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机原理及应用》教学大纲 

课程编码：242221            课程英文名称: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Microcomputer 

学 时 数：64                      学        分：4 

适用专业：自动化 

教学大纲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教学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学生学习掌握计算机硬件的入门

课。  

本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微型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及使用；学会运用汇编语言进行程

序设计；具备初步的开发软、硬件的能力，为学习其它专业知识及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

研究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获得关于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基本概念, 汇编语言

程序设计方法及一些常用的微机接口芯片的应用方法及技能。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课程采用以多媒体课件教学为主、以黑板板书为辅的教学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实践能力。 

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配合一定量的作业来组织教学，，作业成绩作为期末考核的平

时成绩的一部分。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达到以下的要求： 
1．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2．熟练掌握 8086/8088 的指令系统，能进行基本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了解 CPU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 

4．对一些常用的微机接口芯片、可进行初始化编程 

5．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该课程是一门计算机基础课程，包含了计算机软、硬件基础知识。是继续学习计算机其

它课程的基础课。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电路理论》、《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等。 

后继课为《单片机及接口技术》，《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等，并与其他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

密切相关。 

四、新大纲的改革说明 

由于《2006 年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发生了变化，本课程的理论课学时由原来的 56 学

时改为 48 学时。相应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删改。教学大纲的编写也有了新的要求，本大纲按

照新的教学大纲格式重新编写。突出了重点，难点。 
 

 



教学大纲 

一、理论教学部分 

第一章 微型计算机概述 

主要内容：介绍微型计算机的特点及发展;微型机的分类;微处理器、微型计算机和微型

计算机系统;微型计算机的应用。计算机中的数制。 
重点：微型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 
难点：数制的变换 
教学目标： 
1. 了解微型计算机的特点, 发展及应用 
2. 掌握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第二章 8088/8086 微处理器 

主要内容：8088/8086CPU 的结构、工作原理、引脚信号、8086CPU 的总线周期及 8086

存储器组织和 I/O 组织。 
重点：8086CPU 的结构、工作原理。 

难点：引脚的功能 

教学目标： 

1. 掌握 8086/8088 内部结构 
2. 理解存储器的分段设计 
3. 理解与掌握逻辑地址与物理地址的关系 
4. 理解总线周期的概念及其与时钟周期的关系 
5. 了解 8088 工作模式及引脚信号 

第三章  8086 的指令系统 
主要内容：8086 的寻址方式、8086 中的标志寄存器、8086 的指令系统 
重点：8086 的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 
难点：8086 的寻址方式 
教学目标： 
1. 弄清什么是寻址方式; 掌握汇编语言的寻址方式 
2. 掌握8086的指令系统, 尤其是MOV指令的用法   

第四章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主要内容：汇编语言的格式、语句行的构成、指示性语句、指令语句的格式及应用；汇

编语言的程序设计的方法；DEBUG 调试程序的应用。 
重点：汇编语言的格式、伪指令，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 

难点: 伪指令及其使用 

教学目标： 
1. 掌握汇编语言程序的规范格式. 
2. 掌握伪指令及其使用 
3. 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  

第五章  半导体存储器 
主要内容：存储器的种类、存储器的扩展，微型机系统中存储器的体系结构及连接等。 

重点：存储器在微型机系统中的连接； 位扩展和字扩展。 

难点：存储器的扩展。 

教学目标： 



1. 存储器的分类和组成 
2. 存储器的扩展方法  

第六章 微型计算机和外设的数据传输 

主要内容：CPU和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信号、接口部件的I/O端口、CPU和外设之间的数

据传送方式。中断的概念，中断控制器8259A及DMA控制器8237A的结构，工作原理和使用

方法。 

重点：CPU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中断的概念. 

难点： DMA传输方式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1. 接口电路的功能 

2. CPU和外设之间的三种数据传输方式、各自优缺点和使用场合 

第七章  计数器/定时器 8253 

主要内容： 8253 的结构及使用方法。8253 的功能、信号、工作方式、时序、控制字及

8253 的硬件连接，初始化编程。 

重点和难点：8253 的硬件连接及初始化编程。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1. 计数器/定时器 8253的编程结构和工作原理  

2. 8253 控制寄存器的格式和编程  

3. 8253 的 6 种工作模式及其使用  
第八章 串并行通信和接口技术 

主要内容： 接口的功能以及在系统中的连接、串行接口和串行通信、可编程串行通信

接口8251A、并行通信和并行接口、可编程并行通信接口8255A。 

重点和难点： 8251A和8255A的工作原理及初始化程序的编制。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1. 串行通信的几种方式 
2. 8251A 的结构，模式、控制和状态寄存器的格式 
3. 8251A 的初始化流程及使用 
4. 8255A 和 CPU 的信号连接以及和外设的信号连接 
5. 8255A 的三种工作方式和设置方法 
6. 8255A 的初始化流程及使用 

第九章 高档计算机技术简介 

主要内容：具有代表性的主流 CPU 的最新技术。 
重点：主流 CPU 的新技术 
教学目标：了解具有代表性的主流 CPU 的最新技术。 

 

二、实验教学部分 

序号 实验项目 学时 实验内容提要 

1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1) 
2  汇编语言基本语句的使用；debug调试程序的使用；  

2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2) 
2 分支程序的设计； 

3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 
2 循环程序的设计； 



4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4) 
2 显示程序的设计。 

5 8259中断实验 2 利用8259中断源，编制中断服务程序。 

6 
8253定时器/计数器

实验 
2 利用8253，编制程序，实现定时及计数。 

7 并行接口实验 2 利用8255，编制程序，控制发光二级管。 

8 串行接口实验 2 利用8251，编制程序，实现通讯。 

 

三、教学时数分配表 

序号 教学内容 
课时分配 

讲授 实验 上机 小计 
1 第一章 微型计算机概述 4   4 
2 第二章 8088/8086微处理器 4   4 

3 第三章 8086指令系统 10   10 

4 第四章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6  8 14 
5 第五章 半导体存储器 2   2 

6 
第六章 微型计算机和外设的数据

传输 
8 2   10 

7 第七章 计数器/定时器 4  2  6 
8 第八章 串并行通信和接口技术 6  4  10 
9 第九章 高档计算机技术简介 4   4 

合计  48 8 8 64 

 

四、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 

按照自动化专业 2006 年本科培养方案，本课程为考试课，共 64 学时其中实验为 16 学

时，理论 48 学时。具体考核标准如下： 
期末成绩包括期末考试，实验成绩及平时成绩三部分。 

总成绩为100分，其中，期末考试成绩为75%，实验为15%，平时成绩为10%。 

平时成绩主要参考考勤情况，课堂表现及作业情况给定。实验课成绩的具体考

核标准见《微机原理及应用》实验大纲。 

 

五、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微型计算机原理》王忠民 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主要参考书： 

1.《微型计算机技术及应用》戴梅萼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2.《微型计算机系统原理及应用（第四版）》周明德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6

月 

3.《微型计算机技术及应用—习题、实验题与综合训练题集》戴梅萼 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4. 《微机原理及应用》，徐晨 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 月 2 



5.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钱晓捷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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