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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编号 
16102230 开课学院 16 院 开课系 物联网工程 

课 程

名称 

中 文 计算机组成原理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英 文 Computer Organization 

课 程

学时 

总学时 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上  机 课程设计 

56 56 另开课  1.有(√)   2. 无 

课程简介： 

简要描述课程的性质及专业地位，培养目标（理论、能力和技能）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本科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属专业选修课程。结合培养目标

和毕业要求，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系统能力作为本课程的核心目标。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系统概述、数据的机器级表示、运算方法与运算部件、指令系统、

中央处理器、指令流水线、存储器分层体系结构、互连及输入输出组织等内容。为后续课程

（如操作系统、汇编语言、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计算机体系结构等）提供必要的专业基础

知识。此外，通过一系列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和课程设计，结合实际硬件，进一步巩固课堂

所教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处理器及计算机最小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技能。 

具体的，本课程教学目标如下：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1.工程知识 

1.3 系统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及专业

知识，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及系统等

方面内容，具备理解计算机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计算

机问题求解。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系统性能评测

指标、数的编码、指令格式、高级

语言与以 MIPS 为例的汇编语言、

机器语言之间的转换、单周期及多

周期处理器的设计、磁盘的容量与

访问、输入输出系统、并行处理系

统。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3.1 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从数字电路、

计算机组成到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

理论与设计方法。 

 

 

 

3.4 在充分理解计算机软硬件及系统的

基础上，能够设计针对计算机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或开发满足

特定需求的软硬件系统、模块或算法流

程，并能够进行模块和系统级优化； 

目标 2：掌握由基本数字电路模块

构建各种存储器、处理器、总线及

计算机的基本理论与设计方法；分

析各种方案在硬件资源、设计复杂

性、性能方面的利弊，选择性价比

高的处理器设计方法。 

 

目标 3：能够针对具体的代码访存

效率的问题，根据多种存储结构的

组合方案，分析各种存储载体的特

性，分析各种存储方法对缺失率、

命中率等特征值上的影响，分析代

码总的执行时间，选择访问时间最

优的存储结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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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研究 

4.3 针对设计或开发的解决方案，能够

基于计算机领域科学原理对其进行分

析，并能够通过理论证明、实验仿真或

者系统实现等多种科学方法说明其有

效性、合理性，并对解决方案的实施质

量进行分析，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目标 4：针对具体的单周期、流水

线处理器微体系结构设计方案，对

各种方案中处理器的内部执行情

况进行分析，综合地分析考虑各种

影响计算机性能的因素，合理地选

择微体系结构以达到最佳计算机

性能，并进行理论分析、计算证明

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前修课程、能力和知识结构要求： 

    明确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能力和知识结构。 

本门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导论》、《程序设计语言(1)》、《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II》。

学生通过学习上述课程，应已掌握计算机基本的理论知识，能熟练编写 C 语言程序，并能将

数字电路相关内容应用到本门课程的学习。具体包括：了解计算机的机器数表示、熟悉 C 语

言的数据类型以及基本程序结构，掌握组合逻辑以及时序逻辑等。 

课程结构说明： 

对课程的组织结构进行简要说明，即明确课程所述内容由几个大的部分构成，每个部分

的教学由哪几个环节或单元组成（如：理论授课、实验教学，上机实习，课外作业，随堂考

试，讨论会，总结报告等）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 8 个部分，由理论授课、实验（另开课）、随堂测验和作业环节构

成。这 8 个部分的内容是：计算机系统概述、数据的机器级表示、运算方法与运算部件、指

令系统、中央处理器、指令流水线、存储器分层体系结构、互连及输入输出组织。 

具体地，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和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如下。 

编号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课程教学目标 

1 计算机系统概述 授课，6学时 课程目标 1 

2 数据的机器级表示 授课、习题课，6学时 课程目标 1、3 

3 运算方法与运算部件 授课、习题课，8学时 课程目标 1、2 

4 指令系统 授课、习题课，4学时 课程目标 1、2，3 

5 中央处理器 授课、习题课，8学时 课程目标 1、2、4 

6 指令流水线  授课、习题课，8学时 课程目标 1、2、4 

7 存储器分层体系结构 授课、习题课，12学时 课程目标 1，2、3 

8 互连及输入输出组织 授课、习题课，2学时 课程目标 1，2 
 

课程知识结构说明：                                                              

明确课程涉及的学科知识领域、知识单元，每个知识单元由哪些知识点构成以及每个知识单

元的学习目标，明确核心知识点（用“*”标示）和扩展性知识点（用“Δ”标示）、必讲要

求和选讲及自学要求。课程学时分布（按知识单元说明，并对核心知识点与较大的知识点进

行必要的学时标注）。课程如包含实验或实践性等环节，还需要说明该部分的学时要求以及内

容、方案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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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门课程涉及的学科知识领域属于计算机系统领域中的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总体

上由以下知识单元构成。 

 

（一）计算机系统概述（6 学时） 

1. 简单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程，掌握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的特点，计算机硬件的基本

组成与功能；（2学时） 

2.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硬件+软件）及其层次结构和相互关系，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程序执行原理；（2学时） 

3. 掌握计算机的性能评价，具体指标包括 CPU 执行时间、指令的 CPI及计算机系统中平

均 CPI、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性能的 MIPS指标、MFLOPS、GFLOPS、TFLOPS等（*）；（2学时） 

 

（二）数据的机器级表示（6学时） 

1. 数值数据的表示 （3学时） 

(1) 掌握定点数的二进制编码、原码、补码（*）、移码、带符号整数和无符号整数的表

示 

(2) 掌握 IEEE754 浮点数标准（*）、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特殊数的表示形式 

(3) 掌握 C语言程序中的整数类型、浮点数类型所对应的机器数表示 

2. 非数值数据表示及数据的宽度、存储排列、纠/检错 （3学时） 

(1) 掌握逻辑数据、西文字符、汉字 （Δ）等非数值数据的表示 

(2) 掌握数据的宽度及长度单位 Byte,KB,MB,GB,TB,PB 等 

(3) 掌握数据的大端与小端方式存储排列，数据对齐 

(4) 了解数据的纠错和检错：奇偶校验、海明校验（Δ） 

 

 （三）运算方法与运算部件（8 学时） 

1. 掌握不同层次程序员看到的运算：高级语言以 C语言为例，ISA层面则以 MIPS为例；

（1学时） 

2. 了解串行加法器、并行加法器及先行进位加法器，掌握算术逻辑部件 ALU的设计；（1

学时） 

3. 掌握定点数运算及运算部件：补码加减运算（*），无符号数乘法运算（*），无符号除

法运算（Δ）；掌握补码加减运算器如何实现（*）；（4学时） 

4. 掌握浮点数加减运算及浮点数运算的精度问题；了解相应的运算部件实现思想（Δ）；

（2学时） 

 

（四）指令系统（*）（4学时） 

1. 了解指令格式的设计（1学时） 

(1) 地址码的个数 

(2) 设计原则 

2. 指令系统的设计原则（1学时） 

(1) 类型和格式，操作数类型，寻址方式，定长/变长操作码（*）； 

(2) 掌握数据类型：寄存器组织、存储器组织（*）； 

(3) 熟悉条件码和标志寄存器（Δ）； 

(4) 指令设计风格以及 RISC、CISC的特点等（*）； 

3. 熟悉指令系统实例（Δ）；掌握 MIPS的程序机器级表示（Δ）：包括其指令格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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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类型，MIPS汇编语言及其反汇编，并了解高级语言、汇编语言、机器语言之间的转换以及 MIPS

的过程调用；（2学时） 

 

（五）中央处理器（*）（8 学时） 

1．掌握 CPU的功能及其基本结构，包括数据存储单元、计算操作单元、单总线及三总线数

据通路的基本概念；掌握用寄存器传送语言（RTL）用来描述每条指令的寄存器级传输。（2 学

时） 

2. 掌握以 7条 MIPS指令为代表的单周期数据通路设计以及相应的控制器设计（3学时） 

(1)下条指令地址计算与取指令部件 

(2)R型指令的数据通路、访存指令的数据通路、立即数运算指令的数据通路、分支和跳转

指令的数据通路（*）；  

3. 掌握多周期数据通路设计以及相应控制器设计（3学时） 

(1) 掌握微程序控制器设计（Δ） 

(2) 掌握带异常处理的处理器设计  

 

（六）指令流水线（*）（8 学时） 

1.流水线概述（2 学时） 

（1）流水线的执行效率 

（2）适合流水线的指令集特征 

2.流水线处理器的实现（3 学时）（*） 

（1）每条指令的流水段分析 

（2）流水线数据通路的设计 

（3）流水线控制器的设计 

3.流水线冒险及其处理（3 学时）（*） 

（1）结构冒险 

（2）数据冒险 

（3）控制冒险 

 

（七）存储器分层体系结构（*）（12 学时） 

1．了解存储器的分类及其分层结构 （4学时） 

(1) 半导体存储器随机访问存储器的组织； 

(2) 只读存储器及主存的主要技术指标等； 

(3) 掌握存储器芯片与 CPU的连接，多模块存储器的交叉存储；  

2．掌握 CPU对高速缓冲存储器及主存的基本访存过程 （4学时） 

(1) Cache和主存之间的映射方式 

(2) 程序访问的局部性原理对编程的影响及 Cache-friendly的程序（*） 

(3) 了解 Cache替换算法和 Cache写策略；  

3．掌握虚拟存储器的基本概念，三种实现方案，缺页的处理以及快表 TLB的工作原理（*），

了解存储保护；（4学时） 

 

（八）互连及输入输出组织（2 学时） 

1．掌握外部设备的分类与特点,外部存储设备（*） 

2．了解外设与 CPU、主存的互连（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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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I/O子系统概述,I/O接口,数据传送控制方式,内核空间 I/O软件（Δ） 

复习总结（2学时） 

 

课程考核形式与要求： 

明确课程考核成绩由几个部分构成，考核的侧重点，相对于知识单元（或课程的各个构成

部分）大致的分数分配。考核形式（如开卷考试、闭卷考试、面试、停课考试、随堂考试、

总结报告等）。 

该课程的考核成绩主要是闭卷笔试成绩（70%），随堂提问/测验和作业（30%），停课考试。 

试卷考核侧重点是数据的机器级表示与处理、运算方法与运算部件、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

指令流水线、存储器分层体系结构。涉及的知识单元分布于计算机系统概述、数据的机器级表

示与处理、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指令流水线、层次结构存储系统等，利用综合性题目将相

关知识点串联起来。作为持续改进举措，拟设计出更侧重考核学生系统整体把握能力的题目。

拟在 2020年试卷中有所体现。  

课程考核形式与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如下（*为核心知识点标注）。 

编号 课程教学目标 考查方式与考查点 占比 

1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系统性能评测

指标、数的编码、指令格式、高

级语言与以 MIPS 为例的汇编语

言、机器语言之间的转换、单周

期及多周期处理器的设计、磁盘

的容量与访问、互联及输入输出

组织、并行处理系统。 

 课堂提问、随堂测试、期末考试（选择

填空、问答题）。 

 掌握衡量处理器、计算机系统性能的方

法、定点数及浮点数的编码、特殊数的

表示（*）；掌握 C语言程序与 MIPS 汇编

语言、机器语言之间的转换、总线带宽

及其影响因素、磁盘存储器的容量及数

据传输率、硬件或软件处理的中断响应

过程、DMA传送的控制方式及传送过程、

并行处理系统的理解和掌握（*） 

30% 

2 

目标 2：掌握由基本数字电路模块

构建各种存储器、处理器、总线

及计算机的基本理论与设计方

法；分析各种方案在硬件资源、

设计复杂性、性能方面的利弊，

选择性价比高的处理器设计方

法。 

 课堂提问、随堂测试、期末考试（问答

题）。 

 掌握指令类型和格式（*），由各种基本

数字电路模块构建大容量存储器、MIPS

子集单周期及多周期处理器的数据通

路、控制器的设计方法（*），掌握用微

指令方式构建控制器的设计方法；掌握

处理器通过总线与外设连接构建计算机

系统的设计方法（*）；分析在构建处理

器过程中多种数字电路模块可选组合的

利弊，选择能够达到最优计算机性能的

设计方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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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教学目标 考查方式与考查点 占比 

3 

目标 3：能够针对具体的代码访存

效率的问题，根据多种存储结构

的组合方案，分析各种存储载体

的特性，分析各种存储方法对缺

失率、命中率等特征值上的影响，

分析代码总的执行时间，选择访

问时间最优的存储结构组织形

式。 

 课堂提问、随堂测试、期末考试（分析

题）。 

 考查计算机发出存储访问指令后，经过

一系列的存储访问过程，获得数据的过

程，包括访问 TLB（*）、数据（指令）

高速缓存、页表、主存储器、虚拟存储、

磁盘存储的过程 

 根据程序访问的局部性（*）及 cache-

友好程序的原理（*），考查高速缓存采

用不同的层次、 映射方式、块大小对代

码执行速度、处理器执行时间的影响，

以选择最优的配置组合。 

20% 

4 

目标 4：针对具体的微处理器设计

方案，对微处理器的内部执行情

况进行分析，综合地分析考虑各

种影响计算机性能的因素，合理

地选择时钟频率以达到最佳计算

机性能，并进行理论分析、计算

证明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课堂提问、随堂测试、期末考试（分析

题）。 

 掌握设计处理器时，单周期及流水线这

样不同的微体系结构（*）、不同的设计

参数指标对提高处理器性能的影响，选

择合适的设计方案来达到最佳计算机性

能，并进行理论分析、计算证明其合理

性和有效性。 

25% 

 

 

课程教授方法说明： 

指出课程教学中的难点、建议的应对策略、方法以及教学手段。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计算机的存储系统、指令系统、单周期及多周期 CPU 内部数据通

路与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难点在于如何理解程序局部性对含 Cache 系统的影响，高级语言如何转换到机器语言后在

机器上的运行机制，以及如何理解单周期和流水线 CPU内部的工作原理； 

应对策略：通过对比满足局部性和不满足局部性的程序执行效率差异，指导编写

Cache-Friendly 程序；通过以 MIPS 处理器典型指令为实例，详实具体的讲解相应的单周期处

理器及流水线处理器数据通路及控制器，通过从单周期到流水线，从简单到复杂进行讲解。 

教学手段：注重课程与先导课程的衔接，从而能够从学生们已有的编程问题出发，从程序

内部运行机制入手、引导学生深入到处理器及计算机系统中来，真正树立起通过对处理器的深

入理解，达到能够设计简单处理器、利用处理器的知识、进一步提高整个计算机系统的计算性

能的思维模式。 

注重研究型教学在课堂中的应用：通过同学们对计算机内部运行机制的神秘感和求知欲，

设定具有启发性和探究性的问题，引导课堂学习的主动性。 

 

课程能力培养说明： 

    明确以知识为载体进行能力训练和素质培养的观点，对课程教学中所传授的学科（课程所

属学科）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研究手段进行说明，要能够说明课程教学中如何通过知识单元或

若干个知识点的传授过程来达到何种素质的培养和何种能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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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对课程教学目标的具体支撑依据如下表所示。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依据 

目标 1：掌握计算机系统性能评测

指标、数的编码、指令格式、高级

语言与以 MIPS为例的汇编语言、机

器语言之间的转换、单周期及流水

线处理器的设计、磁盘的容量与访

问、互联及输入输出组织、并行处

理系统。 

 

 通过课堂讲授、随堂提问及测验、课后作业等方式，

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组成、计算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介绍 CPU执行时间、CPI、时钟周期、

MIPS指标等性能评价指标；学习和掌握定点数、浮

点数及非数值数据的表示，数据的大小端存储方

式、数据对齐的存储概念； 

 通过课堂讲授、随堂提问及测验、课后作业方式学

习和掌握从 C 高级语言到 MIPS 汇编语言再到机器

语言的转换过程、及反汇编，掌握过程调用带来的

栈的变化；介绍磁盘存储器、冗余磁盘阵列、输入

输出系统接口、控制器的概念，及中断方式和 DMA

方式、互联及输入输出组织、并行处理的概念。 

目标 2：掌握由基本数字电路模块

构建各种存储器、处理器、及计算

机的基本理论与设计方法；分析各

种方案在硬件资源、设计复杂性、

性能方面的利弊，选择性价比高的

处理器设计方法。 

 通过课堂讲授、随堂测验、课后作业及实验等方式，

介绍多种加法器、乘法器的硬件实现，及算术逻辑

部件 ALU 的设计；     

 通过课堂讲授、随堂讨论、课后作业、考试等方式，

介绍能够执行 11条 MIPS指令的单周期数据通路与

控制器的构成设计，及能够执行 6 条 MIPS 指令的

流水线数据通路与控制器的构成与设计； 

 介绍由多片小规模存储容量的 RAM 芯片和 ROM

芯片一起来构建更大容量的存储器的硬件设计方

法及设计合理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引导学生针对具

体硬件规格及数量限制条件下，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搭建满足条件的存储器。 

目标 3：能够针对具体的代码访存

效率的问题，根据多种存储结构的

组合方案，分析各种存储载体的特

性，分析各种存储方法对缺失率、

命中率等特征值上的影响，分析代

码总的执行时间，选择访问时间最

优的存储结构组织形式。 

 通过课堂讲授、随堂提问及测验、课后作业，掌握

高速缓存、主存储器、磁盘存储器、主存与高速缓

存间的映射方式、虚拟存储这些不同的存储层次、

存储处理方式的组合完成整个存储过程。 

 掌握汇编代码指令在处理器中执行、成功访问某个

存储单元时，经过存储结构中各个存储层的过程，

设计出最佳的指令组合和存储结构。分析在特定存

储结构中 CPU执行特定代码的执行时间，并能够进

行存储系统性能分析和优化。 

目标 4：针对具体的处理器设计方

案，对处理器的内部执行情况进行

分析，综合地分析考虑各种影响计

算机性能的因素，合理地选择时钟

频率以达到最佳计算机性能，并进

行理论分析、计算证明其合理性和

有效性。 

 通过课堂讲授、随堂测验、课后作业及实验等方式，

介绍单周期、流水线处理器中指令执行的过程，还

介绍基于状态机的一位及两位预测位的动态分支

预测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及各种方法对分支指令预

测正确率的影响，掌握单周期、流水线两种不同的

设计方法对指令平均时钟周期数及执行时间造成

的影响，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计算，选出合适的设计

方案来达到最佳执行性能，并计算证明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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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 计算机导论、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II、程序设计语言 I 

使用教材 袁春风.《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第 2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参考书目与

文献 

 

[1]. [1] David A. Patterson, Jone L.Hennessy 著，康继昌，樊晓桠，安建峰等译，《计

算机组成与设计》（第 4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2]. 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 著，龚奕利，雷迎春译，《深入理解计算

机系统》（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3]. Yale N.Patt,Sanjay J.Patel 著，梁阿磊，蒋兴昌，林凌译。 计算机系统概论（原

书第 2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4]. 袁春风.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习题解答和教学指导（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6 年 

课程相关主

要网站 

[1]. 美国 UC Berkeley 大学“Great Ideas in Computer Architecture (Machine 

Structures)”2016 年课程网站：http://inst.eecs.berkeley.edu/~cs61c/sp16/     

[2]. 美国 UC Berkeley 大学“Computer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2016 年课程

网站：http://inst.eecs.berkeley.edu/~cs152/sp16/  

[3]. 美国 Stanford 大学“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Systems”2016 年课程网站：

http://www.stanford.edu/class/cs107/ 

[4]. 南 京 大 学 “ 计 算 机 系 统 基 础 ” 2014 课 程 网 站 ：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njuics1 

课程教学方

式 
讲授 

主要适用专

业 

物联网工程  

  

课程组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院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http://inst.eecs.berkeley.edu/~cs152/sp16/
http://www.stanford.edu/class/cs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