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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本课程

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必备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应用

计算机解决工作与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具有应用计算机学习的

能力，为其职业生涯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使学生

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信息道德及信息安全准则，培养学生成为信息社会

的合格公民。 

 

二、课程教学目标 
 

1. 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计算机基本操作、

办公应用、网络应用、多媒体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技能，使学生初步具有利用计算

机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2. 使学生能够根据职业需求运用计算机，体验利用计算机技术获取信息、处

理信息、分析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逐渐养成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的学习方法，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团队协作意识。 

3. 使学生树立知识产权意识，了解并能够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和相关法律

法规，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依法进行信息技术活动。 

 

三、教学内容结构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由基础模块、职业模块两个部分构成。 

1. 基础模块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性内容和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基础模块总的教学时数为 108 学时。  

2. 职业模块为限定选修内容，是结合基础模块进行的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训

练，教学时数为 36 学时。 

 

四、教学内容与要求 
 

（一）本大纲对教学要求的层次表述 

1. 对知识的教学要求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 

了解：指对知识有感性的、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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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指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有一定的理性认识，能用正确的语言进行叙

述和解释。 

掌握：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解决与所学知识相关的应用问题。 

2. 对技能的教学要求分为会操作和熟练操作两个层次。 

会：指能够运用所学的技能进行独立操作，并能正确完成指定任务。 

熟练：指能够连贯娴熟地完成操作，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操作流程，

能解决操作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准确完成操作任务。 

（二）教学内容与要求 

1. 基础模块 

第一单元 计算机基础知识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计算机

发展及应

用领域 

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及趋势，列举

各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 

了解计算机在现代社会的工作与生活中

的各类应用； 

* 了解数据与信息的概念及数据在计算机

中的处理过程 

可以通过安排参观活动、收集

播放音视频资料等手段，让学生

在活动中了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

系统基本

组成 

了解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系统的组成，以及

主要硬/软件在系统中的作用； 

了解计算机主要部件及其作用； 

会利用数据存储单位区分存储空间大小；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及其对

计算机系统性能的影响； 

* 理解二进制基本概念及常用数制之间的

转换方法； 

* 理解 ASCII 码的基本概念，了解编码

规则； 

* 了解 BIOS 在计算机系统硬件配置和管

理中的作用 

可以通过对计算机实物的观察

与操作，让学生重点学习输入 /

输出设备与计算机系统主机接口

的连接。使学生在操作使用中认

识并熟悉常用设备，重点掌握键

盘键位分布及功能，逐渐达到熟

练使用键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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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常用计

算机设备 

了解存储设备（硬盘、光盘驱动器、移动

存储器等）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了解输入/输出设备（键盘、鼠标、显示

器、打印机等）的作用，会正确连接和使用

这些设备； 

了解通用外部设备接口的使用方法，会正

确连接常用外部设备； 

了解键盘键位及功能，会正确使用键盘录

入字符； 

* 了解投影仪、扫描仪、摄像头、读卡器

等外部设备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 了解指纹识别装置、手写板、触摸屏等

设备 

 

信息安

全与知识

产权 

了解信息安全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具有信

息安全意识； 

了解计算机病毒的基础知识和防治方法，

具有计算机病毒的防范意识； 

了解并遵守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信息活动中的道德要求 

可以结合案例的讲解、分析、

讨论，使学生领会信息安全与知

识产权的内涵，增强学生在信息

活动中的责任心与法律意识 

 

第二单元 操作系统的使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操作系

统简介 

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解操作系统

在计算机系统运行中的作用； 

了解常用操作系统的特点和功能； 

* 了解常用操作系统的类型； 

* 会安装常用操作系统 可以通过上机操作，使学生逐

步理解操作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结合实际应用提高使用操作系统

和工具软件管理维护计算机的能

力。例如，规范管理文件和文件

夹，优化计算机系统管理等 
图形用

户界面操

作 

了解组成常用操作系统图形界面的基本

元素（对象），熟练使用鼠标完成对窗口、

菜单、工具栏、任务栏、对话框等基本元素

的操作； 

会启动/关闭计算机系统； 

了解快捷键和快捷菜单的使用方法； 

* 会使用操作系统的“帮助”信息解决

问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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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文件管

理 

理解文件和文件夹的概念与作用，熟练进

行文件和文件夹的基本操作； 

会使用资源管理器对文件等资源进行管

理； 

* 了解常见文件类型及其关联程序 

 
系统管

理与应用 

了解控制面板的功能，会使用控制面板配

置系统，如显示属性、鼠标、输入法的设置

等； 

会安装和卸载常用应用程序； 

会使用操作系统中自带的常用程序； 

*会为计算机设置多用户管理及权限，使

一台计算机能够为不同人员使用； 

* 会安装打印机等外部设备驱动程序 

系统维

护与常用

工具软件

的使用 

会安装和使用病毒防治软件； 

会安装和使用压缩工具软件； 

了解数据备份的重要性，会进行数据备

份； 

* 会使用软件备份和恢复操作系统 

中英文

输入 

了解常用的中英文输入法，熟练使用一种

中文输入法； 

* 了解汉字编码方法 

可以利用文字输入练习软件帮

助学生练习，逐步提高其文字录

入技能 

 

第三单元 因特网（Internet）应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因特网

的基本概

念和功能 

了解因特网的基本概念及提供的服务； 

* 了解 TCP/IP 协议在网络中的作用，会配

置 TCP/IP 协议的参数 
可以通过因特网的接入，使学

生认识网络中使用的相关设备 
因特网

的接入 

了解因特网的常用接入方式及相关设备； 

会根据需要将计算机通过相关设备接入

因特网； 

* 了解无线网络的使用方法 

网络信

息获取 

熟练使用浏览器浏览和下载相关信息； 

熟练使用搜索引擎检索信息； 

* 为适应不同需要，会配置浏览器中的常

用参数 

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因特网获取

与专业相关的信息，增强学生在

学习、生活中应用网络的能力，

重点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技能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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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电子邮

件管理 

会申请电子邮箱； 

熟练收发电子邮件； 

* 会使用常用电子邮件管理工具 

可以通过在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进行信息交流活动，使学生能

熟练收发电子邮件 

常用网

络工具软

件的使用 

会使用常用即时通信软件； 

会使用工具软件上传与下载信息； 

* 了解远程桌面的概念及其设置方法 可以通过申请和规范使用网络

空间的活动，使学生能使用工具

软件上传、下载、共享资源信息，

树立安全使用网络的意识 
常见网

络服务与

应用 

会申请和使用网站提供的网络空间，如网

络日志、网络硬盘、网络相册等； 

了解常见网络服务与应用，如网上学习、

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网上求职等 

 

第四单元 文字处理软件应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文档的

基本操作 

熟练创建、编辑、保存和打印文档； 

会使用不同的视图方式浏览文档； 

* 会对文档进行权限管理； 

* 会设置超链接 

可以让学生选取专业、生活中

的文字、图片、表格等各种内容

作为素材，设计、制作作品，如

个人简历、合同、名片、宣传广

告等，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文字处

理软件的能力 

文档的

格式设置 

熟练设置文档的格式（字体、段落、边框

和底纹、项目符号和编号、分栏、首字下沉、

文字方向等）； 

熟练插入分隔符、页码、符号等； 

熟练设置文档的页面格式、页眉和页脚； 

* 会使用样式，保持文档格式的统一和快

捷设置； 

* 会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提供的工具，如“字

数统计”、“修订”等 

表格操

作 

会在文档中插入和编辑表格； 

会设置表格格式； 

* 会实现文本与表格的相互转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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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图文表

混合排版 

理解文本框的作用，会使用文本框； 

会在文档中插入并编辑图片、艺术字、剪

贴画、图表等； 

会对文档中的图、文、表混合排版； 

会合并文档； 

* 会在文档中插入脚注和尾注、题注、目

录等； 

* 会使用邮件合并功能； 

* 会在文档中插入公式、组织结构图等

对象 

 

 

第五单元 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应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电子表

格的基本

操作 

理解工作簿、工作表、单元格等基本

概念； 

熟练创建、编辑和保存电子表格文件； 

熟练输入、编辑和修改工作表中的数据； 

* 会将外部数据导入到工作表中； 

* 了解模板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 了解数据保护的作用和操作方法 

可以让学生选取专业、生活中

的相关内容作为素材，制作数据

图表，如会对家庭财务收支、班

级学习成绩、产品销售等各种数

据进行分析管理，重点训练学生

的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技能 

电子表

格的格式

设置 

熟练设置工作表的格式（设置单元格、

行、列、单元格区域、工作表、自动套用

格式等）； 

熟练插入单元格、行、列、工作表、图表、

分页符、符号等； 

熟练设置工作表的页面格式； 

* 会使用样式保持格式的统一和快捷设置 

数据处

理 

理解单元格地址的引用，会使用常用

函数； 

会对工作表中的数据进行排序、筛选、分

类汇总； 

* 会使用工作表的引用进行多个工作表

计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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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数据分

析 

了解常见图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会创建与编辑数据图表； 

* 会使用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进行数

据分析  

打印输

出 

会根据输出要求设置打印方向与边界、页

眉和页脚，设置打印属性； 

会预览和打印文件 

 

第六单元 多媒体软件应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多媒体

基础 

了解多媒体技术及其软件的应用与发展； 

了解多媒体文件的格式，会选择浏览方式； 

会获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常用多

媒体素材 

可以通过主题活动，选取学生

感兴趣的内容作为素材完成作

品，使学生重点掌握图像、音频、

视频的获取方法和简单加工技

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图像处

理 

会使用软件对图像进行简单加工处理； 

* 会使用常用图像处理软件编辑加工图像

文件 

音频、

视频处理 

会使用和安装音频、视频播放软件； 

会使用软件对音频、视频文件进行格式转

换； 

* 会使用软件对音频、视频文件进行简单

编辑加工 

 

第七单元 演示文稿软件应用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演示文

稿的基本

操作 

理解演示文稿的基本概念； 

会使用多种方法新建演示文稿； 

熟练编辑演示文稿； 

会保存演示文稿； 

会使用不同的视图方式浏览演示文稿 

可以让学生选取工作、生活中

的文字、图片、表格、音频、视

频等各种内容作为素材，设计制

作多媒体作品。如企业产品介绍、

个人求职、汇报演讲等多媒体演

示文稿，培养多媒体软件的综合

应用能力 

演示文

稿修饰 

熟练更换幻灯片的版式； 

会使用幻灯片母版； 

会设置幻灯片背景、配色方案； 

* 会设计制作幻灯片模板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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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与要求 教学提示与活动建议 

演示文

稿对象的

编辑 

熟练设置、复制文字格式； 

熟练插入、编辑剪贴画、艺术字、自选图

形等内置对象； 

会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音频、视频等外

部对象； 

会在幻灯片中建立表格与图表； 

会创建动作按钮； 

会建立幻灯片的超链接 

 

演示文

稿的放映 

会设置演示文稿的放映方式； 

会根据播放要求选择播放时鼠标指针的

效果、切换幻灯片方式； 

会对演示文稿打包，生成可独立播放的演

示文稿文件； 

会设置幻灯片对象的动画方案； 

* 熟练设置并合理选择幻灯片之间的切换

方式 

 

 

2. 职业模块 

序号 模块名称 教学要求与活动 

模块一 
文字录入

训练 

1. 教学要求 

通过文字录入强化训练，逐步提高文字录入速度，达到岗位技

能要求。 

2. 教学活动 

中英文录入训练 

模块二 
个人计算

机组装 

1. 教学要求 

通过自己动手组装计算机，熟悉计算机硬/软件系统。 

2. 教学活动 

（1）了解选择计算机部件的原则，根据用途开列计算机硬件

清单； 

（2）组装计算机硬件； 

（3）安装操作系统，完成运行试验； 

（4）会用软件维护并检测计算机系统； 

（5）在计算机中安装和使用病毒防治软件； 

（6）为计算机安装系统备份还原工具软件，并制作系统的备份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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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名称 教学要求与活动 

模块三 

办 公 室

（家庭）网

络组建 

1. 教学要求 

通过组建办公室（家庭）网络，学习计算机网络的设置与维护。 

2. 教学活动 

（1）连接并检测计算机网络； 

（2）设置和检测计算机的 IP 地址； 

（3）安装和启用防火墙； 

（4）设置文件和设备的共享； 

（5）下载并安装共享软件 

模块四 
宣传手册

制作 

1. 教学要求 

通过制作宣传手册，学习在文档中综合应用图、文、表及相关

素材。 

2. 教学活动 

（1）宣传手册的版面规划； 

（2）获取、处理相关素材； 

（3）制作封面、封底及相关内容 

模块五 
统计报表

制作 

1. 教学要求 

通过统计报表的建立，加强电子表格的综合应用能力。 

2. 教学活动 

（1）建立数据表； 

（2）统计、分析数据； 

（3）用图表表示统计分析结果 

模块六 
电子相册

制作 

1. 教学要求 

通过使用简单图像处理软件，学会对图像做简单的编辑处理。 

2. 教学活动 

（1）图像加工的准备：规划、获取图像素材； 

（2）对图像的简单编辑处理：裁剪、特殊效果处理； 

（3）保存为不同格式的图像文件 

模块七 DV 制作 

1. 教学要求 

通过使用音频、视频编辑软件，学会对音频、视频文件做简单

的编辑处理。 

2. 教学活动 

（1）音频、视频加工的准备：规划和设计音频、视频脚本； 

（2）通过不同途径获取音频、视频素材； 

（3）对音频、视频素材进行简单编辑、处理、合成； 

（4）保存为不同格式的音频、视频文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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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名称 教学要求与活动 

模块八 

产品介绍

演示文稿制

作 

1. 教学要求 

通过制作产品介绍演示文稿，学会多媒体演示文稿的综合应用。 

2. 教学活动 

（1）设计、规划演示文稿内容，准备制作演示文稿的素材； 

（2）制作演示文稿，将素材加入到作品中； 

（3）设计播放的动作和特殊效果； 

（4）展示并讲解自己的作品 

模块九 
个人网络

空间构建 

1. 教学要求 

学会构建、管理自己的网络空间。 

2. 教学活动 

（1）申请与规划网络空间； 

（2）整理素材，构建网络空间； 

（3）管理维护网络空间 

 

五、教学实施 
 

基础模块学时安排 

序号 课程内容 

教学时数 

讲授与上机 说明 

1 计算机基础知识 10 

在机房组织教学，

上课即为上机，讲授

与上机合二为一 

2 操作系统的使用 12 

3 因特网（Internet）应用 12 

4 文字处理软件应用 20 

5 电子表格处理软件应用 20 

6 多媒体软件应用 14 

7 演示文稿软件应用 8 

 机动 12 

 合计 108 

 

职业模块的教学时数分配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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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的考核与评价要坚持总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

性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 

在考核与评价过程中，重点考核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点

关注学生学习态度、学习习惯、计算机文化素养及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教师在进行考核与评价时，跟踪记录学生运用计算机完成任务、案例或

项目的过程，评价学生操作过程及操作结果的准确性、合理性、熟练性及全

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