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B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VB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VB程序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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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Basic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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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授课时间：授课时间：1-18周 周三：1-4（理论）周五：1-4（实

验）

授课地点：授课地点：周三：7B205 周五：计算机基础实验中心

机房

授课对象：授课对象：17环境卓越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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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利 /教授

联系电话：630640联系电话：630640 Email：Email：houjl@dgut.edu.cn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分为集体答疑、网上答疑和个别答疑的形式。

1.集体答疑的时间、地点与上课相同（如通过习题课对一部份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作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授和

答疑，学生上机时增加答疑时间）。

2.网上答疑（利用网络、电子邮件和QQ等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

3.个别答疑（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约定时间、地点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方式：

作业（√）     期中考（√）     期末考（√）     实验（√）     综合项目（√）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1)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第4版），龚沛曾,陆慰民，高等教育出版社。

(2)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与测试（第4版），龚沛曾,杨志强,陆慰民，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教材：参考教材： (1)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蒋加伏等.北京邮电出版社,2014年13月,第5版.

(2)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习题及习题解答.刘瑞新等.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年8月,第3版.

(3) Visual Basic实用教程.郑阿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4)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谭浩强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课程简介：课程简介： 《VB程序设计基础》是理工科类非计算机专业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本课

程教学任务由以下三个方面内容构成：概念的理解、方法与工具的应用和程序设计的实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运用程序设计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以及今后从事技术工

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9 过程 2 过程的定义及调用 课堂讲授 无

10 习题课（常用

算法3）

2 过程的编写、参数传递 课堂讲授 10题

11 常用控件 2 单选、复选、列表框、定时器控件 课堂讲授 20题

12 通用对话框、

菜单设计

2 通用对话框、菜单设计 课堂讲授 无

13 多重窗体和多

文档界面

2 多文档界面 课堂讲授 10题

14 文件结构、分

类及操作

2 顺序文件 课堂讲授 10题

15 图形操作 2 图形控件的用法 课堂讲授 10题

16 数据库编程基

础

2 数据库基本概念、数据库与表的创建、数据表的维护，数

据库基本操作及简单的查询功能

课堂讲授 无

17 数据库编程基

础

2 VB程序与数据库的连接 课堂讲授 20题

18 习题课（常用

算法4）

2 用户界面设计，文件和数据库访问 课堂讲授 无

合计： 40

理论教学进程表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周

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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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1：

Visual Basic

环境和程序设

计初步

2 熟悉VB编程环境、调试简单程序 验证 实验 6题

3 实验2：顺序结

构程序设计

2 InputBox和MsgBox函数 验证 实验 7题

4 实验3：选择结

构程序设计

2 多分支选择语句的应用 验证 实验 11题

5 实验4：循环结

构程序设计

2 For循环、While循环语句 验证 实验 14题

7 实验4：基本结

构程序设计

2 分支选择语句、For循环、While循环语句 综合 实验 2题

8 实验5： 数组 2 数组基本操作 验证 实验 6题

9 实验5：数组 2 数组元素排序 验证 实验 4题

10 实验6：过程 2 简单过程的编写、调用 验证 实验 5题

11 实验6：过程 2 参数传递、递归过程 验证 实验 4题

12 实验7：界面设

计

2 单选按钮、复选框、列表框控件、滚动条、定

时器控件、通用对话框、菜单设计、多文档界

面设计

验证 实验 5题

13 实验8：数据文

件

2 顺序文件的操作 验证 实验 6题

14 实验9：图形操

作

2 图形控件和方法、简单的动画设计 验证 实验 7题

15 实验10：数据

库技术

2 数据库基本概念、VB程序与数据库的连接 验证 实验 3题

16 实验10：数据

库技术

2 数据库基本操作、数据查询 验证 实验 2题

17 实验11:课程设

计

2 应用程序开发的基本方法 综合 实验 1题

18 实验11:课程设

计

2 应用程序开发的基本方法 综合 实验 1题

合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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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8次，课

外完成）

1. 评价标准：参考答案。 2. 要求：按时完成作业。 0.05

实验（16次） 1. 评价标准：根据实验报告评定。 2. 要求：按时完成。 0.15

期中考试 1. 评价标准：按小系统开发的评测标准。 2. 要求：独立、按时完成设计开发。 0.10

期末考试（闭

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独立、按时完成考试。 0.40

课程设计：界

面和数据库设

计，代码设

计，文档编写

和描述

1.评价标准：按照项目的要求设计界面和数据库，代码设计的准确性，程序运行的正

确性，能描述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和实现。 2.要求：完成项目需要的支撑界面和数

据库设计，能完成项目的各项功能，界面使用方便和合理，文档编写，每个学生应有

应有独立的模块设计文档描述。

0.30

大纲编写日期：大纲编写日期：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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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c.dgut.edu.cn/） （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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