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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代码：590106）。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1.检查专业办学水平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技能抽査是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提出的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

向、以服务为宗旨、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办学思想,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全

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16号)的要求。“以职业标准为依据，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理念，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结合企业实际，反映

岗位需求,突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注重职业能力培养。为检验全省高等职业院校计算

机信息管理专业的办学水平提供人才培养方向指导及教学评判依据。

2.检验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素质

检验学生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数据库日常管理能力;信息系统应用、实施、维护管

理能力及与信息系统二次开发相适应的能力;信息资源收集、处理和分析能力;网站建设与维

护能力,检验学生学习能力、职业规范、团队合作等核心职业能力,从而体现所在学院在计算

机信息管理专业上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3.跟进专业发展方向

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移动应用等新技术和应用以及企

事业大型数据库(如: Oracle)维护管理等需求,随着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培养计划不断变化,

专业方向不断调整,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技能抽査标准需与时俱进,题库需持续完善,不断跟



3

踪计算机新技术及行业企业需求，以代表全省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发展方向。

三、考核内容

由合作企业专家、合作学校专家、本校专家、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组成项目建设团队,

项目建设团队以市场需求和职业岗位群的调研分析和要求为基础,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从

事计算杋信息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参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明确计算

杋信息管理专业的职业岗位群及技能。在广泛征求行业、企业和院校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按

计算杋信息管理岗位技能要求设置两个专业技能抽査模块:(一)专业基本技能、(二)岗位核

心技能。每个模块设置若干个典型应用项目,每个项目包含专业技能相关仼务。计算机信息

管理专业各模块项目抽査内容及要求如下。

模块一 专业基本技能

1．数据库管理与应用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1)能按照设计需求读懂E-R图、逻辑图和物理图；

2)能根据项目要求创建数据库和数据表;

3)能根据项目要求对表添加或删除主键、外键、唯一性、检査、默认等约束,维护数据

表中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4)能对表中数据进行操作以及对数据库数据进行简单和复杂业务的査询;

5)能根据项目要求创建和管理数据库各类对象，如视图、存储过程或触发器等；

6)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数据库用户的操作权限。

(2)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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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看懂数据库设计图,体现数据库管理人员从业要求的应用能力;

3)能按要求完成数据库的文件整理和安全存储,体现较强的文件处理能力；

4)能在测试时间内完成任务,体现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5)注重工作场所6S管理,遵守操作规程、操作纪律。

(3)测试时间

本项目测试时间为90分钟。

模块二 岗位核心技能

1．桌面应用开发（Java）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1)能根据项目任务要求使用常用控件设计制作程序界面；

2)能根据项目任务描述完成数据库的附加操作以及向数据表中输入若干测试记录:

3)能根据信息系统需求使用JDBC、ADO.NET、数据源控件等方式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通

过操作界面完成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增、删、改、査等操作并能友好、直观地展现岀其操

作结果;

4)能根据信息系统需求规范编写类、方法、属性以及相关操作代码;

5)能根据项目任务描述完成桌面应用程序的打包、发布和部署工作,能生成.exe可执行

程序或jar压缩包,并可成功运行。

(2)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具有从事信息系统开发所需认真细致工作作风;

3)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及信息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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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遵守职业规范,文档管理规范及编码规范:程序结构规范、命名规范、代码规范、注释

规范等；

5)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及工作激情,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

6)注重工作场所6S(整理SERI、整顿 SEITON、清扫 SEISO、清洁 SEIKETSU、素养

SHITSUKE、安全 SECURITY)管理,遵守操作规程、操作纪律。

(3)测试时间

本项目测试时间为150分钟。

2．WEB 应用开发（Java）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1)能根据网站项目需求进行架构设计,并使用相关技术完成网站页面的设计与制作,能

实现页面间的跳转或链接;

2)能根据项目任务描述完成数据库的附加操作以及向数据表中输入若干测试记录;

3)能根据网站项目需求使用JDBC、 ADO.NET、数据源控件等方式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

通过操作界面(web窗体/页面)完成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增、删、改、査等操作并能友好、

直观地展现岀其操作结果;

4)根据网站项目需求规范编写类、方法、属性以及相关操作代码;

5)能根据项目任务描述完成web应用程序的打包、发布和部署工作,并能通过

“http://xxxxx/项目名称”的方式访问网站。

(2)素质要求

1)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2)具有从事信息系统开发所需认真细致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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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及信息安全意识；

4)遵守职业规范,文档管理规范及编码规范:程序结枃规范、命名规范、代码规范、注释

规范等；

5)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及工作激情,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

6)注重工作场所6S管理,遵守操作规程、操作纪律。

(3)测试时间

本项目测试时间为150分钟。

四、评价标准

模块一 专业基本技能

1．数据库管理与应用

数据库管理与应用评价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库管理与应用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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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岗位核心技能

1．桌面应用开发（Java）

桌面应用开发评价标准如表2所示。



8

表2 桌面应用开发评价标准

2．WEB 应用开发（Java）

WEB应用开发评价标准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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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WEB应用开发评价标准

五、抽考方式

1.抽查样本：按该年级注册人数随机抽取10%，抽取样本不足10人取10人，超过30人取

30人。

2.测试方式:本测试釆用“基本技能模块”+“岗位核心模块”综合抽査形式。两个模块中各

抽取一个项目进行考核。

技能抽査考试时,被测学生从“岗位核心模块”和“基本技能模块”题库中各自随机选取1个

题目,合成1套试卷,被测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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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时间:240分钟

4.场地设备:技能抽査考试在本校内完成,学校提供计算机及完成考试任务的硬件、软件

及网络环境。

5.评分原则:抽查考试对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进行综合评判,按照评分标准,依据

作答的纸上作业试卷和现场操作考评员的记录评判成绩。核心技能模块和基本技能模块项目

满分均为100分,每生总得分为核心技能模块项目得分*60%+基本技能模块项目得分*40%;每

生总得分60分为及格,全校60%学生合格则该校抽查考试合格。

6.评分方式:根据现场考评员的记录和测试结果,由湖南省职业院校职业能力考试委员

会指定的考评员集体评判成绩。

7.成绩公布:湖南省教育厅在网上统一公布抽査学校的平均成绩和合格率及排名等，不

公布个人成绩。

六、附录

1.Java编码规范

(1)包命名

◆ 全部小写

◆ 标识符用点号分隔开来

◆ 全局包的命名：

cn.finefuture+模块名

例如: cn.finefuture.common 公共模块

cn.finefuture.privilege 权限管理模块

项目包：

客户域名+项目名



11

(2)类、接口命名

类的名字应该使用名词。

每个单词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且接口名的第一个字母为I。

(3)方法命名

第一个单词一般是动词。

第一个字母是小写,但是中间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如果方法返回一个成员变量的值,方法名一般为get+d成员变量名,如若返回的值是bool

变量,一般以is作为前缀。

如果方法修改一个成员变量的值,方法名一般为:set+成员变量名。

(4)变量命名

第一个字母小写,中间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不要用_或&作为第一个字母。

尽量使用短而且具有意义的单词。

单字符的变量名一般只用于生命期非常短暂的变量。I，j，k，1，m，n一般用于integers;

c，d，e一般用于characters。

如果变量是集合,则变量名应用复数。

命名组件采用匈牙利命名法,所有前缀均应遵循同一个组件名称缩写列表。

局部变量及输入参数不要与类成员变量同名(get/set方法与构造函数除外)。

(5)常量命名

所有常量名均全部大写,单词间以‘_’隔开。 int MAX_NUM。

(6)缩进规范

* 代码排版采用左对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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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级别的两行左侧对齐

* 不同级别的两行相差一个‘Tab’。

对于用 eclipse开发的项目,每个java源文件,必须使用eclipse工具中自带的排版组合

键ctrl+shift+F。

(7)注释规范

1)函数注释

在每个函数的前面建议都要有相应的注释信息,包括:函数名称；功能描述；输入、输出

及返回值说明:调用关系及被调用关系说明等。

比如：

/**

*函数名称：CheckIn

*功能描述：用户身份验证

*参 数：strName:用户名; strPwd:用户密码

*返 回 值：如果验证成功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调 用：bool b= CheckIN(strName, strPwd),在登录页中后台文件中调用。

**/

public bool CheckIN (String strName, String strPw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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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一、专业基础技能模块

模块一数据库应用技术

1试题编号：J1-1ATM管理子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ATM 机管理子系统

项目背景 某银行现在要开发一套管理信息系统，其中的 ATM 机管理系统是银行业务流程过程中

十分重要且必备的环节之一，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ATM 机管理子系统 E-R 图如图 B10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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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1-2 所示

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01-3 所示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01-1。

项目内容及

要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

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

“test.doc”命名保存在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BankDB”的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下的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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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01-1 和图 B101-2，在“Bank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名

称分别为：T_customer(客户表)、T_account（银行卡表）、T_transInfo（交易记录表）。

(15 分)

（3）根据图 B101-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将

交易 ID 设置为标识列，自动从 1 开始增长。（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如下数据录入。

（2）在 T_customer 客户表中添加一条记录：“004，张辉名，430102198809093012，

男，13278666666”。 (4 分)

（3）在 T_customer 客户表中将客户编号为“001”的客户姓名改为“张力”。 (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账户余额小于 10 元的所有银行卡号。（6 分）

（2）查询出取款金额大于 5000 元的所有客户名称（消除重复项）。(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 P_account，根据客户编号统计出此客户拥有多少张银行卡。（8 分）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BankDB”数据库添加 myTest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授予对“BankDB”数据库中“T_customer”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

（4 分）

项目注意事

项

1.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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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素材\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考试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长

90分钟

（4）评分细则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xp\win7\win8操作系统，0ffice2010版本以上，Acdsee图片浏览器，HyperSnap6.0
截图工具软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xp\win7\win8操作系统，0ffice2010版本以上，Acdsee图片浏览器，HyperSnap6.0
截图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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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J1-2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套管理信息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

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 E-R 图如图 B102-1 所示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2-2 所示，

图 B102-2 逻辑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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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ConstructionDB”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02-1 和图 B102-2，在“Construction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名

称分别为：T_project(工程信息表)、T_enterprise(企业信息表)、T_offer(投标信息表)。(15 分)

（3）根据图 B102-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企业性质

取值范围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 投标报价（万元）默认值为 0。（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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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如下数据录入。（12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正在招标”所有的工程编号、工程名称；（6 分）

（2）查询“远大建筑集团”参与竞标的且投标报价大于 150 万元的所有工程名称；（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 V_offer 查询企业投标信息：企业名称、工程名称、投标报价、投标工期。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ConstructionDB”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ConstructionDB”数据库中“T_project”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

（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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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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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J1-3电子商务商品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电子商务商品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套电子商务商品管理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

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电子商务商品管理系统 E-R 图如图 B103-1 所示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3-2 所示，

图 B103-2 逻辑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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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03-3 所示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BusinessDB”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

目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03-1 和图 B103-2，在“Business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建数据表对象，名

称分别为：T_ Commodity (商品表)、T_Comment (商品评论表)、T_Categoryr(类别表)。（15 分）

（3）根据图 B103-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商品的价格必

须大于 0；评论时间默认为当前系统时间。（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2）在 T_Categoryr 表中添加一条记录：“CA004，儿童玩具类”； （4 分）

（3）删除评论编号为“1”的商品评论信息。（4 分）

3. 数 据 查 询 （ 16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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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询“正在招标”所有的工程编号、工程名称；（6 分）

（2）查询“远大建筑集团”参与竞标的且投标报价大于 150 万元的所有工程名称；（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 V_offer 查询企业投标信息：企业名称、工程名称、投标报价、投标工期。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ConstructionDB”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ConstructionDB”数据库中“T_project”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

（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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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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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题编号：J1-4 教务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教务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某学校现在要开发一套教务管理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

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教务管理系统 E-R 图如图 B104-1 所示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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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04-3 所示。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SchoolDB”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

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04-1 和图 B104-2，在“School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建数据表对象，名称

分别为：T_student (学生信息表)、T_course(课程信息表)、T_teacher(教师信息表)；根据实体

之间的关系建立关系表：T_score(学生选课表)（15 分）

（3）根据图 B104-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四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教师职称

的取值范围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8 分)

2．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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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T_student 表中添加一条记录：“STU005，刘忠，男，1992-10-12，信息 1211”； （4

分）

（3）将“数据结构”课程的学分改为 5；（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学分小于等于 3 分的课程编号和课程名称；（6 分）

（2）查询选修了“C 语言程序设计”的学生信息；（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 P_avg_score，根据课程名称统计选修该课程的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SchoolDB”数据库添加 myTest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SchoolDB”数据库中“T_student”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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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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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J1-5图书管理系统（一）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图书管理系统（一）

项目背景 项目描述 腾飞软件开发公司需要开发一套图书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的需求调

岩，其中图书-管理子系统主要完成的功能有：管理员管理各类图书、图书信息、图书类别查

询。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项目分析 读者—图书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05-1 所示

图 B105-1 图书管理系统 E-R 模型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5-2 所示

图 B105-2 逻辑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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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05-3 所示

图 105-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表 105-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Library1”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图 B105-2 和表 B109-1 的字段名定义表，在“Library1”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

表对象，名称分别为：Librarians（管理员信息表）、B_class（ 图书类别表）、Books（图书信

息表）。（15 分）

（3）根据图 B105-3 物理数据模型，请使用 SQL语句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

为表 Librarians 中的“sex”字段设置核查约束，其值设置为“男”或“女”。（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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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如下数据录入。（12 分）

表 105-2library 表记录样本

表 105-3 B-class 表记录样本

表 105-4 Books表记录样本

（2）为 Librarians 表添加一条记录：“L005，杨晓，女，18932406836”。（4 分）

（3）将图书类别编号为“2”的库存改为“4122”。（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书名包含“数据库”的图书书号、书名和作者。（6 分）

（2）查询管理员“肖雨晴”管理的图书类别信息。（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class”,显示教育大类的库存数量。。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Library1”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Library1”数据库中“Librarians”表的 UPDATE 操作权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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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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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题编号：J1-6图书管理系统（二）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图书管理系统（二）

项目背景 腾飞软件开发公司需要开发一套图书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的需求调岩，其中

的读者-图书子系统主要完成的功能有：读者注册、读者借还书记录、图书查询。你作为项目

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读者—图书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06-1 所示

B106-1 E-R 模型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6-2 所示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0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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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B106-3 物理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表 106-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及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Library2”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图 B106-2 和表 B106-1 的字段名定义表，请使用 SQL 语句在“Library2”数据库中

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名称分别为： Reader（读者表）、borrow（借阅表）、Book（图书表）。

（15 分）

（3）根据图 B106-3 物理数据模型，请使用 SQL语句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

为 Reader 表中的“card_zt”字段设置默认约束，默认值为“正常使用”。（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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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查询（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06-2 read表记录样本

表 106-3 borrow表记录样本

表 106-4 book 表记录样本

（2）为 Reader 表添加一条记录：“C086，张晓，女，企划部，正常使用，2012-5-20”。（4

分）

（3）将卡号为“C086”的卡状态改为“停卡”。（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卡状态为“停卡”的读者信息。（6 分）

（2）查询借书日期为“2012-08-13”的书名、作者和出版社。（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Books”，查询作者包含“莫雷”的图书信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Library2”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Library2”数据库中“borrow”表的 UPDATE操作权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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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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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J1-7酒店管理客房系统（一）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酒店管理客房系统（一）

项目背景 惠民软件开发公司需要开发一套酒店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的需求调查，其入

住结算子模块主要完成的功能有：记录入住信息、结算和用户信息管理。你作为项目开发组

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入住结算功能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07-1 所示

图 107-1 入住结算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7-2 所示

图 B107-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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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图 107-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表 107-1 数据表字段名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 任务。如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

存在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及数据表的创建与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Hotle1”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图 B111-2 和表 B111-1 的字段名定义表，在“Hotle1”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

对象，名称分别为：Check_ Accounts（入住结算表）、Users（用户信息表）、Rooms(客房信息

表)。（15 分）

（3）根据图 B111-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将 Check_

Accounts 表中的押金“Deposit”设置核查约束，要求押金不低于 100 元。（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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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07-2Check_Accounts表记录样本

表 107-3 rooms表记录样本

表 107-4 user 表记录样本

（2）为 Users 表添加一条记录:“U05,田思琪,718192, 登陆访问”。（4 分）

（3）将客房编号为“406” 的客房状态改为“预订”。（4 分）

3. 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入住单号为“U03” 的入住房号和结算时间。（6 分）

（2）查询用户名称为“王丽丽”录入的所有入住结算信息。（10 分）

1. 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2. 创建存储过程“pro_Accounts”，显示客户编号为“C375”的入住结算信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Hotle1”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Hotle1”数据库中 Check_ Accounts 表的 INSER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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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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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酒店客房管理系统（二）

一、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二）

项目背景 佳和软件开发公司应某四星级酒店的要求，开发一套酒店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

的需求调查，其中的客户预订客房子系统主要完成的功能有：客户信息记录、客户预订客房、

不同客房类型的房间查询。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客户预订客房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08-1 所示

图 108-1 客户客房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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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8-2 所示

图 108-2 逻辑数据模型

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08-3 所示

图 108-3 物理模型图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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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Hotle2”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图 B112-2 和表 B112-1 的字段名定义表，在“Hotle2”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

象，名称分别为：Customer（客户信息表）、 Reservation（预定表）、Room（客房信息表）。

（15 分）

（3）根据图 B112-3 物理数据模型，请使用 SQL 语句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

约束；为表 Customer 中的“credential”字段设置默认约束，其值默认为“身份证”

。（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08-2 Customer 表记录样本

表 108-3 Reservation 表记录样本

表 108-4 room表记录样本

（2）为 Customer 表添加一条记录：“C068，李丽，女，身份证 439004198604154278，

13812345678，广东怡创”。（4 分）

（3）将客户编号为“C003” 的联系电话改为“13873184012”。（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客房状态为“空闲”的客房信息。（6 分）

（2）查询“C004”号客户所预定房间的客房编号、类型编号、客房状态、客房描述（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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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pro_cust”，查询指定的客户编号显示对应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Hotle2”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Hotle2”数据库中“Customer”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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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J1-9网上商店信息系统

（一）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商店信息系统

项目背景 惠民软件开发公司需要开发一套网上商店信息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的需求调

查，其顾客订购商品子模块主要完成的功能有：管理顾客、商品信息，完成订购操作。你作

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订购功能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09-1 所示

图 109-1 网上商店信息系统 E-R 模型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09-2 所示

图 109-2 网上商店信息系统逻辑模型



49

物理

模型

图 109-3 物理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09-1。

表 B109-1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Stores”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子目录中。

（5分）

（2）根据图 B114-2 和表 B114-1 的字段名定义表，在“Stores”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

象，名称分别为：Customers（顾客信息表）、Orders（订购信息表）、Goods（商品信息表）。

（15 分）

（3）根据图 B114-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将 Goods

表中的商品价格“Goods_price”设置核查约束，要求价格大于零。（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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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9-2 Customers 表记录样本

表 109-3 Orders表记录样本

表 109-4 Goods 表记录样本

（2）为 Goods 表添加一条记录：“213045，保暖羊皮手套，278.3，342096，内蒙古”。（4 分）

（3）将商品编号为“103986” 的商品价格改为 48。（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顾客编号为“C0004”的联系电话和收货地址。（6 分）

（2）查询商品名称为“惠普笔记本”的所有订购信息。（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Goods”，显示生产地包含“长沙”的商品信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Stores”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Stores”数据库中“Orders”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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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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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J1-10超市货物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超市货物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星豪软件开发公司需要开发一套超市货物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的需求调查，

其供应商管理子模块主要完成的功能有：管理供应商信息和供应商供应的货物信息。你作为

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供应商管理功能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10-1 所示

图 B110-1 供应商—商品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0-2 所示

图 B110-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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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0-3 所示

图 B110-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0-1

表 110-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及数据表的创建与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Supply”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图 B110-2 和表 B110-1 的字段名定义表，在“Supply”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

象，名称分别为：Suppliers（供应商信息表）、Accommdates（供应单信息表）、Goods（商品

信息表）。（15 分）

（3）根据图 B110-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为 Goods

表中的商品价格“Goods_price”设置核查约束，要求价格大于零。（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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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数据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10-2 Suppliers表记录样本

表 110-3 Accoummdates 表记录样本

表 110-4 Goods 表记录样本

（2）为 Goods 表添加一条记录：“G114，海尔空调，2470，青岛”。（4 分）

（3）将供应商编号为“S023” 的联系人改为“唐俊”。（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供应商的联系地址在杭州的供应商信息。（6 分）

（2）查询在“2012-7-26”供应货物的供应商名称和联系电话。（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Suppliers”，显示供应商编号为“S022”的供应商信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Supply”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分）

（2）为用户 myTest授予对“Supply”数据库中 Accommdates 表的 UPDATE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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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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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试题编号：J1-11 学生选课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学生选课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套教务管理系统，其中的学生选课子系统主要实现学生的选课功能。

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系统权限管理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11-1 所示

图 B111-1 系统权限管理子模块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1-2

图 B111-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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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图 111-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1-1

表 111-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DB_XK”的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

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22-1 和图 B122-2，在“DB_XK 数据库中创建四个建数据表对象：班级表、学

生表、课程表、学生选课表，名称分别为：T_class、T_student、T_course、T_stucou。（15 分）

（3）根据图 B122-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四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为表 T_stucou

中的“score”字段设置 check 约束，限制其值必须在 0-100 之间。（18 分）

2．数据查询（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B111-2 T_class 表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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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3 T_student 表数据样本

学号 班级编号 姓名 性别 籍贯 手机号码 出生日期

S0000001 G001 张三 男 湖南长沙 13012341234 1987-12-01

S0000002 G001 李四 男 湖南株洲 13112341234 1988-03-02

S0000003 G002 王五 女 湖南邵阳 13512341234 1987-12-08

表 111-4 T-couse 表数据样本

表 111-5 T_stucou 表数据样本

（2）在 T_course 表中添加一条记录：“C0004,计算机应用，3，信息技术，张丽”. （4 分）

（3）将“T_course”表中课程编号为“C0004”的课程的课程名改为“计算机基础”。（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姓张的所有学生信息。（6 分）

（2）查询出学生“李红”在“2011-2012 年第二学期”所选课程的名称及成绩。（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v_xkrs”，根据指定的课程编号统计出“2011-2012 年第二学期”该课程的选

课人数。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XK”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DB_XK”数据库中“T_course”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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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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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题编号：J1-12 考勤管理子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考勤管理子系统

项目背景 项目描述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套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其中的考勤管理子系统主要用于对员

工出勤情况进行登记和管理。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考勤管理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12-1 所示

图 112-1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2-2 所示

图 B112-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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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2-3 所示

图 B112-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2-1

表 B112-1 数据表字段名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

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

名保存在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及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DB_KQGL”数据库，存储位置为考生考试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中。

(5 分)

（2）根据表 B124-1 和图 B124-2，在“DB_KQGL”数据库中创三个建数据表对象：员工表、

考勤信息表、缺勤类型表，名称分别为：T_employee、T_attendance T_absence_type。（15 分）

（3）根据图 B124-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请为表

T_absence_type 中的“Abs_date”字段设置默认值，其值设置为当前系统日期时间。（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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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12-2 T_employee表数据样本

表 B112-3 T_absence_type 表数据样本

表 B112-4 T_attendance 表数据样本

（2）在 T_employee 表中添加一条记录：“000004，张丽，销售部，部门经理”。（4 分）

（3）公司人事调动，员工编号为“000004”的员工调至“财务部”,请将员工信息表中数据

相应更新。（4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所属部门为“销售部”的所有员工信息。（6 分）

（2）查询出 2012 年 2 月份考勤的所有“病假”缺勤记录。（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 P_emp_attendance，指定员工姓名查询出该员工的所有的出勤记录。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KQGL”数据库添加 myTest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DB_KQGL”数据库中“T_employee”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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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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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试题编号：J1-13 校友录信息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校友录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某高校现在要开发一套校友录系统，该系统是学校内的一个交流平台，用于校友与校友之间

的信息交互。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校友录系统 E-R 图如图 B113-1 所示

图 B113-1 校友录系统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3-2 所示

图 B113-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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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3-3 所示

图 113-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3-1。

表 B113-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及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DB_Friend”的数据库。数据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子目

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13-1 和图 B113-2，在“DB_Friend”数据库中创建四个数据表对象：日志类型

表、日志表、日志评论表、注册用户表，名称分别为：T_LogClass、T_Log、T_Reveiw、T_User。

(15 分)

（3）根据图 B113-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四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为表 T_user 中

的“UserName”字段设置惟一键约束。（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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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2 T_LogClass 表数据样本

表 B113-3 T_user 表数据样本

表 113-4 T_log 表数据样本

表 113-5 T_Review 数据样本

（2）在“T_LogClass”表中添加一条记录：“4,学习动态” 。（4 分）

（3）将“T_LogClass”表中的分类编号为“4”的名称改为“学习交流”。（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日志标题中包含文字“运动会”的所有日志信息。（6 分）

（2）查询出用户名为“zhangqiang”的用户发表的所有日志信息（10 分）

4. 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P_log_date”，指定一个日期，查询出该天发表的所有日志信息。

5. 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Friend”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DB_Friend”数据库中“T_LogClass”表的 UPDATE操作权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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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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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试题编号：J1-14个人通讯管理系统

（一）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个人通讯录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联系人也不断增多，用纸质通讯录来记录联系人信息有

诸多缺陷。某公司决定开发一个个人通讯录系统，该系统能帮助用户快捷方便地管理联系人

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个人通讯录系统数据库 E-R 图如图 B114-1 所示

图 B114-1 E-R 模型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4-2 所示

图 B114-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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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4-3 所示

图 114-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4-1

表 B114-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

要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及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DB_TXL”的数据库。数据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表 B114-1 和图 B114-2，在“DB_TXL”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用户表、联

系人表、相片表，名称分别为： T_user、T_content、T_photo。（15 分）

（3）根据图 B114-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请为表 T_content

中的“CGroup”字段设置默认值约束，其值设置为“好友 ”。（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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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4-2T_user 数据样本表

用户 ID 用户密码

woniumama aaaaaa

zhangsan bbbbbb

Admin admin

表 B114-3T_content 表数据样本

表 B114-4 T_photo 表数据样本

（2）为“T_user”表中添加一条记录：“wangwu，123456”。(4 分)

（3）将“T_user”表中的用户“wangwu”的密码改为“wo1234”。(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用户“zhangsan”的“好友组”的联系人的个数。（6 分）

（2）查询出用户“woniumama”的联系人“张丽”的相片信息。（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P_user_content”，指定某用户名作为输入参数，查询该用户的所有联系人信

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TXL”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授予对“DB_TXL”数据库中“T_user”表的 UPDATEC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

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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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73

15.试题编号：J1-15 公交车线路查询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公交车线路查询系统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该城市公交线路查询系统，该系统给市民提供了一个查询公交线路

的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出行。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公交线路查询系统数据库 E-R 图如图 B115-1 所示

-

图 B115-1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5-2 所示

图 B115-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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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5-3 所示

图 B115-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5-1

表 B115-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及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DB_BUS”的数据库。数据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表 B115-1 和图 B115-2，在“DB_BUS”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公交车次表、

站点表、行经路线表，名称分别为：T_bus、T_station、T_line。（15 分）

（3）根据图 B115-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将表 T_line 中

的“rank”字段设置检查约束，要求其值大于 0。（18 分）

数据操作（20 分）

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B115-2 T_bus 表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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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3 T_station 数据样本表

表 115-4 T_line 表数据样本

（2）为“T_line”表中添加一条记录：“4，二医院，二医院”。 （4 分）

（3）将“T_line”表中的站点编号为“4”的站点名称改为“响石广场北”。（4 分）

站点编号 站点名称 站点描述

1 清石广场 清石广场

2 清石路口 清石路口

3 火车站 火车站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该城市所有的公共汽车的车次名称及价格。（6 分）

(2)查询出所有经过“清石广场”站点的车次的名称及价格。（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busline_num”，统计出该城市公交车次的条数。

5．使用 SQL 语句完成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BUS”数据库添加 myTest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DB_BUS”数据库中“T_line”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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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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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试题编号：J1-16 学生食堂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学生食堂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华信软件开发公司应某高校的要求,开发一套学生食堂管理系统,经过可行性分析和初步的

需求调查,其饭卡子模块主要完成的功能有:实现校内的各类消费、指定终端充值等操作。你

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饭卡功能子模块 E-R 图如图 B116-1 所示

图 B116-1 饭卡消费——充值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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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6-2 所示

图 B116-2 逻辑数据模型

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6-3 所示

图 B116-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6-1

表 B116-1 字段名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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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 test. 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 Carddb”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中。

(5 分)

(2)根据图 B116-2 和表 B116-1 的字段名定义表,在“ Card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

名称分别为: Card inf(饭卡信息表)、 Consume(消费信息表) Recharge

(充值信息表)。(15 分)

(3)根据图 B116-3 物理数据模型 ,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请将表

Recharge 中的充值数额“ rech num”设置为不少于 100。(18 分)

2.数据操作(20 分）

(1)请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16-2 Card_inf 表记录样本

表 116-3Consume 表记录样本

表 116-4 Recharge表记录样本

(2)为 Card_inf表添加一条记录:“0005,201201010342,陈欢,2012-9-16,124.3”(4 分)

(3)将充值编号为“2482”的充值数额改为 50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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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饭卡编号为“0003”的消费记录。(6 分)

(2)查询饭卡编号为“0001”的同学的办卡日期、充值数额以及充值时间。(10 分)

4 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inf”,显示所有的学号、姓名和办卡日期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Carddb”数据库添加 myTest用户;(4 分)

(2)为用 myTest授予对“Carddb”数据库中“Consume”表的 UPDATE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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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试题编号：J1-17 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某小区现在要开发一套物业管理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小区物业管理系统 E-R 图如图 B117-1 所示

图 117-1 小区物业管理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7-2 所示

图 B117-2 逻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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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7-3 所示

图 117-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l17-1

表 117-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 PropertyDB”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表 B105-1 和图 B105-2,在 Property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建数据表对象,名称分别为:

T_owner(业主表)、 T_complain(投诉表)、 t_admin(管理员表)。(15 分)

(3)根据图 B105-3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约束:投诉状态的取值

范围为:“未处理”或“已处理”。(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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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操作(20 分)

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17-2 T_owner 业主表记录样本

表 117-3 T_admin 管理员记录样表

表 117-4 T_complain 投诉表记录样本

(2)在 T_owner 表中添加一条记录:“OW004,张三,中央王座 C 区 1808,2012-08-08,

13888180888。(4 分)

(3)将编号为“OW001”业主的联系电话修改为“18907310101(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编号为“A001”的管理员姓名和职位:(6 分)

(2)查询“客户部主任”受理的所有投诉内容:(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 v_complain查询业主的投诉信息,要求显示业主姓名、投诉内容、受理时

间、投诉状态。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 PropertyDE”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 PropertyDB”数据库中”T_owner”表的 SELECT 操作权

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85

事项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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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试题编号：J1-18 航班管理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航班管理系统

项目背景 某航空公司现在要开发一套航班管理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航班管理系统 E-R 图如图 B118-1 所示

图 118-1 航班管理系统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8-2 所示

图 118-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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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8-3 所示

图 B118-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8-1

表 118-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 lightDB”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子目录中。

(5 分)

(2)根据表 B106-1 和图 B106-,在“ FlightDB”数据库中,创建三个建数据表对象,名称分别为:

T_airport(机场表)T_airplaneModel(飞机机型表)、T_flight(航班表)。(15 分)

(3)根据图 B106-3物理数据模型,请使用 SQL语句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之间的主键和外键:头等

舱座位数默认值为:0;(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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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操作(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18-2 T_airport 机场表记录样本

表 B118-3 T_airplaneModel 飞机机型记录表样本

表 B118-4 T_flight 航班表记录样本

(2)在 T_airport 表中添加一条记录:”CAN,广州,白云机场”。(4 分)

(3)将“B737-500”型号的飞机最大航程调整为“2400”。(4 分)

3.完成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A320 飞机的最大航程;(6 分)

(2)查询“北京”飞往“上海”的所有航班信息(10 分)

4 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存储过程 P fligh,根据指定的出发地城市和目的地城市查询航班信息:航班号

离港时间,到岗时间,航程,执行航班,基准票价

5 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 Test,为“ FlightDB”数据库添加 myTest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 Test授予对 Flight”数据库中 T flight 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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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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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试题编号：J1-19 网上鲜花预定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鲜花预定系统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网上鲜花预订系统,该系统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在线购买鲜花的平台。系

统主要实现了鲜花的浏览、订购和管理以及对订单的查询、管理功能。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

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网上鲜花预订系统数据库 E-R 图如图 B119-1 所示

图 119-1 网上鲜花预定系统数据库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19-2 所示

图 119-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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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19-3 所示

图 119-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19-1

表 B119-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Q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test.doc”命名保存在

答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及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 DB Flower”的数据库。数据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

中。(5 分)

(2)根据表 B129-1 和图 B129-2,在“DB_Flower”数据库中创建四个建数据表对象:用户表、鲜

花表、订单表、订购明细表。名称分别为: T _user、 t_ flower、 T _order T_orderlist。(15 分)

(3)根据图 B129-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四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将为订购明细表 t

orderlist 中的“num”字段设置 check 约束,限制其值必须大于 0。(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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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查询(20 分)

(1)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119-2 T_user 表数据样本

表 119-3 T_flower 表数据样本

表 119-4 T_order 表数据样本

表 119-5 T_orderlist 表数据样本

(2)为“T_User”表中添加一条记录:“U000004,张丽、345、zhangli@tom.com(4 分)

(3)将“ T User”表中的用户“U0000”的邮箱改为 zhanglin@126com。(4 分)

订单编号 鲜花 ID 数量 评价

1 F00000001 9 很好

1 F00000003 3 很香哦

2 F00000002 11 很喜欢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所有姓张的用户信息。(6 分)

(2)查询查询用户名为“李四”的用户的所有订单的订单号,购买的鲜花名及数量(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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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视图“Ⅴ_flower review”,查询出鲜花名为“粉色香水百合”的全部评价信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Flower”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 DB_Flower”数据库中“ T_User”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

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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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试题编号：网站新闻发布系统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站新闻发布系统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新闻发布系统网站,该网站给公司员工提供了浏览公司新闻的平台。

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1)数据库和数据表的创建和管理

(2)数据完整性约束的相关操作

(3)数据操作

(4)数据查询

(5)数据库对象管理

(6)数据库用户管理

项

目

分

析

E-R 模

型

新闻发布系统数据库 E-R 图如图 B120-1 所示

图 120-1 E-R 图

逻辑

模型

逻辑数据模型如图 B120-2 所示

图 B120-2 逻辑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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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模型

物理数据模型如图 B120-3 所示

图 B120-3 物理数据模型

数据

表字

段名

定义

数据表字段名定义见表 B120-1

表 B120-1 字段名定义表

项目内容及要

求

请根据上述项目描述与分析,完成数据库创建、数据表创建以及数据操作等任务请使用 SαL

语句或管理器完成答题,并将 SQL 语句或操作完成界面截图按题序以 test.doc”命名保存在答

题文件夹中。题目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数据库及数据表的创建及管理(38 分)

(1)创建一个名为“ DB NEWS”的数据库。数据文件存储在考生答题文件夹中的 Data

子目录中。(5 分)

(2)根据表 B127-1 和图 B127-2,在“ DB NEWS”数据库中创建三个数据表对象用户表、新闻表、

新闻类别表,名称分别为: T user、 T news、 T class.。(15 分)

(3)根据图 B127-3 物理数据模型,创建上述三个数据表的主键和外键约束;将表 T_user 中的

“UROle”字段设置默认值约束,其值为“普通用户”。(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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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录入。(12 分）

表 B120-2 T_user 表数据样本

表 B120-3 T_class 表数据样本

表 120-4 T_news 表数据样本

(2)为“ T_class”表中添加一条记录:“4,政策法规”。(4 分)

(3)将“ T_class”表中的类别“新闻动态”的名称改为“公司动态”。(4 分)

3.数据查询(16 分)

(1)查询出最新发表的十条新闻信息。(6 分)

(2)查询出 2013 年发表的“招聘信息“类别中的新闻。(10 分)

4.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管理(8 分)

创建视图“v_news”,查询出访次数最高的五条新闻信息。

5.数据库用户管理(8 分)

(1)创建登录账户 myTest,为“DB_news”数据库添加 myTest 用户;(4 分)

(2)为用户 myTest 授予对“DB_news”数据库中“ T_class”表的 SELECT 操作权限。(4 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项目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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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

（3）考核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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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岗位核心技能模块

模块一、桌面开发

1试题编号 1：H2-1-1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工程信息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工程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SOU 建设工程监管公司为了有效管理公司监管工程的详细信息,需要开发一个建设工程

监管信息系统。系统主要包括公司监管工程信息及系统用户管理两大功能模块。现在你

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用户登录模块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1-1

项目内容及要求
1. 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2.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ject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1 和 2-1-1-2。并在各

个表中添加 2 至 4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3 和表 2-1-1-4。

表 2-1-1-1 管理员表

B2-1-1-2 工程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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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个表中添加如下测试用记录。管理表记录见表 B2-1-1-3,工程信息表记录见表

B2-1-1-4。

表 B2-1-1-3

表 B2-1--1-4

3.功能实现(40 分)

(1)用户登录

在图 2-1-1-1 中,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确定”按钮,弹出信息框登陆成功。否

则弹出信息框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单击“取消”按钮,退出当前应用程序。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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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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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 2：H2-1-2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企业信息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企业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SOIU 建设工程监管公司为了有效管理公司监管工程的详细信息,需要开发一个建设工程

监管信息系统。系统主要包括公司监管工程信息及系统用户管理两大功能模块现在你作

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以下功能模块:查询投标企业信息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2-1 企业查询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2-1 所示窗体或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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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jectDB，并创建三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2-1、2-1-2-2 和 2-1-2-3。

并在各个表中添加 2 至 3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2-4 和表 2-1-2-5。

表 2-1-2-1 工程信息表结构

表 2-1-2-2 投标企业信息表结构

表 2-1-2-3 投标信息表结构

在工程信息表中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05-4。

表 2-1-2-4 工程信息数据表

在投标企业信息表中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2-5。

表 2-1-2-5

3.功能实现(40 分)

(1)查询投标企业信息

如图2-1-2-1所示,用户在投标工程名称下拉框选择工程名称,然后单击“查询”按钮,将查询

出该工程的投标企业信息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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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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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 3：H2-1-3通讯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用户信息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通讯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用户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通讯设备产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公司的实际业务中,大量的

通讯设备信息给管理上造成相当大的困难。申晨通讯公司现在需要开发一个通讯设备信

息管理系统,以提高工作效率。现在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用户登录功能。

项目分析
2.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3-1 用户登陆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3-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Communicate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3-1。并在表中添

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3-2。

表 2-1-3-1 用户信息表

在用户信息表中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3-2。

表 2-1-3-2 用户信息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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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实现(40 分)

用户登录

系统运行时,打开用户登录窗体,如图 2-1-3-1 所示。在该窗体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与密码

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登陆成功”信息框，否则弹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对话框。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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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题编号 4：H2-1-4通讯设备信息管理系统——设备信息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通讯设备信息管理系统-设备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通讯设备产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公司的实际业务中大量的

通讯设备信息给管理上造成相当大的困难。申晨通讯公司现在需要开发一个通讯设备信

息管理系统,以提高工作效率。现在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以下功能模块:

查询通讯设备信息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其中图 209-1 通讯设备名称下拉框中的列出通讯设备

信息表已有的设备名称,供用户选择。

图 2-1-4-1 实现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4-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Communicate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4-1。并在表中添

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4-2。

表 2-1-4-1 通讯设备信息表

在通信申报信息表中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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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2 通讯设备数据表

3.功能实现(40 分)

查询通讯设备信息

打开通讯设备信息管理主窗体后,如图 2-1-4-1 所示。用表格的形式显示出通讯设备信息

表中的全部记录。当用户从通讯设备名称下拉框选择相应名称,然后单击“查询按钮,表

格中将显示用户所选通讯设备名称的信息;单击“全部”按钮,则显示通讯设备信息表中

的全部记录。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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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 5：H2-1-5酒店客房管理系统-客房信息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客房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普及,利用计算机实现酒店有关

客房管理势在必行。客房管理系统主要用于酒店旅客入住情况登记,包括旅客的姓名及证

件号码的登记,以及入住客房信息,当旅客离开酒店时,需要办理退房结账手续。现在你作

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查询客房信息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5-1 客房信息模块主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5-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Hotel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5-1。并在表中添加 3 至

5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5-2。

表 2-1-5-1 客房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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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2 客房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1)查询客房信息

打开客房信息管理主窗体后,如图 2-1-5-1 所示。用表格的形式显示出客房信息表中的全

部记录。当用户从客房编号下拉框选择相应客房,然后单击“查询”按钮,显示查询结果信

息。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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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题编号 6：H1-6酒店客房管理系统-入住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入住管理模块

项目背景
项目描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普及,利用计算机实现酒店有关

客房管理势在必行。客房管理系统主要用于酒店旅客入住情况登记,包括旅客的姓名及证

件号码的登记,以及入住客房信息,当旅客离开酒店时,需要办理退房结账手续。现在你作

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以下功能模块:

(1)顾客入住登记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6-1 入住登记窗口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6-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Hotel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6-1、2-1-6-2。并在各个

表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6-3。

表 2-1-6-1 客房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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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2 入住信息表结构

表 2-1-6-3 客房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顾客入住登记

顾客入住登记窗体,如图 2-1-6-1 所示。当用户填写或选择入住相关信息后,单击“确认入

住”按钮,完成顾客入住登记。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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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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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 7：H2-1-7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退房管理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退房管理模块

项目背景
随着计算杋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普及,利用计算机实现酒店有关

客房管理势在必行。客房管理系统主要用于酒店旅客入住情况登记,包括旅客的姓名及证

件号码的登记,以及入住客房信息,当旅客离开酒店时,需要办理退房结账手续。现在你作

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客户退房结账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7-1 退房主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7-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Hotel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7-1、2-1-7-2。并在各个

表中添加 2 至 4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7-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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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1 入住登记表结构

表 2-1-7-2 结算表结构

表 2-1-7-3 入住表记录

表 2-1-7-4 结算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1)客户退房结账

客户退房结账窗体,如图 2-1-7-1 所示。用户输入或选择入住单号后,单击“退房查询”按钮,

将该入住单号对应的客户信息和费用计算信息显示在相应文本框中。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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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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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 8：H2-1-8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办公用品信息查询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办公用品信息查询与修改模块

项目背景
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是一个利用技术的手段提高办公效率,进而实现办公自动化处理

的系统。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

你完成该办公自动化系统中的办公用品管理模块,具体实现查询办公用品信息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8-1 办公用品信息界面

图 2-1-8-2 办公用品查询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8-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Work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8-1、2-1-8-2。并在各

个表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8-3、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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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1 办公用品类别表结构

表 2-1-8-2 办公用品信息表结构

在办公用品表和办公用品信息表中分别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8-3，2-1-8-4

表 2-1-8-3 办公用品类别记录表

表 2-1-8-4 办公用品信息记录表

3.功能实现(40 分)

(1)查询所有办公用品信息

如图 2-1-8-1 所示。在选择办公用品类别下拉框中列出办公类别表中所有类别名称供

用户选择 ,当用户选择某一办公用品类别 ,单击“查询”按钮 ,即显示查询结果 ,如图

2-1-8-2 所示。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

存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

完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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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

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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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 9：H1-9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办公用品信息查询与删除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办公用品信息查询与删除模块

项目背景
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是一个利用技术的手段提高办公效率,进而实现办公自动化处理的

系统。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

成该办公自动化系统中的办公用品管理模块,完成查询办公用品信息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9-1 办公用品信息界面

图 2-1-9-2 办公用品查询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9-1 所示窗体或对话框。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Work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9-1、2-1-9-2。并在各个

表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9-3、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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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1 办公用品类别表结构

表 2-1-9-2 办公用品信息表结构

表 2-1-9-3 办公用品类别表记录

表 2-1-9-4 办公用品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1)查询所有办公用品信息

如图 2-1-9-1 所示。在选择办公用品类别下拉框中列出办公类别表中所有类别名称供用

户选择,当用户选择某一办公用品类别,单击“查询”按钮,即显示查询结果,如图 2-1-9-2 所

示。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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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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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 10：H2-1-10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办公用品入库管理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办公用品入库管理模块

项目背景
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是一个利用技术的手段提高办公效率,进而实现办公自动化处理的

系统。某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华源办公自动化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

成该办公自动化系统中的办公用品管理模块,具体功能要求如下:办公用品库存浏览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10-1 办公用品库存信息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0-1 所示窗体或对话框。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Work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0-1、2-1-10-2。并在各

个表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0-3、2-1-10-4。

表 2-1-10-1 办公用品类别表结构

表 2-1-10-2 办公用品信息表结构

表 2-1-10-3 办公用品类别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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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4 办公用品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办公用品库存浏览

办公用品库存信息浏览,如图 2-1-10-1 所示。程序启动时,自动加载办公用品所有库存记

录。注意:类别字段显示为对应的中文名称,而非代码。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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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试题编号 11：H2-1-11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添加模块

项目背景
百怡咖啡是一家以咖啡、冰品为主的餐厅,餐厅坚定地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发展道路,打造最专业的品牌咖啡连锁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最贴心、优质的服务,公

司决定开发一套会员管理系统用以管理会员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

会员信息浏览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11-1 百怡咖啡会员管理浏览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1-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Member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1-1。并在表中添加

3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1-2。

表 2-1-11-1 会员信息表结构

在会员信息表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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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2 会员信息记录表

3.功能实现(40 分)

会员信息浏览窗体,如图 2-1-11-1 所示。程序启动时,自动加载会员信息表中的所有记录

并显示在表格控件中。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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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试题编号 12：H2-1-12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删除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删除模块

项目背景
百怡咖啡是一家以咖啡、冰品为主的餐厅,餐厅坚定地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发展道路,打造最专业的品牌咖啡连锁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最贴心、优质的服务,公

司决定开发一套会员管理系统用以管理会员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

以下功能模块:

(1)会员信息浏览

(2)删除会员信息

项目分析

图 2-1-12-1 会员信息浏览页面

图 2-1-12-2 会员信息删除提示对话框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2-1、2-1-12-2 所示窗体或对话框。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Member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2-1。并在各个表中

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2-2。

表 2-1-12-1 会员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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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2-2 会员信息记录表

3.功能实现(40 分)

(1)会员信息浏览

会员信息浏览窗体,如图 2-1-12-1 所示。程序启动时,自动加载会员信息表中的所有记录

并显示在表格控件中。

(2)删除会员信息

在图 2-1-12-1 中,当用户选中某一会员记录后,单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提示对话框,如图

2-1-12-2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删除当前选中记录;单击“取消”按钮不作任何操作。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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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试题编号 13：H2-1-13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修改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修改模块

项目背景
百怡咖啡是一家以咖啡、冰品为主的餐厅,餐厅坚定地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发展道路,打造最专业的品牌咖啡连锁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最贴心、优质的服务,公

司决定开发一套会员管理系统用以管理会员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

以下功能模块:

(1)显示会员信息

(2)修改会员信息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13-1 会员信息浏览界面

图 2-1-13-2 会员信息修改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3-1、2-1-13-2 所示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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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操作

创建数据库 Member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3-1。并在各个表中

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3-2。

表 2-1-13-1 会员信息表结构

在会员信息表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27-2。

表 2-1-13-2 会员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1)显示会员信息

会员信息浏览窗体,如图 2-1-13-1 所示。程序启动时,自动加载会员信息表中的所有记录

并显示在表格控件中。

(2)修改会员信息

在图 2-1-13-1 中,当用户选中某一会员记录后,单击“修改”按钮,打开会员修改窗体,如图

2-1-13-2 所示。该窗体相应的控件中显示图 2-1-13-1 窗体中选中记录的对应信息,除会员

编号外,其它信息均可修改,修改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记录的修改操作;单击“关闭”按钮

关闭当前窗体。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139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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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试题编号 14：H1-14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查询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百怡咖啡会员管理系统-会员浏览与查询模块

项目背景
百怡咖啡是一家以咖啡、冰品为主的餐厅,餐厅坚定地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发展道路,打造最专业的品牌咖啡连锁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最贴心、优质的服务,公

司决定开发一套会员管理系统用以管理会员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

以下功能模块:

(1)显示会员信息

(2)查询会员信息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14-2 会员信息查询窗体

图 2-1-14-1 会员信息浏览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4-1、2-1-14-2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MemberDB，并创建一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4-1。并在各个表中

添加 3 至 5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4-2。

表 2-1-14 会员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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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4 会员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3.功能实现(40 分

(1)显示会员信息

会员信息浏览窗体,如图 2-1-14-1 所示。程序启动时,自动加载会员信息表中的所有记录

并显示在表格控件中。

(2)查询会员信息

在图 2-1-14-1 中,单击“查询”按钮,打开会员信息查询窗体,如图 2-1-14-2 所示。在该窗体

中,先选择査询方式{按姓名查询;按电话号码查询;所有记录},然后输入关键词,再单击“查

询”按钮,将查询结果显示在会员信息浏览窗体,如图 2-1-14-1窗所示若选择的查询方式为

“所有记录”,查询结果为所有会员信息。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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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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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试题编号 15：H2-1-15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企业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SOIU 建设工程监管公司为了有效管理公司监管工程的详细信息,需要开发一个建设工程

监管信息系统。系统主要包括公司监管工程信息及系统用户管理两大功能模块现在你作

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查询投标企业信息功能模块: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1-15-1 查询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2-1-15-1 所示窗体或对话框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jectDB，并创建三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1-15-1、2-1-15-2 和

2-1-15-3。并在各个表中添加 2 至 3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1-15-4 和表 2-1-15-5。

表 2-1-15-1 工程信息表结构

表 2-1-15-2 投标企业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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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5-3 投标信息表结构

在工程信息表中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15-4。

表 2-1-15-4 工程信息表记录

在投标企业信息表中添加如下记录，记录见表 2-1-15-5。

表 2-1-15-5 投标企业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1)查询投标企业信息

如图 2-1-15-1 所示,用户在投标工程名称下拉框选择工程名称,然后单击“查询”按钮,将查

询出该工程的投标企业信息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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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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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能模块二 web 开发

1.试题编号 1：H2-2-1考勤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考勤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项目背景
员工考勤管理系统作为一个企业的基本管理系统,是企业对员工工作管理的基本依据。开

发考勤管理系统,正是完善企业信息化管理的重要环节。人工考勤已很难满足企业规范化

管理的要求,面对庞大的信息量,该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因此,建立现代化的智能考勤管理

系统势在必行。这样也大大堿轻了考勤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原本复杂

和枯燥无味的工作变得简单而轻松。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由你来负责完成该企业

考勤管理系统的员工签到和签退模垬的开发工作。请实现员工登陆。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页面效果图如下所示: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3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1-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2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Assign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1-1 和表 2-2-1-2。并在员工信

息表中添加 2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自定义。

表 2-2-1-1 员工信息结构表

图 2-2-1-1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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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2 考勤历史记录结构表

3.功能实现(20 分)

实现员工登陆功能

用户在图 2-2-1-1 页面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与密码,单击“登录”显示信息框登录成功。

若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则显示信息框密码或用户名错误。

4.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10

分）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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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 2：H2-2-2网络文件上传与管理模块开发-用户登陆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络文件上传与管理模块开发-用户登陆模块

项目背景
文件上传操作为网络应用程序中的一个常用操作,在很多地方被应用。无忧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计划开发一个网络文件上传与管理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

用户登录功能

项目分析
网络文件上传与管理模块的主要页面设计参考如下:

图 2-2-2-1 用户登陆界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3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2-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2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uploadFile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2-1,并在各个数据表中添

加 2 至 4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2-2。

表 2-2-2-2 管理员信息表测试用记录

表 2-2-2-1 管理员信息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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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实现(20 分)

用户登录

用户在图 2-2-2-1 页面中,当输入正确的管理员用户名与密码,单击“登录”，显示信息框

“登陆成功”，否则显示信息框“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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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 3：H2-2--3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工程信息用户登陆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监管信息系统-工程信息模块

项目背景
SOU 建设工程监管公司为了有效管理公司监管工程的详细信息,需要开发一个建设工程

监管信息系统。系统主要包括公司监管工程信息及系统用户管理两大功能模块。现在你

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用户登录模块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2-3-1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界面设计制作(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制作实现图 1101-1 所示窗体。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 ProjectDB，并创建两张数据表。数据表结构见表 2-2-3-1 和 2-2-3-2。并在各

个表中添加 2 至 4 条测试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3-3 和表 2-2-3-4。

表 2-2-3-1 管理员表

表 2-2-3-2 工程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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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3 管理表记录

表 2-2-3-4 工程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在图 2-2-3-1 中,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确定”按钮,如果用户名正确，则出现

提示框“登陆成功”，否则显示提示框“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4.调试运行与打包(10 分)

通过 eclipse 自带的打包生成功能,将上述完成的项目打包生成一个可执行的 jar 包,并存

入考生答题文件夹,便于教师阅卷时,直接查看程序运行效果。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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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题编号 4：H2-2-4百怡咖啡会员信息管理系统-会员添加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百怡咖啡会员信息管理系统-会员添加模块

项目背景
百怡咖啡是一家以咖啡、冰品为主的餐厅,餐厅坚定地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

价值”的发展道路,打造最专业的品牌咖啡连锁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最贴心、优质的服务,

公司决定开发一套会员管理系统用以管理会员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

成以下功能模块:会员添加

项目分析
百怡咖啡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页面设计参考如下:

图 2-2-4-1 会员添加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 系统设计(2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4-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by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4-1,并在各个数据表中添加 2 至 4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4-3。

表 2-2-4-1 会员信息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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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2 会员信息记录表

3.功能实现(40 分)

会员添加

在图 2-2-4-1 中,当用户输入会员编号、姓名、联系电话,以及选择性别、来源地区。其中,

性别下拉框列表值有{“男”,“女”};来源地区下拉框列表值有{“湖南长沙”“湖南衠阳”;

“湖南湘潭”;“湖北武汉”;“湖北黄冈”}。单击“提交”按钮,完成添加操作,并弹出

“添加成功”信息框。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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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 5：H2-2-5百怡咖啡会员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査询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百怡咖啡会员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査询模块

项目背景
百怡咖啡是一家以咖啡、冰品为主的餐厅,餐厅坚定地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

值”的发展道路,打造最专业的品牌咖啡连锁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最贴心、优质的服务,公

司决定开发一套会员管理系统用以管理会员信息,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你完成

会员浏览器与查询功能

项目分析
百怡咖啡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页面设计参考如下:

图 2-2-5-1 会员信息浏览与查询页面效果

图 2-2-5-2 会员信息查询结果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5-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by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5-1,并在数据表中添加 2 至 4 条测

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5-2.

表 2-2-5-1 会员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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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2 会员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会员信息浏览与查询

在图 2-2-5-1 中,当用户输入会员编号,单击“查询”按钮时,将显示查询结果,如图 2-2-5-2 所

示。否则,给予相应提示。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1.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素材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素材\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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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题编号 6：2-2-6商务购物网站系统商品添加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商务购物网站系统商品添加模块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开发一个商务购物网站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商品

添加.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2-2-6-1 商品添加页面效果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按传统架构设计或分层架构设计,实现如图 2-2-6-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goods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6-1，并在各个数据表中添加 2

至 4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6-2。

表 2-2-6-1 商品信息表结构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键 说明

Goods_id varchar 12 否 是 商品编号

Goods_name varchar 32 否 商品名称

Goods_price float 4 否 商品价格

Category_id varchar 12 否 商品类别 id

表 2-2-6-2 商品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商品添加功能

在图 2-2-6-1 中,单击左边商品管理中的“商品添加”链接文本时,当用户输入商品编号、商

品名称、商品单价以及选择商品类型(商品类别下拉框中的列出商品类别表中所有类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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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供用户选择。)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记录的添加,并弹出添加成功提示框。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素材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素材\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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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 7：H2-2-7商务购物网站系统-商品浏览查询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商务购物网站系统-商品浏览查询模块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开发一个商务购物网站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商品

信息的删除。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2-7-1 商品浏览页面

图 2-2-7-2 商品查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1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按传统架构设计或分层架构设计,实现如图 2-2-7-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goods 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7-1,2-2-7-3,并在各个数据表中

添加 3 至 5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7-2、2-2-7-4。

表 2-2-7-1 商品类别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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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2 商品类别表记录

表 2-2-7-3 商品信息表结构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键 说明

goods_id varchar 12 否 是 商品编号

goods_name varchar 32 否 商品名称

Good_price float 4 否 商品价格

Category_id varchar 12 否 商品类别 id

表 2-2-7-4 商品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商品信息的浏览与查询

在图 214-1 中,单击左边商品管理中的“商品浏览”链接文本时,在右边将用表格的形式展

示出商品信息表中的全部记录。当用户在查询商品中输入商品名称全称或部分关键词时,

单击“搜索”按钮,将显示查询结果,如图 2-2-7-2 所示。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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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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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 8：H2-2-8商务购物网站系统-商品修改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商务购物网站系统-商品修改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开发一个商务购物网站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商品

信息修改.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2-8-1 商品信息查询页面

图 2-2-8-2 商品信息修改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按传统架构设计或分层架构设计,实现如图 2-2-8-1、2-2-8-2 所示页

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数据库名为 goods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8-1,2-2-8-3,并在各个数据表中添加

3至 5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8-2、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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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1 商品类别表结构

表 2-2-8-2 商品类别表记录

表 2-2-8-3 商品信息表结构

表 2-2-8-4 商品信息记录表

3.功能实现(40 分)

商品信息的修改

在图2-2-8-1中,用户单击商品列表选中行中的“修改”链接按钮时,打开商品信息修改页面,

如图 2-2-8-2 所示。其中,商品编号为不允许修改项,当用户修改完商品信息后,单击“确定”

按钮，显示信息框“添加成功”。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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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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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 9：2-2-9微博浏览与发布平台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微博浏览与发布平台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开发一个简单的微博平台,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完成微博的

浏览功能。

项目分析
微博平台主要页面设计参考如下:

图 2-2-9-1web 主页面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按传统架构设计或分层架构设计,实现如图 2-2-9-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twitter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9-1,并在各个数据表中添加 2 至

4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9-2。

表 2-2-9-1 微博信息表结构

表 2-2-9-2微博信息记录表

3.功能实现(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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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浏览功能

在图 2-2-9-1 中,用列表的形式展示微博信息表中的全部记录。包括微博内容及发布时间,

各记录之间用虚线分隔。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

素材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素材\

答题文件夹:F:\CIMT\学校_姓名_身份证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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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 10：2-2-10通用用户注册模块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通用用户注册模块

项目背景
某公司现在开发一个通用的用户登录及管理模块,你作为项目开发组的程序员,请按要求

完成用户注册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窗体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2-2-10-1 注册页面

图 2-2-10-2 注册成功提示框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按传统架构设计或分层架构设计,实现如图 2-2-10-1，2-2-10-2 所示

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userManage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10-1,并在各个数据表中

添加 2 至 4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见表 2-2-10-2。

表 2-2-10-1 用户信息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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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2 用户信息表记录

3.功能实现(40 分)

用户注册功能

如图 2-2-10-1 所示。当用户输入用户名、真实姓名、密码以确认密码后,单击“注册”按钮,

完成用户信息的添加操作。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至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教师阅卷时,通过“http://ip 地址或计算机名/项目名称”的方式浏览项目运行

效果。将测试通过后的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代码缩进规范,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注释完

整规范。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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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试题编号 11：2-2-11网上花店系统一鲜花类别管理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花店系统一鲜花类别管理

项目背景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蒈及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在网上购物,这

包括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和赠送礼品的购买,而在网上订购礼品,可以让商家直接将礼品运

送给收贷人,既节省了亲自去商店挑选礼品的时间,又兔去了一些当面赠送礼品的不便之

处。在众多礼品中,鲜花无疑是人们的最佳礼品选择之一,几乎可以在任何节庆或特殊场

合作为礼品赠送,而网上订购鲜花具备了省时、省事、省心等特点,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欢迎。基于这种背景,祥瑞礼品商务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网上花店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

组的程序员,由你来负责完成该公司网上花店系统的的开发工作,请实现添加鲜花类别功

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页面效果图如图 2-2-11-1

图 2-2-11-1 添加鲜花类型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11-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Flower 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11-1。并在表中添加至少 3 条

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自定义。

表 2-2-11-1 鲜花类别表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typeID int 4 否 是 鲜花类别编号（自动增长）

typeName varchar 50 否 鲜花类别名称

typeOrder int 4 分类排序

3、功能实现(40 分)



177

添加鲜花类别

在图 2-2-11-1 页面中,输入鲜花类别名称、分类排序后,单击“添加”按钮,完成鲜花类别添

加操作,其中类别名称、分类排序不能为空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到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用户通过“http/IP 地址项目编号”的方式访问该项目。并将测试通过后的项

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并遵循 MVC 分层思想;类、接口、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

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缩进规范,代码注释完整规范；数据库连接等资源用完后及时正确

地关闭,有正确的异常处理。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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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试题编号 12：H2-12网上花店系统-鲜花添加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花店系统-鲜花添加

项目背景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在网上购物,这

包括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和赠送礼品的购买,而在网上订购礼品,可以让商家直接将礼品运

送给收货人,既节省了亲自去商店挑选礼品的时间,又免去了一些当面赠送礼品的不便之

处。在众多礼品中,鲜花无疑是人们的最佳礼品选择之一,几乎可以在任何节庆或特殊场

合作为礼品贈送,而网上订购鲜花具备了时、省事、省心等特点,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欢迎。基于这种背景,祥瑞礼品商务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网上花店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

的程序员,由你来负责完成该公司网上花店系统的的开发工作。请实现如下功能浏览鲜花

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页面效果图如图 2-2-12-1

图 2-2-12-1 添加鲜花信息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12-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Flower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12-1 和表 2-2-12-2。并在表

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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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2-1 鲜花类别表（FlowerType）

表 2-2-12-2 鲜花信息表（FlowerInfo）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typeID int 4 否 是 鲜花类别编号（自动增长）

typeName varchar 50 否 鲜花类别名称

typeOrder int 4 分类排序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flowerID varchar 10 否 是 鲜花编号

flowerName varchar 50 否 鲜花名称

typeID int 100 否 鲜花类别编号

flowerPrice float 5.2 否 鲜花价格

flowerImage varchar 100 否 鲜花图片

flowerDate dateTime 否 添加时间

3、功能实现(40 分)

添加鲜花

在图 2-2-12-1 页面中,输入鮮花编号、名称、价格、颜色,以及选择鲜花类别、鲜花图片

后,单击“提交保存”按钮,完成鲜花信息的添加操作。所有相关项均不能为空。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到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用户通过“http://IP 地址/项目编号”的方式访问该项目。并将测试通过后的

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 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并遵循 MVC 分层思想:类、接口、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

变量名命名规范；代码缩进规范,代码注释完整规范；数据库连接等资源用完后及时正确

地关闭,有正确的异常处理。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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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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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试题编号 13：H2-2-13网上花店系统--用户反馈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花店系统--用户反馈

项目背景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在网上购物,这

包括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和赠送礼品的购买,而在网上订购礼品,可以让商家直接将礼品运

送给收货人,既节省了亲自去商店挑选礼品的时间,又免去了一些当面赠送礼品的不便之

处。在众多礼品中,鲜花无疑是人们的最佳礼品选择之一,几乎可以在任何节庆或特殊场

合作为礼品贈送,而网上订购鲜花具备了时、省事、省心等特点,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欢迎。基于这种背景,祥瑞礼品商务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网上花店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

的程序员,由你来负责完成该公司网上花店系统的的开发工作。请实现用户留言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页面效果图如图 2-2-13-1

图 2-2-13-1 提交在线留言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13-1 所示页面。

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Flower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13-1、2-2-13-2。并在表中添

加 3 至 5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自定义。

表 2-2-13-1 用户留言表（message）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ID int 4 否 是 留言编号（自动增长）

content varchar 200 否 留言内容

name varchar 20 否 留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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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Date datetime 8 否 留言日期（默认值）

telephone varchar 50 联系电话

replyContent varchar 200 回复内容

表 2-2-13-2 用户留言测试记录

ID content name msgDate telphone replyContent

1 是否免运费？ 4 2019-3-1 15576887999 暂无，请关注信息

2 是否有发票？ 200 2019-3-7 18876634566 有正规机打发票

3 折扣是多少？ 20 2019-3-6 14765558009

3、功能实现(40 分)

用户留言功能

在图 2-2-13-1 页面中,输入留言内容、联系电话、留言人后,单击“马上提交”按钮,完成

用户留言提交操作。其中留言内容、留言人都不能为空不能为空。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到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用户通过”http://IP 地址/项目编号”的方式访问该项目。并将测试通过后的

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 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并遵循 MVC 分层思想:类、接口、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

名规范；代码缩进规范,代码注释完整规范；数据库连接等资源用完后及时正确地关闭,

有正确的异常处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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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试题编号 14：H2-2-14网上花店系统--鲜花浏览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花店系统--鲜花浏览

项目背景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在网上购物,这

包括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和赠送礼品的购买,而在网上订购礼品,可以让商家直接将礼品运

送给收货人,既节省了亲自去商店挑选礼品的时间,又免去了一些当面赠送礼品的不便之

处。在众多礼品中,鲜花无疑是人们的最佳礼品选择之一,几乎可以在任何节庆或特殊场

合作为礼品贈送,而网上订购鲜花具备了时、省事、省心等特点,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欢迎。基于这种背景,祥瑞礼品商务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网上花店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

的程序员,由你来负责完成该公司网上花店系统的的开发工作。请实现如下鲜花浏览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页面效果图如图 2-2-14-1 所示：

图 2-2-13-1 鲜花图片展示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2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14-1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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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Flower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2-2-14-1、2-2-14-2、2-2-14-3。并

在表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自定义。

表 2-2-14-1 鲜花类别表（flowerType）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typeID int 4 否 是 鲜花类别编号

typeName varchar 50 否 鲜花类别名称

typeOrder int 4 分类排序

表 2-2-14-2 鲜花信息表（flowerInfo）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flowerID varchar 50 否 是 鲜花编号

flowerName varchar 50 否 鲜花名称

typeID int 4 否 鲜花类别编号

flowerPrice float 5.2 否 鲜花价格

flowerImage varchar 50 否 鲜花图片

flowerColor varchar 50 否 鲜花颜色

inputDate dateTime 8 否 加入时间

表 2-2-14-3 鲜花订单表（OrderList）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orderID int 4 否 是 订单编号

flowerID varchar 50 否 鲜花编号

orderDate dataTime 8 否 下单日期（默认值）

orderStatus float 5.2 否 状态

number int 4 否 数量

3、功能实现(40 分)

鲜花展示

用户打开网站首页，即可浏览网店鲜花图片展示，如图 2-2-14-1 所示。该页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显示出鲜花的图片、类别、名称、价格等信息。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到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用户通过“http://IP 地址/项目编号”的方式访问该项目。并将测试通过后的

项目 war 包以及 Tomcat 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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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并遵循 MVC 分层思想:类、接口、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

命名规范；代码缩进规范,代码注释完整规范；数据库连接等资源用完后及时正确地关闭,

有正确的异常处理。

6.职业素养(10 分)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

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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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试题编号 15：2-2-15网上花店系统--用户管理

（1）任务描述

项目名称
网上花店系统--用户管理

项目背景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在网上购物,这

包括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和赠送礼品的购买,而在网上订购礼品,可以让商家直接将礼品运

送给收货人,既节省了亲自去商店挑选礼品的时间,又免去了一些当面赠送礼品的不便之

处。在众多礼品中,鲜花无疑是人们的最佳礼品选择之一,几乎可以在任何节庆或特殊场

合作为礼品贈送,而网上订购鲜花具备了时、省事、省心等特点,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欢迎。基于这种背景,祥瑞礼品商务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网上花店系统。你作为项目开发组

的程序员,由你来负责完成该公司网上花店系统的的开发工作。请实现用户注册功能

项目分析
系统中主要页面效果图如图 230-1 所示

图 2-2-15-1 用户注册

项目内容及要求
1、系统设计(30 分)

按分层架构设计项目结构,并以提供的素材为基础,设计与制作如图 2-2-15-1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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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实现(10 分)

创建数据库名为 FlowerDB 的数据库。数据表结构见表 5-1、5-2。并在表中添加 3 至 5

条测试用记录,各字段值自定义。

表 2-2-15-1 用户表（userInfo）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 为空 主题 说明

userID varchar 20 否 是 用户编号（用户名/昵称）

userPwd varchar 16 否 密码

userMail varchar 50 否 电子邮箱

userDate datetime 注册日期（默认值）

表 2-2-15-2 用户留言测试记录

userID userPwd userMail userDate

1 是否免运费？ 4 2019-3-1

2 是否有发票？ 200 2019-3-7

3 折扣是多少？ 20 2019-3-6

3、功能实现(20 分)

用户注册

打开网站用户注册页面，如图 2-2-15-1 所示。在该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密码、电子邮

箱后，单击“提交注册信息”按钮，完成用户注册、要求密码与确认密码一致，否则给

予相应提示。

4、调试运行与发布(10 分)

通过开发工具自带的发布或打包功能,将上述完成的网站项目发布到 Tomcat,并配置

tomcat,便于用户通过“http/IP地址项目编号”的方式访问该项目。并将测试通过后的项

目 war 包以及 Tomcat配置文件拷贝至考生答题文件夹中。

5、代码规范(10 分）

程序结构规范并遵循 MVC 分层思想:类、接口、方法划分规范:类名、方法名、变量名命

名规范；代码缩进规范,代码注释完整规范；数据库连接等资源用完后及时正确地关闭,

有正确的异常处理。

6、职业素养(10 分)

（1）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操作规范,场地整洁,举止文明,遵守规则。

（2）答题文件及文件夹按任务要求命名规范,文件存储路径正确。

注意事项
文件存取路径说明:

考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考题

答题文件夹:桌面\学校_姓名_学号\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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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硬件：计算机

软件：window7，microsoft sql server2012，eclipse，jdbc，tomcat

（3）考核时量

150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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