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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技能抽查标准

一、适用专业与对象

１．适用专业

本标准适用于高职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590129）。

２．适用对象

高等职业院校三年一期全日制在籍学生。

二、专业技能基本要求

抽查考试标准从整体上立足于物联网应用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点，根

据本省高职院校的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与行业对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物联

网应用技术专业的行业领域进行模块设计，抽查内容包括基础模块—程序设计模

块、数据库模块；核心模块—感知模块、应用软件开发模块；拓展模块—网络传

输模块。程序设计模块主要考查被抽查学生运用程序设计的能力，能够使用程序

控制结构与语言机制解决程序逻辑问题，能对常用的数据结构进行存储和操作，

能够实现一些基本算法;数据库应用模块抽查主要考查被抽考察学生 SQL Server

数据库的设计与应用，具备设计中小型应用软件数据库、数据库围绕数行相关数

据操作的能力，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感知模块主要考查被抽查学

生对 RFID 读写器技术与应用，I/O 端口的使用方法、实现寄存器使用、定时器

使用、串口通信的使用等基本技能；软件应用模块抽查主要考察.NET+Android

的开发、测试以及实施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编程实现 WinForm 桌面应用程序、

Asp.Net 动态网页程序、Android 移动应用程序的开发、测试等基础技能；网络

传输模块抽查主要考查 ZigBee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配置能力和故障排除能力，要

求学生具备编程实现无线开关 LED 灯、协议栈组网数据、协议栈串口通信、协

议栈点播、协议栈组播、协议栈广播等技能。

三、专业抽查方式

（1）抽查样本

按该年级注册人数随机抽取 10%，抽取样本不足 10 人，取 10 人，超过 30

人取 30 人。

（2）测试方式

本测试采用“项目综合应用”考核形式，即参加测试的学生从试题库中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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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一套试卷，试题库中分别从程序设计模块、数据库模块、感知模块、应用软

件开发模块抽取一道试题进行测试，每个题目 100 分，分值比例如表 1所示；被

测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测试任务，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和提交作品

与技术文档。

表 1 考核模块与分值示意

序号 考核模块 题库 分值比例 备注

1 程序设计模块 1-1~1-25 25% 必抽

2 数据库模块 2-1~2-25 25% 必抽

3 感知模块 3-1~3-25 25% 必抽

4 应用软件开发模块 4-1~4-25 25% 必抽

5 网络传输模块 5-1~5-50 选抽

（3）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为 180 分钟。

（4）场地设备

技能抽查考点由教育厅指定，考点提供计算机、网络设备、软件等资源，但

不允许自带存储介质和软件等相关材料。

（5）评分方式

根据现场测评专家的记录和测试结果，由湖南省职业院校职业能力考试委员

会指定的考评员集体评判成绩。

四、参造标准或规范

（1）国家物联网工程师职业资格标准

（2）ISO／IEC18000 2RFID 标准协议

（3）ISO／IEC18000 6RFID 标准协议

（4）ISO／IEC14443RFID 标准协议

（5）ISO／IEC15693RFID 标准协议

（6）IEEE802.15.4 标准协议

（7）ITU 国际电联无线移动通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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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GPP／3GPP23／4G 无线移动通信标准

五、其他说明

1、试卷规范：试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考试说明，内容包括试卷技能

内容分布、考试注意事项、考试软、硬件设备及材料；第二部分为考试题目，内

容包括考试项目描述、考试内容要求、素材与文件保存位置；第三部分为评分标

准。

2、设备仪器：本标准内容和试卷原则上不依赖于某厂商设备和型号，但抽

查考点的设备与各学校实训设备有差异时，将及时公布考试用设备型号。

3、通用性：由于物联网应用技术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还未完善，试题中

尽量不用或少用企业自己定义的函数库，以增加软件的通用性和适用性。

4、评审仲裁：考试过程记录、操作结果文件、工程结果照片归档，对考试

过程和结果评审有疑问，由专业技能抽查考试委员会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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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技能抽查题库

基础模块一：程序应用模块

试题编号 1-1：《小学生数学辅助学习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小学阶段的教育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 A 公司决定

开发一套小学生数学辅助学习系统，通过完成趣味试题，采用游戏通关的方式，

帮助小学生掌握数学里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

任务一:实现趣味试题 1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通过键盘输入其年其月某日，计算并输出这一天是这一年的第几天。例如，

2001 年 3 月 5 日是这一年的第 64 天。

注意:使用分支结构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兵法口诀助记功能的关健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选择乘法口诀助记功能，输出阶梯形式的 9*9 乘法口诀表，如图 1.1.1 所示。

注意: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1*1=1

1*2=2 2*2=4

1*3=3 2*3=6 3*3=9

1*4=4 2*4=8 3*4=12 4*4=16

1*5=5 2*5=10 3*5=15 4*5=20 5*5=25

1*6=6 2*6=12 3*6=18 4*6=24 5*6=30 6*6=36

1*7=7 2*7=14 3*7=21 4*7=28 5*7=35 6*7=42 7*7=49

1*8=8 2*8=16 3*8=24 4*8=32 5*8=40 6*8=48 7*8=56 8*8=64

1*9=9 2*9=18 3*9=27 4*9=36 5*9=45 6*9=54 7*9=63 8*9=72 9*9=81

图 1.1.1 乘法口诀表

任务三:实现趣味试题 2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为“水仙花数”。所谓“水仙花数”是指一个三位的整数，

其各位数字立方和等于该数本身。例如: 153 是一个“水仙花数”，因为

153=13+53+33。

注意:用带有一个输入参数的函数(或方法)实现，返回值类型为布尔类型。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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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1-2：《帮你算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我们每天接触的新鲜事物都在不断增加，处在这一个

信息量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为了帮一些人解决时间不充裕的

问题，处于创业的某公司准备开发一套“帮你算”系统，用来解决生活中那些简

单、繁琐的数学问题。

任务一:实现平均成绩计算功能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已知某个班有 30 个学生，学习 5 门课程，已知所有学生的各科成绩。请编

写程序:分别计算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并输出。注意:定义一个二维数组 A，用

于存放 30 个学生的 5门成绩。定义一个一维数组 B,用于存放每个学生的 5门课

程的平均成绩。

①使用二重循环，将每个学生的成绩输入到二维数组 A中。

②使用二重循环，对已经存在于二维数组 A中的值进行平均分计算，将结果

保存到一维数组 B中。

③使用循环输出一维数组 B (即平均分)的值。

任务二:实现阶乘计算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一个整数 n,计算并输出他的阶乘。注意:定义一个函数(或方法)，用于

求阶乘的值。在主函数(或主方法)中调用该递归函数(或方法)，交出 5的阶乘，

并输出结果。

任务三:实现前项列和计算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有一分数序列: 2/1, 3/2， 5/3, 8/5， 13/8. 21/13 ... 求出这个数

列的前 20 项之和。要求:利用循环计算该数列的和。注意分子分母的变化规律。

注意:

a1=2, b1=1, c1=al/b1;

a2=al+b1, b2=al， c2=u2/b2;

a3=a2+b2， b3=a2, c3=a3/b3;

...

s=c1+c2+...-+c20;

s 即为分数序列:2/1，3/2，5/3，8/5，13/8，21/13···的前 20 项之和。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6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3：《网络选拔赛题库系统》关键算法

(I)任务描述.

随着网络的普及，许多比赛开始采用网络选拔赛的模式。某大赛组委会决定

开发一个网络选拔赛题库系统，实现该系统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统计元音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一个字符串统计每个元音字母(aeiou) 在字符串中出现的次数。

对于结果输出 5行，格式如下:

a:num1 (a 的个数)

e:num2 (b 的个数)

i:num3 (i 的个数)

o:num4 (o 的个数)

u:num5 (u 的个数)

例如输入 aeioubbbece,输出:

a:1

e:1

1:1

o:1

u:1

注意:使用分支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 Sswitch Game 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有 n 盏灯，编号 1~n (0<n<100)。第 1 个人把所有灯打开，第 2 个人按下

所有编号为 2的倍数的开关(这些灯将被关掉)，第 3个人按下所有编号为 3的倍

数的开关(其中关掉的灯将被打开，开着的灯将被关闭)，依次类推。输入灯数和

人数，输出开着的灯的编号。比如输入: 10 2 输出最后亮灯的编

号: 1,3,5.7,9

注意:使用循环语句实现。

任务三:实现 2^x mod n=1 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给你一个数字 n，找到满足 2^x mod n= 1 的最小值 x,如果 x存在，则输出

“2^x mod n= 1”，否则输出“2^? mod n= 1”，您需要用真实的 x和 n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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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替代字符串中的变量。例如输入 5，输出答案为 2^4 mod 5= 1。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4：《图形体积计算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图形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看看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图形的缩影、例

如空调是长方形.水瓶瓶盖是圆形,这些图形的计算对于我们的土木工程师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某公司开发出一套图形面积计算系统，帮助那些工程师们更

好的计算。

任务一:实现计算体积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根据输入的半径值,计算球的体积。输入数据有多组,每组占一行，每行包括

一个实数，表示球的半径。输出对应球的体积,对于每组输入数据,输出一行,计

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注: PI=3.1415927

例如: 输入 2输出 33.510

注意: 使用公式完成。

任务二:实现丛标求长度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两点坐标(X1,Y1)，(X2,Y2) ,计算并输出两点间的距离。输入数据有

多组，每组占一行，由 4 个实数组成，分别表示 x1,y1,x2,y2,数据之间用空格

隔开。例如输入:1 3 4 6 则输出:4.24；注意: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任务三:实现图形面积大小比较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按顺序输入正方形的边长(a)，长方形的长(l)和宽(d)，以及圆的半径(r)，

计算并比较它们哪个图形面积更大，输出面积最大的图形。

例如:输入 1 3 4 1,输出:长方形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5：《中国结图案打印系统》关键算法



8

（1）任务描述

中国结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吊,它身上所显示的情致与智慧正是

中华古老文明的一个写照。它原本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后推展至汉朝的

仪礼记事，再演交成今日的装饰手艺。当代多用来装饰室内、亲友间的馈赠礼物

及个人的随身饰物。因为其外观对称精致,可以代表中国悠久的历史,符合中国传

统装饰的习俗和审美观念，故命名为中国结。现在 A公司想要开发一个中国结图

案打印系统，现在请你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主结长度关键笕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公司现在需要打印中国结的主结(位于中问，最大的那一个结),为了打印出

漂亮新颖的主结，于是设计打印主结的长度满足可以被 7整除这个条件。现在公

司需要统计某个范园内能被7整除的整数的个数，以及这些能被7整除的数的和。

从键盘上输入一个整数 N,输出 1N 之间能被 7整险的整数的个数，以及这些能破

7整除的效的和。

任务二:实现副结长度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公司设计的中国节还需要副结(主结周围的结),于是打算设计副结的长度满

足是素数这个条件。现在公司需要统计出某个范围内哪些数是素数。

从键盘上输入一个整数 N,输出 1~N 之间的素数。

注意:用带有一个输入参数的函数(或方法)实现，返回值类型为有尔类型。

任务:实现打印中国结图案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由于中国结的形状是菱形图案，所以现在公司需要设计一个打印菱形的方

法。从键盘输入一个整数 N,打印出有 N*2-1 行的菱形。例如输入整数 4,则屏慕

输出如下菱形。

现要求输入整数为 7,在屏幕中输出相应的菱形。要求: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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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1-6：《智能统计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生活中在处理各个问题的时候总是会离不开统计,例如统计学生的个数，统

计火车买票人数，统计今天是该年的第几天等，所以某团队开发出一套统计系统，

用来进行各类统计。

任务一: 实现统计今天是该月的有多少天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从键盘上输入一个年分值和一个月份值，输出该月的天数。(说明:一年有

12 个月，大月的天数是 31,小月的天数是 30。2 月的天数比较特殊，遇到闰年是

29 天，否则为 28 天。例如，输入 2011、3,则输出 31 天。)

注意:使用分支结构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统计纸片对折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假设一张足够大的纸，纸张的厚度为 0.5 毫米。请问对折多少次以后，可以

达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最新数据: 8844.43 米)。请编写程序输出对于次数。

注意: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直接输出结果不计分。

任务三:实现统计同构数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编写程序输出 2~99 之间的同构数。同构数是指这个数为该数平方的尾数，

例如 5的平方为 25,6 的平方为 36,25 的平方为 625,则 5、6、25 都为同构数。

注意:调用带有一个输入参数的函数(或方法)实现，此图数(或方法)用于判断某

个整数是否为同构数，输入参数为一个整型参数，返回值为布尔型(是否为同构

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7：《儿童智力游戏》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A公司是专门的儿童网络游戏公司，现在公司工在开发几款智力游戏，其中

需要设计几个算法模型。

任务一:实现堆积木游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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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木是小孩子最爱玩的游戏，但是因为小孩子的好奇心(比如误食积木等)

导致家长们越不愿意让孩子去玩积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TX 公司开发了一套 VR

积木游戏，你要做的是将用户堆好的积木在屏幕中显示出来。

注意: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

*****

***

*

任务二: 实现抓娃娃游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请你在娃娃机里放十个娃娃，每个娃娃对应一个数字，该数字表示娃娃的大

小。要求通过计算能输出最大的娃娃对应的数字，你可以这样做:

①定义一个大小为 10 的整形数组 a;

②从键盘输入 10 个整数，放置到数组 a中;

③输出数组 a中的最大值。

注意:使用数组、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任务三: 实现算数游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计算正整数 n每个数位上的数之积，例如 24，它的每个数位上的数字之积

为2*4=8，现在要求你为 A公司编写一个计算函数(或方法)fun,将结果放到c中，

并显示输出。作为参考答案。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8：《商品销售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电子商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商品销售系统

是电子商务中非常重要的业务支撑系统，它能够为企业和商家提供充足的信息和

快捷的查询手段，能够让企业和商家了解自己的经营业绩、销售数据。现在需要

完成以下任务来实现商品销售系统。

任务一: 实现打折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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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程序计算购买图书的总金额:用户输入图书的定价和购买图书的数量,

并分别保存到一个 float 和一个 int 类型的变量中，然后根据用户输入的定价和

购买图书的数量，计算购书的总金额并输出。其中，图书销售策略为:正常情况

下按 9折出售，购书数量超过 10 本打 8.5 折，超过 100 本末 8折。

要求:使用分支结构实现上述程序功能。

任务二:实现查询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所谓回文数是从左至右与从方至左读起来都是一样的数字，如:121 是一个

回文数。编写程序，求出 100-200 的范围内所有回文数的和。

要求: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直接输出结果不计分。

任务三:实现图形界面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分析下列数据的规律，编写程序完成如下所示的输出。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要求: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9:《幼师培训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幼儿教师是教师队伍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她们主要以女性教育者为主，

负责教育学龄前儿童也就是幼儿。幼儿教师主要对幼儿进行启家教育帮功他们获

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实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决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且是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本系

统用于培训幼师们与小朋友之间的游戏交互能力，在游戏中可以帮助小朋友们的

成长。为实现该系统，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整除判断游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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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除判断游戏能显著提高小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问题要求如下:

能同时被 3、5、7整除

能同时被 3、5整除

能同时被 3、7整除

能同时被 5、7整除

只能被 3、5、7中的一个整除

不能被 3、5、7任一个整除

输入一个整数，输出满足对应条件的结果。

要求:使用分支结构语句实现。任务二:实现冒泡游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

程图(30 分)

原始数组: a[]={1,9.3.7.4,2.5,0.6.8}

排序后: a[]={0,1,2,3,4,5,6,7,8,9}

输出排序后的数组，每个数字之间空一个空格;

要求:综合使用分支、循环结构语句实现，直接输出结果不计分。

任务三:实现数一数游戏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分别输入两个字符串 s1 和 s2，请问 s1 中包含多少个 s2，如果没有则输出

0.

要求:使用循环。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0 ：《字符处理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在印刷生产中，要求对打印或印刷的数字字符进行实时识别校验，如卡号和

密码，然后把打印或印刷错误的字符串剔除。目前检查字符串的主要方法是通过

人工目视检查,存在效率低、准确度不高的问题。因此开发一套字符处理系统就

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实现字符处理系统还需要完成如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求平均值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13

有一个长度为 n(u=100)的数列，该数列定义为从 2开始的递着有序偶数

({2,46.... ,200}),现在要求你按照顺序每 m个数求出一个平均值，如果最后

不足 m个，则以实际数量求平均值。编程输出该平均值序列。

要求:m 为大于等于 3的整数。

任务二:实现最小值排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 20 个不同的整数，找出其中最小的数，将它与第 1个输入的数交换位

置之后输出这些数.要求:用数组解决任务，在输入整数时各整数之间用空隔分

隔。

任务三:实现统计字符数量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对于给定的一个字符串，统计其中数字字符出现的次数。

要求:字符串只能由数字和字符组成。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1：《动物园管理系统》关键算法

动物园内饲养了大量不同种类的动物，因此对这些动物的生活场地的建设及

食物投放的管理工作量非常大。现在 A动物园需要设计并实现一套动物园管理系

统，提高管理效率。请完成以下任务。

（1）任务描述

任务一:实现饲养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动物园饲养的食肉动物分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两类，规定老虎、狮子一类的

大动物每次喂肉每头三斤，狐狸、山猫一类小动物每三头喂一斤。该动物园共有

这两类动物 100 头，每次需喂肉 100 斤，编程输出大、小动物的数量。

要求:用循环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趣味动物问题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动物园里新来了两只骆驼，那么你能计算出它们年龄的最小公倍数么?从键

盘输入两个整数，输出两个整数的最小公倍数。

要求:用循环语句实现。

任务三:实现人工湖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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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动物园想在新建一个三角形的人工湖，一是为了养鱼美观，二是可以

循环水资源。从键盘输入三条边 A、B、C的边长，请编程判断能否组成一个三角

形。要求: A,B,C <1000,如果三条边长 A、B、C能组成三角形的话，输出 YES，

否则 NO。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2：《手机号码查询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现在手机使用非常普及，为方便人们查询手机号码的归属地信息，A公司决

定开发一个手机号码查询系统，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手机号计数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从链盘接收一行字符串，字符串中只包含数字和空格，统计其中所有的手机

号码数量。比如输入: 18711389426 18711389427 输出的结果为: 2

注意:使用分支及循环结构完成。

任务二:实现连号判断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从键盘接收一个十一位的数字，判断其是否为尾号 5连的手机号。规则:第

1位是 1,第二位可以是效字 358 其中之一，后面 4位任意数字，最后 5位为任意

相同的数字。

例如:18601088888. 13912366666 则满足。

注意:不满足的输出“false”,满足要求的输出“true”

任务三: 实现统计非数字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对 f 给定的一个字符串，统计其中非数字字符出现的次数。例如: 输

入: Ab(&%I23) 输出: 6；注意:使用循环和判断语句实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3：《图形打印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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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打印技术发展迅速，无论想打印什么图形，只要您输入合格的指令，立

马就可以打印出来。A公司也开发了一个图形打印系统，为了测试打印系统的性

能，需要设计三个测试用例，请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打印功能 1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从键盘接收一个整数 n，请打印一个由“*”号组成的长度和宽度均为 n的

空心矩形。例如输入: 4 你要在屏幕打印如下图形:

****

* *

* *

****

注意:使用嵌套循环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打印功能 2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注意输出指定空心正方形。输入第一个数字为边长，第二个字符为组成图形

边的字符。

例如: 输入 4 a

输出 aaaa

a a

a a

aaaa

注意:使用嵌套循坏实现。

任务三: 实现打印功能 3关键算法并絵制流程图(30 分)

从键盘接受一个正整数，列出该数字的中文表示格式，例如: 键盘输入 123,

打印出一ニ三; 键盘输入 3103,打印出三一零三，

注意:使用判断语句完成。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4：《市场分析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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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新的产品要上市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以确保产品能获得理

想的收益。现在 A公司要设计一款市场分析系统，需完成以下功能模块。

任务一:实现销售分析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A商店准各在今年夏天开始出售西瓜，西瓜的售价如下，20 斤以上的毎斤

0.85 元:重于 15斤轻于等于 20斤的，毎斤 0.90 元;重于 10斤轻于等于 15斤的，

毎斤 0.95 元;重于 5斤轻于等于 10 斤的，毎斤 1.00 元;轻于或等于 5斤的，毎

斤 1.05 元。现在为了知道商店是否会盈利？

要求 A公司帮忙设计一个输入西瓜的重量和顾客所付钱数,输出应付货款和

应找钱数的程序。

注意:使用分支结构语句实现，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任务二: 实现销售量分析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KJ 学院为全校同学设计一套校服，A公司有意招标为 A学校设计服装，职员

小 C在 A校排队时偷偷的看了一眼发现 A学校学生，5人一行余 2人，7人一行

余 3人，3人一行余 1人，编写一个程序求该校的学生人数。

注意:使用分支、循坏结构语句实现，直接输出结果不计分。

任务三:实现市场调差数据的恢复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职员小 A今天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一不小心去失了 X项目的市场调查结

果只记得一个公式 xyz+yzz=532, 其中 x、y、z均为一位数，现在请你帮忙编

写一个程序求出 x、y、z分別代表什么数。

注意:用带有一个输入参数的函数(或方法)实现，返回值类型为布尔类型。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5：《节庆活动管理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在《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特色文化产业”的

内涵，其中，将特色节庆做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要求发掘各地传统节庆文化内

涵，提升新兴节庆文化品质，形成一批参与度高、影响力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好的节庆品牌。因此，XX 市政府决定关键算法节庆活动管理系统。请完成以

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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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实现元宵灯谜问题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小明带两个妹妹参加元宵灯会。別人问她们多大了，她们调皮的说:“我们

俩的年龄之积是年龄之和的 6倍”。

小明又补充说:“她们可不是双胞胎，年龄差肯定也不超过 8岁。”

请你编程求出小明的较小的妹妹的年龄。

注意：使用循环实现。

任务二:实现获奖序列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中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过“大衍数列”，主要用于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太极衍生原理。它的前几顿是: 0、2、4、8、12、18、24、32、40、50 ...

其规律是:对偶数项，是序号平方再除 2,奇数项，是序号平方减 1再除 2。

投资人决定，节庆活动抽奖活动的中奖序列按照“大衍数列”的前 100 项。

请你打印出“大衍数列”的前 100 项。

注意:输出占一行，两个数之问用空格隔开，最后一个数字后面没有多余的

符号。

任务三:实现门票核对关键算法并绘制济程图(30 分)

门票的序列号必定是系统总序列的子序列，请你核对门票的真实性。

从键盘接收两个字符中 a和 b,请你判断字符串 a是否包含字符串 b,是的话

输出“Yes",否则输出“No”。有多组测试用例，每个测试用例占一行，两个字

符串之间用空格隔开

例如: 输入

JavaStudy Java

Student School

则输出

Yes

No

注意:使用循环完成。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6：《中学生数学辅助学习系统》关键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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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由于中学数学是培养数学思维的基础阶段，为了让学生打造一个坚实的数学

基础，A学校决定开发一个中学生数学辅助学习系统，通过完成趣味试题，采用

游戏通关的方式，帮助中学生初步掌握二元一次方程解简单应用题的方法和步骤,

并会列出二元一次方程解简单的应用题。

任务一:实现汽车与摩托问题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在一个停车场内，汽车、摩托车共停了 48 辆，其中每辆汽车有 4个轮子，

每辆摩托车有 3个轮子，这些车共有 172 个轮子，编程输出停车场内有汽车和摩

托车的数量。

注意:用循环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鸡兔同笼问题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已知鸡和兔的总数量为 n,总腿数为 m。输入 n和 m,依次输出鸡和兔的数目,

如果无解，则输出“No answer”(不要引导)。

注意:用循环语何实现。

任务三:实现合格电视机问题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某电视机厂每天生产电视 500 台，在质量评比中，每生产一台合格电视机记

5分，每生产一台不合格电视机扣 18 分。如果四天得了 9931 分，编程计算这四

天生产的会格电视机的台数，并输出。

注意:用循环语句实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7：《几何图形公式记忆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由于几何图形的公式繁多且不好记忆，为了让学生能快速并轻松的记住这些

公式，A学校决定开发一个几何图形公式记忆系统，通过完成趣味试题，采用游

戏通关的方式，帮助学生轻松记住几何图形的公式。请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图形计算功能 1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一个正方体的边长(a)，计算盒子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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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任务二: 实现图形计算功能 2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三个数，分别是圆柱体底圆的高 h，半径 r，请你编程求出该圆柱的表

面观。

注意: PI=3.14,输出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任务三: 实现图形计算功能 3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入三个数，分别是三角形的三条边 a,b,c，请你编程求出该三角形边长。

注意: 题目的输入数据合法。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8：《在线考试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在线考试系统可以节约大量的纸张，也能大大减轻阅卷的工作量。越来越多

的学校开始引进在线考试系统。题库是该系统的关键模块，题库中每道题均仅提

供参考答案，请完成以下任务来充实在线考试系统的题库。

任务一: 实现细胞繁衍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有一种细胞，从诞生第二天开始就能每天分裂出一个新的组胞，新的细胞在

第二天又开始繁行。假设在第一天，有一个这样的细胞，请问，在第 N天晚上，

细胞的数量是多少?输入一个整数》(0<N<20)，请编程求解第 Y天该细胞的数量。

例如输入 5，输出答案为 32。

注意:使用循环或者递归完成。

任务二:实现超级楼梯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有一楼梯共 M级，刚开始时你在第一级，若每次只能跨上一级或二级，要走

上第 M级，共有多少种走法?输入一个整数 M (1<=N<=40)，表示楼梯的级数。

例如:

上到第二层就有 2种

第三层就有 3种

第四层就有 5种

第五层就有 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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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层就有 13 种

... ...

注意:使用递归或循环实现

任务三:实现手机短号计算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大家都知道，手机号是一个 11 位长的数字串,同时作为学生,还可以申请加

入校园网，如果加入成功，你将另外拥有一个短号。假设所有的短号都是 6+手

机号的后 5位，比如号码为 13512345678 的手机，对应的短号就是 645678.

现在，如果给你一个 11 位长的手机号码，你能找出对应的短号吗?要求:输

入一个手机号输出对应的手机短号。

注意:使用递归实现或循环实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19：《OJ 系统》题库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在线评判系统(简称 0J, 0nline Judge)指在线用来评判程序的正确性、

时间与效率空间效率的评判系统。现需要为特定题目设计正确算法以便扩充题

库，请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 实现问题一关键算法并绘制流智图(30 分)

编写一个程序，该程序读取一个字符串，然后输出读取的空格数目。注意: 输

入字符串的长度不超过 30 个字符(含空格)。

任务二: 实现问题二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中国古代的《算经》记载了这样一个问题: 公鸡 5文钱 1只，母鸡 3文钱 1

只，小鸡 1文钱 3只，如果用 100 文钱买 100 只鸡，那么公鸡、母鸡和小鸡各应

该买多少只呢?现在请你编程求出所有的解，每个解输出 3个整数,打印在一行,

用空格隔开,分别代表买的公鸡、母鸡、小鸡的数量，注意:100 文钱要正好用完。

请输出所有的解，每个解占一行。

任务三:实现问题三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有一天爱因斯坦给他的朋友出了一个题目，有一个楼，其两层之间有一个很

长的阶梯。如果一个人每步上 2阶，最后剩 1阶;如果一个人每步上 3阶，最后



21

剩 2阶;如果一个人每步上 5阶，最后现 4阶;如果一个人每步上 6阶，最后利 5

阶;如果一个人每步二 7阶，最后刚好一阶也不剩。问这个阶梯至少有多少阶呢?

注意:请编程求出最小的一个答案并输出。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20：《统计问题处理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统计学是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描述数据等手段，以达到准新所测对象的

本质，甚至预测对象术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中用到了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

的专业知识，它的使用范围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某公司

设计出一款统计问题处理系统，系统需要不断进行样本“训练”，以完成复杂的

统计功能。为实现该系统，请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实现统计问题 1关键算法井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出数纽第 k大的数:

说明: 首先输入一个整数 n,代表数组的长度，随后输入 n个数，代表数组

的元素，最后输入一个整数 k，你需要输出这 n个数中第 k大的数(0<k<=n)。

例如输入:

5

5 3 1 2 4

3

输出这 5个数中第 3大的数:

3

注意:使用数组完成。

任务二:实现统计问题 2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统计给定的 n个数中，负数、零和正数的个数。对于每组输入数据,输出一

行 a,b 和 c，分别表示给定的数据中负数，零和正数的个数。首先输入一个数 n，

代表有需要统计的有 n个数，然后输入 n个数。

例如输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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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0 -4

输出:

1 1 3

注意:使用数组和判断语句完戌。

任务三:实现统计问题 3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幸运数是波兰数学家乌拉姆命名的。它采用与生成素效类似的“筛法”生成。

首元从 1开始写出自然数 1.2,3,4,5,6....。1 就是第一个幸运数。我们从

2这个数开始。把所有序号能被 2整除的项删除，

变为: 1_ 3_ 5 _ 7_ 9 ....把它们缩紧，重新记序，为:1 3 5 7

9....。这时，3为第 2个幸运数，然后把所有能被 3整除的序号位置的数删去,

注意,是序号位置,不是那个数本身能否被3整除!!删除的应该是5,11,17....此

时 7为第 3个幸运数，然后再删去序号位置能被 7整除的(19.39...)，最后剩下

的序列类似: 1, 3, 7, 9，13. 15, 21, .....

注意:请你根据幸运数的生成规则，编写程序打印 100 以内的幸运数。输出

占一行，每个数字后面输出一个空格: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21：《密码破解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二战中，监军因为破译了德军的通信密码，成功的赢得了多次重大战役的胜

利。现在其国军方决定开发一套密码破译系统，以便在战时破译故方的通信密码。

密码破解系统需要使用不少破解算法，其中枚举算法是非常重要的密码破解算法

之一。请完成以下任务来测试该系统的枚举算法的正确性:

任务一:实现枚举问题 1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我们都知道: 1+2+3+...+49= 1225。现在要求你把其中两个不相邻的加号

变成乘号，使得结果为 2015。

例如: 1+2+3-...+10*11+12-+..-27*28+29+...+49=2015 就是符合要求的

答案。请你寻找所有可能的答案，并把前面的两个数字输出，如上面的就是输出

(10 27)。注意:使用循环或者递归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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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实现枚举问题 2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美国数学家维纳(N.Wiener)智力早熟，11 岁就上了大学。他曾在1935~1936

年应避来中国清华大学讲学。一次，他参加某个重要会议，年轻的脸孔引人注目。

于是有人询问他的年龄,他回答说:“我年龄的立方是个 4位数。我年龄的 4次方

是个 6位数。这 10 个数字正好包含了从 0到 9这 10 个数字，每个都恰好出现⊥

次。”请你编程计算，他当时到底有多年轻。

注意:使用循环实现，输出他的年龄在一行。

任务三:实现校举问题 3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小米打算把图标设计成下面这样，但是他不知道几层最合适，于是想写个程

序，打印出不同层的图标，请你帮帮他。注意：输入 n，打印层高度的图标如图

是 4层。

—

———

—————

———————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22：《警务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化技术发展迅猛,国家基于科技强警的观念对社区警务

信息管理工程越来越重视，因比，X市公安局决定建立警务系统，通过信息技术

实现各社区警务工作的统一管理。为实现该系统，请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一: 实现出警顺序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有一个整型偏数 n(2<=n<10000)代表警员总数，你要做的是:先把 1到 n中

的所有奇数从小到大输出，再把所有的偶数从小到大输出，该顺序即为出警顺序。

注意:奇数和偶数的输出各占一行，每个数字后面跟随一个空格。

任务二; 实现点名计数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相传韩信才智过人，从不直接清点自己军队的人数，只要让士兵先后以三人

一排、五人一非、七人一排地变换队形，而他每次只看一眼队伍的排尾就知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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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了。输入 3个非负整数 a,b,c，表示每种队形排尾的人数(a<3,b<5,c<7)，

输出总人数的最小值(或报告无解)。已知总人数不小于 10，不超过 100。例如: 输

入 1 2 3 输出 52。

注意:使用循环完成。

任务三: 实现编号求部门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现在给你一个整数 N (2<N<1000)，代表警员的编号，现在要求你写出一个

程序，求出从 1~N 个数中的所有素数的和，该和为警员对应部门的编号。例如输

入: 3 输出 1~3 的素数{2.3}的和: 5

注意:使用循环结构完成，你需要定义一个 isPrime 方法用于判断一个数是

否是素数。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23：《“生活繁琐”计算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易额每天都在不断上升,所以在我们生

活中的各种计算问题不断显现出来，例如税收、比赛评分等问题的计算，当数据

多了难免会出问题，所以开发出一套这种系统存在着一定的意义。

任务一:实现评分计算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编写一个应用程序，计算并输出一维数组(9.8,12,45，67,23,1.98，2.55,45)

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任务二:实现规律数字计算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计算算式 1+21+22+23+···+2n 的值。注意: n 由键盘输入，且 2≤n≤10。

任务三: 实现个人交税计算功能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某国的个人所得税草案规定，个说的起征点为 3000 元，分成 7级，税率情

况见下表，从键盘上输入月工资，计算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表 1.23.1 税率情况表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 1500 元的（即 3000—4500 之间） 5

2 超过 1500 元至 4500 元的部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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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过 4500 元至 9000 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9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注意: 超出部分按所在税的级数计算，如:一个人的月收入为 6000,应交个

人所得税为:1500*0.05((6000-3000)-1500)*0.1=225

请在键盘上输入一个人的月收入，编程实现计算该公民所要交的税。例如:

输入“6000”，则输出“你要交的税为: 225”。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24 ：《软件协会纳新题库系统》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随着学院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院校中各个协会的纳新人数也在不断的增长与

扩大，然而协会的发展并不是人数越多越多好，当然还要保证‘质量’过关，所

以，每个协会的测量标准都不相同，其中软件协会的纳新就是做软件习题，所以

软件协会就开发出一套题库系统，来从题库中抽取题目。

任务一:实现最大出现次数统计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编写一个程序，对用户输入的任意一组字符

如{3，1, 4, 7, 2, 1, 1, 2, 2}，输出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符，

并显示其出现次数。如果有多个字符出现次数均为最大且相等，则输出最先出现

的那个字符和它出现的次数。例如，上面输入的字符集合中，“1”和“2”都出

现了 3次，均为最大出现次数，因为“1”先出现，则输出字符“1”和它出现的

次数 3次。

注意:使用分支、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求平方根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求 n 以内(不包括 n)同时能被 3和 7整除的所有自然数之和的平方根 s，然

后将结果 s输出。例如者 n为 1000 时，则 s=153.909064。

注意:①使用循环语句结构实现；②n由键盘输入，且 100≤n≤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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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实现求两数之间关系的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输人整数a，输出结果s，其中s与a的关系是: s=a-+aa+aaa+aaaa+aa...a.

最后为 a个 a。例如 a=2 时，s=2+22=24.注意: ①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②a

由键盘输入，且 2≤a≤9。

（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试题编号 1-25：《网上训练平台》关键算法

（1）任务描述

某学校软件技术专业的老师为训练学生编程逻辑和编程思维,决定开发一个

网上训练平台，供学生课后进行编程训练。学生可以使用系统提交程序并由系统

对程序的正确性进行判定。为实现该系统，需要提供大量的练习题及对应的程序。

请完成以下的任务。

任务一: 实现小球反弹问题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一个球从 100 米高度自由落下，每次落地后反弹回原高度的一半，再落下，

再反弹。求它在第十次落地时，共经过多少米?第十次反弹多高?

注意: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现。

任务二:实现停电停多久问题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Lee 的老家住在工业区，日耗电量非常大。今年 7月，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政府要在 7、8月对该区进行拉闸限电。政府决定从 7月 1日起停电，然后隔一

天到 7月 3日再停电，再隔兩天到 7月 6日停电，依次下去，每次都比上一次长

一天。Lee 想知道自己到家后到底要经历多少天倒霉的停电。请编写程序帮他算

一算。

注意:从键盘输入放假日期、开学日期，日期限定在 7、8月份，且开学日期

大于放假日期，然后在屏幕上输出停电天数。提示:可以用数组标记停电的日期。

任务三:实现筛选奇数问题关键算法并绘制流程图(30 分)

编写程序实现:从键盘输入正整数 s,从低位天始取出 s中的奇数位上的数，

依次构成:一个新数 t，高位仍放在高位，低位仍放在低位，最后在屏幕上输出 t。

例如，当 s中的数为 7654321 时，t中的数为 7531。注意:使用循环结构语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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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提交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1

（3）实施条件要求见本模块附录 2

（4）评价标准见本模块附录 3

应用软件项目分析与设计模块附录

附录 1：作品提交:

答案以“答题文件”的形式提交。请按以下要求创建答题文件夹和答题文件：

①创建答题文件夹

创建以“考生号_题号”命名的文件夹，存放所有答题文件，例如:

“340103**********_ZI_1\”。

②创建答题文件

项目源程序文件

创建 project 子文件夹，如:“340103**********_ZI_1\ project\”，存放

项目生成的源代码。

b.数据库脚本程序文件

创建 db 子文件夹，如:“340103**********_ZI_1\db\”. 存放数据库 SQL

脚本程序文件，它用于教师阅卷时，还原运行环境。

c.项目文档

创建 doc 子文件夹，如:“340103*********_ZI_1\doc\”, 保存在“XXX 系

统. doc"文件中，它用于保存上述所创建的需求模型、架构模型的 UML 图和相应

的描述，每张模型图都必须有文字描述，文档要求分为 2章:第 1章为需求规格

说明书(包含:功能需求分析、界面原型设计两部分);第 2 章为系统设计说明书

(包含:系统设计与数据库设计两部分)，文档模板参见本模决试题附件。

③提交答题文件

将“考生号_题号”文件夹打包,形成“考生号_题号.RAR"文件,如:

“340103********_Z1_ 1.rar”,将该文件按要求进行上传。

④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

附件 2：实施条件

所需的软硬件设备如下表。

表 1 考点提供的主要设备及软件表

序号 设备、软件名称 规格/技术参数、用途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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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 CPI酷睿 5以上,内存

4G 以上，

win7/win10/ linux

操作系统

用于软件开发和软计算机

件部署，每人一台

2 Office, WPS 编写文档

3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或以

上、ERWin9.5 或以上、

PowerDesigner12 或以上、OpenUML

或 Rational 工具 Rose2003 或以

上、Axure、Office Visio2012 或以

上、MyEclipse8.5 或以上、JDK1.6

或以上环境

软件分析与设计 参考人员自选设计工具

4 SQL Server 2008 或以上、

Oracle l0g 或以上. MySQL5.1 或以

上

数据库管理系统 参考人员任选一种数据库管

理系统

5 MSDN 或 JDK1.6 帮助文档中文版 帮助文档 参考人员可以使用帮助文档

附录 3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一:模块需求分析(25 分)

表 2 模块需求分析评分细则表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1 参与者 6 分 找出的参与者不正确或遗漏，扣|分 1 个，扣完为止。

2 用例图 10 分 用例错漏，扣 2分/个，用例关系设置错误扣 2 分/个，

扣完为止。

3 活动图 9 分 构建的业务流程不符合需求，扣 5 分:活动图中的元素

使用错误，扣 1 分/个，扣完为止。

评分项目二:模块界面原型设计(20 分)

表 3 模块界面原型设计评分细则表分值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1 模块界面原型 10 分 界面设计不符合需求，扣 2 分;界面设计人机交互不友

好，控件布局不合理，扣 1分，扣完为止。

2 功能的界面原型 10 分 界面设计不符合需求，扣 3分，界面没计人机交互不

友好，控件布局不合理，扣 2 分，扣完为止。

评分项目三:模块系统设计(30 分)

表 4 模块系统设计评分细则表分值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1 模型层设计 15 分 实体类设计存在错漏，扣 2 分 1 个;数据层设计没有体

现数据和业务的分离，扣 5分;未采用工厂方法模式，

扣 3分，扣完为止。

2 控制层设计 9 分 控制层设计存在错漏，扣 2分/个，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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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序图 4 分 时序图不符合要求，扣 4 分;时序图中的元素使用错

误，扣 1分/个，扣完为止。

4 正向工程 2 分 未能正确生成源程序，扣 2分。

评分项目四:模块的数据库设计(15 分)

表 5 模块的数据库设计评分细则表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1 数据库概念模型 4分 ER 图设计不正礁，扣 3分 1个，扣完为止。

2 数据库物理模型 9分 数据表设计存在错漏，扣 3分/张;数据表字段设计存

在错漏，扣 1分/项，扣完为止。

3 数据库脚本程序 2分 数据库脚本程序生成错误，扣 2分。

评分项目五:职业素质(10 分)

表 6 职业素质评分细则表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1 模型图规范 4分 类名、方法名不规范扣 2分;模型图不规范扣 2分，模

型图规范 4分，扣完为止。

2 业务逻辑分析 3分 不能准确把握用户需求，扣 1 分;应用领域业务分析不

准确扣 2分，扣完为止。

3 团队合作 3分 举止欠文明，扣 2 分;子任务划分不合理，工作无序扣

1 分;无团队合作意识扣 1 分，扣完为止。

注意事项

（1）本试卷依据 2014 年颁布的《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

技能抽查标准》命制。

(2)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签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

和所在学校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考生在指定的考核场地内进行独立制作与调试，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他人交流。

(5)考核结束时，提交答题压缩包，里面包含源代码，数据库脚本。

基础模块二 数据库模块

试题编号 2-1:《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系统权限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系统权限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2 所

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4。请按以下

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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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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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1.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func_id 功能 id user_passwd 用户密码

func_name 功能名称 dept_id 所属部门

func_role_id 功能角色 id telephone 联系电话

func_role_name 角色名称 address 联系地址

user_id 用户 id handphone 手机号

user_name 用户姓名 usb_no 密码锁号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Construction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2.1.2和表 2.1.4，创建数据表 T_userT_func_item、T_func_role_def 及

两个关系表（关系表的名字自拟）。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表。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在 T_user 表插入数据： “id01，刘德华，123，

KBB，5678900，湖南长沙，13899005678，ldh123，admin”；

• 查询出所属部门为“KBB”的操作员的基本信息；

• 查询出姓名为“刘德华”的操作员具有哪些功能权限；

• 查询出“投标责任人”角色所拥有的功能；

• 创建视图查询操作员的姓名，密码和所属部门；

• 创建存储过程，查询指定操作员所具有的功能权限。

试题编号 2-2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流程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流程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2.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2.2 所

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2.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2.4 。请按设计

要求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表约束的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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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E-R 图

图 2.2.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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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2.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step_no 流程步骤 ID in_choice_id 项目选项代号

step_name 流程步骤名称 proj_type_id 项目性质代号

step_des 流程步骤描述 engi_type_id 工程性质代号

limit_time 时限 pack_type 发包方式

url 二级菜单链接 grade_type_id 评分类别号

project_id 工程编号 flag_done 完成标志

sub_pro_id 标段编号 flag_forcebreak 强制中断标志

sub_pro_name 标段名称（招标项目

名称）

flow_type_id 流程类别号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Construction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2.2 和表 2.2.4，创建数据表 T_flow_step_def、T_flow_type、

T_sub_project。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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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表。

• 标段编号字段默认为 0；

• 招标方式代号只能为 1 或者 2，其中 1 表示“公开”,2 表示“邀请”；

• 项目选项代号只能为 1、2、3 之一，其中 1 表示“招标”，2 表示“直接

发包”；3表示“违补”；

• 发包方式字段默认为 0；

• 完成标志字段默认为 0；

• 强制中断标志字段默认为 0。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T_flow_step_def 表中插入数据：“1，中标公示，公示中标情况，30，

http://localhost:8080/stepmenu.jsp，在规定时间内如有异议则请联系我们”；

• 查询出招标方式代号为“1”的所有标段情况信息；

• 查询出所有完成标志为“0”的标段情况信息；

• 查询出流程类别名称为“开标”的所有标段情况；

• 创建视图查询所有的流程的步骤名称、流程步骤描述及流程类别名称。

试题编号 2-3：用 T－SQL 语句建立学生信息管理数据库

（1）任务描述

任务一：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库：

创建学生信息数据库取名为Student

物理文件保存在D:\Student\Student_data.mdf

数据文件的初始大小为10MB，允许自动增长，文件增长率是20%，不限制文件的

最大值。日志文件初始大小为3MB，每次自动增量是1MB，文件最大值为20MB

任务二： 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表，详细描述见表2.3.1、表2.3.2：

表 2.3.1 班级表（Class）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

度

可否为

空
约束

ClassID 班级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自增约束标识种子

和标识增量都是 1

ClassName 班级名称 nvarcha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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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学生信息表（Student）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

度

可否为

空
约束

StudentNo 学号 Int 否
主键约束,自增约束标识种子

和标识增量都是 1

Name 学生姓名 nvarchar 20 否

Age 学生年龄 Int 否

Hobby 特长 nvarchar 20

Native 民族 nvarchar 20 默认约束：汉族

ClassID 班级编号 int
外键，参照 Class 表的主键

ClassID

任务三：使用T－SQL语句为2张表添加数据，详细描述见表2.3.3、表2.3.4：

表 2.3.3 班级表（Class）

班级编号 班级名称

1801 2018 级物联网 1班

1802 2018 级物联网 2班

1803 2018 级物联网 3班

1804 2018 级物联网 4班

表 2.3.4 学生信息表（Student）

学号 姓名 年龄 特长 民族 班级编号

180106 张豆豆 18 唱歌 汉族 1801

180134 李小花 20 跳舞 汉族 1801

180214 刘妮 18 演讲 维吾尔族 1802

180233 王奔奔 20 武术 汉族 1802

180326 赵小六 19 吉它 土家族 1803

180429 余飞飞 17 美术 汉族 1804

任务四：查询年龄最大的3个学生的姓名，特长和民族信息，要求使用别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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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

任务五：按学生班级编号分类查询学生人数、学生平均年龄，要求使用别名显示

列名；

任务六：查询学生班级为‘2018级物联网2班’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姓名，特长，

民族信息，要求显示列别名；

（2）实施条件，详细描述见表2.3.5:

表 2.3.5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 注

场地
计算机教室，计算机 40－45 台，每台计算机安

装数据库软件环境
必备

设备 计算机 必备

软件环境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SQLserver2012 及以上版

本
必备

实现语言 T－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

（3）考核时量

80分钟

（4）注意事项

1、仔细审题，把题目要求理解准确；

2、请注意代码的书写、命名规范和适当的注释;

3、必须提交数据库脚本文件student.sql;

（5）评价标准

表 2.3.6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备注

1. 正确建立数据库 10 分

2. 正确建立数据表结构并添加约束 20 分

3. 正确为数据表添加数据 20 分

4. 查询年龄最大的 3 个学生的姓名，特长和

民族信息，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5. 按学生班级编号分类查询学生人数、学生

平均年龄，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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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询学生班级为‘2018 级物联网 2 班’中

年龄最大的学生姓名，特长，民族信息，要

求显示列别名

10 分

7. 代码书写规范，并附有相应的注释 10 分

8.数据库、数据表、及提交的脚本文件命名

符合要求
10 分

完成时间 80 分钟

试题编号 2-4 ：《银行信贷管理系统》客户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客户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4.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物理数据模型如

图 2.4.2 和图 2.4.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4.4。请按以下设计完成

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4.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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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4.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4.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t_customer_info 客户基本信息表 reg_address 注册地址

t_cust_credit_level 客户信用等级表 post_code 邮政编码

t_his_cust_creadit_level 客户信用等级历史表 id 序号

cust_id 客户编号 credit_level 信用级别

cust _name 客户名称 begin_date 评级有效起始日期

legal_name 法人代表 end_date 评级有效终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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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BankCreditLoan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T-2-04-2 和表 T-2-04-4，创建数据表 T_customer_info 和

T_cust_credit_level、T_his_cust_credit_level。其中,客户信用等级历史表

中的序号为自动增长字段。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 为表设置主键，主键命名为“pk_<表名>_<主键标识>”；

• 根据逻辑模型，创建数据表之间的关系，关系命名为“fk_<表名>_<主表

名>_<外键标识>”；

• 将信用级别字段默认值设置为“01”。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根据对逻辑数据模型的理解，分别向三个表中插入一条测试数据（样本数

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客户名称为“XX 公司”的信用等级（说明：“XX 公司”为插入测试

数据中的公司名称）；

• 创建视图 V_his_cust_credit_level 用于查询客户的信用级别历史记

录，视图列名显示为：客户名称、信用级别、评级有效起始日期、评级有效中止

日期；

• 创建带输入参数的存储过程 P_cust_credit_level，根据输入参数更新客

户信用等级表，并将更新前的记录插入到客户信用等级历史表。

试题编号 2-5：《银行信贷管理系统》台帐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台帐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5.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物理数据模

型如图 2.5.2 和图 2.5.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5.4。请按以下设计

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5.1 E-R 图

图 2.5.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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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5.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agency_id 客户经理编号 reg_address 注册地址

agency_name 客户经理姓名 post_code 邮政编码

agency_level 客户经理级别 borrow_id 借据号

cust_id 客户编号 pawn_goods_name 押物名称

cust_name 客户名称 pawn_goods_num 押物数量

legal_name 法人代表 contract_date 签订日期

agency_phone 工作电话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BankCreditLoan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5.2 和表 2.5.4，创建数据表 T_customer_info、T_impawn_info、

T_agency_info。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 为表设置主键，主键命名为“pk_<表名>_<主键标识> ”；

• 根据逻辑数据模型，创建数据表之间的关系，关系命名为“fk_<表名>_<

主表名>_<外键标识>”； 要求邮政编码由 6 位数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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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根据你对逻辑数据模型的理解，分别向三个表中插入一条测试数据（样本

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其中客户经理编号为“001”；

• 查询 “XX 公司”质押的物品及数量（说明：“XX 公司”为插入测试数

据中的公司名称）；

• 统计每个客户经理所经手的质押业务数，查询结果集应包含字段：客户经

理姓名、质押业务数；

• 创建存储过程 P_customer_info，删除指定客户编号的客户基本信息，同

时也删除该客户在质押信息台帐中的所有记录。

试题编号 4-6：《某电子商务网站》产品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产品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6.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6.2 所

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6.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6.4。请按以下设

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6.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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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逻辑数据模型图

图 2.6.3 物理数据模型图

表 2.6.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category_id(标识

列)

产品类别 ID remark 产品描述

category_name 产品类别名称 register_date 默认值为当前录入

时间

register_date 默认值为当前录入时 review-id(标 评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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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识列)

produt_id 产品编号 product_id(标

识列)

产品编号

category_id 产品类别 ID review 评论内容

product_name 产品名称 register_date 默认值为当前录入

时间

price 产品价格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duct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6.2 和表 2.6.4，创建数据表 T_category、T_product_review、

T_product，其中产品表的产品 ID(product_id)列设置为标识列，自动从 1 开

始增长。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 创建主键（三个表均设置）；

• 产品价格列（Price）只能输入 1-1000 之间的数；

• 录入时间列(Register_date)默认值为当前录入时间（三个表均设置）。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查询出如下数据：

• 在三个表分别中录入 3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

据）；

• 查询某类别下所有产品；

• 查询产品价格在 300-500 元之间的产品；

• 查询录入日期在 2011 年 3 月到 6 月之间的产品数据；

• 查询产品价格在 90-200 元之间的所有评论；

• 查询评论数在 1-3 条的所有产品。

试题编号 2-7: 用 T－SQL 语句建立书籍信息管理数据库

（1）任务描述

任务一： 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库：

创建书籍信息数据库取名为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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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文件保存在D:\Books\Books_data.mdf

数据文件的初始大小为5MB，允许自动增长，文件增长率是2MB，不限制文件的最

大值，日志文件初始大小为3MB，每次自动增量是10%，文件最大值为20MB。

任务二： 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表，详细描述见表2.7.1、表2.7.2：

表 2.7.1 出版社（publisher）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

度

可否为

空
约束

PublisherID
出版社编

号
int 否

主键约束，自增约束标识种

子和标识增量都是 1

PublisherName
出版社名

称
nvarchar 20

表 2.7.2 书籍信息表（Books）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

度

可否为

空
约束

BooksNo 书籍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

BooksName 书籍名称 nvarchar 20 否

BooksPrice 价格 Int 否

Author 作者 nvarchar 20 否

Classify 类别 nvarchar 20 默认约束：文学

PublisherID
出版社编

号
int

外键，参照 publisher 表的

主键 PublisherID

任务三： 使用T－SQL语句为2张表添加数据，详细描述见表2.7.3、表2.7.4：

表 2.7.3 出版社（publisher）

出版社编号 出版社名称

1 电子工业出版社

2 南海出版社

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4 清华大学出版社

表 2.7.4 书籍信息表（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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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号 书籍名称
作者

价格 类别
出版社

编号

1001 工业 4.0 大革命 水木然 44.7 经济 1

2001 假如真有时光机 村上村树 29.4 文学 2

3001 知行合一：王阳明大全集 度阴山 122.4 历史 3

4001 SQL server 数据库基础 厚溥公司 38 教材 4

4002 C#编程技术基础 厚溥公司 52 教材 4

4003 Winform 技术应用 厚溥公司 38 教材 4

任务四： 查询价格最高的3本书的书名、作者、类别，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任务五： 按出版社编号分类查询书籍数量、书籍平均价格，要求使用别名显示

列名

任务六： 查询出版社编号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价格最贵的书籍名称，作者，

价格信息，要求显示列别名

（2）实施条件，详细描述见表2.7.5:

表 2.7.5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 注

场地
计算机教室，计算机 40－45 台，每台计算机安装数据

库软件环境
必备

设备 计算机 必备

软件环境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SQLserver2012 及以上版本 必备

实现语言 T－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

（3）考核时量

80分钟

（4）注意事项

1、仔细审题，把题目要求理解准确；

2、请注意代码的书写、命名规范和适当的注释;

3、必须提交数据库脚本文件Books.sql;

（5）评价标准

表2.7.6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备注

1. 正确建立数据库 10 分

2. 正确建立数据表结构并添加约束 20 分

3. 正确为数据表添加数据 20 分

4. 查询价格最高的 3本书的书名、作者、类别，要求

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5. 按出版社编号分类查询书籍数量、书籍平均价格，

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6. 查询出版社编号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价格最贵

的书籍名称，作者，价格信息，要求显示列别名
10 分

7. 代码书写规范，并附有相应的注释 10 分

8.数据库、数据表、及提交的脚本文件命名符合要求 10 分

完成时间 80 分钟

试题编号 2-8：《某电子商务网站》评论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评论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8.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8.2 所

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8.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8.4。请按以下设

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8.1E-R 图

图 2.8.2 逻辑数据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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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 物理数据模型图

表 2.8.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Category_id(标识列) 产品类别 ID Remark 产品描述

Category_name 产品类别名称 Register_date 录入时间

Register_date 默认值为当前

录入时间

Review_id(标识列) 评论编号

Produt_id 产品编号 Product_id(标识列) 产品编号

Category_id 产品类别 ID Review 评论内容

Product_name 产品名称 Register_date 录入时间

Price 产品价格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duct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 据 图 2.8.2 和 表 2.8.4 ， 创 建 数 据 表 T_category 、



T_product_review、T_product，其中产品表的产品 ID(Product_id)

列设置为标识列，自动从 1 开始增长。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 创建主键（三个表均设置）；

• 产品价格列（Price）只能输入 1-500 之间的数；

• 录入时间列(Register_date)不能大于当前录入时间（三个表

均设置）。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三个表中分别录入 3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

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某类别下评论数超过 3 条的所有产品的名称；

• 查询产品价格超过 400 元的所有产品；

• 创建名为 product_view1 的视图，视图中的数据包括录入日

期在 2011 年 3 月到 6 月之间的产品数据信息；

• 删除上题中所创建的视图 product_view1；

• 删除产品价格超过 400 的所有产品。

试题编号 2-9：《学生食堂信息管理系统》饭卡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饭卡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9.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

图 2.9.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9.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

见表 2.9.4。请按以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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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E-R 图

图 2.9.2 逻辑数据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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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 物理数据模型图

表 2.9.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card_id(标识列) 饭卡编号 the_money 某次充值金额

student_id 学生学号 register_date 充值时间：默认值为

当前录入时间

student_name 学生姓名 consume-id(标

识列)

消费编号

curr_money 饭卡余额（初始值为

0）

card_id 饭卡编号

register_date 饭卡生成时间；默认

值为当前录入时间

the_money 本次消费金额

add_id 充值编号 register_date 消费时间:默认值为

当前录入时间

card_id 饭卡编号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Card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 据 图 2.9.2 和 表 2.9.4 ， 创 建 数 据 表 T_card 、 T_add_money 、

T_consume_money，其中将饭卡表的饭卡编号 (card_id)列设置为标识列，自动



从 1 开始增长。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 创建表主键（三个表均设置）；

• 充值金额列（the_money）只能输入 50-200 之间的数；

• 录入时间列(register_date)默认值为当前录入时间（三个表均设置）。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查询出如下数据：

• 在每个表中插入 1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所有饭卡信息；

• 查询所有饭卡的余额之和；

• 查询某日所有饭卡的充值金额之和(比如2011年 6月2号总共充值金额是

多少元)；

• 创建存储过程，根据某个学生的饭卡 ID 上的余额，判断该饭卡是否能进

行一定金额的消费。（比如饭卡 ID 号为 1 的饭卡余额只有 3.5 元，则该饭卡

不能购买 5.5 元的中餐）。存储过程输入参数为饭卡 ID 号，本次消费金额，

返回值为 true 或 false。

试题编号 2-10:《建设用地信息系统》行政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行政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0.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0.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0.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0.4。请按

以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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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1 E-R 图

图 2.10.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10.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10.4 字段名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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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proj_id(标识列) 用地项目 ID canton_id(标识列) 行政区 ID

proj_no 项目编号 canton_no 行政区编号

proj_name 项目名称 canton_name 行政区名称

canton_no 行政区编号 canton_tot 行政区面积

porj_type 项目类型 branch 直属部门

porj_kind 项目性质 remark 备注

form_tot 农用地总面积

Tilt_state 耕地面积

Approve_unit 审批单位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j。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10.2 和表 2.10.4，创建数据表 T_proj_info、T_canton_info。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表。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执行以下操作：

• 在每个表中插入 1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出项目编号为“1”的建设用地基本信息；

• 查询出行政直属部门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的建设用地基本信息；

• 查询出所有的建设土地基本信息并按农用地总面积升序排序；

• 删除耕地面积大于“720”的建设用地基本信息；

• 请把直属部门由“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修改为“株洲市国土资源局”；

• 在行政区域信息表中插入数据，编号为“83100”，行政名称为“星沙”，

行政面积为“142”，直属部门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 创建名为 ProjInfo_view1 的视图，视图的数据为编号是“1”的建设用

地基本信息；

• 删除上题中所创建的 ProjInfo_view1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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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2-11：《建设用地信息系统》地块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地块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1.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1.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1.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1.4。请按以

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11.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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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11.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11.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proj_id(标识列) 用地项目 ID appro_date 审批时间

proj_name 项目名称 plot_id 地块编号

plot_id 地块编号 plot_name 地块名称

appr_area 报批面积 total_area 地块面积

appr_date 报批时间 purpose 地块用途

appr_unit 报批单位 shape_type 图形类型

appro_unit 审批单位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Contraction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11.2 和表 2.11.4，创建数据表 T_appr_area、T_plot_info。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表。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执行以下操作：

• 在每个表中插入 1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出地块编号为“10001”的建设用地的报批基本信息；

• 查询出地块名称为“长沙市天心花苑”的建设用地的报批基本信息；

• 查询出所有的地块基本信息并按地块面积升序排序；

• 删除地块面积大于“1100”的地块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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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块名称为“长沙市天心花苑”修改为“株洲市天心花苑”；

• 在 T_plot_info 表中插入数据，(地块编号为“10006”，地块名称为“新

型工业区”，

地块面积为“1500”，地块用途为“工业用地”，图形类型为“长方形”的

信息；

• 创建名为 Plot_id_view1 的视图，视图的数据为地块编号是“10005”的

建设用地报批基本信息；

• 删除上题中所创建的 Plot_id_view1 视图。

试题编号 2-12：《学生管理系统》课程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课程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2.1 所示，逻辑数据

模型如图 2.12.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2.3 所示,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

表 2.12.4。请按要求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12.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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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12.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12.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student_no 学号 credit 学分

student_name 姓名 classhour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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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性别 student_no 学号

birth 出生年月 course_no 课程编号

enter_date 入学年份 ordinary_scores 平时成绩

address 家庭住址 end_scores 期末成绩

course_no 课程编号 totoal_scores 总评成绩

course_name 课程名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tudent。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 据 图 2.12.2 和 表 2.12.4 ， 创 建 数 据 表 T_student_info 、

T_course_info 、T_student_scores。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向 T_student_info 表插入数据：“102011，刘德华，男，03/23/1991，

2009，湖南长沙劳动东路 168 号”；

• 查询出 1991 年出生的学生信息；

• 查询选修了“数据结构”的学生姓名、平时成绩、期末成绩、总评成绩；

• 创建视图查询学生的学号、姓名、课程名、总评成绩；

• 统计每门课程的选课人数、最高分、平均分，并将统计结果保存在表

T_total 中。

试题编号 2-13 :用 T－SQL 语句建立员工信息管理数据库

1. 任务描述

(1) 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库：

创建员工信息数据库取名为Employee

物理文件保存在D:\Employee\Employee_data.mdf

数据文件的初始大小为5MB，允许自动增长，文件增长率是2MB，不限制文件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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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

日志文件初始大小为3MB，每次自动增量是10%，文件最大值为20MB

(2) 使用 T－SQL 语句创建数据表，详细描述见表 2.13.1、表 2.13.2：

表 2.13.1 部门信息表（Department ）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

度

可否为

空
约束

DepartmentID 部门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自增约束标识

种子和标识增量为 1

DepartmentName 部门名称 nvarchar 20

表 2.13.2 员工信息表（Employee）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度 可否为空 约束

EmployeeNo 员工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

EmployeeName 员工姓名 nvarchar 20 否

Age 年龄 Int 否

Native 籍贯 nvarchar 20 否 默认约束：北京

Job 职务 nvarchar 20

DepartmentID 部门编号 int

外键，参照

Department 表的主键

DepartmentID

(3)使用T－SQL语句为2张表添加数据，详细描述见表2.13.3、表2.13.4：

表 2.13.3 部门信息表（Department ）

部门编号 部门名称

1 总经办

2 行政部

3 销售部

4 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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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购部

表 2.13.4 员工信息表（Employee）

员工编号 员工姓名 年龄 籍贯 职务 部门编号

1001 任我行 56 光明顶 总经理 1

1002 金毛狮王 66 冰火岛 副总经理 1

2001 周芷若 21 峨嵋山 行政部长 2

3001 令狐冲 25 华山 销售部长 3

3002 依琳 20 峨嵋山 销售专员 3

4001 岳不群 49 华山 账务部 4

5001 田伯光 35 花果山 采购部 5

(4)查询年龄最大的3名员工的姓名、籍贯、部门编号，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5)按部门编号分类查询员工编号、姓名、职务，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6)查询部门为‘销售部’的年龄最大的员工姓名，籍贯，要求显示列别名

2.实施条件，详细描述见表2.13.5:

表 2.13.5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 注

场地
计算机教室，计算机 40－45 台，每台计算机安装数据库

软件环境
必备

设备 计算机 必备

软件环境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SQLserver2012 及以上版本 必备

实现语言 T－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

3.考核时量

80分钟

4.注意事项

(1)仔细审题，把题目要求理解准确；

(2)请注意代码的书写、命名规范和适当的注释;

(3)必须提交数据库脚本文件Employee.sql;

5.评价标准

表2.13.6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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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确建立数据库 10 分

2. 正确建立数据表结构并添加约束 20 分

3. 正确为数据表添加数据 20 分

4. 查询年龄最大的 3 名员工的姓名、籍

贯、部门编号，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5. 按部门编号分类查询员工编号、姓名、

职务，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6. 查询部门为‘销售部’的年龄最大的员

工姓名，籍贯，要求显示列别名
10 分

7. 代码书写规范，并附有相应的注释 10 分

8.数据库、数据表、及提交的脚本文件命

名符合要求
10 分

完成时间 80 分钟

试题编号 2-14 ：《学生管理系统》成绩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成绩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4.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4.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4.3 所示,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4.4。请按要

求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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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1 E-R 图

图 2.14.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14.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14.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Student_no 学号 Credit 学分

Student_name 姓名 Classhour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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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性别 Student_no 学号

Birth 出生年月 Course_no 课程编号

Enter_date 入学年份 Ordinary_scores 平时成绩

Address 家庭住址 End_scores 期末成绩

Course_no 课程编号 Totoal_scores 总评成绩

Course_name 课程名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tudent。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根据图 2.14.2 和表 2.14.4，创建数据表

T_student_info、T_course_info 、T_student_scores。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向每个表插入 3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出出生年份在 1988 年-1995 年的所有学生信息；

• 创建视图查询选修了“java 核心”的学生姓名、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总评成绩；

• 删除学号为“s00001”的学生的所有成绩；

• 创建存储过程，统计每门课程的选课人数、最高分、平均分。

试题编号 2-15：《学生管理系统》选课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选课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5.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5.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5.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5.4。请按

以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15.1 E-R 图

图 2.15.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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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15.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Stud_id 学号 Reserce 备注

Stud_name 姓名 Course_id 课程编号

Stud_sex 性别 Course_name 课程名称

Birth_date 出生日期 Teacher_name 教师姓名

Enter_Date 入学日期 Score_id 成绩编号

Mobile 手机号码 Score 成绩

Birth_place 籍贯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tudent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15.2 和表 2.15.4，创建数据表 T_student、T_course、T_score。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向每个表插入 3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查询出所有选修了“数据库原理”课程的学生学号、姓名和籍贯；

• 删除所有选修“日语”的同学的选课记录；

• 查询出“数据库原理”这门课的最高成绩；

• 查询有哪些课程没有被任何同学选修；

• 创建视图，查询指定课程名称的平均成绩。

试题编号 2-16：《网上商店》商品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商品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6.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6.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6.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6.4。请按以

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16.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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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16.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16.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goods_id(标识列) 商品编号 quantity 订购数量

goods_name 商品名称 total_price 总价

goods_price 商品价格 supp_code 供应商编号

supp_code 供应商编号 supp_name 供应商名称

goods_adress 生产地

order_id 订单号码

goods_id 商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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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5 商品信息表(T_goods 样本数据)

goods_id goods_name goods_price supp_code goods_adress

1000 盛唐笔记本 5600 430102 广东

1001 博士笔记本 6700 540199 台湾

1002 惠普笔记本 7800 440708 广东

表 2.16.6 订单信息表 (T_orders 样本数据)

order_id goods_id quantity total_price

11070232 1000 3 16800

11060343 1002 1 7800

11050322 1001 2 13400

表 2.16.7 供应商表(T_suppliers 样本数据)

supp_code supp_name

430102 盛唐科技

540199 博士科技

440708 惠普科技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tores。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表 2.16.2 和表 2.16.4，创建数据表 T_goods、T_orders 、

T_suppliers。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表之间的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3 个表中分别插入表表 2.16.5-表 2.16.7 中的样本数据；

• 将商品名为“惠普笔记本”的价格下调 10%；

• 查询出商品编号为“1002”的总的订购数量；

• 查询出商品名称为“惠普笔记本”的商品的订购数量、总价；

• 创建存储过程 P_stored_proc，指定供应商代码，查询该供应商的订单信

息；

• 查询所有名称包含“科技”的供应商编号、供应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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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2-17 ：《网上商店》订单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订单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7.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7.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7.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7.4。请按以

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17.1 E-R 图

图 2.17.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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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17.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Goods_id(标识列) 商品编号 Quantity 订购数量

Goods_name 商品名称 Total_price 总价

Goods_price 商品价格 Supp_code 供应商编号

Supp_code 供应商编号 Supp_name 供应商名称

Goods_adress 生产地

Order_id 订单号码

Goods_id 商品编号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tores。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17.2 和表 2.17.4，创建数据表 T_goods、 T_orders 、

T_suppliers。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表之间的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3 个表中分别插入 3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



据）；

• 将商品名为“惠普笔记本”的价格上调 10%；

• 查询所有名称包含“笔记本”的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商品价格；

• 查询出订购了供应商名称为“大金科技”的商品名称、订购数量、商品总

价；

• 创建存储过程 P_stored_proc，指定商品编号，查询该商品的订单信息；

• 删除上题中创建的存储过程 P_stored_proc。

试题编号 2-18： 《码头中心船货申报系统》危险品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危险品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18.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18.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18.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18.4。请按以

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18.1 E-R 图



图 2.18.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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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18.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businessunti_code 经营单位 ID location 发证地址

short_name 经营单位简称 number 数量

address 经营单位地址 adderss 经营地址

type 经营单位类型 effective_date 有效日期

feeunit_id 收费单位 ID license_department 发证部门

feeunit_name 收费单位名称 license_date 发证日期

feeunit_ohone 收费单位电话号码 Version 证书版本

feeunit_aderss 收费单位地址 is_active 是否有效

license_id 证书 ID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HarborBereau1。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 据 图 2.18.2 和 表 2.18.4 ， 创 建 数 据 表 T_fee_unit 、

T_danger_cargo_license、T_business_unit。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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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单位类型只允许有：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

份制经济五种；

• 是否有效字段默认为：否。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T_business_unit 表插入数据：“J2009302，振华港机，上海浦东，

集体经济”；

• 查询简称为“振华港机”的经营单位所对应的收费单位名称和收费单位电

话；

• 创建存储过程，查询经营类型为“集体经济”的经营单位由哪些收费单位

收费，查询这些收费单位的名称、电话号码和地址。

试题编号 2-19：用 T－SQL 语句建立汽车销售管理数据库

1. 任务描述

(1) 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库：

创建汽车销售管理数据库取名为Car

物理文件保存在D:\ Car\Car_data.mdf

数据文件的初始大小为5MB，允许自动增长，文件增长率是2MB，不限制文件的最

大值

日志文件初始大小为3MB，每次自动增量是10%，文件最大值为20MB

(2) 使用 T－SQL 语句创建数据表，详细描述见表 2.19.1、表 2.19.2：

表 2.19.1 厂家信息表（Factory）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度 可否为空 约束

FactoryID 厂家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自增约束标识种

子和标识增量为 1

FactoryName 厂家名称
nvarch

ar
20

表 2.19.2 汽车信息表（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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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度 可否为空 约束

CarNo 发动机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

CarName 车名
nvarch

ar
20 否

CarPrice 价格 Int 否

Country 产地
nvarch

ar
20 否 默认约束：中国

Color 颜色
nvarch

ar
20

FactoryID 厂家编号 int
外键，参照 Factory 表的主

键 FactoryID

(3)使用T－SQL语句为2张表添加数据，详细描述见表2.19.3、表2.19.4：

表 2.19.3 厂家信息表（Factory）

部门编号 部门名称

1 比亚迪

2 别克

3 奔驰

4 本田

表 2.19.4 汽车信息表（Car）

发动机编号 车名 价格 产地 颜色 厂家编号

1001 比亚迪.唐 23 中国 珠光白 1

1002 比亚迪.秦 13 中国 绅士黑 1

2001 君威 16.2 美国 水晶白 2

3001 GLK300 88.6 德国 宝石蓝 3

3002 AMG GT 224.28 德国 中国红 3

4001 思域 16.5 日本 香槟金 4

(4)查询价格最贵的3款车的车名、价格、产地，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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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厂家编号分类查询发动机编号、车名、颜色，要求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6)查询厂家为‘比亚迪’的价格最高的车名，产地，要求显示列别名

2.实施条件，详细描述见表2.19.5:

表 2.19.5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 注

场地
计算机教室，计算机 40－45 台，每台计算机安装数据

库软件环境
必备

设备 计算机 必备

软件环境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SQLserver2012 及以上版本 必备

实现语言 T－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

3.考核时量

80分钟

4.注意事项

(1)仔细审题，把题目要求理解准确；

(2)请注意代码的书写、命名规范和适当的注释;

(3)必须提交数据库脚本文件Car.sql;

5.评价标准

表 2.19.6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备注

1. 正确建立数据库 10 分

2. 正确建立数据表结构并添加约束 20 分

3. 正确为数据表添加数据 20 分

4. 查询价格最贵的3款车的车名、价格、产地，要求使

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5. 按厂家编号分类查询发动机编号、车名、颜色，要求

使用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6. 查询厂家为‘比亚迪’的价格最高的车名，产地，要

求显示列别名
10 分

7. 代码书写规范，并附有相应的注释 10 分



8.数据库、数据表、及提交的脚本文件命名符合要求 10 分

完成时间 80 分钟

试题编号 2-20：《码头中心船货申报系统》模块

（1）任务描述

《进出港船只申报》模块的 E-R 图如图 2.20.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20.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20.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20.4。

请按以下设计完成数据库

图 2.20.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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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20.3 物理数据模型

表 2.20.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business_unti_code 经营单位编码 declare_no 申报编号

short_name 经营单位简称 voyage_code 航次代码

address 经营单位地址 inout_port 进出港方式

business_unti_type 经营单位类型 inout_port_date 进出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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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_code 船舶代码 outsize_vehicle_qty 特大型车辆车辆数

ship_name 船名 large_vehicle_qty 大型车辆车辆数

ship_nationality 船舶国籍 medium_vehicle_qty 中型车辆车辆数

checked_capacity 核定载客 small_vehicle_qty 小型车辆车辆数

built_date 建造年月 embed_vehicle_qty 内含集箱车车辆数

Suited_area 适航航区 container_qty 集箱数

is_new 是否引用船名 declarer 申报人

line_code 航线代码 declarer_date 申报时间

line_name 航线名称 last_update_date 最后更新时间

line_type 航线类别 remark 备注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HarborBereau2。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 据 图 2.20.2 和 表 2.20.4 ， 创 建 数 据 表 T_line 、 T_ship 、

T_vehicle_declare、

T_business_unit。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表关系。

• 进出港方式只允许有：进港和出港两种；

• 经营单位类型只允许有：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

份制经济五种；

• 是否引用船名字段只允许有：是和否两个值，默认为：否；

• 申报时间默认为：系统当前时间；

• 核定载客默认为：０，其范围在 0 到 5000 之间。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向每个表插入 2 条测试数据（样本数据包含下面题目中使用的数据）；

• 创建视图，查询所有船舶国籍为“巴拿马”的进出港车辆申报信息，包含

船名、进出港方式、进出港时间及申报人字段；

试题编号 4-21 ：《图书管理信息系统》借阅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借阅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21.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21.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21.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21.4。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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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21.1 E-R 图

图 2.21.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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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21.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book_no 书号 card_name 借书人姓名

book_name 书名 address 借书人地址

author 作者 mobile 手机号码

price 单价 borrow_id 借书记录编号

qty 库存册数 borrow_date 借书日期

loan_qty 借阅次数 return_date 还书日期

card_no 卡号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Book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21.2 和表 2.21.4，创建数据表 T_card、T_book、T_borrow。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T_book 表中插入数据：“9787302245339，Access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陈世红，27.20，50”；

• 查询出日期为 2010-10-31 以后借出的图书信息；

• 查询出没有还书的借书人姓名；



• 查询出库存数量小于 5 册的图书信息；

• 编写视图查询借书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

• 编写存储过程，查询指定图书名称的借阅次数。

试题编号 2-22 ：《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成绩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成绩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22.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22.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22.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22.4。请按以

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图 2.22.1 E-R 图



86

图 2.22.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22.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22.4 字段名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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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stud_id 学号 Reserve 备注

stud_name 姓名 course_id 课程编号

stud_sex 性别 course_name 课程名称

birth_date 出生日期 teacher_name 教师姓名

etry_date 入学日期 score _id 成绩编号

mbile 手机号码 score 成绩

birth_place 籍贯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tudentDB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22.2 和表 2.22.4，创建数据表 T_student、T_course、T_score。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T_student 表插入数据：“2009010001，张学友，男，1980-10-4，

2009-9-1，15012345678，湖南长沙”，无；

• 查询出籍贯为“湖南长沙”的学生基本信息；

• 查询出姓名为“张学友”的学生所有课程的成绩；

• 查询出“数据库应用”这门课的平均成绩；

• 创建视图查询学生的姓名，手机号码和籍贯；

• 创建存储过程，查询指定课程名称的最高成绩。

试题编号 2-23 ：用 T－SQL 语句建立商品销售管理数据库

1. 任务描述

(1) 使用T－SQL语句创建数据库：

创建商品销售数据库取名为Goods

物理文件保存在D:\ Goods\Goods_data.mdf

数据文件的初始大小为5MB，允许自动增长，文件增长率是2MB，不限制文件的最

大值

日志文件初始大小为3MB，每次自动增量是10%，文件最大值为20MB

(2) 使用 T－SQL 语句创建数据表，详细描述见表 2.23.1、表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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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1 商品类别表（classify）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

度

可否为

空
约束

ClassifyID 类别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自增约束标识种

子和标识增量为 1

ClassifyName 类别名称 nvarchar 20

表 2.23.2 商品信息表（Goods）

字段名 说明 类型 长度 可否为空 约束

GoodsNo 商品编号 Int 否 主键约束

GoodsName 商品名称 nvarchar 20 否

GoodsPrice 价格 Int 否

Import 是否进口 bool 否

ClassifyID 类别编号 int
外键，参照 Classify 表的主

键 ClassifyID

(3)使用T－SQL语句为2张表添加数据，详细描述见表2.23.3、表2.23.4：

表 2.23.3 商品分类表（classify）

部门编号 部门名称

1 体育用品

2 食品

3 日用

4 家电

表 2.23.4 商品信息表（Goods）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价格 是否进口 类别编号

1001 跑步机 2399 true 1

1002 羽毛球拍 280 false 1

2001 松茸 278 true 2

3001 立白洗衣液 34 fal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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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 六神花露水 6 false 3

4001 西门子电冰箱 6988 true 4

(4)查询价格最贵的3种商品的名称、价格、是否进口，要求使用别名

显示列名

(5)按类别编号分类查询商品编号、名称、价格，要求使用别名显示

列名

(6)查询类别为‘日用’的价格最高的名称，价格，要求显示列别名

2.实施条件，详细描述见表2.23.5:

表 2.23.5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 注

场地
计算机教室，计算机 40－45 台，每台计算机安装数据

库软件环境
必备

设备 计算机 必备

软件环境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SQLserver2012 及以上版本 必备

实现语言 T－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

3.考核时量

80分钟

4.注意事项

(1)仔细审题，把题目要求理解准确；

(2)请注意代码的书写、命名规范和适当的注释;

(3)必须提交数据库脚本文件Goods.sql;

5.评价标准

表 2.23.6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备注

1. 正确建立数据库 10 分

2. 正确建立数据表结构并添加约束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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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确为数据表添加数据 20 分

4. 查询价格最贵的3款车的车名、价格、产地，要求使用别名

显示列名
10 分

5. 按厂家编号分类查询发动机编号、车名、颜色，要求使用

别名显示列名
10 分

6. 查询厂家为‘比亚迪’的价格最高的车名，产地，要求显

示列别名
10 分

7. 代码书写规范，并附有相应的注释 10 分

8.数据库、数据表、及提交的脚本文件命名符合要求 10 分

完成时间 80 分钟

试题编号 2-24：《起航自学考试网》课程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课程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24.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

如图 2.24.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24.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

定义见表 2.24.4。请按以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

据操作任务：

图 2.24.1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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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2 逻辑数据模型

图 2.24.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24.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id<pk> 专业 ID mark 课程学分

name 专业名称 id<pk> 报名 ID

id<pk> 课程 ID course_id 课程 ID

speciality_id 专业 ID name 考生姓名

nme 课程名称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elfStudy。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24.2 和表 2.24.4，创建数据表 T_speciality、

T_course、T_e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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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利用数据管理工具在表中插入以下数据，用作测试。

表 2.24.5 T_speciality 表测试数据

id name

001 电子商务

002 计算机网络

003 铁路信号

表 2.24.6 T_course 表测试数据

id speciality_id name mark

001 001 电子商务 3

002 001 信息安全 3

003 001 计算机网络基础 3

表 2.24.7T_course 表测试数据

id course_id name

001 001 周明

002 002 周明

003 003 周明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在 T_course 表插入数据：“004，001，高等数学，3”；

• 查询 “电子政务”专业开设的课程；

• 查询 “电子政务”专业有哪些考生报名；

• 查询出报考课程为“信息安全”的考生；

• 创建可查询考生姓名，报考课程名称的视图；

• 创建存储过程，查询报考某门课程（以课程名称为参数）的考

生。

试题编号 2-25 ：《起航自学考试网》教材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教材管理》模块的 E-R 图如图 2.25.1 所示，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2.25.2

所示，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2.25.3 所示，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2.25.4。请按以

下设计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和数据操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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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1 E-R 图

图 2.25.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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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3 物理数据原型

表 2.25.4 字段名定义表

字段名 字段说明 字段名 字段说明

id<pk> 专业 ID speciality_id 专业

name 专业名称 id<pk> 预订 ID

id<pk> 教材 ID book_id 教材 ID

nme 教材名称 name 预定人名称

price 单价 quantity 预定数量

任务一：创建数据库（10 分）

创建数据库 SelfStudy。

任务二：创建数据表（25 分）

根据图 2.25.2 和表 2.25.4，创建数据表 T_speciality、T_book、

T_purchase。

任务三：创建数据表间的关系及约束（15 分）

根据物理数据原型，创建数据关系。

任务四：数据操作（30 分）

利用数据管理工具在表中插入以下数据，用作测试。

表 2.25.5 T_speciality 表测试数据

Id Name

001 电子商务

002 计算机网络

003 铁路信号

表 2.25.6 T_book 表测试数据

Id Name Specialityid Price

001 电子商务原理 001 28.5

002 高等数学 001 36.5

003 马克思主义哲学 001 18.9

表 T-2-25-7 T_purchase 表测试数据

Id Book_id Name Quantity

001 001 周明 2

002 002 周明 1

003 003 周明 2

用 SQL 语句完成如下操作：

• 向 T_book 表插入数据：004，大学英语，00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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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出属于“电子政务”专业的教材；

• 查询出 “电子政务”专业有哪些教材被预订；

• 查询出预订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生姓名；

• 创建视图查询考生姓名，预订教材名称，预订数量；

• 创建存储过程，查询某个专业（以专业名称为参数）预订教材的总价。

核心模块一 感知模块

试题编号 3-1：RFID 读写器连接与关闭

（1）任务描述

连接关闭读写器、设定读卡模式。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96

3. 编写 C#代码进行读写器连接和关闭

试题编号 3-2： RFID 读写器读卡模式设定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读卡模式设定。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读写器读卡模式设定

试题编号 3-3 ：RFID 读写器读取 ECP 区域数据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 EPC 区域数据读写。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 EPC 区域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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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3-4 ：RFID 读写器写入用户区域数据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用户区区域数据写入。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用户区域读写

试题编号 3-5：RFID 读写器设定播报声音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播报语音设定。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播报语音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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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3-6 ：RFID 读写器获取保留区编码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保留区唯一编码获取。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保留区唯一编码获取

试题编号 3-7：RFID 读写器多卡读写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多卡读写。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保留区唯一编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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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3-8 ：RFID 读写器模式设定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模式设定。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读写器模式设定

试题编号 3-9：RFID 读写器读写数据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读写数据。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100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金额扣款

试题编号 3-10：RFID 读写器读写数据

（1）任务描述

C#读写器读写数据。

（2）操作流程

根据捷通 6220SDK 操作手册，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EPCSDK.dll，导入至项目

工程，使用 C#编程语言操作，并 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1. 捷通 6220 读写器接口连接

2. 调用 C#和捷通 6220SDK 接口

3. 编写 C#代码进行金额充值

试题编号 3-11：CC2530 程序控制 LED1 灯闪烁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 LED1 灯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 IAR 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下载至 CC2530 节

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3.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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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为控制两个 LED,连接 LED 的 P1_0 端口和 P1_1 端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

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

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

端电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

正极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 和 LED2 分别连接在 P1_ 0 和 P11,需要将这两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①将 P1_ 0 和 P1 _1 配置成通用 1/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I/O, 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

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 和 P1 _1 设置成输出口

两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两

个端口对 LED 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此要将 P1 _0 和 P1_ 1 的传输

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12 ：CC2530 程序控制 LED 2 灯闪烁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 LED 2 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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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 IAR 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下载至 CC2530 节

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3.12.1 所示。

图 3.12.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为控制两个 LED,连接 LED 的 P1_0 端口和 P1_1 端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

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

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

端电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

正极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 和 LED2 分别连接在 P1_ 0 和 P11,需要将这两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①将 P1_ 0 和 P1 _1 配置成通用 1/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I/O, 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

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 和 P1 _1 设置成输出口

两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两

个端口对 LED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此要将 P1__0 和 P1_ 1的传输

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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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3-13： CC2530 程序控制 2 个灯交替闪烁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 LED1 和 LED 2 灯交替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 IAR 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下载至 CC2530 节

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3.13.1 所示。

图 3.13.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为控制两个 LED,连接 LED 的 P1_0 端口和 P1_1 端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

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

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

端电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

正极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 和 LED2 分别连接在 P1_ 0 和 P11,需要将这两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①将 P1_ 0 和 P1 _1 配置成通用 1/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I/O, 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

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 和 P1 _1 设置成输出口

两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两



个端口对 LED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此要将 P1__0 和 P1_ 1的传输

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见表

T-3-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14 ：CC2530 程序控制 LED 灯从右至左流水灯闪烁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 LED 灯从右至左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IAR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至CC2530

节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T-3-14-1 所示。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 0、P1 _1、P1 _3 和 P1_ .4 端

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

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

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端电

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正极

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0、P1_1、P1_3 和 P1_ 4 端口,需

要将这四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105

图 T-3-14-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①将 P1 _0、P1 1、P1 3 和 P1 4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1/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P1 1、P1 3 和 P1_4 设置成输出口

四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四

个端口对 LED 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 P1_ 0、P1_ 1、P1_3

和 P1 4 的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

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15 ：CC2530 程序控制 LED 灯从中间至两头闪烁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 LED 灯从中间至两头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IAR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至CC2530

节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T-3-15-1 所示。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 0、P1 _1、P1 _3 和 P1_ .4 端

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

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

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端电

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正极

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0、P1_1、P1_3 和 P1_ 4 端口,需

要将这四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107

图 T-3-15-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①将 P1 _0、P1 1、P1 3 和 P1 4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1/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P1 1、P1 3 和 P1_4 设置成输出口

四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四

个端口对 LED 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 P1_ 0、P1_ 1、P1_3

和 P1 4 的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

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16:CC2530 程序控制 LED 灯从两头至中间闪烁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 LED 灯从两头至中间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IAR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至CC2530

节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T-3-16-1 所示。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 0、P1 _1、P1 _3 和 P1_ .4 端

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

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

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端电

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正极

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0、P1_1、P1_3 和 P1_ 4 端口,需

要将这四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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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3-16-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①将 P1 _0、P1 1、P1 3 和 P1 4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1/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P1 1、P1 3 和 P1_4 设置成输出口

四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四

个端口对 LED 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 P1_ 0、P1_ 1、P1_3

和 P1 4 的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

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17 :CC2530 程序控制所有 LED 灯同时闪烁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所有 LED 灯同时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IAR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至CC2530

节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T-3-17-1 所示。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 0、P1 _1、P1 _3 和 P1_ .4 端

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

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

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端电

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正极

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0、P1_1、P1_3 和 P1_ 4 端口,需

要将这四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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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3-17-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①将 P1 _0、P1 1、P1 3 和 P1 4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1/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P1 1、P1 3 和 P1_4 设置成输出口

四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四

个端口对 LED 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 P1_ 0、P1_ 1、P1_3

和 P1 4 的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

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18:CC2530 程序控制所有 LED 灯交替闪烁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用 CC2530 控制所有 LED 灯交替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IAR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至CC2530

节点板，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T-3-18-1 所示。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 0、P1 _1、P1 _3 和 P1_ .4 端

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 0)时,LED 正极端和负极端

都为低电平,LED 两端没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

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端电

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正极

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LED2、LED3、LED4 分别连接在 P1 的 P1_0、P1_1、P1_3 和 P1_ 4 端口,需

要将这四个 I/O 口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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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3-18-1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①将 P1 _0、P1 1、P1 3 和 P1 4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1/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 0、P1 1、P1 3 和 P1_4 设置成输出口

四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这四

个端口对 LED 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 P1_ 0、P1_ 1、P1_3

和 P1 4 的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

见表 T-03-02。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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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3-19：按键开关控制 LED1 灯开关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使用按键控制 LED1 灯开关。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 IAR 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下载至 CC2530 节

点板，按下按键,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使用 ZigBee 板上的 SW1 按键与 CC2530 之间的连接如图 3.19.1 所示。

图 3.19.1 SW1 与 CC2530 连接示意图

SW1 按键的一侧(3、4 号引脚)通过--个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同时连接到 CC2530

的 P1_ 2 引脚,另一侧(1、2 号引脚)连接到地。当按键没有按下时，由于上拉电

阻的存在，CC2530 的 P1 2 引脚相当于外接了个上拉电阻,呈现高电平状态。当

按键按下时.按键的 4个脚导通,CC2530 的 P1_ 2 引脚相当于直接连接到地，呈

现低电平状态。电容 C19 起到滤波作用,具有一定的消抖功能。

根据电路连接图可知,当 SW1按键按下时,程序从 P1_2引脚读取的逻辑值是 0,否

则读取的值是 1。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3.1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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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2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为控制两个 LED,连接 LED 的 P1_0 端口和 P1_1 端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

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0)时,LED正极端和负圾端都为低电平,LED两端没有电

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

端电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

正极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和 LED2分别连接在P1_ 0和 P1_1.需要将这两个I/O口配置成通用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①将 P1_0 和 P1_1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I/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

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0 和 P1_1 设置成输出口

两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

这两个端口对LED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PI_0和 P1_1的

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见表

T-03-02.

③设置 P1_2 的输入模式

设置I/O端口的输人模式需要使用PxINP寄存器.其中P0INP寄存器和P1INP

寄存器的定义一样,见表 3.19.3。 P2INP 寄存器的定义是另外-种,见表 3.19.4。

表 3.19.3 P0INP 寄存器和 PIINP 寄存器的输入模式定义

位 位名称 复位值 操作 描述

7:0 MDPx_[7:0] 0x00 R/W 设置Px_7到 Px_0端口的I/O输人模式

0:上拉或下拉；1:三态。

表 3.19.4 P2INP 寄存器的输入模式定义

位 位名称 复位值 操作 描述

7 MDP2 0 R/W 为端口 2 所有引脚选择上拉或下拉 0:

L 拉;1:下拉。

6 MDP1 0 R/W 为端口 1 所有引脚选择上拉或下拉 0:

上拉;1: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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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DP0 0 R/W 为端口 0 所有引脚选择上拉或下拉 0:

上拉;1:下拉。

4:0 MDP2_[4:0] 0 R/W 设置 P2_4 到 P2_0 端口的 I/O 输人模

式 0:上拉或下拉;1:三态。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试题编号 3-20：按键开关控制 LED1 灯闪烁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本任务以 LED 灯为通用 I/O 设备,使用按键控制 LED1 灯闪烁。

(2)操作流程

根据控制电路图进行 IAR 编程.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下载至 CC2530 节

点板，按下按键,观察任务效果。

(3)操作说明

使用 ZigBee 板上的 SW1 按键与 CC2530 之间的连接如图 3.20.1 所示。

图 3.20.1 SW1 与 CC2530 连接示意图

SW1 按键的一侧(3、4 号引脚)通过--个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同时连接到 CC2530

的 P1_ 2 引脚,另一侧(1、2 号引脚)连接到地。当按键没有按下时，由于上拉电

阻的存在，CC2530 的 P1 2 引脚相当于外接了个上拉电阻,呈现高电平状态。当

按键按下时.按键的 4个脚导通,CC2530 的 P1_ 2 引脚相当于直接连接到地，呈

现低电平状态。电容 C19 起到滤波作用,具有一定的消抖功能。

根据电路连接图可知,当 SW1按键按下时,程序从 P1_2引脚读取的逻辑值是 0,否

则读取的值是 1。

LED 灯控制电路如图 3.2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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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 LED 与 CC2530 连接电路示意

为控制两个 LED,连接 LED 的 P1_0 端口和 P1_1 端口应被配置成通用输出端

口,当输出低电平(逻辑值0)时,LED正极端和负圾端都为低电平,LED两端没有电

压差,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 LED,此时 LED 熄灭。当端口输出高电平时,LED 正极

端电平高于负极端电平,LED两端存在电压差,会有电流从端口流出并通过LED的

正极端流向负极端,此时 LED 点亮。

任务相关寄存器:

LED1和 LED2分别连接在P1_ 0和 P1_1.需要将这两个I/O口配置成通用I/O

功能,将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

①将 P1_0 和 P1_1 配置成通用 I/O

将 I/O 配置成通用 I/O,需要使用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该寄存器的描述

如表 T-03-01 所示。

②将 P1_0 和 P1_1 设置成输出口

两个端口被配置成通用 I/O 功能后,还要设置其传输数据的方向。我们使用

这两个端口对LED进行控制,这实际是在对外输出信号,因此要将PI_0和 P1_1的

传输方向设置成输出.配置端口的传输方向使用 PxDIR 寄存器,其描述见表

T-03-02.

③设置 P1_2 的输入模式

设置I/O端口的输人模式需要使用PxINP寄存器.其中P0INP寄存器和P1INP

寄存器的定义一样,见表 3.20.3。 P2INP 寄存器的定义是另外-种,见表 3.20.4。

表 3.20.3 P0INP 寄存器和 PIINP 寄存器的输入模式定义

位 位名称 复位值 操作 描述

7:0 MDPx_[7:0] 0x00 R/W 设置 Px_7到 Px_0端口的 I/O输人模式

0:上拉或下拉；1:三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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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4 P2INP 寄存器的输入模式定义

位 位名称 复位值 操作 描述

7 MDP2 0 R/W 为端口2所有引脚选择上拉或下拉0: L

拉;1:下拉。

6 MDP1 0 R/W 为端口 1 所有引脚选择上拉或下拉 0:

上拉;1:下拉。

5 MDP0 0 R/W 为端口 0 所有引脚选择上拉或下拉 0:

上拉;1:下拉。

4:0 MDP2_[4:0] 0 R/W 设置 P2_4到 P2_0端口的 I/O输人模式

0:上拉或下拉;1:三态。

2、实施条件：见表 T-03-03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T-03-04）

附录 1：

表 T-03-01 PxSEL 特殊功能寄存器

位 位名称 复位值 操作 描述

7:0 SELPx_[7:0] 0x00 R/W

设置 Px_7 到 Px 0 端口的功能 0:

对应端口为通用I/O功能;1:对应

端口为外设功能。

附录 2：

表 T-03-02 PxDIR 寄存器

位 位名称 复位值 操作 描述

7:0 DIRPx_[7:0] 0x00 R/W

设置 Px_7 到 Px 0 端口的传输方

向

0:输入;

1:输出。



附录 3：

表 T-03-03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调试工位30个，每个工位照明通风良好。 必备

设备及工

具

硬件：电脑一台、物联网综合应用箱一台、仿真器一个。

软件：IAR Embedded WorkBench、CC2530/2530 芯片手册
根据需求选备

测评专家

每 10 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一年以上

从事物联网应用专业一线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物联网应用技

术实训指导经历。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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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评价标准

表 T-03-0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 备注

操作过程

与规范（40

分）

工作前

准备

10 做好测试前准备,不进行设备、材料等现场

清查操作扣 2分。

出 现 明 显

失 误 造 成

设 备 损 坏

等 安 全 事

故，严重违

反 考 场 纪

律，造成恶

劣 影 响 的

本大项记 0

分。

设备的

识别

10 正确使用电脑设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规范操作。

电路的

连接

20 正确选择和操作设备对电路进行连接，包括

电源通电的规范操作

职业素养

（20 分）

6S 基本

要求

10 考试过程中及结束后，考试桌面及地面不符

合 6S 基本要求的扣 3~5 分。

安全操

作

10

对耗材浪费 ,不爱惜工具,扣 3 分;损坏工

具、设备扣;本大项的 20 分;选手发生严重

违规操作或作弊,取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

及质量（40

分）

工艺 20 利用 TI 公司的 Z-Stack 协议栈进行二次开

发，借助 CC2530 节点实现串口数据显示。

功能 10 测试 LED 灯是否按要求闪烁控制

记录 10 撰写考核记录报告。

工时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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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模块二 应用软件开发模块

试题编号 4-1：用户登陆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码，去数据库进行验证，成功提示登录成功，失败

则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３）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UserPwd 用户密码 Nvachar(20)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

件，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搭

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

4.新建登陆页面 Login.aspx,页面绘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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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登录按钮，去后台进行数据验证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验证登陆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2：用户注册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码等有效信息，去数据库进行添加，成功提示注册

成功，失败则提示注册失败。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3）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Not null

UserPwd 用户密码 Nvachar(20) Not null

Sex 性别 Char(2) Not null

E-mail 电子邮箱 Nvachar(20) Not null

Telephone 电话号码 Nvachar(20)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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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年龄 Int Not null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件，

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搭

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

4.新建注册页面 register.aspx,页面绘制如下

5.点击注册按钮，去后台进行数据插入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验证注册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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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4-3：网格显示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当页面第一次加载时，通过 GridView 网格来显示所有的任务列表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３）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Not null

Sex 性别 Char(2) Not null

Age 年龄 int Not null

Hobby 爱好 Nvachar(20) Not null

TelePhone 电话 Nvachar(20) Not null

Class 班级 Not null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件，

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搭

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

4.新建登陆页面 index.aspx,页面绘制如下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爱好 手机 班级

1 张三 男 18 唱歌，跳舞 13227396200 物联网 1601 班

2 李四 女 19 写作，画画 13227396211 软件 1602 班

3 王五 男 20 游泳，跳水 13227396222 互联 1603 班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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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设计网页和页面

功能实现 40 显示数据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4：网格模糊查询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文本框内输入条件，点击“搜索”可以按所输入的条件对名称进行模糊查询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３）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Not null

Sex 性别 Char(2) Not null

Age 年龄 int Not null

Hobby 爱好 Nvachar(20) Not null

TelePhone 电话 Nvachar(20) Not null

Class 班级 Not null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件，

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搭

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

4.新建首页面 index.aspx,页面绘制如下



126

5.根据姓名，班级文本框输入对应的条件进行模糊查询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设计网页和页面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查询成功并显示对应数据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5：网格新增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界面文本框进行输入相应内容后，点击添加按钮调用方法去数据库进行添加，

成功提示添加成功，失败则提示添加失败。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３）操作说明



127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Not null

Sex 性别 Char(2) Not null

Age 年龄 int Not null

Hobby 爱好 Nvachar(20) Not null

TelePhone 电话 Nvachar(20) Not null

Class 班级 Nvachar(20) Not null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件，

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搭

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

4.新建添加页面 AddMessage.aspx,页面绘制如下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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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设计网页和页面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成功添加数据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6：网格删除数据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网页中添加删除项，点击删除按钮将删除鼠标指定该行的数据，并去数据

库中验证,删除成功提示删除成功信息，失败则提示删除失败。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

建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3）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姓名 Nvacha(20) Not null

UserAge 用户年龄 Int(2) Not null

UserSex 用户性别 Nvachar(20)

UserTel 用户电话 Nvachar(20)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件，

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搭

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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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建登陆页面 Index.aspx,页面绘制如下：

编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删除

1 张三 18 女 13412689742 删除

2 李四 19 男 16907135683 删除

3 王五 19 女 15857334557 删除

5.“删除”的具体要求如下：

（a）当单击“删除”按钮时，要通过弹出对话框，提示用户“你确实要删 除吗？”。

你确定要删除吗？

确定 取消

(b)当单击弹出对话框“确定”按钮时，实现学生信息删除。

(c) 当学生信息删除成功后，要即时刷新列表上面的数据。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删除功能实现 40 删除成功并刷新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7：网格修改数据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在网页中添加修改项，点击修改按钮将跳转到 Update 界面，并将

数据带到 Update 界面，点击修改是将修改成数据。

（2）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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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3）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姓名 Nvacha(20) Not null

UserAge 用户年龄 Int(2) Not null

UserSex 用户性别 Nvachar(20)

UserTel 用户电话 Nvachar(20)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

件，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Update.aspx 页面如下：

(1) “修改学生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a) 根据学生编号，给修改学生信息页面赋值。编号设置为可读。

(b) 修改成功后，弹出提示“发布成功”。

(c) 点击返回则跳转到 Main.aspx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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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三

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修改功能实现 25 删除成功并刷新

传值 10 点击修改时将值传到修改页面

返回主页 5 跳转到主页面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8：session 应用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码，去数据库进行验证，成功提示登录成功，失败

则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登录成功将用户名存储到 session 中。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3）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UserPwd 用户密码 Nvachar(20)

(a)登录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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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点击登录是将用户名存储在 session 里面。

(c)当是用户名登录时，Index 页面上显示该输入用户的用户名，如“张三”，

如果为登录则显示“游客”登录，效果图如下：

欢迎（admin）登录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登录功能实现 30 验证登陆

Session 存储 10 将用户名存储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用户名 admin

密码 123



133

试题编号 4-9：cookies 应用功能模块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码，去数据库进行验证，成功提示登录成功，失败

则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登录成功将用户名存储到 cookies 中。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搭建

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3）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数据库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UserPwd 用户密码 Nvachar(20)

(a)登录界面如下：

(b)点击登录是将用户名存储在 cookies 里面。

(c)当是用户名登录时，Index 页面上显示该输入用户的用户名,效果图如下：

用户名 admin

密码 123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134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登录功能实现 30 验证登陆

cookies 存储 10 将用户名存储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0：网格增加数据功能模块

1.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首先登录成功后，在 mian 界面显示全部用户信息，在 mian 界面中添加新增

图书项，点击新增图书链接将跳转到 addbook 界面，在界面文本框进行输入相应

内容后，点击添加按钮调用方法去数据库进行添加，成功提示添加成功，失败则

提示添加失败。点击删除按钮成功删除该行信息。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使用 Visual Studio 2010 以上版本

搭建三层架构，完成下述功能。

（3）操作说明

1、使用 SQLite 创建 Book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BookID 书籍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BookName 书籍名称 varchar(20) Not null

BookType 书籍类型 varchar(20) Not null

BookDesc 书籍描述 varcha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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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Num 书籍数量 Int

BookPrice 书籍价格 int

2、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文

件，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搭建表示层（创建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搭建业务逻辑层 BLL（类库）,

搭建数据访问层 DAL（类库）,添加各层之间的相互依赖 。4、在 mian 界面显示

全部用户信息，在 mian 界面中添加新增图书项，点击新增图书链接将跳转到

addbook 界面.

编号 书名 分类 描述 数量 价格 操作

1 西游记 小说 好书 5 55 删除

2 史记 文学 经典 3 100 删除

新增图书

1、新建添加页面 addbook.xml,页面绘制如下

图 4.10.1

2、点击删除按钮，成功删除该行信息。

编号 书名 分类 描述 数量 价格 操作

1 西游记 小说 好书 5 55 删除

2 史记 文学 经典 3 100 删除

新增图书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插入

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设计网页和页面文本框，按

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成功添加数据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1：引导界面和用户注册功能模块

1.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当进入该系统时，首先到达一个引导页面(该引导页面需停留 3秒

钟后，进入系统），然后再进行用户注册功能，点击确定按钮，将用

户输入的信息打印在界面上

（2）操作流程

找到一张图片，将它做为引导界面，图片停留 3秒进入用户注册

界面

（3）操作说明

a)当进入该系统时，首先到达一个引导页面(该引导页面需停留 3秒钟后，

进入系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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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1

b)当用户进入注册页面时，如下图,要求如下：

b.a)注意文本框的边框

b.b)注意下拉框的内容(内容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数组来处理)

图 4.11.2

c)当用户点击“确定”按钮时，要求把用户所填写的内容以提示信息的形式

打印出来，如下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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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3

2. 实施条件

在 Eclipse 或 Android studio 中创建 MyPro 应用程序。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引导界面

15 使用 Intent 完成页面跳转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完成控件对应的事件 25 在后台得到对应的控件内容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在界面打印信息 30 弹出用户所输入的信息

完成确定按钮的点击

事件

10 完成确定按钮的点击事件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2：文本记录和数据展示功能模块

1.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主界面利用 ListView 加载数据集，点击后条目出现提示框可以进行删除

或者取消操作。

（2）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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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QLite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完成下述功能。

a)使用 SQLite 数据库创建 Notebook 表（插入三条或以上的数据）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

系

Nid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Title 标题 Nvachar(30

)

Not null

Content 内容 Nvachar(20

0)

Not null

Time 时间 Date Not null

（3）操作说明

a)新建主页面 main.xml 利用 ListView 加载数据集,页面绘制如下

图 4.13.1

b)给每个条目(item)添加监听事件，点击条目出现弹出框，点击确定删除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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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2

(4) 新建添加笔记页面 addNote.xml,页面绘制如下

图 4.13.3

5)点击保存，去后台进行数据添加，利用 toast 弹出添加成功，成功后跳转

至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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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AndroidStudio AndroidStudio2.2.3 版或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插入三条及以

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数据通过 ListView 展示,点

击条目利用弹窗删除，笔记

数据添加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3：用户登陆和修改功能模块

1.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登录界面输入账号，密码，去数据库进行验证，失败则提示用户名密码错

误。登录成功跳转到主界面，并显示用户信息。

（2）操作流程

使用 SQLite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 数据库连接类，完成下述功能。

（３）操作说明

a)使用 SQLite 数据库创建 StudentInfo 用户表（插入三条或以上的数据）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vachar(20) Not null

UserPwd 用户密码 vachar(20) Not null

Sex 性别 nChar(2) Not null

E-mail 电子邮箱 vachar(20) Not null

Telephone 电话号码 vachar(20) Not null

Age 年龄 Int Not null



b)使用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实现界面与数据交互。

c)新建登陆页面 login.xml,页面绘制如下

图 4.13.1

d)点击登录按钮，去后台进行数据验证，利用 toast 弹出登录失败，成功后

跳转至主界面。

e)在主界面显示账号，密码，等学生信息。新建主界面 main.xml,页面绘制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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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2

2. 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AndroidStudio AndroidStudi

o2.2.3 版 或 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插入三条及以

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验证登陆,跳转主页面显示

信息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4：电话本功能

1.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添加联系人信息到 SQLite 数据库中,在利用 ListView 展示添加后的数据.

（2）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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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QLite 创建数据库，编写 DBHelper，完成下述功能。

（３）操作说明

a)使用 SQLite 数据库创建 Contacts 联系人表（插入三条或以上的数据）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Nvachar(20) Not null

E-mail 电子邮箱 Nvachar(20) Not null

Telephone 电话号码 Nvachar(20) Not null

Address 住址 Nvachar(50) Not null

b)使用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实现界面与数据交互。

c)新建增加联系人页面 addContacts.xml,页面绘制如下

图 4.14.1

d)点击添加按钮，去后台进行数据插入，利用 toast 弹出添加成功(失败)，

点击查找跳转至主界面(main.xml)。

e)在主界面显示联系人信息，电话，邮箱等信息。

f)新建主界面 main.xml,页面绘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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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2

2. 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AndroidStudio AndroidStudio2.2.3

版 或 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插入三条及以

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

按分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添加联系人信息,跳转主页

面显示联系人信息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5：停车管理

1. 任务描述

（1）实现查询所有停车信息功能

（2）实现结算停车功能

（3）实现登记停车功能

a)操作流程

（1）使用 SQL 语法创建数据库，编写 DBConnection 连接类,编写对应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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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及方法。

（2）编写查询、新增页面。

（3）给各个功能按钮绑定监听事件，实现对应功能。

b)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语法创建 parks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id 车牌号 Int(4) Not null

name 车主 varchar(20) Not null

type 品牌 nChar(2) Not null

StartTime 停车时间 Varchar(20)

EndTime 离开时间 Varchar(20)

Price 结算价格 Int

（2）编写查询所有停车信息页面（activity_parks.xml）,实现查询功能，

页面绘制如下

图 4.15.1

（3）给每个结算按钮绑定点击事件，调用 dao 类结算方法，按照一小时 10

块钱计算，结算完改变按钮为“已结”并不可以点击。

（4）编写停车登记（activity_addpark.xml）页面，点击停车登记按钮，

跳转到编写好的停车登记页面,输入对应车辆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进行停车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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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2

（8）点击返回，返回到查询所有停车信息页面。

（9）点击提交按钮，获取输入数据，调用 dao 类添加方法进行添加。

2. 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AndroidStudio 2.3 版 或 以上 必备

Eclipse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插入三条及以

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DBConnection连接类 15 增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显示数据、插入数据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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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4-16：题目管理

1. 任务描述

（1）实现登录功能

（2）实现查询所有题目功能

（3）实现删除题目功能

（4）实现新增题目功能

a)操作流程

（1）使用 SQL 语法创建数据库，编写 DBConnection 连接类,编写对应 dao

类及方法。

（2）编写登录、查询、新增页面。

（3）给各个功能按钮绑定监听事件，实现对应功能。

b)操作说明

（1）使用 SQL 语法创建 user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Name 用户名 vachar(20)

UserPwd 用户密码 vachar(20)

topics 题目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id 题目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titil 题目内容 vachar(20) Not null

type 科目 nChar(2) Not null

option1 选项 A Nchar(2) Not null

option2 选项 B Nchar(2) Not null

option3 选项 C Nchar(2) Not null

answer 答案 Nchar(2) Not null

（2）编写数据库连接类 DBConnection(继承 SQLiteOpenHelper)，实现前台

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3）编写数据访问层（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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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写登陆页面（activity_login.xml）,及实现登录功能,页面绘制如

下

图 4.16.1

（5）新建页面（activity_topics.xml），实现查询所有题目功能,页面绘

制如下

图 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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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每个删除按钮绑定点击事件，调用 dao 类删除方法，根据题目 id 删

除。

（7）编写 activity_addtopic.xml 页面，点击新增题目按钮，跳转到编写

好的新增题目页面（activity_addtopic.xml）,输入对应题目信息后，点击提交

按钮进行题目添加。

2. 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AndroidStudio 2.3 版 或 以上 必备

Eclipse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数据库搭建 25 建库，建表，插入三条及以

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DBConnection 连接类 15 增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功能实现 40 显示数据、插入数据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7：用户多功能登陆和删除用户功能模块

1. 任务描述

a）实现用户登录和注册功能

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码等有效信息，去数据库进行添加，成功提示

注册成功，失败则提示注册失败。

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码，身份状态。在网页文本框输入用户名，密

码去数据库进行验证，成功提示登录成功，失败则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登录成

功跳转页面。

b）操作流程



使用 SQLite 数据库进行操作。使用 SQLite 在管理员表增加一条数据。

c）操作说明

1)使用 SQLite 创建 UserInfo 用户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UserID 用户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UserAccount 用户账号 Nvacha(20) Not null

UserPassword 用户密码 Nvacha(20) Not null

UserAge 用户年龄 Int(2) Not null

UserSex 用户性别 Nvachar(20)

UserTel 用户电话 Nvachar(20)

2)使用 SQLite 创建 ManagerInfo 管理员表

字段名 字段 字段类型 是否为空 主外键关系

Mid 管理员 ID Int(4) Not null 主键

Maccount 用户名 Nvachar(20)

Mpassword 用户密码 Nvachar(20)

3)使用 DataTable,SqlConnection 等助手类（DBHelper），编写数据库连接

文件，实现前台页面与后台页面联通。

4)新建注册页面 register.xml,页面绘制如下，点击注册按钮，去后台进行

数据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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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1

5、新建 login.xml 界面，使用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选择普通用户登录，

登录成功显示个人信息页面 show.xml。

图 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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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3

6、使用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选择管理员登录，登录成功页面上显示所有

用户信息，管理员可以删除用户信息。

编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删除

1 张三 18 女 13412689742 删除

2 李四 19 男 16907135683 删除

3 王五 19 女 15857334557 删除

2. 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08 版 或 以上 必备

Visual Studio 2010 版或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使用 SQLite 数据

库

25 建库，建表，建约束，

插入三条及以上测试数据

项目运行时报

错，按分数 50%起评DBHelper 连接类 15 增删改查对应方法

界面绘制 15 文本框，按钮基本 UI

登录注册等功能

实现

30 不同身份状态的操作不

同

实现选择身份状 10 正确使用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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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功能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8：安卓相对布局和点击事件监听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使用安卓中的相对布局 RelativeLayout 布局，在任务描述要求的 5个位置分别

布局 5个按钮 Button,最后在 Activity 当中对 5个按钮进行监听，在安卓代码

中队不同的按钮进行点击事件监听。

（2）操作流程和说明

1.将布局改为 RelativeLayout 布局

2. 利用 RelativeLayout 布局的常用属性，将 Button 控件布局在对应的位置(布

局如下图所示)

3.在 Activity 中用代码将对应的 Button 获取，并对 5个按钮进行点击事件监听

4.运行后点击不同的按钮后，都有对应的 Toast 提示“左上角”、“左下角”、

“右上角”、“右下角”、“中间”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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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 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布局的搭建

40 5 个按钮在 5 个正确的位置，

错一个位置 8 分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点击事件监听 30 对应的点击事件

吐司类(Toast)的使用 25 能正确弹出不同的提示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19：模拟发送信息

1. 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对应的界面中操作点击”联系人”，能进入联系人界面，选择完联系人后能跳

回主界面，并且回显所选联系人，点击“快捷回复”,同样能回显快捷回复内容

（2）操作流程和说明

1、先按照要求将主界面布局完成，布局如下图所示

2、要求点击“选择联系人”能进去到联系人页面，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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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完联系人以后，要求此页面关闭，并且将所选择的联系人(如：李四)显

示在主界面的联系人输入框中。

4、要求点击“快捷回复”能进入到快捷回复页面，页面如下图所示

5、选择完快捷回复以后，要求此页面关闭，并且将所选择的信息内容(如：正在

吃饭...)显示在主界面的信息输入框中.

6、点击发送，进行判断，如果联系人或者信息内容有一方没有填写，则给用户

提示“联系人或信息内容不能为空”，反之，显示“发送成功”;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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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主布局的搭建

25 讲不通的空间放在指定的位

置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联系人和快捷回复

界面搭建

20 能正确显示 2个界面

事件监听 10 对跳转按钮有事件的监听

页面跳转 20 能正确的进行指定页面的跳

转

数据回显 20 能够对选择的数据正确的显

示到指定的输入框当中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20：模拟用户注册并显示注册信息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通过在 A页面注册，最后在 B页面显示注册信息

（2）操作流程和说明

1.讲主布局界面搭建完成，界面如下图所示

2、用户在对应的输入框中输入完信息之后，点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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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 2次输入的密码不一致则提示用户“2次密码输入的不一致”

4、如果用户没有输入账号则提示“账号不能为空”

5、如果用户没有输入邮箱则提示“邮箱不能为空”

6、如果用户正确输入则跳转到显示注册信息页面，跳转需要正确的创建意图

Intend 对象，并且将获取用户输入的信息，通过 Intend 传值到用户注册信息页

面，最后在此页面显示传值过来的的用户注册信息。如下所示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主界面布局的搭建

20 正确搭建主界面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显示注册信息页面搭

建

10 正确搭建信息显示界面

判空和判重 25 对用户输入空和对密码重复

做判断

意图的使用 10 Activity 之间的跳转

传值和接受值 30 使用 Intent 传值和显示页面

的取值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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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2:1：图文混排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 ListView 中对图片和文字混合排列，最终效果如下图所示

（2）操作流程和说明

1.定义一个 ListView

2.定义 ListView 的子布局，一个 ImageView 和 TextView，并水平排列(案例当

中的图片可以换成安卓中的系统图片小机器人代替)

3.准备数据源

4.创建 ListView 的适配器 Adapter,将数据源配置到适配器

5.对 ListView 使用适配器完成内容填充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160

ListView 和其自布

局的搭建

20 正确搭建布局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正确创建数据源 20 有数据源

适配器的配置 45 能完成对适配器的完整配置

完成填充 10 对 ListView 进行适配器填充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 4-22：安卓的数据持久化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将 用 户 输 入 的 内 容 存 储 进 Sharedpreferences, 之 后 并 能 将 其 从

Sharedpreferences 中取出来

（2）操作流程和说明

1完成布局的搭建要求，要求的布局如下所示

2. 当用户输入完(比如“hello”)之后，点击存储到 Sharedpreferences，提示

用户保存成功

3. 当用户点击“从 Sharedpreferences 取出”时，在其左侧的 EditText 中显示

(比如“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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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布局的搭建

20 正确搭建布局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正确创建

Sharedpreferences

20 能实现存和取数据

数据添加 20 从存储空间添加值

数据获取 20 从存储空间取值

事件监听 10 对按钮进行监听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23 ：完成安卓的手动图片轮播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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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通过对 ViewPage 的使用完成对图片的手动轮播滑动

（2）操作流程

如下所示，用户通过向左滑动，可以看到左侧的图片能手动拖出来，实现，用户

手动左滑右滑可以看到不同的图片(图片不做要求，可以使用安卓系统图片)

（3）操作说明

1.在布局中引入 ViewPager

2.准备数据源

3.创建 ViewPager 的适配器(注意重写方法的添加)和对数据源的引用

4.对 ViewPager 进行内容填充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ViewPager 的引用 20 正确搭建布局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

数据源的准备 20 正确的准备数据源

适配器的创建 35 准确无误的创建适配器

数据填充 20 对 ViewPager 进行填充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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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4-24：弹出对话框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通过对按钮的点击弹出指定内容的对话框

（2）操作流程

如下所示，用户通过点击按钮能弹出可供选择的对话框，当用户点击不同的对话

框是，能正确的安卓对话框的提示显示不容的内容

（2）操作说明

1.按照要求进行对应的布局(图片可以自行使用系统图片)

2.对按钮进行点击事件监听，如上图所示

3.创建对应的对话框

4.完成对对话框的配置，如 Icon、Title 等

5.完成对对话框积极、消极、中立的设置点击监听

6.用户最后点击“小仓鼠”则提示用户“回答正确”，点击“小松鼠”则提示“回

答错误”，点击“放弃回答”，则提示“再猜猜呀，别放弃！”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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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主布局 10 正确搭建布局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

分数 50%起评

对话框的创建 20 正确的创建对话框

完成对话框配置 15 配置对话框的缩略图和标题

对话框的结果处理 40 完成对话框不同结果的处理

吐司类的使用 10 能正确使用 Toast 类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试题编号 4-25：简易计算器

1.任务描述

（1）任务描述

在界面中通过输入 2个数和一个运算符，达到一个能进行加减乘除功能的简易计

算器

（2）操作流程和说明

1.如下图所示，完成相关界面的布局

2. 对“计算”按钮进行点击事件监听

3. 获取用户输入的对应输入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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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输入的运算符进行判断，从而进行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

5. 完成点击运算后对用户进行结果的提示

2.实施条件

工具 版本 备注

Eclipse 必备

Android Studio 3.0 以上 必备

3.考核时量 60 分钟。

4.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备注

布局的搭建

20 完成主页面布局

项目运行时报错，按分

数 50%起评点击事件监听 15 对应的点击事件

数据获取 20 对用户输入的所有数据进行

获取

四则运算 40 对用户输入的运算符进行判

断，从而进行正确的运算

代码注释 5 简单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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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网络传输模块(选修)

试题编号 5-1: 点对点控制开关１个 LED 灯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 LED1 灯开与关。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

超过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1 灯常亮，其余 LED 灯熄

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

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

直接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

及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2. 实施条件（见附表 5.2）

3. 考核时量：60 分钟

4.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 ：点对点控制开关２个 LED 灯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２个 LED 灯开与关。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超过

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1 灯和 LED2 灯常亮，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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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从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4. 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点对点控制开关３个 LED 灯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３个 LED 灯开与关。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超过

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1 灯、LED２灯和 LED３灯常亮，

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点对点控制１个 LED 灯闪烁，周期１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 LED１灯闪烁周期。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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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闪烁，周期１秒，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5：点对点控制２个 LED 灯同时闪烁，周期１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 LED1 灯和 LED2 灯同时闪

烁，周期１秒。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超过

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1 灯和 LED2 灯同时闪烁，周期

１秒，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6 ：点对点控制３个 LED 灯同时闪烁，周期１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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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３个 LED 灯同时闪烁，周

期１秒。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超过

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LED２灯和 LED３灯闪烁，

周期１秒，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7：点对点控制２个 LED 灯交替闪烁，周期１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从节点的２个 LED 灯同时闪烁，周

期１秒。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按下时间不超过

１秒）后松开，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和 LED２灯交替闪烁，周期

１秒，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再次按下模块上的“SW1”键（按下时间不超过１秒）后松开，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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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8：点对点控制按下时点亮１个 LED 灯，松开时熄灭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按下时从节点的 LED１灯常亮，松

开时熄灭。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时，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常亮，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模块上的“SW1”键松开时，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9：点对点控制按下时点亮２个 LED 灯，松开时熄灭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按下时从节点的２个 LED 灯常亮，

松开时熄灭。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时，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和 LED２灯常亮，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模块上的“SW1”键松开时，全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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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0：点对点控制按下时点亮３个 LED 灯，松开时熄灭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按下时从节点的３个 LED 灯常亮，

松开时熄灭。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时，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LED２灯和 LED３灯常亮，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模块上的“SW1”键松开时，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1：点对点控制按下时点亮４个 LED 灯，松开时熄灭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按下时从节点的４个 LED 灯常亮，

松开时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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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时，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LED２灯、LED３灯和 LED４灯常亮。

②当模块上的“SW1”键松开时，全部熄灭。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2：点对点控制按下时１个 LED 灯闪烁，周期１秒，松开时暂停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按下时从节点的 LED１灯闪烁，周

期１秒，松开时暂停。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时，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闪烁，周期１秒，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模块上的“SW1”键松开时，暂停。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3： 点对点控制按下时１个 LED 灯闪烁，周期２秒，松开时暂停

１．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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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务描述

两块 ZigBee 模块板，主节点的“SW1”键控制按下时从节点的 LED１灯闪烁，周

期２秒，松开时暂停。

①其中一块 ZigBee 模块板检测“SW1”键，当“SW1”键按下时，能使得另一块

ZigBee 模块板 LED１灯闪烁，周期２秒，其余 LED 灯熄灭。

②当模块上的“SW1”键松开时，暂停。

③重复上面两个步骤要求。

（２）操作流程

打开该题中的工程文件进行编程，此工程已设置好相应编程环境，考生可以直接

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编译完成后，将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主节点以及

从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4：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组网成功后１个 LED 灯常亮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调用协议栈自带函数实现组网

成功后 LED１灯常亮的功能。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６０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5：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组网成功后２个 LED 灯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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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调用协议栈自带函数实现组网

成功后 LED１灯和 LED２灯常亮的功能。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６０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6：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组网成功后１个 LED 灯闪烁，周期１

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调用协议栈自带函数实现组网

成功后 LED１灯闪烁，周期１秒的功能。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7：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组网成功后２个 LED 灯同时闪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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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１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调用协议栈自带函数实现组网

成功后 LED１灯和 LED２灯同时闪烁，周期１秒的功能。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18：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组网成功后１个 LED 灯闪烁，周期２

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调用协议栈自带函数实现组网

成功后 LED１灯闪烁，周期２秒功能。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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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5-19：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组网成功后２个 LED 灯同时闪烁，周

期２秒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调用协议栈自带函数实现组网

成功后 LED１灯和 LED２灯同时闪烁，周期２秒的功能。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5-20：利用 Z-Stack 协议栈串口发送字符串“hello”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利用 T1 公司的 Z-Stack 协议栈进行二次开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hello”到协

调器，协调器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 PC，在 PC 端利用串口助手观察结

果。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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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5-21： 利用 Z-Stack 协议栈串口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利用T1公司的Z-Stack协议栈进行二次开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Hello World”

到协调器，协调器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ＰＣ，在ＰＣ端利用串口助手

观察结果。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2：利用 Z-Stack 协议栈串口发送字符串“Hello iot”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利用 T1 公司的 Z-Stack 协议栈进行二次开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hello iot”

到协调器，协调器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 PC，在 PC 端利用串口助手观

察结果。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3：利用 Z-Stack 协议栈串口发送字符串“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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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利用 T1 公司的 Z-Stack 协议栈进行二次开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happy”到协

调器，协调器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 PC，在 PC 端利用串口助手观察结

果。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4：利用 Z-Stack 协议栈串口发送字符串“I get data”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利用 T1 公司的 Z-Stack 协议栈进行二次开发，终端节点发送数据“I get data”

到协调器，协调器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 PC，在 PC 端利用串口助手观

察结果。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5：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1”

１．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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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1”。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6：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

1.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

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7：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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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

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28：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

1.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

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5-29：利用Z-Stack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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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789”。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

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0：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1”

1.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1”。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1：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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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

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2：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

1.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

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节

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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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 5-33：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

1.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

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4：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

“0123456789”

３．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0123456789”。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

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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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5：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点播发送字符串“1”

４．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无线数据传输字符串“1”。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6：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点播发送字符串“hello”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

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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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7：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点播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world”。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

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8：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５秒点播发送字符串“Hello iot”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５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iot”。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

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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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39：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点播发送字符串“１”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１”。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

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0：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点播发送字符串“hello”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

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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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1：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点播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world”。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

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2：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10 秒点播发送字符串“hello iot”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10 秒无线数据

采用点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iot”。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

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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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3：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组播发送字符串“1”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组播方式传输字符串“1”。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

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4：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组播发送字符串“hello”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组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

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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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5：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组播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组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world”。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

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6：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组播发送字符串“hello iot”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组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iot”。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

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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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7：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广播发送字符串“1”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广播方式传输字符串“1”。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待评委

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8：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广播发送字符串“hello”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广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world”。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

据，待评委评判。



191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49：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广播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广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world”。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

据，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６０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试题编号 5-50：利用 Z-Stack 协议栈实现 5 秒广播发送字符串“hello iot”

１．任务描述

（１）任务描述

协调器建立 ZigBee 无线网络，终端节点自动加入网络中，可定时发送节点信息

数据到协调器，通过协调器的串口发送到 PC 机，利用协议栈实现 5秒无线数据

采用广播方式传输字符串“hello iot”。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协调器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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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评委评判。

（２）操作流程

进行 IAR 编程，并将编译完成后生成的 hex 文件分别下载至协调器节点以及终端

节点，观察任务效果。

（３）操作说明

终端和协调器的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详见表表 5.1。

２．实施条件（见表 5.2）

３．考核时量 60 分钟

４．评价标准（见表 5.3）

注意事项：

（１）本试卷依据 2016 年颁布的《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

生技能抽查标准》命制。

（２）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签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

证号和所在学校的名称。

（３）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４）考生在指定的考核场地内进行独立制作与调试，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他人交

流。

（５）本模块 CC2530 节点板中，黄灯使用 Ｐ１＿０端口，蓝灯使用 Ｐ１＿

１端口，按键使用 Ｐ１＿２端口。

（６）考核结束时，提交实物作品与任务报告，并进行实物演示、功能验证。

附录 1：

表 5.1 网络号和信道号设置

设备 参数 值



终端和协调器模块

网络号（Pan＿id）
００（序号）【序号不足两位前

面补０】

信道号（Chennel） （序号与１６取余）＋１１

传感器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波特率 115200

附录 2：

表 5.2 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调试工位３０个，每个工位照明通风良

好。
必备

设备及工

具

IAR 软件、CC2530 节点两个、烧写器一个、电源线两个、USB

转串口线两根、Z-Stack 协议栈。
根据需求选备

测评专家

每１０名考生配备一名考评员，考评员要求具备至少一年以

上从事物联网应用专业一线工作经验或三年以上物联网应用

技术实训指导经历。

必备

附录 3：

表 5.3 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配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 备注

操作过程与规

范（40 分）

工作前准备 10 做好测试前准备,不进行设备、材料等现

场清查操作扣 2 分。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设备损坏

等安全事故，严

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

响的本大项记 0

分。

设备的使用 30 正确使用电脑设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

行规范操作。

职业素养

（20 分）

6S 基本要求 10 考试过程中及结束后，考试桌面及地面不

符合 6S 基本要求的扣 3~5 分。

安全操作

10

对耗材浪费 ,不爱惜工具,扣 3分;损坏工

具、设备扣;本大项的 20 分;选手发生严

重违规操作或作弊,取消考生成绩。

实作结果及质

量（40 分）

工艺 20 利用 TI 公司的 Z-Stack 协议栈进行二次

开发，借助 CC2530 节点实现串口数据显

示。

功能 10 利用串口助手查看 CC2530 节点实现串口

数据显示结果是否正确，间隔时间是否与

要求一致

记录 10 操作步骤和流程、程序修改,撰写考核记

录报告。

工时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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