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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考 查 目 标 

要求考生具有扎实的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具备开展科学研究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

的基本能力。考查学生是否具备安全防范技术、警务信息技术、视频图像侦查技术、警务网

络通信技术等相关专业领域研究生所必要的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与分析设计方法。具体

包括： 

一、掌握 C 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二、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方法，具有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三、掌握程序设计中简单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并能阅读和编写简单的程序； 

四、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五、基本的组合与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及设计方法；  

六、常用组合逻辑器件与时序逻辑器件的基本特性、应用及设计方法； 

七、较强的知识拓展能力，能够分析及设计较为综合的逻辑电路。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C 语言程序设计   75分 

数字电子技术    75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一）第一部分： C语言程序设计 

1.单项选择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分 

2.程序填空题共 5个空，每空 2分，共 10分 

3.读程序写结果题，共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 

4.编程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30分 

（二）第二部分： 数字电子技术 

1.单项选择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分 

2.填空题共 20个空，每空 1分，共 20分 

3.简答题共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 

4.分析设计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20分，共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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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考 查 内 容 

 第一部分    C 语言程序设计 

一、C语言基本知识 

（一）C语言的概念、特点及基本组成； 

（二）基本数据类型（整型、字符型、实型等基本数据类型）； 

（三）运算符与表达式、优先级和结合性。 

1.基本数据类型的算术运算(含自增和自减)、逻辑运算、关系运算、条件运算、赋值运算、

逗号运算、类型转换运算、位运算等。 

2.混合运算的表达式，能正确对表达式进行求值。 

 

二、C语言程序的基本语句和基本结构  

（一）基本语句（表达式语句、函数调用语句、控制语句、复合语句、空语句）； 

（二）基本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 

赋值语句（含条件赋值语句）、条件语句（含 if、if-else、switch）、循环语句（含

while、do-while、for语句，包括循环嵌套和 break语句与 continue语句）。 

（三）输入输出函数的基本使用方法。 

格式化输入/输出函数（printf函数和 scanf函数）。 

 

三、C语言数组  

（一）数组的基本概念、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引用与初始化； 

（二）字符数组的定义、引用与初始化，字符数组的输入与输出，字符串和字符串处理函数

的应用。 

 

四、C语言函数  

（一）函数声明和函数定义，函数参数（形参和实参）与函数的返回值； 

（二）函数调用方法（函数的嵌套调用，函数的递归调用，数组作为函数参数的函数调用）； 

（三）函数参数传递方法（传值、传地址、传引用）； 

（四）常用库函数的使用； 

（五）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变量存储类型、作用域和生存期。 

 

五、C语言编译预处理 

（一）预处理的概念与特点； 

（二）宏定义符号常量（不带参数的宏）； 

（三）文件包含处理。 

 

六、C语言指针 

（一）指针的概念（定义、使用、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参数）； 

（二）数组与指针（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三）字符串与指针（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变量）。 

 

七、C语言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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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体的基本概念（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定义、引用和初始化）； 

（二）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指针 

 

八、C语言文件  

（一）文件的基本概念、文件类型指针； 

（二）文件的打开、关闭； 

（三）文件的状态、读写。 

 

九、C语言算法设计应用 

（一）排序（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快速排序）； 

（二）链表（创建单向动态链表、输出链表、释放链表）。 

 

  第二部分    数字电子技术 

一、数制和码制 

（一）数制、码制的概念，不同数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二）几种常用的编码及其规则与特点。 

 

二、逻辑代数基础 

（一）逻辑代数的三种基本运算和复合运算； 

（二）逻辑代数的基本公式、常用公式和三个基本定理； 

（三）逻辑函数及其描述方法； 

（四）逻辑函数的公式化简法和卡诺图化简法； 

（五）具有无关项的逻辑函数及其化简方法； 

（六）逻辑函数形式的变换。 

 

三、门电路 

（一）正逻辑和负逻辑的概念； 

（二）双极型三极管和 MOS 管的开关特性； 

（三）TTL 反相器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静态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以及动态特性； 

（四）其他类型的 TTL 门电路； 

（五）COMS 反相器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静态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以及动态特性； 

（六）其他类型的 COMS 门电路； 

 

四、组合逻辑电路 

（一）组合逻辑电路的特点及描述方法； 

（二）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 

（三）若干常用组合逻辑电路模块（编码器、译码器、数据选择器、加法器、数值比较器等）

的逻辑功能及应用； 

（四）层次化和模块化的设计方法； 

（五）组合逻辑电路中的竞争—冒险现象、成因及其消除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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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半导体存储电路 

（一）触发器的电路结构与动作特点； 

（二）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及其描述方法； 

（三）不同逻辑功能触发器之间的转换； 

（四）寄存器的逻辑功能和应用； 

（五）半导体存储器的类型、特点； 

（六）存储器容量的扩展； 

（七）利用存储器实现组合逻辑函数。 

 

六、时序逻辑电路 

（一）时序逻辑电路的特点及描述方法； 

（二）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方法； 

（三）若干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移位寄存器、计数器、顺序脉冲发生器、序列信号发生器）

的功能和应用； 

（四）同步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五）时序逻辑电路的自启动分析。 

 

七、脉冲波形的产生和整形电路 

（一）施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典型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其应用； 

（二）555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与功能； 

（三）工作原理。 

  

八、数模和模-数转换 

（一）A/D、D/A 转换器的类型、工作原理、性能指标和应用； 

（二）A/D、D/A 转换器的转换精度与转换速度。 

 

Ⅳ．参 考 试 题 

第一部分    C 语言程序设计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

题 2分，共 20 分）。  

1.以下选项中，能用作用户标识符的是（   ）。  

A.void       B.6_6 C._0_       D.unsigned   

2.已知 int j，i＝1； 则执行 j＝－i++； i 和 j 的值为（   ）。   

A.1，－1      B.1，1    C.2，－1      D.2，1  

3.有以下程序，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   ）。  

main()  {  

int a=1,b=0;      

printf("%d,",b=a+b);      

printf("%d",a=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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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       B.1,0       C.3,2       D.1,2  

4.设有定义: int a=1,b=2,c=3;,以下语句中执行效果与其它三个不同的是（   ）。  

A.if(a>b) c=a,a=b,b=c;    B.if(a>b){c=a,a=b,b=c;}   

C.if(a>b) c=a;a=b;b=c;   D.if(a>b){c=a;a=b;b=c;}   

5.有以下定义语句，编译时会出现编译错误的是（   ）。  

A. char a='a';     B.char a='\n';   

C. char a='aa';     D.char a='*';   

6.有以下程序，已知字母 A 的 ASCII 码为 65，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 （   ）。  

main()  {   

char c1,c2;        

c1='A'+'8'-'4';        

c2='A'+'8'-'5';        

printf("%c,%d\n",c1,c2);  }   

A.E,68       B.D,69      C.E,D       D.输出无定值  

7.有以下程序，若要使程序的输出值为 2，则应该从健盘给 n 输入的值是______。  

main() {  

int s=0,a=1,n;  

scanf("%d",&n);   

do {s+=1; a=a-2;}  

while(a!=n);  

printf("%d\n",s); }  

A. -1    B.-3    C. -5    D. 0  

8.若有定义: int a[ ][4];则 a[i][j]前有______个元素。  

A. j*4+i  B.i*4+j  C.i*4+j-1  D. i*4+j+1  

9.下面有关 for 循环的正确描述是: （   ）。  

A. for 循环只能用于循环次数已经确定的情况  

B. for 循环是先执行循环体语句，后判断表达式  

C. 在 for 循环中，可以用 break 语句跳出循环体  

D. for 循环中，可以包含 if 语句，但必须用花括号括起来  

10.以下不正确的描述是: （   ）。  

A. continue 语句的作用是结束本次循环的执行  

B. break 语句只能在 switch 语句体内使用  

C.在循环体内使用 break 语句或 continue 语句的作用完全不同  

D.从多层循环嵌套中退出时，可以使用 goto 语句  

 

二、程序填空题（每小题 2分，共 10分）。  

1.若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1,3,7”，请填空。 

int main() {  

int i,n[5]={0};   

for(i=1;i<4;i++){  

n[i]=          ; 

printf("%d\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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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程序的运行结果是 10，请填空。 

3．函数 fun 的功能是使字符串 str 按逆序存放，请填空。 

 

三、读程序写结果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 

1.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   ）。  

 2.程序运行时，若输入 1 2 3 4 5 0<回车>，则输出结果是（   ） 。 

main()  {   

int a=1,b=7;      

do{ b=b/2;a+=b;         

} while (b>1);      

printf("%d\n",a);   

} 

void fun (char str[]) {   

char m; int i, j;  

for (i=0, j=strlen(str); i<         ; i++, j--)   

{  

m = str[i];   

str[i] = str[j-1];   

str[j-1] = m; }  

printf("%s\n",str);  

} 

int a=3,b=5;            

int max(int a,int b)  { 

int c;   

     ?  a:b; return(c);  

}  

main() { 

int a=10;             

int max(int a,int b);  

printf("%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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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如下程序 

 

该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四、编程题（每题 15分，共 30分）。  

1.所谓“水仙花数”是指一个 3 位数，其各位数字立方和等于该数本身。例如，153 是

一个水仙花数，因为 153=13+53+33。编写 C 语言程输出所有的水仙花数并求所有水 仙花

数之和。  

2.在主函数中输入 10个字符串，用另一个函数对它们排序。然后在主函数输出这 10

个排好序的字符串。  

            

第二部分    数字电子技术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10 分） 

1.将十六进制数(BE.4)16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 

A. (190.25)10                B. (190.4)10     

C. (176.25)10           D.(176.4)10 

2.容量为 4K 4位的 RAM芯片，其地址线和数据线各为（ ） 

main(){  

char ch[2][5]={“6937”,”8254”},*p[2];   

int i,j,s=0;   

for(i=0;i<2;i++)  

p[i]=ch[i];   

for(i=0;i<2;i++)   

for(j=0;p[i][j]>’\0’;j+=2)   

s=10*s+p[i][j]-‘0’;   

printf(“%d\n”,s);   

} 

main() {  

int s;  

scanf("%d",&s);  

while(s>0) {  

switch(s) {  

case 1:printf("%d,",s+5);  

case 2:printf("%d,",s+4); break;  

case 3:printf("%d,",s+3);  

default:printf("%d,",s+1);break; }  

scanf("%d",&s); 

}  

} 

main()  {  

char ch[2][5]={“6937”, “8254”},*p[2];   

int i,j,s=0;   

for(i=0;i<2;i++)  

p[i]=ch[i];   

for(i=0;i<2;i++)   

for(j=0;p[i][j]> ‘\0’;j+=2)   

s=10*s+p[i][j]-‘0’;   

printf(“%d\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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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和 4条            B.4和 12条 

C.12和 4条           D.4和 10条 

3.对正逻辑而言，某电路是与非门，则对负逻辑而言是（ ） 

A.与非门              B.与门      

C.或非门              D.或门 

4.图示逻辑电路为（ ）。 

 
A. 与非门            B.与门      

C. 或门              D.或非门 

5.逻辑函数 )( BAAF = =（ ） 

A. B                  B. A      

C. BA               D. )(  BA  

6.时序逻辑电路中必须有（  ） 

A. 输入逻辑变量       B. 时钟信号 

C. 计数器             D. 编码器 

7.为将 D触发器转换为 T触发器，下图所示电路的虚线框内应是（ ） 

 
A. 或非门              B. 与非门     

C. 异或门              D. 同或门 

8.n个触发器构成的扭环型计数器中，有效状态有（ ）个。 

A. n                   B. 2n         

C. 2n-1                 D. 2n-2n 

9.以下哪一条不是消除竞争冒险的措施（  ） 

A. 接入滤波电路         B. 利用触发器 

C. 加入选通脉冲         D. 修改逻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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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的突出优点是 （ ）。 

A.速度高                B.电路简单      

C.振荡频率稳定          D.输出波形边沿陡峭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0分） 

1.数字信号的特点是在        上和       上都是断续变化的。 

2.       和        是衡量 A/D转换器和 D/A转换器性能优劣的主要指标。 

3.数字电路按照是否有记忆功能通常可分为两类：       、       。     

4.555定时器的最基本应用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半导体存储器分为       和       两类。 

6.如将或非门做反相器使用，则其他输入端应接       平，如将异或门做反相器使

用，则其他输入端应接        电平。 

7.施密特触发器和       是两种常用的脉冲整形电路。 

8.存储器容量的扩充通常有        、        、       三种方式。 

9.随机存储器 RAM的电路结构主要由       和地址译码器、读/写控制电路三部 

分组成。 

10.串行传输的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时，可采用       寄存器。 

11.根据对偶规则，直接写出函数 0++= DCAY 的对偶函数=       。 

 

三、简答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 

1.将逻辑式 CBACBABCABCACBAF )()( +++++++= 化为最简与或式。 

2.已知电路及 CP、A的波形如图所示，设触发器的初态均为“0”，试画出输出端 B和 C 

的波形。 

 
3.试述单稳态触发器的工作特点。 

 

四、分析设计题（共 30分） 

1.请写出下列 ROM结构中 Y0-Y2的函数表达式，列出其真值表，并采用三-八译码器

74LS138对 Y0-Y2 进行重新实现，要求写出实现表达式，并画出逻辑电路图。其中，ROM地

址译码器中，输入地址选中的列线为高电平。（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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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 JK触发器和门电路设计一个 11进制计数器，要求体现逻辑抽象、状态化简、状态

方程、特性方程、驱动方程和输出方程等中间过程，画出逻辑电路图，检查所设计的电路能

否自启动。（20分） 

 

V.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C 语言程序设计 

一、单项选择题（20分） 

1.C   2.C   3.D   4.C   5.C  

6.A   7.B    8.B   9.C   10.B  

二、程序填空题（10分）。  

1. n[i-1]*2+1 ， n[i] 

2. c=a>b ， max(a,b) 

3. j/2 

三、读程序写结果题（15分） 

1. 5 

2. 6，5，6，6，4，5，6， 

3. 6385 

四、编程题（30分） 

1.参考答案  

  

main() {  

int i,j,k,n ,sum=0 ;        

for(n=100;n<1000;n++){       

i=n/100;       

j=n/10-i*10;       

k=n%10;                       

if(n= =i*i*i+j*j*j+k*k*k ) 

  { printf("flower is= %d \n",n) ;  

sum=sum+n;} }      

printf("the number is  =%d",s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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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考答案   

 

第二部分  数字电子技术 
一、单项选择题 

1.A       2.C      3.C      4.A      5.A 

6.B       7.D      8.B      9.B      10.C 

二、填空题 

1.时间，幅值  

2.转换速度，转换精度  

3.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    

4.施密特触发电路，单稳态电路，多谐振荡电路 

5.随机存储器，只读存储器 

6.低，高 

7.单稳态触发器 

8.字扩展，位扩展，字位扩展 

9.存储矩阵 

10.移位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 

 void sort(char *[]); 

 int i; 

 char *p[10],str[10][10]; 

 for(i=0;i<10;i++) 

   p[i]=str[i]; 

 print(“input 10 strings:\n”); 

for(i=0;i<10;i++) 

  scanf(“%s”,p[i]); 

sort(p); 

printf(“the sorted strings:\n”); 

for(i=0;i<10;i++) 

  printf(“%s\n”,p[i]); 

 

void sort(char *s[]) 

{ 

  int i,j; 

  char *tp; 

  for(i=0;i<9;i++) 

   for(j=0;j<9-i;j++) 

if(strcmp(*(s+j), *(s+j+1))>0) 

{tp=*(s+j); *(s+j)= *(s+j+1); *(s+j+1)=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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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DCA +  

三、简答题 

1.解: F=C+AB 

2.解： 

 
 

3.解：（1）有稳态和暂稳态两个状态；（2）在外界触发脉冲作用下，能从稳态翻转到暂

稳态，暂稳态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回到稳态；（3）暂稳态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电路本身

参数，与触发脉冲的宽度和幅度无关。 

 

四、分析设计题 

1.略 

2.略 

 

 

VI.参考书目 

一、《C程序设计》（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谭浩强著 

二、其他 C语言程序设计参考书 

三、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