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系统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操作系统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操作系统与应用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课程英文名称：Operating System and Application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总学时/周学时/学分： 72/4/4.0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 18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程序设计基础

授课时间：授课时间：1-18周，周二3、4节，周四3、4节 授课地点：授课地点：7B314

授课对象：授课对象：2016计技3班4班

开课院系：开课院系：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刘文果 /副研究员

联系电话：13798778521联系电话：13798778521 Email：Email：liuwg@dgut.edu.cn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通过QQ，网上答疑系统

及电话答疑，时间地点不限

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方式：

小考（√）     作业（√）     期中考（√）     期末考（√）     实验（√）     出勤（√）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汤小丹,《计算机操作系统》(第4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Linux系统编程讲义》（第3版） 

参考教材：参考教材： （美）兰德尔·E.布莱恩特（Randal E.Bryant）,《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6

课程简介：课程简介： 操作系统是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课，阐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实现技术，讲授多任

务并发特征、进程/线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管理、I/O管理的基本原理，学习Linux环境的系统编程技能，建立

初步的计算机系统观，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为今后从事并发编程、系统管理、性能优化

等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也为进一步学好数据库系统、计算机网络和分布式系统等课程奠定基础知识。



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目标： 1.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

实现技术，建立初步的系统观

2.理解处理机调度、进程管理、内存管理、I/O控制、

文件管理的基本结构与算法，评价算法优劣，建立效

率、开销、安全、平衡、折衷、公平的基本思想

3.运用Linux API编写多进程/多线程并发应用程序

√ 核心能力1：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科学及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相关知识的能力

□ 核心能力2：具有设计与执行计算机软、硬件实验，

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 核心能力3：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实践中所需

技术、技巧及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的能力

√ 核心能力4：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许多领域中，具

有至少某一项专业能力，例如：硬件、软件、多媒体、

系统、网络、理论等，并具有编程能力，进一步地具备

设计、开发软、硬件模块及系统的能力

□ 核心能力5：具有项目管理、有效沟通、领域整合与

团队合作的能力

√ 核心能力6：具有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论及应用

知识，分析与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亦可以将自己的专

业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跨多重领域，进行研

发或创新的能力

√ 核心能力7：具有应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快速变迁的

能力，培养自我持续学习的习惯及能力

□ 核心能力8：具有工程伦理、社会责任、国际观及前

瞻视野

理论教学进程表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周次 教学主题教学主题

教学教学

时长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教学方

式式

作业安作业安

排排

1 操作系统概述 4 重点：操作系统 课堂讲授 无

2 Linux操作系

统基本知识

2 重点：Linux系统目录结构；Linux系统文件与目录操作

难点：Linux文件权限；文件索引节点

课堂讲授

操作演示

操作练习

3 Linux环境C语

言编程

2 重点：Linux C程序编译和执行过程；字符串处理函数使

用；Linux编程错误诊断和处理、命令行参数 难度：系

统调用失败处理；自定义库函数的创建与链接

课堂讲授 课后编程

作业

4 Unix I/O 2 重点：Unix I/O概念、基于Unix I/O系统调用函数编

程、内核文件I/O数据结构、 文件逻辑结构、外存分配

方式、文件目录管理、文件存储空间管理、文件共享原理

难点：文件索引结构；文件共享与保护；磁盘容错技术、

dup函数使用

课堂讲授 课后编程

作业

5,6 Linux进程控

制与通信

4 重点：进程、逻辑控制流、并发概念；进程结构；调用

fork创建进程，调用exec函数加载程序；Linux信号机制

及应用；管道、消息队列与共享内存 难点：进程并发特

征；大量子进程回收方法；信号处理带来的竞争与消除方

法

课堂讲授 课后编程

作业

7,8 线程管理与同

步

4 重点：线程概念；多线程编程基本方法；共享变量分析与

识别；临界区、临界资源与信号量；线程同步与互斥；经

典同步问题；使用多线程提高并发性；用于Pthreads同

步量和互斥量编写同步程序 难点：信号量模型与P、V操

作；线程同步与互斥编程；线程安全；竞争

课堂讲授 课后编程

作业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

选）：选）：



9,10 Linux进程间

通信

4 重点：管道、消息队列、共享内存概念和通信编程方法

难点：利用IPC信号量实现进程间同步

课堂讲授 课后编程

作业

11 处理机调度 4 重点：三级调度层次；调度模型；先来先服务、短作业优

先、轮转调度算法、响应比高优先、多级反馈队列算法；

调度算法性能指标及计算 难点：多级反馈队列调度算

法、实时调度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12 死锁 4 重点：死锁概念、死锁四个基本条件；死锁预防、死锁避

免方法；银行家算法；死锁检测与解除 难点：银行家算

法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13,14 存储器管理 8 重点：多级存储器层次；分页存储管理；分段存储管理；

地址转换过程 难点：多级页表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15 虚拟存储器 4 重点：请求分页存储管理；先进先出、最佳、LRU页面置

换算法 难点：Clock页面置换算法、缺页中断处理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16 设备管理 4 重点：I/O系统结构；I/O控制方式；缓冲区管理；I/O软

件结构 难点：中断控制方式、DMA控制方式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17,18 文件管理 8 重点：文件逻辑结构；系统级I/O；内核文件打开结构；

外存分配方式；文件目录管理；文件存储空间管理 难

点：文件索引结构；文件共享与保护；磁盘容错技术

课堂讲授 课后作业

合计： 54

理论教学进程表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周次 教学主题教学主题

教学教学

时长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教学方

式式

作业安作业安

排排



实践教学进程表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周

次次 实验项目名称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学时 重点与难点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项目类

型型

教学方教学方

式式

2 Linux文件操

作

2 重点、难点：Linux文件权限 演示 操作演示

3 Linux C库函

数使用

2 重点：字符串处理编程 难点：编译错误处理、

算法流程设计

练习 课后讲解

小组讨论

4,5 Linux I/O编

程

4 重点：将任意类型数据读出、写入文件的编

程；文本数据的输入/输出与处理编程 难点：

采用文本型数据还是结构体类型的选择

验证 课后讲解

小组讨论

6,7 Linux进程控

制

4 重点：编写多线程程序；线程同于互斥编程实

现； 难点：多线程应用程序性能测量、使用多

线程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设计 课后讲解

小组讨论

8,9 Linux多线程

编程

4 重点：编写多线程程序；线程同于互斥编程实

现； 难点：多线程应用程序性能测量、使用多

线程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综合 课后讲解

小组讨论

10 Linux进程间

通信

2 重点：利用管道、消息队列、共享内存编写进

程间通信程序 难点：利用IPC信号量编写同步

程序；编写大型客户/服务器通信程序

验证 课后讲解

小组讨论

合计： 18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权重权重

期末考试 试卷参考答案 0.60

作业 态度、及时性、工整性、规范性、正确性 0.15

实验 完成量、正确率、报告规范性 0.10

课堂测验与期

中考试

参考答案 0.10

考勤 缺课1学时扣1分，迟到、早退2次计缺课1学时 0.05

大纲编写日期：大纲编写日期：2018-03-24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分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分



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

（http://:或案案授 :/中 （http://:或案案授 :/中制

教学方培系案关中师师授/教授求定/部教/部学 
教学方培系案关中师师授/教授求定/部教/部学制

价课程系从定教学定定或系部案教学定定，系标一应的教学养培、、一 
价课程系从定教学定定或系部案教学定定，系标一应的教学养培、、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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