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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系列之<微软 MTA国际认证> 

考试练习手册 

98-361 软件开发 

 

关于易讯 eNewsCN 

易讯麦和(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易讯教育）作为从事课程研发、

行业培训、图书出版、国际认证考试服务、青年创业产业孵化器的综合性机构，

自成立初始，即定位于服务国内教育院校和培训机构，引进和研发国际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帮助广大学生切实提升其就业与创业能力，强化其专业职业

技能，以更加符合未来市场的需求，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在 IT认证领域，易讯教育坚持引入国际 IT产业最新最高标准，传承国际最

新软件技术知识体系，遵守国际认证考核标准，专注提升考生创意、技术能力，

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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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编程简介 

1. 您在编写程序之前需要更好地了解解决方案。您决定开发一个算法，以正确

的顺序列出执行某个操作的所有必要步骤。您使用的任何技术应尽可能简单和明

确。应使用下面哪项技术？ 

a) 流程图 

b) 决策表 

c) C# 程序 

d) 英文段落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算法简介 

流程图是算法的图形表示形式，以正确顺序列出执行操作的所有必要步骤。流程

图易于创建和理解，而不是模棱两可的。 

 

2. 下面哪种语言并不被视为高级编程语言？ 

a) C# 

b) Visual Basic 

c) 公共中间语言 

d) C++ 

 

答案：c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C# 简介 

C#、Visual Basic 和 C++ 都是高级编程语言。公共中间语言是 .NET Framework 

语言编译器用于创建可执行文件的低级编程语言。 

 

3. 您要使用 C# 为业务应用程序编写代码。您编写以下语句来声明一个数组： 

 

int[] numbers = { 1, 2, 3, 4, 5 }; 

 

现在，您需要访问此数组中的第二项（数字 2）。应使用下面哪个表达式？ 

a) numbers[0] 

b) numbers[1] 

c) numbers[2] 

d) numbers[3]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组 

可以通过使用索引直接访问任何数组项。在 .NET Framework 中，数组索引从零

开始，意味着要访问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您可使用索引 0；要访问第二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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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使用索引 1；依此类推。在给定情形中，因为您需要访问第二个元素，所以

可使用表达式 numbers[1]。 

 

4. 您要开发一个 C# 程序。您编写以下代码： 

 

int x = 10; 

int y = ++x; 

int z = y++; 

 

在执行上面的所有语句之后变量 z 的值将是什么？ 

a) 10 

b) 11 

c) 12 

d) 13 

 

答案：b 

难度：难 

章节参考：了解运算符 

一元递增和递减运算符在用作赋值的一部分时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影响结果。特别

是，当一元递增和递减运算符用作前缀时，会在增量或减量之前返回标识符的当

前值。另一方面，当用作前缀时，会在增量或减量完成之后返回标识符的值。 

 

在执行第一个语句后，x 的值为 10。在执行第二个语句后，x 和 y 的值均为 11。

在执行最后一个语句后，y (11) 的当前值会在 y 按 1 递增之前分配给 z。 

 

5. 您要编写一个名为 PrintReport 的方法，该方法不会将值返回到调用代码。

您应该在您的方法声明中使用哪个关键字以表明这个事实？ 

a) void 

b) private 

c) int 

d) string 

 

答案：a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方法 

当方法并未将值返回给调用代码时，它在方法声明中使用 void 关键字表示。 

 

6. 您需要在 C# 程序中提供复杂的多路分支，并需要确保您的代码易于阅读和

理解。应使用下面哪个 C# 语句？ 

a) case 

b) break 

c) if-else 

d)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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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决策结构 

switch 语句允许多路分支。在许多情况下，使用 switch 语句可以简化 if-else 

语句的复杂组合。 

 

7. 您要编写一个遍历集合（例如数组和列表）的 C# 程序。您需要确保您对集

合中的每一项处理一次。还需要确保您的代码易于读取和调试。下面哪个 C# 语

句可提供满足此要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a) while 

b) for 

c) foreach 

d) do-while 

 

答案：c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重复结构 

foreach 语句 — for 语句的增强版本 — 对于遍历集合（例如数组和列表）很

有用。使用 foreach 语句无需维护列表中当前项的索引。这可提高代码的可读

性，更便于调试，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 

 

8. 您正在开发一个需要执行 5 次迭代的 C# 程序。您编写以下代码： 

 

01:int count = 0; 

02:while (count <= 5) 

03:{ 

04:Console.WriteLine("The value of count = {0}", count); 

05:count++; 

06:} 

 

在运行程序时，您注意到循环并未遍历五次。您应该如何做以确保循环正好执行

五次？ 

a) 将行 01 中的代码更改为 

int count = 1;  

b) 将行 02 中的代码更改为： 

while (count == 5) 

c) 将行 02 中的代码更改为 

while (count >= 5) 

d) 将行 05 中的代码更改为 

++count;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hile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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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数值从 1 开始时，while 循环会为计数 1、2、3、4 和 5 的每个值各执行

一次。当 while 条件更改为 (count == 5) 或 (count >= 5) 时，循环将执行 0 

次，因为计数的初始值为 0。使用 ++count 作为独立的语句与 count++ 是一样

的并且不会导致结果变化。 

 

9. 您要开发一个 C# 程序。您编写以下代码行： 

 

int x = 6 + 4 * 4 / 2 - 1; 

 

在执行此语句之后变量 x 的值将是什么？ 

a) 19 

b) 13 

c) 20 

d) 14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运算符 

要计算此表达式，您必须考虑到运算符优先级。运算符 * 和 / 的优先级高于 + 

和 –。您还可以将此表达式写为 

 

6 + ((4 * 4) / 2) – 1 

 

这可简化为 6 + (8) – 1，从而得到 13。 

 

10. 您要编写一个需要处理可能超过 12 位的非常大的整数值的 C# 程序。这些

值可以是正数或负数。应该使用哪种数据类型存储这样的变量？ 

a) int 

b) float 

c) double 

d) long 

 

答案：d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类型 

long 数据类型需要两倍于 int 数据类型的内存大小并且可以存储超过 12 位

的整数值。int 数据类型相对较小。float 和 double 数据类型更适合于存储浮

点数。 

 

11. 您通过使用 SqlConnect 对象编写了一个可打开数据库连接的 C# 方法。该

方法可从数据库中检索一些信息，然后关闭该连接。您需要确保当存在数据库错

误时您的代码正常失败。要处理此情况，您可将数据库代码封装在 

try-catch-finally 块 中 。 您 使 用 两 个  catch 块  — 一 个 用 于 捕 获 

SqlException 类型的异常，另一个用于捕获 Exception 类型的异常。下面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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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应该是关闭 SqlConnection 对象的最佳选择？ 

a) 在 try 块中，在第一个 catch 块之前 

b) 在捕获 SqlException 对象的 catch 块中 

c) 在捕获 Exception 对象的 catch 块中 

d) 在 finally 块中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异常处理 

您需要确保正常关闭 SqlConnection 对象，而无论是否出现异常。finally 块

始终会执行，因此是放置此类代码的最佳位置。其他答案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

块中的代码有时可以执行，但是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执行。 

 

12. 您要帮助您的同事解决他的代码引发的一个编译器错误。以下是他的代码有

问题的 

部分： 

 

try 

{ 

    bool success = ApplyPicardoRotation(100, 0);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行 

} 

catch(DivideByZeroException dbz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NotFiniteNumberException nfn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ArithmeticException a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OverflowException oe) 

{ 

    //意外处理代码 

} 

 

要消除该编译错误，您应该建议下面哪种方式以重新排列代码？ 

a) try 

{ 

    bool success = ApplyPicardoRotation(100, 0);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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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DivideByZeroException dbz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ArithmeticException a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OverflowException oe) 

{ 

    //意外处理代码 

} 

 

b) try 

{ 

    bool success = ApplyPicardoRotation(100, 0);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行 

} 

catch(DivideByZeroException dbz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Exception 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OverflowException oe) 

{ 

    //意外处理代码 

} 

 

c) try 

{ 

    bool success = ApplyPicardoRotation(100, 0);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行 

} 

catch(DivideByZeroException dbz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NotFiniteNumberException nfne) 

{ 

    //意外处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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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OverflowException o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ArithmeticException ae) 

{ 

    //意外处理代码 

} 

 

d) try 

{ 

    bool success = ApplyPicardoRotation(100, 0);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行 

} 

catch(DivideByZeroException dbz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NotFiniteNumberException nfn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Exception e) 

{ 

    //意外处理代码 

} 

catch(ArithmeticException ae) 

{ 

    //意外处理代码 

}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异常处理 

正确答案将 catch 语句从特定异常改编为一般异常。如果放置代码以在特定异

常之前捕获一般异常，则永远不会执行该特定语句的 catch 块。C# 编译器会

检测到这种情况并将此情况标记为错误。Exception 类型的异常是最普遍的，因

此应该置于最后一个 catch 块中。接下来，ArithmeticException 类型的异常

比  DivideByZeroException 、 OverflowException 和 

NotFiniteNumberException 更普遍并且应该置于这些特定异常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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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您要开发一个 C# 程序。您编写一个递归方法以计算某个数的阶乘。应使用

下面哪个代码段以生成正确的结果？ 

a) public static int Factorial(int n) 

{ 

    if (n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n * Factorial(n - 1);   

    } 

} 

 

b) public static int Factorial(int n) 

{ 

    if (n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n – 1) * Factorial(n); 

    } 

} 

 

c) public static int Factorial(int n) 

{ 

    if (n == 0) 

    { 

        return n;   

    } 

    else 

    { 

        return Factorial(n - 1);  

    } 

} 

 

d) public static int Factorial(int n) 

{ 

        return n * Factorial(n - 1); 

}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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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递归 

答案 a 指定了正确形成的基础和递归情况。答案 b 是不正确的，因为表达式 (n 

– 1) * Factorial(n) 并未朝着基本情形前进。答案 c 是不正确的，因为递归

情形不会使用乘法以获得最终值。答案 d 是不正确的，因为缺少基本情形并且

该方法将永远不会终止。 

 

14. 您要开发一个 C# 程序。您编写以下代码： 

 

01:int count = 0; 

02:while (count < 5) 

03:{ 

04:if (count == 3) 

05:break;  

06:count++; 

07:} 

 

控件将进入 while 循环多少次？ 

a) 5 

b) 4 

c) 3 

d) 2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重复结构 

每当计数值为 0、1、2 和 3 时即会进入该循环。因此正确答案为 4。当计数值

达到 3 时，会执行 break 语句以终止循环并在循环外传输控件。 

 

15. 您要开发一个 C# 程序。您编写以下代码： 

 

int i = 6; 

do 

{ 

    if (i == 3) 

       break; 

    Console.WriteLine("The value of i = {0}", i); 

    i++; 

    } 

while (i <= 5); 

 

控件将进入 while 循环多少次？ 

a) 0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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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d) 3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重复结构 

控件只会进入循环一次。在第一次迭代结束时，这种情况将失败（因为数字 6 大

于数字 5）并且循环将终止。 

 

16. 您要编写一个 C# 程序并且需要选择符合您的需求的适当的重复结构。您需

要确保在循环底部而不是顶部执行对终止条件的测试。应该使用哪种重复结构？ 

a) while 语句 

b) for 语句 

c) foreach 语句 

d) do-while 语句 

 

答案：d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重复结构 

do-while 语句在循环底部对终止条件执行测试。所有其他重复结构均在循环顶

部执行 

测试。 

 

17. 您要编写一个 C# 程序。您编写以下方法： 

 

public static void TestSwitch(int op1, int op2, char opr) 

{ 

    int result; 

    switch (opr) 

    { 

        case '+': 

            result = op1 + op2; 

        case '-': 

            result = op1 - op2; 

        case '*': 

            result = op1 * op2; 

        case '/': 

            result = op1 / op2; 

        default: 

            Console.WriteLine("未知运算符"); 

            return; 

    } 

    Console.WriteLine("结果：{0}", result);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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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您编译此代码时，收到以下错误消息： 

控件不能从一个 case 标签贯穿到另一个 case 标签 

应该如何修改代码以确保它成功编译？ 

a) 在每个 case 后，添加以下代码行： 

break; 

b) 在每个 case 后，添加以下代码行： 

continue; 

c) 在每个 case 后，添加以下代码行： 

goto default; 

d) 在每个 case 后，添加以下代码行： 

return; 

 

答案：a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决策结构 

在此代码示例中，每个  case 后没有出现  break 语句。break 语句会终止 

switch 语句并在 switch 块之外将控件传输到下一个语句。continue 语句不是

正确的答案，因为此处没有包含封闭循环。goto 和 return 语句不正确，因为

它们将更改程序的目标输出。 

 

18. 您正在为零售网站开发一个算法，需要基于购买的数量计算某些项目的折

扣。您开发以下决策表来计算折扣： 

 
数量 < 10 Y N N N 

数量 < 50 Y Y N N 

数量 < 100 Y Y Y N 

折扣 5% 10% 15% 20% 

 

如果客户购买 50 个单位的项目，将适用哪个折扣？ 

 

a) 5％ 

b) 10％ 

c) 15％ 

d) 20％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决策表简介 

当客户购买 50 时，条件“数量 < 10”和“数量 < 50”均为 false，但条件“数

量 < 100”为 true。因此，当您查看列 N、N 和 Y 时，折扣的相应值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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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您要在编写 C# 程序之前开发一个算法。您需要对数字执行一些计算。您为

该计算开发以下流程图： 

 

如果 n 的输入值为 5，则依据此流程图变量事实的输出值是什么？ 

 

a) 720 

b) 120 

c) 24 

d) 6 

 

 

 

 

 

答案：b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流程图简介 

在此，每当 n 的值为 5、4、3 和 2 时，便进入该循环一次。这样最终结果将

为  

5 * 4 * 3 * 2 = 120。 

 

停止 

开始 

输出 fact 

n > 1？ 

否 

是 

fact = 1 

fact = fact * n 

输入 n 

n = 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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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正在编写一个需要遍历固定次数的 C# 程序。您需要确保您的代码易于理解

和维护，即使在循环体包含复杂代码时亦如此。下面哪个 C# 语句可提供满足此要

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a) while 

b) for 

c) foreach 

d) do-while 

 

答案：b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重复结构 

for 循环非常适合创建必须执行指定次数的迭代。for 循环将迭代的三个元素

（初始化表达式、终止条件表达式和计数表达式）组合到一个更易读取的代码中，

具体方法是将这些元素置于循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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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面向对象的编程简介 

 

1. 您正在为一个为售出项计算折扣的方法开发代码。您将该方法命名为 

CalculateDiscount。该方法定义一个 double 类型的变量 percentValue。您需

要确保  percentValue 只能在  CalculateDiscount 方法中访问。您在定义 

percentValue 变量时应使用哪个访问修饰符？ 

a) private 

b) protected 

c) internal 

d) public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访问修饰符介绍 

private 修饰符限制对在其中定义成员的类的访问。protected 修饰符限制对包

含类以及从该包含类直接或间接派生的任何类的访问。internal 修饰符限制对

同一程序集中的代码的访问。public 修饰符并不限制访问。 

 

2. 您要开发定义 InitFields 方法的代码。该方法采用 double 数据类型的两

个参数并且不会将任何值返回给调用代码。您将使用下面哪个代码段定义 

InitFields 方法？ 

a) public double InitFields(double l, double w) 

{ 

    length = l; 

    width = w; 

    return length * width; 

} 

 

b) public void InitFields(double l, double w) 

{ 

    length = l; 

    width = w; 

} 

 

c) public void InitFields(double l) 

{ 

    length = l; 

    width = l; 

    return; 

} 

 

d) public double InitFields(double l, double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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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 l; 

    width = w; 

}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方法 

如果某个方法并不会返回任何值，则其返回类型由关键字 void 指定。因为该方

法采用 double 数据类型的两个参数，所以参数列表必须声明 double 类型的两

个变量。 

 

3. 您创建了一个名为 GeoShape 的类。您定义了一个调用 GeoShape 类中的 

Area 的方法。此方法计算几何形状的面积。您希望以 GeoShape 的派生类取代

此功能以支持计算其他几何形状的面积。在对 GeoShape 对象调用方法 Area 

后，应该会基于 GeoShape 对象的运行时类型计算面积。您应该使用哪个关键字

定义 GeoShape 类中的 Area 方法？ 

a) abstract 

b) virtual 

c) new 

d) overrides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多态性 

使用虚拟关键字来定义 Area 方法。在调用虚拟方法后，会针对重写成员检查对象

的运行时类型。会调用多数派生类中的重写成员，这可能是原始成员（如果没有派

生类重写该成员）。 

 

4. 假设您定义了一个 Scenario 类，该类定义用于对大型数据集运行自定义透

视变换的功能。您不希望该类的功能继承到派生类中。您应该使用什么关键字定

义 Scenario 类？ 

a) sealed 

b) abstract 

c) private 

d) internal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继承 

使用 sealed 关键字定义 Scenario 类。当应用于类时，sealed 修饰符会阻止其他

类继承它。 

 

5. 您需要向您的某些类提供打印功能。每个类用于打印的算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另外，不是所有的类彼此都存在“is-a”关系。您应该如何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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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 public 访问修饰符向基类添加打印功能。 

b) 让所有类继承自抽象基类并重写基类方法以提供它们自己的打印功能。 

c) 让所有类继承自提供打印功能的基类。 

d) 创建所有类均实现的通用接口。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接口 

您应该创建一个由所有类实现的通用接口。接口用于建立合约，对象可通过合约

彼此交互而无需知道实现细节。 

 

6. 您要为一个名为 Book 的类编写代码。您应该能够获得按作者的姓氏排序的

所有图书的列表。您需要编写代码以定义类的此行为。您应该使用下面哪个类元

素？ 

a) 方法 

b) 属性 

c) 事件 

d) 委托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方法 

方法定义类的行为。您可以编写一个方法来返回按作者的姓氏排序的所有图书列

表。 

 

7. 假设您要为一个名为 Product 的类编写代码。您需要确保类的数据成员在您

创建 Product 类的对象后立即初始化为其正确值。应始终执行初始化代码。您

该怎么办？ 

a) 在 Product 类中创建一个静态方法以初始化数据成员。 

b) 在 Product 类中创建一个构造函数以初始化数据成员。 

c) 在 Product 类中创建一个静态属性以初始化数据成员。 

d) 在 Product 类中创建一个事件以初始化数据成员。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类 

构造函数是在创建类的新实例时执行的特殊类方法。构造函数用于初始化对象的数

据成员。 

 

8. 您要创建一个派生自 Shape 类的名为 Sphere 的新类。Shape 类具有以下代

码： 

 

class Shape 

{ 



 

内部资料 严禁传播                                    易讯教育 www.enewsedu.com 

 18 / 62 

 

    public virtual void Area() 

    { 

        // 附加代码 

    } 

} 

 

Shape 类中的 Area 方法应该提供新功能，还应隐藏 Area 方法的 Shape 类实

现。您应使用哪个代码段实现此目标？ 

a) class Sphere :Shape 

{ 

    public override void Area() 

    { 

        // 附加代码 

    } 

} 

 

b) class Sphere :Shape 

{ 

    public new void Area() 

    { 

        // 附加代码 

    } 

} 

 

c) class Sphere :Shape 

{ 

    public virtual void Area() 

    { 

        // 附加代码 

    } 

} 

 

d) class Sphere :Shape 

{ 

    public static void Area() 

    { 

        // 附加代码 

    } 

}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多态性 

new 关键字在派生类中创建一个同名的新成员，并隐藏基类实现。override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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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字不是正确答案，因为它会替换派生类中的基类成员。 

 

9. 您要创建一个名为 Polygon 的新类。您编写以下代码： 

 

class Polygon :IComparable 

{ 

    public double Length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Width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GetArea() 

    { 

        return Length * Width; 

    } 

 

    public int CompareTo(object obj) 

    { 

        // 待完成 

    } 

} 

 

您需要完成 CompareTo 方法的定义才能实现 Polygon 对象的比较。您应使用下

面哪个代码段？ 

a) public int CompareTo(object obj) 

{ 

    Polygon target = (Polygon)obj; 

    double diff = this.GetArea() - target.GetArea(); 

 

    if (diff == 0) 

        return 0; 

    else if (diff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b) public int CompareTo(object obj) 

{ 

    Polygon target = (Polygon)obj; 

    double diff = this.GetArea() - target.GetArea(); 

 

    if (diff == 0) 

        return 1; 

    else if (diff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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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public int CompareTo(object obj) 

{ 

    Polygon target = (Polygon)obj; 

 

    if (this == target) 

        return 0; 

    else if (this > target)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d) public int CompareTo(object obj) 

{ 

    Polygon target = (Polygon)obj; 

 

    if (this == target) 

        return 1; 

    else if (this > targ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接口 

CompareTo 方法的返回值指示将给定参数与当前对象进行比较的结果。根据 

CompareTo 方法的记录， 

 如果实例等于参数，则 CompareTo 返回 0。 

 如果参数值小于实例或者如果参数为 null，则返回一个正值。 

 如果参数值大于实例，则返回一个负值。 

 如果参数不属于兼容类型，则会引发 ArgumentException。 

 

10. 您要为一个名为 Process 的新方法编写代码： 

 

void Draw(object o) 

{ 

   

} 

 

代码获得一个 object 类型的参数。您需要将此对象转换为 Polygon 类型。有

时，传递到该方法的 o 的值可能不是有效的 Polygon 值。您需要确保代码在进

行转换期间不会生成任何 System.InvalidCastException 错误。您应该在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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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使用下面哪个代码行实现此目标？ 

a) Polygon p = (Polygon) o; 

b) Polygon p = o is Polygon; 

c) Polygon p = o as Polygon; 

d) Polygon p = (o != null) ? o as Polygon :(Polygon) o;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继承 

as 运算符类似于转换运算，但对于 as，如果无法进行类型转换，则会返回 null 

而不会引发异常。使用其他答案选项中的代码可能会生成异常。 

 

11. 您要编写处理程序中事件的代码。您定义一个名为 PolygonHandler 的委托，如

下所示： 

 

public delegate void PolygonHandler(Polygon  p); 

 

您还按如下所示创建一个 PolygonHandler 类型的变量： 

 

PolygonHandler handler; 

 

稍后在程序中，您需要向  handler 变量的方法调用列表中添加一个名为 

CalculateArea 的方法。CalculateArea 方法的签名与 PolygonHandler 方法的签名

相匹配。您编写的任何代码都不应影响任何现有的事件处理代码。考虑到此限制，

您应该编写下面哪个代码行？ 

a) handler = new PolygonHandler(CalculateArea); 

b) handler = CalculateArea; 

c) handler += CalculateArea; 

d) handler -= CalculateArea;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事件介绍 

您需要使用 += 运算符而不是简单的赋值运算符 (=) 附加事件处理程序。通过

使用 += 运算符，您可确保此事件处理程序将添加到已附加到事件的事件处理程

序列表。 

 

12. 您要开发一个 C# 应用程序。您创建一个名为 Widget 的类，并使用一些第

三方库，其中一个还包含一个名为  Widget 的类。您需要确保在代码中使用 

Widget 类不会造成歧义。应使用哪个 C# 关键字来满足此要求？ 

a) namespace 

b) override 

c) delegate 

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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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命名空间 

使用 namespace 关键字。命名空间是一种语言元素，允许您组织代码并创建全

局唯一的类名。 

 

13. 您正在检查一个包含以下类的 C# 程序： 

 

public class Rectangle 

{ 

    public double Length {get; set;} 

    public double Width { get; set; } 

} 

 

该程序执行以下作为 Main 方法的一部分的代码： 

 

Rectangle r1, r2; 

r1 = new Rectangle { Length = 10.0, Width = 20.0 }; 

r2 = r1; 

r2.Length = 30; 

Console.WriteLine(r1.Length); 

 

执行此代码后将输出什么？ 

 

a) 10 

b) 20 

c) 30 

d) 40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值和引用 

类  Rectangle 是一种引用类型，且变量  r1 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保存 

Rectangle 对象的内存位置的引用。因此，在 r2 = r1; 语句后， 

 r1 和 r2 均指向同一内存位置，因而指向同一 Rectangle 对象。换句话说，

内存中只有一个 rectangle 对象，而 r1 和 r2 都引用它。在修改 Length 属性

后，更改会应用于对象 r1 和 r2。 

 

14. 您正在检查一个 C# 程序。该程序包含以下类： 

 

public struct Rectangle 

{ 

    public double Length {g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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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ouble Width { get; set; } 

} 

 

该程序执行以下作为 Main 方法的一部分的代码： 

 

Rectangle r1, r2; 

r1 = new Rectangle { Length = 10.0, Width = 20.0 }; 

r2 = r1; 

r2.Length = 30; 

Console.WriteLine(r1.Length); 

 

执行此代码后将输出什么？ 

 

a) 10 

b) 20 

c) 30 

d) 40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值和引用 

struct 是一个值而不是一种引用类型，因此 r1 和 r2 均保留它们自己的数据

副本。因此，在 r2 = r1; 语句后，r1 和 r2 均指向不同的内存位置。在修改 r2 

对象的 Length 属性后，更改不会影响对象 r1。 

 

15. 您要开发一个 C# 应用程序。您需要决定是否将类成员声明为静态。以下关

于类的静态成员的陈述哪项是正确的？ 

a) 您可以对静态方法或属性使用 this 关键字引用。 

b) 一个类的所有实例仅共享静态字段的一个副本。 

c) 类的静态成员只能在创建类的实例后使用。 

d) static 关键字用于声明不属于单个对象但属于类本身的成员。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静态成员 

static 关键字用于声明不属于单个对象但属于类本身的成员。不能通过实例对

象引用静态成员，而是通过类名来引用静态成员。无法对静态方法或属性使用 

this 关键字引用，因为 this 关键字只能用于访问实例对象。 

 

16. 假设您是新的 C# 开发人员并且要查看面向对象的编程基础知识。下面哪项

陈述是不正确的？ 

a) 类是对象的具体实例。 

b) 类定义对象的模板。 

c) 类是新数据类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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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构造函数用于初始化对象的数据成员。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静态成员 

类不是对象的具体实例。而对象是类的具体实例。其他答案选项中的事实都是正

确的。 

 

17. 您是要开发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的 C# 开发人员。您开发一个必须能够

由同一程序集中打包的所有代码访问的新类。甚至位于同一程序集中但并未直接

或间接继承自此类的类也必须能够访问该代码。程序集外的任何代码都应该无法

访问新类。您应该使用哪个访问修饰符声明新类？ 

a) public 

b) protected 

c) private 

d) internal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访问修饰符介绍 

对于 private 访问修饰符，访问仅限于包含类。对于 public 访问修饰符，访

问不受限制。对于 protected 访问修饰符，访问仅限于派生类。对于 internal 

访问修饰符，访问仅限于同一程序集中的代码。 

 

18. 您是要开发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的 C# 开发人员。您需要提供可由多个

派生类共享的基类的普通定义。您应该使用哪个关键字声明新类？ 

a) virtual 

b) sealed 

c) interface 

d) abstract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继承 

抽象类提供了可由多个派生类共享的基类的普通定义。另一方面，sealed 类提

供完整功能，但不能用作基类。virtual 和 interface 关键字不能应用于类。 

 

19. 您是要开发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的 C# 开发人员。您编写以下代码： 

 

Object o; 

 

稍后在代码中，您需要将变量 o 中的值分配给 Rectangle 类型的对象。您希望

在运行时变量 o 中的值与 Rectangle 类兼容。但是，您需要确保在分配该值时

不会引发任何异常。您应使用下面哪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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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tangle r = (Rectangle) o; 

b) Rectangle r = o; 

c) Rectangle r = o as Rectangle; 

d) Rectangle r = o is Rectangle;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继承 

对于简单的转换操作，运行时检查变量 o 的值是否与 Rectangle 类兼容。如果

在 执 行 时 ， o 的 值 与  Rectangle 类 不 兼 容 ， 则 运 行 时 将 引 发 

System.InvalidCastException。 

as 运算符类似于转换运算，但对于 as，如果无法进行类型转换，则会返回 null 

而不会引发异常。 

 

20. 您是要开发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的 C# 开发人员。您需要为派生类提供

与基类共享常见功能但仍然定义其自己的独特行为的能力。您应该使用哪个面向

对象的编程概念来实现此功能？ 

a) 封装 

b) 抽象 

c) 多态性 

d) 继承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多态性 

多态性是派生类与基类共享常见功能但仍然定义其自己的独特行为的能力。继承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功能，允许您开发一个类，然后反复使用该代码创建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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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了解一般软件开发 

 

1. 按可能发生的顺序排列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的各种活动。 

a) 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发布 

b) 设计、需求分析、编码、测试和发布 

c) 发布、需求分析、编码、测试和设计 

d) 需求分析、设计、发布、编码和测试 

 

答案：a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的活动可能按以下顺序发生：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

发布。 

 

2. 您计划为组织开发一种新软件系统。您需要针对软件的实现方式检查计划、

模型和体系结构。您应检查下面哪种活动的输出？ 

a) 需求分析 

b) 设计 

c) 编码 

d) 测试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设计活动用于针对软件的实现方式创建计划、模型和体系结构。 

 

3. 您计划为组织开发一种新软件系统。您需要检查系统的技术蓝图。下面哪个

参与者负责提供此技术蓝图？ 

a) 用户界面设计师 

b) 开发人员 

c) 架构师 

d) 技术文档撰写人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架构师设计系统的技术蓝图。其中包括确定组件和服务、它们的行为以及它们彼

此交互、与外部环境交互的方式。 

 

4. 您计划为组织开发一种新软件系统。某人需要负责开发系统手册和帮助文件。

您应确定让下面哪个参与者完成此任务？ 

a) 用户界面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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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内容开发人员 

c) 用户界面设计师 

d) 技术文档撰写人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确定让技术文档撰写人完成此任务。技术文档撰写人需开发与应用程序一起交付

的系统手册和帮助文件。 

 

5. 您计划为组织开发一种新软件系统。您需要验证系统实施是否与系统要求一

致。下面哪种活动可实现此要求？ 

a) 测试 

b) 设计 

c) 发布 

d) 需求分析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使用测试活动可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测试可确定需求文档中所述的系统期望与

实际系统行为之间的可能差距。 

 

6. 您计划为组织开发一种新软件系统。您需要检查软件打包、部署、交付和支

持的计划。您应联系下面哪个参与者？ 

a) 质量保证经理 

b) 发布经理 

c) 技术架构师 

d) 数据库管理员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发布管理包括打包和部署软件、管理软件缺陷和管理软件更改请求等活动。发布

经理需协调各个团队和业务单位，以确保及时发布软件产品。 

 

7. 您正在开发一种新软件应用程序。在收到缺陷报告后，您采取必需的措施修

复缺陷。您需要确保每个新的修复不会破坏之前可用的任何功能。您应使用哪种

类型的测试？ 

a) 集成测试 

b) 系统测试 

c) 验收测试 

d) 回归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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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测试 

在报告并修复软件应用程序中的缺陷时，您需要确保每个新的修复不会破坏之前

可用的任何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回归测试可派上用场。对于每个新的修复，软

件测试人员通常会运行一组回归测试以确保已知可正常工作的每个功能仍将工

作。 

 

8. 您已开发完一种新软件应用程序。为确保软件质量，您需要验证每个方法或

函数是否都有适当的测试用例可用。您应使用哪种测试方法？ 

a) 白盒测试 

b) 黑盒测试 

c) Alpha 测试 

d) Beta 测试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测试 

黑盒测试将软件视为“黑盒”，仅关注输入和输出。另一方面，白盒测试用于确保

每个方法或函数都有适当的测试用例可用。Alpha 和 Beta 测试都是黑盒类型的

测试。 

  

9. 您已开发完一种新软件应用程序的几个主要功能。您计划让重要客户及早看

到此产品，以便收集一些初期反馈。您的应用程序仍缺少功能，并且您尚未优化

应用程序以提高性能和安全性。您应向有限数量的重要客户执行哪种测试？ 

a) 白盒测试 

b) 黑盒测试 

c) Alpha 测试 

d) Beta 测试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测试 

Alpha 测试（由有限的一组用户执行）提供了让最重要的客户及早看到产品以及收集

反馈的机会。Alpha 版本可能缺少某些功能，通常没有许多非功能性属性，如性能。

在下一个测试级别（Beta 测试）中，您需向更广泛的客户受众发布产品并征求反馈。

在功能方面，软件的 Beta 版本与最终版本很接近。但是，开发团队仍会致力于提高

性能，修复已知缺陷。 

 

10. 您正在开发一种新应用程序，用于优化处理制造厂的操作。您需要实现用作

溢出容量“缓冲区”的数据结构。如果提供制造容量，则缓冲区中的项目需要按

添加到缓冲区的顺序进行处理。您应使用哪种数据结构来实现这样的缓冲区？ 

a) 数组 

b) 链接列表 

c) 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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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队列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结构 

在队列中，项目按添加到队列的顺序进行处理。具体而言，始终在队列末尾添加

项目，并且从队列前面移除项目。这种方式通常也称为先进先出 (FIFO) 处理。 

 

11. 您正在开发一种新应用程序，用于优化处理仓库的操作。当产品抵达时，会

存储到仓库架上。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检索物料项目的时间，最后抵达的物料项目

需先运出。您需要在数据结构中显示抵达和离开仓库的物料项目。您应使用哪种

数据结构来表示此情况？ 

a) 数组 

b) 链接列表 

c) 堆栈 

d) 队列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结构 

堆栈 是一个物料项目集合，其中最后一个添加到该集合的项目是第一个要移除

的项目。 

 

12. 您正在开发一种使用二维数组的应用程序。您使用下列代码声明该数组： 

 

int[,] numbers = new int[,] 

{ 

    { 11, 7, 50, 45, 27  }, 

    { 18, 35, 47, 24, 12 }, 

    { 89, 67, 84, 34, 24 }, 

    { 67, 32, 79, 65, 10 } 

}; 

 

接着，您使用表达式 numbers[2, 3] 引用数组元素。此表达式将返回下面哪个

值？ 

a) 47 

b) 84 

c) 24 

d) 34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组 

在 .NET Framework 中，所有数组均从零开始。二维数组可被视为表格，其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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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元格都是一个数组元素，均可使用其所属行和列的编号寻址。行号和列号都

按零进行索引。例如，表达式 number[2, 3] 将引用数组第三行第四列中的项目，

此时值为 34。 

 

13.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您使用队列数据结构处理信息。您需要了解队列中是否

有数据项，但您实际上还不需要处理该数据项。您将使用下面哪个队列操作？ 

a) enqueue 

b) dequeue 

c) peek 

d) contains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队列 

contains 操作允许您确定队列中是否有特定项。peek 操作允许您查看最前面的

当前项，但不实际将其从队列中移除。enqueue 操作用于将项目添加到队列末尾。

dequeue 操作用于移除队列最前面的当前元素。 

 

14. 您正在开发一种使用堆栈数据结构的应用程序。您编写以下代码： 

 

Stack first = new Stack(); 

first.Push(50); 

first.Push(45); 

first.Pop(); 

first.Push(11); 

first.Pop(); 

first.Push(7); 

 

在执行这些语句后，堆栈从上至下包含哪些内容？ 

a) 7, 11, 50 

b) 7, 45 

c) 7, 50 

d) 7, 11, 45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堆栈 

在执行第一个语句后，堆栈的内容是 (50)。在执行第二个语句后，堆栈从上至

下的内容是 (45, 50)。在执行第三个语句后，会抛出顶部元素，因此内容是 (50)。

在执行第四个语句后，会将另一个元素添加到顶部，因此内容是 (11, 50)。在执

行第五个语句后，会抛出顶部元素，因此内容是 (50)。最后，执行第六个语句，

堆栈的结果是 (7, 50)。 

 

15.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您使用堆栈数据结构处理信息。您需要找到接下来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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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哪个数据项，但是您实际上还不需要处理该数据项。您将使用下面哪个队列操

作？ 

a) pop 

b) push 

c) peek 

d) contains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堆栈 

peek 操作允许您查看堆栈顶部的当前项，但不实际移除它。contains 操作允许

您确定堆栈中是否有特定项。push 操作用于将项目添加到堆栈顶部。pop 操作

用于移除堆栈顶部的元素。 

 

16. 您正在开发一种排序算法，以便使用分区和比较操作按正确的顺序排列一个

数字数组。您编写了一种方法，用于划分数组，以使不到 pivot 的项目转到左

侧，而超过 pivot 的项目转到右侧。此分区方法具有以下签名： 

 

static int Partition (int[] numbers, int left,  

  int right, int pivotIndex) 

 

您应使用下面哪种算法对使用 Partition 方法的数组排序？ 

 a) static int[] QuickSort(int[] numbers, 

       int left, int right) 

{ 

    if (right > left) 

    { 

        int pivotIndex = left + (right - left) / 2; 

        pivotIndex = Partition( 

            numbers, left, right, pivotIndex); 

        QuickSort( 

            numbers, left, pivotIndex - 1); 

        QuickSort( 

            numbers, pivotIndex + 1, right); 

    } 

    return numbers; 

} 

 

b) static int[] QuickSort(int[] numbers, 

       int left, int right) 

{ 

    if (right > left) 

    { 

        int pivotIndex = left + (right - lef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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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otIndex = Partition( 

            numbers, left, right, pivotIndex); 

        QuickSort( 

            numbers, left, pivotIndex); 

        QuickSort( 

            numbers, pivotIndex + 1, right); 

    } 

    return numbers; 

} 

 

c) static int[] QuickSort(int[] numbers, 

       int left, int right) 

{ 

    if (right > left) 

    { 

        int pivotIndex = left + (right - left) / 2; 

        pivotIndex = Partition( 

            numbers, left, right, pivotIndex); 

        QuickSort( 

            numbers, left, pivotIndex - 1); 

        QuickSort( 

            numbers, pivotIndex, right); 

    } 

    return numbers; 

} 

 

d) static int[] QuickSort(int[] numbers, 

       int left, int right) 

{ 

    if (right > left) 

    { 

        int pivotIndex = left + (right - left) / 2; 

        pivotIndex = Partition( 

            numbers, left, right, pivotIndex); 

        QuickSort( 

            numbers, left, pivotIndex + 1); 

        QuickSort( 

            numbers, pivotIndex + 1, right); 

    } 

    return numbers; 

} 

 

答案：a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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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参考：了解 QuickSort 

在对数组分区后，只需对数组左侧和右侧排序。中间元素会自动排序。要对左侧

数组排序，请使用表达式 QuickSort( numbers, left, pivotIndex - 1)；要对

右侧数组排序，应使用表达式 QuickSort(numbers, left, pivotIndex + 1)。 

 

17. 您正在研究各种排序算法，以便了解、分析和比较各种排序技术。使用 

BubbleSort 算法时应使用下面哪种技术？ 

a) 比较 

b) 比较和交换 

c) 比较和分区 

d) 分区和交换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排序算法 

BubbleSort 算法使用一系列比较和交换操作按正确的顺序排列列表元素。 

 

18. 您正在开发一个使用单向链接列表的 C# 程序。您需要遍历列表的所有节

点。您需要使用下面哪个项目实现此要求？ 

a) 指向头节点的链接 

b) 指向尾节点的链接 

c) 头节点中的数据 

d) 尾节点中的数据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链接列表 

链接列表中的每个节点都包含两条信息：对应于该节点的数据和指向下一节点的

链接。列表的第一个节点被称为头节点。使用此链接，可以转到下一个节点，并

继续遍历节点，直至最后一个链接值为空值。 

 

19. 下面哪个链接列表相关陈述不正确？ 

a) 链接列表不允许随机访问其项目。 

b) 指向头节点的链接可帮助您找到链接列表中的所有节点。 

c) 链接列表中的项目必须存储在连续内存位置中。 

d) 使用链接列表可非常快地执行插入和删除操作。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链接列表 

链接列表是一个节点集合，其中每个节点都包含指向序列中下一个节点的引用

（或链接）。与在数组中不同，链接列表中的项目不必是连续的；因此在必须添

加更多项目时链接列表不需要重新分配整个列表的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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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正在开发一个对数据执行频繁插入和删除操作的程序。您的需求也决定了

在用户单击上一个或下一个按钮时访问上一个和下一个记录的功能。下面哪个数

据结构最符合您的需求？ 

a) 数组 

b) 循环链表 

c) 链接列表 

d) 双重链接列表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链接列表 

因为您需要执行频繁插入和删除操作，所以使用链接列表比使用数组好。此外，

因为您需要访问上一个和下一个记录，所以必须使用双重链接列表。链接列表和

循环链表允许您仅按一个方向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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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了解 Web 应用程序 

1. 您要为一家中型企业开发网页。您希望将页面的格式和布局与其内容相分离。

应该使用下面哪项技术定义页面内容的格式和布局？ 

a) 级联样式表 (CSS) 

b) 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 

c) JavaScript 

d)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网页开发 

级联样式表 (CSS) 可帮助您定义页面内容的格式和布局并将其与内容分开存

储。HTML 是一种基于文本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标记描述内容的显示方式。

JavaScript 是脚本语言，可用于向网页添加功能和行为。HTTP 是万维网使用的

底层通信协议。 

 

2. 您希望在您的网页上显示图像。图像存储在单独的 Web 服务器上，但是可

以使用公共 URL 进行访问。您应该使用下面哪个 HTML 标记以确保当用户浏

览到您的网页时显示该图像？ 

a) <LINK> 

b) <IMG> 

c) <A> 

d) <HTML> 

 

答案：b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HTML 介绍 

HTML <IMG> 标记用于显示网页上的图像。图像的源可以位于相同或不同的 

Web 服务器上。<LINK> 标记用于将 CSS 文件与 HTML 页面相链接。<A> 标

记用于创建定位链接。<HTML> 标记用于指定网页的内容。 

 

3. 您要开发一个新的网页。您需要创建指向万维网上的其他页面的超链接。应

该使用下面哪种方法在您的网页上创建这些超链接？ 

a) <IMG> 标记的 SRC 属性 

b) <A> 标记的 HREF 属性 

c) <LINK> 标记的 HREF 属性 

d) <HTML> 标记的 XMLNS 属性 

 

答案：b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HTML 介绍 

要创建指向其他网页的超链接，请使用 <A> 标记的 HREF 属性。IMG 标记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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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图像的位置。LINK 标记用于链接到 CSS 资源。HTML 标记用于指定网页的

内容。 

 

4. 您需要执行数据验证以确保输入字段不为空并且已经以所需的格式提供用户

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并需要尽量减少网络上的信息传输。应该遵循下面

哪个编码方法？ 

 

a) 使用在 Web 服务器上执行的 JavaScript 代码。 

b) 使用在 Web 服务器上执行的 C# 代码。 

c) 使用在浏览器中执行的 JavaScript 代码。 

d) 使用在浏览器中执行的 C# 代码。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JavaScript 

JavaScript 是一种在 Web 浏览器内部运行的客户端脚本语言，可帮助创建的交

互式网页远远多于仅使用 HTML 所能创建的网页。C# 代码并不在 Web 浏览

器内部运行。编写在 Web 服务器上运行的代码会增加跨网络的信息传输量并降

低对用户的响应速度。 

 

5. 您为您的网站编写大量 JavaScript 代码。您需要利用缓存技术以确保网页尽

快加载。还需要确保您可以通过最少的工作量修改 JavaScript 代码。您该怎么

办？ 

a) 在 <SCRIPT> 标记内编写 JavaScript 代码。在 HTML 页面的 <HEAD> 标记

内包含 <SCRIPT>。 

b) 在 <SCRIPT> 标记内编写 JavaScript 代码。在 HTML 页面的 <BODY> 标记

内包含 <SCRIPT>。 

c) 在单独的文件中编写 JavaScript 代码。使用 <SCRIPT> 标记的 SRC 属性链接

到 JavaScript 文件。 

d) 在单独的文件中编写 JavaScript 代码。使用 <LINK> 标记的 HREF 属性链接

到 JavaScript 文件。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JavaScript 

您应该在单独的文件中编写 JavaScript 代码，然后使用 <SCRIPT> 标记的 SRC 属性

链接到 JavaScript 文件。当该 JavaScript 代码位于外部文件中时，它可以缓存在客

户端，而无需随每个页面一起下载。在 <SCRIPT> 代码内编写 JavaScript 代码并在 

<HEAD> 或 <BODY> 内包含 <SCRIPT> 标记会增加网页的大小，并使 JavaScript 代码

随每个页面请求一同下载，从而减缓页面加载速度。使用 <LINK> 标记将不起作用，

因为它用于链接到外部 CSS 文件。 

 

6. 下面哪个流程负责提供 ASP.NET 功能？ 

a) inetinfo.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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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explore.exe 

c) aspnet_isapi.dll 

d) aspnet_wp.exe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ASP.NET 应用程序开发 

aspnet_wp.exe（ASP.NET 工作进程）文件处理对 ASP.NET 资源的 Web 请求。

ASP.NET ISAPI 扩 展  (aspnet_isapi.dll) 负 责 调 用  ASP.NET 工 作 进 程 

(aspnet_wp.exe)，而后者又控制请求的执行。inetinfo.exe 是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进程。iexplore.exe 进程针对 Internet Explorer Web 浏览器。 

 

7. 您正在开发一个可显示发货状态的 ASP.NET 网页。您需要编写一些将更改

网页的外观并为一些控件赋值的代码。应该将此代码放在哪个位置？ 

a) 在 InitializeComponent 方法中 

b) 在处理 Load 事件的方法中 

c) 在处理 Init 事件的方法中 

d) 在处理 PreRender 事件的方法中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ASP.NET 页面生命周期和事件模型 

处理 Load 事件的方法是编写这样的初始化代码最适合的位置。您不应该在代码

中包含 Visual Studio InitializeComponent 方法。处理 Init 事件的方法无权

访问控件，因为它们仅在初始化页面后才可用。如果您在处理 PreRender 事件

的方法中编写代码，则对控件属性的任何更改都不会有可见效果，因为页面已经

可供呈现。 

 

8. 在您的网页中编写以下代码： 

 

protected void Page_Load 

        (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 */ 

} 

 

您希望执行此代码以响应 ASP.NET 页面的 Load 事件。但是，当您请求页面时，

您注意到该方法没有执行。应该怎么做以确保当触发网页的 Load 事件时执行 

Page_Load 方法？ 

a) 将 @Page 指令的 AutoEventWireup 属性设置为 true。 

b) 将 @Page 指令的 AutoEventWireup 属性设置为 false。 

c) 将 Page 类的 IsCallBack 属性设置为 true。 

d) 将 Page 类的 IsPostBack 属性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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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ASP.NET 页面生命周期和事件模型 

当 @Page 指令的 AutoEventWireup 属性设置为 true 时，Page_Load 等专门命名的

方法将使用它们相应的事件自动触发。当 @Page 指令的 AutoEventWireup 属性设置

为 false 时，Page_Load 方法不会与 Page 类的 Load 事件相关联。Page 类的 

IsCallBack 属性指示页面请求是否为回调的结果。Page 类的 IsPostBack 属性指示

页面请求是否为回发操作的结果。 

 

9. 当用户的浏览器未运行 JavaScript 时，您需要向其显示特定消息。您应使用

下面哪个代码段？ 

a) <script runat="server"> … </script> 

b) <script> ...</script> 

c) <% … %> 

d) <noscript> ...</noscript>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网页开发 

当用户的浏览器未运行 JavaScript 时，可使用 <noscript> 元素向其显示特定

消息。当未启用 JavaScript 时，会忽略 <script> 标记。<% ...%> 和 <script 

runat="server"> … </script> 标记仅用于服务器端编程。 

 

10. 您要使用 C# 开发一个 ASP.NET 应用程序。在网页上，您希望在页面呈现

到客户端时显示名为 GetShipmentStatus 的 C# 方法所返回的结果。应该使用

下面哪个代码段调用 GetShipmentStatus 方法？ 

 

a) <script language="c#" runat="server"> 

    Response.Write(GetShipmentStatus()); 

</script> 

 

b) <script language="c#" runat="client"> 

    Response.Write(GetShipmentStatus()); 

</script> 

 

c) <script language="c#"> 

    Response.Write(GetShipmentStatus()); 

</script> 

 

d) <%= GetShipmentStatus() %>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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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构用于显示来自方法调用等 ASP.NET 代码的值。使用 <script> 

标记是不正确的，因为此标记用于定义类级方法、属性和变量。 

 

11. 您要使用 C# 开发一个 ASP.NET 应用程序。您创建一个包含业务逻辑的名

为 Status 的代码隐藏类。此类位于命名空间 Northwind 下并存储在一个名为 

status.aspx.cs 的文件中。您需要编写使用此类的用户界面代码。您应使用下面哪

个代码段？ 

a) <% Page Language="c#" Codebehind="status.aspx.cs" 

ClassName="Northwind.Status" %> 

b) <% Page Language="c#" Codebehind="status.aspx.cs" 

Inherits="Northwind.Status" %> 

c) <% Page Language="c#" Src="status.aspx.cs" 

Inherits="Northwind.Status" %> 

d) <% Page Language="c#" Src="status.aspx.cs" 

ClassName="Northwind.Status" %>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ASP.NET 应用程序开发 

@Page 指令中的 Inherits 属性指定代码应该继承自的代码隐藏类的完全限定

名称。Src 属性指定源代码文件的名称。Codebehind 仅由 Visual Studio 使用并

且不在运行时使用。Classname 属性不会将 ASP.Net 页面与代码隐藏类或文件

进行链接。 

 

12. 您正在用 ASP.NET 和 C# 开发一个餐厅定位网站。当用户浏览该网站时，

每个网页必须在左下角显示最近查看的餐厅的列表。您希望此信息跨网页及浏览

器重新启动后可用，但不希望使用服务器端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下面哪项状态

管理技术将帮助您用最少的工作量来实现此要求？ 

a) 隐藏字段 

b) 视图状态 

c) Cookie 

d) 会话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状态管理 

使用 Cookie，因为它们允许您在用户计算机上存储少量信息。隐藏字段、视图

状态和会话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选项无法在浏览器重新启动后存储信息。 

 

13. 您要开发一个供公司的所有员工使用的订单录入应用程序。您使用 

ASP.NET 开发此应用程序，并将其部署在公司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服务器上。您应该在用户计算机上安装什么程序，然后用户才能访问订单

录入应用程序？ 

a) .NET Framework Redistrib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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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ET Framework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c) Visual Studio Express Edition 

d) Web 浏览器 

 

答案：d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网页开发 

您只需部署一个  Web 浏览器即可访问此应用程序。 .NET Framework 

Redistributable 仅当在客户端上执行代码时才需要，例如在 Windows 窗体或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WPF) 应用程序中。.NET Framework SDK 和 

Visual Studio Express Edition 仅在开发工作站上需要。 

 

14. 您创建一项可跟踪订单发货的 ASP.NET Web 服务。该 Web 服务包含一个

名为 StatusService 的类，该类包含以下方法： 

 

public string GetStatus() 

{ 

    /* 在此处输入附加代码 */ 

} 

 

您注意到您可以从  Web 服务客户端项目实例化  StatusService 类，但是 

GetStatus 方法不可用。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a) 只有属性可以是 Web 服务的公共接口的一部分。 

b) 您必须用 WebService 属性标记该方法。 

c) Web 服务的方法只能返回对象数据。 

d) 您必须用 WebMethod 属性标记该方法。 

 

答案：d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 Web 服务开发 

向公共方法添加 WebMethod 属性使其可从远程 Web 客户端调用。方法可以是 

Web 服务的公共接口的一部分。WebService 属性仅适用于 Web 服务类。您已

经可以实例化 StatusService 类，因此 WebService 属性在此并不是个问题。

Web 服务的方法可以返回任何类型的数据。 

 

15. 您已创建可提供映射数据的新 Web 服务。您在 Visual Studio 环境中工作

并使用 C# 作为您的编程语言。您需要测试该 Web 服务以确保它将返回正确的

结果。测试您的新 Web 服务的最简单方法是什么？ 

a) 将 Web 服务代码复制并粘贴到 ASP.NET Web 应用程序中。运行 Web 应

用程序以查看结果。 

b) 从 ASP.NET 客户端调用 Web 服务。运行 Web 应用程序以查看结果。 

c) 从 Visual Studio 中运行 Web 服务项目并使用 Web 浏览器中显示的测试页

面。 

d) 让大量 Beta 测试人员使用 Web 服务并检查不正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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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 Web 服务开发 

测试 Web 服务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当您在 Visual Studio 中运行 Web 服务

项目时获得的内置测试页面。其他答案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需要额外的工作来

测试 Web 服务。 

 

16. 您要开发一个可调用 Web 服务的 ASP.NET 应用程序以检索给定地理区

域的地震预测。Web 服务执行复杂而耗时的计算以生成预测。它托管在政府 

Web 服务器上，您只有调用该 Web 服务的权限。您 Web 应用程序的用户抱

怨当他们尝试检索预测时用户界面冻结。您具有对承载您的 ASP.NET 应用程序

的 Web 服务器的完全访问权限。应该使用下面哪个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a) 将 ASP.NET 应用程序移至更快的计算机。 

b) 通过更快的 Internet 连接以连接到该 Web 服务。 

c) 在承载 ASP.NET 应用程序的 Web 服务器上安装更多内存。 

d) 使用异步调用从您的 ASP.Net 应用程序中调用该 Web 服务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eb 服务开发 

对 Web 服务的异步调用会为用户返回控件而无需等待 Web 服务的完整执行。

这种调用 Web 服务的方法有助于使用户界面积极响应。拥有一台更快的计算机

或有更多内存的计算机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客户端计算机的这些升级不能提升 

Web 服务的性能。拥有更快的 Internet 连接同样不起作用，因为服务器仍将需

要时间进行处理以及返回结果。 

 

17. 您要开发一个可调用 Web 服务的 ASP.NET 应用程序以检索库存信息。您

知道 Web 服务的 URL。您需要在您的 Web 应用程序中调用此 Web 服务的

方法。如何生成客户端代理类以便使用 Web 方法？ 

a) 使用 Web 服务发现工具。 

b) 从 Web 服务器将 .ASMX 文件复制到 ASP.NET 应用程序项目。 

c) 从 Web 服务器将生成输出复制到 ASP.NET 应用程序项目。 

d) 将 Web 引用设置为指向该 Web 服务。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eb 服务开发 

将 Web 引用设置为指向该 Web 服务。这将创建一个可用于调用 Web 服务方

法的客户端代理类。Web 服务发现工具可以找到与 Web 服务相关的文件，但

它不会生成任何代理类。从 Web 服务器复制文件不会生成客户端代理。 

 

18. 您要调用可返回 ArrayList 对象的 Web 服务方法。客户端应用程序用 C# 

编写，而 Web 服务则用 Visual Basic 编写。Web 服务位于您的公司防火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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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调用可返回 ArrayList 对象的方法时收到一条“未找到对象”错误，但是

可以成功从同一 Web 服务调用其他方法。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a) 客户端和 Web 服务并不使用同一编程语言编写。 

b) 防火墙将阻止所有 SOAP 调用。 

c) 客户端项目并不包含对 System.Collection 命名空间的引用。 

d) 无法序列化 ArrayList 类。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eb 服务开发 

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包含对它们将处理的对象的引用。因此客户端项目必须包含

对 System.Collection 命名空间的引用，然后它才能使用可返回 ArrayList 的 

Web 服务方法。客户端和服务器代码可以采用不同语言编写。如果防火墙阻止 

SOAP 调用，则您无法对  Web 服务调用任何方法。 ArrayList 类使用 

Serializable 属性标记并且可以进行序列化。 

 

19. 您要开发一个可使用您的一个大客户创建的 Web 服务的 ASP.NET 应用

程序。此 Web 服务为您提供 Order 对象，该对象具有一些属性。此 Web 服

务的开发人员已经告知您一个名为 Priority 的新属性已添加到 Order 对象。

您应该怎么做才能以最少的工作量在您的代码中使用 Priority 属性？ 

a) 创建一个新的 ASP.NET 应用程序并在新应用程序中添加对 Web 服务的 

Web 引用。 

b) 在现有 ASP.NET 应用程序中删除并重建该 Web 引用。 

c) 在现有 ASP.NET 应用程序中更新该 Web 引用。 

d) 向  Web 服务的开发人员请求  Web 服务的更新  DLL 文件。在您的 

ASP.NET 项目中添加对 DLL 的引用。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eb 服务开发 

您应该能够直接通过更新对 Web 服务的 Web 引用来获取您的代码中可用的 

Priority 属性。无需创建新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删除和重新创建 Web 引用基

本上和更新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更多工作量。您无需请求 Web 服务的 DLL，

因为代码并不在本地执行，而是在 Web 服务器上远程执行。 

 

20. 您在 Northwind Web 服务器上开发一个新的 ASP.NET 库存应用程序。您

在文件夹  c:\WebInventory 中部署文件。应用程序应该可以通过  URL 

www.northwind.com/inventory 使用。URL www.northwind.com 已设置为指向 

Northwind Web 服务器。您应该怎么做以使您的库存应用程序在期望的 URL 中

可用？ 

a) 将目录 c:\WebInventory 的名称更改为 c:\Inventory。 

b) 创建一个名为 Inventory 的虚拟目录并将其指向 c:\WebInventory。 

c) 创建一个名为 WebInventory 的虚拟目录并将其指向 c:\Inventory。 

d) 将目录 c:\WebInventory 移至 c:\inetpub\wwwroot 目录。 

http://www.northwind.com/inventory
http://www.northw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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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IIS Web 托管要从期望的 URL 获得您的应用程序，您应该创

建一个名为 Inventory 的虚拟目录并将其指向 c:\WebInventory。只更改物理目

录的名称不会将其映射到正确的  URL 。如果您将虚拟目录命名为 

WebInventory，则可从 www.northwind.com/WebInventory 获得应用程序，而该 

URL 并非所期望的。将 WebInventory 目录移至 c:\inetpub\wwwroot 不会以名

称 Inventory 创建虚拟目录。 

 

 

 

 

 

 

 

 

 

 

 

 

 

 

 

 

 

 

 

 

 

 

 

 

 

 

 

 

 

 

 

 

http://www.northwind.com/Web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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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了解桌面应用程序 

 

1. 您要开发一个由政府机构使用的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您需要开发接受用

户输入的独特的用户界面元素。此用户界面将跨组织中的一些其他应用程序进行

重用。Visual Studio 工具箱中的任何控件都不符合您的要求；您需要在内部开发

您的所有代码。您应该执行下面哪个操作？ 

a) 为用户界面开发一个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 

b) 为用户界面开发一个自定义控件。 

c) 从第三方购买控件。 

d) 为用户界面开发一个控制台应用程序。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设计 Windows 窗体 

您需要开发一个自定义控件，因为您需要可重用功能，还希望在内部开发代码。

您不能使用 Windows 窗体，因为它们无法轻松重用。不能使用控制台应用程序，

因为它们不提供独特的用户界面。也不能从第三方购买控件，因为您需要在内部

开发代码。 

 

2. 您要开发一个可响应击键等用户操作的用户界面组件。应该使用下面哪个编

程结构实现此要求？ 

a) 事件 

b) 类 

c) 委托 

d) 属性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设计 Windows 窗体 

事件在用户执行按键等操作时生成。您需要处理这些事件以响应用户操作。 

 

3. 您需要一个应用程序已在使用的类似于 W_RecForm 窗体的 Windows 窗体。

但是，您需要在您的窗体上添加一些在 W_RecForm 上不可用的额外控件。您需

要确保以最少的编码工作量实现此要求。将来，如果 W_RecForm 得到增强，则

需要确保您的窗体中也提供这些增强功能。您该怎么办？ 

a) 将 W_RecForm 的代码复制到新窗体。修改新窗体的代码。 

b) 使用 Visual 继承从 W_RecForm 继承新窗体。向新控件添加新功能。 

c) 修改 W_RecForm 的代码。复制代码以创建新窗体。 

d) 将 W_RecForm 中的代码转换为自定义控件。在所有位置使用新的自定义控

件。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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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 Visual 继承 

您需要使用 Visual 继承从 W_RecForm 继承新窗体。向新控件添加新功能。复

制 W_RecForm 的代码不起作用，这是因为将来对 W_RecForm 所做的更改不会自

动转入到新窗体。修改 W_RecForm 的代码不起作用，因为您无需更改已经生效

的任何内容。将 W_RecForm 转换为自定义控件需要更多编程工作量。 

 

4. 您要开发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用户需要同时使用多个应用程序窗口并且

需要一个简化的界面。该应用程序需要与不同显示配置（如多个监视器）兼容。

您应该创建下面哪个界面？ 

a) 创建一个多文档界面 (MDI) 应用程序。打开该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 

b) 创建一个单文档界面 (SDI) 应用程序。打开该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 

c) 创建一个单文档界面 (SDI) 应用程序。打开该应用程序的多个实例。 

d) 创建一个多文档界面 (MDI) 应用程序。打开该应用程序的多个实例。 

 

答案：c 

难度：难 

章节参考：了解多文档界面 (MDI) 应用程序 

MDI 应用程序很复杂，并且在 MDI 应用程序中很难实现对多个监视器的支持。

因为用户需要一个简单的界面，所以创建一个单文档界面 (SDI) 应用程序并打

开该应用程序的多个实例可构成最佳的操作方案。您可以通过使用 Windows 任

务栏在多个应用程序窗口之间切换。 

 

5. 您需要一个可在您每天早上登录到工作站时更新库存的应用程序。如果在更

新期间发生错误，该应用程序需要将消息记录到文本文件中。该应用程序不需要

任何用户交互。您希望由系统自动执行用于启动该应用程序的流程。您希望最大

限度地减少开发、安装和更新该应用程序所需的工作量。应该创建哪种类型的应

用程序？ 

a) Windows 服务 

b) Windows 窗体 

c) Web 窗体 

d) 控制台应用程序 

 

答案：d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 

您需要开发一个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可提供最少的或

不提供用户界面并且需要最少的工作量以进行编程、安装和更新。您可以使用

“Windows 启动”设置在用户登录时自动启动控制台应用程序。最后，控制台应

用程序还可以将消息记录到测试文件中。 

 

6. 您要开发一个可获取多个数据字段中的用户输入的数据输入应用程序。该应

用程序允许用户使用键盘或使用条形码扫描程序输入数据。当输入代码时，该产

品的图片会显示在屏幕上。该应用程序还需要将其操作记录到控制台窗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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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不时查看控制台窗口以监视与扫描程序的通信。您应该选择哪个项目来创建

这样的应用程序？ 

a) 控制台应用程序项目 

b) 输出类型设置为 Windows 应用程序的控制台应用程序项目 

c)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项目 

d) 输出类型设置为控制台应用程序的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项目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 

要从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中实现从控制台读取或写入到控制台，请在项目的

属性中将项目的输出类型设置为“控制台应用程序”。如果将输出类型设置为

“Windows 应用程序”，您将丢失您发送到命令行的任何输入或输出。 

 

7. 您要开发一个可在 Internet 中通过电子数据接口 (EDI) 接收订单的应用程

序。该应用程序需要持续在后台运行并等待订单。没有用户界面。该应用程序将

消息写入 Windows 应用程序事件日志中。该应用程序必须继续运行，即使是在

用户从计算机注销后亦如此。您应该针对此要求开发哪种应用程序？ 

a) Windows 服务应用程序 

b)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 

c) 控制台应用程序 

d) Web 应用程序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Windows 服务的性质使其非常适合创建长时间运行的程序，这些程序在后台运

行，并不提供任何直接用户交互。由于 Windows 服务可在后台运行，因此它不

需要用户登录即可运行。Windows 服务运行在其各自的 Windows 会话的指定

安全上下文中。 

 

8. 您要开发一个可将消息写入本地计算机的 Windows 应用程序事件日志中的

应用程序。您应该使用哪一项查看该应用程序写入的消息？ 

a) 事件查看器 

b) 记事本 

c) XPS 查看器 

d) 远程桌面连接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使用 Windows 事件查看器实用工具查看事件日志中的消息。事件查看器消息无

法直接通过记事本打开。XPS 查看器只能打开 XPS 文件。远程桌面连接实用

工具用于连接到远程计算机，但在本地计算机的上下文中无法打开事件日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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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9. 您要开发一个新的 Windows 服务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包含三种不同的 

Windows 服务。每种服务都会有不同的启动类型。下面哪个类将帮助您执行特

定于每种服务的安装任务？您必须建议一个需要最少的编码工作量的解决方案。 

a) System.ServiceProcess.ServiceProcessInstaller 

b) System.ServiceProcess.ServiceInstaller 类 

c) System.Configuration.Installer 类 

d) System.Configuration.Installer.ComponentInstaller 类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System.ServiceProcess.ServiceInstaller 类执行特定于单个 Windows 服务

的安装任务，例如设置 ServiceName 和 StartType。ServiceProcessInstaller 

类执行应用程序中的所有  Windows 服务通用的安装任务。Installer 和 

ComponentInstaller 类对于配置 Windows 服务应用程序并不是特别有用。 

 

10. 您要开发一个处理订单的新 Windows 服务应用程序。系统管理员必须能够

在维护操作正在进行时暂停订单处理。在维护操作完成后，必须恢复订单处理而

不会丢失任何信息。您应该如何配置此 Windows 服务？ 

a) 重写 ServiceBase 类的 OnPause 方法。 

b) 将服务的 CanPauseAndContinue 属性设置为 true。 

c) 将服务的 CanPauseAndContinue 属性设置为 false。 

d) 重写 ServiceBase 类的 OnContinue 方法。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CanPauseAndContinue 属性的值指示是否可以暂停和恢复该服务而不丢失信息。当

您重写 OnPause 和 OnContinue 方法时，可以指定在暂停或恢复 Windows 服务时

需要执行的操作。 

 

11. 您要开发一个新的 Windows 服务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包含三种不同的 

Windows 服务。必须先将这些服务安装在 Windows 服务数据库中，才能使用

它们。您应该执行什么操作以确保 Windows 安装程序工具可以安装您的服务？ 

a) 将服务程序集复制到全局程序集缓存。 

b) 将事件日志安装程序添加到 Windows 服务项目。 

c) 从 ServiceBase 类继承该服务。 

d) 将服务安装程序添加到 Windows 服务项目。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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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使用 Windows 服务之前，必须先将服务安装程序添加到 Windows 服务

项目以将该 Windows 服务安装在 Windows 服务数据库中。其他答案选项并不

直接涉及到 Windows 服务的安装。 

 

12. 您要开发一个需要将消息写入事件日志中的新 Windows 应用程序。您使用 

EventLog 类写入这些消息。每个事件日志消息必须指定写入事件日志的应用程

序的名称。您应该使用 EventLog 类的哪个属性？ 

a) Source 

b) Log 

c) Site 

d) MachineName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EventLog 类的 Source 属性用于指定写入事件日志时要使用的应用程序名称。

Log 属性指定要从中读取或向其写入的日志的名称。Site 属性指定组件的 

ISite。MachineName 属性指定在其中读取或写入事件的计算机的名称。 

 

13. 您要更新一个现有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该窗体承载一个名为 

dateTimePicker1 的 DateTimePicker 控件。您需要编写在 dateTimePicker1 

控件的值更改时执行的代码。您编写一个包含您要执行的代码的方法 

ProcessValueChanged。您应该编写什么代码来调用 ProcessValueChanged 方

法？您编写的任何代码都不得影响应用程序的现有功能。 

a) dateTimePicker1.ValueChanged += new System.EventHandler( 

    ProcessValueChanged); 

 

b) dateTimePicker1.ValueChanged = new System.EventHandler( 

    ProcessValueChanged); 

 

c) dateTimePicker1.Value += new System.EventHandler( 

    ProcessValueChanged); 

 

d) dateTimePicker1.Value = new System.EventHandler( 

    ProcessValueChanged);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窗体事件模型 

正确答案是编写以下代码： 

 

dateTimePicker1.ValueChanged += new System.EventHandler( 

    ProcessValue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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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 = 赋值运算符而不是 += 运算符，您将丢失现有功能。Value 成员

是属性；ValueChanged 是事件。 

 

14. 您已开发一个需要访问存储在 Windows 注册表中的数据的 Windows 服

务。您应使用以下哪个帐户来运行此 Windows 服务？ 

a) LocalSystem 

b) NetworkService 

c) LocalService 

d) User（其中 UserName 属性设置为非管理员角色的成员）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LocalSystem 值指定拥有高权限的帐户。Windows 服务将需要这些权限来访问 

Windows 注册表。其他答案选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帐户无权访问 Windows 

注册表。 

 

15. 您已开发一个股票经纪人将使用的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股票经纪人需

要同时查看多个股票的数据。您需要更改 Windows 窗体的显示和行为，以使其

包含多个子窗口。您该怎么办？ 

a) 设置该窗体的 IsMdiChild 属性。 

b) 设置所有子窗口的 MdiParent 属性。 

c) 设置该窗体的 MdiChild 属性。 

d) 将该窗体的 IsMdiContainer 属性设置为 true。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多文档界面 (MDI) 应用程序 

您需要将该窗体的 IsMdiContainer 属性设置为 true。IsMDIContainer 属性指

示该窗体是否为多文档界面 (MDI) 子窗体的容器。IsMDIChild 属性是一个指

定该窗体是否为 MDI 子窗口的只读属性。MdiParent 属性指定给定窗体的当前

多文档界面 (MDI) 父窗体。在问题中，您希望给定窗体是 MdiParent。 

 

16. 您要开发一个具有多文档界面 (MDI) 的 Windows 窗体。您需要编写代码，

以使子窗口在  MDI 父窗体的客户区域中垂直排列。您应该将下面哪个 

MdiLayout 值传递到 LayoutMdi 方法？ 

a) MdiLayout.TileVertical 

b) MdiLayout.Cascade 

c) MdiLayout.TileHorizontal 

d) MdiLayout.ArrangeIcons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多文档界面 (MDI)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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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值为 MdiLayout.TileVertical 时，所有 MDI 子窗口垂直平铺在 MDI 父窗

体的客户区域中。当值为 MdiLayout.TileHorizontal 时，所有 MDI 子窗口水

平平铺在 MDI 父窗体的客户区域中。当值为 MdiLayout.Cascade 时，所有 

MDI 子 窗 口 层 叠 在  MDI 父 窗 体 的 客 户 区 域 中 。 当 值 为 

MdiLayout.ArrangeIcons 时，所有 MDI 子图标排列在 MDI 父窗体的客户区

域中。 

 

17. 您正在开发一个通过命令行运行的应用程序。您将使用下面哪种方法从命令

行获取 

输入？ 

a) File.Read 

b) File.Write 

c) Console.Read 

d) Console.Write 

 

答案：c 

难度：容易 

章节参考：了解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 

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没有图形用户界面，但使用文本模式控制台窗口与用户交

互。使用 Read 方法从控制台获取输入并使用 Write 方法将输出发送到控制台。 

 

18. 您已开发两个控制台应用程序。第一个是 DisplayFile.exe，它接受文本文件

的名称作为命令行参数并显示该文件的内容。第二个是 ToUpper.exe，它接受来

自用户的文本并将该文本转换为大写字母。您需要将这两个命令结合起来以便给

定文件 (sample.txt) 的内容能够显示为大写字母。您将选择下面哪个命令？ 

a) ToUpper | DisplayFile Sample.txt 

b) DisplayFile Sample.txt | ToUpper 

c) ToUpper > DisplayFile Sample.txt 

d) DisplayFile Sample.txt > ToUpper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 

| 字符用作命令之间的竖线，以使  DisplayFile.exe 中的控制台输出用作 

ToUpper.exe 的控制台输入。使用竖线，可以链接多个简单的命令来完成复杂的

任务。答案 ToUpper | DisplayFile Sample.txt 是不正确的，因为您首先需要

显示该文件的内容，然后才能将其转换为大写字母。> 符号是一个可将输出保存

到文件中的重定向运算符。 

 

19. 您需要从命令行启动一项名为 ProcService 的 Windows 服务。您应该使用

哪个命令？ 

a) net start ProcService 

b) net pause ProcService 

c) net continue Proc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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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et stop ProcService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net.exe 命令行实用工具是随 Windows 一起安装的。此实用工具用于执行各种

联网命令，包括控制 Windows 服务。使用 start 参数可启动 Windows 服务。 

 

20. 您已开发一个 Windows 服务，并且需要安装它以实现其功能。您应该使用

下面哪个选项来完成此任务？ 

a) Visual Studio 服务器资源管理器 

b)“计算机管理”窗口中的“服务”节点 

c) InstallUtil.exe 

d) gacutil.exe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 Windows 服务 

使用安装程序工具 (installutil.exe)，您可以通过在指定程序集中执行安装程序组

件来安装和卸载 Windows 服务等服务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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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了解数据库 

1. 您的应用程序需要将客户列表存储在一个文本文件中。您需要尽可能减少此

磁盘文件的大小并且需要能够在常规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您应该使用下面哪个

类来编写该文件？ 

a) StreamReader 

b) StreamWriter 

c) BinaryWriter 

d) XmlWriter 

 

答案：b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平面文件 

StreamWriter 类向您提供操作文本文件的简单方法。StreamReader 类允许您读

取测试文件的内容。BinaryWriter 类以二进制格式编写该文件，使其无法使用

常规文本编辑器读取。XmlWriter 类创建一个文本文件，但是会插入 XML 标

记，从而增加文件大小。 

 

2. 您的 C# 程序需要返回 SQL Server 数据库中客户的总数。一天将会多次使

用该程序。从您的程序中返回此信息的最快方式是什么？（选择所有正确的答

案。） 

a) 编写 SQL 查询。 

b) 编写存储过程。 

c) 使用 SqlDataAdapter.Fill 方法。 

d) 使用 SqlCommand.ExecuteScalar 方法。 

e) 使用 OleDbDataAdapter.Fill 方法。 

 

答案：b 和 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库连接方法 

由于程序每天执行多次，因此创建存储过程可以获得比查询更好的性能。另外，

由于您仅检索一个值作为结果，因此使用 SqlCommand.ExecuteScalar 可以获得

比 SqlDataAdapter.Fill 方法更好的性能。 

 

3. 您需要更新  Products 表并删除所有已停产的产品。当产品停产后，

“Discontinued”字段的值设置为  true。应使用下面哪个  SQL 语句来更改 

Products 表？ 

a) INSERT 

b) SELECT 

c) UPDATE 

d) DELETE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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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算法简介 

使用 DELETE 语句删除您不需要的记录。UPDATE 语句更改现有的记录，但是无

法删除该记录。INSERT 语句用于向表中插入新的数据，而 SELECT 语句用于从

表中检索数据。 

 

4. 您需要为引用代码为“TKY”的客户更新“Region”字段。更新后的地区应该

设置为“Japan”。另外，此更改应仅影响居住在东京的客户。应使用下面哪个 

SQL 语句？ 

a) UPDATE Customers 

SET Region = 'Japan' 

WHERE RefCode = 'TKY' 

AND City = 'TOKYO' 

 

b) UPDATE Customers 

SET Region = 'Tokyo' 

WHERE RefCode = 'TKY' 

AND City = 'Japan' 

 

c) UPDATE Customers 

SET Region = 'Tokyo' 

WHERE RefCode = 'TKY' 

 

d) UPDATE Customers 

SET Region = 'Japan' 

WHERE RefCode = 'TKY'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 SQL 查询 

根据问题的要求，SET 子句应将地区设置为 'Japan'。应该对 RefCode 等于 

'TKY' 且 City 等于 'TOKYO' 的记录执行此更改。您的查询应同时满足这两个

条件。 

 

5. 您正在开发一个需要从 SQL Server 数据库检索客户列表及其订单的应用程

序。检索到此列表后，您应能够显示此数据，即使在 SQL Server 的连接中断时

也是如此。应使用下面哪个类来存放此数据？ 

a) DataAdapter 

b) DataSet 

c) DataView 

d) SqlDataReader 

 

答案：b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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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参考：使用 DataSet 

DataSet 对于创建断开连接的应用程序非常有用，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在与网络资

源（例如数据库）的连接中断的情况下继续运行。DataAdapter 不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它仅存储连接数据源所需的数据连接和数据命令。 DataView 和 

SqlDataReader 无法用于断开连接的情形。 

 

6. 您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序需要将数据写入一个平面文件，该文件包含的项目有

五位数整数键，后跟 20 个字符的客户名称，再后跟两个日期和时间字段等等。

您的解决方案应尽可能快速，并且应创建最小的数据文件。应使用下面哪个类？ 

a) FileStream 

b) StreamWriter 

c) BinaryWriter 

d) DataWriter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平面文件 

平面文件可以采用纯文本格式，也可以采用二进制格式。BinaryWriter 运行非

常快速，并且与纯文本文件相比可以创建最小的数据文件。 

 

7. 您正在开发一个需要将 SQL Server 表中的数据复制到 DataSet 的应用程

序。应使用下面哪种方法来复制这些数据？ 

a) Fill 

b) FillSchema 

c) GetFillParameters 

d) Update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算法简介 

Fill 方法连接到数据源并通过 SELECT 命令检索数据。使用 Fill 方法可将 

SQL Server 中的数据复制到 DataSet 对象。 

 

8. 您正在开发一种管理客户及其订单的应用程序。您开发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

须省时省力，且提供最高的性能。下面哪种情况不适合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实施存

储过程？ 

a) 检索数据库中所有客户的列表 

b) 检索特定客户的所有订单列表 

c) 在 Orders 表中插入新订单 

d) 数据库管理员执行即席查询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 SQL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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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席查询最好单独运行。使用存储过程可以使查询的多次运行省时省力且性能最

高。 

 

9. 您的应用程序连接至一个包含名为 Employees 的表的 SQL Server 数据库，

该表包含 

以下列： 

 

EmployeeID (int, identity) 

EmployeeType (char(1)) 

EmployeeDate (datetime) 

 

您需要编写一种查询以选择表中 EmployeeType 值为 C 或 T 的所有行。应使用

什么语句？ 

a) SELECT  * FROM Employees 

WHERE EmployeeType LIKE ‘[CT]’ 

 

b) SELECT  * FROM Employees 

WHERE EmployeeType LIKE ‘[C-T]’ 

 

c) SELECT  * FROM Employees 

WHERE EmployeeType LIKE ‘C’ OR ‘T’ 

 

d) SELECT  FROM Employees 

WHERE EmployeeType IN (‘C’, ‘T’)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运行 SQL 查询 

给定情形中 SELECT 语句的正确用法如下： 

 

SELECT  * FROM Employees 

WHERE EmployeeType LIKE ‘[CT]’ 

 

SELECT 语句的其他形式不会提供所需结果。 

 

10. 您的应用程序包含一个名为 sqlDataAdapter 的 SqlDataAdapter 对象和

一个名为 oledbdataAdapter 的 OleDbDataAdapter 对象。您需要连接至 SQL 

Server 数据库的 Employees 表。您的应用程序还包含一个名为 dsEmployees 的 

DataSet 对象。您需要将数据库的数据加载至 DataSet 对象中。您必须选择能

提供最高性能的解决方案。应选择下面哪行代码？ 

a) dsEmployees = sqlDataAdapter.Fill(“Employees”); 

b) dsEmployees = oledbDataAdapter.Fill(“Employees”); 

c) oledbDataAdapter.Fill(dsEmployees, "Employees"); 

d) sqlDataAdapter.Fill(dsEmployees,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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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 DataSet 

正确的语法是将数据集的名称和表的名称传递给 Fill 方法。为了在连接至 

SQL Server 数据库时获得最高性能，您应使用 SqlDataAdapter 对象。尽管 

OleDbDataAdapter 也可以使用，但是与 SqlDataAdapter 相比，其性能略微差

一些。 

 

11. 您的应用程序包含一个名为  sqlDataAdapter 且连接至 Employees 表的 

SqlDataAdapter 对象。您使用  Fill 方法从  Employees 表检索数据。

SqlDataAdapter 的 Connection 属性设置为到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有效连

接，但是该连接处于关闭状态。以下关于 Fill 方法的工作方式的陈述哪项是正

确的？ 

a) Fill 方法将引发异常，因为该连接已关闭。 

b) Fill 方法将打开该连接，读取数据，然后将该连接保留为打开状态。 

c) Fill 方法将打开该连接，读取数据，然后将该连接保留为关闭状态。 

d) Fill 方法将返回空结果集，因为该连接已关闭。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 DataSet 

与 Fill 方法关联的连接对象不需要处于打开状态。如果在调用 Fill 之前连接

处于关闭状态，则将其打开以检索数据，然后再将其关闭。如果在调用 Fill 之

前连接处于打开状态，则将其保留在打开状态。在给定的示例中，在调用 Fill 方

法之前连接处于已关闭状态，因此 Fill 方法打开连接，检索数据，然后关闭连

接。 

 

12. 您需要开发一个将 Customers 表内容导出到 XML 文件的 C# 程序。导出

的数据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Customer CustomerID="ALFKI" ContactName="Maria Anders" 

Phone="030-007-4321" /> 

<Customer CustomerID="ANATR" ContactName="Ana Trujillo" Phone="(5) 

555-4729" /> 

 

应使用下面哪个代码段将 Customers 表导出为指定的 XML 格式？ 

a) foreach(DataColumn c in dataset1.tables["Customers"].Columns) 

{ 

     c.ColumnMapping = MappingType.Attribute; 

} 

dataSet1.WriteXml("Customers.xml"); 

 

b) foreach(DataColumn c in dataset1.tables["Customers"].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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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olumnMapping = MappingType.Element; 

} 

dataSet1.WriteXml("Customers.xml"); 

 

c) foreach(DataColumn c in dataset1.tables["Customers"].Columns) 

{ 

     c.ColumnMapping = MappingType.Attribute; 

} 

dataSet1.WriteXml("Customers.xml", XmlWriteMode.WriteSchema); 

 

d) foreach(DataColumn c in dataset1.tables["Customers"].Columns) 

{ 

     c.ColumnMapping = MappingType.Element; 

} 

dataSet1.WriteXml("Customers.xml", XmlWriteMode.WriteSchema);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使用 XML 

在所需的输出中，表的每一行都映射为一个 XML 元素，其中每个表字段为一

个属性。要获得此格式的输出，列映射应设置为 MappingType.Attributes。所

需的输出不指定 XML 架构，因此您不得包含 XmlWriteMode.WriteSchema 作

为 WriteXml 方法中的 WriteMode 参数。 

 

13. 您正在为自己的公司设计一个数据库。您要检查数据库表的规范化情况。您

检查以下 Orders 表： 

OrderId CustomerId OrderDate FirstName LastName 

101 1 10/1/2010 Jane Doe 

102 2 10/5/2010 John Doe 

103 1 10/4/2010 Jane Doe 

 

以下关于 Orders 表的陈述哪项是正确的？ 

a) 它符合第一范式的要求。 

b) 它符合第二范式的要求。 

c) 它符合第三范式的要求。 

d) 它符合第四范式的要求。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规范化 

为了使表采用第一范式 (1NF)，它的所有列均不得在同一数据行中拥有多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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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表符合此要求，因此采用的是第一范式。OrderId 和 CustomerId 列共同

标识一个唯一行，从而组成复合主键。但是，OrderDate 列仅与 OrderId 有函数

依赖关系，而 CustomerName 列仅与 CustomerId 有依赖关系。这不符合第二范

式的要求，因为非键列仅与主键的一部分有函数依赖关系。一个表必须符合第二

范式的要求才能采用第三范式。 

 

14. 您正在为自己的公司设计一个数据库，并且要检查数据库表的规范化情况。

您检查以下 Customer 表： 

Id FirstName LastName PhoneNumber 

1 Jane Doe (503) 555-6874 

2 John Doe (509) 555-7969, 

(509) 555-7970 

3. Howard Steel (604) 555-3392, 

(604) 555-3393 

 

下面哪项陈述是正确的？ 

a) 该 Customer 表符合第一范式的要求。 

b) 它符合第二范式的要求。 

c) 它符合第三范式的要求。 

d) 它未规范化。 

 

答案：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规范化 

为了使表采用第一范式 (1NF)，表中的所有列均不得在同一数据行中拥有多个

值。Customer 表未采用 1NF，因为 PhoneNumber 列在每行中存储多个值。另

外，此表也不符合 2NF 和 3NF 的要求，因为要符合这些要求，此表必须首先

符合 1NF 的要求。因此，给定的表未规范化。 

 

15. 您正在为自己的公司设计一个数据库，并且要检查数据库表的规范化情况。

您检查以下 Customer 表： 

Id FirstName LastName 

1 Jane Doe 

2 John Doe 

3 Howard Steel 

 

下面哪项陈述是正确的？ 

a) Customer 表的最高范式为第一范式。 

b) Customer 表的最高范式为第二范式。 

c) Customer 表的最高范式为第三范式。 

d) Customer 表未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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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规范化 

为了使表采用第一范式 (1NF)，表中的所有列均不得在同一数据行中拥有多个

值。Customer 表采用 1NF，因为所有列都没有在各行中存储多个值。为了使表

采用第二范式 (2NF)，它必须首先符合 1NF 的要求。另外，2NF 要求所有非键

列与整个主键有函数依赖关系。在 Customer 表中，所有列都与 Id 列有函数依

赖关系，因此此表采用 2NF。第三范式 (3NF) 要求符合 2NF 并且非键属性间

没有函数依赖关系。在给定的表中，FirstName 和 LastName 列间不具有依赖关

系。最后，此表也符合 3NF。因此，Customer 表的最高范式为第三范式。 

 

16. 您正在为自己的公司设计一个数据库，并且要检查数据库表的规范化规则。您需

要确保表设计符合第三范式的要求。以下关于表的陈述哪些是正确的？（选择所有

正确的选项。） 

a) 表中的所有列均不应在同一数据行中具有多个值。 

b) 所有非键列与整个主键具有函数依赖关系。 

c) 至少有一个非键列与整个主键具有函数依赖关系。 

d) 非键属性之间不具有任何函数依赖关系。 

e) 非键属性之间具有函数依赖关系。 

 

答案：a、b 和 d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规范化 

为了使表采用第一范式 (1NF)，表中的所有列均不得在同一数据行中拥有多个

值。为了使表采用第二范式 (2NF)，它必须首先符合 1NF 的要求，然后要求所

有非键列与整个主键具有函数依赖关系。第三范式 (3NF) 要求符合 2NF 并且

非键属性间没有函数依赖关系。 

 

17. 您正在为新的 Web 应用程序设计数据库。您需要确定正确的关系数据库结

构以满足业务要求。设计过程中不 应执行下面哪项活动？ 

a) 标识表和列。 

b) 选择表的主键。 

c) 确定表关系。 

d) 应用规范化流程。 

e) 编写存储过程。 

 

答案：e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关系数据库设计 

存储过程并不是作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编写的。存储过程随后在数据库实施过程

中进行开发。在设计过程中，您的首要工作是创建数据库结构，以确保标识需要

存储的所有数据元素并使存储方式保证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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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您正在为一家自行车租赁公司开发一个 C# 程序。数据存储在名为 BikeServer 

的 SQL Server 2000 服务器的名为 BikeDB 的数据库中。您必须使用 Windows 集

成身份验证方法连接到 BikeDB 数据库。您应在 C# 程序中选择下面哪个连接字符

串连接到 BikeDB 数据库？ 

a)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BikeServer;InitialCatalog=BikeDB;Integrated Security=SSPI;" 

b)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BikeServer;InitialCatalog=BikeDB;User Id=sa;Password=gih6774y" 

c) "Data 

Source=BikeServer;InitialCatalog=BikeDB;Trusted_Connection=true;" 

d) "Data Source=BikeServer;InitialCatalog=BikeDB;User 

Id=sa;Password=gih6774y" 

 

答案：a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连接到 SQL Server 数据库 

正确的答案是使用下面的连接字符串：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BikeServer;InitialCatalog=BikeDB;Integrated 

Security=SSPI;" 

 

您必须指定提供程序、数据源和要连接到的初始目录。您不需要指定用户 ID 和

密码，因为您必须使用 Windows 集成身份验证方法连接到 BikeDB 数据库。 

 

19. 您正在为一家自行车租赁公司开发一个 C# 程序。每晚，您的应用程序都需

要从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读取数据，并将其写入平面文件。此平面文件将传

输给您的供应商。您应使用下面哪个类来检索数据？您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对服

务器的影响都必须非常小，而且可实现最大性能。 

a) DataSet 

b) DataTable 

c) SqlDataReader 

d) OleDbDataReader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了解数据库连接方法 

您必须使用  SqlDataReader 类以非常快的速度从  SQL Server 读取数据。

OleDbDataReader 用于处理 OLEDB 数据源，但是当从 SQL Server 读取数据时，

提供的性能比 SqlDataReader 差一些。 

 

20. 您正在开发一个在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中存储数据的应用程序。您需要

编写一个在订单表中检索 2011 年 1 月 1 日下达的所有订单的查询。您编写如

下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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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Date = 01/01/2011 

 

语句的执行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未返回任何数据。您确定数据库包含此日期的订

单。您应如何更正该 SQL 语句？ 

 

a)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Date = #01/01/2011# 

 

b)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Date = %01/01/2011% 

 

c)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Date = '01/01/2011' 

 

d)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Date = "01/01/2011" 

 

答案：c 

难度：中等 

章节参考：运行 SQL 查询 

采用这种格式编写日期的正确分隔符为单引号 (')。您必须按如下方式编写查

询： 

 

SELECT * FROM Orders 

WHERE OrderDate = '01/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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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可获取： 

√考前辅导 

√唯一准考账号和密码 

√电子证书和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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