2 应用系统各模块得整合测试等。 

参考课题说明： 

1、教学管理系统 

该系统完成对教学信息管理，教学信息包括课程、教师、教学评价等。 

2、信息发布审核管理系统 

该系统实现新闻、通知等信息的发布审核流程管理。 

3、科研成果及论文管理系统 

该系统实现科研成果及论文的上报、审核和统计等管理功能。 

4、资产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实现设备、图书等资产信息管理与维护等功能。 

5、党建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实现党建信息（如：共青团推优人员、先进积极分子、预备党员）

管理功能。 

6、小型游戏软件 

 该系统实现小型智力类和角色类游戏功能（如俄罗斯方块）。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行编写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深入实践 Springboot》，陈韶健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3 

2. 《JavaWeb 整合开发王者归来》，刘京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7 

3. 《轻量级 Java EE 企业应用实战》（第 3 版），李刚等编著，电子工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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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4.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提交大作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出勤（10%）及作业等（10%）以及

提交的各类软件代码和各个阶段的作品。 

2.大作业考核占比 40%，采用答辩方式，主要体现在课题的实现的技术路

线和设计方法和创新点的阐述。 

五、附件 

 

制定人：  沈学东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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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应用

软件系统开发的

开发环境，JDK，

服务器配置，开

发平台，常用框

架搭建，数据库

服务器配置和测

试等软硬件环境

的能力。 

目标 2：

掌握利用

常用框架

和技术快

速 搭 建

GRUID 基

本功能模

块 的 能

力。 

目标 3：掌

握应用软

件的基本

需求和功

能，并能根

据实际应

用明确角

色权限分

配 

目标 4：掌握应

用软件的 MVC三

层架构模式开

发，并配合基本

框架及软件工具

实现各层的代

码，并设计应用

层和数据持久层

加以实现。 

目标 5：通

过软件项目

管理完成各

模块整合和

功能的全面

测试，并实

现一个中小

应用软件的

开发。 

1.1编译器安装和配置环境变量 √ √  √  

1.2 常用开发环境的安装和配置，如IDEA，

Eclipse等开发平台 
√ √  √  

1.3 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端访问工具的安

装和配置 
√ √  √  

1.4 Web服务器的安装部署和配置 √ √  √  

1.5 各 类 框 架 的 部 署 和 配 置

Struts,Spring,Hibinates,Spring 

boot ,Spring MVC等 

√ √  √  

1.6 各类 Jar包的使用及准备。  √ √  √  

1.7 git等软件开发版本控制的使用 √ √ √ √ √ 

2.1Springboot+Spring mvc √ √ √ √ √ 

2.2 熟悉用 Java 代码和和 Javascript 脚

本代码和各类插件编写网页的前后台代码 
 √    

3.1 使用 UML 工具进行应用软件的需求建

模 
  √   

3.2 设计数据库，使用 PowerDesigner 工

具进行数据建模，通过逻辑设计和物理设

计完成应用软件的数据库设计 

  √   

4.1 熟悉 Spring MVC 的框架编程，掌握

三层代码的实现功能和逻辑。 
√ √ √ √  

4．2 使用 Struts,Spring,Hibenate 等实

现 MVC模式的开发 
√ √ √ √ √ 

5.1用户权限和各模块得整合测试等     √ 

5.2 应用系统各模块的整合测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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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文书与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5A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documents and writ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天线与电波传播、光纤通信、移动通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程文书的写作规范，了解工程文书写作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撰写工程文书的方法。 

目标 3：学会使用科技论文的规范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科学观点。 

二、课程内容 

（一） 工程文书的基本概念 （2学时） 

1.1了解工程文书的定义； （0.5学时） 

1.2 了解工程文书写作的意义； （0.5学时） 

1.3了解工程文书的基本特征； （0.5学时） 

1.4熟练掌握工程文书的类型与科技论文的基本结构。 （0.5学时） 

（二）文书撰写平台 （2学时） 

2.1 了解排版软件 WORD和 LANTEX的运行环境要求； （0.5学时） 

2.2掌握工程文书的结构和排版的基本方法； （0.5学时） 

2.3学会软件进行不同类型工程文书排版和工程文书模板的套用； 

  （0.5学时） 

2.4会制作 PDF格式文件 （0.5学时） 

（三）前导部分撰写 （4课时） 

3.1了解文书题目的总体要求； （0.5学时） 

3.2 了解作者署名的规范要求； （0.5学时） 

3.3掌握摘要的撰写要求和方法； （1学时） 

3.4掌握关键词的选择和排序原则； （1学时） 

3.5掌握英文摘要的撰写方法。 （1学时） 

（四）正文部分的撰写 （6课时） 

4.1了解科技语言的特点及其与口语的差异； （0.5学时） 

4.2掌握科技术语，计量单位以及数字标点的使用规范； （0.5学时） 

4.3学会公式编辑器（mathtype）编辑数学公式； （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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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掌握图表选择和设计的原则，能够使用 excel等软件设计和编制表格； 

  （1.5学时） 

4.5学会 Visio，Matlab等软件绘制和设计插图 （1.5学时） 

（五）参考文献及附录 （2课时） 

5.1了解引证参考文献的作用； （0.5学时） 

5.2掌握引证参考文献的依据与参考文献的基本类型； （0.5学时） 

5.3 熟练掌握著录符号的基本要求与具体格式； （0.5学时） 

5.4 了解附录的作用及其有关注意事项。 （0.5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科技论文写作》 马维绪 马玉瑛， 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9.4 

2. 《科技论文写作》 赵鸣，丁燕， 科学出版社 2014.8 

3. 《科技论文写作入门》 张孙玮，吕伯昇，张迅，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4. 《怎样写好文献综述——案例及评述》 张黎，科学出版社 2008 

5. 《科技论文写作》 郭倩玲，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6. 《科技写作》 赵东元，查长松，雍明远，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课程论文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 

2.课程论文占比 60%：提交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调研报告或学术论文。 

五、附件 

 

制定人：  肖骁琦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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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工程文书的写

作规范，了解工程文书写作

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运用现代化信

息技术撰写工程文书的方

法。 

目标 3：学会使用科技论文的

规范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科学

观点 

1.3了解工程文书的基本特征； √   

1.4 熟练掌握工程文书的类型与科

技论文的基本结构。 √   

2.2 掌握工程文书的结构和排版的

基本方法； 
√   

2.3 学会软件进行不同类型工程文

书排版和工程文书模板的套用； 
 √  

2.4会制作 PDF格式文件  √  

3.1了解文书题目的总体要求；   √ 

3.2 了解作者署名的规范要求； √  √ 

3.3掌握摘要的撰写要求和方法； √  √ 

3.4掌握关键词的选择和排序原则； √  √ 

3.5掌握英文摘要的撰写方法。 √  √ 

4.1 了解科技语言的特点及其与口

语的差异； 
  √ 

4.2掌握科技术语，计量单位以及数

字标点的使用规范； 
  √ 

4.3 能 够 使 用 公 式 编 辑 器

（mathtype）编辑数学公式； 
 √ √ 

4.4掌握图表选择和设计的原则，能

够使用 excel 等软件设计和编制表

格； 

 √ √ 

4.5能够使用 Visio，Matlab等软件

绘制和设计插图 
 √ √ 

5.1了解引证参考文献的作用；   √ 

5.2 掌握引证参考文献的依据与参

考文献的基本类型； 
√  √ 

5.3 熟练掌握著录符号的基本要求

与具体格式； 
√  √ 

5.4 了解附录的作用及其有关注意

事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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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无线接入与 IP 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6A1       

英文名称：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and IP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原理、交换技术及应用 

后续课程： NGB通信技术、NGN软交换技术、融合通信技术、无线互联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下列专业知能，包括认识 WLAN的主要设备及功能，完成

WLAN网络组建与网络配置以及 WLAN网络维护。 

目标 2：掌握配置小型无线局域网，为从事物联网、智能家居等方面的工

作奠定基础。 

目标 3: 掌握 WLAN的组建与维护。 

二、课程内容 

（一）通信技术基础 （4课时） 

1.1．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2．掌握通信系统的模型及特点  （2课时） 

1.3．了解常见的通信网络及关键技术  （1课时） 

（二）无线宽带接入技术概述 （10课时） 

2.1．了解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1课时） 

2.2．掌握无线宽带接入技术基本概念、特点和常用术语  （4课时） 

2.3．了解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分类  （4课时） 

2.4．了解 BWA技术的发展状况  （1课时） 

（三）WLAN与 IP技术  （12课时） 

3.1．WLAN的概念及特点，标准体系结构  （4课时） 

3.2．WLAN关键技术， WLAN的协议标准  （4课时） 

3.3．WLAN移动性管理， WLAN应用场景  （4课时） 

（四）WLAN的组建与维护  （6课时） 

4.1．WLAN的设备      （1课时） 

4.2．WLAN的拓扑结构     （1课时） 

4.3．点对点模式 WLAN IP配置   （2课时） 

4.4．基础结构模式 WLAN IP配置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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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WLAN常见故障排除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罗振东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宽带无线接入网的动态 QoS技术》，曾菊玲主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3 

2.《无线传输与接入技术》，孙学康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3.《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与系统》 张玉艳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4.《宽带接入技术》 毛京丽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5.《无线接入技术》姚美菱主编，化工出版社，2016 

四、课程考核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通信技术基

础、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概念及特点、移动宽带接入和固定宽带接入技术、WLAN

物理层和 MAC 层的关键技术、掌握 WLAN 的主要设备及功能、理解 WLAN 的主要

拓扑结构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渊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DE%D5%F1%B6%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F8%BE%D5%C1%E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book.jd.com/writer/%E5%AD%99%E5%AD%A6%E5%BA%B7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C%A0%E7%8E%89%E8%89%B3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AF%9B%E4%BA%AC%E4%B8%BD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A7%9A%E7%BE%8E%E8%8F%B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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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培养学生下列专业知能，包

括认识 WLAN的主要设备及功能，完

成 WLAN网络组建与网络配置以及

WLAN网络维护。 

目标 2：掌握配置小型无线局域

网，为从事物联网、智能家居

等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 

目标 3: 掌握 WLAN的

组建与维护。 

主要设备及功能 √ √ √ 

网络组建  √ √ 

网络配置 √  √ 

网络维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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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编程技术基础与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7A1          

英文名称：Basic Communication Programming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智能终端开发、信息交换技术、计算机通信网络、单片机原理与应

用、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Java语言的基本表达方法、分支结构、循环结构，了解异常

处理、文件和流、线程。 

目标 2：掌握 Java语言类和对象方法、继承、多态、接口理论。 

目标 3：掌握线性表、栈、队列、树、图等基本数据结构，掌握常用查找

算法和排序算法。 

目标 4：掌握基于 Eclipse平台编写 Java程序，掌握编程实现 Java版的

数据结构算法。 

二、课程内容 

（一）Java的基本表达方法 （18课时） 

1.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简介、Java程序设计语言简介、软件开发环境 

  （1课时） 

1.2 Java程序的基本结构、标识符与关键字、控制台输入/输出（ 1课时） 

1.3变量、常量、算术运算和位运算、赋值语句、字符 （2课时）  

1.4 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 （2课时） 

1.5 数组、Java常用类、String类、StringBuffer类 （2课时） 

1.6 异常处理、文件和流、线程 （2课时） 

1.7 实验 1：Java开发环境安装 （2课时） 

1.8 实验 2：数据类型及表达式 （2课时） 

1.9实验 3：分支结构与循环结构 （2课时） 

1.10实验 4：数组与字符串 （2课时） 

（二）Java的类和对象 （8课时） 

2.1 类、对象、方法、成员变量、构造方法 （2课时） 

2.2 方法的定义和调用、重载、递归、Math数学类方法、类的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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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2.3继承、抽象类和最终类、多态、接口 （2课时） 

2.4 实验 5：类与对象 （2课时） 

（三）基本数据结构 （16课时） 

3.1数据结构基本概念、线性表 （2课时） 

3.2 串的存储和实现、串的模式匹配 （2课时） 

3.3栈概念和存储、队列概念和存储、数组概念和存储 （2课时） 

3.4树的概念、遍历、二叉树、线索二叉树、Huffman树 （2课时） 

3.5图的表示、实现及遍历，最小生成树，最短路径 （4课时） 

3.6 实验 6：栈与队列 （2课时） 

3.7实验 7：二叉树建立和遍历 （2课时） 

（四）数据结构中常用算法 （6课时） 

4.1二分法查找、散列、二叉排序树和平衡二叉树 （2课时） 

4.2插入排序、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归并排序 （2课时） 

4.3 实验 8：查找和排序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 《Java语言程序设计》，姚晓玲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2.《数据结构（Java 版）》（第 4 版），叶核亚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Java 语言描述》（第 3 版），马克 艾伦 维斯

等编著，冯舜玺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3 

2. 《实用数据结构基础》（第 4 版），陈元春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09 

3. 《Java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第 10 版），梁勇编著，戴开宇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7 

4. 《Java从入门到精通》，上明日科技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0 

5. 《Java 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教程》（第 2 版），John Lewis 等编著，辛

运帏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Java 语言的基

本数据类型、数组及类的表达方法，条件和循环语句，继承、多态和接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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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中线性表、栈、队列、树、图等基本数据结构、常用查找和排序算法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林晓晨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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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Java

语言的基本表达方

法、分支结构、循环

结构，了解异常处

理、文件和流、线程。 

目标 2：掌握

Java语言类

和对象方法、

继承、多态、

接口理论。 

目标3：掌握线性表、

栈、队列、树、图等

基本数据结构，掌握

常用查找算法和排

序算法。 

目标 4：掌握基于

Eclipse平台编写

Java程序，掌握编

程实现 Java版的数

据结构算法。 

1.1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简介、Java

程序设计语言简介、软件开发环境。 
√    

1.2 Java 程序的基本结构、标识符

与关键字、控制台输入/输出 
√    

1.3变量、常量、算术运算和位运算、

赋值语句、字符 
√    

1.4 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 √    

1.5 数组、Java常用类、String类、

StringBuffer类 
√    

1.6 异常处理、文件和流、线程 √    

1.7 实验 1：Java开发环境安装    √ 

1.8 实验 2：数据类型及表达式    √ 

1.9实验 3：分支结构与循环结构    √ 

1.10实验 4：数组与字符串    √ 

2.1 类、对象、方法、成员变量、

构造方法 
 √   

2.2 方法的定义和调用、重载、递

归、Math 数学类方法、类的深入讨

论 

 √   

2.3继承、抽象类和最终类、多态、

接口 
 √   

2.4 实验 5：类与对象    √ 

3.1数据结构基本概念、线性表   √  

3.2 串的存储和实现、串的模式匹

配 
  √  

3.3 栈概念和存储、队列概念和存

储、数组概念和存储 
  √  

3.4树的概念、遍历、二叉树、线索

二叉树、Huffman树 
  √  

3.5图的表示、实现及遍历，最小生

成树，最短路径 
  √  

3.6 实验 6：栈与队列    √ 

3.7 实验 7：二叉树建立和遍历    √ 

4.1二分法查找、散列、二叉排序树

和平衡二叉树 
  √  

4.2插入排序、冒泡排序、选择排序、

归并排序 
  √  

4.3 实验 8：查找和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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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软件综合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8A1        

英文名称：Softwar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s of IO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物联网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操作系统原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及关键技术。 

目标 2：了解当前主流的公有云服务，学会如何应用主流公有云平台。 

目标 3：理解并掌握主流开源云计算平台 OpenStack。 

目标 4：理解并应用主流开源大数据平台 Hadoop及主要组件。 

二、课程内容 

（一）云计算概述 （2课时） 

1.1 理解云计算。理解云计算的基本概念，了解分布式计算、云计算的发

展历史，掌握云计算的特点与优势，理解云计算与其他计算模式的区别，掌握

云计算的服务模式与基本分类。 （1 课时） 

1.2 理解数据中心、云计算与大数据的相互关系。了解云计算的发展现状，

掌握云计算的基本实现机制，理解云计算的成本优势。 （1 课时） 

（二）Google 云计算原理与应用 （6课时） 

2.1 了解 GFS 文件系统。了解分布式存储系统 Megastore，了解大规模分布式

系统的监控基础架构 Dapper，了解海量数据的交互式分析工具 Dremel，了解内

存大数据分析系统 PowerDrill。 （2 课时） 

2.2 了解 BigTable。了解分布式锁服务 Chubby，了解分布式结构化数据表

Bigtable。  （2 课时） 

2.3 掌握 Google App Engine 的简单应用。能运用 Google App Engine 完成简单

应用。（2 课时） 

（三）Amazon 云计算 AWS （4课时） 

3.1 了解弹性计算云 EC2。能够设计简单的 AWS 应用实例。 （2 课时） 

3.2 了解简单存储服务 S3。理解基础存储架构 Dynamo，理解非关系型数据库

服务 SimpleDB 和 DynamoDB，了解关系数据库服务 RDS，了解简单队列服务 SQS，

了解内容推送服务 CloudFront。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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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软云计算 Windows Azure （4课时） 

4.1 了解云操作系统 Windows Azure。理解微软云平台的基本架构。（2 课时） 

4.2 了解微软云关系数据库 SQL Azure。了解 AppFabric 关键技术，了解

Windows Azure 服务平台的使用方法。 （2 课时） 

（五）虚拟化技术 （8课时） 

5.1 掌握虚拟化的概念与原理。理解虚拟化与云计算的相互关系。 （2 课时） 

5.2 理解半虚拟化、全虚拟化的概念与原理，了解虚拟化的环境特点，了解

虚拟化的技术分类。 （2 课时） 

5.3 理解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与桌面虚拟化中的核心技

术。  （2 课时） 

5.4 会运用 Xen、VMWare 与 Hyper-V 等虚拟化工具。 （2 课时） 

（六）OpenStack 开源虚拟化平台 （10课时） 

6.1 理解计算服务 Nova。 （2 课时） 

6.2 理解对象存储服务 Swift。 （2 课时） 

6.3 了解镜像服务 Glance 的概念与工作机制。 （2 课时） 

6.4 能够独立完成 OpenStack 分布式计算集群的配置。 （4课时） 

（七）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10 课时） 

7.1 理解 HDFS 的体系架构。 （2 课时） 

7.2 掌握 HDFS 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实现机理。 （2 课时） 

7.3 理解 HDFS 数据块的读写规程与数据可靠性保障机制。 （2 课时） 

7.4 能够应用 HDFS 完成基本的分布式数据存储与维护。 （2 课时） 

7.5 能够自主搭建与配置 HDFS 环境。 （2 课时） 

（八）MapReduce 并行编程模式 （4 课时） 

8.1 掌握 MapReduce 的并行原理，能够运用 MapReduce 完成基本的分布式计

算任务。  （2 课时） 

8.2 能够面向 MapReduce 搭建分布式测试与开发环境。 （2 课时） 

（九）列式数据库 HBase （6 课时） 

9.1 理解 NoSQL 数据库的概念与发展驱动力，掌握 HBase 的逻辑模型与物理

模型。（2 课时） 

9.2 掌握基本的数据定义、数据控制与数据操纵 API。 （2 课时） 

9.3 能够完成 HBase 数据库环境配置，能够完成简单应用的 HBase 设计与数

据运维。  （2 课时） 

（十）数据仓库工具 Hive （4 课时） 

10.1 理解数据仓库与商业智能的基本需求，理解 Hive 的设计原理，掌握 Hive

的基本操作，了解 Hive 与 HDFS 及 HBase 的相互关系。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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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能够完成 Hive 的部署与配置，能够为简单应用设计 Hive 框架并完成数

据分析。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云计算》（第三版），作者：刘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实战 Hadoop 2.0 （第二版）―从云计算到大数据》, 叶晓江, 刘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6 

2.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与应用实例（附光盘）》王鹏 邮电出版社 

3. Apache Hadoop: http://hadoop.apache.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建敦  审核人：  孙强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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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云计
算的基本概念及
关键技术。  

目标 2：了解主流的
公有云服务，学会
如何应用主流公有
云平台。 

目标 3： 理解并
掌握主流开源云
计 算 平 台
OpenStack。 

目标 4： 理解并应
用主流开源大数据
平台 Hadoop及主要
组件。 

1.1 理解云计算。 √    

1.2 理解数据中心、云计算与大数据
的相互关系。 

    

2.1 了解 GFS文件系统。  √   

2.2 了解 BigTable。  √   

2.3 掌握 Google App Engine的简单
应用。 

 √   

3.1了解弹性计算云 EC2。  √   

3.2了解简单存储服务 S3。  √   

4.1了解云操作系统 Windows Azure。  √ √  

4.2 了解微软云关系数据库 SQL 
Azure。 

 √   

5.1 掌握虚拟化的概念与原理。 √  √  

5.2 理解半虚拟化、全虚拟化的概念
与原理。 

√  √  

5.3 理解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
化、网络虚拟化与桌面虚拟化中的核
心技术。 

√  √  

5.4 会运用 Xen、VMWare 与 Hyper-V
等虚拟化工具。 

√  √  

6.1 理解计算服务 Nova。   √  

6.2 理解对象存储服务 Swift。   √  

6.3了解镜像服务Glance的概念与工
作机制。 

  √  

6.4 能够独立完成 OpenStack分布式
计算集群的配置。 

  √  

7.1 理解 HDFS的体系架构。  √  √ 

7.2 掌握 HDFS 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实
现机理。 

√ √  √ 

7.3 理解 HDFS 数据块的读写规程与
数据可靠性保障机制。 

√ √ 
√ 

√ 

7.4 能够应用 HDFS 完成基本的分布
式数据存储与维护。 

√ √ 
√ 

√ 

7.5 能够自主搭建与配置 HDFS环境。 √  √ √ 

8.1 掌握 MapReduce 的并行原理，能
够运用 MapReduce完成基本的分布式
计算任务。 

  
√ 

√ 

8.2 能够面向 MapReduce搭建分布式
测试与开发环境。 

  
√ 

√ 

9.1 理解 NoSQL数据库的概念与发展
驱动力，掌握 HBase的逻辑模型与物
理模型。 

  
√ 

√ 

9.2 掌握基本的数据定义、数据控制
与数据操纵 API。 

 √ 
√ 

√ 

9.3 能够完成 HBase 数据库环境配
置，能够完成简单应用的 HBase设计
与数据运维。 

 √  √ 

10.1 理解数据仓库与商业智能的基
本需求，理解 Hive 的设计原理，掌
握 Hive 的基本操作，了解 Hive 与
HDFS及 HBase的相互关系。 

 √ √ √ 

10.2 能够完成 Hive的部署与配置，
能够为简单应用设计 Hive 框架并完
成数据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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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前端可视化开发平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09A1         英文名称：Website Frontend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面向对象编程、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网络编程技术、搜索引擎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站开发技术的作原理及设计方法，网页设计的步骤与开发

技术，了解相关的开发工具。 

目标 2：掌握 html 与 html 5的基本语法与新功能，使用布局功能设计网

页，设计视频、音频网页等多媒体应用。 

目标 3：掌握 CSS 与 CSS 3技术定义网页样式，掌握 CSS的语法、引用方

式，学会定义列表的样式与动画效果。 

目标 4：掌握 JavaScript的设计原理与基本语法，学会 JavaScript的引

用技术，掌握 JavaScript操作 html网页，利用 DOM对象控制网页,学会设计网

页动态效果。 

目标 5：掌握 JQuery 与 Ajax等高级前端技术， 熟练使用 jQuery操纵网

页，利用异步消息传输机制开发绚丽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网页设计入门 （4课时） 

1.1了解网页的概述、基本原理与组成结构，吸引人的网站具备的特点，

网页开发的相关技术。 （1课时） 

1.2了解网页开发工具的原理，优缺点，性能比较等，学会选择一个合适

的开发工具。 （1课时） 

1.3掌握网页开发的基本步骤，并应用到简单的网页开发。 （1课时） 

1.4实验一，网页设计工具安装、配置与简单开发。 （2课时） 

（二）HTML与 HTML 5的语法与开发 （14课时） 

2.1 HTML的基本原理，语法结构与设计理念，理解 HTML结构中每个模块

的功能与效果。 （4课时） 

2.2 HTML的高级元素的使用，利用表格显示数据，图片显示功能，并掌握

框架属性设计出一个丰富的网页结构。 （2课时） 

2.3实验二，使用 HTML开发前端网页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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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TML5的语法介绍与比较，学会使用 HTML5的新型功能，利用简洁的

代码完成复杂的功能。 （4课时） 

2.5 实验三，HTML 5 新增功能网页开发应用。 （2课时） 

（三）CSS设计与开发 （12课时） 

3.1 CSS技术的语法介绍与引用方法，学会使用 CSS选择器对网页元素进

行渲染网页。 （2课时） 

3.2 CSS技术的样式色彩的运用，设计各个选择器的属性。 （2课时） 

3.3利用 CSS设计网页布局，并通过 DIV+CSS 配合进行布局设计，比较基

于框架的布局和基于表格的布局的优缺点。 （2课时） 

3.4掌握 Dreamweaver 的 CSS设计与开发。 （2课时） 

3.5 掌握新 CSS 3技术，熟悉 CSS 3添加的选择器，，并设计美化样式与动

画特效。  （2课时） 

3.6 试验四，通过 CSS设计一个外观漂亮网页。 （2课时） 

（四）JavaScript开发网页 （10课时） 

4.1 了解 JavaScript脚本特点，理解 JavaScript变量的使用与常用数据

类型，JavaScript运算符的使用。 （2课时） 

4.2掌握 JavaScript语句的使用等。 （2课时） 

4.3 了解 JavaScript对象，理解 JavaScript 函数，掌握 JavaScript对象

和函数的使用对网页进行控制。 （4课时） 

4.3 实验五，使用 JavaScript控制网页显示效果等应用。 （2课时） 

（五）前端高级应用开发 （8课时） 

5.1 了解 JQuery的概述与发展，掌握 JQuery对象与 DOM对象，运用 JQuery

选择器获取相关控件与 DOM操作，使用 JQuery创建动画效果等。 （3课时） 

5.2 理解 Ajax的基本原理和优点，利用 Ajax 解决网页设计的需求，实现

无刷新验证用户名、省市联动菜单、天气最新报告等。 （3课时） 

5.3 试验六，使用前端技术开发动态异步网页。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实战大全》，丁士锋 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HTML CSS JavaScript 网页制作从入门到精通》，刘西杰，张婷 著，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6.08 

2. 《HTML 教程》http://www.w3school.com.cn/html/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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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1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HTML 基础知识、

CSS 的应用、JS 的代码编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定裕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66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网站

开发技术的工作

原理 

目标 2：掌握

HTML与 HTML5技

术开发网页 

目标 3：掌握 CSS

与 CSS 3技术开

发网页 

目标 4:掌握

JavaScript 的

设计原理与开

发 

目标 5：掌握

JQuery， Ajax

等高级前端技

术 

1.1网页的概述与组成结构 √     

1.2 网页开发工具的原理，

优缺点 
√     

1.3网页开发的基本步骤 √     

1.4 实验：网页设计工具安

装、配置与简单开发 
√     

2.1 HTML的基本原理，语法

结构与设计理念 
 √    

2.2 HTML的高级元素的使用  √    

2.3实验：使用 HTML开发前

端网页应用 
 √    

2.4 HTML5 的语法介绍与运

用 
 √    

2.5 实验： HTML 5 新增功

能网页开发应用 
 √ √ √ √ 

3.1 CSS 技术的语法介绍与

引用方法 
  √   

3.2 CSS 技术的样式色彩的

运用 
  √   

3.3 CSS设计网页布局   √   

3．4掌握Dreamweaver的CSS

设计与开发 
  √   

3.5 掌握新 CSS 3技术   √   

3.6 试验：通过 CSS 设计一

个外观漂亮网页 
  √ √ √ 

4.1掌握 JavaScript对象和

函数的使用对网页进行控制 
   √  

4.2 使用 JavaScript 控制

网页显示效果等应用 
   √  

5.1 掌握 JQuery 对象与 DOM

对象，运用 JQuery选择器获

取相关控件与 DOM操作 

   √ √ 

5.2 利用 Ajax 解决网页设

计的实现无刷新验证用户

名、省市联动菜单、天气最

新报告等 

   √ √ 

5.3 实验：使用前端代码开

发动态异步网页 
√ √ √ √ √ 

 

  



 

664 

 

《通信网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0A1         

英文名称： Integrated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 信息类、网络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系统算法、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NGN 软交换技术、NGB 通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SDH光传输系统的技术原理、物理层结构。 

目标 2：掌握 SDH光传输系统设备的基本构成、原理；系统设备各个单板

的结构和功能。 

目标 3：掌握 SDH光传输网管软件的使用和网元配置；数据业务配置处理

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 SDH技术基本原理 （2学时） 

1.1 SDH的工作原理。 （1课时） 

1.2 SDH技术的帧结构和复用结构。 （1课时）  

（二）SDH设备的单板及其物理设备的配置 （4学时） 

2.1 SDH设备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 （1课时） 

2.2 SDH实验设备的单板类型及其组成结构、工作原理。 （1课时） 

2.3 SDH实验设备背板接口和用途； （1课时） 

2.4 SDH网络分析 （1课时） 

（三）网元逻辑功能模块配置 （4课时） 

3.1 网元的逻辑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3.2 网管软件的使用。 （1课时） 

3.3 网元的基本配置。 （1课时） 

（四）SDH设备数据配置及故障处理 （10课时） 

4.1 2M的数据复用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4.2 SDH时钟源类型、组成结构、工作原理。 （2课时） 

4.3 34M的数据复用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4.4 通道保护的组网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4.5 复用段保护的组网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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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SDH 光传输技术（理论部分、实训部分、设备部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光纤通信》（第 2 版），顾畹仪 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 《光纤通信》（第五版），[美]Joseph C.Palais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3. 《光纤通信》张宝富等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综合评定方式进行，主要包括：项目报告（30%）、课堂表现（40%）、

考勤（10%）、课堂考核（20%）。 

五、附件 

 

制定人：  朱一群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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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SDH 光传输

系统的技术

原理、物理

层结构。 

目标 2：掌握 SDH光

传输系统设备的基

本构成、原理；系统

设备各个单板的结

构和功能。 

目标 3：掌握 SDH 光传输网

管软件的使用和网元配置；

数据业务配置处理流程，掌

握调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

能力。 

1.1 SDH的工作原理 √   

1.2 SDH技术的帧结构和复用结构。 √   

2.1 SDH设备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 √   

2.2 SDH 实验设备的单板类型及其组成结构、工作原

理。 
 √  

2.3 SDH实验设备背板接口和用途；  √  

2.4 SDH网络分析  √  

3.1 网元的逻辑结构和工作原理。   √ 

3.2 网管软件的使用。   √ 

3.3 网元的基本配置。   √ 

4.1 2M的数据复用结构和工作原理。         √ 

4.2 SDH时钟源类型、组成结构、工作原理   √ 

4.3 34M的数据复用结构和工作原理。   √ 

4.4 通道保护的组网结构和工作原理。   √ 

4.5 复用段保护的组网结构和工作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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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算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1A1        英文名称：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lgorithm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通信网理论基础、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通信信号处理与实践、NGB 通信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使学生了解通信系统的设计和分析方法。 

目标 2: 使学生掌握通信系统的理论建模方法。 

目标 3: 使学生熟练掌握 MATLAB 仿真软件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 MATLAB 语言的基本操作 （18 课时，含 6 课时课内实验） 

a) 掌握矩阵和数组运算并可将结果可视化。 （6 课时） 

b) 运用 MATLAB 进行程序设计，了解程序结构。 （6 课时） 

c) 掌握 MATLAB 在工程数学中的应用。 （6 课时） 

(二) 运用 MATLAB 进行通信系统仿真 （30 课时，含 10 课时课内实验） 

2.1 冲激响应设计实例。内容：升余弦与平方根升余弦脉冲实例，FIR 滤

波器仿真模型的实现。 （6 课时） 

2.2 蜂窝无线通信系统的仿真实例。内容：蜂窝无线系统级描述及建模，

仿真方法论的介绍以及仿真结果的处理。 （6 课时） 

2.3 码分多址（CDMA）系统仿真实例。内容：码分多址系统仿真，马尔

科夫模型的开发。 （6 课时） 

2.4 线性预测谱估计仿真实例。内容：线性预测谱估计的基本原理，AR

模型谱估计原理，设计思路及算法流程，仿真结果分析。 （6 课时） 

2.5 智能天线系统中天线阵的波达方向估计算法的仿真实例。内容：DOA

估计的阵列信号数学模型，DOA 估计的传统方法，MUSIC 算法，求根 MUSIC

算法以及改进的 MUSIC 算法。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 课程教材 

1.《通信系统中 MATLAB 基础与仿真应用》，赵谦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2014 

2.《数字信号处理——原理、算法与应用（第四版）（英文版）》，（美）普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6%D5%C2%DE%BF%CB%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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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斯，（美）马诺拉可斯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6   

（二） 参考教材及网站 

1、 《MATLAB/SIMULINK 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实例分析（高等学校教材·电

子信息）》，邵玉斌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MATLAB 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杨发权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3、《MATLAB 仿真在现代通信中的应用》，徐明远，邵玉斌编著，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 

4、《MATLAB 通信工程仿真》，张德丰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5、《详解 MATLAB/Simulink 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刘学勇编著，电子工业

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练习（20%）、考勤（10%）及作业等

（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MATLAB7.0 的

主要函数命令（入门指令、数值计算、图形可视化、程序设计等功能）；通信系

统的设计、分析和仿真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陈志敏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C5%B5%C0%AD%BF%C9%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ook.jd.com/writer/%E9%82%B5%E7%8E%89%E6%96%8C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88%98%E5%AD%A6%E5%8B%8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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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通信

系统的设计、分析

和仿真方法。 

目标 2: 掌握建模、仿真方法的

同时，加深对通信系统原理的理

解 

目标 3: 学会 MATLAB 的

编写并进行仿真开发。 

1.1 掌握矩阵和数组运算并可将结果可

视化 
√  √ 

1.2 掌握建模、仿真方法 √  √ 

1.3 掌握 MATLAB在工程数学中的应用。 √ √ √ 

2.1 冲激响应设计实例。 √ √ √ 

2.2 蜂窝无线通信系统的仿真实例。 √ √ √ 

2.3 码分多址（CDMA）系统仿真实例 √ √ √ 

2.4 线性预测谱估计仿真实例 √ √ √ 

2.5 智能天线系统中天线阵的波达方向

估计算法的仿真实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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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信号处理与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6A1    英文名称：Communication signal processing and practic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信号与系统 

后续课程：NGB通信技术、NGN软交换技术、融合通信技术、无线互联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时域离散信号与系统的数学表述，以及信号与系统的相关联

系。 

目标 2：熟悉时域与频域之间的积分变换的计算方法。 

目标 3：掌握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 

目标 4：通过仿真软件实现线性相位 FIR 和 IIR系统的数字滤波器的条件

和特点。  

二、课程内容 

（一） 时域离散信号与系统 （6学时） 

1.1 了解数字通信信号处理的基本概念；熟悉序列和时域离散系统的描述

和分类；掌握卷积计算的基本方法；结合仿真软件了解数字化处理方法； 

  （4学时） 

1.2 实验一：仿真语言及其基本操作，学习典型信号的 Laview表示。简单

运算在仿真工具环境中的实现。此外，包括简单的 Matlab简单操作。（2学时） 

（二）  Z变换与离散系统的频域分析 （10学时） 

2.1 熟悉 Z 变换定义及收敛域；掌握 Z 变换、逆 Z 变换计算方法；了解 Z

变换的性质；熟悉系统函数与系统特性的分析方法； （6学时） 

2.2 实验二：熟悉 Laview数组函数操作，并利用该仿真软件实现基本运算。 

  （2学时） 

2.3 实验三: 通过 Laview实现系统传输函数的表示和信号传输。 （2学时） 

（三） 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 （10 学时）  

3.1 掌握离散傅里叶变换的概念；熟悉离散傅里叶变换的性质； （4学时） 

3.2了解频域采样定理； （2学时） 

3.3掌握 DIT-FFT算法基本原理及运算规律； （2学时） 

3.4 实验四: 利用 Laview仿真软件 fft（）实现信号频谱分析。 （2学时） 

（四）  时域离散系统的网络结构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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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了解离散系统的流图表示与系统分类；掌握 IIR 系统和 FIR 系统的基

本结构；了解格型滤波器结构； （4学时） 

4.2 实验五: 利用 Laview仿真软件 fft（）实现信号频谱分析。（2学时） 

（五）  无限冲激响应（I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8 学时） 

5.1 了解 IIR 数字滤波器的优化设计法；熟悉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及技术指

标的表示； （3学时） 

5.2 掌握冲激不变法和双线性变换法设计 Butterworth 数字低通滤波器；

了解数字滤波器的频率变换； （3学时） 

5.2 实验六：通过 Labview实现不同数字滤波器的仿真 （2学时） 

（六）  有限冲激响应（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6 学时） 

6.1  熟悉线性相位 FIR 系统的数字滤波器的条件和特点；掌握 FIR 数字

滤波器设计的窗口法；了解 IIR滤波器与 FIR 滤波器的区别； （4学时） 

6.2 实验七：数字信号处理的综合实验。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1.《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 程佩青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Labview 程序设计基础》 德湘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  

1.《数字信号处理》 高西全、丁玉美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数字信号处理——原理、算法与应用》（第四版），方艳梅等译 电子工

业出版社，2007 

3.《数字信号处理》（第 3 版）姚天任，江太辉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4.《数字信号处理》，刘兴钊，李力利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5.《数字信号处理——基于计算机的方法》（第四版），（美）米特拉著，电

子工业出版社， 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时域离散信号

与系统、Z 变换与离散系统的频域分析、离散傅里叶变换及其快速算法、时域

离散系统的网络结构、无限冲激响应（I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有限冲激响应

（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渊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4%BD%95%E7%8E%89%E9%92%A7%20%E9%AB%98%E4%BC%9A%E7%94%9F%20%E7%AD%89&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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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时域离散信

号与系统的数学表述，以

及信号与系统的相关联

系。 

目标 2： 熟悉时域

与频域之间的积分

变换的计算方法。 

目标 3： 掌握离散

傅里叶变换及其快

速算法。 

 

目标 4： 通过仿真软

件实现线性相位 FIR

和 IIR系统的数字滤

波器的条件和特点。 

培养专业知能 √ √ √ √ 

信号分析技能 √ √ √  

系统频域分析  √   

算法的实现与应用   √  

网络结构    √ 

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 

仿真软件的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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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互联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3A1        英文名称：Wireless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通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移动通信，计算机基础，宽带无线接入与 IP技术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无线互联网络基本理论知识以及发展历史和现状。 

目标 2：掌握移动 IPv4、IPv6技术的工作原理，移动 IPv4、 IPv6的协议

族以及设计要求。学会移动 IPv6安全技术。 

目标 3：掌握移动子网的工作原理。掌握移动多播技术的原理。掌握移动

性管理的概念。 

二、课程内容 

（一） 无线互联技术的基本知识 （2学时） 

1.1移动互联网的基本概念。 （0.5学时） 

1.2无线互联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和技术要求。 （0.5学时） 

1.3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0.5学时） 

1.4移动互联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0.5学时） 

（二）移动 IPv4技术 （6学时） 

2.1掌握移动 IPv4的基本概念。 （1学时） 

2.2移动 IPv4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1学时） 

2.3移动 IPv4协议的设计与实现，总体设计方案的制定 （2学时） 

2.4 移动 IPv4 协议中关键模块的设计，其中包括移动节点（MN）的设计、

外地代理（FA）的设计、家乡代理（HA）的设计。 （2学时） 

（三）移动 IPv6技术 （6学时） 

3.1移动 IPv6的基本概念 （1学时） 

3.2移动 IPv6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1学时） 

3.3移动 IPv6协议的设计与实现，总体设计方案的制定 （2学时） 

3.4 移动 IPv6 协议中关键模块的设计，其中包括移动 IPv6 的数据结构、

接口信息和路由表更新模块设计等。 （2学时） 

（四）移动子网技术 （6学时） 

4.1移动子网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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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移动子网的结构组成。 （1学时） 

4.3移动子网中的数据结构和设计特点。 （1学时） 

4.4移动路由器的工作过程。 （1学时） 

4.5移动子网的设计与实现，以及移动子网的总体设计方案制定。 （2学时） 

（五）无线互联网安全技术 （4学时） 

5.1移动 IPv6安全技术的标准。 （1学时） 

5.2 IPSec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1学时） 

5.3 AAA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1学时） 

5.4移动 IPv6安全认证系统设计方法 （1学时） 

（六） 移动多播技术 （4学时） 

6.1移动多播技术的实现原理。 （1学时） 

6.2移动多播技术的解决方案和应用范围。 （1学时） 

6.3完成基于 MLD代理的移动多播方案设计。 （2学时） 

（七）无线互联网的切换管理机制 （4学时） 

7.1移动性管理的概念和基本技术体系。 （1学时） 

7.2移动 IPv4扩展协议，包括快速移动 IPv4 层和次移动 IPv4等协议。 

  （1学时） 

7.3移动 IPv6的改进方案，包括快速移动 IPv6和层次移动 IPv6。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移动互联网技术》 张宏科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基础》 关锦文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 

2. 《无线移动互联网：原理、技术与应用》，编著：崔勇，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2.1 

3. 《移动互联网异构接入与融合控制》，编著：刘千里，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12 

4. 《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实践》，编著：蒋凌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9 

5. 《下一代互联网与 IPv6 过渡》，编著：崔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课堂表现（20%）、考勤（10%）及

作业（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无线互联技术

的基本知识、移动 IPv4 技术、移动 IPv6 技术、移动子网技术、无线互联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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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移动多播技术、无线互联网的切换管理机制 

五、附件 

 

制定人：  王英赫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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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无线

互联网络基本理

论知识以及发展

历史和现状 

目标 2：掌握移动 IPv4、IPv6

技术的工作原理，移动 IPv4、 

IPv6的协议族以及设计要求。

学会移动 IPv6安全技术。 

目标 3：掌握移动子网的

工作原理。掌握移动多

播技术的原理。掌握移

动性管理的概念 

1.1移动互联网的基本概念。 √   

1.2 无线互联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和技

术要求。 
√   

1.3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   

1.4移动互联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2.1掌握移动 IPv4的基本概念  √  

2.2移动 IPv4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  

2.3 移动 IPv4 协议的设计与实现，总体

设计方案的制定 
 √  

2.4移动 IPv4协议中关键模块的设计  √  

3.1移动 IPv6的基本概念  √  

3.2移动 IPv6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  √  

3.3 移动 IPv6 协议的设计与实现，总体

设计方案的制定 
 √  

3.4移动 IPv6协议中关键模块的设计  √  

4.1移动子网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 

4.2移动掌握的结构组成   √ 

4.3移动子网中的数据结构和设计特点   √ 

4.4移动路由器的工作过程   √ 

4.5移动子网的设计与实现，以及移动子

网的总体设计方案制定。 
  √ 

5.1移动 IPv6安全技术的标准。  √  

5.2 IPSec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  

5.3 AAA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  

5.4移动 IPv6安全认证系统设计方法  √  

6.1移动多播技术的实现原理。   √ 

6.2 移动多播技术的解决方案和应用范

围 
  √ 

6.3基于 MLD代理的移动多播方案设计   √ 

7.1移动性管理的概念和基本技术体系。   √ 

7.2移动 IPv4扩展协议   √ 

7.3移动 IPv6的改进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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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D36A1        英文名称：Wireless Network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 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后续课程： 无线互联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无线网络系统结构及技术基础。了解无线网络的系统结构等

特性。 

目标 3：掌握无线网络中了解干扰的种类、产生原因、以及干扰消除的基

本方法。熟悉系统内外干扰的来源，掌握无线网络上下行链路干扰的计算方法。 

目标 4：掌握无线网络规划和优化的主要内容、流程法。 

目标 5：掌握无线资源管理，了解无线资源管理的基础知识。 

二、课程内容 

（一）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基本概念 （4 学时） 

1.1．理解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的定义。了解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的目的和

意义。  （1 学时） 

1.2．掌握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 （1 学时） 

实验 1：WCDMA 无线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2 学时） 

（二）无线网络系统结构及技术基础 （8 学时） 

2.1. 理解无线网络的系统结构、组成框图、相关接口特性。 （2 学时） 

2.2.了解无线网络的发展历程，以及无线网络通信的话务量、频谱分配、频

率复用等相关知识。 （1 学时） 

2.3．熟悉无线网络的分类，掌握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系

统的主流技术标准、系统组成以及基本工作原理。 （1 学时） 

2.4. 掌握无线网络的主要特点、基本特性和关键技术。 （1 学时） 

实验 2：WCDMA 无线信道结构，及其规划与优化基础。 （2 学时） 

实验 3：WCDMA 无线信令流程 （2 学时） 

（三）干扰分析、业务分布、传播模型及其校正  （10 学时） 

3.1．了解干扰的种类、产生原因、以及干扰消除的基本方法。 （1 学时） 

3.2．掌握无线网络上下行链路干扰的计算方法, 了解系统内外干扰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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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时） 

3.3．了解业务分布预测原理、各种预测方法适用条件，熟悉业务分布预测

基本方法。 （2 学时） 

3.4．了解无线传播环境特性，熟悉无线网络常用经验模型。 （1 学时） 

3.5．掌握衰落特性及其衡量参数，了解传播模型校正原理，熟悉传播模型

校正流程。 （2 学时） 

实验 4：RNC 系统与 NodeB 系统认识。 （2 学时） 

（四）无线网络规划与仿真  （8 学时） 

4.1．了解无线网络规划的基础知识、原则和目标，无线网络容量和覆盖的

基本概念，链路预算的基本原理。 （1 学时） 

4.2．熟悉无线网络规划的目标数据采集、网络规模估算、网络站址规划、

仿真验证等基本流程。 （1 学时） 

4.3．掌握无线网络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流程及算法，掌握无线网

络链路预算的基本原理、网络容量的计算方法、以及无线网络规划的基本特点。 

  （2 学时） 

4.4．了解无线网络规划软件仿真的设计目标，了解链路仿真和系统级仿真

的区别，动态仿真和静态仿真的区别。 （1 学时） 

4.5．掌握无线网络规划仿真软件流程和结果分析，了解规划软件的局限性。 

  （1 学时） 

实验 5：HSDPA、HSUPA 技术基础 （2 学时） 

（五）无线网络优化基础及方法 （10 学时） 

5.1．了解无线网络优化的基础知识，了解无线网络优化的原则和目标。 

  （1 学时） 

5.2．了解无线网络覆盖优化、容量优化、单站优化、系统优化的内容及意

义。  （1 学时） 

5.3．熟悉无线网络优化的内容、过程、基本原理及主要特点。 （1 学时） 

5.4．掌握无线网络优化的网络调查、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优化方案制订、

优化方案实施以及优化结果验证等流程。 （2 学时） 

5.5．熟悉无线网络优化的主要特征，掌握无线网络优化的基本方法，了解

无 

线网络优化的发展趋势。 （1 学时） 

实验 6： WCDMA 邻区扰码 LAC 规划 （2 学时） 

实验 7：  WCDMA 无线网络 RF 优化 （2 学时） 

（六）无线资源管理 （8 学时） 

6.1．了解无线资源管理的基础知识。 （1 学时） 



 

679 

6.2．了解无线资源管理功能划分的意义。 （2 学时） 

6.3．熟悉无线资源管理功能的工作原理。 （2 学时） 

6.4．掌握无线资源管理各种功能的基本算法。 （1 学时） 

实验 8：WCDMA 网络干扰优化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LTE 无线网络优化》，张敏，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  

1. 《TD-SCDMA 无线网络规划优化及无线资源管理》，啜钢、高伟东、彭

涛 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2. 《移动通信无线网络优化》，李斯伟，王贵，林祥果，王志华 编。 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5 

3. 《WCDMA 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 徐彤，孙秀英 编，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5 

4. 《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实训教程》，陈岗，司徒毅 编，北京邮电大学出

版社。2013 

5. 《LTE 无线网络优化项目教程》， 明艳，王月海 著， 人民邮电大学，

201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 实验测试（20%） 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无线网络规划

与优化基本概念、无线网络系统结构及技术基础、 传播模型及其校正、无线网

络优化基础及方法、无线资源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渊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book.jd.com/publish/%E4%BA%BA%E6%B0%91%E9%82%AE%E7%94%B5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D%8E%E6%96%AF%E4%BC%9F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7%8E%8B%E8%B4%B5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E%97%E7%A5%A5%E6%9E%9C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7%8E%8B%E5%BF%97%E5%8D%8E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BE%90%E5%BD%A4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AD%99%E7%A7%80%E8%8B%B1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9%99%88%E5%B2%97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8F%B8%E5%BE%92%E6%AF%85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98%8E%E8%89%B3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7%8E%8B%E6%9C%88%E6%B5%B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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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无线

网络规划与优化

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无

线网络系统结

构及技术基础。 

目标 3：掌握无

线网络规划和

优化的主要内

容、流程法 

目标 4：掌握无

线网络规划和

优化的主要内

容、流程法。 

目标 5：掌握无线

资源管理，了解无

线资源管理的基

础知识。 

培养专业知能 √  √ √ √ 

业务分布与结构  √    

无线网络规划与仿真    √  

无线网络优化基础与方

法 
√  √   

无线网络资源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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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5A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Terminal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通信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通信编程技术基础与实践 移动通信 

后续课程： 移动通信业务及其技术的实现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Android基本原理和 Intent通信机制，掌握 UI设计、服务、

广播、数据存储及网络通信方式。 

目标 2：掌握 Android 的移动应用开发，掌握电话、短信、GPS 功能开发，

了解智能终端的新型业务 APP开发。 

目标 3：掌握 Android编程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可以编程实现简单的 APP。 

二、课程内容 

（一）Android概述 （10课时） 

1.1 智能终端发展概述，APP行业发展与应用现状，APP营销模式 （2课时） 

1.2 Android发展概述、开发软件下载及安装、配置开发环境 （2课时） 

1.3 Android框架结构、运行原理，第一个 Android程序的编写运行 

  （2课时）  

1.4 实验 1：Android开发环境安装与 Hello World （4课时） 

（二）Android基本技术 （30课时） 

2.1 UI设计，包括 View、Layout、对话框、菜单、Toast、Notification、

列表  （4课时） 

2.2 Activity、Fragment以及 Intent通信机制 （4课时） 

2.3本地服务，远程服务 （2课时） 

2.4 发送、接收、声明广播 （2课时） 

2.5 数据存储 SharedPreference，SQLite和 ContentProvider （4课时） 

2.6 HTTP、Socket通信方式，JSON、SAX数据解析方式 （2课时） 

2.7 进程、线程的区别和联系，Android消息机制 （2课时） 

2.8 实验 2：Android的 UI设计 （4课时） 

2.9实验 3：Activity 及 Intent通信 （2课时） 

2.10 实验 4：Android的数据存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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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实验 5：Android的音乐播放 （2课时） 

（三）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  （8课时） 

3.1发送和接收短信业务开发，拨打、查询和过滤电话业务开发 （2课时） 

3.2 位置服务，GPS和地图功能的开发 （2课时） 

3.3智能手表和穿戴设备的 APP开发，智能电视的 APP开发 （2课时） 

3.4 实验 6：Android GPS 的编程实现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ndroid 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第 2 版），胡敏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7.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Android 移动开发技术与应用》，李学华等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2013.08 

2. 《Android 传感器开发与智能设备案例实战》，朱元波编著，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6.05 

3. 《Android实战指南：智能电视、智能手表、穿戴设备、蓝牙 4.0及周

边设计》柯博文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 

4. 《Android 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开发》，马超编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2016.06 

5. 《APP 营销实战：抢占移动互联网第一入口》，谭贤编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7.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Android配置开

发环境、 

Android 基本原理，Activity、Fragment 及 Intent 通信机制，UI 设计，

Service 服务，Broadcast 广播，数据存储和提供器，网络通信，进程与线程，

电话、短信、GPS定位及新型智能终端的 APP 开发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林晓晨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月  

  



 

68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Android基

本原理和 Intent通信机

制，掌握 UI设计、服务、

广播、数据存储及网络通

信方式。 

目标 2：掌握 Android的移

动应用开发，掌握电话、短

信、GPS功能开发，了解智

能终端的新型业务 APP开

发。 

目标 3：掌握 Android编程

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可以编

程实现简单的 APP。 

1.1 智能终端发展概述，APP 行业

发展与应用现状，APP营销模式 
√   

1.2 Android 发展概述、开发软件

下载及安装、配置开发环境 
√   

1.3 Android框架结构、运行原理，

第一个 Android程序的编写运行 
√   

1.4 实验 1：Android 开发环境安

装与 Hello World 
  √ 

2.1 UI设计，包括 View、Layout、

对 话 框 、 菜 单 、 Toast 、

Notification、列表 

√   

2.2 Activity 、 Fragment 以 及

Intent通信机制 
√   

2.3本地服务，远程服务 √   

2.4 发送、接收、声明广播 √   

2.5 数据存储 SharedPreference，

SQLite和 ContentProvider 
√   

2.6 HTTP、Socket通信方式，JSON、

SAX数据解析方式 
√   

2.7 进程、线程的区别和联系，

Android消息机制 
√   

2.8 实验 2：Android的 UI设计   √ 

2.9实验 3：Activity及 Intent通

信 
  √ 

2.10 实验 4：Android的数据存储   √ 

2.11 实验 5：Android的音乐播放   √ 

3.1 发送和接收短信业务开发，拨

打、查询和过滤电话业务开发 
 √  

3.2 位置服务，GPS 和地图功能的

开发 
 √  

3.3 智能手表和穿戴设备的 APP 开

发，智能电视的 APP开发 
 √  

3.4 实验 6：Android GPS 的编程

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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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沟通与谈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6A1    英文名称：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学分/学时：1 /16      适用专业：电子通信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修养 

 

一、课程目标 

（一）学习目标 

目标 1：掌握谈判的涵义和类型、谈判的构成要素、成功谈判的模式、各

国的谈判礼仪等基本知识； 

目标 2：学会建立良好的开局氛围、制定总体谈判方案、各种谈判技巧以

及威胁和僵局的应用、讨价还价等基本技能；进而提高团队配合的精神、双赢

理念等基本素养。 

目标 3：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商务洽谈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商务谈判概述 （2学时） 

1.1理解和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理念； （1学时） 

1.2商务谈判的特点和作用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 （1学时） 

（二）商务谈判的类型与内容  （3学时） 

2.1 商务谈判的形式 （1学时） 

2.2 商务谈判的内容 （2学时） 

（三）商务谈判准备  （3学时） 

3.1商务谈判目标的确定 （0.5学时） 

3.2谈判情报的收集和筛选 （0.5学时） 

3.3制定谈判计划 （0.5学时） 

3.4谈判物质条件的准备（0.5学时） 

3.5谈判方式的选择 （0.5学时） 

3.6模拟谈判 （0.5学时） 

（四） 商务谈判过程  （3学时） 

4.1 商务谈判过程概述 （0.5学时） 

4.2 开局 （0.5学时） 

4.3 交锋 （0.5学时） 

4．4 引导与让步 （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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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商务谈判的终结 （0.5学时） 

4.6 成交与签约 （0.5学时） 

（五） 商务谈判人员及其心理 （3学时） 

5.1 谈判人员准备 （0.5学时） 

5.2 谈判人员的谈判思维 （1学时） 

5.3 商务谈判中的心理挫折 （0.5学时） 

5.4 成功谈判者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0.5学时） 

5.5 商务谈判心理的禁忌 （0.5学时） 

（六）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禁忌  （2学时） 

6.1公开交往的礼仪与禁忌 （0.5学时） 

6.2私下交往的礼仪与禁忌 （0.5学时） 

6.3馈赠礼品的礼仪与禁忌 （0.5学时） 

6.4不同地域的习俗与禁忌 （0.5学时） 

 综上所述，通过内容的讲解，要求学生掌握谈判的涵义和类型、谈判的

构成要素、成功谈判的模式、各国的谈判礼仪等基本知识；学会建立良好的开

局氛围、制定总体谈判方案、各种谈判技巧以及威胁和僵局的应用、讨价还价

等基本技能；进而提高团队配合的精神、双赢理念等基本素养。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王军旗，《商务谈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 7月 

（二）参考教材 

1.杨群祥，《商务谈判》，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大连，2013年 

2.冯亚华，《商务谈判》，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 

3.郭红生，《商务谈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6年 1月 

4.吴建伟，《商务谈判策略与案例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17年

3月 

5.龚荒，《商务谈判与沟通》，人民邮电出版社，北京，2014年 4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及课堂表现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主要涉及商务谈判的沟通技巧、过

程控制及谈判礼仪等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姚凤薇  审核人：  胡兰馨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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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谈判的涵义和类

型、谈判的构成要素、成功谈

判的模式、各国的谈判礼仪等

基本知识； 

目标 2：学会建立良好的开局氛围、制定总

体谈判方案、各种谈判技巧以及威胁和僵局

的应用、讨价还价等基本技能；进而提高团

队配合的精神、双赢理念等基本素养。 

目标 3：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养和商务洽

谈能力。 

商务谈判概述 √   

商务谈判的类型与

内容  
√   

商务谈判准备 √ √ √ 

商务谈判过程  √ √ 

商务谈判人员及其

心理 
 √ √ 

商务谈判的礼仪与

禁忌 
  √ 

 

  



 

687 

 

《CCNA1 计算机网络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7A1         

英文名称：CCNA1 Computer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导论 

后续课程：CCNA2、CCNA3、CCNA4等系列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研究人际交流与网络通信之间的异同。 

目标 2：了解用于规划和实施网络的两个主要模型：OSI 和 TCP/IP 

目标 3：了解网络的分层方法及网络传送数据所用的介质类型 

目标 4：详细研究 OSI 和 TCP/IP 层的功能和服务。熟悉各种网络设备和

网络编址方案。 

二、课程内容 

（一）探索网络及配置网络操作系统 （4课时） 

1.1 全球连接 

解释网络影响我们互动、学习、工作和娱乐的方式。解释主机设备如何用

作客户端、服务器或同时用作两者。 

1.2 LAN、WAN 和互联网 

解释如何使用网络设备。将 LAN 的设备和拓扑与 WAN 的设备和拓扑进行

比较。介绍互联网的基本结构。解释 LAN 和 WAN 连接到互联网的方式。 

1.3 作为平台的网络 

解释融合网络的概念。描述可靠网络的四个基本要求。 

1.4 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 

解释 BYOD、在线协作、视频和云计算等发展趋势如何改变我们的互动方式。

解释网络技术改变家庭环境的方式。确定小型和大型网络面临的基本安全威胁

以及解决方案。说明了解网络底层的交换和路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1.5 IOS 训练营 

解释 思科 IOS 的用途。解释如何访问 思科 IOS 设备以进行配置。解释

如何导航 思科 IOS 以配置网络设备。介绍 思科 IOS 软件的命令结构。 

1.6 基本设备配置 

使用 CLI 配置 思科 IOS 设备上的主机名。使用 思科 IOS 命令限制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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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配置的访问。使用 IOS 命令来保存运行配置。 

1.7 地址方案 

解释设备如何通过网络介质进行通信。使用 IP 地址配置主机设备。检验

两个终端设备之间的连接。 

（二）网络协议和通信及网络访问 （8课时） 

2.1 通信规则、网络协议和标准。 （2课时） 

描述成功通信所需规则的类型。解释通信为什么需要协议。解释遵守协议

簇的目的。解释标准组织在建立网络互操作性协议中的作用。解释 TCP/IP 模

型和 OSI 模型如何用于促进通信过程的标准化。 

2.2 网络数据传输 （2课时） 

解释数据封装如何允许跨网络传输数据。解释本地主机如何通过网络访问

本地资源。 

2.3 物理层协议、网络介质 （2课时） 

确定设备连接选项。描述网络中物理层的用途和功能。描述物理层标准的

基本原则。确定铜缆的基本特征。制作以太网中使用的 UTP 电缆（范围 - 不

包括布线区域讨论）。描述光纤电缆及其相对于其他介质的主要优势。使用有线

和无线介质连接设备。 

2.4 数据链路层协议、介质访问控制 （2课时） 

描述数据链路层在准备通过特定介质传输通信时的用途和功能。 比较逻辑

拓扑和物理拓扑的功能。描述 WAN 拓扑上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基本特征。描述 

LAN 拓扑上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基本特征。描述数据链路帧的特征和功能。 

（三）以太网及网络层 （12课时） 

3.1 以太网协议、LAN 交换机、地址解析协议 

解释以太网子层与帧字段的关联。描述以太网 MAC 地址。解释交换机的工

作原理。  （2课时） 

解释交换机如何构建 MAC 地址表和转发帧。描述交换机的转发方法。描述

第 2 层交换机可用的端口设置类型。比较 MAC 地址和 IP 地址的作用。 

  （2课时） 

解释 ARP 的用途。解释 ARP 请求如何影响网络和主机性能。 （2课时） 

3.2 网络层协议 

描述数据通信中网络层的用途。解释 IPv4 协议为何需要其他层来提供可

靠性。解释 IPv4 和 IPv6 数据包中主要报头字段的作用。 （2课时） 

3.3 路由、路由器、配置思科路由器 （4课时） 

解释主机设备如何使用路由表将数据包指向其自身、本地目的设备或默认

网关。比较主机路由表和路由器中的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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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路由器的常用组件和接口。描述 思科 IOS 路由器的启动过程。 

配置 思科 IOS 路由器的初始设置。在 思科 IOS 路由器上配置两个活动

接口。将设备配置为使用默认网关。 

（四）IP 寻址及子网划分 （12课时） 

4.1 IPv4 网络地址、IPv6 网络地址、连接验证 

换算二进制和十进制数字。 （2课时） 

描述 IPv4 地址的结构，包括网络部分、主机部分和子网掩码。（2 课时） 

比较单播、广播和组播 IPv4 地址的特征和用途。解释公有、私有和保留 

IPv4 地址。 （2课时） 

解释 IPv6 寻址的必要性。描述 IPv6 地址的表示方法。描述 IPv6 网络

地址的类型。配置全局单播地址。描述组播地址。解释如何使用 ICMP 测试网

络连接。使用 ping 和 traceroute 实用程序测试网络连接。 （2课时） 

4.2 对 IPv4 网络划分子网、寻址方案  （4课时） 

解释如何对网络划分子网来实现更好的通信。解释如何计算 /24 前缀的 

IPv4 子网。解释如何计算 /16 和 /8 前缀的 IPv4 子网。给定一组子网划分

要求，实施 IPv4 寻址方案。解释如何使用可变长子网掩码 （VLSM） 创建灵

活的寻址方案。实施 VLSM 寻址方案。 

（五）传输层 （4课时） 

5.1 对 IPv4 网络划分子网 

描述传输层在管理端到端通信中的数据传输时起到的作用。描述 TCP 和 

UDP 协议的特征，包括端口号及其用途。 （2课时） 

5.2 寻址方案 

解释 TCP 会话的建立和终止流程如何实现可靠通信。解释如何发送和确认 

TCP 协议数据单元来保证交付。描述 UDP 与服务器建立通信的客户端进程。比

较 UDP 与 TCP。 （2课时） 

（六）应用层 （4课时） 

6.1 应用层协议 

解释应用层、会话层和表示层的各个功能如何协同工作，来为最终用户应

用程序提供网络服务。解释常用应用层协议如何与最终用户应用程序交互。（2

课时） 

6.2 常见应用层协议和服务 

解释 Web 和电子邮件协议的工作方式。解释 IP 寻址协议的工作方式。解

释文件传输协议的工作方式。 （2课时） 

（七）构建小型网络 （4课时） 

7.1 网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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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小型网络中使用的设备。确定小型网络中使用的协议。解释小型网络

如何充当大型网络的基础。 （2课时） 

7.2 网络安全 

解释安全措施对于网络设备的必要性。识别安全漏洞。识别常规缓解技术。

使用设备加固功能配置网络设备以缓解安全威胁。应用命令来备份和恢复 IOS 

配置文件。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网络简介》，思科系统公司等编著， 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计算机网络》（第 7 版），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2. 中国石油大学思科网络技术学院，http://cna.upc.edu.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配置网络操作

系统、网络协议和通信、数据链路层协议、以太网协议、网络层协议、IP 网络

地址、划分子网、应用层协议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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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研究人际交

流与网络通信之间

的异同。  

目标 2：了解用于

规划和实施网络的

两个主要模型 

目标 3：了解网络

的分层方法及网络

传送数据所用的介

质类型 

目标 4：详细研究 

OSI 和  TCP/IP 层

的功能和服务。熟悉

各种网络设备和网

络编址方案。 

1.1 全球连接 √    

1.2 LAN、WAN 和互联网 √    

1.3作为平台的网络 √    

1.4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 √    

1.5IOS 训练营 √    

1.6基本设备配置 √   √ 

1.7 地址方案  √  √ 

2.1 通信规则、网络协议和标

准。 
 √ √ √ 

2.2网络数据传输  √ √ √ 

2.3物理层协议、网络介质  √ √  

2.4数据链路层协议、介质访问

控制 
 √ √  

3.1以太网协议、LAN 交换机、

地址解析协议 
  √ √ 

3.2网络层协议  √ √  

3.3路由、路由器、配置思科路

由器。 
 √ √ √ 

4.1 IPv4 网络地址、IPv6 网络

地址、连接验证 
√ √ √ √ 

4.2 对 IPv4 网络划分子网、寻

址方案 
√ √ √ √ 

5.1对 IPv4 网络划分子网 √ √ √ √ 

5.2寻址方案 √ √ √ √ 

6.1 应用层协议 √ √ √ √ 

6.2 常见应用层协议和服务 √ √ √ √ 

7.1 网络设计 √ √ √ √ 

7.2 网络安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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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A2 网络设备与配置》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8A1        英文名称：CCNA2 Routing and Switch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CCNA1 

后续课程：CCNA2、CCNA3、CCNA4等系列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交换网络的概念，配置交换机，排除网络第 1层和第 2层的

故障，了解交换机常见的安全攻击及防范措施。 

目标 2：掌握 VLAN的概念，类型，配置方法。  

目标 3：了解路由器的主要特性和功能，掌握路由器的基本配置，掌握 VLAN

间路由的 3种方法及其优缺点。 

目标 4： 掌握静态路由与动态路由协议，路由协议的几种类型。学会配置

路由器协议。 

目标 5： 掌握访问控制列表 ACL的配置过程，学会排除 ACL故障，了解 DHCP

的用途及配置过程。掌握网络地址转换 NAT的配置过程。 

二、课程内容 

（一） 交换网络简介 （2学时） 

1.1 描述交换网络中数据、语音和视频的融合。  

1.2 描述中小型企业中的交换网络。 

1.3 解释交换网络中的帧转发过程。 

1.4 比较冲突域与广播域。 

1.5 实验一 Packet Tracer - 综合技能练习 

（二）基本的交换概念和配置 （4学时） 

2.1 解释静态路由的优点和缺点 

2.2 配置思科交换机的初始设置 

2.3 配置交换机端口以满足网络需求 

2.4 配置管理交换机虚拟接口 

2.5 说明交换环境中的基本安全攻击 

2.6 说明交换环境中的最佳安全实践 

2.7 配置端口安全功能以限制网络访问 

2.8 实验二 配置基本交换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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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拟局域网 VLAN （4课时） 

3.1 解释交换网络中 VLAN 的用途 

3.2 分析交换机如何根据多交换环境的 VLAN 配置转发帧 

3.3 根据要求配置交换机端口分配给 VLAN 

3.4 配置 LAN 交换机的 TRUNK 端口 

3.5 配置动态中继协议 （DTP） 

3.6 对交换网络中的 VLAN 和 TRUNK 配置进行故障排除 

3.7 配置安全功能以减少 VLAN 分段环境中的攻击 

3.8 解释 VLAN 分段环境中的最佳安全实践 

3.9 实验三 配置 VLAN 

（四）路由概念 （4课时） 

4.1. 配置路由器以在多个直连网络之间路由 

4.2 描述路由器的主要特性和功能。 

4.3 解释在中小型企业网络中如何使用数据包中的信息做出转发决策。 

4.4 解释在接口之间交换数据包时路由器使用的封装和解封过程  

4.5 比较中小型企业网络中路由器构建路由表的不同方式。 

4.6 解释直连网络的路由表条目。 

4.7 解释路由器如何为直连网络构建路由表。 

4.8 实验四 配置 IPv4 和 IPv6 接口 

（五）VLAN 间路由 （4课时） 

5.1 描述支持 VLAN 间路由的三个主要选项 

5.2 配置传统 VLAN 间路由 

5.3 配置 VLAN 间单臂路由 

5.4 排除常见的 VLAN 间配置问题 

5.5 排除 VLAN 间路由环境中的常见 IP 编址问题 

5.6 使用第 3 层交换配置 VLAN 间路由 

5.7 排除第 3 层交换环境中的 VLAN 间路由故障。 

5.8 实验五 配置 802.1Q 基于 TRUNK 的 VLAN 间路由 

（六）静态路由 （4课时） 

6.1 解释静态路由的优点和缺点。 

6.2 解释不同类型的静态路由的用途。 

6.3 通过指定下一跳地址配置 IPv4 和 IPv6 静态路由。 

6.4 配置 IPv4 和 IPv6 默认路由。 

6.5 解释传统有类编址在网络实施中的用途。 

6.6 解释 CIDR 在替换有类编址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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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实验六 配置 IPv4和 IPV6 静态路由和默认路由 

（七）动态路由协议 （6课时） 

7.1 解释动态路由协议的基本工作原理。 

7.2 比较和对比动态路由和静态路由。 

7.3 确定在初始网络发现阶段哪些网络可用。 

7.4 定义不同类别的路由协议。 

7.5 描述距离矢量路由协议获知其他网络的过程。 

7.6 识别距离向量路由协议的特征。 

7.7 配置 RIP 路由协议。 

7.8 配置 RIPng 路由协议。 

7.9 解释链路状态路由协议获知其他网络的过程。 

7.10 实验七 配置基本 RIPv2 和 RIPng 

（八）单区域 OSPF （6课时） 

8.1 解释链路状态路由器获知其他网络的过程。 

8.2 描述 Cisco IOS路由器使用的数据包类型以建立和维护 OSPF网络。 

8.3 解释 Cisco IOS路由器如何在 OSPF网络中实现收敛。 

8.4 配置 OSPF 路由器 ID。 

8.5 在小型 IPv4路由网络中配置单区域 OSPFV2。 

8.6 解释 OSPF如何使用开销来确定最佳路径。 

8.7 在小型路由网络中检验单区域 OSPFv2。 

8.8 比较 OSPFv2和 OSPFv3特征和运行原理。 

8.9 在小型路由网络中配置单区域 OSPFV3。 

8.10 在小型路由网络中检验单区域 OSPFv3。 

8.11实验八 配置基本的单区域 OSPFv3 

（九）访问控制列表 （6课时） 

9.1 解释如何使用 ACL 来过滤流量。 

9.2 比较标准和扩展 IPv4 ACL。 

9.3 解释 ACL 如何使用通配符掩码。 

9.4 解释 ACL 的创建原则。 

9.5 解释 ACL 的放置原则。 

9.6 配置标准 IPv4 ACL 根据网络要求来过滤流量。 

9.7 使用序列号修改标准 IPv4 ACL。 

9.8 配置标准 ACL 来保护 vty 访问。 

9.9 实验九 配置并检验扩展 ACL 

（十）动态地址分配协议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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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解释中小型企业网络中的 DHCPv4 操作。 

10.2 将路由器配置为 DHCPv4 服务器。 

10.3 将路由器配置为 DHCPv4 客户端。 

10.4 排除交换网络中 IPv4 的 DHCP 配置故障。 

10.5 解释 DHCPv6 的工作原理。 

10.6 配置中小型企业的无状态 DHCPv6。 

10.7 配置中小型企业的有状态 DHCPv6。 

10.8 对交换网络中的 IPv6 DHCP 配置进行故障排除。 

10.9 实验十 使用 Cisco IOS 配置 DHCP 

（十一） IPv4 的网络地址转换 （4课时） 

11.1  描述 NAT 的特征 

11.2  描述 NAT 的优点和缺点 

11.3  使用 CLI 配置静态 NAT 

11.4  使用 CLI 配置动态 NAT 

11.5  使用 CLI 配置 PAT 

11.6  使用 CLI 配置端口转发 

11.7  配置 NAT-PT（IPv6 到 IPv4） 

11.8  使用 show 命令检验 NAT 的操作 

11.9 实验十一 配置 NAT 地址池过载和 PAT。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路由和交换基础》，思科系统公司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路由与交换技术》，斯桃枝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计算机网络》第 7版，谢希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3.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在线课程网站 www.netacad.com 

4.中国石油大学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http://cna.upc.edu.c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的交换概

念和配置、虚拟局域网 VLAN、路由概念、VLAN 间路由、静态路由、动态路由

协议、单区域 OSPF、访问控制列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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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交

换网络的概念，配

置交换机，排除网

络第 1层和第 2层

的故障，了解交换

机常见的安全攻

击及防范措施。 

目标 2：

掌握

VLAN的

概念，类

型，配置

方法。 

目标 3：了解路

由器的主要特性

和功能，掌握路

由器的基本配

置，掌握 VLAN间

路由的 3种方法

及其优缺点。 

目标 4： 掌握

静态路由与动

态路由协议，

路由协议的几

种类型。学会

配置路由器协

议。 

目标 5： 掌握访问控

制列表 ACL的配置过

程，学会排除 ACL故

障，了解 DHCP的用途

及配置过程。掌握网

络地址转换 NAT的配

置过程。 

1.1 描述交换网络中数

据、语音和视频的融合。  
√     

1.2 描述中小型企业中的

交换网络。 
√ √    

1.3 解释交换网络中的帧

转发过程。 
√ √    

1.4 比较冲突域与广播域。 √   √  

2.1 解释静态路由的优点

和缺点 
√ √ √   

2.2 配置思科交换机的初

始设置 
√  √ √  

2.3 配置交换机端口以满

足网络需求 
√  √ √  

2.4 配置管理交换机虚拟

接口 
   √  

3.1 解释交换网络中 VLAN 

的用途 
√  √ √  

3.2 分析交换机如何根据

多交换环境的 VLAN 配置

转发帧 

  √ √  

3.3 根据要求配置交换机

端口分配给 VLAN 
√  √ √  

3.4 配置 LAN 交换机的 

TRUNK 端口 
√     

4.1. 配置路由器以在多个

直连网络之间路由 
√ √    

4.2 描述路由器的主要特

性和功能。 
√ √    

4.3 解释在中小型企业网

络中如何使用数据包中的

信息做出转发决策。 

  √ √  

4.4 解释在接口之间交换

数据包时路由器使用的封

装和解封过程  

√ √ √   

4.5 比较中小型企业网络

中路由器构建路由表的不

同方式。 

√  √ √  

4.6 解释直连网络的路由

表条目。 
√  √ √  

4.7 解释路由器如何为直

连网络构建路由表。 
   √  

5.1 描述支持 VLAN 间路

由的三个主要选项 
√  √ √  

5.2 配置传统 VLAN 间路

由 
  √ √  

5.3 配置 VLAN 间单臂路

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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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排除常见的 VLAN 间

配置问题 
√     

5.5 排除 VLAN 间路由环

境中的常见 IP 编址问题 
√ √    

5.6 使用第 3 层交换配置 

VLAN 间路由 
√ √    

6.1 解释静态路由的优点

和缺点。 
  √ √  

6.2 解释不同类型的静态

路由的用途。 
√ √ √   

6.3 通过指定下一跳地址

配置 IPv4 和 IPv6 静态

路由。 

√  √ √  

6.4 配置 IPv4 和  IPv6 

默认路由。 
√  √ √  

6.5 解释传统有类编址在

网络实施中的用途。 
   √  

6.6 解释 CIDR 在替换有

类编址中的用途。 
√  √ √ √ 

7.1 解释动态路由协议的

基本工作原理。 
  √ √ √ 

7.2 比较和对比动态路由

和静态路由。 
√  √ √ √ 

7.3 确定在初始网络发现

阶段哪些网络可用。 
√     

7.4 定义不同类别的路由

协议。 
√ √    

7.5 描述距离矢量路由协

议获知其他网络的过程。 
√ √    

7.6 识别距离向量路由协

议的特征。 
  √ √  

7.7 配置 RIP 路由协议。 √ √ √   

7.8 配置 RIPng 路由协

议。 
√  √ √  

8.1 解释链路状态路由器

获知其他网络的过程。 
√  √ √  

8.2 描述 Cisco IOS路由器

使用的数据包类型以建立

和维护 OSPF网络。 

   √  

8.3 解释 Cisco IOS路由器

如何在 OSPF 网络中实现收

敛。 

√  √ √ √ 

8.4 配置 OSPF 路由器 ID。   √ √ √ 

8.5 在小型 IPv4 路由网络

中配置单区域 OSPFV2。 
√  √ √ √ 

8.6 解释 OSPF 如何使用开

销来确定最佳路径。 
√     

8.7 在小型路由网络中检

验单区域 OSPFv2。 
√ √    

8.8 比较 OSPFv2和 OSPFv3

特征和运行原理。 
√ √    

9.1 解释如何使用 ACL 来

过滤流量。 
  √ √  

9.2 比较标准和扩展 IPv4 

ACL。 
√ √ √   



 

698 

9.3 解释 ACL 如何使用通

配符掩码。 
√  √ √  

9.4 解释 ACL 的创建原

则。 
√  √ √  

9.5 解释 ACL 的放置原

则。 
   √  

10.1 解释中小型企业网络

中的 DHCPv4 操作。 
√  √ √ √ 

10.2 将 路 由 器 配 置 为 

DHCPv4 服务器。 
  √ √ √ 

10.3 将 路 由 器 配 置 为 

DHCPv4 客户端。 
√  √ √ √ 

10.4 排 除 交 换 网 络 中 

IPv4 的 DHCP 配置故障。 
√   √ √ 

10.5 解释 DHCPv6 的工作

原理。 
√ √  √ √ 

11.1  描述 NAT 的特征 √ √  √ √ 

11.2  描述 NAT 的优点和

缺点 
  √ √ √ 

11.3  使用 CLI 配置静态 

NAT 
√ √  √ √ 

11.4  使用 CLI 配置动态 

NAT 
√   √ √ 

11.5  使用 CLI 配置 PAT √   √ √ 

11.6  使用 CLI 配置端口

转发 
   √ √ 

11.7  配置 NAT-PT（IPv6 

到 IPv4） 
√  √ √ √ 

11.8  使用 show 命令检

验 NAT 的操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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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A3：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19A1          

英文名称：CCNA3:Network System Plan and Integr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电子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CCNA1：计算机网络应用、CCNA2：网络设备与配置 

后续课程：CCNA4：网络连接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交换式 LAN 体系结构和分层网络设计原则，学会交换机配置

与管理方法，学会交换机安全配置方法，了解交换机的特性功能在网络系统规

划和集成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 VLAN的工作原理、优点和应用，学会网络流量类型的分析方

法，学会 VLAN 中继的配置和故障排除方法，解释常见的 VLAN 配置问题，了解

VLAN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 VTP 的概念和操作方法、VTP 域、VTP 通告、VTP 模式和 VTP

修剪，学会 VTP 配置和管理方法，学会常见的排除 VTP 配置故障方法，学会在

VTP服务器上管理 VLAN的方法，了解 VTP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目标 4：掌握冗余功能的概念和现实中的冗余问题，掌握生成树算法和各

端口的角色，学会配置快速 PVST+,了解 STP端口状态和 BPDU计时器，了解 STP

收敛的步骤，了解 STP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目标 5：掌握 VLAN间路由的概念，学会配置 VLAN间路由和单臂路由器 VLAN

间路由，学会排除 VLAN间路由故障的方法，学会分析交换机配置和路由器配置

中的故障。 

目标 6：掌握无线 LAN 的基本概念、标准、组件、规划和安全性，掌握无

线安全协议，学会配置无线接入点和无线网卡，学会排除常见的无线 LAN 故障

的方法，了解 WLAN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局域网的设计与规划 （7课时） 

1.1 交换式 LAN体系结构，分层网络模型；交换机和指定 LAN的功能配对。 

  （1课时） 

1.2 Ethernet LAN的基本概念和设计考虑因素；交换机的基本概念和转发

帧的方法，二层交换和三层交换的概念和区别。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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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交换机管理配置方法,常见的交换机配置问题。 （2课时） 

1.4 配置交换机安全性方法。 （2课时） 

1.5 交换机的特性功能在网络系统规划和集成中的应用。 （2课时） 

（二）虚拟局域网 （8课时） 

2.1 VLAN的定义、优点、ID范围、类型；网络流量类型；交换机端口成员

资格模式，用 VLAN控制广播域。 （3课时） 

2.2  VLAN中继和中继工作方式、工作模式；配置 VLAN、管理 VLAN、配置

中继。 （3课时） 

2.3 VLAN 和中继的故障排除，常见中继问题，常见 VLAN 配置问题，VLAN

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2课时） 

（三）VLAN中继协议 VTP （6课时） 

3.1 VTP概念和操作，默认 VTP配置，VTP域、通告、模式和修剪。 

  （2课时） 

3.2  配置 VTP。 （2课时） 

3.3  VTP故障排查，在 VTP服务器上管理 VLAN，VTP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

成中的应用。 （2课时） 

（四）生成树协议 STP （8课时） 

4.1 冗余功能及存在的问题，STP 算法，STP 端口角色、端口状态和 BPDU

计时器。  （2课时） 

4.2 STP收敛步骤。  （2课时） 

4.3 PVST、RSTP和快速 PVST的概念及功能。 （2课时） 

4.4 配置快速 PVST,精心规划 STP,排除 STP 运行故障，STP 在网络系统规

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2课时） 

（五） VLAN间路由 （7课时） 

5.1 VLAN间路由的概念，接口和子接口。 （2课时） 

5.2 配置 VLAN间路由，配置单臂路由器 VLAN 间路由。 （3课时） 

5.3 排除 VLAN 间路由故障；交换机配置问题，路由器配置问题和 IP 编址

问题。  （2课时） 

（六） 无线的基本概念和配置 （8课时） 

6.1 无线 LAN 标准，无线网络的运行，无线 LAN 的规划；无线 LAN 的安全

性，无线安全协议，保护无线 LAN的安全。 （2课时） 

6.2 配置无线 LAN接入，配置无线接入点，配置无线网卡。 （3课时） 

6.3 排除简单的 WLAN问题，解决接入点发射和固件问题，解决接入点放置、

身份验证和加密问题，WLAN在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用。 （2课时） 

（七）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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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网络规划与集成综合实验（以构建校园网为例）。 （2课时） 

7．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 3：LAN交换和无线》 ，思科公司著，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计算机网络》，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2.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 1：网络基础知识》 ，思科公司著，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4.12 

3.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2：路由协议和概念》，思科公司著，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4.12 

4. 《路由和交换技术》，沈鑫焱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交换机相关概

念和管理配置，VLAN 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STP 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方法，VTP

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方法，VLAN 间路由的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方法，WLAN 相

关概念和管理配置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赵雷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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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交换式 LAN

体系结构 ,

学会交换机

配置与管理

方法 

目标 2：掌握

VLAN的工作原

理，学会 VLAN

中继的配置和

故障排除方法 

目标 3：掌

握 VTP 的

概念，学会

VTP 配 置

和管理方

法 

目标 4:掌

握冗余功

能的概念，

掌握生成

树算法 

目标 5：掌握

VLAN间路由的

概念，学会配

置 VLAN 间路

由和单臂路由

器 

目标 6：掌握无

线 LAN 的基本

概念，学会配

置无线接入点

和无线网卡 

1.1 交换式 LAN体系结构，

分层网络模型；交换机和指

定 LAN的功能配对 

√      

1.2 Ethernet LAN的基本概

念和设计考虑因素；交换机

的基本概念和转发帧的方

法，二层交换和三层交换的

概念和区别 

√      

1.3 交换机管理配置方法,

常见的交换机配置问题 
√      

1.4 配置交换机安全性方

法 
√      

1.5 交换机的特性功能在

网络系统规划和集成中的

应用 

√ √ √ √ √  

2.1 VLAN的定义、优点、ID

范围、类型；网络流量类型；

交换机端口成员资格模式，

用 VLAN控制广播域 

 √     

2.2  VLAN 中继和中继工作

方式、工作模式；配置 VLAN、

管理 VLAN、配置中继 

 √     

2.3 VLAN 和中继的故障排

除，常见中继问题，常见

VLAN 配置问题，VLAN 在网

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应

用 

 √  √ √  

3.1 VTP 概念和操作，默认

VTP 配置，VTP 域、通告、

模式和修剪 

  √    

3.2 配置 VTP   √    

3.3VTP 故障排查，在 VTP

服务器上管理 VLAN，VTP在

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的

应用 

  √ √ √  

4.1 冗余功能及存在的问

题，STP 算法，STP 端口角

色、端口状态和 BPDU 计时

器 

   √   

4.2 STP收敛步骤    √   

4.3 PVST、RSTP和快速 PVST

的概念及功能 
   √   

4.4 配置快速 PVST,精心规

划 STP,排除 STP运行故障，

STP 在网络系统规划集成中

的应用 

   √ √  

5.1 VLAN间路由的概念，接

口和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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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配置 VLAN 间路由，配

置单臂路由器 VLAN间路由 
    √  

5.3 排除 VLAN间路由故障；

交换机配置问题，路由器配

置问题和 IP编址问题 

    √  

6.1 无线 LAN标准，无线网

络的运行，无线LAN的规划；

无线 LAN的安全性，无线安

全协议，无线 LAN的安全 

     √ 

6.2 配置无线 LAN接入，配

置无线接入点，配置无线网

卡 

     √ 

6.3 排除简单的 WLAN问题，

解决接入点发射和固件问

题，解决接入点放置、身份

验证和加密问题，WLAN在网

络系统规划与集成中应用 

     √ 

7.1 网络规划和集成综合

实验 
√ √ √ √ √ √ 

7.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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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A4：网络连接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0A1        英文名称：CCNA4:Network Connection Technique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电子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CCNA3：网络系统规划与集成、CCNA2：网络设备与配

置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广域网的概念、类型、连接方式，学会分辨不同连接方式的

WAN。 

目标 2：掌握串行通信的定义、工作原理、通信标准、HDLC封装的概念，

掌握 PPP的概念、帧结构，学会 PPP的配置和管理。 

目标 3：掌握帧中继概念，学会配置帧中继、启用帧中继封装和配置静态

帧中继映射，掌握高级帧中继概念，学会配置高级帧中继。 

目标 4：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类型，学会使用 Cisco SDM进行路由器管

理、维护、备份和升级等操作。  

目标 5：掌握 ACL的工作原理和通配符掩码，学会配置 ACL。 

目标 6：学会常见的远程接入方法，学会配置 VPN和 IPSec。 

二、课程内容 

（一）WAN简介 （2课时） 

1.1 广域网概念、类型和分层架构。 （1课时） 

1.2 广域网连接方式。 （1课时） 

（二）PPP （6课时） 

2.1 串行通信的定义、工作原理、通信标准、HDLC封装的概念。 （2课时） 

2.2 PPP的概念、帧结构、配置选项和配置命令。 （2课时） 

2.3 PPP封装故障排除，配置 PPP身份验证。 （2课时） 

（三）帧中继 （9课时） 

3.1 帧中继概念、封装、拓扑和地址映射，虚电路的概念。 （2课时） 

3.2 配置帧中继，启用帧中继封装，配置静态帧中继映射。 （2课时） 

3.3  高级帧中继概念，帧中继子接口，帧中继的费用，帧中继流量控制。 

  （2课时） 

3.4  配置高级帧中继，配置帧中继子接口，查看帧中继运行情况，排除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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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配置故障。 （2课时） 

（四）网络安全 （7课时） 

4.1 网络安全的概念、类型、常规防范技术、企业安全策略。 （1课时） 

4.2 路由器安全问题，保护路由选择协议，保护路由器。 （2课时） 

4.3 使用 Cisco SDM，保护路由器管理，维护、管理、备份和升级 Cisco IOS

映像。  （2课时） 

4.4恢复 IOS软件映像，排除 Cisco IOS配置故障，密码恢复。 （2课时） 

（五） ACL （6课时） 

5.1 ACL的工作原理，通配符掩码。 （2课时） 

5.2 动态 ACL的配置。 （4课时） 

（六） 远程服务 （6课时） 

6.1 远程接入方法。 （2课时） 

6.2 VPN概念及配置。 （2课时） 

6.3 IPSec概念及配置。 （2课时） 

（七）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7.1 广域网和网络安全配置综合实验。 （5课时） 

7．2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 4：接入 WAN》 ，思科公司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计算机网络》，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2.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 1：网络基础知识》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12 

3.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2：路由协议和概念》，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12 

4.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 3:LAN 交换无线》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12 

5. 《路由和交换技术》，沈鑫焱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WAN 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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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 

配置，帧中继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网络安全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方法，

远程服务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方法，ACL 相关概念和管理配置，IP 编址相关概

念和管理配置方法，网络故障排除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赵雷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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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广域网

有关概念 

目标 2：掌

握 串 行 通

信 协 议 及

配置方法 

目标 3：掌

握帧中继

及配置方

法 

目标 4:掌

握网络安

全配置方

法 

目标 5：掌握

ACL 的概念和

配置方法 

目标 6：掌

握远程接

入技术和

配置法 

1.1 广域网概念、类型和分层架构 √      

1.2广域网连接方式 √      

2.1 串行通信的定义、工作原理、通

信标准、HDLC封装的概念 
 √     

2.2 PPP 的概念、帧结构、配置选项

和配置命令 
 √     

2.3 PPP 封装故障排除，配置 PPP 身

份验证 
 √     

3.1 帧中继概念、封装、拓扑和地址

映射，虚电路概念 
  √    

3.2 配置帧中继，启用帧中继封装，

配置静态帧中继映射 
  √    

3.3 高级帧中继概念，帧中继子接口，

帧中继的费用，帧中继流量控制 
      

3.4 配置高级帧中继，配置帧中继子

接口，查看帧中继运行情况，排除帧

中继配置故障 

  √    

4.1 网络安全的概念、类型、常规防

范技术、企业安全策略 
√ √ √ √ √  

4.2 路由器安全问题，保护路由选择

协议，保护路由 
√ √ √ √ √  

4.3 使用 Cisco SDM，保护路由器管

理，维护、管理、备份和升级 Cisco IOS

映像 

      

4.4 恢复 IOS 软件映像，排除 Cisco 

IOS配置故障，密码恢复 
      

5.1 ACL的工作原理，通配符掩码       

5.2 动态 ACL的配置 √ √ √ √ √  

6.1 远程接入方法       

6.2 VPN及配置       

6.3 IPSec及配置       

7.1广域网和网络安全配置综合实验       

7.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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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A 安全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1A1       

英文名称：CCNA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网络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网络安全技术 

后续课程：网络系统安全与保障综合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现代网络安全威胁和特点。 

目标 2：掌握保护网络设备和服务器的安全保障方法。 

目标 3：掌握防火墙、入侵防御、局域网等网络系统安全防护技术。 

目标 4：掌握密码系统和虚拟专用网络的基本技术。 

目标 5：掌握简单 CCNA 网络安全项目的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 网络安全威胁和特点 （2学时） 

1.1安全网络的基本原则。 （0.5课时） 

1.2病毒、蠕虫和特洛伊木马。 （0.5课时） 

1.3攻击方法。 （0.5课时） 

1.4 Cisco 网络基础保护框架。 （0.5课时） 

（二） 网络服务器及设备安全保障方法 （10学时） 

2.1保护对设备的访问、分配管理角色。 （1课时） 

2.2监控和管理设备、使用自动安全特性。 （0.5课时） 

2.3实验一，配置基于角色的 CLI 访问。 （2课时） 

2.4 AAA概述及本地 AAA认证。 （1课时） 

2.5实验二，使用 CLI 配置本地 AAA 认证。 （2课时） 

2.6 基于服务器的 AAA及认证。 （1课时） 

2.7 基于服务器的 AAA授权和审计。 （0.5课时） 

2.8实验三，配置 Cisco 安全 ACS 用户和组。 （2课时） 

（三）网络系统安全防护技术 （10学时） 

3.1访问控制列表及防火墙技术。 （0.5课时） 

3.2基于区域策略防火墙。 （1课时） 

3.3 实验四，使用 CLI配置区域策略防火墙。 （2课时） 

3.4 IPS技术和特征。（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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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执行 IPS、检验和监测 IPS。（1课时） 

3.6实验五，使用 CLI配置 Cisco IOS IPS。（2课时） 

3.7终端安全以及第二层安全。（0.5课时） 

3.8配置第二层安全。（0.5课时） 

3.9 实验六，配置 Cisco交换端口分析器。（2 课时） 

（四）密码系统和虚拟专用网络技术（6学时） 

4.1密码服务、基本完整性和真实性、加密技术。（0.5课时） 

4.2公钥密码术。（1课时） 

4.3 VPN技术。（1课时） 

4.4 IPSec VPN组件和操作。（1课时） 

4.5使用 CLI实现站点到站点的 IPSec VPN。（0.5课时） 

4.6 实验七，配置一个站点到站点的 IPSec VPN。（1课时） 

4.7 实验八，验证 IPSec配置和故障排除。（1 课时） 

（五）CCNA网络安全项目（4学时） 

5.1 CCNA网络安全项目布置、设计与设备模拟配置。（2课时） 

5.2项目作品演示与讨论。（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安全（第 3版）》，[美]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编著，北京邮电大学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译，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5.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网络安全实用技术（第 2版）》，贾铁军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2.《网络安全—技术与实践（第 3版）》，刘建伟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5 

3.《网络安全》，沈鑫剡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8 

4.《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付忠勇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6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2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网络安全威胁

和特点、网络服务器及设备安全保障方法、网络系统安全防护技术以及密码系

统和虚拟专用网络技术。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小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book.jd.com/writer/%E6%80%9D%E7%A7%91%E7%BD%91%E7%BB%9C%E6%8A%80%E6%9C%AF%E5%AD%A6%E9%99%A2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6%80%9D%E7%A7%91%E7%BD%91%E7%BB%9C%E6%8A%80%E6%9C%AF%E5%AD%A6%E9%99%A2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Cisco%20Networking%20Academy_1.html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b1%b1%be%a9%d3%ca%b5%e7%b4%f3%d1%a7+%cb%bc%bf%c6%cd%f8%c2%e7%bc%bc%ca%f5%d1%a7%d4%ba&zyandor=and
http://www.china-pub.com/love/chubanshe/chubanshe.asp?newid=141
http://www.china-pub.com/love/chubanshe/chubanshe.asp?newid=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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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现代网

络安全威

胁和特点 

目标 2：掌握

保护网络设

备和服务器

的安全保障

方法 

目标 3：掌握

防火墙、入侵

防御、局域网

等网络系统安

全防护技术 

目标 4:掌握

密码系统和

虚拟专用网

络的基本技

术 

目标 5:掌握

简单 CCNA 网

络安全项目的

设计 

1.1安全网络的基本原则。 √     

1.2病毒、蠕虫和特洛伊木马。 √     

1.3攻击方法。 √     

1.4 Cisco网络基础保护框架。 √    √ 

2.1保护对设备的访问、分配管理角色。  √   √ 

2.2监控和管理设备、使用自动安全特性。  √   √ 

2.3配置基于角色的 CLI访问实验。  √   √ 

2.4 AAA概述及本地 AAA认证。  √   √ 

2.5 使用 CLI配置本地 AAA认证实验。  √   √ 

2.6基于服务器的 AAA及认证。  √   √ 

2.7 基于服务器的 AAA授权和审计。  √   √ 

2.8 配置 Cisco安全 ACS用户和组实验  √   √ 

3.1访问控制列表及防火墙技术。   √  √ 

3.2基于区域策略防火墙。   √  √ 

3.3使用 CLI配置区域策略防火墙实验。   √  √ 

3.4 IPS技术和特征。   √  √ 

3.5 执行 IPS、检验和监测 IPS。   √  √ 

3.6使用 CLI配置 Cisco IOS IPS实验。   √  √ 

3.7 终端安全以及第二层安全。   √  √ 

3.8 配置第二层安全。   √  √ 

3.9 配置 Cisco交换端口分析器。   √  √ 

4.1 密码服务、基本完整性和真实性、加密

技术。 
   √ √ 

4.2 公钥密码术。    √ √ 

4.3 VPN技术。    √ √ 

4.4 IPSec VPN组件和操作。    √ √ 

4.5 使用 CLI 实现站点到站点的  IPSec 

VPN。 
   √ √ 

4.6 配置一个站点到站点的 IPSec VPN 实

验。 
   √ √ 

4.7 验证 IPSec配置和故障排除实验。    √ √ 

5.1 CCNA 网络安全项目布置、设计与设备

模拟配置。 
√ √ √ √ √ 

5.2项目作品展示和讨论；课程习题讨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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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伦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2A1         英文名称：Internet Eth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网络安全技术、网络协议分析与开发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伦理理论的概念，了解主观相对论、文化相对论、神命论、

伦理利己主义、康德主义、行为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等基本的概念，并能用

这些理论分析互联网发展中的一些现象。 

目标 2：了解互联网通信中一些现象的本质，如垃圾邮件、审查制度、信

任关系、网络成瘾等。掌握知识产权的保护方法及开源软件的使用规则。掌握

隐私的概念以及在网络上保护隐私的方法，理解隐私保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目标 3：了解黑客行为的定义、网络攻击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目标 4：根据案例掌握职业道德的定义，正确处理工作与财富的关系。 

目标 5：树立正确的互联网伦理观，根据案例完成课程论文。 

二、课程内容 

（一）伦理导言 （4课时） 

1.1伦理及主观相对论、文化相对论、神命论、伦理利己主义、康德主义、

行为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等基本的概念等多种论断的定义。 （2课时） 

1.2应用以上理论对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现象进行讨论 （2课时） 

（二）互联网 通信 （8课时） 

2.1垃圾邮件的定义及危害，手机软件面临的伦理问题 （2课时） 

2.2审查制度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政府在互联网内容管理中的作用 （2课时） 

2.3互联网信任关系的建立，网络成瘾的探讨 （2课时） 

2.4互联网安全的案例及应对（企业教师） （2课时） 

（三）知识产权 （6课时） 

3.1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的分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方法。 （2课时） 

3.2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及困境。 （2课时） 

3.3开源软件的定义及讨论 （2课时） 

（四）信息隐私权 （6课时） 

4.1 隐私的定义及隐私权的讨论。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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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隐私保护与信息公开的关系 （2课时） 

（五）隐私与政府 （4课时） 

5.1政府的信息收集行为 （2课时） 

5.2美国各类信息收集法案及条例介绍 （2课时） 

（六）计算机与网络安全 （4课时） 

6.1 黑客入侵行为及各种病毒、木马等行为分析 （1课时） 

6.2 对攻击行为的伦理评价 （1课时） 

6.3 职业道德的定义，正确处理工作和财富的关系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互联网伦理：信息时代的道德重构》，Michael J. Quinn等编著， 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6.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网络伦理学概要》，赵兴宏主编，北京科文图书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8.06 

2. 《网络虚拟社会与伦理道德研究——基于大学生群体的调查》，黄河主

编，科学出版社，2017.3 

3. 《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王亚强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 

4. 《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李卫东编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8 

5. https://www.easyaq.com/，E 安全网站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课程论文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20%）、大作业（30%）及考

勤作业等（10%）。 

2.期末课程论文占比 40%，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选取有关网络伦理的

某个话题写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课程论文。 

五、附件 

 

制定人：  苏庆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7 月  

  



 

71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互

联网伦理相关

概念，并能分

析具体问题 

目标 2：了解互联

网现象的本质，掌

握知识产权保护、

隐私保护等概念 

目标 3：了解黑

客行为，网络

攻击及应对策

略 

目标 4:掌握职

业 道 德 的 定

义，处理工作

与财富的关系 

目标 5：树立正

确伦理观，完

成课程论文 

1.1网络伦理相关概念 √    √ 

1.2结合现实进行讨论 √    √ 

2.1垃圾邮件的定义及危害，手

机软件面临的伦理问题 
 √   √ 

2.2 审查制度与言论自由的关

系，政府在互联网内容管理中

的作用 

 √   √ 

2.3互联网信任关系的建立，网

络成瘾的探讨 
 √   √ 

2.4 互联网安全的案例及应对

（企业教师） 
 √   √ 

3.1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

的分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方法 
  √  √ 

3.2 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保

护的方法及困境 
  √  √ 

3.3开源软件的定义及讨论   √   

4.1 隐私的定义及隐私权的讨

论。 
  √  √ 

4.2 隐私保护与信息公开的关

系 
  √  √ 

5.1政府的信息收集行为   √  √ 

5.2 美国各类信息收集法案及

条例介绍 
  √  √ 

6.1 黑客入侵行为及各种病

毒、木马等行为分析 
   √ √ 

6.2 对攻击行为的伦理评价    √ √ 

6.3 职业道德的定义，正确处

理工作和财富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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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3A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Search Engin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 

后续课程：网络高级编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搜索引擎的基本原理，了解搜索引擎的发展史，熟悉搜索引

擎的分类与主要的搜索引擎应用。 

目标 2：掌握搜索引擎的体系结构，并深入了解其工作原理与数据结构，

学会应用搜索引擎的基本结构，比较相关搜索引擎的优缺点，如元搜索引擎、

个性化搜索引擎、智能搜索引擎等基础知识。 

目标 3：熟悉搜索引擎爬虫概念与原理，并熟练掌握网页爬虫关键技术的

运用，能够处理网页爬取信息。 

目标 4：学会使用信息索引技术，并能够快速完成信息查询，了解评价技

术的方法。 

目标 5：掌握基于 Lucene 与 Nutch的搜索引擎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搜索引擎技术概述 （6课时） 

1.1搜索引擎的基本概念与分类，掌握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 （1课时） 

1.2搜索引擎的信息检索模型，比较多种检索模型的优缺点。 （1课时） 

1.3建立搜索引擎的关键技术，了解信息采集与存储技术原理。 （1课时） 

1.4中文搜索引擎的发展趋势。 （1课时） 

1.5 实验一，搜索引擎工具环境配置与简单使用。 （2课时） 

（二）搜索引擎基础与结构 （12课时） 

2.1搜索引擎的组成部分，分析体系结构的功能与作用。 （2课时） 

2.2掌握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与数据结果，学会分析网页搜集与网页处理

的工作流程 （4课时） 

2.3了解元搜索引擎概念与分类，常用的元搜索引擎特点与比较。 （2课时） 

2.4了解个性胡智能搜索引擎，掌握智能搜索引擎主要技术。 （2课时） 

2.5 实验二，搜索引擎的工具调试。 （2课时） 

（三）网页爬取关键技术与预处理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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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搜索引擎爬虫概述，爬虫的工作原理以及常用的开源爬虫软件介绍，

灵活运用网页信息的抓取技术得到相关数据。 （3课时） 

3.2掌握搜索引擎爬虫的关键技术，网页抓取优先策略的选择，灵活使用

Bitmap结构与 Bloom filter。 （3课时） 

3.3网页信息预处理技术，熟悉网页信息结构化，针对文本数据进行解析

处理，运用 PangRank算法对网页进行排名 （4课时） 

3.4 实验三，网页爬虫算法的实现。 （2课时） 

（四）信息检索与评价技术 （10课时） 

4.1 掌握信息索引技术，利用顺排检索、倒排索引、后缀数组索引实现数

据快速检索。 （4课时） 

4.2检索模型的理解与检索方法的比较，学会评价搜索引擎的指标。 

  （4课时） 

4.3 实验四，爬虫引擎的评估与测试。 （2课时） 

（五）搜索引擎的应用 （8课时） 

5.1掌握 Lucene搜索引擎的应用等。 （2课时） 

5.2 实验五，Lucene搜索引擎的应用。 （2课时） 

5.3学会使用 Nutch的搜索引擎等。 （2课时） 

5.4 实验六，Nutch搜索引擎的配置与使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搜索引擎基础教程》，袁津生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搜索引擎：信息检索实践》，[美] 克罗夫特，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8 

2. 《现代信息检索》，[美] Ricardo Baeza-Yates，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0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搜索引擎技术、

体系结构、网页爬取关键技术与预处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定裕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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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搜索

引擎的基本

原理  

目标 2：掌握

搜索引擎的

体系结构 

目标 3：熟悉搜索引擎

爬虫概念与原理，并熟

练掌握网页爬虫关键

技术的运用 

目标 4:掌

握信息 索

引技术 

目标 5：掌握基

于 Lucene 与

Nutch 的搜索

引擎的应用。 

1.1搜索引擎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     

1.2搜索引擎的信息检索模型 √     

1.3搜索引擎的关键技术概述 √     

1.4中文搜索引擎的发展趋势 √     

1.5 搜索引擎工具环境配置与简

单使用 
√    √ 

2.1搜索引擎基础与结构  √    

2.2 掌握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与

数据结果 
 √    

2.3元搜索引擎概念与分类  √    

2.4 个性胡智能搜索引擎，掌握

智能搜索引擎主要技术 
 √    

2.5搜索引擎的工具调试。  √   √ 

3.1 搜索引擎爬虫概述，爬虫的

工作原理 
  √   

3.2运用网页信息的抓取技术   √   

3.3 掌握搜索引擎爬虫的关键技

术。 
  √   

3．4网页信息预处理技术，熟悉

网页信息结构化 
  √   

3.5 PangRank算法的应用   √   

3.6网页爬虫算法的实现。  √ √ √ √ 

4.1掌握信息索引技术。 √ √ √ √ √ 

4.2评价搜索引擎的指标。 √ √ √ √ √ 

5.1掌握 Lucene搜索引擎的应用 √ √ √ √ √ 

5.2学会使用 Nutch的搜索引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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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管理与服务综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4A1             

英文名称：The Synthesis of Network System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高级语言编程技术等。 

后续课程：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络系统管理和服务管理等技能，锻炼网络工程专业综合能

力。 

目标 2：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8中的用户管理、文件管理、打印管理、

域控管理、组策略管理、磁盘管理等配置；掌握 Windows和 Linux下 DNS服务

器、Web服务器、FTP服务器、NAT、VPN等配置与管理。 

目标 3：在掌握以上知识点的基础上，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可以完成对中小

企业网络的管理与服务。 

二、课程内容 

根据企业用户对网络管理的具体需求，通过对中小企业网络常用应用进行

配置，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企业网络应用的配置与网络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1、 企业导师进课堂，以实际案例为基础，提出网络管理与服务设计要求； 

2、 学生 3-4人为 1个小组，制定网络管理设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需求调研 

b) 应用分析 

c) 方案设计 

d) 实施过程 

e) 测试结果 

f) 总结与分析 

3、 完成设计报告 

4、 通过由企业和学校导师们主持的答辩 

5、 供参考的相关设计（不限于，具体以课程开设时企业用户对网络管理

的具体需求为准） 

a) 多办公区域企业网络规划与设计 

b) 多校区校园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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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多 AP办公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d) 运行 IPv4与 IPv6协议的混合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e) 实现单点登录的企业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f) 校园网络安全性分析与设计 

g) 基于 ICMP协议的网络设备状态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h) 基于 xx工具的网络流量监测与分析 

i) 基于 xx工具的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网络等）性能监测 

j) xx网络的安全性分析与优化方案设计 

k) ……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教材普遍落后与实际应用，要求学生学会使用因特网资源合作完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各种专业网站 

2. 各大在线学习网站，如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cn.udacity.com等 

四、课程考核 

1. 网络实施配置与调试（30%） 

2. 答辩（40%） 

3. 课程设计报告（20%） 

4. 平时（10%）  

五、附件 

 

制定人：  苏庆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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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网络系

统管理和服务管理

等技能，锻炼网络工

程专业综合能力。 

 

目标 2：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8中

的用户管理、文件管理、打印管理、域

控管理、组策略管理、磁盘管理等配

置；掌握 Windows和 Linux下 DNS服务

器、Web服务器、FTP服务器、NAT、VPN

等配置与管理。 

目标 3：在掌握以上知识点的

基础上，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可

以完成对中小企业网络的管

理与服务。 

 

需求调研 √ √ √ 

方案设计 √ √ √ 

方案实施 √ √ √ 

设计报告 √ √ √ 

设计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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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管理与服务综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4A1             

英文名称：The Synthesis of Network System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高级语言编程技术等。 

后续课程：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络系统管理和服务管理等技能，锻炼网络工程专业综合能

力。 

目标 2：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8中的用户管理、文件管理、打印管理、

域控管理、组策略管理、磁盘管理等配置；掌握 Windows和 Linux下 DNS服务

器、Web服务器、FTP服务器、NAT、VPN等配置与管理。 

目标 3：在掌握以上知识点的基础上，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可以完成对中小

企业网络的管理与服务。 

二、课程内容 

根据企业用户对网络管理的具体需求，通过对中小企业网络常用应用进行

配置，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企业网络应用的配置与网络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6、 企业导师进课堂，以实际案例为基础，提出网络管理与服务设计要求； 

7、 学生 3-4人为 1个小组，制定网络管理设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需求调研 

b) 应用分析 

c) 方案设计 

d) 实施过程 

e) 测试结果 

f) 总结与分析 

8、 完成设计报告 

9、 通过由企业和学校导师们主持的答辩 

10、 供参考的相关设计（不限于，具体以课程开设时企业用户对网络管理

的具体需求为准） 

a) 多办公区域企业网络规划与设计 

b) 多校区校园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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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多 AP办公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d) 运行 IPv4与 IPv6协议的混合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e) 实现单点登录的企业网络的规划与设计 

f) 校园网络安全性分析与设计 

g) 基于 ICMP协议的网络设备状态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h) 基于 xx工具的网络流量监测与分析 

i) 基于 xx工具的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网络等）性能监测 

j) xx网络的安全性分析与优化方案设计 

k) ……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教材普遍落后与实际应用，要求学生学会使用因特网资源合作完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各种专业网站 

2. 各大在线学习网站，如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cn.udacity.com等 

四、课程考核 

1. 网络实施配置与调试（30%） 

2. 答辩（40%） 

3. 课程设计报告（20%） 

4. 平时（10%）   

五、附件 

 

制定人：  苏庆刚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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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网络系

统管理和服务管理

等技能，锻炼网络工

程专业综合能力。 

 

目标 2：掌握 Windows Server 2008中

的用户管理、文件管理、打印管理、域

控管理、组策略管理、磁盘管理等配

置；掌握 Windows和 Linux下 DNS服务

器、Web服务器、FTP服务器、NAT、VPN

等配置与管理。 

目标 3：在掌握以上知识点的

基础上，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可

以完成对中小企业网络的管

理与服务。 

 

需求调研 √ √ √ 

方案设计 √ √ √ 

方案实施 √ √ √ 

设计报告 √ √ √ 

设计答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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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设计与配置综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6A1             

英文名称：The Synthesis of Network System Design and Configuration 

学分/学时：2/2周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CCNA1，CCNA2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网络的设计，构建和维护等技能，掌握对学生掌握计算机网

络的基础理论和过程。 

目标 2：掌握所有网络设备与集成的相关知识，包括：网络的构建、交换

机路由器的配置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配置。 

目标 3：在掌握的基础上，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可以完成对中小企业网络的

设计与实施。 

二、课程内容 

根据企业用户对网络应用的具体需求，通过对中小企业网络常用技术的分

析，以小组为单位，编制企业网络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实施方案，并完成项

目实施。 

企业需求： 

1、公司有 4个部门（管理、研发、销售、工程），共 40台 PC，其中 2台

为服务器； 

2、服务器中，1台为 WEB服务器，1台为 FTP服务器，确保可以从 Internet

访问； 

3、除服务器外，所有 PC将通过 DHCP动态配置 IP地址； 

4、因信息安全问题，研发部门不能访问 Internet； 

5、公司向 ISP只申请了一个 IP地址； 

6、禁止外网的所有 ping的报文； 

方案编制内容：  

1、网络设备选型及数量； 

2、IP地址规划及分配； 

3、网络规划拓扑图； 

4、选择合适的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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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详细的网络实施配置；  

各小组方案分配如下：要求学生更熟练的掌握运用以下内容（每组任选一

个课题）： 

固定方案 1  采用三层路由+ OSPF 

固定方案 2  采用三层路由+ RIP 

固定方案 3  采用三层路由+ STATIC 

固定方案 4  采用单臂路由 

固定方案 5  采用三层路由+ OSPF+VTP 

固定方案 6  三层交换机上配置 DHCP 

固定方案 7  服务器上配置 DHCP 

固定方案 8  采用单臂路由+DHCP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斯桃枝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网络工程设计教程系统集成方法 陈鸣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2. 交换机、路由器的配置与管理，冯昊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四、课程考核 

1. 网络实施配置与调试（30%） 

2. 答辩（40%） 

3. 课程设计报告（20%） 

4. 平时（10%）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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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网络的设

计，构建和维护等技能，

掌握对学生掌握计算机

网络的基础理论和过程。 

目标 2：掌握所有网络设备与集成

的相关知识，包括：网络的构建、

交换机路由器的配置以及各种网

络服务的配置。 

目标 3：在掌握的基础上，学

生完成本课程后可以完成对

中小企业网络的设计与实

施。 

1.  采用三层路由+ OSPF √ √ √ 

2.  采用三层路由+ RIP √ √ √ 

3.  采 用 三 层 路 由 + 

STATIC 
√ √ √ 

4.  采用单臂路由 √ √ √ 

5. 采 用 三 层 路 由 + 

OSPF+VTP 
√ √ √ 

6.  三层交换机上配置

DHCP 
√ √ √ 

7.  服务器上配置 DHCP √ √ √ 

8.  采用单臂路由+DHC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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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网站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7A1 

英文名称：Dynamic Website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系统运行环境配置与维护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计算机网络与网站基本知识。 

目标 2：了解网页的基本结构及动态网站的基本概念。 

目标 3：熟悉 Visual Web Developer集成开发环境。 

目标 4：基本掌握 ASP.NET 动态网页的制作方法与 ASP.NET 基本控件的应

用。 

目标 5：基本掌握 ASP.NET动态网站开发的步骤及实际开发技能。 

二、课程内容 

（一）动态网站开发基本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6课时） 

1.1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 （2课时） 

1.2网页与动态网站基本知识。 （2课时） 

1.3 HTML基本知识。 （2课时） 

1.4 ASP.NET动态网站技术基本知识。 （2课时） 

1.5 ASP.NET网站集成开发环境。 （2课时） 

1.6 ASP.NET控件使用基本方法。 （6课时） 

1.7网站开发周期基本知识（网站开发步骤及各阶段的任务和相关知识）。 

  （6课时） 

1.8 ASP.NET网页布局技术。 （4课时） 

1.9 ASP.NET母版页技术。 （4课时） 

1.10 ASP.NET网站导航技术。 （4课时） 

1.11 ASP.NET网站中的 CSS技术应用。 （4课时） 

（二）动态网站开发实际操作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由五人组成一个开发小组，开发一个能实际运行的小型 ASP.NET动态网站，

网站主题（网站定位）及内容自选，但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网站主页使用默认 ASP.NET 网页文件 Default.aspx。主页显示网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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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什么性质的网站），开发团队（小组）成员姓名、学号、院系专业，各自负

责的任务。主页的标题为网站主题，如“ASP.NET学习园地”等。 

2．网站内容的主题鲜明突出，不要太泛，图文并茂。   

3．网站栏目不少于开发小组的成员数，每个栏目至少包括五个网页。开发

小组的每位成员至少负责一个栏目的设计与网页制作，每个栏目建立一个专用

目录（文件夹），每个栏目对应的文件夹应有自己的图片文件夹。   

4．每个网页的标题除显示网页内容的标（主）题外，还要包含该网页的具

体制作人姓名，格式如：“ASP.NET测试题（制作：张三）”   

5．网页布局尽量使用 div+css技术。版面美观整洁，风格统一。   

6．应使用母版页技术保持网站页面的风格一致性，除应有全局级的母版页

之外，各栏目可使用各自的母版页（或二级母版页）。  

7．在导航功能方面，应使用 Menu及 TreeView 控件。图片内容的显示使用

Image控件。  

8．为了使文本保持一致性，在整个网站中，母版页应使用在网页头部设置

的 Style元素，二级母版页或其他网页则使用独立的 .CSS文件。   

9．要求书写内容详细的网站开发文档（Word 文档，文件名为“系统开发

说明书.doc”），对网站的主题内容、栏目划分、目录结构、对题目要求所使用

的主要技术，如母版页、菜单等，均给出详细说明，书写格式可参考。   

10．网站名称（文件夹名）为开发小组 Ftp用户名。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SP.NET 动态网页案例教程（C#.NET 版）》江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ASP.NET 动态网站开发》崔宁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5 

2.《ASP.NET（C#）动态网站开发案例教程》李萍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12 

3.《ASP.NET动态网页设计教程》丁桂芝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Web 数据库操作、

ASP.NET 页面导航、ASP.NET 复杂控件和用户控件、设计 ASP.NETWeb 网站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志和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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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计算机网

络与网站基

本知识。 

目标 2：了解网页

的基本结构及动

态网站的基本概

念。 

目 标 3： 熟悉

Visual Web 

Developer 集成

开发环境 

目标 4：基本掌握

ASP.NET 动态网

页的制作方法与

ASP.NET 基本控

件的应用。 

目标 5：基本掌握

ASP.NET 动态网

站开发的步骤及

实际开发技能。 

1.1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 √     

1.2 网页与动态网站基本知

识。 
√     

1.3 HTML基本知识。  √    

1.4 ASP.NET 动态网站技术

基本知识。 
 √    

1.5 ASP.NET 网站集成开发

环境。 
 √    

1.6 ASP.NET 控件使用基本

方法。 
  √   

1.7 网站开发周期基本知识

（网站开发步骤及各阶段

的任务和相关知识）。 

  √   

1.8 ASP.NET 网页布局技

术。 
  √   

1.9 ASP.NET母版页技术。 √ √ √   

1.10 ASP.NET 网站导航技

术。 
√ √ √   

1.11 ASP.NET网站中的 CSS

技术应用。 
√ √ √   

2 由五人组成一个开发小

组，开发一个能实际运行的

小型 ASP.NET动态网站，网

站主题（网站定位）及内

容自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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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8A1         

英文名称：Programmable On-Chip System Develop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数字系统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后续课程：电子电路设计与开发综合实验、通信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数字电路设计的优化方法。 

目标 2：掌握可编程片上系统中微处理器软核的移植和应用方法。 

目标 3：理解 DSP、数字通信等应用在可编程片上系统中的实现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字电路设计基础 （12课时） 

1.1硬件描述语言的基本语法。 （2课时） 

1.2典型逻辑模块的设计方法、测试原理和优化技术。 （2课时） 

1.3简单数字电路设计与调试。 （2课时） 

1.4有限状态机 FSM和带数据路径的状态机 FSMD设计方法。 （4课时） 

1.5复杂状态机电路设计与调试。 （2课时） 

（二）可编程逻辑器件开发工具基础 （6课时） 

2.1 可编程逻辑器件逻辑资源、IO资源、存储资源和时钟资源的基础概念。 

  （2课时） 

2.2 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开发工具和在线调试工具的使用方法。 （2课时） 

2.3 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线调试设计。 （2课时） 

（三）可编程片上系统软核微控制器基础 （12课时） 

3.1软核微控制器的结构原理，包括通用寄存器、程序存储空间、算术逻

辑单元、程序计数器、堆栈、中断处理单元等工作原理； （2课时） 

3.2软核微控制器指令集的基本概念； （3课时） 

3.3 软核微控制器的编程方法、中断处理和输入输出端口等设计。 （5课时） 

3.4 软核微控制器应用设计与调试。 （2课时） 

（四）可编程片上系统应用开发基础 （12课时） 

4.1系统应用接口控制电路设计方法。 （2课时） 

4.2软核微控制器接口设计与调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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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数字信号处理的实现方法。 （2课时） 

4.4数字通信的实现方法。 （2课时） 

4.5高速数据传输的实现方法。 （2课时） 

4.6人机交互设计与调试。 （2课时） 

（五）课程项目设计与实现 （6课时） 

5.1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综合设计与调试 （4课时） 

5.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Xilinx FPGA设计与实践教程》，赵吉成等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软\硬件协同设计》，[美]P.R.Schaumont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FPGA设计实战演练（高级技巧篇）》，王敏志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3.《高性能 FPGA系统：时序设计与分析》，崔嵬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4.《Xilinx FPGA数字信号处理权威指南：从 HDL到模型和 C的描述》，何

宾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5.与非网------------http://www.eefocus.com/ 

6.开源硬件网-----------http://www.openhw.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与作业（20%）

及课堂表现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HDL 语法、基本

数字电路和状态机设计应用、可编程逻辑器件芯片和开发工具的应用、可编程逻辑

器件软核微控制器的应用、接口控制电路的设计及应用、数字信号处理的实现、

数字通信的实现、高速数据传输的实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钟旭  审核人：  黎明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4%BD%95%E5%AE%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4%BD%95%E5%AE%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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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数字

电路设计的优化

方法。 

目标 2：掌握可编程

片上系统中微处理

器软核的移植和应

用方法。 

目标 3：理解 DSP、数

字通信等应用在可编

程片上系统中的实现

方法。 

1.1 HDL语法的基本概念 √   

1.2典型逻辑模块的设计方法、测试原理和优化技术 √ √  

1.3简单数字电路设计与调试 √   

1.4 有限状态机 FSM 和带数据路径的状态机 FSMD 设计

方法 
√  √ 

1.5复杂状态机电路设计与调试 √  √ 

2.1 可编程逻辑器件各类资源的基础概念  √ √ 

2.2 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开发工具和在线调试工具的

使用方法 
√ √ √ 

2.3 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线调试设计 √ √ √ 

3.1软核微控制器的结构原理  √ √ 

3.2软核微控制器指令集的基本概念  √ √ 

3.3软核微控制器的编程方法、中断处理和输入输出端

口等设计 
 √ √ 

3.4软核微控制器应用设计与调试  √ √ 

4.1系统应用接口控制电路设计方法  √ √ 

4.2软核微控制器接口设计与调试  √ √ 

4.3数字信号处理的实现方法   √ 

4.4数字通信的实现方法   √ 

4.5高速数据传输的实现方法   √ 

4.6人机交互设计与调试 √  √ 

5.1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综合设计与调试 √ √ √ 

5.2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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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安全与保障综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29A1     

英文名称：Network System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网络安全技术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本原理知识； 

目标 2：使学生掌握网络安全技术的应用技术；包括网络协议安全、安全

体系结构、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无线网安全技术及应用、

入侵检测技术、黑客的攻击与防范技术；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技术；网络安全

中的密码与压缩技术；防火墙技术及应用。 

目标 3：在掌握的基础上，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可以完成对中小企业网络系

统进行的安全设计与维护。 

二、课程内容 

根据企业用户对网络安全的具体需求，通过对中小企业网络安全常用技术

的分析，以小组为单位，编制企业网络安全系统的规划设计及实施方案，并完

成项目实施。各小组方案分配如下：要求学生更熟练的掌握运用以下内容（每

组任选一个课题）： 

固定方案 1  网络安全策略设计；配置路由器安全，支持 SSH 连接，划分

不同的网络、配置 ASA 防火墙，配置相应的安全策略、实现基于如包过滤、协

议过虑、IP、端口等过虑的安全策略。 

固定方案 2  搭建 AAA 认证平台，配置 ACL 以实现抵抗 Mitigate DDOS 攻

击，配置 ASA防火墙。 

固定方案 3  企业典型网络安全架构设计，包括内网、外网、DMZ区、安全

策略等。 

固定方案 4  校园典型网络安全架构设计，包括宿舍网络、办公网、图书

馆网络等不同的安全策略级别。 

固定方案 5  网络攻击防范策略设计，结合相应的安全策略，配置路由器

或交换机以实现各种安全功能。 

固定方案 6  标准加密算法具体实现，具体编程实现高级加密标准算法 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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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钥加密算法 RSA。 

固定方案 7  企业局域网安全规划与部署，规划并配置第二层虚拟局域网

交换机以实现各种安全功能，并能正常运用。 

固定方案 8  企业虚拟专用网与思科 ASA 防火墙的配置，搭建企业虚拟专

用网并实现对防火墙的安全配置。 

三、应用教材 

（一）主要教材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教程 CCNA安全，思科网络学院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CCNA 安全 640-554 认证考试指南，K. Barker 等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5 

四、课程考核 

1. 网络系统安全实施配置与调试（30%） 

2. 答辩（40%） 

3. 课程设计报告（20%） 

4. 平时（10%）   

五、附件 

 

制定人：  罗宜元  审核人：  胡静  批准人：  王淮亭 2017  年  07月  

 

  



 

734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能深刻理解

和领会计算机网络安全的

基本原理知识 

目标 2.使学生掌握

网络安全技术的应

用技术。 

目标 3.可以完成对中小企业网

络系统进行的安全设计与维

护。 

1. 网络安全策略设计 √ √ √ 

2. 网络安全管理配置设计 √ √ √ 

3. 企业典型网络安全架构设计 √ √ √ 

4. 校园典型网络安全架构设计 √ √ √ 

5. 网络攻击防范策略设计 √ √ √ 

6. 标准加密算法具体实现实训 √ √ √ 

7. 企业局域网安全规划与部署 √ √ √ 

8.企业虚拟专用网与思科 ASA 防火

墙的配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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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30A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1）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生职业规划 

后续课程：大学生就业指导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商学院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在

教授创新创业知识、锻炼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等方面达到以下目

标。 

目标 1：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初步理解创业以及创新与创业

之间的关系。 

目标 2：理解创新的内涵、类型、过程以及实现创新的途径；了解创新思

维的特点、障碍、类型，理解创造力内涵以及如何提高创造力。 

目标 3：了解创业活动的基本要素和形式， 明确创业的关键活动，了解创

业计划的内容及撰写；理解创业活动的规律和特征。 

目标 4：认识创新创业的风险和压力，掌握精益创业的思想及基本原则，

了解基于企业家精神、“互联网+”的行为准则。 

目标 5：理解创新创业的价值内涵，把握社会价值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关

注社会创业，培养创造价值、回报社会的责任感。 

二、课程内容 

（一）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 （2课时） 

1.1 创业者群体大众化 

1.2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1.3 创新创业与大学生职业发展 

（二）创新的种类与特点 （2课时） 

2.1 创新的内涵 

2.2 创新的类型 

2.3 创新的基本属性 

2.4 创新的特征 

2.5 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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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思维与创造力 （4课时） 

3.1创新思维的内涵 

3.2创新思维的影响因素 

3.3创新的思维形式 

3.4通过创新思维提高创造力 

3.5企业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四）创新过程与方法 （4课时） 

4.1 创新过程的模型 

4.2 创新过程的形式 

4.3 创新方法的内涵 

4.4 创新方法在群体创新中的应用 

4.5 创新生态环境 

（五）创业的基本问题 （4课时） 

5.1 创业与创业者 

5.2 创业时机与创业动机 

5.3 创业选址与创业方法 

5.4创新型企业及其分类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玉利 主编：《创新与创业基础》（第 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王涛 顾新 编著：《创新与创业管理》（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1。 

2．李伟 张世辉 主编：《创新创业教程》（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3．李时椿 常建坤 主编：《创业基础》（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20%）、团队作业

（20%）及课堂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个人报告或写创业计划书。 

五、附件 

 

制定人：王淮亭    审核人：汪鑫   批准人： 陈年生        2017  年  7  月  



 

73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

创新创业与

职业发展的

关系，初步理

解创业以及

创新与创业

之间的关系 

目标 2：了解创

新创业与职业

发展的关系，初

步理解创业以

及创新与创业

之间的关系 

目标 3：了解创业

活动的基本要素

和形式， 明确创

业的关键活动，

了解创业计划的

内容及撰写；理

解创业活动的规

律和特征 

目标 4: 认识创

新创业的风险

和压力，掌握精

益创业的思想

及基本原则，了

解基于企业家

精神、“互联网

+”的行为准则 

目标 5：理解创

新创业的价值

内涵，把握社会

价值为导向的

创新创业，关注

社会创业，培养

创造价值、回报

社会的责任感 

1.1 创业者群体大众化 √     

1.2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     

1.3 创新创业与大学生职业

发展 
√     

2.1 创新的内涵  √    

2.2 创新的类型  √    

2.3 创新的基本属性  √    

2.4 创新的特征  √    

2.5 创新的途径  √    

3.1创新思维的内涵  √    

3.2创新思维的影响因素  √    

3.3创新的思维形式  √    

3.4通过创新思维提高创造力  √    

3.5 企业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

力 
     

4.1 创新过程的模型  √    

4.2 创新过程的形式  √    

4.3 创新方法的内涵  √    

4.4 创新方法在群体创新中

的应用 
 √    

4.5 创新生态环境  √    

5.1 创业与创业者   √   

5.2 创业时机与创业动机   √   

5.3 创业选址与创业方法   √   

5.4创新型企业及其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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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30A2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1）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计算机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生职业规划 

后续课程：大学生就业指导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商学院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在

教授创新创业知识、锻炼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等方面达到以下目

标。 

目标 1：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初步理解创业以及创新与创业

之间的关系。 

目标 2：理解创新的内涵、类型、过程以及实现创新的途径；了解创新思

维的特点、障碍、类型，理解创造力内涵以及如何提高创造力。 

目标 3：了解创业活动的基本要素和形式， 明确创业的关键活动，了解创

业计划的内容及撰写；理解创业活动的规律和特征。 

目标 4：认识创新创业的风险和压力，掌握精益创业的思想及基本原则，

了解基于企业家精神、“互联网+”的行为准则。 

目标 5：理解创新创业的价值内涵，把握社会价值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关

注社会创业，培养创造价值、回报社会的责任感。 

二、课程内容 

（六）创业的关键活动 （4课时） 

6.1 成为创业者并组建创业团队 

6.2 识别并开发创业机会 

6.3 获取创业资源 

6.4 撰写创业计划书 

（七）创业的风险障碍 （2课时） 

7.1 新进入缺陷与创业障碍 

7.2 认知偏差与创业障碍 

7.3 社会责任、伦理与创业障碍 

（八）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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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创新创业的成本 

8.2 创新创业的收益 

8.3 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平衡 

（九）创新创业的知行准则 （4课时） 

9.1 基于奏效逻辑的创业思维和行为准则 

9.2 基于精益创业理念的行为准则 

9.3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行为准则和创业教育 

9.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为准则和创业学习 

（十）创新创业的社会价值 （2课时） 

10.1 创新创业的价值创造 

10.2 社会创业的内涵体系 

10.3社会创业的价值实现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张玉利 主编：《创新与创业基础》（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王涛 顾新 编著：《创新与创业管理》（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1。 

2．李伟 张世辉 主编：《创新创业教程》（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3．李时椿 常建坤 主编：《创业基础》（第 1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20%）、团队作业

（20%）及课堂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个人报告或写创业计划书。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淮亭  审核人：  汪鑫  批准人：  陈年生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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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创新创业

与职业发展

的关系，初

步理解创业

以及创新与

创业之间的

关系 

目标 2：了解创新

创业与职业发展

的关系，初步理

解创业以及创新

与创业之间的关

系 

目标 3：了解创业

活动的基本要素

和形式， 明确创

业的关键活动，

了解创业计划的

内容及撰写；理

解创业活动的规

律和特征 

目标 4: 认识创

新创业的风险

和压力，掌握精

益创业的思想

及基本原则，了

解基于企业家

精神、“互联网

+”的行为准则 

目标 5：理解创

新创业的价值

内涵，把握社会

价值为导向的

创新创业，关注

社会创业，培养

创造价值、回报

社会的责任感 

6.1 成为创业者并组建创业

团队 
  √   

6.2 识别并开发创业机会   √   

6.3 获取创业资源   √   

6.4 撰写创业计划书   √   

7.1 新进入缺陷与创业障碍   √   

7.2 认知偏差与创业障碍   √   

7.3 社会责任、伦理与创业障

碍 
  √   

8.1 创新创业的成本    √  

8.2 创新创业的收益    √  

8.3 创新创业的成本收益平

衡 
   √  

9.1 基于奏效逻辑的创业思

维和行为准则 
   √  

9.2 基于精益创业理念的行

为准则 
   √  

9.3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行为

准则和创业教育 
   √  

9.4 基于“互联网+”的行为

准则和创业学习 
   √  

10.1 创新创业的价值创造     √ 

10.2 社会创业的内涵体系     √ 

10.3社会创业的价值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