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工程知识
2.分
析问
题

4.研究
11.项目管

理
12.终身学习

√

√

√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

军事理论 √

信息检索 √

大学计算机基础

大学体育 √

大学英语 √

形势与政策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5.使用现

代工具

6.工程与

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

8.职业规

范

9.个人和

团队
10.沟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电子信息类   专业代码：080714T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重大技术工程发展领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能够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相关应用领域，从事嵌入式技术开发、信息处理技术开发与服务、工
程设计与实施、生产组织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良好创新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继续学习能力和一定国
际视野；并能积极服务国家与社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预期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能达到的具体目标如下：
(1)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服务国家与社会，具备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拥有团队

精神、有效的沟通和表达能力，能够独立或领导团队实施复杂工程项目的协调与管理。
(2)在嵌入式技术开发及服务、信息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工程设计与实施、生产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具有开发、应用软硬件产品的能

力，成长为产品经理、项目经理等。
(3)能够在跨职能、多学科的工程实践团队中工作和交流，具备一定的协调、管理、竞争与合作能力，能够将基本的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

决策方法应用到实践中。
(4)了解嵌入式系统开发、信息处理系统领域的有关标准、规范、规程，能够跟踪该领域的前沿技术，具有工程应用能力，并能够在工程

设计中综合考虑对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
(5)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能通过持续教育、在线学习、培训或其他终身学习渠道增加知识和提升能力。

二、培养要求

为了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要求本专业学生毕业时达到以下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本专业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电工电子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

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及相关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或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

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

√高等数学Ⅰ

工程项目管理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等数学Ⅰ、线性代数I、大学物理Ⅰ、大学物理实验Ⅰ、电路分析基础、模拟/数字电子技术、电磁场理论、信号与系统、C程序设计基

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电子线路CAD设计、嵌入式技术、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分析基础实验、模拟

电子技术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信号处理实验、通信原理实验、电子工艺实习、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创新创业实践、专业综合实验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

说明：第一行填写培养要求，第一列填写课程名称或教学环节。在课程与其相应的培养要求下面填写“√”，可多选。此矩阵由专业负责人

与课程负责人共同研究确定。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数。

四、专业特色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专业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具
有创新创业意识，能解决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满足国家和山东省社会
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个电子和信息工程方面的宽口径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
实训知识，具备设计、开发、应用电子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本专业强调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的学习，强调实践
性环节培养，并以第二课堂为辅助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加强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应用能力。

五、主干学科

毕业设计 √ √

毕业实习 √ √ √ √ √

认知实习 √ √ √

√

专业综合实验 √ √ √ √

创新创业实践 √ √ √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 √

电子工艺实习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
计

√

C语言课程设计 √

√

社会实践 √ √

安全教育

军事技能 √

FPGA系统与实践 √ √

嵌入式操作系统 √ √

嵌入式技术 √ √

DSP原理及应用 √ √

数字图像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

通信原理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

电子线路CAD设计 √

数据结构 √

C程序设计基础 √

信号与系统

数字电子技术 √

模拟电子技术 √

电路分析基础

工程制图

大学物理实验Ⅰ

大学物理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线性代数 I



准予毕业 总实践环节

168.5 45.5

3424+30周 656+30周

100% 27.00%

30+(9)

学分占比 41.25% 4.75% 12% 11.87% 15.43% 14.24%

要求学时 1312 128 376 384 568

集中性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69.5 8 21 20 26 24

项目
公共基础
必修课

综合素质选
修课

专业基础
必修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必修69.5学分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3 32 32 3

3 32 32 3

3 32 32 3

5 64 32 5

0.5 8 0.5

0.5 8 0.5

0.5 8 0.5

0.5 8 0.5

3 48 3

3 48 3

2 32 2

2 32 2

1 36 1

1 36 1

1 36 1

1 36 1

2 24 16 2

1 8 16 1

2 32 2

1 16 1

1.5 24 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必修

备注
上机

学分
讲课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上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1))

考查 B081004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考查 B19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考查 B191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考查 B031003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3)

考试 B1511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考试 B151104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考试 B1511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考试 B1511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考试 B101413

大学英语 Ⅳ
(College English Ⅳ)

考试 B101414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考试 B10141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考试 B101412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 and Policy3)

考试 B881607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 and Policy4)

考试 B881608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 and Policy1)

考试 B881605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 and Policy2)

考试 B8816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考试 B88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考试 B8811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考试 B88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考试 B881201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公共基础必修课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
实验 实践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3至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8.5学分

毕业要求：(1)必须完成各课程模块最低学分要求；(2)必须完成必要的实践环节；(3)毕业设计必须完成答辩并合格以上。



0.5 8 0.5

1 16 1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Introduction of Prof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考查 B8313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下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2))

考查 B191002



1 16 1

2 16 32

5 80 5

6 96 6

3 48 3

3 48 3

3 48 3

4 64 4

2 32 2

1.5 48 1.5

69.5 1072 80 32 128 18 19.5 15.5 11.5 0 2.5 0.5 0

最低要求学分：8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2 32 2 人文社科类

2 32 2 经济管理类

4 64

最低要求学分：21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3 40 16 3

2.5 32 16 2.5

3.5 56 3.5

0.5 16 0.5

3.5 56 3.5

0.5 16 0.5

3.5 56 3.5

0.5 16 0.5

3.5 56 3.5

21 296 48 32 0 3 6.5 4 7.5 0 0 0 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必修

实践

实践

备注

备注

实验

实验

上机

上机

学分

学分

小计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考查 B833611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and Systems) 考试 B833201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考查 B833610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考试 B833603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
(Experiments of Fundamentals of Circuit
analysis)

考查 B833609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考试 B833602

B013003

C程序设计基础

(C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考试 B833301

电路分析基础
(Fundamentals of Circuit Analysis) 考试 B833601

一 二 三 四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fting)
考试

讲课

小计

3.专业基础必修课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考查

工程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考查 B086425

理工类：52.5~61.5； 文科类：41

2．综合素质选修课

注：综合素质课划分为人文社科类、自然科学类、经济管理类、美育体育类、外语类等五大类，需修够8学分且必须在除本专业类别以外的其

余四类课程中至少各修读1门。学生从一年级开始选修综合素质育选修课。其中以下2门课必修！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
讲课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 Ⅰ)
考查 B831506

小计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1)

考试 B8315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2)

考试 B8315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Ⅰ)

考试 B11112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

考试 B111802

高等数学Ⅰ(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Ⅰ) (Volume 2)

考试 B111102

线性代数 I
(Linear Algebra I)

考试 B111121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考查 待定

高等数学Ⅰ(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Ⅰ) (Volume 1)

考试 B1111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考试 B881610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4 56 16 4

3 40 16 3

2 16 32 2

3 40 16 3

3.5 56 3.5

0.5 16 0.5

3 48 3

1 32 1

20 256 96 32 0 0 0 4 3 11 2 0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2.5 32 16 2.5

2.5 32 16 2.5

2.5 32 16 2.5

7.5 96 32 16 0 0 0 0 0 0 2.5

3 40 16 3

2.5 32 16 2.5

2 24 16 2

7.5 96 48 0 0 0 0 0 0 3 2.5 2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2 24 16 2

3 40 16 3

2.5 32 16 2.5

2.5 32 16 2.5

2 24 16 2

2 16 32 2

2.5 32 16 2.5

必修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课程编码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方向一

方向二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备注

实践

实践

实践

备注

备注

实验

实验

实验

上机

上机

学分

学分

学分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考试 B836306

Python编程与实践

(Python Programming)
考试 B836305

Android编程与实践

(Android Programming and Practice)
考试 B836310

Java编程与实践

(Java Programming)
考查 B836303

Linux程序设计

(Linux Programming)
考查 B836304

MATLAB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考试 B836301

C++面向对象技术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考试 B836302

6.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8.5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
讲课 上机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IoT) 考试 B835202

小计

嵌入式技术
(Embedded technology) 考试 B835303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考试 B835304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Pattern Recognition & Machine
Learning)

考试 B835104

小计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考试 B835301

DSP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DSP)
考试 B835302

5.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7.5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
讲课

信号处理实验
(Experiment of Signal Processing) 考查 B834105

小计

通信原理实验
(Experiment of Communications
Principles)

考查 B834204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考试 B83410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MCU)
考试 B834303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s) 考试 B834201

B834301

操作系统
(Operation System) 考试 B834302

电子线路CAD设计

(Electronic Circuit  CAD Design)
考查 B834107

一 二 三 四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考试

讲课

4.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2.5 32 16 2.5

3 40 16 3

3 40 16 3

计算机组成原理
(Structured Computer Organization) 考试 B836308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computer)

考试 B836309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Database) 考试 B836307



3 48 3

2.5 32 16 2.5

2 24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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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备注学分 周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小计 24 30(9)

必修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考查 B837306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Project)
10 16 考查 B837307

创新创业实践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 考查 B837304

认知实习

(Cognition Exercitation)
(3) 考查 B837305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1 1 考查 B837302

专业综合实验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2 考查 B837303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2 2 考查 B837602

C语言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
2 2 考查 B837301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考查 B837601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4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7.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4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

PLC原理及应用

(Th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PLC)
考试 B026193

小计

人工智能导论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考查 B836208

自动控制原理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考试 B836312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tion

考查 B836213

随机信号分析
(Stochastic Signal Analysis) 考试 B836115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s) 考试 B836112

机器视觉及应用
(Machine vision and application) 考查 B836114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考试 B836110

智能信号处理
(Intelligent Signal Processing) 考试 B836111

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考查 B836205

信息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Electro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考查 B836311

虚拟仪器及LabVIEW
(LabVIEW)

考试 B836103

FPGA系统与实践

(FPGA Systems and Practice)
考试 B836116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Theory) 考试 B836101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考查 B836104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素
养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
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大学英语》课程是我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公
共基础课
《大学英语》分为综合课和听说课两个课型。课程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
生听、说、读、写等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能用
英语进行有效地日常交流和简单的学术交流，能够在专业课双语教学中
听懂教师的英语授课和透彻的理解专业英文教材的内容。教学中注重增
强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为他们今后进行较深入的跨
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和终生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2、3、4学期。

大学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大学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使大学生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目的的公共
基础课程，是我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
节，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2、3、4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该课程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2005方案中的骨干、核心课程。课程

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认识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和作用，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帮助他们确立
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帮助他们构建
观察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他们认识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达到
学生真学、真信和会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形势与政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
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本课程教学依据是教育部根据中宣部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部署，每年
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的教学要点。

因为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政策也随着不断变化，
为适应变化，课程需要分布在各个学期，以保证课程能够准
确反映形势政策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

、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本课程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学
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了解
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本课程要求学生懂得近现代中

国是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渐变成一
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认清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本课程为我国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

论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
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科学体系；同时，还
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
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使学
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内容，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并引导学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

本课程是本科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3学期

。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系列中的其中一
门课程。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
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大学新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
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以适应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为逐渐成
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坚实的
思想道德和法律修养的基础。本课程教材由绪论、八章和结束语组成，
涵盖适应大学生活、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人生观、价
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等方面的内容。本课程要求学生注重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习和掌握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注重联系
实际，做到知行统一。

   本课程的作用在于帮助和指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解决有关人生、理想、道德、法律等方面的
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制观，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
为高职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以及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2学期。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入学后开设的第一门计算机
课程，是校级统一建设的通识教育课，是非计算机专业运用计算机的基
础性课程。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基础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学习，体现以
有效知识为主体，构建支持学生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本课
程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注重应用技能的培养，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
学，使学生掌握在信息社会里更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所必需具备的计
算机基础知识与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文化意识，掌握典型
软、硬件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使用方法，了解程序和算法的概念、
网络和因特网资源、数据库和计算机时代的社会问题等知识，同时兼顾
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人
才，并在综合思维能力、综合表达能力及综合设计能力诸方面均能为后
续学习专业领域的实际问题打下一定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学期。



高等数学Ⅰ
(Higher Mathematics Ⅰ)

高等数学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掌握数学知识和数学技术的重要基
础课程。从十七世纪牛顿、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至今，《高等数学》已
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学科，不仅是其他数学分支的重要基
础，而且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等众
多方面获得了十分广泛的应用，是理工类、管理类以及其它许多专业最
重要的数学基础课。

高等数学是电子类专业基础必修课，是学生的工具性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2学期。

线性代数 I
(Linear Algebra I)

线性代数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及经济管理等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
。本课程主要讨论有限维线性空间的线性理论与方法，具有较强的逻辑
性、抽象性与广泛的实用性。尤其在计算机日益普及的今天，解大型线
性方程组，求矩阵的特征值等已经成为技术人员经常遇到的课题。因
此，本课程所介绍的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学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获得应用科学中常用的矩阵方法，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理论及
其有关的基础知识，并具有熟练的矩阵运算能力和用矩阵方法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学习后继课程及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

线性代数是一门基础必修课，建议学生在修读完高等数学
后，进行该门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学期。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面向全校开设，主要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
程与传统文化精华，是全校各专业学生必须从中选修的三门人文素质课
程之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2学期。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劳动教育课是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树立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
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可根据时间，自主安排开课学期。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本课程是为大学本科生的“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必修课程。“创业教育”
以系统的创业理论为指导，围绕大学生创业的实践需求，聚焦创业思维
、创业精神、创业原理和创业技能等元素。在重点提升创业思维的基础
上，学习和掌握创业启动、创业经营和创业成长等方面的重要原理和实
践方法，从而为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创新技能和创业才干打下扎实
的基础。“就业指导”是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势，针对大学生的特点而开设

的一门课程。通过教学，让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就业指导的理论体系，
熟悉国家就业政策，掌握求职技巧和有关的法律知识，懂得如何求职就
业，提高大学生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Introduction of Prof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为刚进入该专业学习
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介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全貌，使之对今后将要学
习的专业建立初步的认识。课程从通信的范畴开始，讲述通信的发展过
程，通信工程的基本概念，通信工程的主要技术，以及各种通信网的技
术原理。对当前发展迅猛的移动通信网、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给予着重阐
述。本书还对通信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所学的各门课程内容给予了简
要介绍。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学期。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 Skills)

2002年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

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学生军事训练是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的一
门必修课，包含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程。本课程以国防教育为主
线，通过军事课教学，使大学生掌握基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达到增
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强组织
纪律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后备兵员
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的目的。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学期。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既强调职业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又关注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通过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
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
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
通过课程教学，大学生应当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均达到以下目
标。
态度层面：大学生应当树立起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
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愿意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主动付
出积极的努力。
知识层面：大学生应当基本了解职业发展的阶段特点；较为清晰地认识
自己的特性、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掌握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以及创业的基本知识。
技能层面：大学生应当掌握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涯
决策技能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1学期。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我国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掌握计算机网络的人才
。因此计算机网络、Internet应用技术和信息检索技术已经成为广大学生

学习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在把握教学对象对理论知识“必要、适度、

够用”的原则下，系统介绍计算机网络技术、Internet应用技术和信息检索

技术所涉及到各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知识；全面阐明计算机网
络技术、Internet应用技术和信息检索技术所涉及的各项基本概念和基本

工作原理，为今后学生利用网络知识和信息检索技能进行专业知识学习
和技能培养奠定理论基础。
本课程主要包括网络基础知识；Internet基础知识；Internet应用；搜索引

擎使用；Web2.0下网络资源的使用；文献信息介绍；信息检索的基本知

识；常用的中外数字资源；特种文献检索技术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2学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数学学科。本课程主要
内容包括：概率论基本概念、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随机
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理与中心极限定理、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参
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等。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基础必修课，建议学生在修读完高
等数学后，进行该门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3学期。



电路分析基础

(Fundametals of Circuit
analysis)

电路分析基础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主要内容包括分析电路中的电磁现象，研究电路
的基本规律及电路的分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
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为学习电
子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基础知识。本课程在整个电子
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分、微分方程、电磁学等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2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模拟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
学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
及电子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
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
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
大电路、直流电源等。通过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懂本专
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各环节
典型电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
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电路
原理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
电路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3学期。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本课程为本科四年制计算机类、通信工程类、电信类专业学生的一门必
修的技术基础课。工程图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文件，是在世界范围
通用的“工程技术的语言”。正确规范的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是一名工程技术

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本课程的目的是学习工程制图基础知识，基本体
、组合体的投影规律和学习阅读工程图样的方法，学习简单的三维模型
创建方法及装配体生成方法。

工程制图课程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不可缺少
的工程基础课，建议开课学期为第1学期。

C程序设计基础

(C Programming Basis)

课程属性为专业基础必修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属于计算机类编程课程
。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在思想、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应达到的目
标：通过本门课程学习，应使同学们掌握面向过程程序设计的基本编程
原理，学会运用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同时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应用奠定程序设计基础。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应用奠定程序设计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2学期。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课程包含了五部分内容：地球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当代资源与环境
问题，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和环境伦理观，保护环境的行政、法规、经
济和技术手段，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地球生态系统
的特点及工业革命以来面临的环境问题，介绍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由来
和实质，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环境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对

人类行为方式的重大影响，在提出问题和介绍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着重
论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种手段和措施，特别重点介绍了清洁生
产和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内容涵盖了当今国内外保护环境和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所有热点问题，学生可通过课程内容，在今后学习
和工作中进行实践，为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建议修读学期是第4学期。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是为了完成一个特定任务或者目标而去计划，组织，鼓励员
工，控制资源的一个过程或者活动。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
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即从项目
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
制和评价，以实现项目的目标。项目管理专业是一个管理学分支的学
科，指在项目活动中运用专门的知识、技能、工具和方法，使项目能够
在有限资源限定条件下，实现或超过设定的需求和期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大学物理 I
(College PhysicsⅠ)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是在人类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大学物理Ⅰ是一门以研
究和阐明物质的基本结构形态、基本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关系，为大学
生提供全面的物理学基础为目标的基础课程。在学习大学物理Ⅰ中，不
仅要掌握自然界的事实、定律、方程、和解题技巧，更重要的要从整体
上认识和掌握物理学，即通过物理学课程的学习，认识物理规律的普遍
性，认识理论和应用，认识物理思想和数学工具，建立科学的物质观和
世界观。要学好物理学，重要的是以学习物理基础知识为载体，系统掌
握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因为这些基本知识、物理思想、思维
方式和研究方法将会使学生在今后长期的工作中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时得到重要的借鉴和应用。

大学物理是基础课程，为后续课程提供基础知识、基本解决
问题思维，建议修读学期为第2、3学期。

大学物理实验 I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
Ⅰ)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是在人类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大学物理实验Ⅰ是配合
大学物理I课程的理论教学，通过实验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动手，在完成

相应理论学习后，进行实验验证，加深对相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大学物理实验是大学物理理论课的配套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3学期。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

复变函数是研究复变数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积分变换是自然科学与多
种工程技术中不可缺少的运算工具。它们是电子电气类专业的一门技术
基础课，是学习后继专业课的必备基础。通过复变函数的学习，使学生
获得解析函数、复变函数的积分、级数和留数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和运算技能；通过积分变换的学习，应使学生理解积分变换的基本
概念，掌握基本变换公式，了解积分变换公式表的使用，会利用积分变
换的性质及积分变换表解一些典型微分方程。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
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与判断能力、自学能力、比较
熟练的综合运算能力。

复变函数是研究复变数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积分变换是自
然科学与多种工程技术中不可缺少的运算工具。它们是电子
电气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是学习后继专业课的必备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主要内容包括CPU组成

、存储空间分配、单片机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编程基础、I/O接口电路如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并行通讯、串行通讯等，并对单片机完整系

统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如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系统总线、存储器扩展
、外部I/O扩展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分析。

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
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
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操作系统
(Operation System)

操作系统是当代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核心，是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支撑，
它管理和控制着计算机系统中的所有软、硬件资源，可以说操作系统是
计算机系统的灵魂。操作系统课程是电子信息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
的基础课程，是进行系统软件开发的理论基础，也是本专业的一门理论
性和实践性并重专业基础程。

建议学生在修读完《C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进行

该门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学期。

电子线路CAD设计

(Electronic Circuit  CAD
Design)

电子线路CAD设计是通过本课程理论学习与上机操作，使学生掌握电路

原理图的设计和开发、印刷电路板的设计和绘制的基本步骤，掌握电子
逻辑分析和仿真的方法，具备独立进行电路图、电路板设计的能力，为
以后进入社会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电路
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
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课是为《数字电子技术》课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单独进行成绩考核和计算学分。作为单独设课的实践环节，本实验课程
侧重对学生进行数字电子技术基本实验操作和技能的锻炼，常用测试仪
器设备的使用以及良好实验习惯的培养等，使得学生具备能够独立分析
和设计比较复杂的数字逻辑电路的能力，并未解决实际工程应用问题打
下基础。

本课程是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对应的实验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4学期。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本课程介绍非数值计算领域的数据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相关算法，
包括线性结构、栈和队列、串、多维数组、树、图、查找和排序等内容
。课程着重介绍通用的编程基础知识、算法设计和算法分析方法，介绍
如何应用上述数据结构和算法解决实际工程应用中的信息存储、信息组
织、信息管理和信息处理的相关问题，是设计和实现各种应用系统和软
件的重要算法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数
据抽象能力，培养学生在软件设计领域科学的思维方式，使其能够将算
法理论和编程实践完美结合，在工程实际中灵活加以应用，为后续进一
步学习信息通信相关的专业课程，从事信息通信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
技术工作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为C程序设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
(Experiments of
Fundamentals of Circuit
analysis)

###############################################################
本课程是电路分析基础课程对应的实验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2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是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重要的实践环节，通过实
验巩固和扩展课堂教学内容，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科学
的工作作风。学生通过实验掌握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理论，掌握常用电子
仪器使用，掌握对基本模拟电子电路的分析、设计、测量和调试技能，
达到分析模拟电子电路，解决基本模拟电子电路实际问题的目的。实验
过程严格按照实验规范和要求进行操作。为以后深入学习和应用模拟电
子技术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今后从事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工
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是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对应的实验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它的突
出特点是既基础又专业。其基础性表现该课程是所有上述各种专业的入
门课和基础课，更是掌握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必
需掌握的基础技术；其专业性表现在课程本身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涉
及到的一些典型电路本身就可以作为最终的实用电路和产品。国家教育
部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

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
的应用打下基础”。教育部的要求是开展本课程教学的基本纲领，整个课

程的教学过程都要围绕着这“三个基本和一个应用”展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
原理、模拟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电路原理和模拟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
期。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and Systems)

信号与系统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理论基础课。它主要讨
论确定性信号的特性、线性非时变系统的特性，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基
本分析方法以及由某些典型信号通过某些典型系统引出的一些重要的基
本概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信号分析及线性系统的基本
理论及分析方法，应能建立简单电路与系统的数学模型，对数学模型求
解，对所得结果给以物理解释，赋予物理意义。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数学、电路原理、线性
代数、复变函数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本课程以通信系统为背景，讨论信息的传输、交换的基本原理以及通信
网的组成，但侧重信息传输原理。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的组成与基
本概念、信号与噪声、模拟信号调制技术、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调
制技术、脉冲编码调制、增量调制、多路复用、同步以及通信网的基本
概念等。要求学生在掌握以上知识的同时，能够建立专业的观点、系统
的观点、模型分析的观点与工程的观点，为本领域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奠定坚实的基础，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对电信类人才的需求。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信号与系统、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信号与系统、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学期。



嵌入式技术
(Embedded technology)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出口方向课程之一。以嵌入式系统
原理为基础，以嵌入式系统开发体系为构架，针对嵌入式系统领域的最
新发展趋势与嵌入式应用型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嵌
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软硬件的基本体系结构、软硬件设计方法、相关
开发工具及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嵌入式系统基本
原理，并具备初步的嵌入式软硬件的设计开发能力，为以后走上嵌入式
硬件设计和开发类的工作岗位打下重要的基础。

建议学生在修读完《C程序设计基础》、《数字电子技术》、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后，进行该门课程的学习。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重要专业方向课程，需要学习嵌入
式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工作原理，包括任务管理与调度、同步互
斥与通信、中断和时间管理、内存管理和I/O管理等，以及学习嵌入式系

统软件的开发模式，任务划分的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
进一步巩固已经学过的操作系统和嵌入式技术的重要知识和基本原理，
并进一步提高软件设计开发水平，学以致用，为将来从事计算机软件开
发、嵌入式软件开发打好重要的基础。

建议学生在修读完《C程序设计基础》、《操作系统》、《嵌

入式技术》后，进行该门课程的学习。

DSP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DSP)

DSP技术及应用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控制、电气

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DSP技术就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利用

专门开发的嵌入式DSP智能芯片，编程处理数字信号，进行数字采集、数

字通信、数字分析等。随着数字社会的不断发展，DSP技术愈发重要，已

成为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之一
。本课程以TI公司TMS320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绍DSP技术的基本

理论和常用算法实现以及DSP芯片的一般结构特征、硬件构成、工作原理

、开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的开发调试技巧。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数
字信号处理理论的认识，为将来在工作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DSP器件去

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
先修课程有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C语言设计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Pattern Recognition &
Machine Learning)

本课程主要教学目标有：第一，传授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中的基本理
论，引导学生建立起基于统计机器学习框架的思想体系，从而更好地理
解和领会最新人工智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第二，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模
式识别与机器学习中最基本的算法和方法，包括贝叶斯决策理论、概率
估计理论和方法、线性分类器、特征提取和选择方法、KNN算法、人工

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第三，结合人工智能的理论进展和最新应
用，引导学生体会到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改变社
会的潜力，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本课程的价值。

本课程教授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领域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
用，并尝试引导学生应用到通信领域。

信号处理实验
(Experiment of Signal
Processing)

本课程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理论课程的配套实践课
程，主要通过信号分析、滤波器设计、语音信号处理、多媒体信号处理
系统设计、信号传输等系统的方案设计、实施，以及实验结果的分析总
结等，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工程实践应用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为目标，综合了验证型、设
计型和综合运用型实验内容，以此促进同学们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和在实
践中运用信号分析与处理技术。通过自学扩展理论课内容，用于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

本课程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对应的实验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学期。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是模式识别、机器视觉、图像通讯、多媒体技术等学
科的基础，是一门涉及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通过计算机对图像
进行去除噪声、增强、复原、压缩、分割、提取特征等处理的方法和技
术。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较深入地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
、基础理论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掌握基本的图像处理技术，
了解与图像处理技术相关的应用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
字信号处理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数字信号处理、
MATLAB仿真技术等。

通信原理实验
(Experiment of
Communications Principles)

本课程通过软件仿真以及模块式硬件实验来辅助学生加深对通信原理中
基本概念的理解，加强对一些抽象问题的认识，同时培养学生的通信实
验能力、硬件设计及测量能力、软件仿真能力。实验内容主要覆盖模拟
调制、数字基带传输、数字调制和模拟信号的数字化等内容。实验方式
包括软件仿真实验及硬件模块实验，实验平台包括多种软件及硬件平台
。本课程采取菜单式实验，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配置，以适应学生的
个体差异并实现个性化培养的目标。

本课程是通信原理课程对应的实验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
学期。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随着信息科学和
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应用得到飞跃式发展，已
经成为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本课程主要讲授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时域离散信号及时域离
散系统的时域分析方法、频域分析方法，并且能掌握离散时间信号和系
统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分析方法以及FFT、数字滤波器等数字信

号处理技术，了解并学会使用现代设计、分析、开发、仿真与实验工具
。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信号与系统、线性代数、计
算机程序语言、微型计算机原理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信
号与系统、线性代数、计算机程序语言、微型计算机原理等
。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IoT)

############################################################### 先修课程为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设计。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信息安全介绍了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PMI认证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访

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和信息安全
管理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等基
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学期。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computer)

本课程是学生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硬件知识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入门课
程，也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它将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上掌
握微型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基本组成、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输入/输出的基本概念和常用的接口芯片的功能、初始化编程、了解接口

电路及硬件的连接(包括并行输入/输出、定时/计数器、A/D和D/A转换器

等)的原理与设计，建立微型计算机系统的概念，使学生具备微型计算机

应用系统软、硬件开发的初步能力。

本课程在学习之前应该具有计算机文化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

、模拟电子技术、数组电路等课程的基础。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电磁场理论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
的理论性。主要内容包括电磁场的基本规律分析、宏观电磁场的普遍规
律-麦克斯韦方程组、静态及时变电磁场的传播与辐射特性等。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磁场与电磁波两个方面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
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分、微分方程、电磁学、数学
物理方程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Database)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数据库技术的基
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简单数据库的设计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在

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3学期。

计算机组成原理
(Structured Computer
Organization)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组成
与结构原理，各功能部件在整机中的作用以及所要完成的任务；掌握程
序和数据在计算机中是如何存储的，以及指令在计算机中的编译和执行
过程。掌握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接口技术与原理；了解计算机外部
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本课程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承前启后
的作用。先修课程为数字电子技术。

Android编程与实践

(Android Programming and
Practice)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学习Android Studio环境的搭建，

Android项目结构分析，用户界面设计，Activity基础，Android事件处理，

Fragment基础，数据存储和访问等知识。培养学生对Android编程的运用

能力；提高学生对Android四大组件及常用控件的理解能力，激发学生的

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为学生日后的从事移动开发相关技术打好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计算机网络》基本上涵盖了需要掌握的与数据通信、计算机网络技术
相关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知识。本书内容包括数据通信基础、计算机网络
与协议、局域网与城域网、网络互连与Internet、网络操作系统、交换技

术、网络安全等。本书论述严谨、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既注重基本原
理和基本概念的阐述，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应用技术和实践，各
章均配有习题并以课外抓取网络数据包进行协议分析为手段，由浅入
深，逐步引导读者将理论与网络实际数据流直接联系，使协议分析变得
生动而实用。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大学计算机基础知识，先修
课程为大学计算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Linux程序设计

(Linux Programming)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熟练Linux操
作系统的基本操作，了解Linux操作系统安全配置和管理的方法；掌握

Linux操作系统下的Shell程序和C程序开发方法和过程，具备在Linux操作

系统下开发应用程序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还需要培养学生讨论
、作报告、写作、团队合作、动手操作的能力，为学生以后从事的嵌入
式软件开发的岗位打好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Python编程与实践

(Python Programming and
Practice)

###############################################################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C++面向对象技术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主要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的方法和C++语言的基本概念。以C++语言中的面向对象机制为主，集

抽象性、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于一体。从而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C语言程序设计，后续课程有单片机和

嵌入式技术等，之后还可通过集中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为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Java编程与实践

(Java Programming)

本课程是专业任选课之一，Java语言是当前十分流行的一门经典网络编程

语言。本课程主要介绍了Java语言的功能和特点，包括Java语言基础知

识，语法构成，面向对象技术，常用系统使用，图像用户界面设计，图
形处理，多媒体处理，异常处理，文件和流处理，多媒体技术和网络编
程基础。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门高级网络程序设计语言，学习网络编程
程序设计方法，具有基本网络程序设计能力，为学生日后从事网络开发
相关技术打好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MATLAB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MATLAB仿真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目的是使学

生掌握MATLAB仿真软件的基本语法、程序设计方法与技巧，并且能够

运用MATLAB软件解决相关课程中的复杂计算和图形处理问题。内容主

要包括：MATLAB基本环境和操作方法；分章阐述了矩阵计算、数值计

算、符号计算、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M文件编写、SIMULINK仿真、

句柄图形、图形用户界面、文件读写、MATLAB编译器、应用程序接口

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矩阵等基础知识，了解
软件环境、语法、程序结构、常用算法，需要辅助大量上机
练习。建议修读学期第3学期。



虚拟仪器及LabVIEW
(LabVIEW)

《虚拟仪器及LabVIEW》课是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了解LabVIEW的开发环境、重要概念及其编程的基本过程，使得学

生具备能够分析和设计虚拟仪器程序设计的能力，并为解决实际工程应
用问题打下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4学期。



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Processing)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随机变量和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随机过
程通过线性系统的分析方法，正态随机过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的基本概念
及其性质，信号估计的概念，各类常用信号估计方法的原理、性能边界
及其设计方法。本课程可以为信息处理与编码、多元统计分析等后续课
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值分析，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5学期。

机器视觉及应用
(Machine vision and
application)

《机器视觉及应用》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机器视觉技
术是一门涉及人工智能、神经生物学、心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图像
处理、模式识别等诸多领域的交叉学科。机器视觉主要用计算机来模拟
人的视觉功能，从客观事物的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理解，
最终用于实际检测、测量和控制。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机
器视觉检测系统原理、组成，通过项目实训，能够设计并实现一个机器
试卷检测系统，并在设计与实现过程中综合考虑经济、法律、环境、便
利性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开拓创新素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
必须参加一项校级以上的大学生电类科技竞赛，例如银兴杯电子设计竞
赛、校级智能车竞赛、省级国家级电子设计竞赛、省级国家级智能车竞
赛、挑战杯竞赛、互联网+竞赛、西门子智能制造挑战赛、山东省机电设

计大赛、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等，参赛作品必须涉及电子类作品的软硬件
设计。课程考核以作品获得校级一等奖以上或省级、国家级奖项视为该
课程考核合格，计算学分。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单片机等电子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修，修读学期建议在第4学
期。

智能信号处理
(Intelligent Signal
Processing)

《智能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计算智能为
核心内容，是一门交叉技术。智能信号处理是模拟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
处理信号的行为，建立处理复杂系统信息的理论、算法和系统的方法与
技术，主要面对的是不确定性系统和不确定性现象的处理问题。智能信
息处理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图像处理、人工智能、数据挖掘、
数据融合、模式识别、数据可视化等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够了解不同的计算制衡算法在信号处理中的应用，并能够针对实际复杂
的不确定性的工程问题寻求合适的算法并实现。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s)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性课程。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掌握各类传感器的基本理论、工作原理、主
要性能及其特点，能合理地选择和使用传感器，能够掌握常用传感器的
工程设计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并且了解传感器的发展动向。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先修课程有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
电子技术和微机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5学期。

信息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Electro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以提高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重在
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为学生今后工作
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使学生在基础英语的基础上，通过通信专业英语
的学习，掌握一定量的电子信息工程方面的英语词汇，具备一定的专业
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同时夯实专业基础知识，为今后的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把“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综合应用英语能力，注重听说能

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作为教学指导思想。遵循此目的，积极采用任务驱动

教学法、讲授教学法、演示教学法、分组教学法等现代教学方法来充分
体现本课程的专业性，实践性。对课文的学习，通过回答问题，对话，
教师讲解，学生讲解等形式。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通信专业所有科目
的知识点；多种教学方法并举，注重实效，使学生真正能够学以致用；
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教学紧密结合实际，注重实际应用能力。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已修大学英语，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知
识，并掌握一定的单词数量，在读、听、写说等方面受过初
步的训练。建议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本课程对语音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介绍了过零
率、短时能量、共振峰等概念和非平稳语音信号分析方法。针对语音的
产生模型，本课程对语音的声管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学分析，为线
性预测技术在语音信号处理中的应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信号解卷分析
是数字信号处理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围绕着参数解卷和非参数解决这两
个问题，本课程重点论述了线性预测技术和同态信号处理技术，并对它
们在语音编码和语音识别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在语音编码方面，本课程介绍了波形编码技术中的非线性量化编码技术
、自适应编码技术、子带编码技术、变换域编码技术和以多脉冲激励线
性预测编码技术为代表的参数编码技术。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课程中
介绍了语音识别中常用的识别特征和模板匹配方法，重点介绍了DTW模

板匹配算法和HMM语音识别模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对语音

信号处理技术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掌握其基本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信号与系统和数字信号处理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7学期。

FPGA系统与实践

(FPGA System and Practise)

       FPGA系统与实践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内容主要包

括FPGA系统设计基础；Xilinx公司和Altera公司的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

基于ISE5.x和QuartusII的设计输入方法、功能仿真、综合、实行、配置、

编译与编程；FPGA下载配置电路设计；FPGA设计技术；FPGA设计实践

。该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创新开发和工程设计能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本课程主要介绍无线传感网体系结构、通信协议和关键技术，以及无线
传感网部署和数据处理方法。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无线传感网
络的体系结构、通信协议、命名与寻址、拓扑控制、时间同步、能耗控
制、数据处理等技术及应用模式；掌握常见无线传感网的应用及部署。

先修课程为通信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人工智能导论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本课程是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的导论课程，主要介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
经典理论和方法，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后能较全面、深入地理解和
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主要功能及其实现技术，了解人
工智能方法在多媒体分析、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方面的发展前沿，
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较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撰 写 人：张鹏　　　　　教学院长：冷建材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毕业实习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实习，学生可以
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所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的有机融合；
通过实习学生可以了解所学专业知识的应用领域和专业的发展方向，为
将来从事相关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先
修课程为通信工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中除毕业设
计外的所有课程。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毕业设计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
节，按教学要求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

完成的质量高低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培养
学生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方面的知识)，
独立分析、解决通信工程方面问题的能力。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学会设计
方法：包括资料查询、收集和分析、根据课题要求构思方案、选择最佳
方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设计、撰写论文等设计环节。通过毕业设计环
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知识运用、实验测试、口头和书面文字表
达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独立设计能力。

毕业设计是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

创新创业实践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必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重点是创业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在参加创新创业基本
训练之后必须提出一个创业项目，可以是电子类软硬件产品，也可以是
网站、服务等其它类项目。学生要体验创业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通过
参加各级创业大赛的形式，也可以是非大赛独立创业形式，以最后的创
业成果决定这门课的考核等级。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单片机等电子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修，修读学期8个学期均可

。

认知实习

(Cognition Exercitation)

认知实习是本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该实践，学生可以把掌握的理论知
识与工程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全面了解专业课的主要内容及其
应用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线路、电子设计自动化、单片机原理、数字信号处
理、通信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7学期。

C语言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

C语言课程设计是在学习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之后进行的一个实践教

学环节。通过课程设计可以把课堂上讲的内容融会贯通，通过课程设计
使学生真正学会设计程序、开发应用软件、开发系统软件等各项工作。

要求学生熟练的运用数组，处理一维数组、二维数组、指
针；掌握各种排序的方法；理解递归调用的过程，使用递归
的方法设计程序。掌握“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模块化程序

设计方法。

专业综合实验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集中实践环节，以实际工程问题为
导向，采用全员导师制和团队制，以项目组的形式进行。目前开设的方
向有：嵌入式智慧硬件、物联网应用、计算机软件与应用、深度学习与
信息处理等。本综合实验通过模拟完成工程项目的实践经历，系统地训
练学生的工程思维、专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
工程与社会认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等。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线路、电子设计自动化、单片机原理、数字信号处
理、通信原理等。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电子工艺实习是工科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是提高学生动手能
力和电子基本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基本要求如下：1.了解电的基本概念，

掌握安全用电常识，学会安全操作要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
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2.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指标、性能、

型号、符号、特点及用途。3.了解钎焊技术、焊料、焊剂和电烙铁的相关

知识及其应用。4.了解SMT的特点、发展前景、基本工艺流程及主要设

备，初步掌握贴装技术和贴装设备的使用。5.了解常用测量仪器的性能及

使用方法。6.了解FM收音机及其它小电子产品的工作原理和基本制作过

程，并安装调试1-2件电子产品。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等知
识，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等。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模拟、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
程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
过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
际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
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模拟电子技术实践技
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模拟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本课程从政策法规、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社会安全、健康卫生、网络
安全、心理健康、职业防护等方面开展安全教育工作。使学生全面了解
安全相关知识，树立安全意识。

可根据时间，自主安排开课学期。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社会实践即假期实习或是在校外实习。对于在校大学生具有加深对本专
业的了解、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场过渡做准备、增强就业竞争优势
等多方面意义。

可根据时间，自主安排开课学期。

自动控制原理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本课程是自动控制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古典
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包括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的数学
建模、线性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线性系统的设计校正方法、线性离散
系统的分析与校正以及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等。

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程：复变函数及积分变换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
高等数学等课程。

PLC原理及应用

(PL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该课程讲授PLC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设计研究方法。可编程序控制器

(PLC)是当前工业自动控制系统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它主要研究以工业过

程模型为被控对象、PLC为手段的工业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通过硬件配

置与软件编程来实现控制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工技术、电气控制技术等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数字电子技术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6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