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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宁波职业教育成为蜚声教育界的一张亮丽名片，近年来，宁波职业教育在全国技能大赛赛场

上屡获佳绩，金牌总数连续三年保持前三甲。宁波职业教育构筑的“学-训-赛”互促机制正是成为

宁波职教人“内修外为”的有力保障。 

为进一步推进“学-训-赛”互促机制的深入开展，切实加强我市职业学校技能教学，普遍提高

我市所有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明确学校技能培养目标和内容，规范学生技能抽

测程序，宁波市教育局职成教教研室组织外贸、服装、机械、电工、财会、文秘、建筑、计算机、

汽修、旅游等 12 个大类专业的研究会成员制定《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指导丛书。 

《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是根据各专业教学大纲和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基本要求编写的，

既体现了教学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基本用人要求，保证职业教育密切结合生

产和工作的需要，使更多的职校学生职业技能与就业岗位相适应。《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

的印发为职业学校确定培养目标、设置教学课程、制定教学内容和开展校企合作培养技能人才具

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关注学校办学条件和实训设施设备的标准配备，关注技能教学

的常态化和标准化，关注“双师型”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关注全体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整体提升；

《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也关注技能检测的机制化和制度化建设，关注技能检测的程序化和

合理化操作，关注技能检测的标准达成和分析指导。《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不仅成为我市

教研部门执行技能抽测的指导手册，也是我市职业学校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

技能为本位”的办学方针的行动指南，更是我市职校教师进行技能教学的指导文献。《专业技能教

学标准与检测》的印发，将极大地促进中职学校对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重视和强化，促进职业学

校实训条件的改善和专业实训设施设备的标准化配备，也将推进 “学-训-赛”互促机制的完善和发

展。 

制定专业技能标准，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性工作，也是一项富于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工作。此项

工作得到了我市职业学校相关专业骨干教师及行业企业专家的大力支持，并为此付出了辛劳，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丛书由于尚在不断实践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肯定存在不仅人如意之处，

欢迎各职业学校教师和行业企业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编  者 

                                                                      20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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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职计算机专业基本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总体方案 

一、技能教学的总体要求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需要，德能兼备且具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的中等应用型技能人才，即 IT 蓝领。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使学习者掌握计算机软硬件基础知识，能

熟练进行文字录入、办公软件应用、网络维护、应用程序设计、网页制作等操作。 

中职计算机专业的岗位面向是：各类企事业单位要求利用计算机进行文档管理、业务处理、行政办公、数据

分析等办公应用的岗位，进行计算机软硬件营销和维护、网络管理和维护等设备维护的岗位，进行多媒体设计与

制作、软件开发与设计、网站架设与制作的 IT 设计的岗位。 

中职计算机专业基本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涉及《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局域网组建与维

护》、《网页制作与设计》、《VB 程序设计》和《文字录入》六门课程。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入门课程，该课程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掌握

WindowsXP 的设置及文件管理操作，掌握网络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交流，掌握图文混排、表格制作、数据统计、

多媒体演示文稿制作等技能，为进一步学习本专业的其它课程打下基础。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的组成及配置，掌握台式机的连接、装配和系统参数的设定，学会

硬盘分区、软件安装、系统备份、系统性能测试和计算机的日常维护。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基本知识，了解常用的网络设备及数据通信的基本原理，

掌握小型局域网的组建方法及维护技能，网络操作系统安装使用及系统的基本维护等，具有管理和维护网络的基

本能力。 

《网页制作与设计》使学生掌握使用 Dreamweaver 软件设计并制作出静态网页，并具备网站的建立和维护能

力，为后续的动态网站开发技能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 

《VB 程序设计》使学生在掌握 VB 可视化开发环境的使用方法，掌握“对象、属性、方法和事件”的基本知

识，掌握程序设计基础知识和基本算法，并能开发简单的桌面应用小软件。 

《文字录入》使学生了解汉字的组成结构，学生使用拼音、五笔等输入法录入文本，录入速度达到每分钟输

入 60 个以上汉字，误码率不高于 0.5%。 

上述 6 门课程属于计算机专业中最基本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它们之间是独立的，相互不可替代，但有一定的

联系，是相辅相承的。 

二、各课程的实训项目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技能实训项目 课时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1. 认识微型计算机           2. 中英文录入  

3. 操作系统的应用           4. 因特网应用  

5. WORD 编辑排版            6. EXCEL 表格数据处理 

7. PPT 演示文稿的制作       8. 图像的简单处理  

9. 视频短片的制作； 

108 

2 
计算机组装与维

护 

1.计算机硬件组装            2. 软件安装  

3.系统维护                  4. 计算机选购与测试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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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域网络组建与

维护 

1. 认识 IP 地址               2. 认识常用网络设备 

3. Windows2003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4. 小型局域网的组建          5. 网络基本应用服务的搭建 

6. 网络安全及管理 

72 

4 网页设计与制作 

1. 站点管理                  2. 编辑网页元素 

3. 设置超链接                4. 网页布局设计 

5. 层的应用                  6. CSS 样式表的设计与制作 

7. 制作表单                  8. 制作网页特效 

9. 综合网页制作 

72 

5 VB 程序设计 

1.可视化编程与 VB 开发环境    2. VB 中的对象、窗体和基本控件 

3. VB 语言基础               4.顺序结构 

5.选择结构                   6.循环结构 

7.常用控件                   8.数组 

72 

6 文字录入 
1. 英文指法练习              2 五笔字型输入法 

3. 拼音输入法                4.综合练习 
72 

    说明：《计算机应用基础》为公共基础课程，所有专业的中职学生均需参加课程学习与技能测试；《计算机组

装与维护》和《文字录入》为专业基础课程，计算机专业学生均需参加课程学习与技能测试；其他课程为专业方

向课程，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可根据专业方向选择若干项进行学习和技能测试。 

三、各课程的技能教学项目及实训要求 

（一）计算机应用基础 

序号 技能实训项目 实训教学要求 课时 

1 认识微型计算机 

1-1 能够识别 CPU、内存、硬盘、光驱、主板等常见硬件设备，了解其

基本性能参数。 

1-2 能够正确进行键盘、鼠标、显示器、耳机、网线、打印机等外部 I/O

设备与主机的连接。 

1-3 能正确地进行计算机系统的启动和关闭。 

8 

2 中英文录入 

2-1 能够熟练使用键盘，明确各键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2-2 能够使用正确的击键操作姿势和指法，对照屏幕文稿在 10 分钟内输

入 800 个英文字母与字符，错误率不超过 0.2%。 

2-3 能够使用一种拼音输入法或五笔字型输入法输入汉字，在 10 分钟内

能够通过键盘输入至少 300 个汉字与字符，错误率不超过 0.5%。 

6 

3 操作系统应用 

3-1 能够使用“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管理文件，能够完成对文

件及文件夹进行建立、选择、复制、剪切、删除、压缩及文件的搜

索等操作。 

3-2 能够使用“开始”菜单、“快捷方式”及 “快速启动方式”等方法

启动应用程序。 

3-3 能够使用系统菜单、关闭按钮、标题图标、ALT+F4 等方法关闭应用

程序，能够完成多程序运行时不同程序间的切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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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能够独立完成帐户设置、添加/删除打印机、显示属性设置及中文输

入法的设置等操作。 

3-5 能够使用杀毒软件进行病毒防护。 

3-6 能够进行磁盘的维护操作（磁盘清理、碎片整理、磁盘格式化）。 

3-7 能够使用 Windows 附件所提供的计算器、画图、录音机、备份等程

序，进行数学计算、设计图形、录制声音文件和系统备份等操作。 

4 因特网应用 

4-1 能够使用 IE 浏览器浏览网页，并下载所需的图文信息； 

4-2 学会 IE 浏览器的使用技巧，特别是收藏夹的使用。 

4-3 能够使用常用的搜索引擎进行关键字搜索和分类搜索； 

4-4 能够使用 Web 方式进行 E-mail 的收发； 

4-5 能够使用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如 Outlook Express、Foxmail）进

行邮件的收发； 

4-6 能够利用即时通信软件（如 QQ、MSN 等）进行文字、图片、声音、

视频等各种信息的交流。 

4-7 能够进行 FTP 站点的访问，并使用常用的 FTP 软件（如 CuteFTP、

FlashFXP）进行文件上传和下载。 

4-8 能够熟练进行家庭 ADSL 上网的硬件连接。 

4-9 能够创建拔号连接，设置本机 IP 和 DNS 地址。 

11 

5 WORD 编辑排版 

5-1 能够熟练的进行 Word 的启动和退出，WORD 文档的建立、打开、保

存等基本操作。 

5-2 能够对文档进行文本的输入、选取、删除、复制、移动、替换等编

辑操作。 

5-3 能够根据需要设置合适的字符格式及段落格式。 

5-4 能够进行首行缩进、左缩进、悬挂缩进、右缩进等操作。 

5-5 能够对文字和段落进行边框和底纹的设置。 

5-6 能够创建项目和编号列表。 

5-7 能够进行页面设置、页眉和页脚设置、插入页码及打印预览等操作。 

5-8 能够在Word中设计并制作出简单表格，能实现文本与表格的相互转换。 

5-9 够利用Word提供的自选图形进行简单图形的绘制。 

5-10 能够在文档中插入公式、图片、文本框、艺术字、SmartArt 图形。 

5-11 能够完成图文版面的编排。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给定的样张或版

样编排制作出 1 页较为复杂的版面（要求含分栏、含文字和图片、

含 6 种字体，文字有多种变化和修饰）。 

5-12 能够进行各种打印参数的设置及从打印机上输出文稿。 

22 

6 EXCEL 数据处理 

6-1 基本操作：能够熟练的进行 Excel 的启动与退出，工作簿的建立、

打开和保存等操作。 

6-2 工作表的编辑：能够熟练在“工作表”之间的进行切换；熟练掌握

在单元格中中输入/填充数据的方法，熟练地进行插入/删除单元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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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工作表重命名等操作；能够熟练的在工作表中查找与替

换数据。 

6-3 函数与公式的使用：能够对单元格数据进行计算，掌握公式的编辑、

复制、引用。 

6-4 常用数据处理：能够进行数据的计算（计数、求和、求平均、最值）、排

序、筛选和分类汇总操作。 

6-5 能够根据工作表创建和编辑图表。 

6-6 工作表的格式化操作：数据格式化（设置字体、字号、颜色、对齐

方式、数字格式等），表格格式化（设置行高列宽、底纹边框、单

元格合并/拆分等）。 

6-7 能够设置合适页面设置（设置纸张大小、方向、缩放比例、页边距、页眉页脚、

顶端标题行等），并打印输出数据表。 

6-8 能根据需求创建和编辑数据透视表/图。 

7. 
PPT 演示文稿的制

作 

7-1 基本操作：能够熟练的进行 PowerPoint 的启动和退出，PPT 文档的

建立、打开和保存等操作。 

7-2 编辑演示文稿：能利用模板制作演示文稿，熟练掌握幻灯片的插入、

删除、复制、移动及内容编辑等操作。 

7-3 美化演示文稿外观：会使用母板、主题应用、背景样式设计等方法

对演示文稿进行外观设计。 

7-4 丰富演示文稿内容：能在幻灯片中添加和修饰图片、制作艺术字、

绘制 SmartArt 图形、插入表格、插入音视频。 

7-5 调试放映：会进行超链接和动作按钮设置、幻灯片切换效果、自定

义动画及放映方式的设置。 

7-6 能够运用 PowerPoint 的制作技巧，以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制作一个

实用的演示文稿。（包括图片、文字、动画效果、按钮链接等） 

11 

8 图像编辑处理 

8-1 能够熟练地进行 PhotoShop 的启动和退出，PSD 文档的建立、打开、

保存和输出其他格式文件等操作。 

8-2 熟悉工作界面，掌握工具箱及调板组的调用方法。 

8-3 能够根据需要进行图像的选取、移动与变形等操作。 

8-4 掌握文字的输入与编辑，掌握字符面板与段落面板的用法。 

8-5 了解图层的创建及基本功能，能够应用图层样式来添加特殊效果。 

8-6 能够在图像设计中运用各种滤镜特效。 

5 

9 视频短片制作 

9-1 能够熟练进行 Movie Maker 软件的启动和退出，熟悉工作界面。 

9-2 能导入图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素材，并放置到时间轴。 

9-3 能够通过设置视频效果、视频过渡效果的及字幕编辑，制作出有一

定意义的电影视频短片。 

4 

（二）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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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能教学项目 实训教学要求 课时 

1. 计算机硬件组装 

1-1 能够识别 CPU、内存、硬盘、光驱、主板等常见硬件设备，并了解

其主要技术参数。  

1-2 掌握外设与主机的规范连接方法，并了解主要外部设备的类型及接

口特征。 

1-3 掌握台式机主机部件的规范拆装流程及方法。 

1-4 了解开机信息的解读。 

1-5 掌握 CMOS 常用选项修改方法。 

16 

2. 软件安装 

2-1 了解硬盘分区的种类和格式。 

2-2 掌握使用分区软件（如 Partition Magic 、Disk Manager 等）对硬盘

进行分区的方法。 

2-3 掌握 WindowsXP 或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的安装技术。 

2-4. 掌握硬件驱动程序的安装与设置。 

2-5 掌握常用软件（汉字输入法、解压缩软件、Office 软件等）的安装

与设置。 

16 

3 系统维护 

3-1 掌握除尘、去污等操作技术。 

3-2 掌握 WindowsXP 系统维护工具和专用维护软件的使用。 

3-3 掌握使用 Ghost 软件对分区数据进行备份和还原的操作。 

3-5 了解计算机黑屏故障产生的各类原因，能正确定位和排除计算机的

黑屏故障。 

20 

4 
计算机选购与测

试 

4-1 掌握各类系统检测工具软件的使用。 

4-2 掌握电脑及常用外设的选购方法。 
12 

（三）局域网组建与维护 

序号 技能教学项目 实训教学要求 课时 

1 认识 IP 地址 

1-1 了解 IP 地址的定义和分类。 

1-2 掌握网络 ID 的计算；私有 IP 的划分；子网的划分；1-3 掌握 PC 机

IP 地址的配置方法，会使用 ping 命令检查网络连接状况。 

10 

2 
认识常用网络设

备 

2-1 掌握基本网络硬件产品（服务器、网卡、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

的功能，能够根据各种产品的外观或商品标签判断其类别； 

2-2 认识常见网络传输介质（双绞线、光纤、同轴电缆）的分类、结构组

成、性能特点。 

2-3 能够进行直通双绞线、交叉双绞线的制作及性能测试。 

12 

3 

Windows2003 服

务器的安装与配

置 

3-1 能够进行 Windows2003Server 的安装及服务器 TCP/IP 的设置。 

3-2 能够进行域用户和用户组的创建、复制、删除和编辑。 

3-3 能够进行共享文件夹的创建、权限设置和访问。 

3-4 能够进行网络打印机的创建、设置和共享。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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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能够用域用户，在本地或其他计算机上进行登录、访问服务器资源。 

3-5 能够进行 DHCP 设置、域名服务以及本地安全设置。 

4 
小型局域网的组

建 

4-1 能够实现两台计算机通过网卡互联，实现双机资源共享。 

4-2 能够利用小型路由器组建起“有线/无线”家庭局域网，并实现共享

上网。 

6 

5 
网络基本应用服

务的搭建 

5-1 能在 Windows 2003 Server 中创建 Web 站点，掌握 Web站点主要属性

的设置。 

5-2 能在 Windows 2003 Server 中创建 FTP 站点，掌握 FTP站点主要属性

的设置 

5-3 会利用第 3 方软件（如 Serv-U）搭建 FTP 站点。 

12 

6 网络安全及管理 

6-1 了解防火墙的主要功能，能够使用一种防火墙软件（如天网）进行网

络安全设置。 

6-2 能够对 Windows 2003 Server 进行一些本地安全策略的设置。 

6 

（四）网页设计与制作 

序号 技能教学项目 实训教学要求 课时 

1 站点管理 

1-1 .掌握网站设计的基本概念，认识网页的实质； 

1-2 掌握 Dreamweaver 的文件操作； 

1-3 掌握站点的创建与管理； 

1-4 了解网站整体结构的规划。 

4 

2 编辑网页元素 

2-1 掌握文本元素的输入及属性设置； 

2-2 掌握图像元素的插入及属性设置，并实现图文混排； 

2-3 掌握 Flash 动画元素的插入及属性设置； 

2-4 掌握特殊字符的输入及属生设置； 

2-5 了解 HTML 语法结构。 

2-6 会对数据表进行修饰，能能常用网页标记对代码进行编辑（html、

head、title、body、h#、p、br、hr、font、img）。 

10 

3 设置超链接 

3-1 理解超链接和超链接路径的基本概念； 

3-2 掌握建“文本链接”的建立方法； 

3-2 掌握“图像链接”的建立方法； 

3-3 掌握“E-mail 链接”的建立方法； 

3-4 掌握“锚记链接”及“空链接”的建立方法。 

3-5 了解超链接标签<a href =   >„„</a>及 target 属性的含义及取

值。 

4 

4 网页布局设计 

4-1 掌握制作规则表格的创建方法及表格属性的设置。 

4-2 掌握拆分、合并单元格的方法。 

4-3 掌握使用表格标记<table>、行标记<tr>、列标记<td>来创建表格。 

4-4 了解常见的网页布局样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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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掌握表格布局控制技术。 

4-6 了解框架网页的结构特点 

4-7 了解框架布局控制技术。 

5 层的应用 

5-1 掌握层的插入、调整和移动方法； 

5-2 了解层的各种属性设置。 

5-3 掌握运用行为命令实现网页跳转、信息弹出和图像交换等功能。 

5-4 掌握时间轴动画制作技术。 

6 

6 CSS 样式表应用 

6-1 了解 CSS 技术的基本概念和作用。 

6-2 掌握 CSS 样式表的创建和应用。 

6-3 了解 CSS 的基本语法。 

6 

7 制作表单 

7-1 了解表单的基本概念和表单的各个组成元素。 

7-2 掌握表单域及表单元素的插入和应用技术。 

7-3 了解表单标签<form>„„</form>及其属性 

4 

8 设计网页特效 

8-1 掌握 Dreamweaver 特效插件的安装与使用方法。 

8-2 掌握<marquee>标签的用法，学会制作各种网页滚动文本或滚动图

片。 

8-3 了解 JavaScript 代码编写规则，并会添加相应代码，制作出一些

常见特效。 

3 

9 综合网页制作 

9-1 掌握网站主题及规划的设计，能开展素材收集和整理工作。 

9-2 熟练制作首页、二级页面及内容页面。 

9-3 能综合利用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素材丰富网站内容。 

9-4 掌握站点的测试的发布操作。 

12 

（五）VB程序设计 

序号 技能教学项目 实训教学要求 课时 

1 
可视化编程与

VB 开发环境 

1-1 学会安装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中文版。 

1-2 学会启动 VB。 

1-3 熟悉 VB 的开发环境。 

1-4 掌握 VB 程序的开发过程。 

1-5 掌握获取帮助的方法。 

4 

2 

VB 中的对象、

窗体和基本控

件 

2-1 学会设置对象属性值、确定对象的相应事件。 

2-2 学会为对象的相应事件编写代码、掌握调用对象方法的格式。 

2-3 掌握操作窗体（创建、布局、设置属性、编写事件代码、调用

方法）。 

2-4 掌握操作控件（添加/删除、调整大小与位置、命名、设置属

性、焦点控制）。 

2-5 掌握操作标签控件。 

2-6 掌握操作文本框控件。 

10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14 

2-7 掌握操作命令按钮控件。 

3 VB 语言基础 

3-1 学会变量的命名规则。 

3-2 掌握自定义符号常量及变量的定义方法。 

3-3 掌握变量赋值的方法。 

3-4 学会应用算术、字符串、关系及逻辑运算符。 

3-5 掌握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 

3-6 学会判断各类运算符的优先级。 

3-7 学会求出相应表达式的值。 

3-8 能根据要求写出相应的表达式。 

3-9 掌握利用文本框、InputBox 函数输入数据。 

3-10 掌握利用 MsgBox 函数、Print 方法输出数据。 

12 

4 顺序结构 

4-1 能将某个现实生活过程或工作步骤算法化。 

4-2 掌握赋值语句。 

4-3 掌握 VB 编码规则。 

4-4 用顺序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4 

5 选择结构 

5-1 掌握单行 IF 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5-2 掌握块 IF 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5-3 掌握 Select Case 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

问题。 

8 

6 循环结构 

6-1 掌握 For循环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6-2 掌握当型（While- Wend）循环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

以解决实际问题。 

6-3 掌握 Do 循环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6-4 熟悉多重循环语句写法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

题。 

12 

7 常用控件 

7-1 掌握单选按钮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7-2 掌握检查框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7-3 掌握框架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7-4 掌握列表框和组合框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7-5 掌握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7-6 掌握时钟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14 

8 数组 

8-1 掌握定义数组的方法。 

8-2 掌握数组的清除和重定义方法。 

8-3 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引用方法。 

8-4 掌握利用一维数组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8-5 掌握控件数组的创建、引用方法。 

8-6 掌握利用控件数组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8 

（六）文字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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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能教学项目 实训教学要求 课时 

1 英文指法 

1-1 认识计算机键盘及分区； 

1-2 掌握正确的坐姿和指法，熟悉手指键位分工； 

1-3 掌握正确的击键方法，熟练录入英文字母、符号和数字； 

16 

2 五笔字型输入法 

2-1 了解五笔字型编码基础； 

2-2 熟悉全键盘字根分布； 

2-3 掌握汉字和词组的编码规则； 

2-4 熟悉末笔识别码的判别方法； 

2-5 熟练进行文章看屏录入操作； 

32 

3 拼音输入法 

3-1 掌握输入法的添加、设置及快速切换； 

3-2 掌握搜狗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3-3 了解智能 ABC 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3-4 了解微软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4 

4 综合练习 

4-1 看屏输入各种体裁（如政治类、新闻类、专业类、小说类、散文类

等）的文章。录入速度达到 50字/分，错字率低于 0.5%。 

4-2 看稿输入文章。 

20 

四、方案说明 

一、本技能教学练标准以《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和

2007 年 8 月制订的《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为主要依据，重点面向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类

中等职业学校的计算机专业。 

二、本技能教学标准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计算机操作员”等职业标准的要求基本吻合。 

三、技能课程的选择有两个原则，一是尽可能与国家的职业标准和职业证书体系所要求的核心课程相吻合，二是

所有技能课程均选自《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中规定的课程。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16 

 

 

 

 

 

第二部分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教学标准及检测方案 

一、课程概述 

（一）、教学性质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宁波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本项技能是人们适应信息时代

要求的一项基本技能。 

通过计算机应用基础的学习，使学生在初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计算机的基础知识、Windwos

操作系统、网络基本操作、文字处理软件的应用、电子表格软件的应用、演示文稿的应用、多媒体技术应用等知

识，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具有文字编辑处理能力、数据表格处理能力、多媒体演示文稿制作能力、

信息的获取和加工能力，为学生的信息化学习奠定基础，使他们能借助计算机技术来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 

（二）、教学理念 

本项技能的教学要立足于加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创设合适的任务情境和任务内容来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潜在智能。在教学中要坚持“做中学、做中教”的理念，组织学生进行学习活动，让学生

在活动中构建相关理论知识、掌握各项操作技能、促进职业能力的发展。 

（三）、教学设计 

本课程以“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为主，通过 7 个模块的 30 个任务，分别完成不同的能力培养目标，从而完成

整个课程的教学任务。 

以“呈现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任务评价”为主线，根据任务内容的特点，采取“先讲后做、边讲边做、

先做后讲”等方法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要充分利用课程已有的教学资源包，制定适合学生的教学设计。 

 本技能教学建议 108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观念，培养学生适应信息化社会要求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

通过合理组织课程内容，特别通过掌握典型机型和软件，使学生初步掌握计算机应用知识和技术，在此基础上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获取计算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为学生的就业奠定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了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计算机系统组成及功能、信息安全知识。 

②．掌握 WindowsXP 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方法。 

③．掌握一种汉字输入方法。 

④．掌握 Office 办公软件中文字处理软件（Word）、电子表格软件(Excel)、演示文稿软件(PowerPoint)的使

用技能。 

⑤．掌握多媒体技术的基本处理技术。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17 

⑥．掌握使用 Internet 的基本操作，在网上获取并整理各种信息。 

2．过程与方法 

①．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注意观察，发现或归纳出可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的实际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分析、

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②．根据任务的要求，判断所需信息的类型和来源，确定加工信息的工具和有效方法。 

③．选择合适的计算机技术对任务所需信息进行获取、比较、管理和加工，有效完成任务。 

④．选用恰当的工具和方式呈现信息、发表观点、交流思想、开展合作。 

⑤．熟练使用计算机技术，合乎规范地对有用信息进行再加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⑥．在交流和探讨的基础上，对自己或他人的活动过程和最终结果进行过程性评价及总结性评价，发现、

归纳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感受计算机技术的魅力，激发求知欲望，形成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计算机技术的良好态度。 

②．交流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逐步提升团队合作意识。 

③．关注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合乎规范地、安全地、健康地使用计算机技术。 

④．遵守计算机机房管理制度，自觉维护干净整洁的学习环境。 

三、教学内容 

模块一：计算机基础知识 

项目内容 

1. 调查计算机应用领域； 

2. 调查信息安全现状； 

3. 计算机硬件识别与连接； 

4. 中英文录入； 

教学要求 

1. 了解计算机发展过程及趋势，能列举各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知道计算机在不同领域的

应用。 

2. 了解信息系统的安全与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使学生具有信息安全意识。 

3. 了解计算机病毒的基础知识和防治方法，具有计算机病毒的防范意识。 

4. 知道计算机系统的组成，熟悉典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基本配置。 

5. 掌握常用存储设备（软盘、硬盘、光盘、闪存等）和外部设备（键盘、鼠标器、显示器、

打印机等）的连接和使用。 

6. 知道各字母、数字、标点符号在键盘中的位置，了解主要功能键的作用。 

7. 了解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汉字处理的基本概念。 

8. 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常用汉字输入方法。 

9. *熟悉常用的数据存储单位（位、字节、字以及 KB、MB、GB）并能灵活应用和相互转

换，能分析、归纳出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及其对计算机系统性能的影响。 

10. *能描述计算机中数制与信息编码的基本概念，学会简单的数制转换方法。 

素材准备 
介绍计算机基本知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整机及各种外设；汉字录入训

练软件（如打字高手） 

参考课时 1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计算机应用领

域调查 

1. 了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概况和应用领域。 

2. 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特点。 

1. 针对企业和普通人群进行计算机应用

现状调查。 

2. 撰写一份调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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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信息安全调查 

1. 了解病毒、木马、黑客的含义及其特点。 

2. 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法律知识。 

1. 收集有关信息安全的各种案例。 

2. 讨论信息安全技术的防范措施。 

任务三 

认识计算机硬

件 

1.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2. 理解计算机各主要性能指标的含义。 

3. 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的功能和作用。 

4. 理解数据存储单位（位、字节、字以及 KB、

MB、GB）之间的关系。 

5. 理解各种进制的概念及特点。 

6. 了解 ASCII 码的基本内容。 

1. 能识别计算机各个主要部件（CPU、主

板、硬盘、显卡、网卡、光驱、键鼠、

显示器、打印机、电源、机箱等）。 

2. 能正确进行二进制与十进制的数值转

换计算。 

任务四 

外设连接 

1. 了解机箱背面各接口所能连接的设备。 

2. 了解打印机使用技巧。 

3. 理解 USB 接口的含义和作用。 

1. 能规范地使用常用存储设备（闪存等）。 

2. 能熟练操作键盘、鼠标。 

3. 能正确地进行各种外部设备与主机连

接操作。 

任务五 

中英文录入 

1. 认识键盘的区域划分及各键的作用。 

2. 了解鼠标的基本操作方法。 

3. 了解常用的输入法类型。 

4. 了解汉字的 5 种基本笔画和 3种字形。 

5. 了解标准键盘中五笔字根的分布状况。 

6. 了解汉字的内码、国际码、外码之间的关系。 

1. 能进行输入法属性设置。 

2. 掌握正确的打字姿势。 

3. 能使用五笔或拼音进行看屏录入中英

文字符和汉字词组，中文打字速度至少

30 字/分钟。 

注意事项 

1. 可通过安排参观活动、播放音视频资料等手段，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2. 可结合案例的讲解、分析、讨论，使学生领会信息安全与知识产权的内涵，增强学生在信

息活动中的责任心与法律意识。 

3. 可通过对计算机实物的观察与操作，让学生重点学习输入/输出设备与计算机系统主机接

口的连接。 

4. 可根据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接受能力来确定“进制转换计算”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5. 中英文录入需要长期不断地训练，在学生掌握一种输入法后，可在平时教学时渗透汉字录

入训练，通过打字软件使学生在操作使用中认识并熟悉键盘键位分布及功能，逐渐达到熟

练使用键盘。 

模块二：操作系统的使用 

项目内容 

1. 文件和磁盘管理； 

2. 系统优化管理； 

3. 常用工具软件应用； 

教学要求 

1. 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能解释操作系统的作用。 

2. 能描述出 WindowsXP 系统的特点，学会 Windows 系统的启动、关闭方法。 

3. 掌握桌面、图标、任务栏、文件与文件夹等的基本概念，能识别常见图标。 

4. 学会在 WindowsXP 系统中用鼠标完成对窗口、菜单、工具栏、任务栏、对话框等基本元素

的操作，能发现、归纳出其中的通用操作规律，并能选择较恰当的操作方法。 

5. 理解快捷键和快捷菜单的使用方法。 

6. 了解“资源管理器”的组成、作用，能通过图标和扩展名识别常见文件类型（文本文件、

图像文件、视频文件、动画文件）。 

7. 会使用“资源管理器”进行基本的文件操作。 

8. 知道“控制面板”，会设置 WindowsXP 系统的帐户及其权限、桌面背景、显示方式、屏幕

保护和任务栏属性，会安装打印机，会添加/删除常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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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会使用操作系统中自带的记事本、计算器、磁盘清理、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备份、系统还

原等常用程序。 

10. 会安装和使用压缩软件、防病毒软件，了解数据备份在系统安全中的重要性。  

素材准备 文件及文件夹操作所需的素材；压缩软件和杀毒软件的安装程序包； 

参考课时 13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基本操作 

1. 了解操作系统的功能和分类。 

2. 理解桌面、图标、开始菜单、快捷菜单、

任务栏、对话框等元素的概念、功能和

组成。 

3. 了解常用的一些快捷键功能。 

1. 能安全规范地启动和关闭 WindowsXP 系统。 

2. 能简述桌面各元素的名称和功能。 

3. 能够借助帮助系统进行自主学习。 

4. 会对任务栏和快速启动栏进行设置。 

5. 能使用记事本、写字板等程序进行文本文件

的编辑操作。 

6. 能使用多媒体播放器进行影音文件的播放，

并能设置音量大小。 

任务二 

文件与磁盘管

理 

1. 掌握文件、文件夹和快捷方式的基本概

念及命名规则。 

2. 了解常用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和图标。 

3. 掌握资源管理器的打开方法及其操作方

式。 

4. 理解剪贴板、回收站的含义和作用。 

5. 掌握 WindowsXP 中磁盘的概念及特点. 

1. 能正确识别文件和文件夹。 

2. 会在桌面、文件夹和开始菜单上添加快捷方

式。 

3. 能判断文件的类型、扩展名、图标及对应的

应用程序。 

4. 能熟练地对文件和文件夹进行选定、新建、

重命名、剪切/移动、复制/粘贴、删除等操

作。 

5. 能查看与修改文件和文件夹的属性。 

6. 能设置正确的搜索条件进行文件搜索，并对

搜索结果进行相关操作。 

7. 能对磁盘文件进行备份和还原操作。 

8. 能够查看磁盘类型、空间大小，能够对磁盘

进行磁盘清理、碎片整理等操作。  

任务三 

系统管理与化 

1. 了解控制面板中各系统管理工具的功

能。 

2. 理解设置“帐户”的作用。 

3. 理解“主题、桌面背景、屏保、外观”

等属性的设置对企业或个人形象的意义

所在。 

4. 理解显示属性中“屏幕分辨率”、“颜色

质量”的含义。 

1. 能创建不同类型的帐户，并为帐户设置密码。 

2. 能根据需求练地设置桌面的显示属性。 

3. 掌握鼠标和输入法的设置技能，并熟练运用

快捷键切换输入法。 

4. 能根据需求练地设置文件夹选项。 

5. 掌握区域设置以及日期和时间设置的方法。 

6. 能够添加打印机并设置打印机的各种属性。 

7. 能够安装和删除各种应用程序。 

任务四 

常用工具软件

应用 

1. 了解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概念、分类

及其功能。 

2. 了解 WindowsXP 系统中各类文件存放的

位置及操作注意点。 

3. 了解常用应用软件的下载网址。 

4. 理解共享软件、自由软件、免费软件的

含义和区别。 

1. 能安装并使用压缩软件进行文件压缩、解压

等操作。 

2. 能安装并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实时监控、

病毒库升级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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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根据学习的需要, 通过上机操作、学习资源，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信息处理。 

2. 窗口操作、菜单操作、对话框操作等基本操作技能可结合具体实例开展教学。 

模块三：因特网（Internet）应用 

项目内容 

1. 获取网络信息 

2. 网络实时交流 

3. 开展网上学习、购物等活动 

4. Internet 的接入与设置 

教学要求 

1. 知道 Internet 的特征、发展及主要服务功能。 

2. 识别相应的接入方式，理解 Internet 的地址、域名和通信协议 TCP/IP 等内容。 

3. 能熟练使用 IE 浏览器浏览和下载相关信息，并能使用百度、迅雷等搜索引擎和下载软件

来检索并获取信息。 

4. 为适应不同需要，会配置 IE 浏览器中的常用参数。 

5. 选用合适的软件和硬件环境，学会使用浏览器检索和获取信息，掌握收发电子邮件的操作。 

6. 会在线申请电子邮箱，并能熟练收发电子邮件。 

7. 会使用 MSN、QQ 等常用即时通信软件进行即时通讯。 

8. 了解网上学习、网上购物、网上求职等常见网络应用。 

9. *会申请和使用网站提供的网络空间，如网络日志、网络硬盘、网络相册等。 

素材准备  

参考课时 11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获取网络信息 

1. 掌握 Internet 的概念，了解 ARPANET 网

到因特网 Internet 的发展过程。 

2. 了解 Internet 的应用功能。 

3. 了解网络协议的含义和作用。 

4. 了解搜索引擎的作用及常用网址。 

5. 了解关键字搜索的搜索技巧。 

1. 掌握 IE 浏览器启动方法。 

2. 掌握 IE 浏览器中功能按钮的基本使用方法。 

3. 掌握 Internet 选项中各种选项的设置操作：

设置主页、临时文件、历史保存天数、安全

设置、程序设置、多媒体设置、浏览设置等。 

4. 掌握网页浏览及保存网页中图片、文本方法。 

5. 掌握 IE 中的收藏夹及历史记录的使用方法。 

6. 能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到指定的网络信息。 

任务二 

进行网络交流 

1. 了解电子邮件的基本概念、邮件的组成

及功能。 

2. 认识电子邮件地址格式。 

3. 了解 SMTP 协议和 POP3 协议的含义。 

4. 了解常见即时通讯软件所能实现的功

能。 

5. 了解 FTP 的含义。 

1. 掌握免费邮箱的申请和使用。 

2. 会在 Outlook 中设置邮箱帐户，并能接收、

阅读和发送电子邮件。 

3. 能使用即时通讯软件（QQ、MSN 等）进行各种

方式的信息交流：图文交流、语音交流、视

频交流、文件交流、远程协助。 

4. 能在网络空间中发布日志、相册管理。 

5. 能通过 FTP 上传或下载文件。 

任务三 

应用网络资源 

1. 了解网上学习的特点。 

2. 了解网上银行的操作流程。 

3. 了解网络购物平台的分类，熟悉操作流

程及购物风险。 

4. 了解网上求职的途径。 

1. 能搜索到各类网络学习类型的网站，并开展

主题学习活动。 

2. 能在购宝、当当、亚马逊等购网站上浏览商

品信息，并理性购物。 

3. 浏览当地的人才招聘网站的信息，了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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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工信息。 

任务四 

接入

Internet 

1. 了解各种 Internet 的接入方式的特点。 

2. 掌握 IP 地址的结构和分类； 

3. 了解电信部门和 ISP 所提供的入网方

式。 

4. 了解 ADSL 设备各工作指示灯的含义。 

1．能为电脑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

等信息。 

2．会 ADSL 接入方式的硬件连接。 

3．会创建 ADSL 拔号连接。 

注意事项 

1. 在实施“网上学习”教学任务时，可结合专业特点，引导学生搜索专业性的学习资源网站，

并结合问题开展学习活动。 

2. 由于“网上银行、网络购物”等教学任务难以组织学生进行实战，且对应模拟软件缺乏，

故建议采取“师生演示一个完整的流程”的教学形式。 

模块四 文字处理软件应用（Word2007） 

项目内容 WORD 文档的编辑与美化 

教学要求 

1. 理解文字处理的基本术语。 

2. 学会文字处理软件的基本操作，能熟练创建、编辑、保存文档，并在比较的基础上，归纳

出类似应用程序的相应操作。 

3. 学会插入点的移动、定位、文本选取等操作。 

4. 掌握文档的录入和编辑方法，能在不同情况下选用较简便的方法进行操作。 

5. 学会对文档的格式化字体、段落、边框和底纹、项目符号和编号、分栏、首字下沉、文字

方向等. ；能根据实际需要选用较合适的设置。 

6. 掌握表格的制作，能设计、制作出简单表格，会实现文本与表格的相互转换。 

7. 学会对文档的图文混排，能设计、制作出较美观的文档样式。 

8. 能根据专业文档需求进行如公式、流程图等特殊对象的制作。 

9. 学会对文档的排版，能在分析、探讨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页面格式、页眉和页脚、分页、

分节、分栏等设置。 

10. 熟悉文档的显示方式，掌握文档的预览与打印操作。 

素材准备 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类文字、图片等素材文件；助学资源包； 

参考课时 2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模板应用 

1. 了解 Word 的基本功能和特点； 

2. 掌握工作界面的基本组成部分及相应的

作用。 

3. 了解 WORD2007 与以前版本的区别和联

系。 

4. 了解 Word 模板的概念、功能。 

1．掌握“启动/退出”Word 的若干种方法。 

2．能创建、保存、打开及关闭 Word 文档。 

3．能在模板向导引导下，新建各种类型的 WORD

文档。 

任务二 

格式设置 

1. 了解“黑体、宋体、仿宋、楷体、幼园、

隶书”等字体的区分点。 

2. 了解“中文字号”与“数字字号的”区

别与联系。 

3. 了解“*”和“？”在查找/替换操作中

的所起的作用。 

4. 了解“样式”和“格式刷”对快速格式

1. 掌握文本的基本编辑技术：选取、移动、复

制、粘贴、删除、插入以及查找替换的方法。 

2. 掌握字符格式化的操作技能：字体、字号、

字形、颜色、效果、字符间距和缩放等设置

的内容与方法。 

3. 掌握段落格式设置操作技能：行间距、段间

距、缩时、对齐、特效效果（边框、底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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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所起的作用。 等设置的内容和方法。 

4. 能对特定段落设置首字下沉或悬挂，并能对

其字体、下沉行数以及距正文距离选项进行

精确设置。 

5. 能对指定段落进行分栏，并能设置栏间距。 

6. 能设置项目符号和编号（包括自定义项目符

号和编号）。 

任务三 

创建表格 

1. 了解表格各部分的组成元素。 1. 掌握表格的多种创建方法。 

2. 掌握表格的基本编辑技术：选取、合并/拆分

单元格、插入行/列、删除行/列、对齐方式

等操作方法。 

3. 掌握表格的修饰技术：样式应用、边框、底

纹、行高/列宽等操作方法。 

4. 掌握表格与文本的相互转换技术。 

5. 能表格数据进行排序和计算（求和、求平均）。 

任务四 

图文混排 

1. 熟悉 WORD 所提供的形状类别。 

2. 理解链接对象和嵌入式对象的区别。 

1. 能熟练插入各种形状图形，并能灵活改变各

种形状图形的大小、颜色、外观、叠放次序

及环绕方式，能应用“形状样式”或者手动

设置形状的填充、轮廓、阴影和三维效果等。 

2. 能插入文本框、剪贴画、艺术字、图片，并

设置其格式和环绕方式。 

3. 能根据需求设计并制作组织结构图。 

4. 能为页面设置水印、边框、底色等效果。 

5. 掌握数学公式的插入与编辑。 

任务五 

文档设置与打

印 

1. 理解页眉、页脚的含义和作用。 

2. 了解各种分隔符的作用。 

3. 了解批注、修订、脚注、尾注、题注、

目录的含义和作用。 

1. 能根据要求进行页面布局：纸张大小、纸张

方向、页边距的设置。 

2. 能根据需要插入页眉和页脚、日期和页码。 

3. 能根据需要设置超级链接、脚注和尾注。 

4. 掌握文件打印与打印预览的操作技能。 

5. 掌握邮件合并的操作技能。 

注意事项 

1. 设置任务时，可选择与学生的专业、生活相关的文字、图片、表格等各种内容作为素材，

作品的形式可以多样，如个人简历、合同、名片、宣传广告、小册子等。 

2. 重点要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能力 

模块五 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应用（Excel2007） 

项目内容 EXCEL 电子表格数据的计算和处理。 

教学要求 

1. 理解工作簿、工作表、单元格等基本术语。 

2. 学会电子表格的基本操作，能熟练创建、编辑、保存文档，并在比较的基础上，归纳出类

似应用程序的相应操作。 

3. 掌握工作表的编辑方法，能在不同情况下选用较简便的方法进行操作。 

4. 学会对工作表的格式化，能根据实际需要选用较合适的设置。 

5. 熟悉公式和常用函数的使用方法，在公式中能灵活使用单元格地址。 

6. 知道数据排序、筛选、分类汇总的作用，学会相应的操作方法。 

7. 了解常见图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并掌握创建和编辑图表及设置图表对象格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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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会进行页面设置，以及对工作表的预览和打印。 

素材准备 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类数据文件；助学资源包； 

参考课时 20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基本操作 

1. 了解 Excel 的基本功能和特点； 

2. 掌握工作界面的基本组成部分及相应的

作用。 

3. 了解 Excel2007 与以前版本的区别和联

系。 

4. 理解“工作簿、工作表、单元格”的关

系。 

5. 理解活动单元格、单元格区域的含义。

6. 掌握单元格及单元格区域的表示和

命名方法。 

7. 理解“粘贴”与“选择性粘贴”的功能

差异。 

1. 掌握“启动/退出”Excel的若干种方法。 

2. 能创建、保存、打开及关闭 Excel 文档。 

3. 掌握工作表的基本操作技能：选定、插入、

移动、复制、删除、重命名工作表的方法。 

4. 掌握单元格的基本操作技能：录入各种数据、

修改数据、清除数据、复制/移动数据、插入

行/列、删除行/列。 

5. 能根据需要使用填充柄进行自动填充数据：

等差序列、等比序列、日期序列、自定义序

列等。 

6. 能查找或替换单元格中的数据。 

任务二 

使用函数和公

式 

1. 掌握公式的基本概念及输入的基本步

骤； 

2. 掌握公式中的各种运算符，并能区分各

种运算符的优先级。 

3. 理解函数的定义与功能； 

4. 掌握常用函数的基本语法格式及使用规

则：SUM、AVERAGE、IF、COUNT、MAX、

MIN。 

5. 理解公式中单元格及区域引用的功能与

含义：相对地址引用、绝对地址引用、

混合地址引用、工作表间的引用。 

6. 理解在公式复制过程中，相对地址与绝

对地址发生的变化； 

1. 能根据操作要求输入正确的运算公式； 

2. 能使用填充柄进行公式的自动填充。 

3. 能根据操作要求灵活运用相对地址引用与绝

对地址引用。 

4. 能使用工作表的引用进行多张工作表的计

算。 

5. 能根据公式中出现的错误信息判断公式的正

确性。 

6. 能通过函数的帮助信息学习新的函数。 

任务三 

处理数据 

1. 理解“排序、筛选、分类汇总”在数据

处理中的作用。 

2. 了解数据保护的作用的使用方法。 

3. 理解“数据有效性”功能的作用。 

1. 能对工作表中单个或多个字段进行排序。 

2. 能对数据进行单条件的自动筛选，包括自定

义“自动筛选方式”或取消“自动筛选”； 

3. 能对数据进行多条件的高级筛选并正确设置

筛选条件。 

4. 能对工作表中的数据进行正确的分类汇总，

能取消不需要的汇总。 

5. 能对指定单元格区域的数据设置保护功能。 

6. 能对指定的单元格区域设置“数据有效性”

规则，包括有效性条件的设置。 

任务四 

制作图表 

1. 了解图表的类型及其作用。 

2. 了解图表的各组成部分及特征：图表区、

绘图区、图表标题、数据系列、数据标

签、数据标记、坐标轴、坐标轴标签、

1. 能创建图表：选取数据源，选择图表类型，

设置图表的位置。 

2. 能修改图表：删除图表、复制图表、缩放或

移动图表、更改类型、添加或删除数据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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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线、网格线、背景墙和基底、图例

等。 

3. 了解数据透视表的作用。 

3. 能完善图表说明：添加图表标题、坐标轴标

题、数据标志，图例等； 

4. 能美化图表：应用“图表布局”和“图表样

式”；改变图表元素的字体、大小、颜色、背

景、刻度等。 

5. 能使用向导创建数据透视表或数据透视图。 

任务五 

设置格式与打

印 

1. 理解“条件格式”的作用及设置方法。 1．能设置单元格的“字体、字号、对齐方式、

数字显示格式、边框底纹”等格式。 

2．能设置行高与列宽。 

3．能自动套用 EXCEL 提供的表格格式。 

4．能设置工作表的页面格式：纸张大小及方向、

缩放比例、页边距、页眉和页脚、打印标题

等设置。 

5．能根据操作要求建立条件格式。 

注意事项 

1. 在单元格中输入数据，要特别强调“日期型”和“数字字符型”数据的输入方法。 

2. 公式与函数的教学内容较为抽象，特别是条件函数，任务设置时要由简到繁，循序渐进，

且任务内容要贴近学生。 

3. 数据的分类汇总，要强调“先排序再分类汇总”的次序，否则会出现分类混乱的错误。 

模块六  多媒体软件应用 

项目内容 视频制作与图片处理 

教学要求 

1. 了解多媒体技术及其软件的应用与发展。 

2. 了解多媒体文件的格式，会选择浏览方式。 

3. 会用 Movie Maker 软件对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进行编辑，制作出有一定意义的短片。 

4. 会使用 PhotoShop 软件对图像进行简单编辑和合成处理。 

素材准备 作品所需的图片、视频、音频、文字等素材 

参考课时 9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认识多媒体技

术 

1. 了解多媒体的概念及类型。 

2. 了解多媒体技术的特点。  

3. 了解常用的多媒体获取设备和处理软

件。 

1. 掌握使用数码相机、数码报像机、摄像头、

扫描仪、麦克风等一些设备获取图像、音频、

视频素材。 

2. 掌握“画图、录音机”等软件来获取图像、

音频素材。 

3. 熟悉 MovieMaker 软件的操作界面。 

4. 掌握使用 MovieMaker 软件来自动生成电影。 

任务二 

加工处理图形

图像 

1. 了解图像分辨率、色彩数的含义。 

2. 了解常用的图形图像文件的扩展名。 

3. 理解矢量图与位图的区别。 

4. 了解 PhotoShop 的各种功能。 

5. 了解历史面板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6. 理解 PhotoShop 图层的概念及其一般使

用方法。 

1. 掌握 PhotoShop 软件的启动与退出。 

2. 熟悉 PhotoShop 软件的操作界面，掌握工具

箱、各类面板的使用方法。  

3. 掌握图像文件的“建立、打开、保存/另存为、

关闭”等操作。 

4. 掌握使用套索和魔棒工具建立选区。 

5. 掌握图像编辑的基本操作：移动、裁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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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擦除、羽化、填充。 

6. 掌握图层的基本操作：新建图层、调整图层

顺序、复制/删除图层、合并图层、图层锁定、

设置图层样式。 

7. 掌握文本的基本操作：文本的输入及格式设

置。 

8. 创建变形文本、利用图层样式制作特效文字。 

9. 掌握使用滤镜制作特效的方法： 

任务三 

制作视频短片 

 1. 利用 MovieMaker软件制作一个具有一定意义

的视频短片。 

2. 掌握在 MovieMaker软件中进行素材导入及添

加、视频过渡及效果设置、字幕添加、保存

电影等基本操作方法。 

注意事项 

1. 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多媒体素材获取设备开展实训教学。 

2. 在图像处理教学时要注重帮助学生理清概念，理顺操作思路，通过多种方法降低学习难度，

简化操作过程。 

模块七  演示文稿软件应用（PowerPoint2007） 

项目内容 制作多媒体演示文稿 

教学要求 

1. 掌握编辑演示文稿的方法，能在不同情况下选用较简便的方法进行操作。 

2. 学会美化演示文稿的常用方法，能根据实际需要选用较合适的操作。 

3. 熟练插入和编辑图片、艺术字、自选图形、表格、音乐、视频等对象。 

4. 会创建动作按钮，会给对象设置超链接。 

5. 对幻灯片选用较恰当的动画效果与切换方式。 

6. 熟悉幻灯片的放映与发布方式，学会相应操作。 

5. *理解母版、版式、占位符等演示文稿的基本概念。 

素材准备   制作演示文稿所需的各类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素材。 

参考课时 11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基本操作 

1. 了解 PowerPoint 的本质和特点，理解

“演示文稿”的概念，知道“演示文稿”

与“普通文稿”、“幻灯片”的区别和关

系。 

2. 掌握工作界面的基本组成及其作用。 

3. 了解 PowerPoint2007 与以前版本的区

别和联系。 

4.了解四种视图模式的操作特点。 

5. 理解版式、占位符的概念和意义。 

1. 掌握“启动/退出”PowerPoint 的若干种方法。 

2. 能创建、保存、打开及关闭 PPT 文档。 

3. 掌握幻灯片的基本操作技能：设置幻灯片版

式、在占位符中添加文本或图片、复制幻灯

片、更改幻灯片显示顺序、删除幻灯片。 

4. 能根据模板快速创建一个演示文稿作品。 

任务二 

修饰演示文稿 

1. 理解母版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2. 了解模板、母版、版式的关系。 

3. 了解幻灯片主题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1. 能运用母版对幻灯片进行统一格式的设置。 

2. 能设置幻灯片文本字符的字体、字号、颜色、

效果等格式。 

3. 能设置幻灯片文本段落的对齐、行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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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栏、项目符号、编号等格式； 

4. 能对当前或选定的幻灯片应用主题样式，并

能调整主题样式的颜色和字体。 

5. 能为幻灯片设置不同的背景格式：纯色背景、

渐变背景、纹理背景、图片背景。 

任务三 

编辑对象 

1.了解图片工具选项卡所提供的格式编辑

功能及使用方法。 

2.了解绘图工具选项卡所提供的格式编辑

功能及使用方法。 

3. 了解影片工具选项卡所提供的影片选项

功能和设置方法。 

4. 了解声音工具选项卡所提供的声音选项

功能和设置方法。 

1. 掌握插入图片和剪贴画的方法，会调整图片

对象的格式（亮度、对比度、重新着色、图

片样式、对齐与分布、叠放次序、组合、尺

寸、裁剪等）。 

2. 掌握各种形状图形的绘制，会调整和编辑形

状图形（形状图形的选择、复制、删除、形

状样式、组合、叠放次序、尺寸、颜色）。 

3. 掌握插入和编辑艺术字的方法，会对艺术字

样式进行调整和应用。 

4. 掌握插入、删除、修改、移动文本框的方法，

会调整文本框外格式（形状填充、形状轮廓、

尺寸、位置和旋转角度）和内部格式（文本

填充、轮廓和效果）。 

5. 掌握插入音频和视频的方法，会调整音视频

的播放方式。 

6. 熟悉 SmartArt 图形的设计与编辑，熟悉

SmartArt 图形中文本的编辑及添加形状、样

式应用等操作。 

任务四 

放映演示文稿 

1. 了解超链接在幻灯片中的作用及意义。 

2. 了解动画选项卡的功能及设置方法。 

3. 了解幻灯片自动切换与单击鼠标切换的

区别； 

4. 了解动画自动播放与单击鼠标播放的区

别。 

5. 了解“进入、强调、退出、路径”四种

动画效果的区别。 

6. 了解放映类型、放映选项等的设置。 

7. 理解演示文稿打包的目的和意义。 

1. 掌握在幻灯片中为文本、图片等对象建立超

级链接（转到幻灯片、转到文档或网页、转

到 E-mail），并能在幻灯片播放中正确应用超

级链接。 

2. 掌握在幻灯片中插入合适的动作按钮并对按

钮进行美化处理(大小、样式应用)。 

3. 掌握在幻灯片中创建自定义动画效果，并根

据需要设置时间顺序；能更改动画效果。 

4. 学会利用自定义动画设置动画播放的操作；  

5. 能为幻灯片设置切换效果，会设置切换声及

换片方式。  

6. 掌握“演讲者放映”类型的放映方法；了解

“窗口”和“展台浏览”方式的演播效果。 

7. 能打印幻灯片和讲义并进行相关打印选项的

设置。 

8. 能为演示文稿打包，并能在没有 PowerPoint

程序的情况下播放演示文稿。 

注意事项 

1. 建议把本模块内容设计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在教学中要牢牢把握“技术为作品而服务，技

术为需要而服务”的宗旨。 

2. 学生作品展示时，要围绕作品主题来评价，如“主题突出，图文内容及形式能反映主题诉

求，技术无误，色彩等艺术表现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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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测评价 

1. 检测评价办法 

本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出的态度、参与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合作能力，

使用计算机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安全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终结性评价包括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1）阶段性评价是指学生在完成《计算机应用基础》某一模块的学习后，通过“模块技能测试”而实施的评

价。（阶段性评价实施方案见附件 1） 

（2）综合性评价是对学生完成课程所有内容后的综合评价。参加校级或上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理实一体技

能测试。 

    本课程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总成绩（100%）=形成性评价成绩（30%）+终结性评价成绩（70%） 

形成性评价成绩（30%）=课堂任务完成情况（20%）+出勤与态度（10%） 

终结性评价成绩（70%）=阶段性评价成绩（30%）+综合性评价成绩（40%） 

2. 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形成性评价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频繁的部分，教师应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微博、微

云、网络评价成绩上报系统）组织好学生开展课堂任务实施情况的评价，要设计好每次上课内容的评价表，评价

表中即要体现知识技能的学习情况的评价，也要注重“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交流沟通”等一般能力的形成性评

价。评价的形式可采取“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等，评价的方法可采取“交流、展示、竞赛等多种形

式。 

在阶段性模块测试评价过程中，要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主评教师一起参与评价。 

3. 学生作品和评分档案的保管。 

   各校要为每个学生建立“作品档案”，“作品档案”中能体现“班级名称”和“学生姓名”等信息，学生各个

模块测试的作品和评分报告单以文件或图片形式存入“作品档案”中，以备核查、交流。 

   各校可借助微博和微云等开放性网络平台，建立课程微群，将教学及评价过程中的信息上传到网络平台中，

促进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建设。 

五、资源要求 

1. 本课程采用的文字教材为《计算机应用基础（WindowsXP+Office2007），陈建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本课程的理论授课教室应配有多媒体投影设备。 

3. 本课程实训场地主要为计算机机房或计算机组装维护实训室，电脑机房要求网络畅通且能根据需要开通因特

网。 

4. 机房内的所有电脑要保证 WindowsXP 和 Office2007 能顺利运行，CPU 配置要求奔腾Ⅳ1.8G 以上，内存不低于

512MB，硬盘不低于 100G。 

5. 机房电脑的 WindowsXP 操作系统应采用手动安装，避免用克隆方式安装，安装的应用软件应涵盖课程所需的

所有程序。 

6. 机房应装有电子教室软件以便于广播教学及文件发送。 

 

附件 1：《计算机应用基础》阶段性模块测试指导方案 

附件 2：《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测试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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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为促进学生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职高学生对计算机应用的基本操作能

力，特提出在高一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中实施“模块测试”的倡议。本倡议是基于对学生

进行过程化考核的理念，通过七大模块 22 个任务的测试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测

试时间安排在晚自修或其他时间进行。 

模块 

名称 

测试 

项目 
测试任务 任务内容及有关实施建议 

认识计

算机 

硬件识别 

任务 1：识别常用硬件设

备 
将若干设备准确地放到相应的区域。 采用门诊式测

试，将学生分成四

组，学生手持测试

表轮流到各岗位进

行测试。教师现场

评定是否合格。 

任务 2：I/O 设备与主机

连接 
键鼠、网线、打印机、音箱的连接 

指法测试 
任务 3：按键归位 

将脱落下来的按键准确地放入相应键

位。 

任务 4：英文测试 A~Z 测试；简单英文文章测试。 

操作系

统应用 

文件磁盘

管理 

任务 1：文件整理 对若干个文件进行归类、备份 

采 用 统 一 测

试，建议多安排教

师以便能及时评定

是否合格。 

任务 2：磁盘管理 磁盘清理、格式化、碎片整理 

系统设置

与软件应

用 

任务 3：系统设置 
设置帐户、添加打印机、显示设置、添

加输入法……. 

任务 4：常用软件应用 压缩/解压缩、杀毒软件安装与使用 

因特网

应用 

信息收集 

任务 1：信息搜索与保存 
上网搜索热点图文信息并保存在写字

板文件中。 

任务 1、2、4

可统一 在机房测

试，任务 3 可单独

安排场地学生轮流

进行测试。 

任务 2：信息的交流与共

享 

下载网络软件并安装。 

将上述文件通过电邮或 FTP 发送给教

师；  

网络连接 

任务 3：硬件连接 ADSL 硬件连接 

任务 4：创建拔号连接 
创建拔号连接，设置本机 IP 和 DNS 地

址 

WORD

应用 

基本排版 

任务 1：文档的美化修饰 根据要求进行字体、段落、页面等设置。 

统一在机房进

行测试，对每个得

分点进行评定。 

任务 2：创建表格及公式 
根据样图创建简单表格和常见数学公

式 

综合应用 任务 3：邮件合并 制作成绩单等作品 

EXCEL

应用 

基本操作 

任务 1：工作表编辑 行/列编辑、单元格设置、填充数据 

任务 2：数据处理 
求和/平均、排序、筛选、分类汇总等操

作 

任务 3：创建图表/数据

透视表 
根据要求创建图表/透视表 

综合应用 任务 4：调查表统计 根据文字表格等资料，统计相关数据。 

多媒体

应用 

视频制作
1 

任务 1：视频短片制作 1 
利用 MovieMaker 视频制作软件及提供

的素材制作一段小视频 

统一在机房进

行测试，对操作的

熟练程度及作品效

果进行评定。 
图像处理 任务 2：图像合成 利用 PS 将多幅图片进行合成处理 

演示文

稿应用 

制作演示

文稿 

任务 1：产品介绍幻灯片

制作 

根据制作脚本，利用素材进行演示文稿

的设计与创作 
统一在机房进

行测试，对操作的

熟练程度及交流能

力进行评定。 
谈体会 

任务 2：讲讲创作的心得

体会 

简要说明设计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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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测试实施方案 

一、抽测对象 

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所有专业的学生，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依照当年度学生注册名单确定测试学生名单。

被抽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被抽测学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参加抽测。 

二、抽测时间 

本项技能抽测采取“上机实操+理论测试”的形式，考生根据考试组织单位提供的测试软件，在 100 分钟内，

完成“文件管理和操作、网络基本操作、文档编辑排版、数据分析统计、编辑演示文稿、图像处理、视频制作、

汉字录入”等 8 项技能，并完成理论试题。 

抽测时间一般安排在学期结束前 2 周内进行。 

二、抽测项目及要求 

抽测模块 分值 抽测要求 

模块 1： 

Windows操作 
15 

文件及文件夹操作：新建、复制/粘贴、移动、删除、重命名、修改属性、快捷方

式、搜索。 

 文件夹选项设置。 

 显示属性设置：屏幕保护程序设置、屏幕分辨率设置、桌面背景设置。 

 工具软件应用：用 Winrar 软件进行文件的压缩和解压缩操作。 

利用 XP 自带的备份程序，对指定文件夹进行备份操作。 

模块 2： 

网络操作 
10 

 Internet 选项设置：常规选项、程序选项、高级选项。 

 管理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整理收藏夹。 

 存储网页数据：保存网页、下载软件、下载图片、复制文本。 

 网络管理：识别网络硬件、识别网络软件、创建拔号连接、发送邮件、上网设备连

接。 

模块 3： 

WORD 排版 
30 

 页面设置：对页面进行纸张类型、方向、页边距、页眉/页脚、水印效果、文字

方向”等操作。 

 字体格式：对文字进行“字体、字形、字号、颜色、效果、字间距、查找/替换”

等设置操作。 

 段落格式：对段落进行“行距、间距、缩进、对齐方式、首行缩进/悬挂缩进、首

字下沉、项目符号、编号”等设置操作。 

 特殊效果：对文字或段落进行“添加拼音、带圈字符、字符缩放、边框底纹”等设

置操作。 

 对象编辑：插入图片、形状、艺术字、SmartArt、文本框、公式等对象，并对对象

进行格式编辑、样式应用、排列设置等操作。 

 表格编辑：在文档中插入表格或将文字转换成表格，并对表格进行“行列插/删、

调整行/列的高度和宽度、单元格合并/拆分、表格数据对齐方式设置、表格样式应

用”等操作。 

 文件保存：将文件保存在指定文件夹中。 

模块 4： 

EXCEL数据分

析 

25 

 基本操作：对工作表进行 插入、删除、移动、重命名”等操作，对单元格数据进

行“插入行列、删除行/列、复制/粘贴/清除单元格数据”等操作。 

 计算操作：运用公式和函数进行数据计算，函数限定于 SUM、AVERAGE、IF、COUNT、

MAX、MIN。 

 数据处理：对数据记录进行“排序、自动筛选、分类汇总”操作。 

 图表编辑：在工作表中插入指定类型的图表，并对图表进行样式应用和布局设计，

如“图表标题、标轴标题、图例、绘图区背景”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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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设置：根据要求设置单元格格式，主要包括“字体字号、行高列宽、数据类型、

对齐方式、边框底纹”等格式； 

 页面设置：对页面进行“纸张类型、方向、页边距、页眉/页脚、打印标题”等设

置。 

 其他操作：在工作表中插入图片，设置条件格式等。 

 文件保存：将文件保存在指定文件夹中。 

模块 5： 

PPT文稿编辑 
25 

 基本操作：对幻灯片进行“新建、插入、复制、移动、删除”等操作，并在占位符

中添加文字或图片。 

 修改文稿：设置文本的“字体、字号、行距”等格式，对幻灯片的背景或应用主题

样式。 

 对象编辑：在幻灯片中插入艺术字、图片、形状、动作按钮、表格、音频、视频等

对象，并对这些对象进行格式设置、样式应用、超链接等操作。 

 动画编排：根据要求对幻灯片设置“切换动画”；对图片和文字等对象设置“进入、

强调、退出、路径”等四种类型动画，并设置相应的动画选项。 

 文件播放和保存：播放制作好的演示文稿，并将文件保存在指定文件夹中。 

模块 6： 

PhotoShop 图

像处理 

10 

 选区操作：使用魔术棒工具把需要的图像主体抠出来；对图像部分区域进行羽化处

理。

 变换操作：对图像进行“缩放、旋转、翻转”等操作。 

 图层操作：对图层进行“插入、删除、锁定、合并”等操作，并设置图层的属性及

样式设置。 

 文本操作：插入文本，并设置文本的字体、字号、颜色等格式，并能对文本进行变

形处理。 

 滤镜操作：根据要求，对指定图层中的图像应用滤镱，制作出特殊效果。 

 文件保存：按指定格式（PSD和 JPG）把文件保存在指定文件夹中。 

模块 7： 

MovieMaker

视频制作 

15 

导入素材：将指定的图片、视频、音频等素材导入到素材库中，并按顺序拖到时间

轴中。

添加字幕：添加片头字幕、片尾字幕和同步字幕，并设置文本的格式和动画类型。 

视频剪辑：添加视频过渡效果，设置视频效果，设置字幕与视频的叠放效果。

 文件保存：将项目文件及电影文件（WMV 格式）保存在指定文件夹中。 

模块 8： 

汉字录入 
20 

在 3 分钟内对照屏幕样稿，录入汉字，根据录入的正确字数给予成绩。计算公式为：

录入的正确字数/150，满分为 20 分。 

模块 9 

理论测试 
50 

试题形式均为选择或判断题，内容涵盖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所有知识内

容。 

测试软件将从理论题库中随机抽取 50 题，每题 1 分。 

合计 200  

四、命题及考务安排：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命题，专家将对上述 9 个模块进行单独命题，每个模块含有多套试

题，每套试题的难度基本一致。 

本项技能测试的时间为 100 分钟，各校可安排多个机房同时开考。同时，为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各县市教研

室，每个场次须安排 1 位外校监考教师和 1 位本校教师共同负责监考工作，考点学校另需安排机房管理员进行设

备现场维护，以保证技能测试的软硬件环境正常运转。 

五、成绩评定 

测试完成后，宁波市教研室组织相关教师进行“部分实操模块”的现场阅卷评分。 

测试结果分 A、B、C、D、E 五档，根据比例控制各档人数，一般情况下 A 档为 10%，B 档为 30%，C 档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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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档 25%，E 档为 5%。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32 

 

第三部分《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教学标准及检测方案 

 

一、课程概述 

（一）、教学性质 

本项技能是宁波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计算机组装与维护》中重要的组成模块，是本专

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  

通过对计算机软硬件的初步学习，使学生对计算机的各个部件有感性的认识并理性认识各个部件的功能和特

点，学习计算机出现故障时解决和处理的方法，为今后使用计算机提供必要的软硬件知识。 

（二）、教学理念 

本项技能的教学设计可采用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紧紧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来选择教学内容；

变知识本位为能力本位，以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以设备为载体，创设工作情境，

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教学设计 

本技能教学标准以就业为导向，根据行业专家对计算机专业所涵盖的岗位群进行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以硬

件拆装、系统安装、软件维护、硬件维护为主线，以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岗位职业能力为依据，紧密结合计算

机(微机)维修工（初、中）国家职业标准中单项技能要求，确定技能教学内容。 

为了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理念，将本技能的教学活动分解成若干任务或工作情景，以任务为

单位组织教学，以各种软硬件设备为载体引出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完成各个任务训练的过程中，逐渐展

开对专业知识、技能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本技能教学建议 72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实践活动，掌握计算机常见硬件的安装与拆卸、常用操作系统安装与优化、常用检测工具软

件的应用、常见软硬件故障的分析与维护等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在完成本专业相关岗位的工作任务中，培养诚

实、守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树立安全、环保等意识，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会识别主机外部接口（PS/2、COM、USB、VGA、并口、RJ-45、220V 电源口、音频接口） 

②会熟练使用常用拆装工具、测量仪表。 

③会进行主机拆卸与安装（认识工具、掌握正确的姿势和方法） 

④会正确解读开机信息含义（cpu、内存、硬盘、光驱、主板、显卡） 

⑤了解主板、CPU、内存、显卡、硬盘、显示器、键鼠等部件的结构、原理、种类、规格及性能参数。 

⑥能安装、检修键盘、鼠标、风扇、打印机、显示器、摄像头等外设。 

⑦能分析、排除典型的硬件故障。 

⑧会根据客户要求识别并选择主机部件进行装机选配。 

⑨会顺利完成 CMOS 设置、硬盘分区等系统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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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具备 Windows XP/7 等操作系统的安装、文件管理等能力。 

⑪能识读随机安装说明，并进行驱动程序的安装与升级。 

⑫能对操作系统进行基本维护（清理垃圾文件、碎片整理、清理启动配置文件、备份重要文件）。 

⑬能熟练安装使用常用软件（压缩软件、输入法软件、办公软件、网络软件、安全软件）。 

⑭能用各种测试工具软件对 CPU、内存、硬盘、光驱、显示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⑮能分析、排除典型的软件故障。 

2．过程与方法 

①经历各种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②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运用观察、实验、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括

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 

③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计划、反思、评价和调控，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④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一体化学习过程，深入了解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⑤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尝试经过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尝试运用技术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⑥具有一定的质疑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交流、合作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能领略计算机领域科技发展的过程，激发对计算机技术探究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能体验技术改革的艰辛

与喜悦。 

②有参与科技活动的热情，有将计算机知识应用于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意识，勇于探究各种实际问题。 

③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④有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有将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交流的愿望，敢于坚持正确观点，勇于修正错误，具

有团队精神。 

⑤养成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学习和探索创新

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内容 

模块一：计算机硬件组装 

项目内容 

1. 外设的识别与连接。 

2. 主机部件的识别和拆装。 

3. CMOS 设置 

教学要求 

1. 了解主要外部设备的类型及接口特征。 

2. 掌握外设与主机的规范连接方法。 

3. 了解主机系统各部件的类型、特征及主要技术参数。 

4. 掌握主机部件的规范拆装流程及方法。 

5. 能解读开机信息。 

6. 掌握进入 BIOS 设置的方法。 

7. 掌握 CMOS 常用选项修改方法。 

设备准备 
1. 计算机主板、电源、内存、硬盘、CPU、键盘、鼠标、耳麦、各种板卡、网线等部件。 

2. 拆装工具箱（含十字螺丝刀、尖嘴钳） 

参考课时 1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1. 了解显示器、键盘、鼠标、打印机、音 1. 知道机箱背面各接口所能连接的外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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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连接 箱等外部设备的作用、分类和接口特征。 

2. 了解静电的危害性及防范措施。 

3. 了解 USB 接口的发展过程。 

2. 能安全地插拔主机电源线。 

3. 能正确插拔键盘和鼠标的 PS/2 连接线。 

4. 能正确拆装 VGA 接口的显示器数据连接线。 

5. 能正拆装并行接口的打印机数据连接线。 

6. 能正确插拔 USB 接口连接线。 

7. 能正确插拔 RJ45 接口的网线。 

8. 能将耳机接头和耳麦接头正确连接到对应的

主机音频接口。 

任务二 

安装主机 

1. 了解主板芯片组（南桥、北桥）、BIOS

芯片在主板位置的位置及其作用。 

2. 了解 CPU 插槽、内存插槽、总线扩展槽

（ISA、PCI、AGP、PCI-E 等）的分类及

构造特征。 

3. 了解主机内部的 I/O 接口（IDE、SATA、

Floppy）的作用及特征。 

4. 了解 CPU 的主要性能指标。 

5. 了解当前 CPU 主要生产厂商及其产品的

主要技术特点。 

6. 了解内存储器的类型及主要技术指标。 

7. 了解硬盘的接口类型及主要性能参数。 

8. 了解机箱的类型及架构特点。 

9. 了解显示卡的发展状况及其主要技术指

标。 

10. 了解防静电的措施。 

1. 能打开常见类型机箱两个侧面板。 

2. 能把主板固定在机箱的主板底架上。 

3. 能正确连接机箱前端面板的缆线：扬声器

（SPEAK）、复位开关（RESET）、电源开关

（Power）、电源指示灯（PWR LED）、硬盘

指示灯（HDD LED）、前置音频连接线、前

置 USB 连接线。一般彩色线缆为正极，黑

白为负极。 

4. 能正确安装 CPU 与风扇。 

5. 能正确安装内存条。 

6. 能正确把显卡插入主板上的AGP或PCI-E插

槽。 

7. 能稳妥地把硬盘与光驱安装到机箱硬盘架或

光驱架。 

8. 连接各类数据线和电源线，并加电测试。 

任务三 

拆卸主机 

1. 能辨析拆卸部件的型号和参数。 1. 能安全拔除主板、硬盘、光驱等设备的电源

线，并最终把机箱电源卸下。 

2. 能稳妥地拆卸显卡。 

3. 能拆卸光驱与硬盘。 

4. 能正确拆卸内存条。 

5. 能正确拆卸 CPU 与风扇。 

6. 能拆卸各类线缆：前置音频、前置 USB 及各

类主板控制连接线。 

7. 能拆卸主板。 

任务四 

CMOS 设置 

1. 了解开机自检的作用。 

2. 了解 BIOS 系统的含义及作用。 

3. 了解 BIOS 各选项的功能。 

4. 了解清除 BIOS 密码的几种方法。 

1. 能正确解读开机自检信息：BIOS 版本号、主

板型号、硬盘信息、CPU 信息、内存信息、

进入 BIOS 设置的快捷键。 

2. 能进入 CMOS 设置界面，理解各大选项的功

能。 

3. 能查看计算机的内存、硬盘、光驱等基本信

息，能修改 BIOS 系统的日期和时间。 

4. 能修改启动顺序。 

5. 能分别设置“超级用户”和“普通用户”的

密码。 

6. 能“保存/放弃”对 BIOS 所做的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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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拆装之前要先放掉身上的静电，配件要轻拿轻放。 

2. 不带电操作，不强装硬拧，要看清楚位置后再安装。 

3. 拆下物件要摆放整齐，做到轻拿轻放。 

4. 各电源线接头不要插反，CPU 的金三角不要插反。 

5. 硬盘和机箱应用粗纹螺丝固定，而软驱、光驱和板卡用细纹螺丝固定。 

6. 连接软驱的数据线要注意有交叉的一端应连接软驱。 

7. 主板在拿出机箱后应在其下垫上软物，安装时在固定孔下放绝缘垫片。 

8. 在安装板卡时不要过分用力，避免破坏主板电路。 

9. 在安装 CPU 的风扇时使用螺丝刀不要用力过猛，碰坏主板电路板。 

10. 在固定主板时一定要对准螺丝孔，不要在主板与机箱之间多安装螺丝。 

11. 机箱前面板连线时要认真阅读主板说明书，保证各种开关、指示灯正确。 

12. 不同类型的 CMOS，其启动设置程序的按键是不同的。 

13. 不同类型的 CMOS，其操作界面和设置方法的有所区别，要借助帮助提示进行相关操作。 

 

模块二：软件安装 

项目内容 

1. 硬盘分区与格式化。 

2.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安装方法。 

3. 硬件驱动程序的安装/备份方法。 

4. 系统补丁的安装方法。 

5. 计算机常用软件的安装和卸载。 

教学要求 

1. 了解硬盘分区的种类和格式。 

2. 能使用 Fdisk、Partition Magic 、Disk Manager 等软件对硬盘进行分区。 

3. 能够在虚拟机上正确安装 WindowsXP 或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 

4. 能够给未识别的硬件设备安装驱动程序。 

5. 能够使用“WindowsUpdate”在线安装补丁程序。 

6. 能够安装和卸载计算机常用软件（汉字输入法、解压缩软件、Office 软件等）。 

设备准备 

1. 安装有虚拟机软件的电脑。 

2. 含带 Disk Manager、Partition Magic、Fdisk、WindowsXP、驱动安装程序、驱动备份、输

入法、压缩软件、Office、Ghost 等软件的镜像文件。 

3. 实训机房开通因特网。 

参考课时 1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硬盘分区 

1. 了解分区种类：主分区、扩展分区、逻

辑分区和活动分区。 

2. 了解分区格式：FAT16、FAT32、NTFS。 

1. 会在虚拟机中创建一台虚拟电脑，并指定用于

启动的镜像文件。 

2. 能使用 Fdisk 或 Disk Manager 软件进行硬盘

分区。 

3. 能使用 Partition Magic 软件进行分区容量调

整、合并/分割分区、分区格式转换等操作。 

4. 能在 WindowsXP 安装过程中进行硬盘分区。 

任务二 

安装操作系统 

1. 了解 Windows XP 中文版的安装类型

及区别：升级安装、全新安装、双系

统共存安装。 

1、能在虚拟机中设置光驱为第一启动设备，并设

定好 WindowsXP 的镜像文件。 

2. 能在安装向导的指引下把 WindowsXP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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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 WindowsXP 的安装流程。 

3. 了 解 常 见 操 作 系 统 的 界 面 ：

WindowsPE、Windows7、Linux、Mac 

OS 等。 

到虚拟机的 C 盘。 

任务三 

安装驱动程序

和系统补丁 

1. 了解驱动程序的含义及作用。 

2. 了解驱动程序的获取途径。 

3. 了解程序补丁的含义及作用。 

1. 会安装驱动程序。使用“设备管理器”或“添

加/删除硬件”安装显卡、主板、网卡、声卡

等设备驱动程序。 

2. 会利用“驱动程序备份软件”备份驱动程序。 

3. 会安装系统补丁。使用“Windows Update”或

360 等软件自动安装补丁程序。 

4. 会设置并使用 WindowsXP 的自动更新功能。 

任务四 

安装应用软件 

1. 了解应用软件的分类。 

2. 了解绿色软件的含义。 

3. 了解软件版本号的基本知识。 

4. 了解杀毒软件的一般操作流程及操作

注意事项。 

5. 了解应用软件的获取途径。 

1. 会安装和设置输入法软件：极品五笔、搜狗拼

音等。 

2. 会安装和设置压缩软件：WinRAR、WinZIP。 

3. 会安装和设置下载软件：迅雷、FlashGet。 

4. 会安装办公软件：MS Office、WPS Office。 

5. 会安装即时通信软件：QQ、MSN、飞信。 

6. 会安装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 

7. 会安装视频播放软件：RealPlayer、QQ 影音、

暴风影音。 

8. 会安装和使用杀毒软件：360 安全卫士、瑞星

杀毒、金山毒霸。 

9. 会卸载已安装的软件：控件面板中的“安装/

删除程序”、360 软件管理。 

注意事项 

1. 注意正确掌握操作软件中的英文提示的含义。 

2. 必须选择正确的硬盘进行分区等操作，一经分区硬盘的数据将遭到破坏。 

3. 明确各硬盘分区软件的操作步骤，完整操作硬盘分区步骤。 

4. 硬盘分区完毕后注意正确保存。 

5.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已经内置了相当数量的驱动程序，对于这些设备，操作系统安装后就

已经驱动完成。而一些较新的或是不常见的设备，则必须安装厂商提供的驱动程序。 

 

模块三：系统维护 

项目内容 

1. 对机箱外部、内存条、显示卡、CPU 风扇、主板进行除尘。 

2. 对键盘、鼠标、显示器进行除尘去污处理。 

3. Windows XP 系统自带的维护工具的使用。 

4. 系统维护工具软件的使用。 

5. 使用 GHOST 软件备份/恢复硬盘分区数据。 

6. 常见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教学要求 

1. 熟练使用清洁工具对各类硬件设备进行除尘、去污等处理。 

2. 正确使用 Windows XP 系统自带的维护工具对系统进行维护。 

3. 正确使用工具软件对系统进行维护。 

4. 熟练使用 Ghost 工具对硬盘分区数据进行备份和还原。 

5. 了解计算机黑屏故障产生的各类原因，正确定位和排除计算机的黑屏故障。 

设备准备 十字螺丝刀、清洁刷子、软布、吹气球、橡皮、旧机箱、旧内存条、旧显卡、旧 CPU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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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旧主板、旧键盘、旧鼠标、旧显示器 

参考课时 20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主机维护 

1. 了解计算机故障的诊断方法。 

2. 了解灰尘对计算机的影响。 

1. 清洁机箱：用刷子清除机箱凹槽和通风口的灰

尘，用湿软布擦除机箱表面污渍。 

2. 清洁内存条：用软刷清除内存表面灰尘，用橡

皮擦除金手指上的铜氧化物。 

3. 清洁显示卡：用软刷清除显卡电路板表面的灰

尘，用橡皮擦除金手指上的铜氧化物，用软刷

和吹气球清除显卡风扇和散热片上的沉积灰

尘。 

4. 清洁 CPU 风扇：先将风扇和散热片分离，再

用刷子清除风扇和散热片上的灰尘。 

5. 清洁主板：先将主板从机箱中拆卸下来，再用

软刷仔细清除主板上各元器件表面的灰尘。 

任务二 

外设维护 

1. 了解键盘、鼠标的内部结构。 

2. 了解键盘、鼠标、显示器在使用时的一

些注意事项。 

1. 清洁键盘：使用刷子清扫键盘键缝隙灰尘，使

用湿软布清除键盘及线缆表面污渍。 

2. 清洁鼠标：使用湿软布清除鼠标外壳及线缆表

面污渍，使用刷子清扫鼠标内部灰尘。 

3. 清洁显示器：使用湿软布擦拭屏幕表面、边缘、

外壳、底座，清除灰尘和污渍。 

任务三 

操作系统维护 

1. 了解磁盘碎片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系统

性能的影响。 

2. 了解系统运行变慢的原因及改时方法。 

3. 了解注册表的作用、基本结构和各配置

单元（根键）的作用。 

1. 系统设置：对操作系统进行 TCP/IP 属性、文

件夹选项、虚拟内存、电源选项、显示设置、

磁盘管理、任务管理器等设置。 

2. 磁盘清理：使用磁盘清理程序删除各类临时文

件或无用文件。 

3. 磁盘碎片整理：使用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对指定

磁盘进行碎片分析和整理。 

4. 检测磁盘错误：使用查错程序对指定磁盘中存

在的错误进行检查和修复。 

5. 注册表维护：打开注册表、导出/导入注册表、

修改注册表键值。 

6. 系统还原：启动系统还原功能，创建还原点，

并快速还原系统设置。 

任务四 

工具软件维护 

1. 了解系统优化的含义。 

2. 了解 360 安全卫士、超级免子、优化大

师等软件的主要功能。 

1. 软件安装：安装各种系统维护工具软件。 

2. 系统检查：对系统进行全面自我“体检”。 

3. 系统优化：开机速度优化、网络系统优化、系

统个性设置。 

4. 系统清理：清理垃圾文件、清理注册信息、清

理冗余 DLL、清理痕迹、清理插件。 

5. 系统修复：修复系统漏洞、修复 IE 功能。 

任务五 

系统备份和还

1. 了解 Ghost 软件的基本功能。 

2. 熟悉 Ghost 软件的英文操作界面及各

1. 启动 Ghost：光盘启动，DOS 状态下运行

ghost.exe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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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菜单选项的功能作用。 2. 备份磁盘分区数据：选择要备份的分区，设定

镜像文件名及保存路径，选择压缩方式，自动

执行备份，重新启动。 

3. 恢复磁盘分区数据：选择镜像文件，选择要恢

复镜像的分区，自动恢复分区数据，重新启动。 

任务六 

故障诊断 

1. 了解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基本原则。 

2. 了解计算机黑屏故障产生的原因和排

除方法。 

3. 了解计算机开机报警声所对应的故障

原因和解决方法。 

4. 了解开机自检的错误信息所对应的故

障原因和解决方法。 

5. 了解文件恢复软件 FinalData 的功能。 

6. 了解恢复被删文件的一些前提条件。 

1. 诊断并排除电源故障：观察主机电源灯及电源

风扇；检查插线板是否通电，电源线两端插头

是否正确连接。 

2. 诊断并排除显示器故障：观察显示器电源指示

灯；检查显示器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 

3. 诊断并排除主机面板开关故障：打开机箱，检

查电源开关跳线是否正确连接。 

4. 诊断并排除机内电源故障：检查电源 24 针插

头和 CPU 供电插头是否正确连接。 

5. 诊断并排除内存故障：检查内存条是否正确安

装。 

6. 诊断并排除显卡故障：检查独立显示卡是否正

确安装。 

7. 文件恢复：使用 FinalData 等文件恢复软件来

恢复被删除的文件。 

注意事项 

1. 在擦拭塑料外壳时，可适当使用清洁剂，但擦找屏幕时不能使用清洁剂（含酒精），以免

伤害屏幕保护膜。 

2. 80%以上的计算机故障都来源于计算机软件，碰到故障要先从软件方面着手，排除软件的原

因后再考虑硬件问题。 

3. Ghost 还原操作系统时，不能在 Windows Me/2000/XP 中运行，必须使用启动盘启动计算

机，再使用 Ghost 软件从备份中恢复系统。 

4.重点掌握 Ghost 分区数据的备份和恢复功能。 

 

模块四：计算机选购与测试 

项目内容 

1. 使用系统检测软件进行硬件性能检测。 

2. 选购兼容机。 

3. 选购品牌机。 

4. 选购笔记本电脑。 

5. 选购电脑外设产品。 

教学要求 
1. 熟练使用系统性能检测工具测试系统各部件的性能。 

2. 掌握各配件的的基本情况。 

设备准备 
CPU-z、superPI、HwiNF032、3Dmark、HD-tach、DisplayX、Nokia Monitor Test、everest、

PCMark、SisSoft Sandra 等专用检测软件。（以上软件仅作参考，可选择更好的检测软件） 

参考课时 1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兼容机选购 

1. 了解兼容机相对品牌机的优势和特点。 

2. 了解 CPU 的基本情况（品牌、制作工艺）

1. 网上模拟装机：利用网站提供的“模拟攒

机”制作一份装机配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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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购方法。 

3. 了解计算机主板的基本组成和选购方法。 

4. 理解内存的主要性能指标（频率、存取时

间、CAS 延迟时间）和选购方法。 

5. 了解硬盘的主要性能指标（接口类型、缓

存、单片容量）和选购方法。 

6. 理解显示卡的主要性能指标（显存、最大

分辨率、颜色数、显存）和选购注意事项。 

7. 了解液晶显示器的基本组成、认证标准和

选购方法。 

任务二 

品牌机选购 

1. 了解品牌机相对兼容机的优势和特点。 

2. 了解当前主流的品牌机厂商情况。 

3. 了解品牌机的验货流程与注意事项。 

1. 台式机购机信息查询：根据用户需求，上

网查询当前各种型号品牌台式机的基本

信息及网友评价，并作出购机分析报告。 

任务三 

笔记本选购 

1. 了解笔记本电脑相对台式电脑的优势和特

点。 

2. 了解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屏的特点。 

3. 了解笔记本电脑锂电池的特点。 

4. 了解笔记本电脑防水、散热的处理技术。 

5. 掌握笔记本电脑验货的注意事项。 

6. 了解上网本、iPAD、超级本与普通笔记本

电脑的区别。 

1. 笔记本购机信息查询：根据用户需求，上

网查询当前各种型号笔记本电脑的销售

行情（图片、性能参数、价格、评价等信

息），并作出购机分析报告。 

任务四 

外设选购 

1. 了解三种类型打印机（针式、喷墨、激光）

的工作特点、生产厂家及使用耗材。 

2. 理解打印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打印分辨率、

打印速度、最大打印幅面、打印接口。 

3. 认识常用的数码设备。 

4. 理解数码相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像素、光

学变焦倍数、光圈、图像传感器。 

1. 收集打印机销售信息：上网收集各种类型

打印机的销售行情（图片、性能参数、价

格、评价等信息）。 

2. 收集数码相机销售信息：上网收集各品牌

数码相机的销售行情（图片、性能参数、

价格、评价） 

任务五 

硬件测试 

1. 了解计算机性能能够提升的原因和性能

提升的几个要点。 

2. 了解 CPU 各性能参数含义：类型、频率、

高速缓存、工作电压、支持指令集。 

3. 了解主板各性能参数含义：类型、芯片组、

总线速度、支持的 CPU 类型 

4. 了解内存各性能参数含义：容量、数据带

宽、存取时间、工作频率。 

5. 了解显示卡各性能参数含义：显示芯片、

接口类型、显存。 

6. 了解硬盘各性能参数含义：容量、单盘容

量、转速、平均寻道时间、平均访问时间、

数据缓存、外部数据传输速率、接口技术。 

7. 了解显示器各性能参数含义：尺寸、点距、

分辨率、带宽、场频、行频。 

1. 能通过操作系统获取硬件信息：我的电脑

属性、显示属性、设备管理器、系统信息。 

2. .能对 CPU 进行运算处理能力、多媒体处理

能力的检测。 

3. 能对内存进行带宽、存储等项目进行检测。 

4. 能.对显卡进行分辨率、刷新率、色深等项

目进行检测 

5. 能对硬盘数据传输平均速率、平均寻道时

间和访问时间等项目进行检测。 

6. 能对显示器进行分辨率、刷新率、色深、

失真、文本显示效果、图像显示效果等项

目进行检测。 

7. 能对主板进行计算机整体性能测试。 

注意事项 1. 不要同时运行两个及两个以上检测软件对硬件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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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检测时不要运行其他应用程序。 

3. 配置相同的计算机检测出的数据也会有少许偏差，不会完全一致。 

四、检测评价 

1．检测评价办法 

本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出的态度、参与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合作能力，

使用计算机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安全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终结性评价包括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1）阶段性评价是指学生在学完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课程某一模块的内容后，通过“模块技能测试”而实施的

评价。（阶段性评价实施方案见附件 1） 

（2）综合性评价是对学生完成计算机应用课程学习后的综合评价。参加上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理实一体实

践操作测试。测试内容为“单项装机技能测试” 

    本课程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总成绩（100%）=形成性评价成绩（30%）+终结性评价成绩（70%） 

形成性评价成绩（30%）=课堂任务完成情况（20%）+出勤与态度（10%） 

终结性评价成绩（70%）=阶段性评价成绩（30%）+综合性评价成绩（40%） 

2．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形成性评价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频繁的部分，教师应采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评价

软件系统）组织好学生开展课堂任务实施情况的评价，要设计好每次上课内容的评价表，评价表中即要体现知识

技能的学习情况的评价，也要注重“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交流沟通”等一般能力的形成性评价。评价的形式可

采取“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等，评价的方法可采取“交流、展示、竞赛等多种形式。 

在阶段性模块测试评价过程中，要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主评教师一起参与评价。 

3．学生作品和评分档案的保管。 

   各校要为每个学生建立“作品档案”文件夹，“作品档案”文件夹以“班级名称”和“学生姓名”为名，学生

各个模块测试的作品和评分报告单以文件或图片形式存入“作品档案”文件夹中，以备核查、交流。 

五、资源要求 

1．建议本课程采用的文字教材为《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本课程的理论授课教室应配有多媒体投影设备。 

3．本课程实训场地主要为计算机组装维护实训室，电脑机房要求网络畅通且能根据需要开通因特网。 

4．机房内的所有电脑要保证 WindowsXP 能顺利运行，CPU 配置要求奔腾Ⅳ1.8G 以上，内存不低于 512MB，硬

盘不低于 100G。 

5．机房电脑的 WindowsXP 操作系统应采用手动安装，避免用克隆方式安装，安装的应用软件应涵盖课程所需的

所有程序。 

6．机房应装有电子教室软件以便于广播教学及文件发送。 

 

附件 1：《计算机组装与维护》阶段性模块评价实施方案 

附件 2：《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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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指导方案 

     

为促进学生学习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和技能的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职高学生对硬件组装、软件安装、系统

维护、设备选购的基本操作能力，特制定“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模块检测方案”。本检测方案是基于对学生进行过

程化考核的理念，通过四大模块 25 个任务的测试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测试时间

安排在晚自修或其他时间进行。 

模块

名称 

测试 

项目 
测试任务 任务内容及有关实施建议 

硬件

组装 

外设连接 
任务 1： 外设与主机连

接 

键鼠、显示器、网线、打印机、音箱的连

接。 

采用门诊式测

试，将学生分成若干

组，学生手持测试表

轮流到各工位进行

测试。教师现场评定

是否合格。 
主机拆装 

任务 2： CPU 和内存

拆装 
CPU 拆装、散热器拆装、内存条拆装 

任务 3： 主板拆装 
定位螺丝拆装、信号线拆装、主机板拆装、

主板电源线拆装 

任务 4：磁盘拆装  
硬盘拆装（最好用 SATA 硬盘）、光驱拆

装、数据线和电源线拆装 

任务 5： 板卡拆装 显卡拆装、网卡拆装 

BIOS 设

置 

任务 6：解读开机信息 根据开机画面，填写相关信息。 

任务 7：CMOS 设置 

在 CMOS 模拟软件中设置中系统日期时

间，观察硬盘信息，设置启动顺序，设置

密码等。 

软件

安装 

硬盘分区 

任务 1： 创建分区 
在虚拟机中添加磁盘，使用分区软件根据

分区方案要求创建分区及设置活动分区。 

统一在机房进

行测试，测试前下发

操作要求，学生在虚

拟机进行相应操作，

并在指定的操作画

面进行截图操作。 

按每个得分点

对上传的截图进行

评分。 

任务 2： 调整分区 

使用分区软件，按调整方案对已有的磁盘

分区进行删除分区、重建分区、调整分区

容量等操作。 

操作系统

安装与设

置 

任务 3： 系统安装 

添加一台虚拟机，并设置相关参数。 

手动方式安装 WindowsXP，根据安装方案

设定分区格式及容量、密码等信息。 

任务 4： 安装驱动程序 

观察设备管理器中的硬件信息，根据需要

安装打印机/显卡的驱动程序。 

应用软件

安装与设

置 

任务 5： 安装常用软件 

根据软件清单要求，分别安装好输入法、

压缩软件、即时通讯软件、杀毒软件、优

化软件。 

系统

维护 
硬件维护 任务 1： 除尘去污 

去除键盘、鼠标、显示器表面的污渍；清

除主板、CPU 风扇、内存条、板卡上的灰

尘。 

统一在机房进

行测试，测试前下发

操作要求。学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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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 鼠标维修 
拔正 PS/2 口的插针，鼠标拆装。 维修工具完成硬件

设备的维护，在虚拟

机中完成软件维护、

系统备份 / 还原操

作，利用仿真排故软

件完成故障的判断。 

按评分表对硬

件和上传的截图进

行评分。 

软件维护 任务 3： 系统优化 
根据优化方案，进行注册表备份、系统清

理、个性设置等操作。 

系统备份

与还原 

任务 4：系统备份 
使用 GHOST 软件对操作系统所在分区进

行备份。 

任务 5：系统还原 使用 GHOST 软件恢复系统分区的数据。 

故障诊断

与排除 

任务 6： 故障排摸 

依次排除以下故障：电源插头/插座接触不

良、数据线接触不良或脱落、系统设置不

当（CMOS 设置、控制面板设置）。 

任务 7：数据恢复 
利用数据恢复软件，完成数据文件的恢复

与保存。 

设备

选购 

组装机选

购 
任务 1：虚拟攒机 

根据用户需求表，利用虚拟攒机软件制定

一份台机机的配件清单。 
统一在机房进

行测试，测试前下发

操作要求。 

按评分表对配

置清单和填报的检

测数据进行评分。 

系统检测 

任务 2：CPU 检测 利用各类专用检测软件，测试并记录

CPU、内存、主板、硬盘、显卡等检测信

息。 

任务 3：内存检测 

任务 4：硬盘检测 

任务 5：显卡检测 

任务 6：主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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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一、抽测对象 

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及应用大类专业的学生，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依照当年度学生注册名单确定抽

查学生名单。被抽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被抽测学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参加抽测。 

二、抽测时间 

本项技能抽测采取“上机实操”的形式，考生根据考试组织单位提供的素材和制作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

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与维护。 

抽测时间一般安排在学期结束前 2 周内进行。 

二、抽测项目及要求 

考核模块 分值 操作要求 

硬 

件 

组 

装 

CPU 及内存

拆装 
30 

学生须在 2 分钟内完成以下操作： 

1. 先装后拆 

2. 将 CPU 准确地装入主板 CPU插座中。 

3. 将 CPU 风扇准确固定在 CPU上，并连接好风扇电源线。 

4. 将内存条准确地插入主板上第 1 根内存插槽内。 

5. 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安装。 

6. 依次将内存条、CPU 风扇、CPU 从主板上拆卸下来。 

板卡拆装 30 

学生须在 4 分钟内完成以下操作： 

1. 先装后拆 

2. 将硬盘装入机箱的硬盘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至少 3 颗）。 

3. 将光驱装入机箱的光驱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至少 3 颗）。 

4. 将 AGP 显卡正确插入 AGP 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 

5. 将 PCI 网卡正确插入 PCI 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 

6. 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板卡安装。 

7. 将网卡、显卡正确地从主板上拆卸下来。 

8. 将光驱、硬盘从机箱内拆卸下来。 

机内线缆

拆装 
20 

学生须在 3 分钟内完成以下操作： 

1. 先装后拆 

2. 用数据线将硬盘、光驱与主板准确连接起来。 

3. 分别将主板电源线、光驱电源线、硬盘电源线正确地插入相应接口。 

4. 将 RESET 线、PWR 线等准确插到主板相应针脚上。 

5. 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线缆连接。 

6. 将各类线缆拆卸下来。 

外设拆装 20 

学生须在 2 分钟内完成以下操作： 

1. 先装后拆 

2. 将鼠标、键盘连接到主机的相应接口。 

3. 将显示器的数据线与主机的显示接口相连并固定。 

4. 将耳麦的输入输出线分别接到主机相应接口中。 

5. 将网线一头接到主机的网卡接口中。 

6. 用打印机数据线将主机与打印机连接起来。 

7. 将电源线连接到主机电源接口中。 

8. 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线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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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各类外设与主机分离。 

软

件

安

装

调

试 

软件安装

与设置 
50 

1. 添加一台虚拟机，内存 256MB、硬盘 10GB。 

2. 设置光盘优先启动，在虚拟机的光驱设定里将光驱指向 WindowsXP的 ISO文件。 

3. 将硬盘分为 C、D 两区，其中 C 盘的大小为 6GB。 

4. 将 WindowsXP 系统安装在 C盘。 

5. 将显示分辨率设定为 800X600，刷新频率设定为 85Hz。 

6. 安装 Office2007 中的 WORD、EXCEL、PPT 等办公软件。 

7. 安装极品五笔、WinRAR、QQ、360 安全卫士等工具软件。 

系统检测 20 

以下检测数据填写到试卷中。 

1. 运行 CPU-z 检测并记录本机 CPU 的规格、接口、二级缓存等数据、内存类型和

容量。 

2. 运行 HD-tach 软件检测并记录本机硬盘的随机存取时间和平均读取速度。 

3. 运行 Everest 软件检测并记录本机 BIOS 类型和日期、主板北桥芯片的型号、

显示卡的型号和显存大小。 

系统备份 20 

1. 在虚拟机的光驱设定里将光驱指向 DOS 启动盘的 ISO 文件。 

2. 重启虚拟机，进入 DOS 状态。 

3. 运行 GHOST 程序，备份 C 盘数据，备份文件保存到 D 盘。 

虚拟攒机 10 
利用虚拟攒机软件，制定一份价格在 5000 元以内的游戏型台式机的购机清

单。 

四、命题及考务安排：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命题，专家将从上述二个模块中任选一项进行命题。 

硬件组装模块测试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每个模块需安排 1位监考教师。另外，为保证考核的流畅性，对

需较长考核时间的“板卡安装”模块建议安排 2 组，即该模块需 2 位监考教师。具体分配建议如下表所示： 

模块一：CPU 和内存拆装 1 位监考教师 同时监考 2 位考生 

模块二：板卡拆装 2 位监考教师 每人各监考 2 位考生 

模块三：机内线缆拆装 1 位监考教师 同时监考 2 位考生 

模块四：外设拆装 1 位监考教师 同时监考 2 位考生 

合计 5 位  

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硬件组装的技能考核，大概需要 100 分钟。 

软件安装与调试采用统一上机操作，测试时间为 2 个小时，各校可安排多个机房同时开考。同时，为保证考

核的公正性，各县市教研室，每个场次须安排 1 位外校监考教师和 1 位本校教师共同负责监考工作，考点学校另

需安排机房管理员进行设备现场维护，以保证技能测试的软硬件环境正常运转。 

五、成绩评定 

硬件组装项目为现场实时评分，所有学生考核完毕后，监考教师将学生各模块的考核成绩进行汇总，并在当

天将电子文档发送到宁波职成教教研室指定的邮箱中，同时成绩抄送至县（市）、区教研室。 

软件安装与调试项目为手工阅卷，抽测完成后，各县市教研室组织相关教师根据考生上传的截图和试卷进行

评分，并将评分结果和学生上传图片上报到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可对上报的学生成绩或数据进行复评，复评结果与初评结果比较后，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确定最终测试成绩和等级。 

抽测结果分 A、B、C、D、E 五档，根据比例控制各档人数，一般情况下 A 档为 10%，B 档为 30%，C 档为 30，

D 档 25%，E 档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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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教学标准及检测方案 

 

一、课程概述 

（一）、教学性质 

本项技能是宁波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网络技术方向重要的基本技能模块。重在培养学生局域网的

组建与维护技能。 

通过对本课程学习，认识常见的网络硬件设备，了解各设备功能特点，并学会正确使用、安装和维护常见网

络设备；同时加强对网络操作系统认识，学会安装 Windwos Server 2003 系统，配置常用网络服务，并在学习过

程中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提高网络安全水平，掌握网络管理员基本的操作技能与品质。 

（二）、教学理念 

本项技能的教学设计可采用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紧紧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来选择教学内容；

变知识本位为能力本位，以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以设备为载体，以应用为主线，

创设工作情境，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教学设计 

本技能教学标准以就业为导向，根据行业专家对网络方向所涵盖的岗位群进行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以设备

识别、系统安装、安全维护、服务配置为主线，以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岗位职业能力为依据，紧密结合计算机

网络管理员（初、中）国家职业标准中单项技能要求，确定技能教学内容。 

为了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理念，将本技能的教学活动分解成若干任务或工作情景，以任务为

单位组织教学，以各种软硬件设备为载体引出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完成各个任务训练的过程中，逐渐展

开对专业知识、技能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本技能教学建议 62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实践活动，掌握常见网络硬件的识别、安装与维护，网络操作系统安装与配置、常用网络服

务安装、配置，网络安全基本配置等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在完成本专业相关岗位的工作任务中，培养诚实、守

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树立安全、环保等意识，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会识别常用的网络设备及常见的网络传输介质。 

②会熟练使用交换机、家用路由器，并熟练掌握网线制作、检测方法。 

③会识别 IP 地址类别，学会设置 TCP/IP 协议属性，掌握子网划分方法。 

④能正确安装 Windwos Server 2003，并学会基本的配置方法。 

⑤能进行用户和用户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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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会设置文件夹夹权限，能进行网络共享设置。 

⑦能分析、排除典型的网络故障。 

⑧能实现两台计算机双机互联，会组建小型家用无线局域网。 

⑨会完成基本网络服务安装与配置。 

⑩会网络安全基本配置，了解防火墙基本功能。 

2．过程与方法 

①经历各种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②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运用观察、实验、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括

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 

③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计划、反思、评价和调控，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④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一体化学习过程，深入了解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⑤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尝试经过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尝试运用技术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⑥具有一定的质疑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交流、合作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充分领略计算机网络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种种便利，激发对网络技术探究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并学会思索

网络技术发展对未来社会生活积极影响。 

②有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有将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交流的愿望，敢于坚持正确观点，勇于修正错误，具有

团队精神。 

③养成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学习和探索创新的

良好习惯。 

三、教学内容 

模块一：认识 IP 地址 

项目内容 
1. 识别 IP 地址                2. 子网划分 

3. IP 地址设置                 4. PING 命令使用 

教学要求 

1. 了解 IP 地址的定义和分类。 

2. 了解私有 IP 的划分。 

3. 掌握子网划分。 

4. 掌握 PC 机 IP 地址的配置方法。 

5. 会使用 PING 命令检查网络连接状况。 

设备准备 计算机两台 

参考课时 10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识别 IP 地址 

1. 了解 IP 地址定义； 

2. 了解常用 IP 地址类别； 

3. 了解私有 IP 地址范围。 

1. 能识别常见 IP 地址类别 

2. 能识别私有地址和公有地址。 

3. 会写出默认 IP 地址子网掩码。 

任务二 

子网划分 

1. 了解 IP 通信基本原理； 

2. 了解子网掩码作用； 

3. 了解网络 IP 地址分配原则； 

4. 了解子网划分概念； 

5. 了解子网 ID 及子网掩码计算方法。 

1. 能按实际组网要求确定子网划分原则； 

2. 能快速计算出各子网 ID 及子网掩码； 

3. 能合理分配各子网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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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IP 地址设置 

1.了解 TCP/IP 协议属性参数 

2. 了解 IP 地址、默认网关、DNS 作用 

1. 能根据要求正确设置计算机 IP 地址 

2. 能合理设置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及 DNS 

任务四 

PING 命令使用 

1. 了解 PING 命令参数及使用 

2. 了解 PING 正确使用 

1. 能使用 PING 命令检测网络连接性 

2. 能快速识别 PING 返回参数信息  

3. 能使用 PING 大致判定故障原因 

注意事项 
1. 使用 PING 命令时，注意系统防火墙状态。 

2. IP 设置时注意输入正确性。 

 

 

模块二：认识常用网络设备 

项目内容 

1. 识别常用网络硬件设备。 

2. 识别常见网络传输介质。 

3. 网线制作。 

教学要求 

1. 了解主要网络设备的类型及接口特征。 

2. 掌握网络设备与主机连接方法。 

3. 了解常见的网络传输介质特征及主要技术参数。 

4. 能熟练制作各种网线。 

设备准备 

1. 集线器、交换机、无线路由器、路由器、屏蔽双绞线、非屏蔽双绞线、同轴电缆、单模光

纤、多模光纤、水晶头。 

2. 网线钳、网线测试仪 

参考课时 1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识别常用网络

硬件设备 

1. 了解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

备的作用、分类和接口特征。 

1. 能正确识别常用网络设备。 

2. 能正确识别各网络设备接口模式。 

3.  能正确实现计算机、网络设备互联。 

任务二 

识别常见网络

传输介质 

1. 了解常用网络传输介质性能、接口方

式。 

2. 了解常用设备连接方式。 

1. 能正确识别常见网络传输介质 

2. 能识别常见光纤接口方式 

任务三 

网线制作 

1. 了解网线制作标准。 

2. 了解网线制作方法。 

3. 了解网线测试仪使用方法 

1. 会制作标准直通性 

2. 会制作标准交叉性 

3. 会使用测试器检测网线好坏 

注意事项 
1. 注意使用网线工具安全。 

2. 注意网线制作规范性。 

 

模块三：Windows2003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项目内容 

1.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 

2. Windows Server 2003 配置与权限 

3. 域控制器安装及配置。 

教学要求 

1. 学会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 

2. 了解 NTFS 权限 

3. 掌握文件共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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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会用户和组管理 

5. 学会域控制器安装及简单配置 

设备准备 1. VMWARE、Windows Server 2003 光盘镜像 

参考课时 1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Windows 

Server 2003 安

装 

1. 了解硬盘分区 

2. 了解系统安装的基本步骤 

1. 能按要求对硬盘进行分区 

2. 能正确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 

任务二 

Windows 

Server 2003 配

置与权限 

1. 了解用户和用户组概念 

2. 了解 NTFS 权限特点 

3. 了解文件共享基本方法 

1. 能按要求创建用户和用户组 

2. 能设置文件和文件夹 NTFS权限 

3. 能根据要求设置文件共享 

任务三 

域控制器安装

及配置 

1. 了解域的特点 

2. 掌握加入域的基本方法 

1. 能将系统提升至域控制器 

2. 能进行域用户和 OU 管理 

3. 能将系统加入到域 

注意事项 提供安装系列号 

 

模块四：小型局域网的组建 

项目内容 

1. 双机互联。 

2. 家用无线路由器组建局域网。 

3. 共享上网。 

教学要求 

1. 掌握制作网线方法 

2. 掌握双机互联方法 

3. 掌握家用无线局域网组网技术 

设备准备 计算机三台、双绞线若干米、网线钳一把、无线路由器一台、无线网卡一块、水晶头若干。 

参考课时 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双机互联 

1. 了解网线制作标准及制作方法 

2. 了解双机互联方法 

3. 掌握 IP 地址配置方法 

1. 能熟练制作直通线及交叉线； 

2. 能实现双机互联及文件共享。 

任务二 

家用无线路由

器组建局域网 

1. 了解无线路由器特点及性能 

2. 了解无线路由器连接方法。 

3. 了解无线路由器配置步骤。 

4. 了解小型局域网组建过程 

1. 能正确安装家用无线路由器； 

2. 能对无线路由器进行基本配置； 

3. 能组建小型局域网。 

任务三 

共享上网 

1. 了解接入 Internet 的常用方式 

2. 了解共享接入 Internet 基本方法 

3. 掌握无线路由器共享上网设置方法 

4. 掌握无线网卡安装配置方法  

1. 能正确配置无线路由器无线参数； 

2. 能正确配置路由器共享上网参数； 

3. 能实现多机互联共享上网。 

注意事项 1. 无线路由器每次考核完均要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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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区分无线路由器 SSID号 

 

模块五：建网络基本应用服务的搭建 

项目内容 

1. 创建基本 Web 站点。 

2. 创建基于虚拟主机站点。 

3. 创建基本 FTP 站点。 

4. Seru-U 搭建 FTP 站点。 

教学要求 

1. 了解常见网络服务功能。 

2. 学会常见网络服务安装。 

3. 掌握 WEB 站点配置方法。 

4. 掌握 FTP 配置。 

5. 掌握 Seru-U 软件安装及配置方法。 

设备准备 
计算机、虚拟机软件 VMWARE 、Windows Server 2003 虚拟机系统、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镜像。 

参考课时 1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创建基本 Web

站点 

1. 了解 Web 站点工作过程。 

2. 掌握 IIS 安装。 

3. 掌握 WEB 站点基本配置。 

1. 能对系统默认站点进行修改。 

2. 能按要求创建基本 WEB 站点。 

任务二 

创建基于虚拟

主机站点 

1. 了解服务端口概念。 

2. 了解虚拟主机工作原理。 

3. 掌握虚拟主机配置。 

1. 能创建基本端口的虚拟主机。 

2. 能创建基于 IP 地址虚拟主机。 

3. 能创建基于主机头名虚拟主机。 

任务三 

创建基本 FTP

站点 

1. 了解 FTP 工作原理。.  1. 能在 IIS 中创建 FTP 站点，实现文件的上

传和下载。 

2. 能设置 FTP 站点属性，提高访问安全性。 

任务四 

Seru-U 搭建

FTP 站点 

1. 了解 Seru-U 功能及特点。 

2. 了解 Seru-U 权限特点。 

1. 会安装 Seru-U 软件。 

2. 会创建帐号、设置权限。 

注意事项 注意 Seru-U 冲突问题，虚拟机网卡设为 host 模式 

模块六：网络安全及管理 

项目内容 1. 帐户安全         2. 安全策略配置         3. 关闭服务       4. 防火墙配置 

教学要求 

1. 了解帐号安全常识 

2. 学会基本本地安全套策略配置 

3. 能按要求关闭不必要的服务 

4. 掌握系统自带防火墙配置方法 

设备准备 计算机、虚拟机软件 VMWARE 、Windows Server 2003 虚拟机系统 

参考课时 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1. 了解各帐号特点。 1. 能按要求创建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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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安全 2. 掌握帐号权限设置方法。 

3. 了解密码安全性要求。 

2. 能对已有帐号进行改名、限制。 

任务二 

安全策略配置 

1. 了解本地安全策略作用。 

2. 了解各安全选项功能及特点。 

1. 能按要求进行本地安全策略设置。 

任务三 

关闭服务 

1. 了解常用网络服务功能。 

2. 了解常用网络服务特点及默认端口 

3. 了解服务管理界面使用方法。 

1、 能按要求关闭各种网络服务。 

2、能正确关闭共享、计划服务。 

任务四 

防火墙配置 

1. 了解系统自带防火墙功能及特点 

2. 了解防火墙设置方法 

1. 能开启和关闭防火墙 

2. 能按要求对防火墙进行设置 

注意事项  

四、检测评价 

1．检测评价办法 

本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出的态度、参与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合作能力，

使用计算机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安全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终结性评价包括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1）阶段性评价是指学生在学完局域网组装与维护某一模块的内容后，通过“模块技能测试”而实施的评价。

（阶段性评价实施方案见附件 1） 

（2）综合性评价是对学生完成计算机应用课程学习后的综合评价。参加学校或上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理实

一体实践操作测试。 

    本课程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总成绩（100%）=形成性评价成绩（30%）+终结性评价成绩（70%） 

形成性评价成绩（30%）=课堂任务完成情况（20%）+出勤与态度（10%） 

终结性评价成绩（70%）=阶段性评价成绩（30%）+综合性评价成绩（40%） 

2．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形成性评价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频繁的部分，教师应采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评价

软件系统）组织好学生开展课堂任务实施情况的评价，要设计好每次上课内容的评价表，评价表中即要体现知识

技能的学习情况的评价，也要注重“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交流沟通”等一般能力的形成性评价。评价的形式可

采取“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等，评价的方法可采取“交流、展示、竞赛等多种形式。 

在阶段性模块测试评价过程中，要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主评教师一起参与评价。 

3．学生作品和评分档案的保管。 

   各校要为每个学生建立“作品档案”文件夹，“作品档案”文件夹以“班级名称”和“学生姓名”为名，学生

各个模块测试的作品和评分报告单以文件或图片形式存入“作品档案”文件夹中，以备核查、交流。 

五、资源要求 

1．建议本课程采用的文字教材为《计算机网络基础（第 2 版）》，闫书磊 李欢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2．本课程的理论授课教室应配有多媒体投影设备。 

3．本课程实训场地主要为网络实训室，电脑机房要求网络畅通且能根据需要开通因特网，并配有一定数量的网

线制作材料和和工具。 

4．机房内的所有电脑要保证 Windows XP 能顺利运行，CPU 配置要求奔腾Ⅳ以上，内存不低于 1GB，硬盘不低

于 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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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房电脑的装有虚拟机软件及 Windows2003/2008 虚拟网络操作系统。 

6．机房应装有电子教室软件以便于广播教学及文件发送。 

 

 

附件 1：《局域网组建与维护》阶段性模块评价实施方案 

附件 2：《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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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为促进学生学习局域网组建与维护课程的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职高学生对局域网组建与维护基本操

作能力，特制定“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模块检测方案”。本检测方案是基于对学生进行过程化考核的理念，通过六

大模块 23 个任务的测试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测试时间安排在晚自修或其他时间

进行。 

模块名称 
测试 

项目 
测试任务 任务内容及有关实施建议 

认识 IP 地址 

IP 地址及

规划 

任务 1：识别 IP 地

址 

将若干 IP 地址准确分出所属类别，写出

默认子网掩码，判别是公有地址还是私

有地址。 

采用统一测试。其

中，IP 地址规划以

理论测试为主；硬

件设备的识别与

连接可在现场进

行评定；其他任务

可根据截屏图片

进行场下评分。 

建议多安排教师

以便能及时评定

是否合格。 

任务 2：子网划分 根据网络规模大小确定所需子网数，确

定子网掩码及各子网网络地址、广播地

址及主机号的范围。 

IP 设置及

测试 

任务 3：设置 IP 地

址 
设置计算机的 IP 地址、网关及 DNS 

任务 4：PING 命令

使用 
使用 PING 命令检测网络连接状态 

认识常用网

络设备 

硬件识别 

任务 1：识别常用网

络硬件设备 

将若干设备准确地放到相应的区域。 

任务 2：识别常见网

络传输介质 

将若干传输设备准确地放到相应的区

域。 

网线制作 
任务 3：制作网线 能够进行直通双绞线、交叉双绞线的制

作及性能测试。 

Windows2003

服务器的安

装与配置 

系统安装 任务 1：能按要求分

区并安装好操作系

统 

Windows2003Server 的安装及服务器

TCP/IP 的设置。 

系统配置 任务 2：用户和组创

建与管理、文件和

文件夹权限及共享

设置任务 

进行域用户和用户组的创建、复制、删

除和编辑。 

进行共享文件夹的创建、权限设置和访

问。 

进行网络打印机的创建、设置和共享。 

任务 3：本地安全策

略 

本地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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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域控制器安

装及配置 

域用户及 OU 创建 

小型局域网

的组建 

双机互联 任务 1：制作互联网

线 

实现两台计算机通过网卡互联。 

任务 2：资源共享 实现双机资源共享。 

组建小型

家用网络 

任务 3：家用无线路

由器组建局域网。 

利用小型路由器组建起“有线/无线”家

庭局域网。 

任务 4：共享上网 实现共享上网。 

网络基本应

用服务的搭

建 

WEB 站点

配置与管

理 

任务 1：创建基本

Web 站点 

掌握 Web 站点主要属性的设置。  

任务 2：创建虚拟主

机 

创建基于端口与 IP 虚拟主机 

FTP 配置

与管理 

任务 1：创建基本

FTP 站点 

掌握 IIS 自带 FTP 站点创建、设置，完

成文件上传、下载任务。 

任务 2：Seru-U 搭

建 FTP 站点 

掌握 Seru-U 软件使用与设置，根据要求

创建 FTP 帐号服务。 

网络安全及

管理 

系统安全

配置 

 

任务 1：帐户安全 停用 GUEST 账号、限制用户数量，定

期删除已经不再使用的账号。 

管理员账号改名，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中管理。 

任务 2： 安全策略

配置 

密码策略、账户锁定策略、审核策略 

任务 3：关闭服务 关闭不必要的端口和服务 

防火墙 任务 4： 防火墙配

置 

了解防火墙的主要功能，能够使用一种

防火墙软件（如天网）进行网络安全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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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一、抽测对象 

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及应用大类专业的学生，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依照当年度学生注册名单确定抽

查学生名单。被抽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被抽测学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参加抽测。 

二、抽测时间 

本项技能抽测采取“上机实操”的形式，考生根据试题要求，在 120 分钟内组建起一个小型局域网。 

抽测时间一般安排在学期结束前 2 周内进行。 

二、抽测项目及要求 

抽测模块 分值 抽测要求 

模块 1： 

制作网线 
10 

制作若干根直通线和交叉线，网线制作符合超 5 类线标准。 

按照图纸正确连接设备。 

模块 2： 

创建虚拟机 
10 

根据操作要求，创建若干台 Windows2003/WindowsXP 的虚拟机。 

正确配置虚拟机的硬盘、内存、光驱等各项参数。 

模块 3： 

系统安装 
10 

根据要求安装 Windows2003/WindowsXP 操作系统。 

按要求进行硬盘分区。 

按要求设置相应的机器名、超级管理员密码、授权模式、网络 IP 地址等。 

模块 4： 

搭建域环境 
30 

根据要求创建域； 

创建并编辑域用户、用户组、组织单位等，并实现工作站登录到域。 

创建共享文件夹和共享打印机，设置文件夹或共享打印机的访问权限。 

创建磁盘配额。 

设置本地安全策略。 

实现域用户在本地和其它计算机上进行登录、访问计算机资源。

模块 5： 

配置 WEB 服务 
20 

在 Windows2003 上安装并配置 Web 服务，能以 IP 地址访问 WEB 服务器。 

模块 6： 

配置 FTP 服务 
20 

在 Windows2003 上安装并配置 FTP 服务，能以 IP 地址访问 FTP 服务器，并能上传

和下载文件。 

合计 100  

四、命题及考务安排：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命题，专家将综合上述六个模块的操作要求制订出一份小型局域网

搭建综合操作试题。 

考生需自备网线制作工具及测线仪；考场需准备好网线，并在学生机上安装好虚拟机软件；监考教师需对“网

线制作模块”进行现场即时评分。 

本项技能抽测的时间为 2 个小时，各校可安排多个机房同时开考。同时，为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各县市教研

室，每个场次须安排 1 位外校监考教师和 1 位本校教师共同负责监考工作，考点学校另需安排机房管理员进行设

备现场维护，以保证技能测试的软硬件环境正常运转。 

五、成绩评定 

抽测完成后，各县市教研室组织相关教师进行“实操”的阅卷评分，并将初评结果和学生的操作结果（截图

形式）上报到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可对上报的学生操作结果进行复评，复评结果与初评结果比较后，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确定最终测试成绩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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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测结果分 A、B、C、D、E 五档，90 分及以上为 A，80 分及以上为 B、70 分及以上为 C，60 分及以上为 D，60

分以下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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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网页设计与制作》技能教学标准及检测方案 

一、课程概述 

（一）、教学性质 

本项技能是宁波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网页制作与网站维护方向中重要的基本技能模块， 是培养

学生网页设计与制作能力的重要支撑课程。 

通过网页设计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网页设计的基本概念，学会使用 Dreamweaver 网页设计软件和 Html 语言

综合应用，能够设计制作一些综合的静态网站，并对 ASP 动态网站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具备网站的建立和维护能

力，为后续的动态网站开发技能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 

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不但能够掌握网页制作与网站设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能够提升其团

队协作、沟通表达、工作责任心、职业道德与规范等综合素质，掌握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和相关专业知识。 

（二）、教学理念 

本项技能的教学设计可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将每个项目分解为多个“通用、典

型、实用”的模块，每个学习模块对应具体的教学案例和练习任务（案例最好来源于企业实际应用），通过明确

目标、效果展示、分析任务、演示讲解、动手实践、疑难解析、归纳总结等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达到快乐学习的目的。 

在教学中要重视对 HTML 语言的讲解，使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网页背后的原理。 

（三）、教学设计 

本技能教学标准以就业为导向，根据企业对网页设计专业所涵盖的岗位群进行项目和职业能力分析，将教学

内容分为“站点管理、网页元素编辑、超链接设置、表单设置、网页布局、网页特效、综合实训”等七个模块，

每个模块设置若干个学习项目。以本专业方向学生必须具备的岗位职业能力为依据，紧密结合全国计算机信息高

新技术考试网页制作员级中的技能要求，确定技能教学内容。 

为了充分体现项目导向的教学理念，以真实项目为载体组织教学，本标准依据企业实际工作过程将项目分解

为多个子项目或任务，项目的逐层分解形成教学单元。学生在“学、做”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理解和应用

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本技能教学建议 72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学习本门课使学生了解 Dreamweaver 的基本概念，掌握网页元素的基本操作、掌握超链接、掌握表单的

创建与操作、掌握网页布局以及网页特效的制作方法，最终能设计并制作出实用、精美的网页。 通过以上内容

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专业思维、应用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能力和

专业实践能力以及综合应用专业技术的能力。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以及感受美、评价

美的艺术情操，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克服困难享受成功的快乐。 

（二）具体目标 

1.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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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掌握 Dreamweaver（8 及以上版本）的操作方法，能熟练使用 Dreamweaver 的设计视图进行各种网页

元素的编辑，具备图片的插入编辑、动画的插入与编辑和实现超链接的能力；并掌握常用快捷键的使用，掌握制

作出符合预期效果网页的能力； 

②   掌握表格操作的功能，能很好的用表格设计复杂页面，掌握网页布局的基本原理。 

③   掌握 HTML 的常用标记、属性及其属性值的书写规范，并能读懂和识别网页中的常用标记及其常用属

性； 

④   掌握 CSS 样式控制网页元素及网页外观的方法，能在代码视图中改写常用 CSS 代码； 

⑤   掌握各种网页设计辅助软件的常用功能，如 Photoshop、Flash 等； 

⑥   了解现代企业实际开发中普遍热衷的 DIV+CSS 布局技术，能进行简单的网页布局；  

⑦   了解网站的建站流程，掌握网站的上传、发布，了解网站的维护和优化。 

2.过程与方法 

①   经历各种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②   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运用观察、实验、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善于利用网络资源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③   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计划、反思、评价和调控，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④   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一体化学习过程，深入了解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⑤   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尝试经过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尝试运用技术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⑥   具有一定的质疑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交流、合作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  能主动赏析优秀网页作品，激发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②  有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有将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交流的愿望，敢于坚持正确观点，勇于修正错误，

具有团队精神。 

③  具有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④  养成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学习和探索创

新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内容 

模块一：站点管理 

项目内容 
1. 认识 Dreamweaver 

2. 站点建立及管理 

教学要求 

1. 掌握网站设计的基本概念，认识网页的实质； 

2. 学会安装 Dreamweaver； 

3. 学会 Dreamweaver 的文件操作 

4. 掌握定义和管理站点的方法。 

素材准备 Dreamweaver 安装包（版本号 8 以上）及序列号生成器等。 

参考课时 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术语理解 

1. 理解“网站、网页、首页、HTML”等术语。 

2. 理解动态网页与静态网页的区别与联系。 

3. 了解网页的实质意义。 

4. 了解常用的网页制作工具。 

1. 学会识别各种类型的网站。 

2. 能识别网页的构成元素：文本、图像、动画、

视频、超级链接、导航栏、表格、框架、表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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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认识

Dreamweaver 

1. 了解 Dreamweaver 软件的工作界面和基

本操作。 

1. 学会安装 Dreamweaver。 

2. 熟悉 Dreamweaver 工作界面、常用工具栏、

常用面板及其相关操作。 

任务三 

站点管理 

1. 了解站点的含义及作用。 1. 会新建站点并进行站点属性定义。 

2. 会切换、编辑、复制、删除、导出、导入站

点等管理操作。 

3. 会设置首选参数。 

任务四 

文件管理 

1. 掌握网页文件的命名规则。 

2. 学会网站文件的一般存放规则。 

1. 会新建并保存网页，并能预览网页。 

2. 会在“文件面板”中创建文件夹和文件、移

动和复制文件、重命名文件夹和文件、删除

文件夹和文件。 

任务五 

制作网页 

1. 了解页面属性对话框中有关“标题、边距、

编码”的含义及其作用。 

2. 掌握页面标题标记<title>„</title>的

作用。 

3. 掌 握 网 页 的 基 本 结 构 代 码 及

<html><body>标记的作用。 

1. 会新建空白静态网页。 

2. 能通过页面属性的修改来设置网页的背景、

边距、标题、编码等。 

3. 会在“文档编辑区”录入文字。 

4. 会保存网页、浏览网页、打开文档等基本操

作。 

注意事项 

1. 在使用定义站点前，须明确“本地信息、远程信息、测试服务器”3 个概念。 

2. Dreamweaver 的使用规则（也就是首选参数）设置的内容较多，可重点介绍“复制/粘贴”分

类，其他可在以后结合实际操作进行讲解。 

模块二：编辑网页元素 

项目内容 

1. 网页文本操作                

2. 网页图像操作 

3. 多媒体对象操作              

4. html 代码应用 

教学要求 

1. 学会在网页中输入文本与编辑文本，并掌握输入空格和实现文本换行的方法。 

2. 能在属性面板中对文本进行格式、字体、大小、颜色、对齐方式等属性设置。 

3. 能熟练地进行文本的选取、复制、移动、删除等基本操作。 

4. 能利用常用工具栏或菜单命令插入图像，并对图像的大小、对齐方式、替换文本等属性进行

设置；了解图像标签<img>及属性。 

5. 会进行图文混排。 

6. 能利用常用工具栏或菜单命令插入插入并设置 Flash 动画、Flash 视频和其他多媒体对象。 

7. 能在属性面板中编辑 Flash 对象的大小、外观、播放模式进行设置。 

8. 能利用常用工具栏或菜单命令插入列表、日期、水平线、特殊字符等其他元素，掌握水平线

标签<hr>及属性。 

9. 了解 HTML 代码的语法结构，掌握 HTML 的编辑方法，能在代码视图中使用常用网页标记

对代码进行编辑（h#、p、br、hr、font、img）。 

素材准备 
网页模板文件（有一定结构的缺少正文内容的网页文档）、图像素材文件、flash 动画文件、

FLV 视频文件、最终效果参考图。 

参考课时 10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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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文本操作 

1. 了解 Dreamweaver 软件中的字号设

置与 Office 软件中字号的区别与联

系，特别是字号单位的选择。 

2. 掌握分段标记<p>„</p>和换行标记

<br>的区别。 

3. 理解标题标记<h#>„</h#>的作用。 

4. 掌握字体标记<font>„</font>的作

用及书写格式。 

5. 了解水平线标记<hr>的作用。  

1. 学会在网页中输入文本与编辑文本，并掌握输入

空格和实现文本换行的方法。 

2. 能在属性面板中对文本进行格式、字体、大小、

颜色、对齐方式等属性设置。 

3. 能熟练地进行文本的选取、复制、移动、删除、

查找/替换、撤消/重做等基本操作。 

4. 能插入相关文本要素：特殊字符、文本列表、水

平线、日期时间、注释等。 

任务二 

图像操作 

1. 了解网页常用图像格式。 

2. 了解网页中图文混排与 Word 中图文

混排的区别，即网页中不能自由摆放

图片的位置。 

3. 了解图像标签<img>及书写格式。 

1. 掌握设置网页图像背景的方法。 

2. 掌握插入图像的方法。 

3. 掌握图像尺寸、替换文本、边距和边框及对齐方

式等属性的设置。 

4. 掌握图像和文本混合排版排的方法和技巧。 

*5. 学会在网页中插入翻转图像和导航条。 

任务三 

多媒体对象

操作 

1. 理解多媒体对象在网页中的作用。 

2. 了解 FLV 视频文件格式。 

3. 了解网页所支持的音频格式。（WAV、

Mp3、MIDI、WMA、RM）。 

4. 了解背景音乐 HTML 代码<bgsound 

src="音乐文件名" loop="播放次数

">在网页代码中的位置及作用。 

*5. 了解视频播放代码<embed src="视

频文件名"></embed>在网页中的应

用。 

1. 掌握插入 Flash 动画、Flash 视频、Flash 按钮和

其他多媒体对象的方法。 

2. 掌握 Flash 动画大小、外观、播放模式等属性的

设置。 

3. 了解“图像查看器”的插入和设置方法。 

*4. 能创建透明背景的 FLASH动画：为 Flash 动画设

置 相 关 参 数 （ <param name="wmode" 

value="transparent">）及背景色。 

*5. 能在网页中插入背景音乐。 

*6. 能通过 HTML 代码来实现 WMV 等视频在网页中的

播放。 

注意事项 

1. 编辑网页时一定要先建立站点，充分利用 DreamWeaver 软件的站点管理功能。 

2. 在介绍<font>标记时，需把“首选参数—常规”中的“使用 css 而不是 html 标签”前的勾

去掉。 

3. 输入空格字符时，要设置好输入法中的全角。 

4. 插入图片、动画等多媒体元素前最好要先将图片等多媒体元素文件分类放在网站所对应的

目录下。 

5. 网页、图片文件名尽量使用英文或数字，以免网站发布后，能正确显示网页内容。 

6. 进行图像编辑时，要注意图像尺寸与页面的协调性，避免出现图像在网页文件中比例失调、

图像变形等情况。 

7. 在网页中插入图像、动画等文件时，要注意搞清楚“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的区别，

尽量使用相对于站点根目录的路径表达方式。 

模块三：设置超链接 

项目内容 1. 对网页中的各种元素设置相关链接 

教学要求 

1.了解文档位置和路径及超链接的分类。 

2.掌握设置立文本超链接及其状态的方法。 

3.掌握图像和热点超链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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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设置 E-mail 超链接的方法 

5.掌握设置锚记超链接及空链接的方法 

6.掌握超链接标签<a href =   >„„</a>及 target 属性的含义及取值。 

素材准备 
主网页模板文件（有导航、有内容、无链接的网页主文档）及链接网页文档，WWW 服务器程

序（如 IIS 或 netbox.exe 软件） 

参考课时 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网站的链

接设计 

1. 网站所采用的常见链接结构。 

2. 理解超链接在网页中的重要作用。 

3. 了解常见的超链接类型及其应用

情境。 

1. 能根据一个较完整的网站作品画出该网站的链接结构

简图。 

任务二 

文本链接 

1. 能区分“绝对路径、文档相对路径、

站点根目录相对路径”三者之间区

别。 

2. 理解链接“目标”四个属性值的作

用。 

1. 能对网页中的文本建立若干个链接对象为网页文件、

网址、普通文档的超链接，并设置好“目标”、“标题”

等属性。 

2. 能在页面属性对话框中设置不同状态下的文本颜色。 

任务三 

图像链接 

1. 理解“图像热区”的含义及作用。 

2. 了解“替换文本”对提高网页可读

性上的重要作用。 

1. 能对网页中的图像创建若干个链接对象为图像文件、

网页文件的超链接，并设置好“目标”、“替换文本”

等属性。 

2. 能在图像中建立不同形状的热区，并创建若干个对象

为外部网页文件的超链接。 

任务四 

E-mail 链

接 

1. 了解电子邮箱地址的书写格式。 

2. 掌握邮件链接代码的书写格式。 

1. 能对网页中的文字创建一个电子邮件超链接。 

任务五 

锚记链接

与空链接 

1. 了解锚记链接的含义及作用。 

2. 掌握锚记链接的写法，如#a，

test.htm#b 等。 

3. 了解空链接的含义及作用。 

1. 会使用菜单命令“插入—命名锚记”或常用工具栏中

的“命名锚记”按钮在网页的合适位置处插入“锚记”； 

2. 能对网页中的文字或图像创建若干个链接到当前网页

的锚记链接和链接到其他网页锚记链接。 

3. 能对网页中的文字或图像创建一个空链接。 

*任务六 

脚本链接 

1. 对 JavaScript 代码有个初步的认

识。 

1. 能对网页中的文字或按钮创建类似“关闭窗口”、“打

印本页”、“收藏本站”、的脚本链接。 

如 javascript:window.close() 

javascript:history.print() 

javascript:window.external.AddFavorite('http:

//域名','中文名') 

注意事项 

1. 可使用 netbox.exe 之类的能提供 WWW 服务的软件来搭建一个 WWW 服务平台。完成链接设

置后，可在其他电脑的浏览器中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打开网页并测试各个链接是否有效。 

2. 可通过作品演示来分析四种链接目标的区别，重点讲解“_blank”和“_self”，其他 2 个目标

“_parent”和“_top”可在讲解框架布局时再行介绍。 

3. 讲解图像热区链接时，提供的网页素材应选择具有“导航”性质。 

模块四 网页布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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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使用表格或框架进行页面布局设计 

教学要求 

1. 掌握制作各种形状表格并输入图文内容的方法。 

2. 掌握表格、行、列、单元格的属性设置方法。 

3. 掌握拆分、合并单元格的方法。 

3. 掌握使用表格标记<table>、行标记<tr>、列标记<td>来创建表格。 

4. 了解常见的网页布局样式。 

5. 掌握切换视图的操作方法。 

6. 掌握绘制布局表格的操作方法。 

7. 掌握绘制布局单元格、移动布局单元格的操作方法。 

8. 掌握调整布局表格大小和布局单元格大小的操作方法。 

*9. 了解框架网页的结构特点。 

*10. 掌握运用框架技术进行简单的网页布局设计。 

素材准备 
网页内容所需的文字、图片素材，表格背景所需的图片素材； 

常见的几种网页布局效果图。 

参考课时 1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制作表格 

1. 了解表格的构成元素和表格在网页

制作中的应用情境。 

2. 理解表格属性中“填充”与“间距”

各自的作用。 

3. 理解表格大小单位“像素”和“百分

比”的区别。 

3. 认识表格的三种标记（<table>、

<tr>、<td>）的编写规则，掌握三个

标 记 的 主 要 属 性 值 （ border 、

bgcolor、width、height、align、

colspan、rowspan）进行设置。 

4. 初步掌握网页色彩搭配规律。 

1. 会插入表格，并设置好表格的主要属性值（行数、

列数、宽度、边框粗细、单元格边距、单元格间

距）； 

2. 掌握“单元格、表格行/列”的选择方法。 

3. 能在单元格内插入文字和图片，并能根据内容需

要进行行/列的增减及单元格属性设置。 

3. 能在记事本或代码视图中使用表格标记制作简

单表格。 

4. 能根据表格样式要求，熟练地拆分或合并单元

格，制作出各种不规则表格； 

5. 会对表格、单元格设置合适的背景色或背景图

像，使网页内容醒目、美观。 

6. 会在单元格内插入表格，实现表格的嵌套。 

*7. 会通过菜单“命令—格式化表格”实现表格样

式的套用。 

*8. 会通过菜单“命令-排序表格”对表格内容进行

排序。 

任务二 

“三字形”页

面布局设计

与美化 

1. 理解布局的含义。 

2. 认识常见的几种页面布局设计样式

（T 字形、口字形、三字形）。 

3. 了解各种布局设计的特色。 

4. 了解在一般情况下，网页头部和底部

两个区域所显示内容的特点，网页主

体区中一般文章内容的排版特点。 

1. 插入 4行 1 列的表格，并设定好表格宽度及对齐

方式等属性。 

2. 在表格首行插入嵌套表格，用于存放 LOGO 图片

和横幅图片。 

3. 在表格第 2 行插入嵌套表格，用于存放导航文字

和间隔符号，并设定好各单元格宽度、背景色等

属性值。 

4. 在嵌套表格的单元格中输入相应导航文字及图

片，适当调整图片大小，使图片与单元格大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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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5. 在表格第 3 行输入正文内容和图片，并对文字进

行格式设置，使其符合用户的阅读习惯。 

6. 在表格最后一行设置背景色，并输入版权信息等

文字内容。 

 

任务三 

“T 字形”页

面 

布局设计与

美化 

1. 了解“T 字形”及其变式的页面布局

样式。 

2. 了解“布局视图”的含义及作用。 

3. 理解在页面布局时，要按照版面和内

容划分出若干个布局表格的理由。 

4. 理解将表格大小设置为像素和百分

比的区别。 

1. 掌握布局视图的切换方法。 

2. 在布局视图下，绘制网页顶部表格和单元格，用

于存放 LOGO、banner、导航菜单。 

3. 在布局视图下，绘制网页中部表格和单元格，左

边单元格内存放“栏目列表”、中间单元格内存

放“网站新闻”、右边存放“栏目列表”。（右边

也可不设）。 

4. 在布局视图下，绘制网页底部表格和单元格，用

于存放版权信息及其他相关内容。 

5. 在标准视图下，在已经划分好的表格里，再插入

嵌套表格，进行页面细化布局。 

6. 在各个区域的单元格中插入图文内容，以充实页

面。 

7. 通过设置单元格、文字、图片等元素的属性值，

使页面更趋美观。 

*任务四 

框架布局 

1. 了解框架网页的结构特点； 

2. 理解框架集与框架之间的关系。 

3. 了解框架布局网页的优缺点。 

4. 了 解 框 架 集 标 签 及 属 性

（<frameset> ）。 

5. 了解子网页标签及属性（<frame>）。 

6. 掌握设置超链接时，链接“目标”与

框架“名称”的之间关系。 

1. 能通过“布局”工具栏或“插入-框架”菜单命

令，在网页中插入各种类型的框架。 

2. 能通过鼠标的拖拉或“修改-框架”菜单命令，

进行分割框架、调整框架大小等操作。 

3. 能打开“框架”浮动面板，选择相应框架，为框

架设置“名称、边框、滚动方式、源文件”等属

性。 

4. 能保存框架集文件和各个框架文件。 

5. 能在各个框架进行内容编辑。 

6. 能在框架网页中灵活设置超链接。 

注意事项 

1. 设置较小行高（如 5）时要到代码中把该行中默认的空格代码“&nbsp；”删除。 

2. 嵌套表格的宽度单位一般都为百分比。 

3. 在布局视图下，可先绘制好网页的顶部、中部、底部的大表格，再绘制布局单元格。  

模块五 层的应用 

项目内容 建立网页动态效果 

教学要求 

1.掌握在 Dreamweaver 中插入、调整和移动层的方法。 

2.能正确设置层的各种属性值。 

3.学会在层中编辑图文内容。 

4.学会使用行为命令，实现网页跳转、信息弹出和图像交换等功能。 

5.学会利用时间轴制作网页动态效果。 

素材准备 
含有多种时间轴动态效果的网页； 

用于实现动态效果的各种图片、文字、动画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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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课时 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制作层 

1. 了解层的概念。 

2. 掌握“描绘层、插入层、选择层”等

基本操作。 

3. 了解 Z 轴的作用，理解层的叠放层次

关系。 

4. 了解剪辑的作用及其操作方法。 

5. 了解层与表格的互换。 

1. 能分析出“层”在一个具体网页中的呈现方式及

控制开关（如浮动公告等）。 

2. 能使用菜单命令或布局工具栏来创建层。 

3. 能在层中插入“文字、图片、动画”等各种网页

元素。 

4. 会对层设置“编号、位置、大小、Z 轴、剪辑”

等属性值。 

任务二 

添加行为 

1. 了解什么是行为，掌握常用行为。 

2. 了解什么是事件，掌握常用事件。 

3. 了解层的可见性四个值的意义。 

4. 了解“行为”面板的打开方法及其各

个按钮的作用。 

1. 会操作“弹出信息”行为。 

2. 会操作“URL 跳转”行为。 

3. 会在层中插入图像，并为层添加行为及修改事

件，实现“图像交换”行为。 

4. 能利用层的可见性，实现“显示-隐藏层”行为。 

任务三 

制作时间轴

动画 

1. 理解时间轴、关键帧在制作动态效果

中的作用。 

2. 掌握“时间轴”面板的打开方法及各

种操作。 

1. 能“层”添加到时间轴中。 

2. 会把“层”的运动路径记录到时间轴中，并能在

各个关键帧上修改“层”的位置和大小。 

3. 能为层添加“时间轴”行为，实现“图片飘浮”

等动态效果。 

注意事项 

1. “图像交换”中交换的图像尺寸应一致，以免产生视觉混乱。 

2. 时间轴只能对“层”发生作用。 

3. 重点掌握好鼠标的三种事件（onMouseOver、onMouseOut、onClick）下的不同行为。 

模块六 CSS 样式表的设计与应用 

项目内容 利用 CSS 样式美化网页 

教学要求 

1. 了解 CSS 样式的类型和属性。 

2. 掌握在 Dreamweaver 中创建和应用 CSS 样式的方法。 

3. 掌握插入 Div 标签的方法。 

4. 基本掌握使用 CSS 样式与 Div 标签进行网页布局的方法。 

素材准备 一个尚未使用 CSS 样式表的网页文件；任务所需的各种图片、文字素材。 

参考课时 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控制文本、段

落、表格、链

接的显示样

式 

1. 了解 CSS 样式的含义。 

2. 了解 CSS 的语法格式。 

3. 了解 CSS 的类型。 

4. 认识样式表文件及其扩展名。 

5. 熟悉 CSS 样式定义对话框的各项功

能含义。 

6. 了解网页中超链接的 4 种状态。 

7. 理解通过 CSS 的命名（如 a. 

red:link），来实现一个页面中存在

1. 会创建类型为“类”的内部 CSS 样式和外部样式

文件，并对样式进行合适的命名。 

2. 会进行“类型”的 CSS 规则定义，如“字体、大

小、粗细、行高、颜色、修饰”等。 

3. 会进行“背景”的 CSS 规则定义，如“背景色”

等。 

4. 会进行“区块”的 CSS 规则定义，如“字母间距、

文字缩进”。 

5. 会进行“边框”的 CSS 规则定义，设置“边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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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的链接样式。 的“样式、宽度、颜色”。 

6. 会创建类型为“高级”的链接样式，为不同链接

状态设置“颜色、大小、修饰、光标”等样式。 

7. 会给各网页各区域中的文本、图片、表格、链接

等元素应用 CSS 样式。 

8. 会取消已应用的样式。 

9. 会根据浏览效果，修改已建好的 CSS 样式。 

10. 会在代码视图下，修改 CSS 样式。 

任务二 

应用滤镜效

果 

1. 了解滤镜的作用。 

2. 了解几种常用的 CSS 滤镜及其参数。 

1. 会创建和修改 CSS 滤镜样式，使网页中的文字或

图片更有特色。 

2. 会对图片设置“渐变滤镜（Alpha）”。 

3. 会对文字设置“阴影效果（Shadow）”。 

任务三 

DIV+CSS 二列

式布局 

1. 了解 Div+CSS 的含义及技术优点。 

2. 熟悉插入 Div 标签的方法及设置。 

1. 会通过菜单命令或常用工具栏插入 2 个“Div 标

签”，并确定各自的 ID 值。 

2. 能分别为左右 2个 DIV 标签创建 CSS 样式表，并

设置好“背景色，方框的宽、高、浮动方式、边

界”等属性，使 2 个 DIV 标签在页面中成“水平

方向”排列。 

3. 能通过修改样式表，为 Div标签添加细边框。 

4. 会在 Div 标签内插入“文字、图片、表格“等，

并进行适当地格式处理。 

注意事项 

1. 定义“区块--文字缩进”样式时，文字缩进和字号要统一，如字号为 14pt，要实现首行空

2 个字符的缩进效果，文字缩进就应该设置为 28pt。 

2. 在定义超链接的 4 种选择器时，严格按“a:link→a:visited→a:hover→a:active”的顺

序定义，否则可能会无效。 

3. 滤镜效果需要在浏览状态才能看到。 

模块七  制作表单 

项目内容 创建表单网页 

教学要求 

1. 了解表单的基本概念和表单的各个组成元素。 

2. 会在表单网页中插入表单域。 

3. 掌握在表单域中插入文本框、单选按钮的方法与技巧。 

4. 掌握单选按钮、单选按钮组和复选框的应用。 

5. 掌握表单域中添加下拉菜单与菜单列表，插入跳转菜单和添加按钮的操作方法。 

6. 了解表单标签<form>„„</form>及其属性。 

素材准备 包含多种表单元素并可提交的网页及其效果图片。 

参考课时 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认识表单 

1. 了解表单控件在网页中的各种表现

形式及其作用。 

1. 能在浏览表单网页时，与网页进行交互操作。 

任务二 

插入表单域 

1. 了解表单的主要属性的设置及作用。

（表单名称、动作、目标、方法、MIME

1. 会插入表单域 ，并对表单域进行命名。 

2. 能设置表单的处理动作。（电子邮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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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任务三 

插入文本对

象表单 

1. 了解文本域和文本区域的区别。 

2. 了解“提交”和“重置”按钮的作用。 

1. 会插入单行文本框 ，并对文本域进行命名、字

符宽度及字符数的设置。 

2. 会将文本域转换成文本区域。 

3. 会建立“密码输入”文本域。 

4. 会插入“按钮”，并设置合适的值及动作类型。 

任务四 

插入复/单选

框 

1. 了解复选框与单选按钮的区别。 

2. 了解“选定值”的含义及作用。 

3. 了解“单选按钮”与“单选按钮组”

在操作功能上的区别。 

1. 会插入多个复选框，并设置好“标签文字、选定

值、初始状态”等内容。 

2. 会插入多个单选按钮，并设置好“标签文字、选

定值、初始状态”等内容。 

3. 会插入“单选按钮组”，以快速完成单选内容的

录入。 

任务五 

插入列表/菜

单 

1. 了解“列表/菜单”与“跳转菜单”

的区别。 

1. 会插入列表/菜单，并添加多个列表值。 

2. 能插入“跳转菜单”，添加多个列表值，实现类

似“友情链接”的功能。 

任务六 

插入文件/图

像域 

1. 了解“文件域”的应用场合。 

2. 理解在网页中用“图像域”代替“按

钮”所起的美化作用。 

1. 会插入“文件域”，并浏览测试。 

2. 会用漂亮美观的小尺寸图像来代替网页中“按

钮”，实现提交、重置等功能。 

注意事项 

1. 在教学中，可通过制作一个包含多种表单元素的 “登陆窗口”、“网络调查表”、“用户注册

网页”等具体案例来开展教学活动。 

2. 表单网页常用表格进行布局，故应先插入表单域，然后在其中插入表格，最后在单元格中

插入表单对象。 

模块八 设计网页特效 

项目内容 利用插件和 JavaScript 技术制作网页特殊效果 

教学要求 

1. 会安装并使用各类 Dreamweaver 插件。 

2. 掌握<marquee>标签的用法，学会制作各种网页滚动文本或滚动图片。 

3.了解 JavaScript 代码编写规则，并会添加相应代码，制作出一些常见特效。 

素材准备 

1. 插件文件：scrolling_title.mxp、PageTransitions.mxp、Realplayer.mxp 

2. RM 格式的视频小文件。 

3. 时钟 JavaScript 代码文本。 

参考课时 3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插件安装与

使用 

1. 了解“插件管理器”的作用和使用方

法。 

1. 会安装/卸载各类插件。 

2. 会利用 Scrolling Title 对象插件，制作的页面

标题滚动效果。 

3. 会利用 PageTransitions 命令插件，制作网页切换

特效。 

4. 会利用 Realplayer 套件插件，制作 RM 视频播放

页面。 

任务二 

制作滚动图

1. 了解<marquee>标签的的作用和语法

规则。 

1. 在代码视图中，为对单元格中的文字添加

<marquee>标签，最终实现“滚动文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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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效果 2. 了解<marquee>标签的几个主要属性

值的名称及设置，如滚动方向

（ direction ）、 滚 动 速 度

（scrollamount）、滚动区域的宽度

与高度（height，width）、鼠标事件

行为 onmouseover、 onmouseout）。 

2. 在代码视图中，为对单元格中的多张图片添加

<marquee>标签，最终实现“滚动图片”的效果。 

任务三 

插入

JavaScript

特效代码 

1. 了解 Javascript 脚本代码的语法规

则。 

2. 理解“禁止网页另存”特效代码： 

function click()  

{if(event.button==2)     

{alert(' 对 不 起 , 禁 止 使 用 右

键.')}} 

document.onmousedown=click 

1. 会通过菜单命令在网页中插入 Javascript 脚

本”，并手工录入脚本代码，实现“禁用右键”

的特效。 

2. 能在代码视图下插入浮动时钟的 Javascript 脚

本。 

注意事项 

1. 要使用 Realplayer 插件播放 RM 格式的视频，计算机应先安装好 Realplay 播放软件。 

2. 在单元格中使用<marquee>标签时，要注意 width 属性和 height 属性的调整。<marquee>

默认宽度为其父元素的宽度。如果 marquee 位于没有指定宽度的<td> 内，就需要明确设

置<marquee>的宽度。如果<marquee>和<td>的宽度都没有指定，那么滚动字幕就将限定于

1 个像素宽。 

模块九 综合网页制作 

项目内容 制作一个较完整的网站 

教学要求 

1. 掌握网站的整体规划。 

2. 根据网站主题及规划，有目的地收集各种素材，并对素材进行适当的分类和编辑。 

3. 熟练制作首页、二级页面及内容页面。 

4. 能综合利用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素材丰富网站内容。 

5. 掌握站点的测试的发布操作。 

素材准备  

参考课时 1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规划网站 

1. 策划主题，确定网站名称。 

2. 确定网站风格及主色调。 

3. 构思网站栏目结构 

4. 规划网站目录结构和链接结构 

5. 设计主要页面的布局 

1. 能绘制网站模块结构图和文件结构图。 

2. 能绘制首页和二级页面的布局效果草图。 

任务二 

准备素材 

1. 准备与主题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

料。 

2. 准备反映网站主题的 Logo图片。 

3. 准备底纹、按钮、标志等装饰性小图

片。 

4. 准备反映网站主题的 Banner 动画。 

5．准备合适的 JavaScript 特效代码。 

1. 对收集到的文字、图片素材按规划的栏目进行分

类登记存放。 

2. 用 PhotoShop 等图像处理软件制作一个网站

Logo。 

3. 上网收集合适的装饰图片。 

4. 使用 Flash 制作一个突出网站主题的 Banner 动

画。 

5. 创建本地站点，完成网站目录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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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制作首页 

 1. 网站首页的布局设计。 

2. 编辑 CSS 样式文件。 

3. 编辑美化网站首页内容。 

任务四 

制作二级页

面 

 1. 制作一个通用二级网页模板。 

2. 制作若干个基于模板的二级网页和内容页面。 

3. 制作若干个框架网页。（采用框架布局） 

4. 设置首页及其他网页的超级链接。 

5. 在各个页面中适当加入各咱网页特效。 

任务五 

测试及发布 

1. 了解“链接检查器”面板的操作。 

2. 掌握站点远程信息的设置与测试； 

1. 删除多余的文件。 

2. 测试所有网页是否运行正常。 

3. 在本机进行链接检查，修复错误的链接。 

4. 测试网页在不同分辨率下是否正常显示。 

5. 建立并测试“本地网络远端站点”或“FTP 远瑞

站点”。 

6. 上传网站文件。 

注意事项 
1. 建议以小组分工合作方式开展网站综合制作实训。 

2. 实训时间以连续一段时间进行实训为好。 

四、检测评价 

1.检测评价办法 

本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出的态度、参与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合作能力，

使用计算机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安全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终结性评价包括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1）阶段性评价是指学生在完成《网页设计与制作》某一模块的学习后，通过“模块技能测试”而实施的评

价。（阶段性评价实施方案见附件 1） 

（2）综合性评价是对学生完成课程所有内容后的综合评价。参加校级或上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理实一体实

践操作测试。 

    本课程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总成绩（100%）=形成性评价成绩（30%）+终结性评价成绩（70%） 

形成性评价成绩（30%）=课堂任务完成情况（20%）+出勤与态度（10%） 

终结性评价成绩（70%）=阶段性评价成绩（30%）+综合性评价成绩（40%） 

2.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形成性评价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频繁的部分，教师应采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评价

软件系统）组织好学生开展课堂任务实施情况的评价，要设计好每次上课内容的评价表，评价表中即要体现知识

技能的学习情况的评价，也要注重“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交流沟通”等一般能力的形成性评价。评价的形式可

采取“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等，评价的方法可采取“交流、展示、竞赛等多种形式。 

在阶段性模块测试评价过程中，要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主评教师一起参与评价。 

3.学生作品和评分档案的保管。 

   各校要为每个学生建立“作品档案”文件夹，“作品档案”文件夹以“班级名称”和“学生姓名”为名，学生

各个模块测试的作品和评分报告单以文件或图片形式存入“作品档案”文件夹中，以备核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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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源要求 

1. 建议本课程采用的文字教材为《网页设计与制作》，钱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本课程的理论授课教室应配有多媒体投影设备。 

3. 本课程实训场地主要为计算机网页制作实训室，电脑机房要求网络畅通且能根据需要开通因特网。 

4. 机房内的所有电脑要保证 WindowsXP 能顺利运行，CPU 配置要求奔腾Ⅳ1.8G 以上，内存不低于 512MB，硬

盘不低于 100G。 

5. 根据本课特点，实训机房的电脑除装有 Dreamweaver 8 以上的主要网页制作软件外，还需装有 PhotoShop （版

本 CS 及以上）、Flash（版本 8 及以上）、RealPlayer 等软件，操作系统还需装好 IIS 服务。 

6. 机房应装有电子教室软件以便于广播教学及文件发送。 

 

附件 1：《网页设计与制作》阶段性模块评价标准 

附件 2：《网页设计与制作》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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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为促进学生学习网页制作的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职高学生对 Dreamweaver 软件的基本操作能力，特制定

“网页设计与制作模块检测方案”。本检测方案是基于对学生进行过程化考核的理念，通过六大模块 28 个任务的

测试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测试时间安排在晚自修或其他时间进行。 

模块

名称 

测试 

项目 
测试任务 任务内容及有关实施建议 

基本

操作 

站点管理 
任务 1：创建站点 

新建文件夹作为网站根文件夹，复制素材文件

到根文件夹中。 

统 一 在 机

房进行测试，。

学生完成操作

后，将根文件夹

上传到教师机。 

评 分 时 ，

“站点管理”项

目的评价以截

图为准，其他按

每个得分点进

行评定。 

任务 2：定义站点 设置站点名称，设定本地根文件夹。 

网页元素 

任务 3：创建与设置文档 
新建 HTML 文档，命名和保存文档，设置文档

页面属性。 

任务 4：文字处理 
输入/粘贴文本，参照样图按照试题要求设置标

题和正文文字的格式。 

任务 5：图像操作 
插入图像，并设置图像基本属性；创建翻转图

像； 

任务 6：其他元素 
在合适位置插入 Flash 动画、FLV 视频、特殊

符号、水平线等元素，并设置相应属性与参数。 

页面

布局 

表格布局 

任务 1：表格布局 

参照样图按照试题要求创建表格和单元格，设

置表格和单元格属性；在单元格内插入图片、

文字、动画、嵌套表格等网页元素。 

统 一 在 机

房进行测试，测

试前下发效果

样图和操作要

求。学生完成操

作后，将根文件

夹上传到教师

机。 

按 每 个 得

分点进行评定。 

任务 2：建立超链接 
按试题要求，对指定文本创建链接，创建图像

热区链接，创点锚点链接，创建电子邮件链接。 

框架布局 

任务 3： 创建框架 

在空白文档中创建指定类型的框架，并对各框

架进行正确命名，按试题要求保存框架集文件

和框架文件。 

任务 4： 填充框架内容 
在指定框架页中输入相应文本，设置框架页面

属性。 

任务 5：设置链接 
设置指定框架内文档的链接，并设置被链接文

档所显示的目标框架。 

*层

的应

用 

层与行为 

任务 1：创建图层 插入或绘制多个图层，并对层进行命名。 统 一 在 机

房进行测试，测

试前下发操作

要求。学生完成

操作后，将根文

件夹上传到教

师机。 

按每个得分

点进行评定。 

任务 2：编辑图层 
在层内插入文字或图像，调整好层的尺寸、位

置及层次关系。 

任务 3：添加行为 实现“图像交换”、“显示/隐藏图层”等行为。 

层与时间

轴 

任务 4：创建时间轴动画 创建浮动广告的直线或曲线动画。 

任务 5：控制时间轴动画 
创建转到时间轴帧、播放时间轴、停止时间轴

等行为。 

CSS 创建 CSS 任务 1： 自定义样式 按照试题要求创建自定义样式，并应用到文 统 一 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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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样式表 字、图像等网页元素上。 房进行测试，测

试前下发效果

样图和操作要

求。学生完成操

作后，将根文件

夹上传到教师

机。 

按 每 个 得

分点进行评定。 

任务 2： HTML 标签样

式 

按照试题要求创建标签样式，并应用到表格等

网页元素上。 

任务 3：连接样式 
按照试题要求创建链接样式，并应用到网页中

的链接对象。 

任务 4：CSS 滤镜特效 
为网页中的图像和文字制作出“渐变图像、阴

影文字”等效果。 

DIV+CSS

布局 
任务 5：二列式页面布局 

参照样图按照试题要求，运用 DIV+CSS 技术

制作二列式布局的页面。 

表单

网页 

创建表单 

任务 1：插入表单  
在网页指定位置插入表单域，并在表单域中插

入表格进行布局设计。 

任务 2：插入表单对象 

参照样图按照试题要求在指定单元格中插入

文本域、图像域、下拉列表框、跳转菜单、单

选按钮、按钮等表单对象，并修改好标签文字

的格式； 

设置表单 

任务 3：设置表单对象属

性 

对表单对象进行“命名”、“类型”、“对象值”

等属性的设置。 

任务 4：表单的处理 
提交时，以电子邮件方式对表单数据进行处

理。 

*网

页特

效 

插件特效 

任务 1：安装/卸载插件 
按照试题要求，安装/卸载指定的插件。 

任务 2：使用插件 
参照样稿按照试要求，使用安装好的插件对网

页中的图像和文字制作出类似的特效。 

代码特效 

任务 3：复制代码 
复制现成的 JavaScript 代码，粘贴到网页合适

的位置，并预览效果。 

任务 4：编写代码 
按照试题要求和提示，在代码视图中输入一段

特效代码，并预览效果。 

注：带*的模块为选测内容，可视教学情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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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网页设计与制作》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一、抽测对象 

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及应用大类专业的学生，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依照当年度学生注册名单确定抽

查学生名单。被抽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被抽测学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参加抽测。 

二、抽测时间 

本项技能抽测采取“上机实操+理论测试”的形式，考生根据考试组织单位提供的素材和制作要求，在 120

分钟内，利用 Dreamweaver、Photoshop、Flash 等软件进行网页设计与制作，并完成理论试题。 

抽测时间一般安排在学期结束前 2 周内进行。 

二、抽测项目及要求 

抽测模块 分值 抽测要求 

模块 1： 

站点管理 
5 

以准考证号为文件夹名，建立并设置站点根文件夹，复制素材文件到根文件夹中。 

创建站点，设置站点名称及本地根文件，并对操作结果进行截图保存。 

模块 2： 

表格布局 
25 

页面属性设置：按要求设置页面属性值。

插入表格：按效果样图进行表格布局，并输入文本和图像。

设置表格属性：对表格及单元格设置合适的宽度、高度、对齐方式、背景色、边框。 

模块 3： 

图文编辑 
20 

输入文本：在指定位置输入文本，并设置文本的字体、字号、颜色等属性。

段落编号：按要求设置文本段落的编号方式和缩进。

样式设置：根据要求，建立 CSS 样式表，并应用到指定文本中。 

超链接样式设置：对指定文本创建超链接，设置不同状态下链接文本的颜色。

创建锚记链接：在指定位置插入书签，对指定文本创建锚记链接。

创建电子邮件链接：创建指定文本或图像的电子邮件链接。

插入图像：按样图，在相应区域插入一般图像或翻转图像，并调整图像大小。

图像链接设置：创建设置一般图像链接和图像热区链接。

插入多媒体：在相应区域插入 SWF 动画、FLV 视频等媒体，设置透明 FLASH 效果。 

*模块 4： 

制作框架网页 
15 

插入框架：在新文档中插入或创建指定类型的框架。

框架命名与保存：对各框架设置合适的名称，调整并按要求保存架框集文件和框架

文件。

填充框架内容：调整框架的宽度和高度，设置框架页的页面属性。按要求在框架页

中输入相应的表格和文本或设定框架源文件。

设置超链接：设置导航菜单框架页内的文本链接，并指定被链接文档所显示的目标

框架。

*模块 5： 

层操作 
10 

创建层：在文档中插入或绘制图层，按要求设定层的名称。 

填充层内容：调整层的大小和位置，并在层内插入表格、文字或图像。 

创建时间轴动画：使用时间轴创建动画、录制动画轨迹，添加控制时间轴动画的

行为。 

模块 6： 

制作表单网页 
15 

插入并命名表单：根据效果样图，在文档指定区域中插入表单。 

插入表单对象：根据效果样图，用表格进行布局，并在相应单元格中插入文本域、

图像域、下拉列表框、跳转菜单、单选按钮、提交/重置按钮等表单对象。 

表单对象属性的设置：按要求设置表单对象的类型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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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7： 

制作网页特效 
10 

按要求设置页面属性。

使用行为制作网页特效。 

插入用 JavaScrip 特效代码。 

合计 100  

    注：带*的模块为选测内容。 

四、命题及考务安排：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命题，专家将从上述七个模块中任选若干个模块进行综合命题，其

中“实践操作题”分值占 80%，理论试题分值占 20%。 

本项技能抽测的时间为 2 个小时，各校可安排多个机房同时开考。同时，为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各县市教研

室，每个场次须安排 1 位外校监考教师和 1 位本校教师共同负责监考工作，考点学校另需安排机房管理员进行设

备现场维护，以保证技能测试的软硬件环境正常运转。 

五、成绩评定 

抽测完成后，各县市教研室组织相关教师进行“理论和实操”的阅卷评分，并将初评结果和学生作品上报到

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可对上报的学生作品进行复评，复评结果与初评结果比较后，由宁

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确定最终测试成绩和等级。 

抽测结果分 A、B、C、D、E 五档，90 分及以上为 A，80 分及以上为 B、70 分及以上为 C，60 分及以上为 D，

60 分以下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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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技能教学标准及检测方案 

 

一、课程概述 

（一）、教学性质 

Visual Basic（简称 VB）可视化编程对于中职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使学生从学习使用计算机软件的应用型角色转变到开发设计计算机软件的设计者角

色。学生不但会学到可视化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知识，也将学到编程思想与方法。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或深入的程

序设计奠定基础。 

此技能教学标准和检测方案是在综合中职计算机专业学生认知水平及学习习惯的基础上确定的。通过此标准

和方案的实施，既能使中职计算机专业教师对 VB 的教学有所依，又能使学生在不失兴趣与信心的情况下掌握 VB

编程工具的使用，并能解决相对简单的实际问题。 

（二）、教学理念 

本项技能的教学设计可采用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紧紧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来选择教学内容；

也可根据实际项目任务的需要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的顺序；变知识本位为能力本位，以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

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创设实际项目情境，结合考核要求，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教学设计 

本技能教学标准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本位，适合学生的思维发展规律，同时体现学生学习计算机编程语言的

一般过程。 

同时以就业为导向，以计算机语言基础、VB 工具使用、实际项目开发为主线，以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岗位

职业能力为依据，紧密结合浙江省普通高职（单考单招）计算机考试大纲的要求，确定技能教学内容。 

为了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理念，将本技能的教学活动分解成若干任务或工作情景，以任务为

单位组织教学，以各种任务要求为载体引出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完成各个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掌握编程

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本技能教学建议 72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任务引领、实践活动，学习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掌握 Visual Basic 的基本语法、

常用控件用法和常用的算法，培养编程意识，学会用 VB 开发较简单的项目任务。在完成本课程相关项目任务的

过程中，培养诚实、守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理解可视化编程中类、对象、属性、方法、事件、事件过程的概念。 

②了解 VB 的功能、特点及开发过程。 

③掌握控件的命名和属性值的设置。 

④掌握控件的画法（控件的添加与删除、调整控件的大小与位置、窗体与控件的布局调整）。 

⑤掌握对象的常用属性（Name、Caption、Top、Left、Width、Height、Enabled、Visible、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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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olor、Font 等）。 

⑥掌握窗体的常用属性（Picture、MaxButton、MinButton、ControlBox、BorderStyle、StartUpPosition

等）。 

⑦掌握 VB 中的常用事件（Click、DblClick、Load、Unload、Gotfocus、Lostfocus、Change 等）。 

⑧掌握窗体的常用方法（Load、Unload、Hide、Show、Move、SetFocus 等）。 

⑨掌握常用控件（标签、文本框、命令按钮、单选按钮、检查框、框架、列表框、组合框、水平/垂直滚

动条、时钟）的基本属性、方法及在程序中的应用。 

⑩掌握控件数组的创建与应用。  

⑪掌握 VB 中的数据类型（Byte、Boolean、Integer、Long、Single、Double、Currency、Date、String、

Object、Variant）。 

⑫掌握常量与变量的概念，以及变量的定义方法。  

⑬掌握 VB 的三种运算（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运算）。  

⑭掌握 VB 的标准函数（ABS、RND、SQR、Int、Str、Val、ASC、Chr、Len、Left、Right、Mid、InStr、

Date、Time、Day、Month、Year、Fix、Trim）。 

⑮掌握数据的输入（InputBox 函数）与数据的输出（MsgBox 函数、Print 语句）的基本用法。  

⑯掌握三种基本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并能正确的阅读、分析、调试 VB程序。 

⑰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⑱掌握累加、累乘、求最值、文本图形输出、排序等编程方法。 

2．过程与方法 

①经历各种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②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运用观察、实验、查阅资料等多种手段获取信息，并运用比较、分类、归纳、概括

等方法对信息进行加工。 

③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计划、反思、评价和调控，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④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一体化学习过程，深入了解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⑤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尝试经过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尝试运用技术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具有良好的编程习惯、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②有参与科技活动的热情，有将计算机知识应用于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意识，勇于探究各种实际问题。 

③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④有主动与他人合作的精神，有将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交流的愿望，敢于坚持正确观点，勇于修正错误，具

有团队精神。 

⑤养成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学习和探索创新

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内容 

模块一：可视化编程与 VB 开发环境 

项目内容 
1. 可视化编程的相关概念。    2. VB 版本分类及开发需求。 

3. VB 的功能和特点。         4. VB 程序的开发过程。 

教学要求 

1. 理解可视化编程中类、对象、属性、方法、事件、事件过程的概念。 

2. 了解 VB 发展概况、特点、版本、安装和启动 

3. 掌握 VB6.0 及开发集成环境主要组成部分及其使用 

4. 掌握 VB 程序的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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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了解 VB 联机帮助功能的使用方法。 

素材准备 介绍 VB 基本知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 

参考课时 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可视化编

程的相关

概念 

1. 了解图形用户界面（GUI）概念。 

2. 了解“所见即所得（WYSIWYG）”概念。 

3. 了解“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OOP）”

概念。 

4. 理解类、对象、属性、方法的概念。 

5. 理解事件及事件过程概念。 

1. 列举现实生活中有图形用户界面的实例。 

2. 举例说明什么是对象、属性、方法和事件。 

3. 举例说明对象、属性、方法和事件的关系。 

任务二 

VB 开发平

台 

1. 了解 VB 开发平台（三种版本）及其需求。 

2. 了解 VB 的功能和特点。 

3. 熟悉 VB 的开发环境。 

1. 掌握 VB6.0 中文版的安装与启动。 

2. 熟悉 VB 集成环境各窗口的关闭、打开和移动操

作。 

任务三 

简单 VB 案

例设计 

1. 掌握设计 VB 程序的一般步骤。 

2. 了解 VB 的开发模式。 

3. 了解工程文件(.Vbp)所包含的文件类

别。 

1. 熟悉设计 VB 程序的一般步骤。 

2. 掌握获取帮助的方法。 

模块二：VB 中的对象、窗体和基本控件 

项目内容 1. VB 中的对象。          2 窗体与控件。       3. 基本控件的常用属性及使用。 

教学要求 

1. 理解 VB 中的对象概念、属性及其设置。 

2. 理解 VB 中对象的事件与方法。 

3. 掌握窗体对象的常用属性、事件和方法及其使用。 

4. 掌握控件的添加/删除、控件大小与位置的调整。 

5. 掌握文本框、标签和命令按钮控件的常用属性、事件和方法及其使用。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对象、窗体、基本控件知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 

参考课时 10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VB 中的对

象 

1. 理解 VB 中对象的概念。 

2. 理解 VB 中对象的属性、事件及方法。 

1. 学会设置对象属性值（静态设置、动态设置）。 

2. 学会确定对象的相应事件。 

3. 学会找到为对象相应事件编写代码的位置。 

4. 掌握调用对象方法的格式。 

任务二 

VB 中的窗

体 

1. 了解 VB 窗体的结构组成。 

2. 了解 VB 窗体的常用属性。（Picture、

MaxButton 、 MinButton 、 ControlBox 、

BorderStyle、StartUpPosition 等） 

3. 掌握窗体的常用事件。（Click、DblClick、

Load、Unload 等） 

4. 掌握窗体的常用方法。（Load、Unload、

Hide、Show、Move、SetFocus 等） 

1. 学会创建窗体。 

2. 掌握窗体的布局设计。 

3. 学会设置窗体的属性。 

4. 学会为窗体相应事件编写代码。 

5. 学会调用相应的窗体方法。 

任务三 1. 了解控件的分类和命名规则。 1. 学会控件的添加/删除、调整大小与位置等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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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中的控

件 

2. 控件对象焦点的概念。 

3. 了解控件对象获得焦点的方法。 

作。 

2. 掌握控件的布局调整方法。 

3. 掌握控件的命名与属性值的设置。 

4. 熟悉控件焦点的控制方法。 

任务四 

标签的操

作 

1. 理解标签的命名规则。 

2. 标签中显示文本对齐方式属性。 

3. 标签大小自适应于文本属性（AutoSize）。 

4. 理解标签的作用及适用场合。 

1. 学会标签的添加/删除。 

2. 学会调整标签的大小与位置。 

3. 掌握标签的命名方法。 

4. 学会设置标签中显示文本的对齐方式。 

5. 学 会 设 置 标 签 大 小 为 自 适 应 于 文 本

（AutoSize）。  

任务五 

文本框的

操作 

1. 理解文本框的命名规则。 

2. 掌 握 文 本 框 的 常 用 属 性 的 设 置

（ Alignment 、 Text 、 MultiLine 、

ScrollBars、Locked、PasswordChar） 

3. 了 解 文 本 框 的 常 用 事件 （ Change 、

GotFocus、LostFocus）。 

4. 文本框的常用方法（SetFocus）。 

5. 理解文本框的作用及适用场合。 

1. 学会文本框的添加/删除。 

2. 学会调整文本框的大小与位置。 

3. 掌握文本框的命名方法。 

4. 掌握控制文本框中显示的文本的控制。

（Text、MultiLine、ScrollBars、Locked、

PasswordChar） 

5. 熟悉应用文本框的事件（Change、GotFocus、

LostFocus）。 

6. 熟悉应用文本框的方法（SetFocus）。 

任务六 

命令按钮

的操作 

1. 理解命令按钮的命名规则。 

2. 命令按钮的常用属性（Caption、Style、

Picture、Default、Cancel、ToolTipText）。 

3. 命令按钮的常用事件（Click）。 

4. 理解命令按钮的作用及适用场合。 

1. 学会命令按钮的增/删、调整大小与位置等操

作。 

2. 掌握命令按钮的命名方法。 

3. 学会设置按钮的访问键（Caption）。 

4. 学会默认按钮与取消按钮的设置（Default、

Cancel）。 

5. 学会设置增强按钮的视觉效果（Style、

Picture）。 

6. 学会为按钮增加动态提示（ToolTipText）。 

7. 掌握为命令按钮编写代码（Click 事件）。 

模块三：VB 语言基础 

项目内容 
1. 数据类型。              2. 常量与变量。         3. 运算符和表达式。         

4. 标准函数。              5. 数据的输入输出。 

教学要求 

1. 理解变量与常量的概念、掌握其定义和使用 

2. 了解 VB 中各种数据类型的表示范围。 

3. 掌握掌握各种运算符、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4. 常用 VB 的常用内部函数的使用。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数据类型、常量、变量、运算、表达式、标准函数、数据输入输出等知识的课件。 

参考课时 1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数据类型、

1. 熟悉 VB 中的常用数据类型（Boolean、

Integer、Long、Single、Double、Currency、

1. 能正确定义常量与变量。  

2. 掌握变量赋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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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变量

的 概 念 及

使用 

Date、String）。 

2. 了解各种数据类型的表示范围。 

2. 了解常量和变量的概念。 

3. 掌握变量的命名规则。 

4. 掌握自定义符号常量及变量的定义方法。 

5. 理解变量的赋值。 

3. 能修改程序中的常量与变量的定义错误 

任务二 

运 算 符 和

表达式 

1. 掌握常用算术运算符：+、-、*、/、\、Mod、

^。 

2. 掌握字符串运算符:&、+。 

3. 掌握常用关系运算符：=、>、>=、<、<=、<>。 

4. 掌握逻辑运算符：And、Or、Not。 

5. 掌握表达式的书写。 

6. 了解各种数据类型的区别与联系。 

7. 理解运算符的优先级。 

1. 能熟练应用 VB 各类运算符。 

2. 能合理使用 VB 语言正确书写表达式。 

3. 能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任务三 

常 用 标 准

函 数 的 使

用 

1. 数学函数：Abs(x)、Rnd(x)、Int(x)、Fix(x)、

Sqr(x)。 

2. 转换函数：Asc(S)、Chr(N)、Val(S)、Str(N)、

Log(N)。 

3. 字 符 串 函 数 ： InStr([N1,]S1,S2) 、

Left(S,N)、Mid(S,N1[,N2])、Right(S,N)、

Len(S)。 

4. 日期函数：Date[()]、Day(C|N)、Month(C|N)、

Time[()]、Year(C|D)。 

1. 会正确书写包含函数的表达式。 

2. 能修改表达式的书写或系统函数使用的错误 

任务四 

数 据 的 输

入输出 

1. 利用文本框输入数据。 

2. 利用 InputBox 函数输入数据。 

3. 利用 MsgBox 函数输出数据。 

4. 了解 Spc(n)、Tab(n)、 ；(分号)、 ，(逗号)

在 print 中的功能 

5. 理解不同方法的作用及适用场合。 

1. 掌握利用文本框输入数据。 

2. 掌握利用 InputBox 函数输入数据。 

3. 掌握利用 MsgBox 函数输出数据。 

4. 掌握利用 Print 方法输出数据。 

5. 学会选择合适的输入输出方法编写 VB 程序

以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四：顺序结构 

项目内容 1. 算法的概念。     2. VB编码规则。     3. 顺序结构。 

教学要求 

1. 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方法。 

2. 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 

3. 掌握 VB 编码规则。 

4. 用顺序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算法、顺序结构、VB 编码规则等知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 

参考课时 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算法的概

念 

1. 理解算法的概念。 

2. 了解算法的结构。 

1. 用算法的概念列举现实生活的案例。 

2. 能将某个现实生活过程或工作步骤算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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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顺序结构 

1. 顺序结构概念。 

2. VB 编码规则。 

1. 掌握赋值语句的使用。 

2. 熟练使用文本框、inputbox()、msbbox()、print

进行数据的输入/输出。 

3. 用顺序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五：选择结构 

项目内容 1. 选择结构概念。          2. IF 语句。          3. Select Case 语句。 

教学要求 

1. 理解选择结构基本格式、功能及流程图。 

2. 掌握单行 IF 语句、块 IF 语句、Select Case 语句的基本用法。 

3. 掌握 IF 语句的嵌套知识。 

5. 掌握判断奇、偶性的算法和求最大（小）值的算法。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选择结构、单行 IF 语句、块 IF 语句、Select Case 语句等知识的课件。 

参考课时 8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单行 IF 语

句 

1. 理解选择结构概念。 

2. 掌握单行 IF 语句的格式： 

If <条件> Then <语句 1> [Else <语句

2>] 

3. 理解单行 IF 语句作用及适用范围。 

1. 能用单行 IF语句编写 VB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务二 

块 IF 语句 

1. 掌握块 IF 语句格式 1： 

If <条件 1> Then 

<语句序列 1> 

Else 

 <语句序列 2> 

   End If 

2. 掌握块 IF 语句格式 2： 

If <条件 1> Then 

<语句序列 1> 

[ ElseIf <条件 2> Then 

 <语句序列 2> ] 

     „„ 

   [ Else 

<语句序列 n> ] 

3. 理解块 IF 语句作用及适用范围。 

1. 能用块 IF 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务三 

Select 

Case 语句 

1. 掌握 Select Case 语句格式： 

   Select Case 测试表达式 

      [Case 表达式列表 1 

<语句块 1>] 

      [Case 表达式列表 2 

<语句块 2>] 

      „„ 

1. 学会根据实际问题编写“表达式列表”； 

2. 能用 Select Case 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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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Else 

<语句块 n>] 

    End Select 

2. 掌握“表达式列表”的 3 种情况： 

   ①数值型、字符型常量或表达式； 

   ②使用“to”来表示数值或字符常量区间； 

   ③使用“Is 表达式”来表示数值或字符

串区间。 

3. 理解 Select Case 语句作用及适用范围。 

模块六：循环结构 

项目内容 1. 循环结构概念。      2. For 循环。      3. 当型循环。      4.Do 循环。 

教学要求 

1. 理解循环结构的基本格式、功能及流程图。 

2. 掌握 For„Next、While、Do„Loop 循环语句的应用。 

3. 理解循环嵌套知识。 

4.掌握其他辅助控制语句。 

5. 掌握使用循环结构进行累加、连乘、求最值、求素数、输出图形等程序设计。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循环结构、For 循环、当型循环、Do 循环等知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 

参考课时 1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For 循环 

1. 理解循环结构概念； 

2. For 循环格式： 

   For <循环变量> = <循环变量初值> To <

循环变量终值>  Step <步长>] 

      [<循环体语句序列>] 

      [Exit For] 

Next [<循环变量>] 

3. 理解 For 循环作用及适用范围。 

1. 掌握 For 循环语句格式； 

2. 能用 For 循环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

题。 

任务二 

当型循环 

1. 当型循环格式： 

   While <条件> 

      [<语句序列>] 

   Wend 

2. 理解当型（While- Wend）循环作用及适

用范围。 

1. 掌握当型（While- Wend）循环语句格式； 

2. 能用当型（While- Wend）循环语句编写 VB 程

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务三 

Do 循环 

1. Do 循环格式 1： 

   Do [While | Until 条件] 

      [<语句序列>] 

      [Exit Do] 

   Loop 

2. Do 循环格式 2： 

   Do 

      [<语句序列>] 

      [Exit Do] 

   Loop [While | Until 条件] 

1. 掌握 Do 循环语句格式； 

2. 能用 Do循环语句编写 VB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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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 Do 循环作用及适用范围。 

*任务四 

多重循环 

1. 多重循环概念； 

2. 多重循环语句注意事项： 

   ①外循环必须完全包含内循环，不可以出

现交叉现象； 

   ②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循环变量名称不能

相同。 

3. 理解多重循环语句作用及适用范围。 

1. 熟悉多重循环语句写法； 

2. 能用多重循环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

题。 

注意事项 *为选学内容。 

模块七：常用控件 

项目内容 

1. OptionButton（单选按钮）。              2. CheckBox（检查框）。 

3. Frame（框架）。                         4. ListBox 与 ComboBox（列表框和组合框）。 

5. HScrollBar（水平滚动条）与 VScrollBar（垂直滚动条）。 

6. Timer（时钟）。 

教学要求 

1. 掌握单选钮、复选框、框架、列表框、组合框、滚动条和时钟等控件的常用属性、方法和事件

的使用。 

2. 能合理地选择控件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单选按钮、检查框、框架、列表框、组合框、水平滚动条、垂直滚动条及时钟等知

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 

参考课时 1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单选按钮 

1. 单选按钮属性（Alignment、Value、Style）。 

2. 单选按钮事件（Click）。 

3. 理解单选按钮作用及适用范围。 

1. 掌握单选按钮的使用。 

2. 能用单选按钮编写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务二 

检查框 

1. 检查框属性（Alignment、Value、Style）。 

2. 检查框事件（Click）。 

3. 理解检查框作用及适用范围。 

1. 掌握检查框的使用。 

2. 能用检查框编写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务三 

单选按钮、

检查框、框

架综合运

用 

1. 了解单选按钮和检查框的应用。 

2. 了解框架属性（Enabled、Visible）。 

4. 理解框架作用及适用范围。 

1. 掌握单选按钮、检查框、框架等控件的使用。 

2. 能综合使用单选按钮、检查框、框架编写程序

以解决实际问题。 

任务四 

列表框和

组合框 

1. 了解列表框和组合框的属性（ List、

Listindex、ListCount、Selected、Text、

Style）。 

2. 了解列表框和组合框的事件（Click）。 

3. 了解列表框和组合框的方法（AddItem、

RemoveItem、Clear）。 

4. 理解列表框和组合框作用及适用范围。 

1. 掌握列表框和组合框的使用。 

2. 能用列表框和组合框编写程序以解决实际问

题。 

任务五 

水平滚动

1. 了解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的属性

（ Value 、 Max 、 Min 、 LargeChange 、

1. 掌握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的使用。 

2. 能用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编写程序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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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垂直

滚动条 

SmallChange）。 

2. 了解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的事件

（Scroll、Change）。 

3. 理解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作用及适用

范围。 

决实际问题。 

任务六 

时钟 

1. 了 解 时 钟 的 常 用 属 性 （ Interval 、

Enabled）。 

2. 了解时钟的常用属性（Timer）。 

3. 理解时钟作用及适用范围。 

1. 掌握时钟控件的使用。 

2. 能用时钟控件编写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八：数组 

项目内容 1. 数组概念。     2. 一维数组及应用。     3. 控件数组。 

教学要求 

1. 明确数组的用途。  

2. 掌握一维数组元素的定义和引用方法。 

4. 掌握控件数组的建立与应用方法。 

5. 掌握数组的基本操作及相关算法 

素材准备 介绍 VB 中数组概念、一维数组及控件数组等知识的各类视频、图片、课件等教学资源。 

参考课时 8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数组的概

念 

1. 理解数组的概念。 

2. 掌握数组的定义方式 1： 

   DIM 数组名(下标上界 [,(下标上界)] ) AS 

类型名称 

3. 了解数组的定义方式 2： 

   DIM 数组名(下标下界 to 下标上界 [,(下

标下界 to 下标上界)] ) AS 类型名称 

4. 了解静态数组和动态数组的区别。 

5. 掌握数组的清除和重定义方法。 

6. 理解数组的作用及适用条件与范围。 

1. 用工作生活中的实例举列数组案例。 

2. 掌握定义数组的方法。 

3. 掌握数组的清除和重定义方法。 

任务二 

一维数组

及应用 

1. 理解一维数组的作用及适用条件与范围。 1. 掌握一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2. 掌握常见的排序算法（选择法、冒泡法）。 

2. 掌握利用一维数组编写 VB程序以解决实际问

题。 

任务三 

控件数组 

1. 理解控件数组的概念。 

2. 理解控件数组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1. 掌握创建控件数组的创建和引用的方法。 

2. 掌握利用控件数组编写 VB程序以解决实际问

题。 

四、检测评价 

1. 检测评价办法。 

本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出的态度、参与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合作能力，

使用计算机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安全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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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结性评价包括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1）阶段性评价是指学生在学完 VB 课程某一章节的内容后，通过某一“任务”的掌握程度而实施的评价。

（阶段性评价实施方案见附件 1） 

（2）综合性评价是对学生完成 VB 课程学习后的综合评价。参加上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理实一体实践操作

测试。测试内容为“VB 技能测试”。 

本课程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总成绩（100%）=形成性评价成绩（30%）+终结性评价成绩（70%） 

形成性评价成绩（30%）=课堂任务完成情况（20%）+出勤与态度（10%） 

终结性评价成绩（70%）=阶段性评价成绩（30%）+综合性评价成绩（40%） 

2. 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形成性评价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频繁的部分，教师应采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评价

软件系统）组织好学生开展课堂任务实施情况的评价，要设计好每次上课内容的评价表，评价表中即要体现知识

技能的学习情况的评价，也要注重“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交流沟通”等一般能力的形成性评价。评价的形式可

采取“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等，评价的方法可采取交流、展示、竞赛等多种形式。 

在阶段性模块测试评价过程中，要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主评教师一起参与评价。 

3. 学生作品和评分档案的保管。 

    各校要为每个学生建立“作品档案”文件夹，“作品档案”文件夹以“班级名称”和“学生姓名”为名，学

生各个模块测试的作品和评分报告单以文件或图片形式存入“作品档案”文件夹中，以备核查、交流。 

五、资源要求 

1. 建议本课程采用的文字教材为《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陈建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本课程的理论授课教室应配有多媒体投影设备。 

3. 本课程实训场地主要为计算机房，要求网络畅通且能根据需要开通因特网。 

4. 机房内的所有电脑要保证 WindowsXP 能顺利运行，CPU 配置要求奔腾Ⅳ1.8G 以上，内存不低于 512MB，

硬盘不低于 100G。 

5. 机房内的所有电脑应装有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中文版软件。 

6. 机房应装有电子教室软件以便于广播教学及文件发送。 

 

附件 1：《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附件 2：《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83 

附件 1：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为促进学生学习 VB 课程的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职高学生对 VB 的基本编程能力，特提出在高一计算

机专业学生的《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课程中实施“模块测试”的倡议。本倡议是基于对学生进行过程化考核的

理念，通过八大模块 23 个项目的测试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测试时间安排在晚自

修或其他时间进行。 

模块 

名称 
测试任务 任务内容及有关实施建议 

可视化

编程与

VB 开发

环境 

任务 1. 可视化编程

的相关概念与 VB 开

发平台 

类、对象、属性、方法、理解事件及事件过程概念； 

VB 开发平台（三种版本）及其需求； 

VB 的功能和特点； 

VB 的开发环境。 

理论知识可采

用理论测试方式，

也可以使用测试软

件在机房进行，以

避免学生因要强记

内容而失去学习兴

趣。检查学生对有

关概念是否理解。 

技能技能采用

上机操作测试方

式，学生保存相关

文件并上传，最后

由教师对学生操作

的熟练程度及作品

效果进行评定并反

馈信息给学生。 

任务 2. 简单案例设

计 

VB 程序的开发过程； 

VB 的开发模式； 

获取帮助。 

VB 中的

对象、窗

体和基

本控件 

任务 1. VB 中对象、

窗体、控件的概念 

VB 对象的属性、事件及方法概念； 

VB 窗体的结构组成及常用属性； 

控件的分类、命名规则； 

对象焦点的概念及控件对象获得焦点的方法。 

任务 2. 标签、文本框

的操作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标签、文本框的相关操作。 

任务 3. 命令按钮的

操作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标签、文本框、命令按钮的相关操

作。 

VB 语言

基础 

任务 1. VB 语言基础

相关相关概念 

数据类型、常量、变量的概念及使用； 

运算符的使用； 

写表达式、求表达式的值。 

任务 2. 常用标准函

数 

数学函数、转换函数、字符串函数、日期函数 

任务 3. 数据的输入

输出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文本框、InputBox 函数输入数据

功能；MsgBox 函数、Print 方法输出数据功能。 

顺序 

结构 

任务 1. 顺序结构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顺序语句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

求。 

选择 

结构 

任务 1. 单行 IF、块 IF

语句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单行 IF、块 IF 语句编写 VB 程序

的功能要求。 

2. Select Case 语句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 Select Case 语句编写 VB 程序的

功能要求。 

循环 

结构 

任务 1. For 循环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 For 循环语句编写 VB 程序的功

能要求。 

任务 2. 当型（While- 

Wend）循环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当型（While- Wend）循环语句

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求。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84 

任务 3. Do 循环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 Do 循环语句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

要求。 

任务 4. 多重循环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多重循环语句编写 VB 程序的功

能要求。 

常用 

控件 

任务 1. 单选按钮

（OptionButton）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单选按钮控件编写 VB 程序的功

能要求。 

任务 2. 检查框

（CheckBox）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检查框控件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

要求。 

任务 3. 框架（Frame）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框架控件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

求。 

任务 4. 列表框与组

合框（ListBox 与

ComboBox）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列表框与组合框控件编写 VB 程

序的功能要求。 

任务 5. 垂直滚动条

与水平滚动条

（HScrollBar 与

VScrollBar）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垂直滚动条与水平滚动条控件编

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求。 

任务 6. 时钟（Timer）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时钟控件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

求。 

数组 

任务 1. 一维数组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一维数组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

求。 

任务 2. 控件数组 实例操作，实例包含用控件数组编写 VB 程序的功能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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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一、抽测对象 

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及应用大类专业的学生，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依照当年度学生注册名单确定

抽查学生名单。被抽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被抽测学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参加抽测。 

二、抽测时间 

本项技能抽测采取“上机实操+理论测试”的形式，考生根据考试组织单位提供的素材和设计要求，在 120

分钟内，利用 Visual Basic 进行程序设计，并完成理论试题。 

抽测时间一般安排在学期结束前 2 周内进行。 

三、抽测项目及要求 

抽测模块 分值 抽测要求 

模块 1： 

可视化编

程与 VB 开

发环境 

5 

 熟悉 VB 的开发环境。 

 掌握 VB 程序的开发过程。 

 掌握获取帮助的方法。 

模块 2： 

VB 中的对

象、窗体和

基本控件 

10 

 设置对象属性值、确定对象的相应事件。 

 为对象的相应事件编写代码、掌握调用对象方法的格式。 

 操作窗体（创建、布局、设置属性、编写事件代码、调用方法）。 

 操作控件（添加/删除、调整大小与位置、命名、设置属性、焦点控制）。 

 操作标签控件。 

 操作文本框控件。 

 操作命令按钮控件。 

模块 3： 

VB 语言基

础 

10 

 变量的命名规则。 

 自定义符号常量及变量的定义方法。 

 变量赋值的方法。 

 应用算术、字符串、关系及逻辑运算符。 

 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 

 判断各类运算符的优先级。 

 求相应表达式的值。 

 根据要求写出相应的表达式。 

 利用文本框输入数据。 

 利用 InputBox 函数输入数据。 

 利用 MsgBox 函数输出数据。 

 利用 Print 方法输出数据。 

模块 4： 

顺序结构 
5 

 算法的概念。 

 VB 编码规则。 

 用顺序语句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 5： 

选择结构 
20 

 掌握单行 IF 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块 IF 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 Select Case 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 6： 20  掌握 For 循环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86 

循环结构  掌握当型（While- Wend）循环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 Do 循环语句格式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熟悉多重循环语句写法并能用其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 7： 

常用控件 
20 

 掌握单选按钮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检查框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框架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列表框和组合框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时钟的使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模块 8： 

数组 
10 

 定义数组的方法。 

 数组的清除和重定义方法。 

 一维数组的定义、引用。 

 利用一维数组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控件数组的创建、引用方法。 

 利用控件数组编写 VB 程序以解决实际问题。 

合计 100  

四、命题及考务安排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命题，专家将从上述八个模块中任选若干个模块进行综合命题，试

卷形式为“1+1+X”，即“理论题+必做题+自选题”，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情况，在选做题 A 和 B 中选择一类。

具体内容见下表： 

理论题 共有 20 题单选题，共计 20 分 

实践题 

必做题 共有 5 小题，共计 50 分；题型为“程序调试”、“程序设计”，难度级别为“低” 

选做题 A 共有 2 小题，共计 30 分；题型为“程序设计”，难度级别为“高” 

选做题 B 共有 2 小题，共计 20 分；题型为“程序设计”，难度级别为“中” 

本项技能抽测的时间为 2 个小时，各校可安排多个机房同时开考。同时，为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各县市教研

室，每个场次须安排 1 位外校监考教师和 1 位本校教师共同负责监考工作，考点学校另需安排机房管理员进行设

备现场维护，以保证技能测试的软硬件环境正常运转。 

五、成绩评定 

抽测完成后，各县市教研室组织相关教师进行“理论和实操”的阅卷评分，并将初评结果和学生作品上报到

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可对上报的学生作品进行复评，复评结果与初评结果比较后，由宁

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确定最终测试成绩和等级。 

抽测结果分Ａ、Ｂ、Ｃ、Ｄ、Ｅ五档，90 分及以上Ａ，80 分及以上为Ｂ，70 分及以上为Ｃ，60 分及以上为

Ｄ，60 分以下为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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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文字录入》技能教学标准及检测 

 

一、课程概述 

（一）教学性质 

文字录入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通过《文字录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熟练使用计算机键盘，掌握正确的坐姿、指法分工和击键方法，能熟练地盲打输入英文字符，达到每分钟速

度 120 字及以上，同时学习五笔字型输入法和搜狗拼音输入法等，能熟练地盲打输入中文，达到每分钟速度 50

字及以上，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扎实的打字基础。 

（二）教学理念 

本项技能教学以上机实践为主，本着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教学理念，互动教学，小步骤教学，积

极采用竞赛机制上课，实时评价，过程评价，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教学设计 

本项技能的教学设计，将每个教学任务分解成看一看、想一想、练一练、比一比等环节，借助文字录入练习

软件，简化学习内容，优化学习步骤，激发学习兴趣，逐步达到让学生愿学、乐学、肯学、会学的目的。以本专

业方向学生必须具备的岗位职业能力为依据，紧密结合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操作员中级的技能要求，确

定技能教学内容。 

本项技能教学建议 72 课时。 

二、教学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学习本门课使学生了解计算机键盘及分区情况，掌握四个键区中各键的主要功能，掌握正确的坐姿和指

法，熟悉手指键位分工，掌握正确的击键方法，熟练录入英文字符，达到每分钟盲打 120字及以上（错误率不超

过 1%）；了解五笔字型编码基础，熟悉字根在键位上的分布规律，了解字根间的结构关系和汉字的三种字型结构，

掌握各类汉字的拆分规则和编码规则，熟练简码和词组录入，选择五笔字型输入法或其中一种拼音输入法熟练录

入文字，达到每分钟 50 字及以上（错误率不超过 2%）。 

（二）具体目标 

1.知识与技能 

① 认识计算机键盘及分区。 

② 掌握正确的坐姿和指法，熟悉手指键位分工。 

③ 掌握正确的击键方法，熟练录入英文字母、符号和数字。 

④ 了解五笔字型编码基础。 

⑤ 熟悉全键盘字根分布。 

⑥ 掌握汉字和词组的编码规则，熟悉末笔识别码的判别方法。 

⑦ 掌握搜狗拼音输入法的安装和使用。 

⑧ 了解智能 ABC、微软拼音等输入法的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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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了解看稿录入文章的操作要点。 

2.过程与方法 

① 通过观察、听讲和亲身操作，了解计算机键盘的外形结构和分区，端正坐姿，熟悉手指键位分工。 

② 通过反复训练、测试和比赛，熟练英文录入，达到每分钟盲打 120 个及以上英文字母与字符，错误率不

超过 1%。 

③ 通过观察、类比和实践，熟悉五笔字根分布，掌握五笔字型编码方法，了解常用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技巧。 

④ 通过练习、测试、比赛等方法，提高五笔或拼音输入文字的速度，达到每分钟录入 50 个汉字及以上，

错误率不超过 2%。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 培养学生养成盲打的良好打字习惯。 

② 帮助学生逐步树立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 

③ 逐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 

模块一：英文指法 

项目内容 
1. 认识熟悉键盘，掌握正确的坐姿、指法和击键方法。 

2. 练习盲打输入英文字母、符号和数字。 

教学要求 

1. 认识计算机键盘及分区。 

2. 掌握正确的坐姿和指法，熟悉手指键位分工。 

3. 掌握正确的击键方法，熟练录入英文字母、符号和数字。 

素材准备 键盘分区、正确坐姿、手指分工等图片，盲打的视频，打字高手练习软件。 

参考课时 16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认识熟悉键盘 

1. 了解计算机键盘及分区情况 

2. 掌握四个键区中各键的主要功能 

3. 熟悉手指键位分工 

4. 练习基准键 ASDFJKL;  

1. 掌握正确的坐姿和指法 

2. 掌握正确的击键方法 

3. 有规律地练习每个手指头的指法和键感，扎

实盲打基础 

任务二 

练习英文字母

键 

1. 练习 EI、GH 键 

2. 练习 RTUY、WQOP 键 

3. 练习 VBMN、CXZ?键 

4. 综合练习小写字母键 

1. 把握键位，体会键感，控制出手距离 

2. 要求准确、快击 

任务三 

练习输入符号

和数字 

1. 了解符号的类型和大致分布 

2. 掌握 Shift 键的作用 

3. 练习输入符号 

4. 练习输入数字 

1. 合理使用左/右 Shift 键 

2. 数字和简单运算符可采用单手小键盘输入 

任务四 

综合练习全键

盘字符 

1. 掌握 Caps Lock 键的作用 

2. 综合练习全键盘字符 

1. 个别大写字母可配合 Shift 键输入 

2. 要求准确、快击、连贯 

任务五 

练习与测试英

文文章 

1. 练习英文文章 

2. 测试英文文章 

要求达到每分钟盲打 120 字及以上英文字母与字

符，错误率不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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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随时纠正学生的不良坐姿和打字习惯 

2. 时时要求学生养成盲打的良好习惯 

模块二：五笔字型输入法 

项目内容 

1. 重新认识汉字笔画和字型等 

2. 五笔字型字根分布规律 

3. 汉字的输入规则 

4. 末笔识别码的判别方法 

5. 词组的编码规则 

教学要求 

2 了解五笔字型编码基础 

3 熟悉全键盘字根分布 

4 掌握汉字和词组的编码规则 

5 熟悉末笔识别码的判别方法 

素材准备 五笔字根表（包括助记口诀等） 

参考课时 32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重新认识汉字 

1. 熟悉五种笔画的划分 

2. 了解字根的选取、字根间的结构关

系 

3. 重新认识汉字的三种字型结构 

1. 能根据笔画的运笔方向判断笔画 

2. 能够准确判断字根间的结构关系 

3. 能够准确判断汉字的三种字型结构 

任务二 

五笔字型字根 

1. 熟悉五笔字型字根 

2. 归纳字根的分布规律 

3. 分区反复练习字根 

4. 综合练习全键盘字根 

1. 根据字根的分布规律，结合助记口诀，熟悉字根

分布 

2. 盲打练习字根，要求速度达到 50 字/分钟及以上 

任务三 

汉字输入规则 

1. 了解五笔字型编码规则 

2. 掌握键名字、成字、键外字的输入

方法 

3. 掌握一、二、三级简码的输入方法 

4. 掌握末笔识别码的判别方法 

5. 了解学习键 Z 的用法 

1. 通过打字高手软件练习各类汉字的录入，掌握其

编码规则，熟悉各级简码 

2. 能够根据汉字的末笔和字型结构，准确判别末笔

识别码 

3. 能够应用学习键 Z 录入部分难拆的字 

任务四 

词组输入规则 

1. 掌握二字词的编码规则 

2. 掌握三字词的编码规则 

3. 掌握多字词的编码规则 

通过打字高手软件练习词组，达到熟悉词组（尤其是

二字词）的目的，以最终提高文章录入速度。 

任务五 

练习文章 

1. 练习政治类文章 

2. 练习专业类文章 

3. 测试文章 

1. 练习文章要求准确、连贯，通过练习提高录入速

度 

2. 测试文章要求达到每分钟盲打 30 字及以上，错

误率不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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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学习五笔的第一个难关是记忆字根，建议助记字根，重在归纳字根分布的规律，多加练习，

可以先分区练习，后全字根练习，切忌死记硬背。 

2. 学习五笔另一个难攻克的关是拆字，建议可以尝试“无键练习”，即“看字拆”，或者借助

“五笔打字通”等软件强化练习。 

3. 学习五笔的又一个难关是不知道如何判断末笔识别码，建议开始使用五笔录入汉字时就开

始讲解末笔识别码的判断，多强调，多训练，熟能生巧。 

4. 五笔基本学会后，提速的关键是熟悉简码（尤其是一、二级简码）和词组（尤其是二字词

组），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两块内容的训练。 

 

模块三：拼音输入法 

项目内容 

1. 输入法设置与切换 

2. 搜狗拼音输入法使用方法及技巧 

3. 智能 ABC 输入法使用方法及技巧 

4. 微软拼音输入法使用方法及技巧 

教学要求 

1. 掌握输入法的添加、删除设置及快速切换方法 

2. 掌握搜狗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3. 了解智能 ABC 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4. 了解微软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素材准备 常用的拼音输入法使用技巧 

参考课时 4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搜狗拼音输入

法使用方法及

技巧 

1. 输入法的添加、删除设置及快速切

换方法 

2. 输入法状态栏的使用 

3. 搜狗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方法 

4. 搜狗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技巧 

1. 能根据需要添加或删除相应的输入法 

2. 能用快捷键快速切换中英文输入法、全半角字

符、中英文标点符号 

3. 能灵活应用搜狗拼音输入法输入文字或符号等 

任务二 

智能 ABC 输入

法使用方法及

技巧 

1. 智能 ABC 输入法的使用方法 

2. 智能 ABC 输入法的使用技巧 

能灵活应用智能 ABC 输入法输入文字或符号等。 

任务三 

拼音输入法使

用方法及技巧 

1. 微软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方法 

2. 微软拼音输入法的使用技巧 

能灵活应用微软拼音输入法输入文字或符号等。 

注意事项 
上述常用拼音输入法用法相对简单，学生基本会用，但是例如输入特殊符号，不切换输入

法快速输入英文字符，通过输入简拼词组加快录入速度等输入技巧，需要在课堂上加以点拨。 

模块四 综合练习 

项目内容 练习输入各种体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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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熟练掌握一种输入法，了解其他输入法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2. 练习看屏输入各种体裁（如政治类、新闻类、专业类、小说类、散文类等）的文章 

3. 练习看稿文章输入 

素材准备 
各种体裁（如政治类、新闻类、专业类、现代文学类、古文类等）的文章电子稿，部分文章打

印稿 

参考课时 20 课时 

学习过程 

任务 知识要求 技能要求 

任务一 

看屏文章录入

练习 

1. 熟练掌握一种输入法 

2. 熟练盲打看屏录入各种体

裁（如政治类、新闻类、

专业类、现代文学类、古

文类等）的文章 

1. 使用五笔输入法，可通过熟练简码和词组的输入，熟悉

末笔识别码的判别，提高文章录入速度 

2. 使用拼音输入法，可通过简拼输入词组，提高文章录入

速度 

3. 要求盲打看屏录入一般难度的文章，速度在每分钟 50

字及以上，错误率不超过 2% 

任务二 

看稿文章录入

练习 

1. 掌握稿件的放置位置和方

法 

2. 熟练盲打看稿录入各类文

章 

1. 看稿录入文章，盲打技能体现得更为有用 

2. 要求盲打看稿录入一般难度的文章，速度在每分钟 40 字

及以上，错误率不超过 2% 

任务三 

文章录入测试 

1. 看屏录入文章测试 

2. 看稿录入文章测试 

1. 看屏录入文章测试，错误率不超过 2%，速度在每分钟 65

字及以上为优秀，50-64 字为良好，50 字以下为有待加

倍努力 

2. 看屏录入文章测试，错误率不超过 2%，速度在每分钟 50

字及以上为优秀，40-49 字为良好，40 字以下为有待加

倍努力 

注意事项 

1. 文章录入时，更需要盲打技术，因此，在文字录入练习课堂上，需时时强调并督促盲打。 

2. 不管是使用何种输入法，优先录入词组，连贯录入过程，定是提高打字速度的关键点。 

四、检测评价 

1. 检测评价办法 

本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出的态度、参与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合作能力，

使用计算机的责任心和道德规范、安全意识等方面的评价。 

    终结性评价包括阶段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1）阶段性评价是指学生在完成《文字录入》某一模块的学习后，通过“模块技能测试”而实施的评价。（阶

段性评价实施方案见附件 1） 

（2）综合性评价是对学生完成课程所有内容后的综合评价。参加校级或上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理实一体实

践操作测试。 

    本课程的成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总成绩（100%）=形成性评价成绩（30%）+终结性评价成绩（70%） 

形成性评价成绩（30%）=课堂任务完成情况（20%）+出勤与态度（10%） 

终结性评价成绩（70%）=阶段性评价成绩（30%）+综合性评价成绩（40%） 

2. 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形成性评价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频繁的部分，教师应采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评价

软件系统）组织好学生开展课堂任务实施情况的评价，要设计好每次上课内容的评价表，评价表中即要体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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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学习情况的评价，也要注重“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交流沟通”等一般能力的形成性评价。评价的形式可

采取“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等，评价的方法可采取“交流、展示、竞赛”等多种形式。 

在阶段性模块测试评价过程中，要组织优秀学生代表与主评教师一起参与评价。 

3. 学生打字练习成绩和评分档案的保管。 

   各校要为学生建立“打字成绩”工作簿文件，各个模块测试的成绩数据存入工作簿中，以备核查、交流。 

五、资源要求 

1. 本课程实训场地主要为计算机机房，电脑机房要求网络畅通且能根据需要开通因特网。 

2. 机房内的所有电脑要保证 Windows XP 能顺利运行，CPU 配置要求奔腾Ⅳ1.8G 以上，内存不低于 512MB，

硬盘不低于 40G。 

3. 根据本课特点，上课机房的电脑应装有王码五笔型输入法 86 版，搜狗拼音输入法，打字高手等软件。 

4. 机房应装有电子教室软件以便于广播教学及文件发送。 

 

附件 1：《文字录入》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附件 2：《文字录入》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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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字录入》课程阶段性技能模块测试方案 

     为促进学生学习文字录入的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职高学生的文字录入速度，特制定“文字录入模

块检测方案”。本检测方案是基于对学生进行过程化考核的理念，通过四大模块的测试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 

模块名称 测试项目 测试时间 评价标准 建议 

英文指法 英文指法测试 10 分钟 

坐姿端正：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指法正确：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击键正确：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最高 60 分（某生速度/最高速

度*60） 

正确率：最高 10 分（出错率在 1%以

上者酌情打分） 

统一在机房使用打字

高手软件进行测试，评分

时，结合学生的坐姿、指

法、击键方法、速度及正

确率等进行综合评定。 

五 笔 字 型

输入法 

字根录入测试 10 分钟 

指法等：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 >=80 字/分钟，80 分，<80 字/

分钟，打字速度即成绩 

正确率：最高 10 分（出错率在 2%以

上者酌情打分） 

统一在机房使用打字

高手软件进行测试，评分

时，结合学生的指法、速

度及正确率等进行综合评

定。 

汉字输入测试 

键名字、成

字、末笔识

别码、一二

三 各 级 简

码、四码及

难字各 5 分

钟 

指法等：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各个速度相加，总分/最高总分

*80 

正确率：最高 10 分（出错率在 2%以

上者酌情打分） 

词组输入测试 

二字词组和

综合词组各

10 分钟 

指法等：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两个速度相加，总分/最高总分

*80 

正确率：最高 10 分（出错率在 2%以

上者酌情打分） 

文章测试 10 分钟 
指法等：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某生速度/最高速度*80 

拼 音 输 入

法 
文章测试 10 分钟 

指法等：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某生速度/最高速度*80 

正确率：最高 10 分（出错率在 2%以

上者酌情打分） 

统一在机房使用打字

高手软件进行测试，评分

时，结合学生的指法、速

度及正确率等进行综合评

定。 

综合练习 
看屏、看稿文

章测试 
各 10 分钟 

指法等：最高 10 分（酌情打分） 

速度：两个速度相加，总分/最高总分

*80 

正确率：最高 10 分（出错率在 2%以

上者酌情打分） 

统一在机房使用打字

高手软件进行测试，评分

时，结合学生的指法、速

度及正确率等进行综合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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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班级张贴文字录入模块测试表，以红五角星来代表学生练习文字录入的进步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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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文字录入》技能抽测实施方案 

 

一、抽测对象 

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及应用大类专业的高二学生，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依照当年度学生注册名单确

定抽查学生名单。被抽测名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被抽测学生凭准考证和学生证参加抽测。 

二、抽测时间 

本项技能抽测采取“网络在线测试”的形式，考生根据考试组织单位提供的测试网址，在因特网环境下，开

展 10 分钟的“看屏打字”测试。 

抽测时间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结束前 2 周内进行。 

二、抽测内容要求 

文字录入测试的内容为“中文文章录入测试”，测试时间为 10 分钟。 

四、命题及考务安排： 

由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确定测试的文章内容。学校在预先规划的测试日期内，以班为单位，组织考生登陆

测试网站，开展集中测评。 

本项技能抽测的时间为 10 分钟，各校可安排多个机房同时开考。同时，为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各县市教研

室，每个场次须安排 1 位外校监考教师和 1 位本校教师共同负责监考工作。 

考点学校需在考前开通因特网，并保证学生机能连接上指定的测试网站。在测试期间，考点学校要安排若干

名机房管理员进行设备及网络的现场维护，以保证技能测试的软硬件环境正常运转。 

五、成绩评定 

抽测完成后，宁波市职成教教研室根据学生录入的正确字数及错字数进行综合评价。 

抽测结果分 A、B、C、D、E 五档，90 分及以上为 A，80 分及以上为 B、70 分及以上为 C，60 分及以上为 D，

60 分以下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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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样卷 

模块一：认识计算机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门诊式轮换实操”形式，由坐诊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因本模块共需测评四个任务，所以可安排四个测试区，每个区分别设置 5-10 个操作岗位，可同时允许 5-10

个学生同时操作。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识别常用硬件设备、I/O 设备与主机连接、按键归位、英文指法测试。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识别常用硬件

设备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找出 CPU 并平放到写有 Intel CPU 或 AMD CPU 的区域中。 

 找出内存条并放到写有 DDR RAM 的区域。 

 找出显卡/网卡并放到写有 AGP 显示卡/网卡的区域。 

 找出硬盘/光驱并放到写有硬盘/光驱的区域。 

 找出主板并放到写有主板的区域。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盖上是否合格的印子。 

I/O 设备与主

机连接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将鼠标、键盘连接到主机的相应接口。 

 将显示器的数据线与主机的显示接口相连并固定。 

 将耳麦的输入输出线分别接到主机相应接口中。 

 将网线一头接到主机的网卡接口中。 

 用打印机数据线将主机与打印机连接起来。 

 将电源线连接到主机电源接口中。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要注意各 I/O 设置的针脚有否插歪），并在测评卡上盖上是否合格的印子。 

按键归位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功能区键：将 ESC 键、F1~F12 中的某个键放到键盘/键盘模型的正确位

置。 

 主键盘区：将 Shift、Enter、退格键、若干数字、字母键放到正确位置。 

 控制键区：某个方向键、Home/End、Insert/Delete 等放到正确位置。 

 数字键区：随机选择若干算术运算键、数字键放到正确位置。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盖上是否合格的印子。 

指法测试 10 分钟 

利用网络打字测试软件（绍兴版）进行测试，测试分 2 篇文章，具体要求如

下： 

 第 1 篇 内容为字母 A~Z、数字 0-9、常用标点符号，测试时间为 1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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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篇 500 个字母的英文文章，时间为 5 分钟； 

各校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可进行简单的中文文章测试，测试时间为 10 分钟。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文章且正确率大于 90%即为合格。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门诊式”测试，因此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若干名学生评委（其他班级或本班学生）。另外，

为保证测评的流畅性，对需较长考核时间的“指法测试”任务建议全班统一测试，即该任务做为首个任务进行统

一测试，测试完后再分成三组，分赴各个区域，一个组完成任务后，再到另一个测试区去完成另一个任务。具体

分配建议如下表所示： 

任务一：识别常用硬件设备 1 位学生评委 

同时监考 5-10 位学生 任务二：I/O 设备与主机连接 1 位学生评委 

任务三：按键归位 1 位学生评委 

任务四：指法测试 1 位主评教师 同时监考全班学生 

合计 3+1 位  

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测评顺利和公正的保证 

任课教师完成某章节的教学任务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向校教务处/教学部提交测评申请，由教务处/教学部

按照本测试方案做好组织工作，主要要做好以下几项安排： 

1． 确定测评时间：建议放在晚上自修时间，通学生可统一安排在中午或其他时间进行。 

2． 确定测评场地：本模块测试中的任务一、二、三建议安排在组装维修实训室，任务四可安排在一个机房

内进行。 

3． 确定工作人员： 

主评教师：为便于教师之间互相交流，建议以计算机应用基础任课教师为主（测评班级的任课教师

回避）。 

学生评委：为便于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建议以其他班级的优秀学生或课代表为主，本班优秀学也可

作评委。 

公证人员：为保证测评的顺利进行及成绩的公正性，各校教务处/教学部再安排 1 位公证教师，主要

负责监督、接受投诉、协调测评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回收测评成绩单。 

后勤人员：通知相应实训室负责人根据方案要求做好器材准备和场地布置工作。（器材准备要求见后） 

4． 成绩公布：根据测评成绩单将测评结果填写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模块技能测试汇总表”中，并张贴在部/

班级的公告栏中。 

五、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识别常用硬

件设备 

CPU Intel  AMD 2 块/组 1．根据条件可以适当增加其他硬件； 

2．在硬纸板上画上若干大小不一的矩形，

在矩形内写上硬件名称，作为硬件的放置

区。（可参考教材 P17 的图 2-2规划区域） 

内存条 SDRAM / DDR 2 条/组 

显卡 AGP/PCI 1 块/组 

网卡 有线/无线网卡 1 块/组 

主板 任意 1 块/组 

硬盘  任意 1 块/组 

光驱 任意 1 只/组 

硬纸板 0．5*0.5 米 一张/组 

I/O 设备与

主机连接 

主机 含各类外设接口 1 套/组 1．因 PS/2 接口的鼠标针脚易插弯，故需

多备几个鼠标。 

2．另备好尖头镊子，以便针脚插弯后及

鼠标 PS/2 或 USB 型 1 只/组 

键盘 PS/2 或 USB 型 1 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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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 CRT/LCD 1 台/组 时修复。 

3．如采用并口打印机，另需再备一把小

螺丝刀。 

打印机 并口/USB 打印机 1 台/组 

打印数据线 并口数据连接线 1 根/组 

耳麦 含音频输入输出线 1 个/组 

电源线  1 根/组 

网线 RJ45 头已做好 1 根/组 

按键归位 

键盘 插拔容易的旧机械式键

盘 

已拔去了 10 个按键 

1 只/组 1、各区需拔去按键数： 

功能键 1 个、主键区 6 个 

控制键 2 个、数字区 1 个 

2、再备一把小平口螺丝刀，以便把按钮

取出。 

按键 需装上的按钮 10 个/组 

指法测试 

电脑 局域网通 1/台 1． 测评教师需熟悉打字软件的操作。 

2． 发出指令后统一开始测试。 打字软件 分教师端和学生端，要

分别安装 

 

测试文章 1 内容为 A~Z、0~9、常用

标点符号 

 

测试文章 2 含 500 个英文母的简单

文章 

 

注：每位监考教师需各配一只秒表。 

六、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识别常用硬

件设备 

（10 分） 

CPU  2 将硬件设备准确地放入相应格子里即可得分。 

CPU 放置时针脚应向上，否则扣 1 分。 

硬盘电路板一面应向下，否则扣 1 分。 

粗暴对待硬件（应轻拿轻放）扣 1-4 分。 

内存 2 

显卡/网卡 2 

硬盘/光驱 2 

主板 2 

I/O 设备与

主 机 连 接

（10 分） 

键盘、鼠标连接 2 设备与主机连接正确即可得分。 

某设备的针脚插歪扣 1 分； 

显示器、打印机螺丝未拧各扣 1 分； 

 

显示器连接 2 

打印机连接 2 

网线、电源线连接 2 

耳麦/音箱连接 2 

按 键 归 位

（10 分） 

功能区 1 按键正确进插入键盘相应位置即可得分； 

按键方向插反扣 0.5 分/个； 主键盘区 6 

控制键区 2 

数字键区 1 

指 法 测 试

（10 分） 

字母、数字、标点 3 3 分 1 分钟内完成，正确率>90% 

2 分 字母打完，数字未打完，正确率>90% 

1 分 完成 20 个字母 

英文文章 7 7 分：正确速度>200 字/分 

5 分：正确速度>150 字/分 

3 分：正确速度>100 字/分 

1 分：正确速度>50 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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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  

 

七、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认识计算机”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设备识别为测试主线，在识别过程中增进对计算机常见配件的了解，亲身体验计算机主机与外设的

连接。现以《教学方案》中“认识计算机”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硬件环境主要是：主

机配件、常见外设、打字测试软件。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识别常用硬件设备 

CPU 识别（2 分）   

内存识别（2 分）  

显卡/网卡识别（2 分）   

主板识别（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硬盘/光驱识别（2 分）  

测评任务 2： 

I/O 设备与主机连接 

键/鼠拆装（2分）   

显示器（2分）  

打印机（2分）  

网线、电源线拆装（2分）   
□  合  格 

□  不合格 耳麦/音箱（2分）  

测评任务 3： 

按键归位 

功能区（1 分）  

 
主键盘区（6 分）  

控制键区（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数字键区（1 分）  

测评任务 4： 

指法测试 

字符测试（3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文章测试（7分）  

字符测试评分标准： 

3 分 1 分钟内完成，正确率>90% 

2 分 字母打完，数字未打完，正确率>90% 

1 分 完成 20 个字母 

 

文章测试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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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正确速度>200 字/分 

5 分：正确速度>150 字/分 

3 分：正确速度>100 字/分 

1 分：正确速度>50 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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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操作系统应用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统一上机实操”形式，由测评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文件整理、磁盘管理、系统设置、常用软件应用。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文件整理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将“操作系统应用实战素材.RAR”文件解压到 D:\。 

 按下图所示逐级建立相应文件夹。 

 

            

 浏览解压后的素材文件，对文件进行归类，并把文件放到上一步所建的目录中。 

 把“三国文化”文件夹属性设为“只读”。 

 利用“附件”中的“备份工具”，对 D 盘“三国文化”中的数据进行备份，备

份文件放在 D:\，文件名为 sango.bkf。 

 把 D 盘“操作系统应用实战素材.RAR”文件删除掉，并清空回收站。 

磁盘管理 5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对 C 盘进行“磁盘清理”。 

当出现下图时，按“Alt+Print Screen”组合键，再打开“画图”软件，按 Ctrl+V

组合键，把该图保存在 D:\，文件名为 1.bmp. 

 

 对 D 盘进行“碎片整理“。 

打开“碎片整理“的界面后，单击“分析”按钮，待系统分析结束后，出现下图，

按“Alt+Print Screen”组合键，再打开“画图”软件，按 Ctrl+V 组合键，把该图保存

在 D:\，文件名为 2.bmp。 

1、 先 D 盘下建立“三国文化”目录； 

2、 再在“三国文化”下分别建立“动画”、

“图片”、“文本”、“音乐”四个文件

夹； 

3、 最后在“图片”文件夹下建立“文臣”、

“武将”二个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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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本题时，可只对 D 盘进行碎片分析，而不需要真的去做碎片整理。） 

 

系统设置 5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请在计算机中添加帐户“ks”，帐户类型为“受限”。 

 请添加一台 EPSON 公司的 LQ1600KII 打印机,并设置共享名为 EPSON。（其

他选项采用默认选项，不要打印测试页） 

 请在语言栏中删除 “微软拼音输入法”。 

 请更改桌面显示为 16 位色。 

 请设置实现屏幕保护后恢复时需要输入密码。 

常用软件

应用 
5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WinRAR 软件应用：对“D:\三国文化”进行压缩，压缩文件名为“三国文化.rar”；

压缩方式为“最好”。 

 使用任意一种杀毒软件对 D 盘中的文件进行查杀。 

在查杀病毒过程中，按“Alt+Print Screen”组合键，将当前窗口画面复制下来，

再打开“画图”软件，按 Ctrl+V 组合键，把该图保存在 D:\，文件名为 3.bmp 

 将 D 盘中的 1.bmp、2.bmp、3.bmp、sango.bkf 四个文件添加到“三国文化.rar”

中。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测试，因此只需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4 位学生评委。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

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3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操作系统应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杀毒软件 瑞星/KV2009/NOD32，任选一种 

屏幕保护设置 取消“屏幕保护后恢复时需要输入密码” 

压缩软件 WinRAR 3.4 以上 

输入法 装有“微软拼音”等输入法 

电子教室 具有文件传送和作业上交功能。 

素材 操作系统应用实战素材.RAR 

（预先传送到学生机的 D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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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文件整

理（ 20

分） 

解压素材 2 
 能顺利将“操作系统应用实战素材.RAR”解压到 D 盘，即得 2 分。 

 能解开，但未放到 D 盘扣 1 分。 

建立目录 2 

 能在 D盘按要求建立起三级目录结构得 2分。 

 会建目录，但对目录层次理解有误，扣 1分。 

 多个目录名建错扣 1分。个别写错不扣分。 

文件归类 10 
 能将各种类型的文件放到相应文件夹中得 10分。 

 放错 1个文件扣 1分，扣完为止。 

属性设置 1  “三国文化”目录设为只读得 1分 

文件备份 3 
 能准确将“D:\三国文化”中的所有文件备份为 sango.bkf 得 3 分。 

 备份的对象、文件名、位置，每错 1 个扣 1 分。 

删除文件 2 
 删除“操作系统应用实战素材.RAR”，并清空回收站，得 2 分。 

 未删除文件或未清空回收站各扣 1分 

磁盘管

理（ 10

分） 

磁盘清理 5 

 有截图，且与要求一致，得 5分 

 会磁盘清理，但不会截图，扣 2分。 

（看学生当场操作） 

碎片整理 5 

 有截图，且与要求一致，得 5分 

 会碎片整理，但不会截图，扣 2分。 

（看学生当场操作） 

系统设

置（ 10

分） 

添加帐户 2 
 能按要求添加受限帐户得 2分 

 “帐户类型”、“用户名”设错各扣 1分。 

添加打印机 4 

 按要求添加打印机并设置共享，得 4分。 

 打印机厂商、型号选错扣 1分， 

 未设共享扣 1分。 

设置输入法 2 
 能删除“微软拼音”输入法，得 2分。 

 将其他输入误删且未恢复，扣 1分。 

设置显示 1  能将显示色彩设为 16位色，得 1分。 

设置屏保 1  能设置“屏幕保护后恢复时需要输入密码”，得 1 分 

常用软

件（ 10

分） 

压缩文件 7 

 能按要求将“三国文化”及 3 个 BMP 文件和备份文件放到“三国

文化.rar”压缩文件中，得 7分。 

 没有将 BMP文件和备份文件添加到压缩文件中，扣 3分。 

 压缩方式的判断，请根据准确情况下的文件大小与学生上交的文

化相比较，若差距过大，扣 1分。 

杀毒软件 3 

 能打开杀毒软件，并对指定 D盘进行查杀，并有截图，得 3分。 

 会对 D盘查杀病毒，但不会截图，扣 1分。 

 不会对指定盘查杀病毒，扣 1分。 

合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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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操作系统系统应用”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 WindowsXP 常用操作测试主线，在完成各个任务过程中增进对文件和磁盘管理的认识，亲身体验文

件管理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意义。现以《教学方案》中“操作系统应用”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

所需的软件环境主要是：三国系列文件操作素材、打印驱动程序、WinRAR压缩软件、         杀毒软件。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三国文件整理 

解压素材（2 分）   

建立目录（2 分）  

文件归类（10 分）  

属性设置（1 分）  

文件备份（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删除文件（2 分）  

测评任务 2： 

磁盘管理 

磁盘清理（5分） 
  

碎片整理（5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3： 

系统设置 

添加帐户（2 分）   

添加打印机（4 分）   

设置输入法（2 分）  

设置显示（1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设置屏保（1 分））  

测评任务 4： 

常用软件应用 

压缩软件（7 分）   

杀毒软件（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107 

 

模块三：因特网应用 

 

一、 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统一上机实操”结合“门诊式测试”形式，由测评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三个任务：信息搜索与应用、信息交流共享、创建 ADSL 拔号连接、宽带硬件连接。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信息搜索与

应用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打开“谷歌”主页（谷歌网址为：www.google.com），并将该网址添加到

IE 收藏夹中，收藏名称为“Google”。 

 利用“谷歌”搜索与“机器人”这个词有关的网页信息，在众多搜索结果

中打开一个网页，利用“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功能将该网页保存到

D:\jqr.htm。 

 利用“谷歌地图”搜索引擎，查找从“宁波长途车站”到“宁波人民广场”

的最佳汽车行驶路径。 

当搜索成功，并出现行驶路径指示图时，按“Alt+Print Screen”组合键，再

打开“画图”软件，按 Ctrl+V 组合键，把该图保存在 D:\，文件名为 31.bmp. 

 利用“太平洋电脑网”的“DIY”硬件频道，浏览近半个月内 5000 元以

下的装机方案。选择你满意的一种装机方案，并将方案中的“配置信息”、

“推荐理由”等文字信息进行复制，再打开“写字板”程序，将“配置信

息”和“推荐理由”粘贴到写字板文档中，并保存文件到 D:\DIYPC.WRI。 

信息的交流

与共享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在网上搜索并下载“搜狗”输入法，将下载文件保存在 D:\DOWNLOAD 文

件夹中（若 D 盘下没有 DOWNLOAD 文件夹，则自行建立一个）。 

 打开下载的文件，并执行其中的安装文件，在系统安装提示下完成“{搜狗”

输入法的安装。 

 将 D 盘下的 jqr.htm、31.bmp、diypc.wri 三个文件压缩成一个文件，压缩文

件名为考生的姓名，然后将这个压缩文件上传到 FTP 服务器。（在 IE 浏览

器的地址栏输入 FTP://192.168.1.1） 

 打开 163 邮箱（帐号****，密码***），给***@163.com 用户发个电子邮件，  

邮件主题：测评邮件    邮件内容：考生姓名      附件：D:\31.bmp 

创建 ADSL

拔号连接 
2 分钟 

 设置 TCP/IP 属性，将首选 DNS 服务器的 IP 设为 202.96.104.17 

 创建一个 ADSL 宽带用户的拔号连接，连接名为“ADSL”（帐号和密码    

为空），并在桌面上放置相应应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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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硬件连

接 
3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按下图所示，将滤波器、ADSL Modem、电话机、电脑等设备用相应的线缆连

接起来。 

 

 

（163公共帐号预先设定，并在考前告之考生；FTP服务器的 IP地址在考前告之考生）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和“门诊测试”结合的方式，因此需至少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

即前 3 个任务统一在机房内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宽带硬件连接”考生分批依次在另一区域进行单独进行测评。

具体分配建议如下表所示：。 

任务一：信息搜索与应用 

3 位学生评委 同时监考全班学生 任务二：信息交流共享 

任务三：创建 ADSL 拔号连接 

任务四：宽带硬件连接 1 位主评教师 同时监考 5 个学生 

合计 3+1 位  

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因特网应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能上因特网） 

压缩软件 WinRAR 3.4 以上 

输入法 没有装“搜狗”输入法 

FTP 服务器 在教师机上装有 FTP 服务端软件，客户机能访问该 FTP 服务器，

并能匿名上传和下载文件。 

宽带硬件连接 

滤波器 1 个/工位    5 组共需 5 个  

ADSL Modem 1 个/工位    5 组共需 5 个 

电话机 1 部/工位    5 组共需 5 部 

电脑 1 台/工位    5 组共需 5 台  （含网卡） 

外接电话线插座 1 个/工位    5 组共需 5 台 

电话线缆 2 根/工位    5 组共需 10 根 

双绞线 2 根/工位    5 组共需 10 根（1 短 1 长） 

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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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信息搜

索与应

用（10

分） 

网址收藏 2 
 能打开网站,将网址添加到收藏夹,收藏名称正确，即得 2分。 

 会添加到收藏夹,但收藏名称写错扣 0.5分. 

网页保存 2 

 会搜索浏览”机器人”的网页信息,并将打开的网页保存成网页文件,

即得 2分。 

 网页保存位置或文件名错误，扣 1分。 

 保存的是搜索结果网页,扣 1分. 

网络地图

搜索 
3 

 能打开谷歌地图搜索网页,正确设置出发点和终点,能显示出清晰的行

驶路线,并最终能将当前页面进行截图,即得 3分。 

 不会对谷歌地图搜索网页进行“起点”、“终点”、“地图缩放”等操作，

扣 1分。 

 不会截图或保存图片，截图文件名或保存位置出错，扣 1分。 

网页文字

保存 
3 

 能打开“太平洋电脑网”的“DIY”硬件频道，并找到配机方案，同时

能将找到文字信息保存到写字板文件中，即得 3分。 

 在“太平洋电脑网”中找不到配机方案等信息，扣 2分。 

 不会将网页中的文字信息保存到写字板文件中，扣 2分。 

 写字板文件名或保存位置错误，扣 0.5分。 

信息的

交流与

共享（10

分） 

网络资源

下载与使

用 

3 

 能在网上找到”搜狗”输入法软件，下载到 D:\download 目录中,并安装

成功,得 3分. 

 找不到”搜狗”输入法软件,扣 3分. 

 没有下载到指定位置, 没有安装搜狗输入法,扣 1分。 

资源上传 3 

 将指定文件压缩成一个文件,并上传到 FTP服务器.得 3分. 

 压缩文件名错,扣 1分. 

 文件没有上传,扣 2分. 

电子邮件

发送 
4 

 成功将电子邮件发送给指定邮箱,发送的信息正确,得 4分. 

 不会打开 163邮箱，收件人书写不正确,扣 1分 

 邮件标题、内容、附件不正确，扣 1分 

创建

ADSL 拔

号连接

（5分） 

设置

TCP/IP 属

性 

2 

 能打开”本地连接”属性,并正确设置首选 DNS服务器的 IP地址,得 2分. 

 不能打开设置窗口, DNS 的 IP设置错误,扣 1分. 

创建

ADSL 拔

号连接 

3 

 能正确建立 ADSL拔号连接,且创建了桌面快捷方式,得 3分. 

 创建其他形式的拔号连接,扣 3分. 

 未在桌面上建立快捷方式,或连接名称错误,扣 1分. 

宽带硬件连接（10分） 10 

    2分 

    2分 

   2分 

    2分 

 接外接电源  1分 

 熟练,态度认真    1分 

合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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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因特网应用”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因特网软硬件操作应用为测试主线，通过网络信息的搜索、保存、交流这一操作流程进一步了解如

何利用网络来实现信息的有效处理。亲身体验普通家庭的 ADSL 上网安装的全过程。现以《教学方案》中“因特

网应用”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硬件环境主要是：学生机开通因特网、163 免费邮箱、

ADSL Modem、滤波器、电话机、网线、电话线。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信息搜索与应用 

网址收藏（2 分）   

网页保存（2 分）  

网络地图搜索（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网页文字保存（3 分）  

测评任务 2： 

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网络资源下载与使用（3分）   

资源上传（3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电子邮件发送（4分）  

测评任务 3： 

创建 ADSL 拔号连接 

设置 TCP/IP 属性（2 分） 
  

 

创建 ADSL 拔号连接（4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4： 

ADSL 硬件连接 

 

 
□  合  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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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WORD应用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和学生评委对各参考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三个任务：文档的美化修饰、创建表格及公式、邮件合并。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文档的美化修

饰 
15 分钟 

打开考生目录下的 WORD/“任务一.docx”文件，操作要求如下： 

设置字体 标题隶书；  正文仿宋 

设置字号 标题二号；  正文小四号 

设置对齐方式 标题居中；  正文两端对齐 

设置段落缩进 正文首行缩进 2 字符；  左、右各缩进 1 字符 

设置行（段）间距 行距：单倍行距；  段间距：段前 1 行，段后 1 行 

设置页面 
纸张大小：A4 纸；  页边距：上、下各 2 厘米、右各 2.5

厘米 

设置带圈字 为正文第一个“宁波 一词加圈。如：○慈○溪 

设置边框(底纹) 
设置第一段中的文字内容为：底纹图案： 25%灰色；边框：

阴影，蓝色 1.5 磅实线 

设置分栏 将正文第二段分为 2 栏，并添加“分隔线” 

设置页眉、页脚 页眉：堆积型，输入文字“宁波简介”；页脚：传统型 

设置艺术字 

在文本的右下角插入“宁波”艺术字，艺术字式样：第 5

行第 4 列；字体：楷体；大小为：3cm*3cm，环绕方式：

紧密型 
 

创建表格及公

式 

（20 分） 

15 分钟 

打开 WORD/“任务二.docx”，操作要求如下： 

1．根据下图所示，进行表格制作。 

 

① 绘制 6 列*5 行表格，外框：双线，内框：单实线 。  

② 表格标题：黑体小四居中；  表内文字：宋体小四居中红色。 

③ 绘制斜线表头； 按样图合并相应单元格。 

2．根据下图所示，制作一个数学公式，放在文本未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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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合并 

（10 分） 
10 分钟 

打开 WORD/“任务三.DOCX”，操作要求如下： 

1．以“kscj.xlsx”为数据源，进行邮件合并：将姓名、学号、各科考试成绩

等合并域放到文档的相应位置。 

2．将合并后的结果以“KS3.DOCX”为文件名保存在 D：\WORD 文件夹中。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的方式，因此需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45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WORD 应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应用软件 Office2007  WinRAR 

电子教室 具有文件传送和作业上交功能。 

素材 WORD 应用实战素材.RAR（预先发到学生机的 D 盘）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文档的美化

修饰 

（20分） 

设置字体 2 标题隶书  1 分；  正文仿宋     1 分 

设置字号 2 标题二号  1 分；   正文小四号  1 分 

设置对齐方式 2 标题居中  1 分；  正文两端对齐 1 分 

设置段落缩进 2 
正文首行缩进 2 字符  1 分； 

左、右各缩进 1 字符  1 分 

设置行（段）间距 2 
行距：单倍行距  1 分； 

段间距：段前 1 行，段后 1 行  1 分 

设置页面 2 
纸张大小：A4 纸  1 分； 

页边距：上、下各 2 厘米、右各 2.5 厘米  1 分 

设置带圈字 1 为正文第一个“宁波 一词加圈。  1 分 

设置边框(底纹) 2 
底纹图案： 25%灰色  1 分； 

边框：阴影，蓝色 1.5 磅实线  1 分 

设置分栏 1 将正文第二段分为 2 栏，并添加“分隔线”  1 分 

设置页眉、页脚 2 
页眉：堆积型，输入文字“宁波简介”  1 分； 

页脚：传统型  1 分 

设置艺术字 2 

位置：右下角， 式样：第 5 行第 4 列；字体：楷体； 

大小：3cm*3cm，环绕方式：紧密型 

以上各项为 0.5 分。 

创建表格及

公式 

（15分） 

标题 2 黑体小四居中 

表内文字 2 宋体小四居中红色 

框线 2 外框双线，内框单实线 

合并单元格 2  共 3 个合并单元格各 1 分 

斜线表头 2 斜线表头：样式一 

插入公式 5 求和公式 

邮件合并 插入合并域 7 共需插入 7个合并域，且插入位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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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产生合并文档 3 保存在 D 盘 WORD 目录下 KS3.DOCX 

合计 45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WORD 应用”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 WORD 文档的编辑排版为测试主线，通过对文档的美化修饰、创建表格和公式进一步巩固文字处理

的基本操作技能。亲身体验邮件合并给工作带来的便利。现以《教学方案》中“文字处理软件应用”部分的内容

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硬件环境主要是：Word2007、待编辑的 WORD原始稿、学生成绩信息表。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文档的美化修饰 

设置字体（2 分）   

设置字号（2 分）  

设置对齐方式（2 分）  

设置段落缩进（2 分）  

设置行（段）间距（2 分）   

设置页面（2 分）  

设置带圈字（1 分）  

设置边框(底纹) （2 分）   

设置分栏（1 分）  

设置页眉、页脚（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设置艺术字（2 分）  

测评任务 2： 

创建表格及公式 

标题（2 分）  

 表内文字（2 分）  

框线（2 分）  

合并单元格（2 分）   

斜线表头（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插入公式（5 分）  

测评任务 3： 插入合并域（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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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合并 
生成合并文档（3分） 

 
 

□  合  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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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EXCEL应用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和学生评委对各参考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工作表编辑、数据处理、创建数据透视表、郊游调查表统计。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工作表编辑 

（15 分） 
10 分钟 

打开考生目录下的 EXCEL/任务一.XLSX 文件的 Sheet1 工作表，操作要求如下： 

插入标题行 
在第一行前插入一行，行高 25磅，并在 A1 单元格输入标题文

字“职工情况表”，文本垂直居中。 

设置单元格格

式 

合并及居中 A1：H1 单元格，将标题文字设为“黑体、20 磅、

加粗、蓝色”，并将底纹填充为“橄榄色” 

替换文字 
将“性别”为“T”的所有性别字段用“男”来替换；性别”

为“F”的所有性别字段用“女”来替换。 

数据填充 填充“实发工资”列，实发工资=基本工资+奖金+补贴-水电费 

计算平均值 
在最后一行，计算出所有记录的“基本工资、奖金、补贴、水

电费、实发工资”等平均值。 

复制工作表 
将 Sheet1 工作表数据复制到 Sheet2 中，重命名 Sheet1 为“工

资表” 
 

数据处理 

（10 分） 
6 分钟 

对“任务一.XLSX”的 Sheet2 工作表进行操作，要求如下： 

1．按职称和姓名进行升序排列，（“职称”为主要关键字，“姓名”为次要关键字。） 

2．筛选记录 

条件：筛选出“性别”为女且“实发工资”大于等于 1300 的记录。 

要求：使用高级筛选 

      条件区域：起始单元格定位在 A20 

      复制到：起始单元格定位在 A25 

创建数据透

视表 

（5 分） 

4 分钟 

根据“任务一.XLSX”的“工资表”中的数据，建立如图所示的数据透视表，要

求如下： 

 

行标签为“职称”； 数值项为“对实发工资的平均值；报表筛选字段为“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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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统计 

（10 分） 
10 分钟 

一个 50 人的班级，打算在星期六去郊游，但大家在“地点”上却争论不

下，最后只能通过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去哪郊游。投票方式

是：在给出的 5 个郊游地点中，每个人只能选 1 个。 

经过一番认真的投票后，每个人的投票数据已经输入到“任务二.XLSX”

文件中的“投票结果”工作表中，请您根据该工作表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将

结果放在“统计结果”工作表中。 

统计要求如下： 

1． 统计出每个郊游地点的票数 

2． 计算出每个郊游地点的票数

占总票数的“百分比例” 

3． 按票数计算出郊游地点的“名

次”（要求用 RANK 函数统计） 

4． 插

入用于显示投票数据的“饼图”。 

  ①图表标题为“郊游地点意愿调查

表” 

  ②图表布局选饼图“布局 1”； 图

表样式为“样式 26” 

  ③在底部显示图例 

  ④样图如下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的方式，因此需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4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WORD 应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应用软件 Office2007  WinRAR 

电子教室 具有文件传送和作业上交功能。 

素材 
EXCEL 应用实战素材.RAR 

（预先传送到学生机的 D 盘）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工作表编辑 

（15分） 

插入标题行 4 
插入行 1 分；     行高 25 磅 1 分  

输入文字 1 分；   文本垂直居中  1 分 

设置单元格格式 4 
合并及居中标题  1 分；  黑体 20 磅  1 分 

加粗蓝色   1 分；       底纹“橄榄色”1 分 

替换文字 1 T 换男 ， F 换女     1 分 

数据填充 2 实发工资的填充公式正确   2分 

计算平均值 2 各字段平均值计算正确（用公式） 2 分 

复制工作表 2 复制工作表 1 分 ；  工作表重命名 1 分 

数据处理 排序 2 按职称、姓名的升序排序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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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高级筛选 8 

筛选条件正确：  2分  

筛选结果正确：  5分   

位置正确：      1分 

创建数据透

视表 

（5 分 

区域设置 4 

行标签为“职称”；      1 分 

数值项为“对实发工资的平均值；  2 分 

报表筛选字段为“性别”。  1 分 

格式设置 1 小数点数显示 1-2位： 1分 

郊游调查表

统计 

（10分） 

统计票数 2 各郊游点的票数正确（18 7 11 8 6） 2分 

统计百分比 2 
用公式计算得 2分，直接输入数值的得 1分。 

（36%   14%  22%  16%  12%） 

统计名次 2 
用公式计算得 2分，直接输入数值的得 0分。 

（=RANK(C7,$C$3:$C$7)） 

绘制饼图 4 
标题正确     1分；    图表布局正确    1分；  

图表样式正确 1分；    图例位置正确    1分 

合计 40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EXCEL应用”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数据的编辑和统计为测试主线，通过对工资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创建图表等操作巩固 EXCEL数据处

理的基本操作技能。亲身体验 EXCEL 强大的计算功能。现以《教学方案》中“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应用”部分的内

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硬件环境主要是：Excel2007、待编辑的工作簿文档。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工作表编辑 

插入标题行（4 分）   

设置单元格格式（4 分）  

替换文字（1 分）  

数据填充（2 分） 
 

计算平均值（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复制工作表（2 分）  

测评任务 2： 

数据处理 

排序（2分） 
 

 

 

□  合  格 

□  不合格 
高级筛选（8分）  

测评任务 3： 

创建数据透视表 

区域设置（5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格式设置（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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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任务 4： 

郊游调查表统计 

统计票数（2分）  

 
统计百分比（2分）  

统计名次（2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绘制饼图（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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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多媒体技术应用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和学生评委对各参考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 2 个任务：制作“杭州湾新区欢迎你”视频短片、制作“功夫熊猫”招贴画。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

时间 

操作要求 

Movie 

Maker 应

用—“杭

州湾新

区”视频

制作 

（25 分） 

15 分

钟 

打开解压目录下的“MovieMaker 项目”文件夹，参照“杭州湾开发区样片.WMV”的播放

效果，利用 MovieMaker 软件按要求制作一个视频作品。 

提供素材：“1.jpg、2.jpg、3.jpg、4.jpg、5.jpg” 

制作要求如下： 

片头 

 片头文本内容：杭州湾开发区欢迎你 

 片头动画效果：镜像 

 字体字号颜色：华文行楷，分 2 行排列，红底白字 

视 频 剪

辑 

视频图片顺序：导入图片 1.jpg~5.jpg，并依次拖到时间线上。 

视频过渡效果：  

“片头文字” 转 “1.jpg” 心形 

“1.jpg”   转 “2.jpg” 星形，五角 

“2.jpg”   转 “3.jpg” 旋转 

“3.jpg”   转 “4.jpg” 卷页，左上 

“4.jpg”   转 “5.jpg” 多角，五角 

视频效果： 

片头文字 胶片颗粒 

1.jpg 淡入，从白变起 

2.jpg 缓慢放大 

3.jpg 缓慢缩小 

4.jpg 放慢，减慢    缓慢放大 

5.jpg 色调，循环整个色谱 
 

片尾 

 在最后一个图片，即 5.jpg 之上添加片尾。 

 文字内容：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片尾动画效果： 片尾：宿放，放大 

 字体字号颜色： 隶书，分 2 行排列，红色 

 调整片尾文字的播放位置： 在 5.jpg 播放中途出现片尾文字。 

保存 
项目文件名：杭州湾开发区.MSWMM 

电影文件名：杭州湾开发区.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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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应用—

“功夫熊

猫”招贴

画制作 

（25 分） 

15 分

钟 

打开解压目录下的“PhotoShop 项目”文件夹，参照“功夫熊猫样图.JPG”图片效果，利

用 PhotoShop 软件按要求制作一个图像合成作品。 

提供素材：“熊猫.jpg、手.jpg、蜻蜓.jpg” 

制作要求如下： 

 

1．新建文件。要求：宽 28cm，高 21cm，模式

为 RGB 颜色，分辨率为 72。 

2．制作熊猫。提示：打开“熊猫.jpg”，利用

魔术棒、橡皮等工具将“熊猫”扣出来，并复

制到上步所建的新文件中，并调整好大小和位

置。 

3．制作手。提示：打开“手.jpg”，利用魔术

棒、橡皮等工具将“手”扣出来，并复制到第

1 步所建的新文件中，并调整好大小和位置，

并作适当的旋转。 

4．制作红蜻蜓。提示：打开“蜻蜓.jpg”，利用魔术棒、橡皮等工具将“蜻蜓”扣出来，并

复制到第 1 步所建的新文件中，用“油漆桶”工具将“黑颜色”填充为“红颜色”；最后调

整好大小和位置，并作适当的旋转。 

5.制作背景。提示：新建图层（放在最下面），使用“渐变”工具进行渐变填充。用“椭圆

选框”工具在适当位置画个圆，再使用“滤镜-扭曲-水波”制作出水波效果。 

6．文字处理。 

提示：使用“文字”工具，输入 Gong FU，大小为 36 点，字体为 Snap ITC，白色。设

置图层样式为“斜面浮雕—枕状浮雕”。 

使用“文字”工具，输入 PANDA，大小为 72 点，字体为 Snap ITC，白色。设置图层

样式为“投影+斜面浮雕—内斜面”。 

使用“文字”工具，输入“红蜻蜓创作室”，大小为 18 点，字体设为“微软雅黑”或

“黑体”，蓝色。设置图层样式为“外发光”。 

7．将文件保存为“Panda.PSD”，输出文件保存为“Panda.jpg”。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的方式，因此需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7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多媒体技术应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应用软件 Movie Maker、Photoshop CS 中文版 

电子教室 具有文件传送和作业上交功能。 

素材 
多媒体技术应用实战素材.RAR 

（预先传送到学生机的 D 盘）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Movie 片头效果 6 片头动画效果：镜像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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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应用

—“杭州湾

新区”视频

制作 

（25分） 

字体字号颜色：华文行楷    1 分 

文字排列：分 2 行排列      1 分 

文字排列：红底白字        1 分 

视频剪辑

效果 
11 

视频过渡效果（5 分） 

“片头文字” 转 “1.jpg” 心形 1 分 

“1.jpg”   转 “2.jpg” 星形，五角 1 分 

“2.jpg”   转 “3.jpg” 旋转 1 分 

“3.jpg”   转 “4.jpg” 卷页，左上 1 分 

“4.jpg”   转 “5.jpg” 多角，五角 1 分 

视频效果（6 分） 

片头文字 胶片颗粒 1 分 

1.jpg 淡入，从白变起 1 分 

2.jpg 缓慢放大 1 分 

3.jpg 缓慢缩小 1 分 

4.jpg 放慢，减慢    缓慢放大 1 分 

5.jpg 色调，循环整个色谱 1 分 
 

片尾效果 6 

动画位置：最后一个图片上添加片尾。 3 分 

动画效果： 片尾：宿放，放大        1 分 

字体颜色： 隶书，分 2 行排列，红色  2 分 

文件保存 2 
项目文件名：杭州湾开发区.MSWMM     1 分 

电影文件名：杭州湾开发区.WMV       1 分 

Photoshop应

用—“功夫

熊猫”招贴

画制作 

（30 分） 

文件属性 2 28×21cm， RGB 颜色，分辨率为 72。  2 分 

扣图 12 

制作熊猫        4 分 

制作手          3 分 

制作红蜻蜓。    5 分 

背景处理 7 
“渐变”填充    3 分 

“水波”效果    4 分  

文字效果 7 
  字体为 Snap ITC、枕状浮雕、内斜面”  4 分 

  字体为“微软雅黑/黑体”、蓝色、外发光 3 分 

文件保存 2 
将文件保存为“Panda.PSD”    1 分 

输出文件保存为“Panda.jpg”   1 分 

合计 50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多媒体技术应用”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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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作品创作为测试主线，在创作过程中增进对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了解，亲身体验计算机多媒体的多

彩世界。现以《教学大纲》中“多媒体技术应用”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件环境主要是：

PhotoShop （7.0以上）、Movie Maker 2.5。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Movie Maker 应用—“杭

州湾新区”视频制作 

片头效果（6 分）   

视频剪辑效果（11 分）  

片尾效果（6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文件保存（2 分）  

测评任务 2： 

Photoshop 应用—“功夫

熊猫”招贴画制作 

文件属性（2 分）   

扣图（12 分）  

背景处理（7 分）  

文字效果（7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文件保存（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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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七：演示文稿应用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和学生评委对各参考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 2 个任务：运用所给素材，制作“宁波一日游”电子演示文稿；推荐优秀作品进行演示讲解。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

时间 
操作要求 

制作一日

游演示文

稿 

（70 分） 

30 分

钟 

打开解压目录下的“PPT 项目”文件夹，根据设计要求，小组成员（每组 5 人）自选一

个项目，利用 PowerPoint2207 软件制作一个宁波一日游电子演示文稿作品。 

项目 A 奉化一日游素材：“溪口、雪窦寺、溪口古镇”等景点的图片及文字素材。 

项目 B 宁海一日游素材：“梁皇山、前童古镇、森林温泉”等景点的图片及文字素材。 

项目 C 市区一日游素材：“雅戈尔动物园、梁祝文化公园、七塔寺” 等景点的图片及文

字素材。 

项目 D 余姚一日游素材：“河姆渡、四明山森林公园、丹山赤水”等景点的图片及文字

素材。 

项目 E 慈溪一日游素材：“杭州湾湿地公园、达蓬山、王磊寺”等景点的图片及文字素

材。 

制作要求如下： 

1． 首页：根据一日游的三个景点，制作出能突出项目主题的幻灯片，其中标题要用艺术

字。 

2． 目录页：根据各页内容，制作一张目录页，点击相应目录可跳转到指定的页面。 

3． 内容页 1：根据给出的 3 个景点的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分别用至少 3 张幻灯片进行

景点介绍，排版合理。 

4． 内容页 2：设计一张表格，表示旅行的时间、地点、价目、景点等内容，可放在第 2

页或倒数第 2 页。 

5． 结束页：其主题内容为“感谢观看”，界面简洁，色彩以暧色调为主。 

6． 有背景音乐。 

7． 各幻灯片播放时有切换方式，各页有自定义动画效果。 

8． 公司 LOGO 放在各幻灯片的右下角或右上角，要求用母版处理。   

9． 将文件保存为“***的一日游.pptx”。 

作品讲解 

（30 分） 

20 分

钟 

各组推荐本组内最优秀的作品，上台进行演示讲解，讲解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的方式，因此需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备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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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演示文稿应用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应用软件 PowerPoint2007 中文版 

电子教室 具有文件传送和作业上交功能。 

素材 
PPT 应用.RAR 

（预先传送到学生机的 D 盘）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制作一日游

演示文稿 

（70分） 

主题版面 10 
主题明确，版面清晰合理，色彩恰当。 

有整个作品有首页、目录页、内容页和结束页等四大部分组成。 

作品内容 40 

有 3 个景点的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 

图片美观大方，文字简炼清晰。 

表格信息齐全，有边框线及底纹等修饰。 

公司 LOGO 大小和位置恰当。 

动画效果 10 

有切换动画效果。 

图片、标题有自定义动画。 

有组合动画效果。 

链接 5 
有目录页，且能链接到相应的页面。 

各内容页有跳转到目录页的链接。 

音乐 3 有背景音乐贯穿整个作品。 

作品保存 2 
文件名保存正确。 

文件上传到教师机。 

演示文稿讲

解 

（30 分） 

演示效果 10 能流畅地播放作品。 

讲解效果 10 

使用普通话。 

能与听者的交流互动。 

语言表达生动、用词准确。 

仪表仪态 10 
衣着端庄大方。 

表情、手势得当。 

合计 100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技能模块测试 

“演示文稿应用”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作品创作为测试主线，在创作过程中增进对 PowerPoint2007 操作技术的理解，亲身体验电子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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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作品创作的历程。现以《教学大纲》中“演示文稿应用”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件

环境主要是：PowerPoint2007。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制作一日游演示文稿

（70分） 

主题版面（10 分）   

作品内容（40 分）  

动画效果（10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链接（5 分）  

音乐（3 分）   

作品保存（2 分）  

测评任务 2： 

演示文稿讲解 

（30 分） 

演示效果（10 分）  

讲解效果（10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仪表仪态（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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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样卷 

 

模块一：认识 IP地址 

一、测试形式 

本模块测试采用统一 WORD 测试文档，学生直接在测试文档中答题，考虑到操作需要，测试采取“轮换实操”

形式，根据学生数量可分成几大组轮换考核，每人两台计算机。采用文档评分与现场打分相结合评价方式。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识别 IP 地址、子网划分、设置 IP 地址、PING 命令使用。 

根据提供的 WORD 测试文档，按要求完成各个任务测试，并注意将结果保存。（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

生方可开始操作。）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识别 IP 地址 5 分钟 

操作要求如下： 

 IP 地址 131.23.56.48，该地址为_______ （私有/公有）地址 

 其默认子网掩码为_____________ 

 属于________（A/B/C/D/E）类 IP 地址。 

 C 类地址中属于私有地址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网划分 5 分钟 

操作要求如下： 

某小学校园网总信息点数 200 左右，使用一个 C 类私有地址：192.168.10.0，

为了维护学校各部门的信息安全，便于管理控制，将校园网网络划分为不

同的子网，学校部门包括教务处、总务处、财务处、办公室和教工宿舍五

大部分，请根据以上说明，划分好子网，规划 IP 地址。 

 划分子网后，各子网的子网掩码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IP 地址 192.168.10.100，其所在子网的广播地址为______________。 

 IP 地 址 192.168.10.66 ， 其 所 在 子 网 可 用 的 IP 地 址 范 围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置 IP 地址 5 分钟 

操作要求如下： 

分别设置教务处主机 A 和 B 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及 DNS： 

 PCA： IP：172.16.20.1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72.16.20.254 

 DNS：202.96.104.16，将结果截图保存在测试文档中。 

 PCB： IP：172.16.20.2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72.16.20.254 

      DNS：202.96.104.16，将结果截图保存在测试文档中。 

 

PING 命令使

用 
10 分钟 

在 PCA 中完成以下测试，如果网络不通，请排除网络故障，保障网络连通： 

 PING 回环地址，将结果截图保存在测试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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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 PCB 的 IP 地址，测试网络连通性，将结果截图保存在测试文档中。 

三、测试安排： 

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若 2 名学生评委（其他班级或本班学生）。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

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测评顺利和公正的保证 

任课教师完成某章节的教学任务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向校教务处/教学部提交测评申请，由教务处/教学部

按照本测试方案做好组织工作，主要要做好以下几项安排： 

1. 确定测评时间：建议放在晚上自修时间，通学生可统一安排在中午或其他时间进行。 

2. 确定测评场地：本模块测试中的任务可安排在一个机房内进行。 

3. 确定工作人员： 

主评教师：为便于教师之间互相交流，建议以局域网组建与维护任课教师为主（测评班级的任课教

师回避）。 

学生评委：为便于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建议以其他班级的优秀学生或课代表为主，本班优秀学也可

作评委。 

公证人员：为保证测评的顺利进行及成绩的公正性，各校教务处/教学部再安排 1 位公证教师，主要

负责监督、接受投诉、协调测评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回收测评成绩单。 

后勤人员：通知相应实训室负责人根据方案要求做好器材准备和场地布置工作。（器材准备要求见

后） 

4. 成绩公布：根据测评成绩单将测评结果填写在“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模块技能测试汇总表”中，并张贴在

部/班级的公告栏中。（汇总表样式见后） 

五、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认识 IP 地址 

计算机数量 2 台（分别标注为 PCA 和 PCB） 

操作系统 Windows XP（网络连通） 

应用软件 Office 2007 

FTP 服务器 在教师机上装有 FTP 服务端软件，客户机能访问该 FTP 服务器，并能

匿名上传和下载文件。 

WORD 试题文档一份 预先传送到学生机的 D 盘 

六、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识别 IP 地址 

（8分） 

识别公有/私有地址 2 正确区别公有、私有地址，错误不给分。 

默认子网掩码正确，错误不给分。 

IP 地址类别正确，错误不给分。 

写出对应类别私有地址范围，错误不给分。 

子网掩码 2 

IP地址类别 2 

私有地址范围 2 

子网划分（6

分） 

子网掩码 2 子网掩码计算正确,错误不给分； 

广播地址计算正确，错误不给分； 

对应子网 IP地址范围计算正确，漏写扣 1分。 

子网广播地址 2 

子网 IP地址范围 2 

设置 IP 地址

（8分） 

IP地址 2 正确设置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及 DNS，错误不给分。 

子网掩码 2 

网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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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2 

PING 命令使

用 

（8分） 

回环地址测试 3 能正确使用 PING 命令进行回环地址测试，错误不给分 

网络连通性测试 5 能正确使用 PING 命令进行回环地址测试，网络不通扣 3分 

合计 30  

 

七、成绩报告单样表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模块测试 

“认识 IP地址”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认识 IP 地址为测试主线，在识别 IP 过程中增进对 IP 地址理解，并能根据网络实际情况设置好

TCP/IP协议参数，并能对网络连通性进行测试。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识别 IP 地址 

识别公有/私有地址(2 分)   

子网掩码(2 分)   

IP 地址类别(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私有地址范围(2 分)  

测评任务 2： 

接子网划分 

子网掩码(2 分)   

子网广播地址(2 分)  

子网 IP 地址范围(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3： 

设置 IP地址 

IP 地址(2 分)  

 
子网掩码(2 分)  

网关(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DNS(2 分)  

测评任务 4： 

PING命令使用 

回环地址测试(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网络连通性测试(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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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认识常用网络设备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门诊式轮换实操”形式，由坐诊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因本模块共需测评三个任务，所以可安排三个测试区，每个区分别设置 3 个操作岗位(网线制作区可设 6 个

岗位)，可同时允许 9 个学生同时操作。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识别识别常用网络硬件设备、识别常见网络传输介质、制作网线。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识别常用网络

硬件设备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找出交换机并平放到写有交换机的区域中。 

 找出集线器并平放到写有集线器的区域中。 

 找出无线宽带路由器并放到写有无线路由器的区域。 

 找出路由器并放到写有路由器的区域。 

 找出无线网卡并放到写有网卡区域。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

操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盖上是否合格的印子。 

识别常见网络

传输介质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找出非屏蔽双绞线并将其放到写有非屏蔽双绞线的区域中。 

 找出屏蔽双绞线并将其放到写有屏蔽双绞线的区域中。 

 找出同轴电缆并将其放到写有同轴电缆的区域中。 

 找出多模光纤并将其放到写有多模光纤的区域中。 

 找出单模光纤并将其放到写有单模光纤的区域中。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

操作效果（要注意各 I/O 设置的针脚有否插歪），并在测评卡上盖上是否合格的

印子。 

制作网线 4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按 568A 或 568B 标准制作一根直通网线 

 按标准制作一根交叉线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

检查操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盖上是否合格的印子。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门诊式”测试，因此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若干名学生评委（其他班级或本班学生）。测试

分成三组，每组三人，分赴各个区域，一个组完成任务后，再到另一个测试区去完成另一个任务。具体分配建议

如下表所示： 

任务一：识别常用网络硬件设备 1 位学生评委 

同时监考 5-10 位学生 任务二：识别常见网络传输介质 1 位学生评委 

任务三：制作网线 1 位学生评委 

合计 3+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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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识别常用网

络硬件设备 

集训器 任意 1 台/组 1．根据条件可以适当增加其他硬件； 

2．在硬纸板上画上若干大小不一的矩

形，在矩形内写上设备名称，作为设

备的放置区。 

交换机 任意 1 台/组 

无线路由器 任意 1 台/组 

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 1 块/组 

路由器 任意 1 块/组 

硬纸板 0．5*0.5 米 一张/组 

识别常见网

络传输介质 

屏蔽双绞线 0.5 米 1 根/组  

非屏蔽双绞

线 

0.5 米 1 根/组 

同轴电费 0.5 米 1 根组 

单模光纤 0.5 米 1 根组 

多模光纤 0.5 米 1 根组 

网线制作 

网线 0.5 米 5 类双绞线 2 根组  

水晶头 RJ45 5 个组 

网线钳  1 把/组 

测试仪  2个/教室 

注：每位监考教师需各配一只秒表。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识别常用网

络硬件设备 

(10 分) 

集线器 2 将硬件设备准确地放入相应格子里即可得分。 

粗暴对待硬件（应轻拿轻放）扣 1-4 分。 交换机 2 

无线路由器 2 

无线网卡 2 

路由器 2 

识别常见网

络传输介质 

(10 分) 

屏蔽双绞线 2 线缆识别正确即可得分。 

 非屏蔽双绞线 2 

同轴电费 2 

单模光纤 2 

多模光纤 2 

网 线 制 作

（10分） 

直通线 5 按正确标准制作，否则扣 3分/根； 

网络测试不通，扣 3分/根； 交叉线 5 

合计 30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认识常用网络设备”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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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网络设备及线缆识别为测试主线，在识别过程中增进对常见网络设备的了解，并亲身体验网线制作

过程。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识别常用网络硬件设

备 

集线器(2分)   

交换机(2分)  

无线路由器(2分)   

无线网卡(2分)   □  合  格 

□  不合格 路由器(2分)  

测评任务 2： 

识别常见网络传输介

质 

屏蔽双绞线(2分)   

非屏蔽双绞线(2分)  

同轴电费(2分)  

单模光纤(2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多模光纤(2分)  

测评任务 3： 

制作网线 

直通线(5 分)   

交叉线（5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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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Windows2003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统一上机实操”形式，由测评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三个任务：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配置与权限、域控制器安装及配置。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任务 1：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 

3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在 VMWARE 虚拟机中安装 Windwos Server 2003 系统，网卡设为桥接模

式，管理员密码为 123456  

 TCP/IP 配置与宿主机相似（IP 地址最后一位在宿主机上加 100） 

任务 2：配

置与权限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创建组“考核”，创建一帐号“test”，密码为 123456，将该用户加入到“考

核”组中。 

 在桌面创建一文件夹“考试资料”，在此文件夹中创建一名为“考试须知”

的文本文件设置 test 具有完全权限，其它用户禁止访问 

 共享该文件夹，仅充许 test 完全控制。在宿主机 XP 中访问该共享文件夹，

将访问结果截图保存为“共享.jpg”，并将该图片上传至共享文件夹中。 

任务 3：域

控制器安

装及配置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将虚拟机 Windows Server 2003 创建快照，名称为“任务 12” 

 将 Windows Server 2003 提升为域控制器，域名为 abc.com 

 创建组织单位(OU)“考核”，并在该 OU 下新建一域帐号“user1”，密码自

定。 

 将虚拟机 XP 加入到域 test.com，并以 user1 用户登录到域 test.com。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测试，因此只需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4 位学生评委。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

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操作系统应用 

计算机一台 内存不少于 2G，装有 Windows XP 和电子教室 

虚拟机 VMWARE 6，已安装好的 XP及 Windows Server 2003 虚拟机 

系统镜像 ISO 文件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wos XP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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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

（20 分） 

虚拟机设置 5 
 不能完成虚拟机的创建，需在老师帮助下完成扣 3 分 

 网卡不设为桥接模式，扣 2 分 

系统安装 15 
 不能完成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扣 8-12 分。 

 TCP/IP 配置错误扣 1-3 分 

配 置 与 权

限（15 分） 

账号管理 5 

 帐号与组创建正确，且与要求一致，得 5 分 

 帐号未加到指定组中，扣 2 分 

 未按要求创建帐号与组扣 1-5分 

权限设置 10 

 不按要求创建文件夹扣，扣 1-2 分 

 不按要求设置文件访问权限，扣 1-3 分 

 按要求共享文件夹且共享权限设置正确得 5 分 

 共享文件夹中没有共享截图扣 2 分 

域 控 制 器

安 装 及 配

置（10 分） 

创建快照 2  不按要求创建快照，扣 2 分（老师需提醒学生创建快照） 

域控制器安装 3  能完成域控制器安装得 4 分。 

域帐号管理 2 

 不按要求创建 OU扣 1 分 

 不按要求创建帐号扣 1 分 

 将其他输入误删且未恢复，扣 1 分。 

加入域 3  不能完成域登录，扣 3 分。 

合计 45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Windows2003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 Windows Server 2003安装配置为主线，在完成各个任务过程中增进对操作系统的

认识，亲身体验操作系统安装过程。学会操作系统常用管理和配置方法。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 

虚拟机设置（5 分） 5 

 

 

□  合  格 

□  不合格 
系统安装（15 分） 

15 

测评任务 2： 

配置与权限 

账号管理（5 分） 5 
 

权限设置（10 分） 10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3： 

域控制器安装及配置 

创建快照（2 分) 2  

域控制器安装（3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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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帐号管理（2 分） 2 

加入域（3 分） 3  
□  合  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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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小型局域网的组建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门诊式测试”形式，由测评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三个任务：双机互联、家用无线路由器组建局域网、共享上网。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双机互联 8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制作双机互联网线，连接两台计算机。 

 设置两台计算机 TCP/IP 属性，测试两台计算机连通性。 

 在 PCA 中桌面上创建文件夹“PCA”，并设为共享。在 PCB 中访问共享

文件夹。 

家用无线路

由器组建局

域网。 

15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制作两根直通网线 

 将 PCA、PCB 连接至无线宽带路由器，设置 PCA、PCB 的 TCP/IP 属性，

测试网络连通性。 

 按照路由器说明书进入路由器配置界面，组建局域网。 

 设置 PCC 无线网卡，使其接入到 PCA、PCB 所在网络中，测试网络连接

性。 

共享上网 7 分钟 
 按照提供的 WAN 接口参数，设置好无线路由器，保证 PCA、PCB、PCC

能正常访问互联网。 

（提供对应无线路由器说明书，并提供机房接入互联网 TCP/IP属性信息。）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门诊测试”方式，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安排 6 至 9 个测试工位，至少安排 2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具体分配建议如下表所示：。 

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24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备注 

双机互联 

计算机 2 台/工位 设备要求是按每工位计算

的，根据实际情况，可准备

6-9 个测试工位。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双绞线 2-3 米/工位 

网线钳 1 把/工位 

RJ45 水晶头 3 个/工位 

家用无线路由器组

建局域网。 

计算机 3 台/工位 

无线网卡(USB 接口) 1 个/工位 

无线路由器(带说明书) 1 个/工位  

双绞线 2-3 米/工位  

网线钳 1 把/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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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45 水晶头 5 个/工位 

共享上网 
已接入互联网网线一根 提供互联网接入参数 

无线接入密码 nbzjjncs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双机互联

（10 分） 

网线制作 2 
 网线制作方法正确，网线测试正常得 2 分。 

 网线制作不规范扣 0.5-1 分. 

网络设置 2 
 网络参数设置正确，网络连通得 2 分。 

 网络连通性测试没截图，扣 1分。 

网络共享 3 

 按要求设置共享，并共享访问正常得 3 分。 

 共享创建正确，但不能正确访问共享，扣 1 分 

 不会截图或保存图片，扣 1 分。 

家用无线

路由器组

建局域网

（10 分） 

网线制作 2  网线制作方法正确，网线测试正常得 3 分。 

有线连接 4 

 网络连接正确，得 2 分. 

 网络参数设置正确，网络测试正常，得 3 分 

 没有网络连通性截图，扣 1 分. 

无线连接 4 

 无线网卡安装正确，得 1 分 

 无线接入错误，扣 2 分 

 连通性测试，无截图扣 1 分 

共享上网

（5 分） 

WAN 口参数设置 2  WAN 口参数设置缺少相应参数，扣 2 分. 

共享上网 3  能 PCA、PCB、PCC 能正常相网，得 3 分. 

合计 25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小型局域网的组建”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组建家用无线局域网为测试主线，通过双机互联，无线路由器组建局域网、共享上网设置等考核。

让学生亲身体验普通家庭的无线局域网上网的全过程。。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双机互联 

网线制作(2 分)   

网络设置（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网络共享（3 分）  

测评任务 2： 

家用无线路由器组建

网线制作（2 分）   

有线连接（4 分）   □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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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 无线连接（4 分）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3： 

共享上网 

WAN 口参数设置（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共享上网（3 分）  

 

模块五：网络基本应用服务的搭建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统一上机实操”测试形式，由测评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创建基本 Web 站点、创建基于虚拟主机站点、创建基本 FTP 站点、Seru-U 搭建

FTP 站点。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创 建 基 本

Web 站点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在虚拟机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 IIS 服务，并完成以下任务 

 配置 WEB 站点，目录 C：\WEB，IIS 连接数 40，默认文档 index.asp。 

 在站点目录中创建 index.asp 文档，内容为“<%=now()%>” 

 在宿主机 XP 中测试网站 

创建基于虚

拟主机站点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创建虚拟主机，端口 8080，主目录：C:\web1，主文档：web1.htm 

 创建虚拟主机，端口 88，主目录：C:\Web2，主文档：web2.htm 

 创建相应主文档，内容为“虚拟主机测试，该虚拟机端口为 8080 域

88”（注：商品请按实填写。） 

 在宿主机 XP 中，分别打开虚拟主机进行测试，并将结果截图保存。 

创 建 基 本

FTP 站点 
10 分钟 

 在 IIS 中安装 FTP 服务 

 禁用默认 FTP 站点，创建新的 FTP 上点，目录为 C:\FTP，充许上传。 

 创建 FTP 用户 USERA，登录密码为“123456” 

 设置权限，匿名用户只能下载，USERA 可以上传，并将桌面

Useru-U.exe 文档上传。 

Seru-U 搭建

FTP 站点 
10 分钟 

 设置虚拟机 Windows Server 2003 网卡为 host 模式 

 在虚拟机 Windwos Server 2003 中安装 Seru-U 软件 

 配置 Seru-U，创建帐号 TESTA，主目录 C:\TESTA，密码为空 

 在 C:\TESTA 中创建文件夹 upload，设置 TESTA 权限，充许上传，

不能下载。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测试方式，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

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备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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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创建基本 Web 站点 

计算机 1 台/工位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虚拟机 VMWARE 6 

已安装虚拟机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3 

Seru-U 搭建 FTP 站点 Seru 软件 宿主机 XP 系统桌面上放置自解压压缩包 Seru-U.exe 

根据学校情况，每机房准备 50台左右测试工位。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创建基

本 Web

站 点

(10 分) 

IIS 安装 2 
 网线制作方法正确，网线测试正常得 2 分。 

 网线制作不规范扣 0.5-1 分. 

WEB 配置 3 
 网络参数设置正确，网络连通得 2 分。 

 网络连通性测试没截图，扣 1分。 

主文档创建 3 

 按要求设置共享，并共享访问正常得 3 分。 

 共享创建正确，但不能正确访问共享，扣 1 分 

 不会截图或保存图片，扣 1 分。 

网站测试 2   

创建基

于虚拟

主机站

点（ 10

分） 

虚拟主机一配置 3  网线制作方法正确，网线测试正常得 3 分。 

虚拟主机二配置 3 

 网络连接正确，得 2 分. 

 网络参数设置正确，网络测试正常，得 3 分 

 没有网络连通性截图，扣 1 分. 

目录、文档创建 2   

虚拟主机测试 2 

 无线网卡安装正确，得 1 分 

 无线接入错误，扣 2 分 

 连通性测试，无截图扣 1 分 

创建基

本 FTP

站点（5

分） 

IIS 中安装 FTP 服

务 
1 

 能通过 IP 访问 FTP 网站得 1 分 

 能根据要求实现匿名下载便不能上传得 2 分 

 USERA 用户上传文件得 2 分 

FTP 站点创建与配

置 
2 

帐号设置 2 

Seru-U

搭 建

FTP 站

点（ 10

分） 

软件安装 4 Seru_U 安装正确，得 3 分，注册错误扣 1 分 

帐号创建 3 
 帐号创建正确得 3 分 

 不按要求创建目录及密码扣 1-2 分 

权限设置 3 

 不按要求设置权限扣 1-3 分。 

合计 35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基本应用服务的搭建”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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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基本应用服务搭建“为测试主线，WEB 服务、FTP 服务及 Seru-U 软件安装配置了解网络服务搭建

流程。亲身体验常用网络服务工作过程。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创建基本 Web 站点 

IIS 安装（2 分）   

WEB 配置（3 分）  

主文档创建（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网站测试（2 分  

测评任务 2： 

创建基于虚拟主机站

点 

虚拟主机一配置（3 分）  
 

虚拟主机二配置（3 分）  

目录、文档创建（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虚拟主机测试（2 分）  

测评任务 3： 

创建基本 FTP 站点 

IIS 中安装 FTP 服务（2

分） 

  
 

FTP 站点创建与配置（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帐号设置（1 分）  

测评任务 3： 

Seru-U 搭建 FTP 站点 

软件安装（4 分） 
  

 

帐号创建（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权限设置（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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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六：网络安全及管理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统一上机实操”结合“门诊式测试”形式，由测评师生对参考学生各个任务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帐户安全、安全策略配置、关闭服务、防火墙配置。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帐户安全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停用 GUEST 帐户。 

 将 Administrator 帐户更名为 Test。 

 创建名为 Administraotr 帐号，密码为数字字母与符号组合 

安全策略配

置 
10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密码策略：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密码最小长度 8 个字符 

 帐户锁定策略：帐户锁定阈值 3 次，帐户锁定时间 10 分钟 

 安全选项设置：交互式登录启用不显示上次的用户名 

关闭服务 10 分钟 

 禁止远程连接注册表（禁用 Remote Registry 服务） 

 禁止计划任务自动运行（禁用 task schedule 服务） 

 关闭网络共享（禁用 Server 和 TCP/IP netbios helper Service 服务） 

防火墙配置 10 分钟 
 开启系统自带的防火墙 

 只开放 IIS 和 FTP 服务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统一上机”测试方式，至少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 3 位学生评委，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

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60 分钟。 

四、备料单： 

考核模块 名称 要求 

帐户安全 

计算机 1 台/工位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虚拟机 VMWARE 6 

已安装虚拟机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3 

防火墙配置 Seru 软件 宿主机 XP 系统桌面上放置自解压压缩包 Seru-U.exe 

五、评分标准： 

考核任务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帐户安

全 (5

分) 

停用 GUEST 帐户 1  正常停用 GUEST 帐号，得 1 分 

将 Administrator 帐户更名为

Test。 
2 

  成功将 Administrator 更名，得 2 分 

创建名为 Administraotr 帐号 2  成功创建名为 Administrator 帐号，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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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策

略配置

（5 分） 

密码策略 2  密码策略按要求设置，得 2 分 

帐户锁定策略 2  帐户锁定策略按要求设置，得 2 分 

安全选项设置 1  安全选项设置按要求设备，得 1 分 

关闭服

务 （ 5

分） 

禁止远程连接注册表 1  成功禁用 Remote Registry 服务得 1 分 

禁止计划任务自动运行 2  成功禁用 task schedule 服务服务得 2 分 

关闭网络共享 2 
 成功禁用 Server和 TCP/IP netbios helper Service

服务得 2 分 

防火墙

配置（5

分） 

开启系统自带的防火墙 2  按要求设置防火墙，得 2 分 

开放服务 3 
 按要求开放指定服务，得 3 分 

合计 20  

六、成绩报告单样式：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网络安全及管理”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网络安全与管理为测试主线，通过帐户安全、安全策略配置、关闭服务、防火墙设置这一系统操作

加强对网络安全认识，学会基本的网络安全常识。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帐户安全 

停用 GUEST 帐户(1 分)   

将 Administrator 帐户更名为

Test（2 分） 

 

创建名为 Administraotr 帐号（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2： 

安全策略配置 

密码策略（2 分）  
 

帐户锁定策略（2 分）  

安全选项设置（1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3： 

关闭服务 

禁止远程连接注册表（1 分） 
  

 

禁止计划任务自动运行（2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关闭网络共享（2 分）  

测评任务 3： 

防火墙配置 

开启系统自带的防火墙(2 分) 
  

 

开放服务（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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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组建与维护》技能抽测样卷 

一、 项目描述 

如图所示，将 2 台计算机组建起一个对等网。 

                 

二、 任务和要求 

1． 制作网线（10 分） 

制作一根交叉线（568A-568B），并用些线将 2 台计算机连接起来，要求做到整洁美观。 

2． 创建虚拟机（10 分） 

在 PC-2 上创建一个用于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2003 服务器的虚拟机，虚拟机的设置参数如下表所示： 

网络类型 桥接 

硬盘 40G SCSI 磁盘 

内存 512M 

光驱 指向 D:\win2003.iso 

    3．系统安装（10 分） 

       在虚拟机上安装 Windows 2003 操作系统，安装要求如下表所示： 

计算名 S_准考证号 

分区 C 盘 15G；D 盘余下空间 

固定 IP 地址 192.168.100.2/24 

192.168.100.3/24 

授权方式 每客户端 

管理员密码 Admin123456 

4.配置域环境 

(1) 在 Windows2003 服务器上创建域（活动目录），要求域名为 nb2014.org，NETBIOS 名为 nbjnks。 

(2) 按下列要求，设置本地安全策略。 

禁止使用密码复杂度要求，要求最少密码长度为 6； 

为保持单位对外形象，不允许用户更改墙纸； 

为节省计算机资源，强制使用经典开始菜单； 

禁止更改 Internet Explorer 主页地址，并强制更改为 http://192.168.100.2； 

（3）根据下表，创建域用户 

组织单元( OU ) 工作组 ( Group ) 用户名 ( username ) 密码 ( password ) 

大通公司 办公室 张立（zhangli） 123456 

大通公司 办公室 王东（wangdong） 123456 

大通公司 工会 刘海 （liuhai） 234567 

大通公司 工会 赵明 (zhaoming) 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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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方便和节约使用打印机，在 Windows2003 服务器上安装打印机 ESPSON 1600KIII，并共享给所有

用户使用，(在 PC-1 上赵明登录后必须能直接看到并使用)； 

5．配置 WEB 服务 

在 Windows2003 服务器上安装 IIS 服务，并配置 WEB (HTTP) 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1）使用 IP 地址访问，地址为 192.168.100.2 

（2）配置首页文件为 hangzhouwan.html；并存放于服务器 d:\website 中 

（3） 首页文件内容为“宁波市 2014 年局域网组装技能考核” 

6．配置 FTP 服务 

在 Windows2003 服务器上安装 FTP 服务，并配置 FTP 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1）使用 IP 地址访问，地址为 192.168.100.3 

（2）配置 FTP 空间存放于 d:\ftpsite 中 

（3）允许张立(zhangli)允许访问 ftp 站点并进行下载，但不允许上传文件；允许赵明(zhaoming)既可以

下载文件也可以上传文件；不允许匿名用户登录。 

三、评分标准或参考答案 

考核内容 技术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方案 

制作网线并连

接设备 

网线制作符合超 5 类

线标准，并能按照图

纸正确连接设备。 

10 
制作 1根超 5类网线用于实

际网络连接。（ 

网线制作不规范扣 2 分。 

网络测试不通扣 10 分。 

网线连接错误一处扣 2 分。 

创建虚拟机 

根据题目要求创建 1

个 Windows2003 虚拟

机。 

10 虚拟机配置正确 10 分 
虚拟机配置没按要求参数设置

一项扣 2 分。 

系统安装 
根据题目要求安装

Windows2003 系统。 
10 

硬盘分区正确 2 分 

机器名、密码、授权模式、

IP 等设置 4 分 

启动正常 2 分 

安装不成功扣 10 分。 

设置一项错误扣 2 分。 

搭建域环境 

根据题目要求建立

域，创建用户组和用

户，把机器添加到域，

组策略设置，共享打

印机。 

30 

建立域。5 分 

创建用户组和用户。10 分 

加入域 2 分。 

组策略 8 分。 

共享打印机 5 分。 

域未安装扣 5 分。 

用户设置一项错误扣 1 分。 

未加入域扣 2 分。 

策略设置一项错误扣 2 分。 

打印机未安装扣 5 分。未建立

共享扣 2 分。权限未设扣 2 分 

配置 WEB 服务 

在 Windows2003 上安

装并配置 Web 服务，

能以 IP 地址访问 WEB

服务器。 

20 

Web 应用服务安装与配置

16 分。 

能访问网站 4 分。 

WEB 服务安装不成功扣 20 分。 

配置参数一项错误扣 3 分。 

不能访问扣 4 分。 

配置 FTP 服务 

在 Windows2003 上安

装并配置 FTP 服务，

能以 IP 地址访问 FTP

服务器，并能上传和

下载文件。 

20 

FTP 应用服务安装与配置

14 分。 

能下载文件 3 分。 

能上传文件 3 分。 

FTP 服务安装不成功扣 20 分。 

配置参数一项错误扣 3 分。 

不能上传或下载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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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样卷 

 

模块一：硬件组装 

一、测试形式 

测试采取“流水线式装机实操”形式，由主评教师和学生评委对学生各个模块的操作进行现场评分。 

因本模块共需测评四个任务，所以可安排四个测试区，每个区分别设置 1-2 个操作岗位，可同时允许 5-10

个学生同时操作。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CPU 和内存拆装、板卡拆装、机内线缆拆装、外设拆装。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按顺

序逐个完成各个任务的考核。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测试时间 操作要求 

CPU 及内存

拆装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1．先装后拆 

2．将 CPU 准确地装入主板 CPU 插座中。 

3．将 CPU 风扇准确固定在 CPU 上，并连接好风扇电源线。 

4．将内存条准确地插入主板上第 1 根内存插槽内。 

5．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安装。 

6．依次将内存条、CPU 风扇、CPU 从主板上拆卸下来。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打分。 

板卡拆装 4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1．先装后拆 

2．将硬盘装入机箱的硬盘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至少 3 颗）。 

3．将光驱装入机箱的光驱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至少 3 颗）。 

4．将 AGP 显卡正确插入 AGP 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 

5．将 PCI 网卡正确插入 PCI 插槽内，并用螺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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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板卡安装。 

7．将网卡、显卡正确地从主板上拆卸下来。 

8．将光驱、硬盘从机箱内拆卸下来。 

4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打分。 

机内线缆拆

装 
3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1．先装后拆 

2．用数据线将硬盘、光驱与主板准确连接起来。硬盘数据线要接在第 1 个

IDE 插槽上。 

3．分别将主板电源线、光驱电源线、硬盘电源线正确地插入相应设备的电

源接口。 

4．将 RESET 线和 PWR 线准确插到主板相应针脚上。 

5．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线缆连接。 

6．将各类线缆拆卸下来。 

3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打分。 

外设拆装 2 分钟 

教师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方可开始操作。操作要求如下： 

1．  先装后拆 

2．  将鼠标、键盘连接到主机的相应接口。 

3．  将显示器的数据线与主机的显示接口相连并固定。 

4．  将耳麦的输入输出线分别接到主机相应接口中。 

5．  将网线一头接到主机的网卡接口中。 

6．  用打印机数据线将主机与打印机连接起来。 

7．  将电源线连接到主机电源接口中。 

8．  向监考教师报告完成线缆连接。 

9．  将各类外设与主机分离。 

2 分钟时间到后，教师发出“停止操作”口令，学生中止操作，教师逐个检查操

作效果，并在测评卡上打分。 

三、测试安排： 

因本次考试采用“流水线式装机实操”测试，因此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若干名学生评委（其他班级或本班

学生）。另外，为保证测评的流畅性，对需较长考核时间的“板卡安装”任务建议建议安排 2 组，即该任务需 2

位监考人员。具体分配建议如下表所示： 

任务一：CPU 及内存拆装 1 位学生评委 

同时监考 5-10 位学生 
任务二：板卡拆装 2 位学生评委 

任务三：机内线缆拆装 1 位学生评委 

任务四：外设拆装 1 位主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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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1 位  

根据以上安排，一个 50 人的班级完成本模块的技能测评，大概需要 90 分钟。 

四、测评顺利和公正的保证 

任课教师完成某章节的教学任务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向校教务处/教学部提交测评申请，由教务处/教学部

按照本测试方案做好组织工作，主要要做好以下几项安排： 

1．确定测评时间：建议放在晚上自修时间，通学生可统一安排在中午或其他时间进行。 

2．确定测评场地：本模块测试建议安排在组装维修实训室。 

3．确定工作人员： 

主评教师：为便于教师之间互相交流，建议以计算机应用基础任课教师为主（测评班级的任课教师

回避）。 

学生评委：为便于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建议以其他班级的优秀学生或课代表为主，本班优秀学也可

作评委。 

公证人员：为保证测评的顺利进行及成绩的公正性，各校教务处/教学部再安排 1 位公证教师，主要

负责监督、接受投诉、协调测评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回收测评成绩单。 

后勤人员：通知相应实训室负责人根据方案要求做好器材准备和场地布置工作。（器材准备要求见

后） 

4．成绩公布：根据测评成绩单将测评结果填写在“成绩报告”中，并返回给学生。 

五、备料单 

考核任务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CPU、内存

拆装 

CPU P4 或同等类型 1 块/组 建议准备 3 组，其中 2 组考核用，1

组备用。 

内存条需与主板配套 

主板不必放在机箱内。 

CPU 风扇 与 CPU 配套 1 只/组 

内存 SDRAM/DDR/DDR2 1 条/组 

主板 与 CPU 配套 1 块/组 

板卡拆装 

主板+机箱 主板固定在机箱内 1 套/组 建议准备 6 组，其中 4 组考核用，2

组备用 
硬盘 IDE 普通硬盘 1 块/组 

光驱 IDE 普通光驱 1 只/组 

显卡 AGP 接口 1 台/组 

网卡 PCI 接口 1 块/组 

十字螺丝刀  1 套/组 

螺丝 十字 若干/组 

机内线缆

拆装 

主板+机箱+光

驱+硬盘 

主板、光驱、硬盘固定在

机箱内 

1 套/组 建议准备 3 组，其中 2 组考核用，1

组备用。 

电源固定在机箱内。  

硬盘数据线 与硬盘接口配套 1 根/组 

光驱数据线 IDE 1 根/组 

外设拆装 

主机 含各类外设接口 1 套/组 建议准备 3 组，其中 2 组考核用，1

组备用。 

 
鼠标 PS/2 1 只/组 

键盘 PS/2 1 只/组 

显示器 CRT/LCD 1 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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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并口打印机 1 台/组 

打印数据线 并口数据连接线 1 根/组 

耳麦 含音频输入输出线 1 个/组 

电源线  1 根/组 

网线 RJ45 头已做好 1 根/组 

注：每位监考教师需各配一只秒表。 

六、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CPU 及内存

拆装 

（30 分） 

CPU 拆装 10 扣分原则：出现以下情况，酌情扣分。 

 操作动作不规范，扣 2-5 分。 

 对设备生疏，安装时不能一次到位，每多安装一次

扣 1 分。 

 少拆卸/安装某样硬件，扣相应的分数。 

 因操作失误而损坏硬件，则该项得分为 0 分。 

 拆卸/安装硬件的顺序不合理，扣 2-5 分。 

 安装完毕未经监考人员确认擅自拆卸，扣 5 分。 

 拆装期间对硬件粗鲁对待，乱丢乱弃，扣 5-10 分。 

 违反其他装机规则，酌情扣 1-5 分。 

CPU 风扇拆装 10 

内存条拆装 10 

板卡拆装 

（30 分） 

硬盘拆装 10 

光驱拆装 5 

显卡拆装 10 

网卡拆装 5 

机内线缆拆

装 

（20 分钟） 

主板、硬盘、光驱的电源线

拆装 

5 

硬盘、光驱的数据线拆装 10 

Reset、PWR 线连接 5 

外设拆装 

（20 分钟） 

键盘、鼠标拆装 5 

显示器、耳麦线缆拆装 5 

打印线缆拆装 5 

网线、电源线拆装 5 

合计 100  

七、现场打分表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考核现场打分表 

    班   级：                    姓   名：                   

考核项目：CPU 及内存拆装 

CPU拆装（10分） CPU风扇拆装（10分） 内存条拆装（10分） 得分 

    

 

考核项目：板卡拆装 

硬盘、光驱拆装（15分） 显卡、网卡拆装（15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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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机内线缆 

主板、硬盘、光驱的电源线

拆装（5分） 

硬盘、光驱的数据线拆装 

（10分） 

Reset、PWR线连接 

（5分） 
得分 

    

 

考核项目：外设拆装 

键/鼠拆装（5分） 
显示器、耳麦拆装 

（5分） 
打印线缆拆装（5分） 

网线、电源线拆装 

（5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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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绩报告单样表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硬件组装”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主机设备拆装为测试主线，在拆装过程中增进对计算机主机配件的了解，并亲身体验计算机主机与

外设的连接。现以《教学方案》中“硬件组装”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硬件环境主要是：

主机配件、常见外设、拆装装工具。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CPU 及内存拆装 

CPU 拆装（10 分）   

CPU 风扇拆装（10 分）   □  合  格 

内存条拆装（10 分）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2： 

板卡拆装 

硬盘拆装（10 分））   

光驱拆装（5 分）  

显卡拆装（10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网卡拆装（5 分）  

测评任务 3： 

机内线缆拆装 

 

主板、硬盘、光驱的电源线

拆装（5 分） 

 
 

硬盘、光驱的数据线拆装

（10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Reset、PWR 线连接（5 分）  

测评任务 4： 

外设拆装 

键盘、鼠标拆装（5 分）  

 显示器、耳麦线缆拆装（5

分） 

 

打印线缆拆装（5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网线、电源线拆装（5 分）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153 

 

模块二：软件安装调试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和学生评委对各参考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因本模块共需测评四个任务，所以可安排四个测试区，每个区分别设置 1-2 个操作岗位，可同时允许 5-10

个学生同时操作。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四个任务：软件安装与设置、系统检测、系统备份、虚拟攒机。学生在 90 分钟内完成各个任

务的测评。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分值 操作要求 

软件安装

与设置 
50 

1． 在 D 盘创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为自己的姓名，该文件夹即为考生文件夹。 

2． 在 Vmare WorkStation 中新建一台 WinXP 虚拟机，虚拟机配置如下： 

内存 384MB、硬盘 20GB、光驱指向 WindowsXP 的 ISO 文件。 

对“虚拟机设置界面”进行截屏，截图保存到 D 盘的考生目录下，取名为 1.jpg，参

考图如下 

 

3．启动虚拟机，并开始安装 WindowsXP，安装要求如下： 

将硬盘分为两个分区，其中 C盘分区的大小为 8GB，分区格式为 NTFS 格式。 

将 WindowsXP 系统安装在 C 盘，计算机名为 jsj+学号，管理员密码为空，第一个用户

帐号为 test，其他设置按默认方式。 

右击“我的电脑”，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管理”命令，在计算机管理窗口中单击“磁

盘管理”，并对窗口进行截屏，截图保存到 D 盘的考生目录下，取名为 2.jpg，参考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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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式化 E 盘，并把 E 盘设为“允许修改”的共享。把本机中桌面上的“应用软件”文件

夹通过网上邻居复制到虚拟机的 E 盘中。 

复制后，打开虚拟机 E 盘中的“应用软件”文件夹，并对此窗口进行截屏，截图保存到

D 盘的考生目录下，取名为 3.jpg，。 

参考图如下： 

 

5．打开 E 盘中的“应用软件”文件夹，分别将 Office2007、WinRAR、极品五笔、QQ、360

安全卫士等应用软件安装到 C:\programe Files 中。 

在安装 360 和 QQ 过程中，安装程序所建议的其他配套软件不用安装。 

   所有应用安装完成后，打开 C:\programe Files 文件夹，并对该文件窗口进行截屏，截

图保存到 D 盘的考生目录下，取名为 4.jpg。 

参考图如下： 

 

系统检测 20 在运行本机桌面上“硬件检测“文件夹下的相应检测程序，并将检测结果填写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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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设备检查测试记录表.DOC”文档中，该文档保存到考生目录中，文件名不名。 

1．运行 CPU-z 检测并记录本机 CPU 的类型、主频、二级缓存，内存类型和容量。 

2．运行 HD-tach 软件检测并记录本机硬盘的容量、随机存取时间。 

3．运行 Everest 软件检测并记录本机 BIOS 类型、主板北桥芯片的型号、显示卡的型号和

显存大小。 

系统备份 20 

1．把虚拟机的光驱指向 DOS 启动盘的 ISO 文件，重启虚拟机，使虚拟机进入 DOS 系统。 

2．运行 GHOST 程序，备份 C 盘分区数据，备份文件保存放到 D:\,备份文件名为“XPC.gho”，

压缩比例选择“high”。 

对备份过程进行截屏，截图保存到 D 盘的考生目录下，取名为 5.jpg。 

参考图如下： 

 

虚拟攒机 10 

执行桌面上的“虚拟攒机.exe”程序，利用该软件所提供的配件清单，制定一份价格

在 5000 元以内的游戏型台式机的购机清单。 

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程序会自动在桌面上产生一个“虚拟攒机.jpg”文件，

把该文件复制到考生目录下。 

三、测试安排： 

本次测试统一在机房进行，可安排 1 位主评教师和若干名学生助手（其他班级或本班学生）。测试之前需将

测试所需的软件发送到学生机的桌面或 D 盘中。测试开始后，需切断网络，以防止学生进行文件共享。测试结束

后，将学生机上的考生文件夹回收到教师机中。 

四、备料单： 

考核任务 名称 数量 备注 

软件安装与设置 

WindowsXP 安装盘的镜像文件 1 本机内存要求在 1GB 以上。 

本机中已安装有虚拟机软件 Vmware 

WorkStation。 

XP 安装光盘文件放在 D 盘“镜像文件”文

件夹中。 

各类应用软件放在本机桌面的“应用软

件”文件夹。 

Office2007 绿色安装版 1 

WinRAR 安装程序 1 

极品五笔安装程序 1 

360 安全卫士安装程序 1 

QQ 安装程序 1 

系统检测 CPU-z 程序 1 将 3个检测软件和 1个空白硬件检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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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tach 程序 1 表文档，存放到本机桌面的“系统检测“文

件夹中。 Everest 程序 1 

硬件设备检查测试记录表.doc 1 

系统备份 
含 GHOST 的 DOS 启动的镜像文件 1 将 DOS启动光盘文件放到 D盘“镜像文件”

文件夹中。 

虚拟攒机 虚拟攒机程序 1 将“虚拟攒机”程序放到本机桌面上。 

 

五、硬件设备检测记录表：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CPU 处理器类型  

CPU 主频  

CPU 二级缓存容量  

内存储器类型  

内存容量  

硬盘容量  

硬盘的随机存取时间  

BIOS 类型  

主板北桥芯片型号  

显示卡型号  

显示缓存容量  

六、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分类 分值 评分标准 

软件安装与设置

（50 分） 

创建虚拟机 10 扣分原则：出现以下情况，酌情扣分。 

 缺少截图，视前后逻辑关系扣 5-10 分。 

 虚拟机的内存与光盘设置与要求不符，每项扣 3 分。 

 分区数和分区格式与要求不符，每项扣 3 分。 

 硬件检测结果书写不规范或不完整，每项扣 2 分。 

 未能设置虚拟机光盘文件，以启动 DOS，扣 5 分。 

 备份对象错误，扣 15 分，备份文件名错误扣 2 分。 

 配件之间存在逻辑错误，每件扣 2 分。 

 超过预算或与需求有较大差距，扣 3 分。 

安装操作系统 20 

文件与磁盘管理 10 

安装应用软件 10 

系统检测（20 分） 

CPU 检测 5 

内存检测 5 

硬盘检测 5 

主板检测 5 

系统备份（20 分） 
启动 DOS 5 

备份数据 15 

虚拟攒机（10 分） 
制订配件清单 7 

核对需求与价格 3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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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绩报告单样式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技能模块测试 

“软件安装调试”成绩报告 

    班   级：                    姓   名：                   

本模块以软件安装调试及硬件检测配制为测试主线，在一个相对完整的项目实测中体验各类系统软件和应用

软件的安装过程及其使用，进一步了解硬件的性能参数，并通过虚拟攒机来了解最新的 IT 产品。现以《教学方

案》中“软件安装调试”部分的内容标准为依据制订测评内容，所需的软硬件环境主要是：虚拟机软件、系统软

件、应用软件、测试软件。 

成   绩 等   级 

  

测评内容和表现情况 

任务名称 测评项目 测评成绩 表现及评价 

测评任务 1： 

软件安装与设置 

创建虚拟机（10 分）   

安装操作系统（20 分）   

文件与磁盘管理（10 分）   □  合  格 

安装应用软件（10 分）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2： 

系统检测 

CPU 检测（5 分）   

内存检测（5 分）  

硬盘检测（5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主板检测（5 分）  

测评任务 3： 

系统备份 

启动 DOS（5 分）  
 

备份数据（15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测评任务 4： 

虚拟攒机 

制订配件清单（7 分）  
 

核对需求与价格（3 分）   □  合  格 

□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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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网页设计与制作》综合技能测试样卷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对各抽测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分五个任务：站点管理、表格布局、图文编辑、表单网页、综合操作。学生在 90 分钟内完成各

个任务的测评。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分值 操作要求 

站点管理 5 

1．创建考生文件夹。以自己的准考证号为名在 D 盘建立一个文件夹，然后把解

压后的素材文件复制到该文件夹中。 

2.创建站点。新建站点，站点名为 test,本地根文件指向 D 盘的考生文件夹，HTTP

地址设置为 localhost。 

3.将“站点定义”的中“高级-本地信息”窗口进行截屏，并将截图保存在考生

文件夹中，文件名为 1.jpg。 

参考样图如下： 

 

图 1 站点定义截图 

表格布局 20 

4.在 Dreamweaver 中，打开“2.htm”文件，按以下要求进行操作，最终效果如

图 2 所示。制作所需图片素材放在 image 文件夹中。 

 插入一个 3 行 1 列的表格，表格的宽度为 750 像素，填充 10、间距 0、

边框 0，居中对齐。 

 在表格的每个单元格中插入 3行 3 列的表格，表格的宽度为 80%，填充、

间距、边框均为 0，居中对齐； 

 在表格 4 个角上的单元格中插入圆角图片并调整单元格的宽度，让其变

成圆角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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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格中央的单元格中插入所需要的各种内容，最后的效果如图2所示。 

 

图 2  2.htm 完成效果图 

图文编辑 15 

5.用 Dreamweaver 打开“3.htm”文件，按以下要求进行操作，最终效果如图 3

所示。制作所需图片素材放在 image 文件夹中 

 在左侧单元格中插入图片 3-1gif 

 在右侧最上方面的单元格中插入图片 3-2.gif 

 在右侧中间单元格中输入文字，并设置合适的字体、字号及文字颜色。 

 

图 3  3.htm 文件完成效果图 

表单网页 20 

6 在 Dreamweaver 中，打开“4.htm”文件，按以下要求创建一个注册表单网页，

最终效果图如图 4 所示。 

 插入表单域,表单名称为：form1 

 在表单域内插入一个 8 行*2 列的表格，表格宽为 250 像素，并对第一行合并

单元格，。 

 按图 4 效果，在相应单元格内插入文字和表单对象。 

 第一行文字为黑体，大小为 3；其余文字为宋体，大小为 2。 

 文本域的字符宽度均为 20。单选按钮组的初始状态为“男”。 

 为表单中的表格创建一个边框样式，样式名为#form1 table，设置“边框”

样式为：实线、宽度 1 像素、黑色。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学标准与检测（试行）                                     ■计算机专业  

 

 

160 

 

图 4  4.htm 文件完成效果图 

综合操作 40 

7.在 Dreamweaver 中，打开“5.htm”文件，按以下要求进行操作，最终效果如

图 5 所示。制作所需图片素材放在 image 文件夹中。 

 输入文字“中国地图”，并建立一个 CSS 样式表，使“中国地图”文字

颜色变成红底黄字，字体为“黑体”。 

 在图片中的台湾省的位置使用椭圆热点工具设置一热点，链接到 tw.htm

文件。 

在图片中的“浙江”两个字的位置使用多边形热点工具设置一热点，链

接到 zj.htm 文件。 

 要相应位置插入 2 条水平线。 

 设置“职业教育”链接到 http://nbzcj.nbedu.net.cn。 

 设置“联系我们”链接到电子邮箱：nbcjj@163.com。 

 设置“返回”链接到该网页文件的顶部。 

 

图 5  5.htm 完成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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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行创作 Tw.htm 或 zj.htm文件，文件内容为介绍关于浙江或台湾概况的名

片型网页，网页所需的文字内容在“介绍.txt”文件中（制作时可根据需要选取

部分文字），所需的图片放在 image 文件夹中，网页的结构、版面效果自定，要求

简洁美观。 

 

图 6  关于****的网页参考图 

总分 100  

三、评分标准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站点管理 5 
有截图。2 分 

站点名称、本地根文件夹、Http 地址设置正确。3 分 

表格布局 20 

表格属性设置正确。3 分 

嵌套表格设置正确。5 分 

插入圆角图片正确。5 分 

单元格内插入图片、文字正确。7 分。 

图文编辑 15 
插入的 2 幅图片内容和位置正确。8 分。 

输入文字内容及属性设置正确。7 分 

表单网页 20 

插入表单域。2 分 

插入表格及表格属性设置正确。5 分 

文字内容和属性设置正确。3分。 

表单对象设置正确。7 分。 

表格边框样式正确。3 分。 

综合操作 40 

有标题且样式表设置正确。5分 

创建图像热区链接正确。5 分 

插入水平线。4 分 

文字链接、邮件链接、锚记链接设置正确。6 分 

有自创作品。5 分 

自创作品整体效果。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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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综合技能测试样卷 

 

一、测试形式 

统一在机房进行测试，由主评教师对各抽测学生的作品按每个得分点进行评定。 

二、测试任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测评共设 3 个任务：理论答题、程序设计（必做）、程序设计（选做）。学生在 120 分钟内完成各个任务

的测评。 

各个任务测试要求如下所示： 

测试任务 分值 操作要求 

题论答题 20 （略） 

程序设计 

（必做） 
50 

第 1题 

试题说明：计算“鸡兔同笼问题”。即已知在同一个笼子中鸡和兔的总数为 h，总脚数为 f，求

鸡和兔各有多少只？ 

操作说明：在 VB 中打开 1.vbp文件的代码视图，分别在第 5、第 6 行将程序代码补充完整。 

 

第 2题 

试题说明：计算 100 到 400 之间，同时能被 3 和 5 整除的整数的个数。 

操作说明：在 VB 中打开 2.vbp文件的代码视图，找出程序代码中的 2 处错误，并改正，使它

能输出正确的结果:“共有 20个”。 

 

Private Sub Form_Click() 

   Dim h%，f%，x%，y% 

   h=InputBox(“输入鸡和兔的总数：”) 

   f= InputBox(“输入鸡和兔的总脚数：”) 

    ①x= 

    ②y= 

   Print “笼中共有”;x;”只鸡，”;y;“只兔”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Click() 

   Dim tj As Integer 

   Dim x As Integer 

   For x = 100 To 400 

If Mod(x,3) = 0 And Mod(x,5) = 0 Then 

     tj = tj + 1 

End If 

Next tj 

Print "共有"; tj; "个"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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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 

试题说明：设计程序 3.vbp，在文本框中输入小时、分、秒后，单击“计算”按钮，会计算出

共有多少秒？（参考图如下所示） 

  

第 4题 

试题说明：设计登陆程序 4.vbp，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按钮，则显示“登陆成功”；

单击“重填“按钮”，文本框中的内容被清除，且光标位于用户名后的文本框中。（参考图如下

所示） 

  

第 5题 

试题说明：设计显示图形程序 5.vbp，要求在窗体上点击后显示出一个直角三角形图案。（参

考图如下所示） 

 

程序设计

（选做

A） 

30 

第 1题 

试题说明：设计分段计算程序 A1.vbp。网上购买某件衣服的标准价格是 300 元／件，0 点－7

点 ，每件打 9 折；8 点－16 点，每件打 8.5 折；17 点--20 点每件打 9.5 折；其他时间不打折。

要求设计程序，输入时间和件数，能计算出应付的金额。（界面自行设计） 

窗体标题为：计算时间 

文本框的初始值为空。 

计算出来的结果为数字，显示在框架

中的标签 4。 

窗体标题为：登陆。 

文本框的初始值为空。 

密码用*显示。 

单击登陆按钮时，若用户名为空，则

显示“用户名不能为空”，若密码为

空，则显示“密码不能为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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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 

试题说明：设计评委打分程序 A2.vbp。5 名评委给选手现场打分(最高为 10 分，最低 1 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出其它 3 个评委的平均分作为这名歌手的得分，并显示

出该选手得分。（参考图如下所示） 

备注：对于输入的数，本程序可不判断其是否在 1-10 范围内。 

 

程序设计 

（选做

B） 

20 

第 1题 

试题说明：设计分段计算程序 B1.vbp。在文本框中输入月份，在标签框中判断出该月属于第

几季度。（界面自行设计） 

备注：1-3 月为第一季度，4-6月为第二季度，7-9 月为第三季度，10-12 月为第三季度。 

第 2题 

试题说明：设计成绩评定程序 B2.vbp。在文本框 1 中输入成绩，点击“评定”按钮后，在文

本框 2 中显示等级。（参考图如下所示） 

备注：90 分以上为 A，80 分以上为 B，70 分以上为 C，60 分以上为 D，否则为 E。 

 

 

三、评分标准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理论答题 20 每选 1 分，正确得 1 分，错误不得分。 

程序设

计（必

做） 

50 

第 1 题：x=(4*h-f)/f    y=(f-2*h)/2, 每行 5 分。 

第 2 题：x mod 3=0 and  x mod 5=0;  x; 改正一个错误得 5分。 

第 3 题：界面设计 3 分，主要检查“窗口标题、文本框、标签、框架、按钮”。每错 1 处扣

0.5 分； 

         程序代码 7 分，主要检查是否有将文本框值转换成数字，所乘系数是否正确。 

Label4.Caption = Val(Text1.Text) * 3600 + Val(Text2.Text) * 60 + Val(Text3.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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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题：界面设计 3 分，主要检查“窗口标题、文本框、标签、按钮”。每错 1 处扣 0.5 分； 

程序代码 7 分，其中重置代码 2 分；登陆代码 5 分。 

 

第 5 题：事件正确得 1 分； 

程序代码 9 分：类型定义 1 分，外循环 2 分，内循环 2 分，输出*2 分，输出空行 2

分。 

 

 

程序设

计（选做

A） 

30 

第 A1 题：界面设计得 2 分；  

      程序代码 10 分。其中类型定义 2 分，文本框值赋给变量 2 分，分段判断 4 分，输出

信息 2 分。 

 
第 A2 题：界面设计得 3 分； 

程序代码 15 分。其中类型定义 2 分，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初值 2 分，键盘循环输入

5 个值 3 分，标签数组赋值 2分，求最值 2 分，计算平均分 2 分，输出结果 2 分。 

If Text1.Text = "" Then 

Label3.Caption = "姓名不能为空" 

ElseIf Text2.Text = "" Then 

Label3.Caption = "密码不能为空" 

Else 

Label3.Caption = "登陆成功" 

End If 

Text1.Text = "" 

Text2.Text = "" 

Text1.SetFocus 

Dim i, j As Integer 

For i = 5 To 1 step -1 

  For j = i To 1 step -1 

    Print "*"; 

  Next j 

  Print 

Next i 

Dim Month As Integer, N As Integer, z As Single 

  stime = Val(Text1.Text) 

  N = Val(Text2.Text) 

  Select Case stime  

    Case 0 To 7 

      z = 0.9 

    Case 8 To 16  

      z = 0.85 

    Case 17 to 20 

      z = 0.95 

    Case Else 

      z = 1 

  End Select 

  MsgBox "您共需要付款：" & 300 * N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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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

计（选做

B） 

20 

第 B1 题：界面设计得 2 分；  

程序代码 8 分。文本框赋值 2分，分段判断 6 分。 

 

第 B2 题：界面设计得 2 分；  

程序代码 8 分。文本框赋值 2分，分段判断 6 分。若用 IF 语句，扣 2 分。 

    

 

 

 

Dim a As Single, max As Single, min As Single, i As Integer, p As Single, s As Single 

max = -1 

min = 11 

For i = 0 To 4 

  a = Val(InputBox("请输入评委分数", "评委打分")) 

    Label2(i).Caption = a 

  If a > max Then max = a 

  If a < min Then min = a 

  s = s + a 

Next 

p = (s - max - min) / 3 

Label3.Caption = "最高分" & max & ";最低分" & min & ";最终得分" & p 

x = Val(Text1.Text) 

y = (x - 1) \ 3 

Select Case y 

Case 0 

Label3.Caption = "第一季度" 

Case 1 

Label3.Caption = "第二季度" 

Case 2 

Label3.Caption = "第三季度" 

Case 3 

Label3.Caption = "第四季度" 

End Select 

Dim x As Single 

 x = Val(Text1.Text) 

 Select Case x      

 Case Is > 90 

Text2.Text = "A"    

Case Is > 80 

Text2.Text = "B"  

Case Is > 70 

Text2.Text = "C" 

Case Is > 60 

Text2.Text = "D" 

Case Else 

Text2.Text = "E" 

End Sel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