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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学院 2022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 

《程序设计基础》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以下简称普通专升本）是由原本科插班生

招生考试进行优化调整而来，是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考试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

普通专升本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本考试科目《程序设计基础》含《C 语言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两门

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和智

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必修课程。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法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200 分。 

二、考试内容比例 

根据考核的要求，适当安排各知识点，达到考核考生对知识点的识记、理

解和应用的水平和能力。各知识内容比例为：识记（30%），理解（45%），

应用（25%）。 

《C 语言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两门课程的比例为 8:2。 

三、试题类型及比例 

试卷的题目类型有：单项选择题（30%）、填空题（20%）、判断题

（10%）、程序分析题（15%）、算法设计题（15%）、应用题（10%）（各种

题型的具体样式可参见题型示例）。 

四、试题难度比例 

难：10%，中等：60%，容易：30%。 

Ⅲ.考核内容和要求 
一、C 语言程序设计部分（160 分） 

第一章 引言 

不考核。 

第二章 用 C语言编写程序 

1.考核知识点： 

常量与变量、基本数据类型、赋值运算符、算术运算符和表达式。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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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常用的数据类型包括 int(整型)、char(字符型)、float(单精

度浮点型)和 double(双精度浮点型)。 

（2）理解：常量与变量、赋值运算符、算术运算符和表达式。 

（3）应用：赋值运算符、算术运算符、表达式，输入函数 scanf()、输出

函数 printf()、常用的数学函数，库函数的调用。 

第三章 分支结构 

1.考核知识点： 

（1）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 

（2）if-else分支语句、switch 多分支语句。 

2.考核要求： 

（1）识记：关系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 

（2）理解：关系表达式、逻辑表达式、二分支结构、多分支结构。 

（3）应用：if-else语句和省略 else的 if语句；else-if多分支语句；

switch多分支语句及其中 break的不同用法。 

第四章 循环结构 

1.考核知识点： 

循环语句、嵌套循环、流程的转移控制。 

2.考核要求： 

（1）识记：循环语句的各个要素。 

（2）理解：循环语句、嵌套循环、流程的转移控制。 

（3）应用：循环语句、嵌套循环、流程的转移控制。 

第五章 函数 

1.考核知识点 

函数的定义、调用，函数参数、变量作用域，常用的标准库函数。 

2.考核要求 

（1）理解：函数的定义、调用，函数参数、变量作用域和常用的标准库函

数。 

（2）应用：函数的定义、调用，函数参数、变量作用域和常用的标准库函

数。 

第六章 回顾数据类型和表达式 

1．考核知识点 

数据的输入输出、数据类型自动转换、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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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识记：输入、输出的概念。 

（2）理解：数据的输入输出、数据类型自动转换。 

（3）应用：熟练掌握表达式。 

第七章 数组 

1.考核知识点 

（1）数组的定义、引用、初始化。 

（2）向函数传递数组。 

（3）字符串的存储-访问和输入/输出。 

2.考核要求 

（1）识记：数组的概念。 

（2）理解：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和引用、向函数传递数组。 

（3）应用：字符串的存储-访问和输入/输出。 

第八章 指针 

1.考核知识点 

（1）变量的内存地址。 

（2）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 

（3）间接寻址运算符。 

（4）按值调用与按地址调用。 

（5）常用的排序和查找算法。 

2.考核要求 

（1）识记：变量的内存地址。 

（2）理解：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间接寻址运算符。 

（3）应用：按值调用与按地址调用、常用的排序和查找算法。 

 

 

 

二、数据结构部分（40 分） 

第一章 绪论 

1.考核知识点 

（1）数据、数据元素、数据项、数据对象、数据结构、逻辑结构、物理结

构、元素、结点等基本概念，抽象数据类型的定义、表示和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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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法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及计算语句频度和估算算法时间复杂度的方

法。 

2.考核要求 

（1）识记：有关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四种基本数据结构的特点。 

（2）理解：四种基本数据结构的基本运算，算法复杂度度量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线性表 

1.考核知识点 

（1）线性表的定义和基本操作。 

（2）线性表顺序存储结构的表示和基本运算。 

（3）线性表链式存储，单链表的表示和查找、插入、删除等基本操作。 

（4）线性表两种存储结构优缺点的比较。 

2.考核要求 

（1）识记：线性表基本概念、基本运算，单链表的表示。 

（2）理解：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的比较，各种链表的基本操作算法。 

第三章 栈和队列 

1.考核知识点 

（1）栈和队列的定义及其存储结构、循环队列结构及其存储。 

（2）栈和队列的主要操作。 

（3）栈的应用举例，如：数制转换等。 

2.考核要求 

（1）识记：栈和队列的概念、功能、操作特点、主要运算。 

（2）理解：栈和队列与一般线性表对比的特殊性，栈和队列的顺序存储和

链式存储。 

（3）应用：栈和队列的常见的使用场合。 

第四章 串、数组 

1.考核知识点 

（1）数组（二维数组）基本概念与存储方式。 

（2）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串的存储方式和 BF算法。 

2.考核要求 

（1）识记：数组的顺序存储结构，串的有关概念。 

（2）理解：二维数组的地址计算，串的基本操作，串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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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树和二叉树 

1.考核知识点 

（1）树的定义和术语。 

（2）二叉树(完全二叉树、满二叉树)的定义和性质、二叉树的存储结构

（顺序表示法和二叉链表表示法）。 

（3）二叉树遍历算法（先序、中序、后序、层次）。 

2.考核要求 

（1）识记：树的基本概念。 

（2）理解：二叉树的存储结构、遍历算法。 

第六章 图 

1.考核知识点 

（1）图的定义，基本术语。 

（2）图的存储结构，图的遍历，图的连通性与生成树，有向无环图及应

用。 

2.考核要求 

（1）识记：图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最小生成树的概念。 

（2）理解：图的存储方式和基于该存储方式的基本操作（求入度、出度、

下一条边等）。 

第七章 查找 

1.考核知识点 

（1）查找、关键字、平均查找长度等概念。 

（2）静态查找表的查找算法(顺序查找、折半查找)。 

（3）哈希表的特点，构造哈希函数的方法（除留余数法等），哈希表查找

和分析。 

2.考核要求 

（1）识记：有关查找的基本概念，静态查找表和动态查找表的概念，哈希

表的概念。 

（2）理解：各种静态查找算法的比较次数分析，哈希函数的选择，冲突处

理的方法。 

第八章 排序 

1.考核知识点 

（1）排序的目的、分类和排序方法的稳定性的定义。 

（2）插入排序的思想，直接插入排序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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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换排序（冒泡排序的算法，快速排序的思想）。 

（4）简单的选择排序的算法。 

2.考核要求 

（1）了解：直接插入排序、冒泡排序、简单选择排序算法的特点和适用范

围。 

（2）理解：直接插入排序、冒泡排序、简单选择排序的思想，上述排序方

法的稳定性、平均比较次数、平均移动次数。 

（3）应用：用类 C或者 C语言编写直接插入排序、冒泡排序、简单选择排

序等排序算法。 

Ⅳ.参考书目 
《C 语言程序设计(第 3版）》，何钦铭 颜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8月第 3版。 

《数据结构(C语言第二版)》，严蔚敏、李冬梅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 2月。 

Ⅴ.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请将选

定的答案，填入表格中，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1.C 语言程序的 3 种基本结构是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和________结构。 

 A．循环 B．递归 C．转移 D．嵌套 

2.对于栈操作的原则是___________。 

 A. 先进先出 B. 后进先出 C. 后进后出 D. 不分顺序 

二、填空题 

1.当 a=0，b=2，c=3 时，则表达式 c+b>0 && b==a 的值是________。 

2.一棵深度为 3（根的层次号为 1）的满二叉树有________个叶子结点。  

三、判断题 

1.C 语言中，表达式 1/2 与 1.0/2 的结果相同。（     ） 

2. 数据结构中队列是非线性结构。（     ） 

四、程序分析题 

1. 下列程序的运行结果是________。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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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 

  printf("%d", x); 

 } while(!x); 

 return 0; 

} 

五、算法设计题 

1.求整数的位数及各位数字之和，对于给定的正整数 N，求它的位数及其

各位数字之和。 

输入示例： 

9875 

输出示例： 

4  29 

 

2.简单选择排序也称作直接选择排序，请简述选择排序算法的基本思想并

编写相应程序：输入一个正整数 n(1<n≤10)，再输入 n 个整数，将它们从小到

大排序后输出。 

输入示例： 

Please input n:5 

Please input 5 number:12  7  5  8  10 

输出示例： 

Select Sort：5  7  8  10  12 

六、应用题 

1.设一棵二叉树的先序序列：ABDFCEGH，中序序列 BFDAGEHC。请画

出这棵二叉树。 

2.设待排序的关键字序列为{3，7，5，12，9，2}，试分别写出使用以下排

序方法，每趟排序结束后关键字序列的状态。 

直接插入排序 

冒泡排序 

简单选择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