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基础 

考点一 计算机基础知识 

一、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 

1.计算机的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6－1957 年，电子管计算机，主要元器件是电子管，软件上采用机器语

言，后期采用汇编语言。1946 年世界公认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面世，

它由冯·诺依曼设计，全称为“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简称 ENIAC。冯·诺依曼计算机主要

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组成，它的的特点是：程序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

存放在存储器中；所有的指令都是由操作码和地址码组成；指令在其存储过程中按照执行的

顺序进行存储；以运算器和控制器作为计算机结构的中心等。冯诺依曼计算机广泛应用于数

据的处理和控制方面，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1958－1964 年，晶体管计算机，以晶体管为逻辑部件，软件上广泛采用高级

语言，出现了早期的操作系统。 

第三阶段：1965－1970 年，集成电路计算机，以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取代了晶体管，软

件上广泛使用操作系统，产生了分时、实时等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 

第四阶段：1971 年至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以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主

要部件，在软件方法上产生了结构化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思想。 

2.计算机的应用 

计算机的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推

动着社会的发展。计算机的主要应用如下： 

（1）科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来完成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中数学问题的计算。 

（2）数据处理。是指对各种数据进行收集、存储、整理、分类、统计、加工、利用、

传播等一系列活动的统称。数据处理从简单到复杂经历了电子数据处理、管理信息系统、决

策支持系统三个发展阶段。 

（3）辅助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利用计算机系统辅助设计人员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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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产品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CAM），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生产设备的管理、控制和操

作；计算机辅助教学（CAI），利用计算机系统使用课件来进行教学。 

（4）过程控制。是利用计算机及时采集检测数据，按最优值迅速地对控制对象进行自

动调节或自动控制。 

（5）人工智能。是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智能活动，诸如感知、判断、理解、学习、问题

求解和图像识别等。 

（6）网络应用。计算机网络的建立解决了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实现资源的共享、

数据的传输与处理。 

二、计算机中进制的转换 

二进制三位一组分开就是八进制，四位一组就是十六进制。 

1.二进制与十进制的转换 

（1）二进制转十进制 

方法：“按权展开求和” 

【例】：整数转换  

【例】：小数转换  (0．101)2 = 1x2-1 +0x2-2 +1x2-3 = (0．625)10 

规律：个位上的数字的次数是 0，十位上的数字的次数是 1，......，依次递增，而十分位

的数字的次数是-1，百分位上数字的次数是-2，......，依次递减。 

（2）十进制转二进制 

十进制整数转二进制数：“除以 2 取余，逆序排列”（除二取余法） 

【例】：  

89÷2 ……1 

44÷2 ……0 

22÷2 ……0 

11÷2 ……1 

5÷2 ……1 

2÷2 ……0 

1 



 

 

十进制小数转二进制数：“乘以 2 取整，顺序排列”（乘 2 取整法） 

注意：不是任何一个十进制小数都能转换成有限位的二进制数。 

【例】： (0．625)10=(0．101)2 

0.625X2=1.25 ……1 

0.25 X2=0.50 ……0 

0.50 X2=1.00 ……1 

2.二进制与八进制的转换 

（1）二进制转八进制 

从小数点开始，整数部分向左、小数部分向右，每 3 位为一组用一位八进制数的数字表

示，不足 3 位的要用“0”补足 3 位，就得到一个八进制数。 

【例】：将二进制的 10110.0011 转换成八进制： 

0 1 0 1 1 0  .  0 0 1 1 0 0 

2 6 . 1 4 

即：（10110.0011）2 = （26.14）8 

 （2）八进制转二进制 

把每一个八进制数转换成 3 位的二进制数，就得到一个二进制数。 

【例】：将八进制的 37.416 转换成二进制数： 

3 7 ．4 16 

011 111 ．100001 110 

即：（37.416）8 =（11111.10000111）2 

3.二进制与十六进制的转换 

二进制数字与十六进制数字的对应关系如下： 

二进

制 

十六进

制 

二进

制 

十六进

制 

二进

制 

十六进

制 

二进制 

十六进

制 

0000 0 0100 4 1000 8 1100 C 

0001 1 0101 5 1001 9 1101 D 

0010 2 0110 6 1010 A 1110 E 

0011 3 0111 7 1011 B 1111 F 

（1）二进制转十六进制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时，只要从小数点位置开始，向左或向右每四位二进制划分

一组（不足四位数可补 0），然后写出每一组二进制数所对应的十六进制数码即可。 

【例】：将二进制数 1100001.111 转换成十六进制： 

0110 0001 ．1110 

6 1 ． E 

即：（1100001.111）2 =（61.E）16 

（2）十六进制转二进制 

把每一个十六进制数转换成 4 位的二进制数，就得到一个二进制数。 

【例】：将十六进制数 5DF.9 转换成二进制： 

5 D F ．9 

0101 1101 1111 ．1001 

即：（5DF.9）16 =（10111011111.1001）2 

三、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行的一种机器指令的集合。它

是计算机的设计者通过计算机的硬件结构赋予计算机的操作功能。机器语言具有灵活、直接

执行和速度快等特点。不同型号的计算机其机器语言是不相通的，按着一种计算机的机器指

令编制的程序，不能在另一种计算机上执行。 

一条指令就是机器语言的一个语句，它是一组有意义的二进制代码，指令的基本格式如，

操作码字段和地址码字段，其中操作码指明了指令的操作性质及功能，地址码则给出了操作

数或操作数的地址。 

考点二 计算机硬件系统 

一、计算机硬件系统基本组成 

计算机硬件系统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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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特点 

1.运算器 

运算器是完成计算机对各种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装置。计算机运行时，运算器的操作

和操作种类由控制器决定，运算器处理的数据来自存储器，处理后的结果数据通常送回存储

器，或暂时寄存在运算器中。 

2.控制器 

控制器是计算机的指挥中心，它指挥计算机各部分协调工作，保证计算机按照预先规定

的目标和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及处理。通常把控制器与运算器合称为中央处理器（CPU）。

中央处理器（CPU）是一块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是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核心（Core）和控制

核心（ Control Unit）。它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算机软件中的数据。 

中央处理器主要包括运算器（算术逻辑运算单元，ALU）和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

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Data）、控制及状态的总线（Bus）。它与内部存储器（Memory）

和输入/输出（I/O）设备合称为电子计算机三大核心部件。 

3.存储器 

存储器是计算机系统中的记忆设备，用来存放程序和数据。存储器将输入设备接收到的

信息以二进制的数据形式存到存储器中。存储器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存两种。内存储器

又分为随机存储器（又称读写存储器，断电后存储内容立即消失）、只读存储器（不会因断

电而丢失）。 

4.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是用户和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主要装置之一。键盘、鼠标、触摸屏

等都属于输入设备。 

5.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是计算机的终端设备，用于显示计算机的运算结果。常用的输出设备有显示器、

打印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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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 计算机软件系统 

一、计算机软件的分类 

计算机软件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类。 

系统软件是负责管理计算机系统中各种独立的硬件，使得它们可以协调工作。系统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语言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各种服务性程序。 

应用软件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用途而被开发的软件。应用软件的种类更多，如工具软件、

游戏软件、管理软件等。 

二、操作系统的特征 

操作系统：是控制和管理计算机系统内各种硬件和软件资源、有效地组织多道程序运行

的系统软件（或程序集合），是用户与计算机之间的接口。操作系统的特征如下。 

（1）并发性，即两个或多个事件在同一给定时间间隔中发生。 

注意：并行性指两个或多个事件在同一时刻发生。 

（2）共享性，即计算机系统中的资源被多个任务所共用。 

（3）虚拟性，即通过某项技术把一个物理实体变成若干个逻辑上的对应物。 

（4）异步性/随机性：每个程序什么时候执行，向前推进速度快慢，是由执行的现场所

决定的。但同一程序在相同的初始数据下，无论何时运行都应获得同样的结果。 

三、操作系统的分类及管理功能 

操作系统按应用领域，可分为桌面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按所

支持用户数，可分为单用户操作系统、多用户操作系统；按源码开放程度，可分为开源操作

系统和闭源操作系统；按操作系统硬件结构，可分为网络操作系统、多媒体操作系统、分布

式操作系统；按操作系统环境，可分为批处理操作系统、分时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按

存储器寻址宽度，可分为 8 位、16 位、32 位、64 位、128 位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的管理功能如下。 

（1）处理器管理。处理器管理最基本的功能是处理中断事件，另一功能是处理器调度。 

（2）存储器管理。存储器管理主要是指针对内存储器的管理。其主要任务是分配内存



 

 

空间，保证各作业占用的存储空间不发生矛盾，并使各作业在自己所属存储区中不互相干扰。 

（3）设备管理。设备管理是指负责管理各类外围设备（简称：外设），包括分配、启动

和故障处理等。操作系统还具有处理外设中断请求的能力。 

（4）文件管理。文件管理是指操作系统对信息资源的管理。文件管理支持文件的存储、

检索和修改等操作以及文件的保护功能。操作系统一般都提供功能较强的文件系统，有的还

提供数据库系统来实现信息的管理工作。 

（5）作业管理。每个用户请求计算机系统完成的一个独立的操作称为作业。作业管理

包括作业的输入和输出，作业的调度与控制（根据用户的需要控制作业运行的步骤）。 

考点四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一、网络 OSI 模型 

OSI 模型，即开放式通信系统互联参考模型，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一个试图使各种

计算机在世界范围内互连为网络的标准框架。 

OSI 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划分为七层，即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

话层、表示层、应用层。 

二、互联网和 TCP/IP 协议 

互联网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

辑上的单一巨大国际网络。互联网并不等同万维网，万维网只是一建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

成的全球性系统，且是互联网所能提供的服务之一。 

TCP/IP 协议，中译名为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又名网络通信协议，是 Internet

最基本的协议、Internet 国际互联网络的基础，由网络层的 IP 协议和传输层的 TCP 协议组

成。TCP/IP 定义了电子设备如何连入因特网，以及数据如何在它们之间传输的标准。TCP/IP

协议分为四层，即网络接口层、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 

三、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方便的信息检索；现代化的通信方式；办公自动化；电子商务与电



 

 

子政务；企业的信息化；远程教育与 E－learning；丰富的娱乐和消遣；军事指挥自动化。 

考点五 计算机信息安全 

一、信息安全四要素 

信息安全四要素为技术、制度、流程、人。 

根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保密须知，为确保涉密信息安全保密，应当严格禁止从互联网或

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直接向涉密计算机拷贝信息。如果确因工作需要拷贝的，必须采用国家保

密工作部门批准的设备或认可的方式进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将要拷贝的资料刻录到

空白光盘中，再通过光盘将拷贝的资料复制到涉密计算机上；二是先将互联网上的资料拷贝

到单设的中间机上，彻底进行清除窃密程序和查杀病毒处理后，再拷贝到涉密计算机上。 

二、计算机病毒及防范  

1.计算机病毒及特点 

计算机病毒是编制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数据的代码，能影响

计算机使用，能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病毒依附存储介质软盘、 硬盘

等构成传染源。 

计算机病毒一般具有如下重要特点： 

① 寄生性、②传染性、③破坏性、④潜伏性、⑤隐蔽性 

2.计算机病毒的防止方法 

（1）杀毒软件经常更新，以快速检测到可能入侵计算机的新病毒或者变种；   

（2）使用安全监视软件，主要防止浏览器被异常修改，插入钩子，安装不安全恶意的

插件；  

（3）使用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自带防火墙；   

（4）关闭电脑自动播放并对电脑和移动储存工具进行常见病毒免疫；   

（5）定时全盘病毒木马扫描； 

（6） 注意网址正确性，避免进入山寨网站； 

（7）不随意接受、打开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或通过 QQ 传递的文件或网址； 

（8）使用正版软件； 



 

 

（9）专机专用，专盘专用。 

3.防火墙 

防火墙指的是一个由软件和硬件设备组合而成、在内部网和外部网之间、专用网与公共

网之间的界面上构造的保护屏障。它是一种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使 Internet 与 Intranet

之间建立起一个安全网关（Security Gateway），该计算机流入流出的所有网络通信和数据包

均要经过此防火墙，从而保护内部网免受非法用户的侵入。防火墙主要由服务访问规则、验

证工具、包过滤和应用网关 4 个部分组成，防火墙就是一个位于计算机和它所连接的网络之

间的软件或硬件。防火墙通常使用的安全控制手段主要有包过滤、状态检测、代理服务。从

实现原理上分，防火墙的技术包括四大类：网络级防火墙（也叫包过滤型防火墙）、应用级

网关、电路级网关和规则检查防火墙。它们之间各有所长，具体使用哪一种或是否混合使用，

要看具体需要。 

4. 军队单位和人员互联网使用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令》第 205 条规定，军队单位和人员使用国际互联网，应当严

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禁涉密计算机联接国际互联网；(二)严禁涉密计算机安装、使用无线上网卡；(三)

严禁涉密计算机开通红外、蓝牙等无线联接、传递功能；(四)严禁将使用无线上网卡的私人

计算机带入涉密场所；(五)严禁在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上使用涉密或者曾经涉密的移动

存储载体；(六)严禁在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存储、处理或者传递涉密信息；(七)严禁

在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存储显示军人身份的资料；(八)严禁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传

播涉密信息；(九)严禁计算机在军队涉密网和国际互联网之间交叉联接；(十)严禁存储载体

在涉密计算机和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之间交叉使用。 

【课堂练习】 

1.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主要包含（    ）。 

A.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 

B.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显示器、输入设备 

C.键盘和显示器、控制器、存储器、运算器、南北桥 

D.南北桥、控制器、存储器、运算器、南北桥 

【答案】A 

【解析】冯·诺依曼计算机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组成，它的

的特点是：程序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放在存储器中；所有的指令都是由操作码和地址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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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指令在其存储过程中按照执行的顺序进行存储；以运算器和控制器作为计算机结构的中

心等。故本题选 A。 

2.（多选）防火墙技术包括（    ）。 

A.安全符号 B.网络级防火墙 

C.应用级网关 D.规则检查防火墙 

E.电路级网关 

【答案】BCDE 

【解析】防火墙的技术包括四大类：网络级防火墙（也叫包过滤型防火墙）、应用级网

关、电路级网关和规则检查防火墙。故本题选 BCDE。 

3.计算机硬件能直接识别并执行的语言是（    ）。 

A.机器语言 B.高级语言 

C.模拟语言 D.符号语言 

【答案】A 

【解析】机器语言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行的一种机器指令的

集合。故本题选 A。 

4.微型计算机硬件系统中最核心的部件是（    ）。 

A.cpu B.主板 

C.i/o 设备 D.内存储器 

【答案】A 

【解析】中央处理器（CPU）是一块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是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核心（Core）

和控制核心（ Control Unit）。它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算机软件中的数

据。故本题选 A。 

5.下列四个不同进制表示的数中，数值最大的是（    ）。 

A.二进制数 11011101 B.十进制数 219 

C.八进制数 334 D.十六进制数 DA 

【答案】A 

【解析】A 项转化成十进制为 221，C 项为 220，D 项为 218。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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