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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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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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公  司：易讯麦和（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10) 5628 1087

邮  箱：tanhe@enewscn.com

网 址：www.enewsedu.com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

eNewsCN



4 微软 MTA 认证考试辅导指南

关于易讯 eNewsCN 2

一、激活免费微软 MTA 评测练习 6

1.1 考试信息获取 7

1.2 考试成绩（测评报告）查询 8

1.3 电子证书下载 / 打印 8

二、白皮书系列介绍 9

三、不可不知的微软认证 9

四、MTA 国际认证 11

4.1 MTA 国际认证是什么？ 11

4.2 MTA 国际认证适用对象 12

4.3 MTA 考试科目 12

4.4 MTA 国际认证的价值 13

五、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15

5.1  98-361 软件开发 15

5.2  98-364 数据库管理 26

5.3  98-365 Windows Server 管理 36

5.4  98-366 网络管理 44

5.5  98-367 网络安全 51

目 录

Content



5微软 MTA 认证考试辅导指南

5.6  98-368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 58

5.7  98-369 云计算基础 66

5.8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 76

5.9  98-381 Python 编程应用 87

5.10  98-382 JavaScript 编程应用 96

5.11  98-383 HTML 和 CSS 编程应用 104

5.12  98-388 Java 编程应用 111

六、MTA 国际认证考试流程 118

6.1 如何报考 118

6.2 考前准备 118

6.3 考试流程 118

6.4 测评报告 122

6.5 证书样本 123

6.6 证书查询 124

七、特别鸣谢 125

7.1 微软中国 125

7.2 培生教育 125

7.3 思递波考试平台 126

Content



6 微软 MTA 认证考试辅导指南

一、激活免费微软 MTA 评测练习

eNewsCN 易讯教育可以提供国际 IT 认证所需的全部配

套服务，并为本书购买者提供免费的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MTA) 国际认证评测练习机会。如需此项服务，请访

问 www.enewsedu.com/message 留言联系我们，易讯客服人

员将帮助您获取您的免费评测练习机会。

• 评测练习与 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MTA)

 国际认证考试目标相对应

• 每次评测练习包含 50 道题目，涵盖所有考核知识点

• 您可以自己掌握进度，保存进度以稍后继续

• 该系统带有评测练习记录模块，让您全面了解自己的

 易错题及知识结构

已报名考生可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易讯考务】

公众号，享受 eNewsCN 易讯教育提供的考生服务。如在使用过

程中遇到任何技术问题，请发送详情至 tanhe@enewscn.com，

易讯技术人员期待着为您排除故障。

激活免费微软 MTA 评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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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试信息获取

易讯考务公众号设有【考生服务】、【考试须知】、【新闻动态】

三个版块，在【考生服务】版块您可获取如下信息（此项功能仅

向考生会员提供）：

• 考试信息

• 考试成绩

• 测评报告下载

• 电子证书下载

• 证书进阶查询

激活免费微软 MTA 评测练习

关注公众号的第一步是绑定个人信息。可通过以下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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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免费微软 MTA 评测练习

【考生服务】--【绑定信息】--【填入信息】--【确定绑定】

注：报名考生须先绑定报考信息，才可享受会员服务。

通过【考生服务】--【考试信息】可以查询到考试的科目、考试账号和密码

以及考试时间，如 1 图所示。考生点击【考前辅导】，可进入评测系统，

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1.2 考试成绩（测评报告）查询

通过【考生服务】--【成绩查询】可以查询到您已经通过了

的考试测评成绩，如下图所示：点击【查看】按钮即可下载您的

测评报告。如 2 图所示。

1.3 电子证书下载 / 打印

通过【考生服务】--【证书查询】可以查询到您已经取得考

试证书，如 3 图所示。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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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介绍

二、白皮书介绍

白皮书系列旨在帮助您更好为认证考试做准备，争取一次性

高分通过。本系列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辅导指南

 辅导指南（即本书）是白皮书系列的第一本，该书对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的各个考试科目进行了全面解读，让您

做好参加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的第一手准备。

(2)、练习手册

  【练习手册】是易讯教育官网 :http://www.enewsedu.com 

首页导航栏【考试辅导】模块下的子项，在该处您可以参

看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各科目的辅导习题，助您梳理知

识体系。

(3)、视频解析

 视频可以更直观地指出考试重难点及易错题、易考题，让

您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多的知识，最大程度地提高分数

和通过率。

  (4)、考前练习

  【考前练习】是易讯教育本着让考试更简单的宗旨推出的核

心服务，该服务在公众号、网站及考试平台上均已推出，

三位一体，为您的国际认证取证之路保驾护航。

三、不可不知的微软认证

毋庸置疑，微软作为世界第一大 IT 公司和电脑软件提供商，始

终是全球计算机行业的风向标。

成立于 1975 年的微软是世界 PC（Personal Computer, 个人

计算机 ) 软件开发的先导，以研发、制造、授权和提供广泛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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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微软认证

软件服务为主营业务。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Microsoft 

Office 系列软件则无疑是微软最为著名和畅销的标志产品。

提到计算机，首先反应在人们脑海中的关键词中一定缺不了微

软。微软早已不仅仅是计算机软件开发商，更是众多计算机行业标准

的缔造者。熟练掌握微软研发的各种计算机软件，早已成为许多初入

职场的新人必须掌握的工作技能，甚至成为他们职场进阶时的最佳助

力，无论他们所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只要这份职业离不开计算机，那么，

微软旗下总有一款软件会成为他们工作乃至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

信息产业无疑是当今社会发展最快、经济影响力最大的产业之

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将

持续旺盛，计算机相关行业人才将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对于

那些职场新人或者即将成为职场新人的学生来说，将微软认证考试作

为一项对自己的投资，必将成为他们顺利起航职场生涯的有力保障之

一，甚至是他们应聘成功的通行证。

微软认证是微软公司设立的推广微软技术、培养系统网络管理

和应用开发人才的完整技术金字塔证书体系，在国际 IT 认证中知名

度最高，并为全世界 90 多个国家认可有效，可以作为薪资职位变迁

的有效证明，还具有公司资质实力证明和移民加分等多项益处。

微软认证自 1992 年设立至今，在业界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具

备相当含金量和实用价值的高端证书。据统计，全球共计有 8 万位

MCSE2003 和 3 万多位 MCSD 产生。

新一代微软认证 2016 年开始施行，根据云技术发展需要，新版

微软认证对更为广泛的计算机技术和技术人员的持续能力进行验证，

从而证明 IT 专业人员和开发人员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以及更广泛的

技能和经验，已经掌握了对最前沿的 IT 解决方案进行部署、设计以

及优化的技术能力。

新一代微软认证要求更高，考试难度也有所提升（考试内容包

含选择题和更具交互性的问题）。与此同时，新版微软认证简化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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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 国际认证

证流程，认证路径更为清晰，认证起点更为明确；大幅减少了提供认

证的数量，便于考证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认证；考试名称与课程名称相

同，一对一眏射，便于考证者学习与培训。

四、MTA 国际认证

4.1 MTA 国际认证是什么？

微软 MTA（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国际认证是微

软推出的信息专业能力认证，专为有志于从事 IT 技术研发专业人员

（IT Pro）或软件编程（Developer）所设计的核心能力国际认证，

其中考试的核心能力范围涵盖 60% 的专业知识与 40% 的就业技能。

该认证考核三大技术方向：

1) IT Pro（IT 基础架构）

2) Database（数据库）

3) Developer（软件开发）

MTA 国际认证是 IT 应用人才专业级的认证，获取该认证也是迈

向微软认可的技术专家（MCTS）的第一步。拥有一张 MTA 国际认证，

即可成为“微软认证专家”中的一员；可以拥有会员独享的优惠利益，

以及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微软认证专家分享经验。

对于渴望开创技术职业生涯，或者希望在业务上或其他技术

普及领域进一步谋求事业发展的个人来说，MTA 国际认证正是帮

助您开启 IT 生涯规划的起点应该获得的第一个证书，是参与微软

世界知名的技术认证计划（例如 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Developer，即 MCSD）的理想和首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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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TA 国际认证适用对象

MTA 国际认证计划专门面向刚开始接触 IT 和软件开发方面知识、

有兴趣在技术领域探索学术并作为职业生涯选项的中学及中学以上学

历的学生，并可轻松整合到现有的计算机课程中。该计划向学生提供

基础 IT 和开发方面的认证，作为获取 Microsoft 技术认证的起点。

4.3 MTA 考试科目

MTA 国际认证在上述三大方向下，细分为13个科目，它们分别为：

MTA 国际认证

考试代码 考试科目 证书名称

98-364 数据库管理 Database Fundamentals

98-366 网络管理 Networking Fundamentals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 HTML5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98-361 软件开发 C#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C# 

98-361 软件开发 VB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VB 

98-365 windows server 管理 Windows Server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98-367 网络安全 Security Fundamentals

98-368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 Mobility and Devices 

  Fundamentals

98-369 云计算基础 Cloud Fundamentals

98-381 Python 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98-382 JavaScript 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JavaScript 

98-383 HTML 和 CSS 的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HTML and CSS

98-388 Java 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Java

表 3.1  MTA 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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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TA 国际认证的价值

MTA 国际认证

考试代码 考试科目 证书名称

98-364 数据库管理 Database Fundamentals

98-366 网络管理 Networking Fundamentals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 HTML5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98-361 软件开发 C#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C# 

98-361 软件开发 VB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VB 

98-365 windows server 管理 Windows Server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98-367 网络安全 Security Fundamentals

98-368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 Mobility and Devices 

  Fundamentals

98-369 云计算基础 Cloud Fundamentals

98-381 Python 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98-382 JavaScript 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JavaScript 

98-383 HTML 和 CSS 的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HTML and CSS

98-388 Java 编程应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Java

MTA 国际认证科目对应岗位图

职业发展领域：
桌面或服务器基础架构 私有云

MCSE 
专家培训和认证

MCSA 
培训和认证

365：Windows Server 管理基础
366：网络基础
367：安全基础

375：HTML5应用程序开发
368：移动设备与云计算

369：云计算基础
381：Python编程应用

364：数据库基础

MTA  IT 基础架构方向

MCSA 
培训和认证

MCSE 
专家培训和认证

MCSD 专家培训和认证

职业发展领域：
数据平台管理 商业智能

职业发展领域：
Windows 应用程序开发   Web应用程序开发  应用程序生命周期

MTA  数据库方向

MTA  软件方向

MTA 国际认证能够帮助各个院校成为对行业证书有高需求的创

新提供商中的佼佼者，并且可以通过一系列简单、便捷且经济实惠的

入门级技术认证考试部署该计划。

MTA 国际认证能够帮助学生节省探索技术职业发展道路的时

间和资源投资，同时提供掌握高级知识以及完成未来职业深造所需

的职业基础和自信。除了向学生提供入门级 Microsoft 认证以外，

MTA 国际认证还是获得其他更高级的 Microsoft 技术认证（例如 

Microsoft Certified Solutions Developer ，即MCSD认证）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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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通过相应科目后可达到更高层级的证书，下图是 MCSD: App 

Builder 的获得方式，即要获得该证书，需要首先获得 MCSA：Web 

Application，MCSA 国 际 认 证 的 获 取 需 要 通 过 MTA(98-375)、

MCP(70-480)、MCP(70-486) 三门考试。

最值得 一提的是， MTA 国际 认证 一次 取证、 终身 可用！

APP BUILDER PATH

or

APP BUILDER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

480：Programming in Html5 
with JavaScript and CSS3 or
483:Programming in C#

486：Developing ASP.NET MVC
Web Applications

MCSA Web Applications

483:Programming in C#

MCSD App Builder Earned:2018

357:Developing Mobile Apps

MCSA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98-361 软件开发

Elective

MTA 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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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本章节从认证介绍、考试大纲、模拟题及解析三个方面详细介

绍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的科目。通过对这些资料的阅读，考生可

以明确各个考试科目的考试方向和考试题型，增加您通过考试的机会。

以下各科目的考试大纲，说明了该考试将考察考生完成下列技术任务

的能力。百分比表示各主要考察点在考试中所占的相对比重。百分比

越高，您在考试中可能遇到的此考察点相关题目就越多。

注意：考试题目可能会考察项目符号文本中说明的主题，

但不限于这些主题。

5.1  98-361 软件开发

5.1.1  软件开发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全称为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考

试代码为 98-361。本考试面向希望证明自身核心软件开发技能的

考生。建议考生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课程或学习 MSDN 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中的教程与示例来熟悉相关概念，积累本考试相关技

术的实践经验。考生应具备一定的 C# 或 Microsoft Visual Basic.

NET 经验。

5.1.2  软件开发考试大纲

1 了解核心编程（15-20%）

• 了解计算机存储和数据类型 

• 在计算机内存中计算机如何存储程序和指令，内存栈和堆，

各种数据存储类型的内存大小要求，数字数据和文本数据

• 了解计算机决策结构 

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16 微软 MTA 认证考试辅导指南

• 所有计算机编程语言中使用的各种决策结构；if 决策结构；

多个决策结构，例如 If ... Else 和 Switch / Select Case；

阅读流程图；决策表；评估表达

• 确定处理重复的适当方法 

• For 循环，While 循环，Do ... While 循环和递归

• 了解错误处理 

• 结构化的异常处理

2 了解面向对象的编程（20-25%）

• 了解类的基础知识 

• 属性，方法，事件和构造函数；如何创建一个类；如何在

代码中使用类

• 了解继承 

• 将基类的功能继承到派生类中

• 理解多态 

• 在继承自基类之后在类中扩展功能，覆盖派生类中的方法

• 了解封装 

• 创建隐藏其实现细节的类，同时允许通过接口访问所需的

功能，访问修饰符

3 了解一般的软件开发（15-20%）

• 了解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 应用程序生命周期阶段管理，软件测试
• 解释应用规范 

• 阅读应用程序规范并将其转换为原型，代码，选择适当的

应用程序类型和组件

• 了解算法和数据结构 

• 数组，堆栈，队列，链表和排序算法；各种数据结构的性

能影响；选择正确的数据结构

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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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 Web 应用程序（15-20%）

• 了解网页开发 
• HTML，层叠样式表（CSS），JavaScript

• 了解 Microsoft ASP.NET Web 应用程序开发 
• 页面生命周期，事件模型，状态管理，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编程

• 了解网络托管 
• 创建虚拟目录和网站，部署 Web 应用程序，了解 Internet

信息服务的作用

• 了解 Web 服务 
• 由客户端应用程序所使用的 Web 服务，从客户端应用程序

访问 Web 服务，SOAP 和 Web 服务定义语言（WSDL）

 

5 了解桌面应用程序（15-20%）

• 了解 Windows 应用程序 
• 商店应用的用户界面设计指南类别、特征和功能，识别手势

• 了解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 
• 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的特性和功能

• 了解 Windows 服务 
• Windows 服务的特性和功能

6 了解数据库（15-20%）

• 了解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 数据库产品的特点和功能，数据库设计，实体关系图（ERD），

标准化概念

• 了解数据库查询方法 
• 结构化查询语言（SQL），创建和访问存储流程，更新数

据和选择数据

• 了解数据库连接方法 
• 连接到各种类型的数据存储，如平面文件； XML 文件；内

存中的对象；资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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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软件开发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定义以下函数：

private static int Printer(int j)

{

for(var i = j; i>0; i=Printer(i-1))

{

    Console.Write(i);

}

return j;

}

控制台在下面的代码行之后将显示什么？

Printer(2);

210

2121

2101

211

解析：

当执行 Printer(2) 时，在 for 循环里第一步首先执行 i 的赋值，变

量 i 被赋值为 2；第二步对条件进行判断，满足条件；第三步执行

Console.Write(i) 代码行，屏幕输出显示 2；第四步执行 i 的重新赋

值，只不过这次用 Printer(i-1) 的返回值对 i 进行赋值，这时候会执

行 Printer(1) 函数，循环执行上述步骤，屏幕会输出显示 1，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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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无需更改

图书馆

插入

解析：

冒泡排序指的是重复地走访要排序的元素，依次比较相邻两个元素，

如果他们的顺序错误就把他们调换过来，直到没有元素再需要交换，

排序完成。这个算法的名字由来是因为越小 ( 或越大 ) 的元素会经由

交换慢慢“浮”到数列的顶端。插入排序指的是在一个已经排序好的

数据序列中插入一个新的数据，使得新插入位置之前的所有数据都小

最初 for 循环里的变量 i 的值为 1；再次对循环条件进行判断，依然

满足，屏幕会再次输出 1；然后使用 Printer(0) 对 i 再次赋值，执行

Printer(0) 时由于不满足 for 循环条件，屏幕没有输出显示但是返回

0 对最初 for 循环里的变量 i 再次赋值，此时不再满足循环条件，for

循环结束。综上所述，屏幕显示为 211。

2. 本问题要求您评估带下划线的文本来判断其对错。

冒泡排序算法将逐步通过要进行排序的列表，对相邻的项进行

比较，如果两个项的顺序错误，则交换他们的位置。

说明：请检查带下划线的文本。如果该文本使得表述语句正确，

请选择“无需更改”。否则，请选择使表述语句正确的答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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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插入的数据，新插入位置之后的所有数据都大于新插入的数据。其

他两项非排序算法，题干描述的即是冒泡排序的内容，故选择无需更改。

3. 您需要在类中创建一个属性。类的使用者必须能够读取该

属性的值。类的使用者不得为该属性写入值。

您应采用哪个属性过程？

Return

Let

Set

Get

解析：

return 是 C# 中的返回语句，用于指定函数的返回值或者作为函数的

结束语句。let 关键字用于创建一个新的范围变量并通过提供的表达

式结果初始化该变量。 使用值进行初始化后，范围变量不能用于存

储另一个值。面向对象的编程一般使用属性私有化，行为公开化的编

程规则，Get/Set 作为一对方法用于属性的读取和赋值。题干要求只

能读取不得写入，故只能使用 Get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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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SQL 是数据库的结构化查询语言，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询、更新和

管理关系数据库系统。包含 6 个部分：数据查询语言（DQL）、数

据操作语言（DML）、事务处理语言（TPL）、数据控制语言（DCL）、

数据定义语言（DDL）以及指针控制语言（CCL）。题中 SELECT、

FROM、WHERE 均属于数据查询语言，是 SQL 关键字。

2 多选题

1. 哪三个选项是有效的 SQL 关键字？

请选择三个答案。

SELECT

WHAT

FROM

WHERE

GET

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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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正在开发一个 C# 程序。

您想要通过使用逻辑条件而不是仅使用数字数据或分组数据

来控制循环。您应使用哪两个重复构造？请选择两个答案。

while 循环

do…while 循环

for 循环

foreach 循环

解析：

程序结构有顺序、分支、循环三种。C# 提供了以下三种循环类型：

while 循环，指当条件为真时，重复执行语句或语句组。do…while

循环与 while 循环类似，只是执行过循环主题以后才进行条件判断。

for/foreach 循环一般用于确定次数的循环主体执行。根据题目要求，

应该选择 A、B 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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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C# 中，“is a”表示一种继承关系，用于表示类与类之间的继承关系、

接口与接口之间的继承的关系以及类对接口实现的关系。“has a”

表示一种复合关系，是关联关系的一种，是整体和部分（通常为一个

私有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用于把一个类的对象看成另一个类的

成员。继承可通过子类创建子对象，复合可通过实例化某类给成员变

量赋值创建子对象。

类之间的“is a”关系是指复合。                               

类之间的“has a”关系是指继承。                              

复合和继承均允许您创建子对象。  

3 判断题

否是行为描述 

1.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

如果语句表述正确，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

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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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XHTML 是可扩展超文本标记语言，表现方式与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类似，不需要编译，直接由浏览器执行，是更严谨更纯净

的 HTML 版本。其语法有如下要求：

a. 所有的标记都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结束标记；

b. 所有标签的元素和属性的名字都必须使用小写；

c. 所有的 XML 标记都必须合理嵌套；

d. 所有的属性必须用引号 "" 括起来；

e. 所有特殊符号都要使用实体引用；

f. 所有属性都必须有一个值，没有值的就重复本身。

XHTML 属性名称必须为大写 。  

XHTML 属性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禁止 XHTML 属性最小化。        

否是表述语句

2.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

如果语句表述正确，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

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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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declaration

methoddeclaration

constructor

method call

public Sandwich()

private String breadType;

public void toastBread()

bool done = toastInt();

constructor

property declaration

method declaration

method call

4 拖拽题

1. 你开发以下 C# 程序代码。

public class Sandwich{

private String breadType;

public Sandwich(){

    breadType = “wheat”;

}

public void toastBread(){

    bool done = toastIt();

}

}

将类组成部分与代码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列中的相应类组成部分拖动到代码表示

形式。每个类组成部分可使用一次、多次或不适用。您可能需要拖

动窗格之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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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property declaration 意为属性的声明，method declaration 意为

方法的声明，constructor 意为构造方法，method call 意为方法的

调用。在 C# 语法中，构造方法与类同名没有返回值，一般方法定义

时的语法为：

访问控制修饰符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参数列表）

{

    方法体

} 

5.2  98-364 数据库管理

5.2.1  数据库管理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全称为 Database Fundamentals，考试代码为 98-

364。本考试面向希望证明自身数据库相关入门知识和技能的考生，

包括 Microsoft SQL Server 等关系数据库。数据库是所有程序应用

的核心，结构化查询语言（SQL）是一种数据库查询和程序设计语言，

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询、更新和管理关系数据库系统，在关系数据库

中是一个通用的范畴。考生通过了本认证即说明具备了对大多数关系

数据库的运用能力。

建议考生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课程或学习 MSDN 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中的教程与示例来熟悉相关概念，积累本考试相关技

术的实践经验。尽管建议具备最低限度的实践经验，但工作经验并非

这些考试的前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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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数据库管理考试大纲

1 了解核心数据库概念（20-25%）

• 了解数据如何存储在表中 

• 了解表格是什么以及它与将要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的关

系；列 / 字段，行 / 记录

• 理解关系数据库的概念 

• 了解关系数据库是什么，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

的需求以及如何建立关系

• 了解数据操作语言（DML） 

• 了解 DML 是什么以及它在数据库中的作用

• 了解数据定义语言（DDL） 

• 了解如何使用 T-SQL 来创建数据库对象，如表和视图

2 创建数据库对象 (20-25%)

• 选择数据类型 

• 了解有哪些数据类型，为什么数据类型很重要，以及它们

如何影响存储需求

• 了解表格以及如何创建表格 

• 建立表格的目的；通过使用适当的 ANSI SQL 语法在数据

库中创建表格

• 创建视图 

• 了解何时使用视图以及如何使用 T-SQL 或图形设计器创建视图

• 创建存储流程和函数 

• 选择、插入、更新或删除数据

3 操作数据（25-30%）

• 选择数据 

• 利用 SELECT 查询从一个表中提取数据，使用 JOIN 提取数

据，使用 UNION 和 INTERSECT 合并结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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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数据 

• 了解如何将数据插入到数据库中，以及如何使用 INSERT

语句

• 更新数据 

• 了解如何在数据库中更新数据以及如何使用适当的 UPDATE

语句将更新的数据写入数据库中，使用表进行更新

• 删除数据 

• 从单个或多个表中删除数据，通过使用 TRANSACTION 确

保数据和参照完整性

4 了解数据存储 （15-20%）

• 了解标准化 

• 了解标准化的原因，五个最常见的标准化水平，如何将数

据库标准化到第三范式

• 了解主键，外键和组合键 

• 了解数据库中确定键的原因，选择合适的主键，为键选择

适当的数据类型，为组合键选择适当的字段，了解外键和

主键之间的关系

• 了解索引 

• 了解群集和非群集索引及其在数据库中的用途

5 管理数据库（10-15%）

• 了解数据库安全概念 

• 理解保护数据库的必要性，可以保护哪些对象，应该保护

哪些对象，用户帐户和角色

• 了解数据库备份和恢复 

• 了解各种备份类型，如完整和增量备份，备份的重要性，

如何恢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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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数据库管理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您正在编写 SELECT 语句来查找名称中包含特定字符的

某种产品。

应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哪个关键字 ?

2. 本问题要求您评估带下划线的文本来判对错。

CREATE TABLE 命令将刪除一个或多个表定义以及这些表的所

有数据、索引、触发器、约束和权限规定。

说明：请查看带下划线的文本。如果该文本使得表述语句正确，

请选择“无需审改”。否则 , 请选择使表述语句正确的答案选项。

INCLUDES

LIKE

FIND

BETWEEN

解析：

include 是 SQL Server 索引中的一种，表示索引中包含查询字段，

like 是一个模糊查询指令，和通配符一起用在 where 子句中搜索列

中的指定模式，find 不是 SQL Server 语言中的关键字，between 

通常和 and 一起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用于选取介于两个值之间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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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TABLE

ALTER TABLE

TRUNCATE TABLE

无需更改。

解析：

create table 是建立见表语句，用于在数据库中创建一张数据表，

drop table 是删除表命令，删除数据库里的表同时和表相关的一些

对象也会被删除，alter table 是修改表结构命令，比如修改某列的

数据类型、增加一列等，truncate table 是清空表数据命令，只是删

除定义并不会删除数据库对象。

2 多选题

1. 您正在编写一条 SQL 语句以创建表。

哪两个 SQL 关键字可在 CREATE TABLE 语句中使用 ?

请选择两个答案。

CONSTRAINT

INSERT INTO

PRIMARY KEY

ORDER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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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constraint 是 SQL 的约束，可以在建表时使用，insert into 语句用

于向表中插入行，不能在建表时使用，primary key 用于定义主键，

可以在建表的时候进行，order by 是 DQL 语句，用于对查询出来的

数据根据某一列进行排序，不能在建表时使用。

解析：

VARCHAR 在 SQL 中是变长数据类型，可以保存可变长度的字符串。

NUMERIC 和 Decimal 同义，是精确的数据存储类型。除了小数以

外还可以存整数。INT 是使用整数数据的精确数字数据类型，只能存

储整数。 

VARCHAR 数据类型只包含数字字符。    

NUMERIC 数据类型只包含具有小数位的数字。    

INT 数据类型只包含整数。 

3 判断题

否是表述语句

1. 说明 : 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

如果语句表述正确 , 则选择“是”; 表述错误则选择“否 "。

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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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数据库备份是整个数据库中所有数据的副本。   

      

事务日志备份将备份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        

       

差异备份只复制自上次完整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数据。

文件或文件组还原可指定要恢复的数据库部分。           

否是行为描述 

2.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

如果语句表述正确 , 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

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完整数据库备份对整个数据库进行备份。这包括对部分事务日志进行

备份，以便能够恢复完整数据库备份。事务日志是用来记录数据库更

新情况，可以记录针对数据库的任何操作，将独立的结果保存在独立

的文件中。事务日志备份不会备份所有数据。差异备份基于差异备份

所包含数据的前一次最新完整备份。差异备份仅捕获自该次完整备份

后发生更改的数据。SQL 文件组就是文件的逻辑集合，这样可以方

便数据的管理和分配。通过在 SQL 语句中指定文件名或文件组名可

以还原指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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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ID StudentName CourseID

1 Brad 4

2 Joe 1

3 Susan 2

CourseID CourseName

1 Math

2 Science

3 Geography

4 Reading

5 History

请将 CourseName 与 StudentName 进行匹配。

说明：

若 要 答 题， 请 将 左 侧 列 中 的 CourseName 拖 到 右 侧 对 应 的

StudentName。每个 CourseName 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

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

一次得一分。

4 拖拽题

1. 您有两个定义如下的数据库表。

第一个表包含有关学生的信息。第二个表包含有关课程的信息。

这两个表通过 Course ID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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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Geography

                                       

History

                                      

Reading

                                                                             

Science

Math

 答案区

StudentName CourseName

Brad Reading

Joe Math

Susan Science

解析：

根据 StudentName，在 Student 表中查到对应的 CourseID，根

据 CourseID 在 Course 表中找到对应的课程名称，最后在课程名

称列找到相应科目并拖拽到答案区的相关位置即可。如 Brad 对应的

CourseID 是 4，在 Course 表里查到 4 对应的名称是 Reading，把

Reading 从课程名称列里拖到 Brad 的后方即可。

2. 您有一个数据库表，其中存储关于学生考勤的信息。

还有一个按如下方式定义的数据集。

StudentName GradeLevel DaysAbsent

John 12 2.5

Holly 12 0.0

David 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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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BIT

                                       

DATETIME

                                      

DECIMAL

                                                                             

INT

VARCHAR

CHAR

 答案区

列名称 数据类型

StudentName VARCHAR

GradeLevel INT

DaysAbsent DECIMAL

解析：

根据题干要求：StudentName 要包含一个字符串，并且长度不固定，

使用 VARCHAR 数据类型；GradeLevel 只能是一个整数并且数值较

小，使用 INT 数据类型；DaysAbsent 包含一位小数，要使用浮点

数据类型，固选择 DECIMAL。

您有以下要求：

•StudentName 必须包含一个字符串。

•GradeLevel 只能是一个整数。

•DaysAbsent 可以是包含一位小数的数字。

请将数据类型与列名称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列中的数据类型拖到右侧对应的列名称上。

每个数据类型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

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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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98-365 Windows Server 管理

5.3.1  Windows Server 认证介绍

本 考 试 的 全 称 为 Windows Server Administration Funda-

mentals，考试代码为 98-365。本考试面向希望证明自身具备

Windwos Server 管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考生，包括基于 Windows

的网络、活动目录、账户管理以及系统恢复工具的使用以及其他与

Windows Server 管理相关的概念和技术。建议考生通过参加相关培

训课程或学习 MSDN 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中的教程与示例

来熟悉相关概念，积累本考试相关技术的实践经验。尽管建议具备最

低限度的实践经验，但工作经验并非这些考试的前提要求。

5.3.2  Windows Server 考试大纲

1 了解服务器安装（10-15%）

• 了解设备驱动程序

• 安装，删除，禁用，更新 / 升级，回滚，故障排除，即插即用，

IRQ，中断，驱动程序签名

• 了解服务

• 服务状态，启动类型，恢复选项，延迟启动，服务运行方

式设置，停止或暂停服务，服务帐户，依赖关系

• 了解服务器安装选项

• 选择正确的操作系统版本选项；交互式安装； 使用 WDS 自

动安装； 执行无人值守安装； 执行升级，清理安装和迁移

2 了解服务器角色（25-30%）

• 确定应用程序服务器

• 邮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协作服务器，监控服务器，

威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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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Web 服务

• IIS，WWW 和 FTP，单独的工作进程，添加组件，站点，端口，

SSL，证书

• 了解远程访问

• 远程协助，远程管理工具，远程桌面服务，许可，RD 网关，

VPN，应用程序虚拟化，多个端口

• 了解文件和打印服务

• 本地打印机，网络打印机，打印机池，Web 打印，Web 管理，

驱动程序部署，文件，文件夹，共享许可与权限，审核，

打印作业管理

• 了解服务器虚拟化

• 虚拟内存，虚拟网络，快照和保存状态，物理到虚拟转换，

虚拟到物理转换

3 了解活动目录（20-25%）

• 了解帐户和组
• 域帐户，本地帐户，用户配置文件，计算机帐户，组类型，

默认组，组范围，组嵌套，了解 AGDLP 和 AGUDLP 进程

以帮助实现嵌套

• 了解组织单位和容器

• OU 目标，容器目的，授权，默认容器，不同容器对象的使用，

默认隐藏和可见容器

• 了解活动目录 (Active Directory) 基础结构

• 域控制器，森林，子域，操作主机角色，域与工作组，信

任关系，功能级别，命名空间，站点，备份，模式

• 了解组策略

• 组策略处理，组策略管理控制台，计算机策略，用户策略，

本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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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存储（10-15%）

• 识别存储技术及其典型使用场景

• 不同存储拓扑的优点和缺点，光纤通道，iSCSI 硬件

• 了解 RAID 冗余

• RAID 0，RAID 1，RAID 5，RAID 10 及其组合，硬件和

软件 RAID

• 了解磁盘类型

• 固态硬盘（SSD）和硬盘驱动器（HDD）类型与比较，

ATA 基本磁盘，动态磁盘，安装点，文件系统，安装虚拟

硬盘，分布式文件系统

5 了解服务器性能管理（10-15%）

• 确定主要服务器硬件组件

• 内存，磁盘，处理器，网络，32 位和 64 位架构，可移动

驱动器，图形卡，冷却，电源使用，端口

• 了解性能监视

• 方法，程序，网络影响，CPU，内存和磁盘，创建基准，

性能监视器，资源监视器，任务管理器，性能计数器

• 了解日志和警报，事件查看器

• 性能日志和警报的用途

6 了解服务器维护（15-20%）

• 确定启动过程中的步骤

• BIOS，UEFI，TPM，引导程序，引导加载程序，MBR，

boot.ini，POST，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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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业务连续性

• 备份和还原，灾难恢复规划，集群，AD 恢复，文件夹重定

向，数据冗余，不间断电源（UPS）

• 了解更新

• 软件，驱动程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Windows 更新，

Windows 服务器更新服务（WSUS）

• 了解故障排除方法

• 流程，程序，最佳实践； 系统的与具体的方法，“性能监

测器”，“事件查看器”，“资源监测器”，“信息技术

基础架构库”，中央日志，事件过滤，默认日志

5.3.3  Windows Server 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若要打印到本地打印机或网络打印机，计算机需要什么？

500 GB 的可用磁盘空间

打印机设备驱动程序

1GB 的 RAM

管理工具

解析：

驱动程序一般指的是设备驱动程序（Device Driver），是一种可以

使计算机和设备通信的特殊程序。相当于硬件的接口，操作系统只有

通过这个接口，才能控制硬件设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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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 32 位操作系统相比，64 位操作系统的优点是什么？

3. 若要更改一台计算机的启动设备顺序，您应该使用：

硬件更便宜

可访问的 RAM 量更大

设备驱动程序更多

应用程序更兼容

设备管理器

BIOS 设置

计算机策略

磁盘管理

解析：

CPU 的位是指一次性可处理的数据量是多少，1 字节 =8 位，32 位

处理器可以一次性处理 4 个字节的数据量。32 位操作系统针对的 32

位的 CPU 设计的。64 位操作系统系统是指特别为 64 位架构计算机

系统而设计的操作系统。64 位操作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理论上是 32

位操作系统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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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设备管理器是一种管理工具，可用它来管理计算机上的设备。可以使

用“设备管理器”查看和更改设备属性、更新设备驱动程序、配置设

备设置和卸载设备。

BIOS 是英文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的缩略词，直译过来后

中文名称就是 "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

上一个 ROM 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

的程序、开机后自检程序和系统自启动程序，它可从 CMOS 中读写

系统设置的具体信息，也可以设置或修改启动设备的顺序。

组策略（Group Policy）是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管理员为用户

和计算机定义并控制程序、网络资源及操作系统行为的主要工具。本

地安全策略，是指对登陆到计算机上的账号定义一些安全设置，在没

有活动目录集中管理的情况下，本地管理员必须为计算机进行设置以

确保其安全。

磁盘管理是一项计算机使用时的常规任务，它是以一组磁盘管理应用

程序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的，它们位于 " 计算机管理 " 控制台中．它包

括查错程序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以及磁盘整理程序。

根据题目要求，要更改启动设备的顺序，应该选择 BIO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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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哪 两 项 功 能 是 升 级 到 Windows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的优点？（请选择两个答案）

2. 哪两种类型是 Windows 服务器群集类型？

（请选择两个答案）

支持附加的 RAID 级别

支持附加的 RAM

支持附加的处理器

支持附加的磁盘分区

网络负载平衡（NLB）

共享服务

故障转移

解析：

企业版与标准版的主要区别在于企业版支持高性能服务器，并且可以

群集服务器，以便处理更大的负荷。通过这些功能实现了可靠性，有

助于确保系统即使在出现问题时仍可用。在一个系统或分区中最多支

持八个处理器，八节点群集，最高支持 32GB 的内存。故应该选择 B、

C 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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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群集由通过输入 / 输出系统互联的若干服务器构成。这些服务器连接

到存储介质中，由分布资源管理软件（DRM）进行管理。服务器群

集技术最主要的应用即在于网络负载平衡的功能。网络负载平衡使用

两台或更多台一起工作的主机计算机组成的群集，为服务器提供了高

可用性和高伸缩性。如果某个主机发生故障或脱机，则网络负载平衡

通过将传入的网络通信重定向到工作的群集主机，从而带来了高可用

性。根据题目要求，应该选择 A、C。

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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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98-366 网络管理

5.4.1  网络管理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全称为 Networking Fundamentals，考试代码为 98-

366。本考试旨在为考生提供其对基础网络概念知识的评估。

本考试的考生寻求证明他们的基本网络知识和技能。参加这门

考试之前，考生应充分掌握本备考指南中所列主题的基础知识。建议

考生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课程熟悉这里介绍的概念和技术。考生应具有 

Windows Server、基于 Windows 的网络、网络管理工具、DNS、

TCP / IP、名称解析过程以及网络协议和拓扑结构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5.4.2  网络管理考试大纲

1 了解网络基础架构（30-35%）

• 了解互联网、内联网和外联网的概念 

• 虚拟专用网（VPN），安全区域，防火墙

• 了解局域网（LAN） 

• 周边网络；寻址；本地使用的保留地址范围（包括本地环

回 IP），VLAN；有线局域网和无线局域网

• 了解广域网（WAN） 

• 租 用 专 线， 拨 号，ISDN，VPN，T1，T3，E1，E3，

DSL，电缆等，及其特点（速度，可用性）

• 了解无线网络 

• 无线网络标准类型及其特性（802.11a，b，g，n，包括不

同 Ghz 范围），网络安全类型（WPA，WEP，802.1X 等），

点对点（P2P）无线，无线桥接

• 了解网络拓扑和访问方法 

• 星，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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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网络硬件 (20-25%)

• 了解交换机 

• 传输速度，端口数量和类型，上行链路数量，上行链路速度，

托管或非托管交换机，VLAN 功能，第 2 层和第 3 层交换

机和安全选项，硬件冗余，支持，底板速度，交换类型和 

MAC 位址表，了解集线器与交换机的功能

• 了解路由器 

• 传输速度考虑因素，直连路由，静态路由，动态路由（路

由协议），默认路由；路由表以及它如何选择最佳路由；

路由表存储器，网络地址转换（NAT），Windows Server 

中的软件路由；服务质量（QoS）

• 了解介质类型 

• 电缆类型及其特点，包括介质段长度和速度；光纤；双绞

屏蔽或非屏蔽； catxx 布线，无线；对外部干扰的敏感性（机

械和电力电缆）；易受电（闪电），易受拦截

3 了解协议和服务（45-50%）

• 了解“开放系统互连”（OSI）模型 

• OSI 模型；传输控制协议（TCP）模型；设备、协议、应用程序

及其所属的 OSI / TCP层的示例； TCP 和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知名端口用于大多数用途（不一定是互联网）；数据包和帧

• 了解 IPv4 

• 子网划分，IPconfig，为什么要使用互联网协议版本 4

（Ipv4），寻址，ipv4toipv6 隧道贯穿协议以确保向后兼容，

双 IP 堆栈，子网掩码，网关，端口，数据包，本地使用的

保留地址范围（包括本地环回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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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IPv6 

• 子 网 划 分，IPconfig， 为 什 么 使 用 IPv6， 寻 址，

ipv4toipv6 隧道贯穿协议来确保向后兼容，双 IP 堆栈，子

网掩码，网关，端口，数据包，本地使用的保留地址范围（包

括本地环回 IP）

• 了解名称解析 

• DNS，Windows Internet 名称服务（WINS），名称解析

过程中的步骤

• 了解网络服务 

•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远程访问

• 了解 TCP/IP 

• 工 具（ 如 ping），tracert，pathping，Telnet，IPcon-

fig，netstat，本地使用的保留地址范围（包括本地环回 

IP），协议

5.4.3  网络管理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100Base-T 以太网电缆上使用的接头类型是：

TNC

RJ-45

RJ-11

B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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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问题要求您评估带下划线的文本来判断其对错。

802.11a、b、g 和 n 这四种 IEEE 标准统称为移动和临时网络。

如果带下划线的文本使得表述语句不正确，请选择正确的答案。

如果带下划线的文本使得表述语句正确，请选择“无需更改”

蓝牙

无需更改

WiFi

WiMAX

解析：

100Base-T 是一种以 100Mbps 速率工作的局域网（LAN）标准，

它通常被称为快速以太网标准，并使用 UTP（非屏蔽双绞线）铜质

电缆。 RJ-45 连接器由插头和插座组成，插头有 8 个凹槽和 8 个触

点，笔记本上使用的就是 RJ-45 连接器。RJ-11 接口是网络电话接口，

家中或办公室的电话里是这种接口。BNC 接口是一种卡扣配合型连

接器，TNC 是一种螺纹连接的 RF 连接器。100Base-T 以太网电缆

使用的是 RJ-45 型接口。

解析：

IEEE 802.11 是无线局域网通用的标准，它是由 IEEE 所定义的无线

网络通信的标准。Wi-Fi 是一个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品牌，由 Wi-Fi

联盟所持有。目的是改善基于 IEEE 802.11 标准的无线网路产品之间

的互通性。WiMAX 也叫 802•16 无线城域网或 802.16。WiMAX 是

一项新兴的宽带无线接入技术，能提供面向互联网的高速连接。

802.11a、b、g、n 四种标准统称为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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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光纤电缆有哪两个特征？（请选择两个答案。）

2. 对于用户的域密码，您应该建议其具备哪两个特征？

（请选择两个答案。）

支持拼接

需要对终接器进行抛光

需要金属导管

导电

难以猜测

随机生成

包括 Unicode 字符

易于记忆

解析：

光纤电缆（optical fibre cable）是一种通信电缆，由两个或多个

玻璃或塑料光纤芯组成，这些光纤芯位于保护性的覆层内，由塑料

PVC 外部套管覆盖。电缆传输的是电信号，光纤传输的是光信号。

由于是使用光信号进行信息传输，所以不需要金属导管也并不一定要

求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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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题

1. 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

如果语句表达正确，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

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密码必须容易记忆。前者用来防止其他用

户侵入，后者确保自己可以进入。

解析：

IPv6 是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的 缩 写， 其 中 Internet 

Protocol 译为“互联网协议”。IPv6 是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设计的用于替代现行版本 IP 协

议（IPv4）的下一代 IP 协议。

IPv6 的 地 址 长 度 为 128b， 是 IPv4 地 址 长 度 的 4 倍， 划 分 为 8

位 块， 采 用 十 六 进 制 表 示。 如 ABCD:EF01:2345:6789:ABCD:

EF01:2345:6789。

易于增量

IPv6 地址长度为 64 位。  

IPv6 地址划分为 8 位块。

IPv6 地址是由点分隔的十进制表示法。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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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类型

Extranet

Internet

Intranet

Extranet

Intranet

Internet

答案区

允许出于特定业务或教育目的进

仅允许组织内的用户访问的网络

一系列互联网络

4 拖拽题

1. 将每个网络类型与其相应的定义进行匹配。

需要答题，请将左侧中的网络类型拖到右侧对应的定义上。每个网

络类型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者不使用。每正确匹配一次得一分。

解析：

Internet 是由那些使用公用语言互相通信的计算机连接而成的全球

网络。Intranet 称为企业内部网，或称内部网、内联网、内网，是一

个使用与因特网同样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它通常建立在一个企业或组

织的内部并为其成员提供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等服务，可以说 Intranet

是 Internet 技术在企业内部的应用。

Extranet 是一个使用 Internet/Intranet 技术使企业与其客户和其它

企业相连来完成其共同目标的合作网络，可看作是一个能被企业成员

访问或与其它企业合作的企业 Intranet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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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98-367 网络安全

5.5.1  网络安全认证介绍

本 考 试 的 全 称 为 Security Fundamentals， 考 试 代 码 为 98-

367。本考试将考察考生的基本安全知识和技能。本考试还可作为通

向 Microsoft 认证解决方案专员 (MCSA) 考试的敲门砖。建议考生

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课程熟悉这里介绍的概念和技术。考生应具备一定

的 Windows Server、基于 Windows 的网络、Active Directory、

防恶意产品、防火墙、网络拓扑与设备和网络端口方面的实践经验。

5.5.2  网络安全考试大纲

1 了解安全层（25-30%）

• 了解核心安全原则

• 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威胁和风险将对原则产生怎样的

影响；最小特权原则；社会工程；攻击面分析；威胁建模

• 了解物理安全

• 网站安全；计算机安全；可移动设备和驱动器；访问控制；

移动设备安全；按键记录器

• 了解 Internet 安全

• 浏览器安全设置；安全网站

• 了解无线安全

• 特定安全类型的优势和不足；密钥；服务集标识符 (SSID)；

MAC 筛选器

2 了解操作系统安全（35-40%）

• 了解用户身份验证

• 多因素身份验证；物理和虚拟智能卡；远程身份验证拨入用户

服务 (RADIUS)；生物识别技术；使用运行方式执行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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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权限

• 文件系统权限；共享权限；注册表；Active Directory；启

用或禁用继承；当在同一磁盘内或另一个磁盘中移动或复

制文件时的行为；具有不同权限的多个组；基本权限和高

级权限；获取所有权；委派；继承

• 了解密码策略

• 密码复杂性；帐户锁定；密码长度；密码历史记录；密码

更改时间间隔；使用组策略强制实施；常见攻击方法；密

码重置过程；保护域用户帐户密码

• 了解审核策略

• 审核类型；可审核内容；启用审核；针对特定目的应审核

的内容；审核信息的保存位置；如何保护审核信息

• 了解加密

• 加密文件系统 (EFS)；EFS 加密的文件夹对文件移动 / 复制

的影响；BitLocker (To Go)；TPM；基于软件的加密；邮

件加密和签名及其他应用；虚拟专用网 (VPN)；公钥 / 私钥；

加密算法；证书属性；证书服务；PKI/ 证书服务基础结构；

令牌设备；锁定设备以运行仅受信任的应用程序

• 了解恶意软件

• 缓冲区溢出；病毒，多态病毒；蠕虫；特洛伊马；间谍软件；

勒索软件；广告软件；rootkit；后门程序；零天攻击

3 了解网络安全（20-25%）

• 了解专用防火墙

• 硬件防火墙的类型及其特征；何时使用硬件防火墙，而非

软件防火墙；有状态与无状态防火墙检查；安全合规性管

理器；安全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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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网络隔离

• 路由；蜜罐；外围网络；网络地址转换 (NAT)；VPN；

IPsec；服务器和域隔离

• 了解协议安全

• 协议欺骗；IPsec；隧道；DNSsec；拒绝服务 (DoS) 攻击；

网络探查；常见攻击方法

4 了解安全软件（15-20%）

• 了解客户端保护

• 防病毒；防止安装不需要的软件；用户帐户控制 (UAC)；

保持客户端操作系统和软件更新；加密脱机文件夹，软件

限制策略；最小特权原则

• 了解电子邮件保护

• 反垃圾邮件，防病毒，欺骗，网络钓鱼，域欺骗；客户端

与服务器保护；发件人策略框架 (SPF) 记录；PTR 记录

• 了解服务器保护

• 服务分离；强化；保持服务器更新；安全动态域名系统 (DNS) 

更新；禁用不安全的身份验证协议；只读域控制器 (RO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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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网络安全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网络钓鱼是尝试：

2. 电子邮件炸弹通过以下哪一项来攻击某个特定实体：

通过授权用户来限制对电子邮件系统的访问权限

通过使用网络入侵窃取数据

通过使用病毒来损坏电子邮件数据库

通过伪装成可信实体来获得信息

跟踪电子邮件到目标地址

发送大量的电子邮件

触发高级别的安全警报

解析：

网络钓鱼指通过大量发送声称来自于银行或其他知名机构的欺骗性垃

圾邮件，意图引诱收信人给出敏感信息的一种攻击方式。最典型的网

络钓鱼攻击将收信人引诱到一个通过精心设计与目标组织的网站非常

相似的钓鱼网站上，并获取收信人在此网站上输入的个人敏感信息，

通常这个攻击过程不会让受害者警觉。所以应该选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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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neypot 的目的是：

将黑客吸引到特定系统

使病毒与网络隔离

捕获软件错误

将通信重定向到特定 IP 地址

解析：

蜜罐技术（Honeypot）是一种对攻击方进行欺骗的技术，通过布置

一些作为诱饵的主机、网络服务或者信息，诱使攻击方对它们实施攻

击，从而可以对攻击行为进行捕获和分析，了解攻击方所使用的工具

与方法，推测攻击意图和动机，能够让防御方清晰地了解他们所面对

的安全威胁，并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来增强实际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到 A 选项是正确答案。

解析：

电子邮件炸弹是最古老的匿名攻击之一，通过设置一台机器不断的大

量的向同一地址发送电子邮件，攻击者能够耗尽接受者网络的宽带。

故应该选择 B 选项。 

将所有电子邮件重定向到另一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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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IPSec 如何保护通信？（请选择两个答案）

加密数据负载

对 IP 标头进行验证

组织未经授权的内容传输

将数据包路由到一个安全通道

安全地存储网络私钥

解析：

IPSec（Internet Protocol Security）是安全联网的长期方向。它

通过端对端的安全性来提供主动的保护以防止专用网络与 Internet 

的攻击。在通信中，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才是唯一必须了解 IPSec 

保护的计算机。IPSec 的公钥加密用于身份认证和密钥交换。公钥

加密，也被称为 " 不对称加密法 "，即加解密过程需要两把不同的

密钥，一把用来产生数字签名和加密数据，另一把用来验证数字签

名和对数据进行解密。Hash 信息验证码 HMAC（Hash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s）验证接收消息和发送消息的完全一致性（完

整性）。综上所述，应该选择 A、B 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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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启用以下哪两项 Cookies 可以影响安全性：
（请选择两个答案）

安全套接字层（SSL）

网站跟踪浏览习惯

存储网站密码

更高的安全网站保护

解析：

Cookie 的目的是为用户带来方便，为网站带来增值，一般情况下

不会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Cookie 文件不能作为代码执行，也不

会传送病毒，它为用户所专有并只能由创建它的服务器来读取。

另外，浏览器一般只允许存放 300 个 Cookie，每个站点最多存放

20 个 Cookie，每个 Cookie 的大小限制为 4KB。但是 Cookie 记

录了用户的帐户 ID、密码之类的信息，如果被人截获并向服务器

提交并且通过验证，就可以冒充受害人的身份登陆网站。所以，应

该选择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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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98-368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

5.6.1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全称为 Mobility and Devices Fundamentals，考试

代码为 98-368。本考试的考生具有 Windows 设备和移动性的基本

知识。考生应具备一些关于 Windows 设备、基于 Windows 的网络、

活动目录、反恶意软件产品、防火墙、网络拓扑和设备以及网络端口

的实践经验。建议您在安排考试之前通读这份辅导指南，利用 www.

enewsedu.com 网站中的资源熟悉相关信息、查看典型考题形式的

讲解，并获得其他备考资源。

5.6.2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考试大纲

1 了解设备配置（20-25%）

• 配置设备选项 

• 描述 Microsoft 帐户，配置控制面板，配置系统选项

• 配置桌面设置 

• 配置“开始”菜单、配置文件、显示设置、快捷方式以及组

配置和功能

• 配置驱动器加密 

• 配置 BitLocker，准备文件加密

• 配置更新 

• 描述 Windows Update，描述应用程序更新，描述设备系

统更新

2 了解数据访问和管理（20-25%）

• 描述云存储服务 

• 描 述 OneDrive、Microsoft Azure 存 储、OneNote、

Outlook 和 Offic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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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本地存储 

• 描述存储空间和存储池

• 描述文件系统 

• 描述 FAT，FAT32，exFAT，NTFS 和弹性文件系统概述（ReFS）

• 描述文件和打印共享 

• 描述 NTFS 和共享权限、HomeGroup、打印驱动程序和有

效权限；创造公共、基本和高级的分享；映射驱动

• 描述数据加密 

• 描述加密文件系统（EFS）；描述 EFS 加密的文件夹如何影

响移动和复制文件；描述 BitLocker To Go、虚拟专用网络

（VPN）、公钥和私钥；证书服务；和 SSL

3 了解设备安全（20-25%）

• 描述 Internet、Intranet 和 Extranet 之间的区别 

• 描述专用网络，公共网络，主机防火墙，网络防火墙和云的

使用

• 描述用户认证 

• 描述多因素身份验证，描述智能卡，描述 Windows 权限管

理服务，描述生物识别技术和密码程序

• 描述权限 

• 配置文件和共享权限；描述将文件从一个位置移动或复制到

另一个位置时的行为；描述基本和高级权限；描述获取所有

权、委托以及由此产生的权限

• 描述恶意软件 

• 描述计算机病毒、特洛伊木马、间谍软件和广告软件；描述

防病毒和反恶意软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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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云服务（20-25%）

• 描述云服务的类型 

• 描述生产力服务、存储服务、通信服务和搜索服务

• 描述 Microsoft Intune 

• 描述 Microsoft Intune 功能，描述选择性擦除，描述位置

设置

• 描述 Microsoft Azure 

• 描述虚拟机；描述 Azure 服务；存储层，描述灾难恢复，

高可用性，冗余和容错

5 了解企业流动性（20-25%）

• 描述身份服务 

• 描 述 Windows Server 活 动 目 录 和 Azure 活 动 目 录、

Microsoft 帐户和联合身份验证服务

• 描述业务数据访问 

• 描述公司门户，描述工作文件夹，脱机文件夹，描述 Azure 

RemoteApp

• 描述自带设备（BYOD） 

• 描述以设备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 IT，描述桌面虚拟化，

描述动态访问控制策略，描述 Windows 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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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移动设备与云计算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此问题要求您通过评估带下划线的文本来判断其对错。

Microsoft Azure 是一个集成服务的集合，包括虚拟机和远

程应用程序。

说明：请检查带下划线的文本。如果该文本使得该项表述正确，

请选择“无需更改”。否则，请选择使该项表述正确的答案选项。

Exchange Online

Lync Online

无需更改

OneDrive

解析：

Microsoft Exchange Online 是 一 款 将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功能作为基于云的服务提供的托管消息传递解决方案。它支

持用户从电脑、Web 和移动设备访问电子邮件、日历、联系人和任务。

它与 Active Directory 全面集成，支持管理员使用组策略以及其他

管理工具来管理整个环境中的 Exchange Online 功能。

Microsoft Lync（前称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是一个

配合 Microsoft Lync Server 一同使用的即时通信客户端。类似于

腾讯的 QQ。Windows Azure 是微软基于云计算的操作系统，与

Azure Services Platform 一样，是微软“软件和服务”技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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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Azure 的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者提供一个平台，帮助开发可

运行在云服务器、数据中心、Web 和 PC 上的应用程序。Windows 

Azure 服务平台现在已经包含如下功能：网站、虚拟机、云服务、移

动应用服务、大数据支持以及媒体功能的支持。

OneDrive 是微软旗下的云存储服务，用于在云上存储文件。

综上所述，应该选择无需更改。

2. 此问题要求您通过评估带下划线的文本来判断其对错。

Microsoft Intune 服务用于管理台式计算机和移动设备。

说明：请检查带下划线的文本。如果该文本使得表述语句正确，

请选择“无需更改”。否则，请选择使表述语句正确的答案选项。

Microsoft Azure

无需更改

Microsoft Lync

Microsoft OneDrive

解析：

Windows Intune 是一款桌面管理工具。这款工具可以通过网络前端

为 Windows PC 及移动设备提供管理和安全服务。传统的此类软件

需要有本地服务器支持，不过 Windows Intune 是一种云计算服务，

由微软服务器托管，可为企业省去服务器配置成本。题干的描述没有

错误，选择“无需更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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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使用 Windows 8.1 中的磁盘管理工具可以执行

哪三种任务？请选择三个答案。

格式化卷

创建卷

初始化新磁盘

创建还原点

刻录 CD

解析：

利用磁盘管理工具可以实现分割分区、创建新分区、扩展分区、删除

分区和格式化分区等功能。创建还原点是在计算机系统属性下配置完

成的，未使用到磁盘管理工具，刻录 CD 需要用到光盘刻录机，也并

非磁盘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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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题

1. 您在尝试通过网络从另一台计算机访问 Windows 8.1 专

业版计算机上的文件夹中的文件。您拥有以下权限：

NTFS：完全控制

共享：只读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如果语句表述正确，则

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只读 (readonly) 表示文档或属性只能读取，不能修改也不能储存。

有些重要的档案会设定成只读状态，免得一不小心修改这些文档的内

容，除非解除只读的状态，不然这些文档是不能修改的（会在保存时

弹出窗口让你另存为）。当文件被只读共享时，只能读取不能修改和

删除。

您将能够读取该文件。     

您将能够删除该文件。

您将能够更改该文件。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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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软件类型

病毒

   

间谍软件

蠕虫

间谍软件

蠕虫

病毒

答案区

跟踪用户的计算机使用情况

将其自身的副本发送到其他计算机

在用户执行可执行文件时传播

4 拖拽题

1. 将每种类型的恶意软件与其定义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列中的恶意软件类型拖动到右侧与其对

应的定义上。每个恶意软件类型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每

正确匹配一次得一分。

解析：

计算机病毒（Computer Virus）是编制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

坏计算机功能或者数据的代码，能影响计算机使用，能自我复制的一

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它们通常能把自身附着在各种类型的文

件上，具有自我繁殖、互相传染的特征。

间谍软件是一种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其电脑上安装后门、

收集用户信息的软件。它会从计算机上搜集信息，并在未得到该计算

机用户许可时便将信息传递到第三方的软件。

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66 微软 MTA 认证考试辅导指南

5.7  98-369 云计算基础

5.7.1  云计算基础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全称为 Cloud Fundamentals，考试代码为 98-369。

本考试面向希望展现在使用 Microsoft 云服务方面具备的基本知识

和基础技能的考生。本考试还可作为通向 Microsoft 认证解决方案

专员 (MCSA) 考试的敲门砖。建议考生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课程熟悉

这里介绍的概念和技术。考生应具备一定的 Office 365、Microsoft 

Intune、防火墙、网络技术和设备以及网络端口方面的实践经验。

5.7.2  云计算基础考试大纲

1 理解云（20-25%）

• 描述云的原则和交付机制 

• 区分本地 IT 服务模式；区分订阅或“即付即用”与前期投

入资本支出 / 运营支出的模式之间的区别；使用云服务扩展

容量（云的弹性），可扩展性、冗余和可用性；区分可配置

云服务与可定制的本地服务

• 描述云安全要求和策略 

• 描述云服务如何管理隐私，如何满足合规目标，如何保护静

止和传输中的数据，如何满足数据和操作透明度要求

• 描述云服务如何保持最新和可用 

• 描述服务 / 功能改进流程；监视服务运行状况、服务维护和

未来路线图发布

• 描述不同类型的云服务 

• 区分各种类型的云服务及其特征，包括服务架构 (IaaS)、平

台即服务 (PaaS) 和服务型软件 (SaaS)；在混合方案中将云

与本地服务相互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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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用 Microsoft 云服务（20-25%）

• 确定使用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Intune 的需求和依赖项 

• 规划网络和域、防火墙规则、客户端需求、带宽影响和 

DNS

• 选择云服务计划 

• 理解可用于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Intune 的各种不同选

项和计划

• 注册云服务 

• 为您的租户命名，设置第一个管理员，确定租户位置

• 设置云服务的初始配置 

• 注册域，验证域，选择域用途；确定所需 DNS 记录类型

3 管理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Intune(15-20%)

• 创建用户和组，分配服务和许可 

• 区分云身份（联机身份、同步身份、联合身份），创建和管

理用户和身份，删除和恢复用户（软删除），创建和管理组，

分配和撤销许可，确定用户位置

• 在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Intune 中分配权限 

• 分配或撤销管理角色；管理委派的管理员；管理密码策略、

订阅和许可

• 在 Office 365 和 Microsoft Intune 中监控允许状况 

• 监视服务运行状况仪表板，订阅 RSS 源，监视维护计划，

监视消息中心，记录服务支持请求，配置警告

4 使用和配置 Microsoft 云服务（20-25%）

• 配置 Exchang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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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收件人（邮箱、共享邮箱、资源、联系人、组），管理

反垃圾邮件和防病毒设置

• 配置 SharePoint Online，包括 OneDrive 

• 创建 SharePoint 团队网站，配置外部共享，使用新闻源或 

Yammer 设置社交功能，应用主题，设置存储和资源限制

• 配置 Lync Online 

• 管理 Lync 用户选项，管理外部通信设置，配置拨入式会议

设置和会议邀请选项，配置 Lync Online DNS

• 配置 Microsoft Intune 

• 安装 Microsoft Intune 客户端管理软件，创建和部署策略，

自动化安装，确定软件要求，设置通知，确定移动设备管理

策略

5 支持云用户（15-20%）

• 解决登录和 Office 应用程序安装问题 

• 各类故障排除，包括登录问题、忘记密码、连接问题、

Office 应用程序激活问题、移动设备连接到 Office 365 或 

Microsoft Intune 时的问题；选择 32 位或 64 位

• 解决电子邮件和日历问题 

• 对收发电子邮件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对访问委派邮

箱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解决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问题 

• 确 定 存 储 限 制，“ 使 用 资 源 管 理 器 打 开” 无 法 工 作、

OneDrive 无法同步时的故障排除，恢复已删除的文件

• 解决 Lync 问题 

• Lync 登录问题故障排除，Lync Online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与 Skype 用户和其他公司中的 Lync 用户之间的通信问题故

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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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云计算基础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评估带下划线文本的对错。

云基础结构即服务（laaS）允许用户部署用户创建或购买的，

通过使用提供商支持的编程语言和工具创建的应用程序。

后端即服务（Baas）

无需更改

平台即服务（PaaS）

软件即服务（SaaS）

解析：

SaaS 是 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SaaS 提供商为企

业搭建信息化所需要的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及软件、硬件运作平台，并

负责所有前期的实施、后期的维护等一系列服务，企业无需购买软硬

件、建设机房、招聘 IT 人员，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信息系统。就像

打开自来水龙头就能用水一样，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向 SaaS 提供商

租赁软件服务。

PaaS 是 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PaaS 是位于 IaaS

和 SaaS 模型之间的一种云服务，提供应用程序的开发和运行环境。

提供给消费者的服务是把客户采用提供的开发语言和工具（例如

Java，python, .Net 等）开发的或收购的应用程序部署到供应商的

云计算基础设施上去。

IaaS 是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基础设施即服务 )。提供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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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服务是对所有计算基础设施的利用，包括处理 CPU、内存、

存储、网络和其它基本的计算资源，用户能够部署和运行任意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使用提供商支持的编程语言和工具属于 PaaS 的范畴。

2. 您是一家评估云使用情况的企业的 IT 实习生。

一位客户想利用软件即服务（SaaS）模型。

哪一项是 SaaS 的优点？

为用户提供改进的 VoIP 和 VPN 方案

更高的数据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无需与供应商签订软件许可协议

可在短期内降低与软件采购相关的费用

解析：

SaaS 提供给客户的服务是运营商运行在云计算基础设施上的应用程

序，用户可以在各种设备上通过客户端界面访问，如浏览器。消费者

不需要管理或控制任何云计算基础设施，包括网络、服务器、操作系

统、存储等等。用户不需要自己开发软件并且可以按需付费可在短期

内降低与软件采购相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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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与 Contoso,Ltd 合作来完成您的研究生项目。该公司目

前在总部托管其数据中心。您的经理希望您为公司研究云解决

方案。该公司有以下要求：

· 一些服务器需要保留在本地

· 所有高管的电子邮件都必须本地托管

· 所有用户账户都需要在本地进行管理

· 所有其他资源将由第三方提供商在云中托管，但是将由

Contoso,Ltd 独家访问。

您应该选择哪种云部署模型？

混合云

公有云

基础机构即服务（IaaS）

私有云

解析：

公有云是基于标准云计算的一个模式，在其中，服务供应商创造资源，

如应用和存储，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这些资源。公共云可以实现工

作负载的即时部署，而无需准备裸金属。

私有云 (Private Clouds) 是为一个客户单独使用而构建的，因而提供

对数据、安全性和服务质量的最有效控制。该公司拥有基础设施，并

可以控制在此基础设施上部署应用程序的方式。私有云可部署在企业

数据中心的防火墙内，也可以将它们部署在一个安全的主机托管场所，

私有云的核心属性是专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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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云融合了公有云和私有云，出于安全考虑，企业更愿意将数

据存放在私有云中，但是同时又希望可以获得公有云的计算资源，在

这种情况下混合云被越来越多的采用，它将公有云和私有云进行混合

和匹配，以获得最佳的效果。根据题目描述，既要求数据放在本地又

需要在云端脱管资源，所以应该选择混合云。

2 多选题

1. 您在一家零售企业工作。企业即将进入节日购物季。

哪两种云原则将帮助企业应对购物季增加的需求？

请选择两个答案。

冗余

可伸缩性

可用性

弹性

解析：

弹性伸缩指的是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和伸缩策略，自动调整计算资源。

客户可以设置定时、周期或监控策略，恰到好处地增加或减少CVM（云

服务器）实例并完成实例配置，保证业务平稳健康运行。在需求高峰

时，弹性伸缩自动增加 CVM 实例的数量，以保证性能不受影响；当

需求较低时，则会减少 CVM 实例数量以降低成本。弹性伸缩指的就

是弹性和可伸缩性，故选择 B 项和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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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刚刚启用了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中的选项，以

允许用户录制自己的会议。

将录制哪两种类型的信息？请选择两个答案。

PowerPoint 批注

音频和视频

桌面共享

共享的 OneNote 页

解析：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是一款通信服务，支持你随时随地与参

加会议和通话的人员联系。它支持用户访问出席信息，并支持即时消

息、音频和视频呼叫、丰富的在线会议和一系列 Web 会议功能。我

们可以使用 Skype 录制音频、视频和共享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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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题

1. 判断以下表述的对错。

解析：

64 位软件是安装运行在 64 位操作系统上的，32 位软件安装运行

在 32 位操作系统上，也可以安装 64 位操作系统中。从兼容性的角

度来看，32 位的兼容性比 64 位的要好。不论是 Microsoft Office 

365 还是 Microsoft Office 都有 32 位和 64 位两个版本，用户根据

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版本并且只能选择安装一个版本。

    

Microsoft Office 365 自动安装 64 位版本。         

您可以同时安装 32 位和 64 位版本的 Microsoft Office 365。

否是

如果您需要确保与其他应用程序和加载项的兼容性，

则应选择安装 32 位 Microsoft Offic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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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角色 

用户管理管理员

账务管理员

全局管理员

答案区

查看组织和用户信息

执行应收账款操作

为服务管理员账户重置用户密码

4 拖拽题

1. 您要在 Microsoft Office 365 中向用户分配管理员角色。

您需要为用户提供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所必需的最低级别权限。

将每个管理员角色与它所需的权限配对。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列中的管理员角色拖动到右侧与其对应

的权限上。每个管理员角色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

解析：

全局管理员可以访问计划内 Office 365 服务套件（包括 Skype for 

Business）中的所有管理功能。全局管理员是能够分配其他管理员

角色的唯一管理员。

      账务管理员可以进行采购、管理订阅、管理支持票证以及监视服

务运行状况。

      用户管理管理员重置密码、监视服务运行状况、添加和删除用户

帐户、管理支持票证、添加成员到 Office 365 组和从中删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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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全称为 HTML5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unda-

mentals，考试代码为 98-375。本考试面向希望证明自身在开发将

在支持触控的现代设备（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上运行的 HTML5 

客户端应用程序方面的核心技能的考生。尽管 HTML 常被视为一种 

Web 技术，用于在浏览器中呈现内容以生成 UI，但本考试主要关

注使用 HTML5、CSS3 和 JavaScript 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技能。

参加这门考试之前，考生应充分掌握备考指南中所列主题的基础知

识，包括 CSS 和 JavaScript。建议考生通过参加相关培训课程或学

习 MSDN 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中的教程与示例来熟悉相关

概念，积累本考试相关技术的实践经验。

5.8.2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考试大纲

1 管理应用程序生命周期（20-25%）

• 了解平台基础知识 
• 打包和运行时环境：应用程序包，应用程序容器，凭据 / 权

限集，主机进程，将现有 HTML5 技能和内容用于平板电脑

应用程序

• 管理应用程序状态 

• 管理会话状态、应用程序状态和持久状态信息；了解应用程

序的状态；了解本地存储与会话存储的区别

• 调试和测试基于 HTML5、支持触控的应用程序 

• 触控笔势；了解应在设备上测试哪些笔势

5.8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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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HTML5 构建用户界面（UI）(25-30%)

• 选择和配置 HTML5 标签以显示文本内容

• 选择和配置 HTML5 标签以显示图形 

• 使用画布的时机、原因和方法；使用可缩放矢量图形 (SVG) 

的时机、原因和方法

• 选择和配置 HTML5 标签以播放媒体 

• 视频和音频标签

• 选择和配置 HTML5 标签以组织内容和窗体 

• 表格、列表、节；语义 HTML

• 为输入和验证选择和配置 HTML5 标签

3 使用级联样式表（CSS）设置用户界面格式（20-25%）

• 了解 CSS 核心概念 

• 将表示与内容隔离开来（使用 HTML 创建内容，使用 CSS 

设置内容样式）；管理内容流（内联与块流）；管理各元素

的位置（浮动与绝对定位）；管理内容溢出（滚动、可见和

隐藏）；基本 CSS 样式设置

• 使用 CSS 排列 UI 内容 

• 使用灵活框和网格布局建立内容对齐和方向；灵活框或网格

内元素的比例缩放和“自由缩放”的使用；排序和排列内容；

为简单布局使用灵活框的概念，为复杂布局使用网格；网格

内容的行和列属性；使用应用程序模板

• 使用 CSS 管理文本内容流 

• 区域和使用区域在多个部分间实现文本内容流（内容源、

内 容 容 器、 动 态 流、 流 入、 流 出、msRegion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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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RegionOverflow、msGetRegionContent）； 分 栏 和

断字，以及使用这些 CSS 设置优化文本可读性；使用“定

位浮动”创建浮动对象周围的文本流

• 使用 CSS 管理图形界面 

• 图形效果（圆角、阴影、透明度、背景渐变、版式和 Web 

开放字体格式）；二维 (2-D) 和三维 (3-D) 转换（转换、缩放、

旋转、倾斜和三维视角过渡与动画）；SVG 滤镜效果；画布

4 使用 JavaScript 编写代码 （30-35%）

• 管理和维护 JavaScript 

• 创建和使用函数；jQuery 和其他第三方库

• 使用 JavaScript 更新 UI 

• 定位 / 访问元素；侦听和响应事件；显示和隐藏元素；更新

元素内容；添加元素

• 使用 JavaScript 编写动画 

• 使用动画；处理画布；使用图像、形状和其他图形

• 使用 JavaScript 实现数据访问 

• 发送和接收数据；传输复杂对象和解析；加载和保存文件；

应用缓存；数据类型；窗体；cookie；localStorage

• 响应触控界面 

• 笔势，如何捕获和响应笔势

• 编写其他 HTML5 API 

• 地理位置、Web 辅助进程、WebSocket；文件 API

• 访问设备和操作系统资源 

• 内存中资源，例如联系人列表和日历；硬件功能，例如 

GPS、加速计和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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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哪个 HTML5 标记用于显示具有等宽字体的文本并

同时保留空格和换行符？

<area>

<hr>

<strong>

<pre>

解析：

<area> 标签用于定义可点击图像的区域，其在使用时始终嵌套在

<map> 标签内部。

<hr> 标签用于在 HTML 页面中创建一条水平线。

<strong> 标签用于文档中的文本进行加粗。

<pre> 标签可定义预格式化的文本。被包围在 <pre> 标签元素中的

文本通常会保留空格和换行符，而文本也会呈现为等宽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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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HTML5 中哪个属性将对输入元素预先填充默认值？

autocomplete

name

placeholder

required

解析：

autocomplete 属性规定输入字段是否应该启用自动完成功能。自动

完成允许浏览器预测对字段的输入。当用户在字段开始键入时，浏览

器基于之前键入过的值，应该显示出在字段中填写的选项。

name 属性规定输入标签的名称。name 属性用于在 JavaScript 中

引用元素，或者在表单提交之后引用表单数据。

placeholder 属性规定可描述输入字段预期值的简短的提示信息（比

如：一个样本值或者预期格式的短描述）。该提示会在用户输入值之

前显示在输入字段中。

required 属性是一个布尔属性。用于规定必需在提交表单之前填写

输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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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SVG 的两个特点是什么？请选择两个答案

使用基于栅格的高性能图形

可使用 CSS 进行修改

可使用 JavaScript 进行修改

使用基于像素的高性能图形

解析：

SVG 指可伸缩矢量图形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用来定义用于

网络的基于矢量的图形。SVG 是使用 XML 来描述二维图形和绘图程

序的语言。

 Canvas SVG

历史 较新，由 Apple 私有技 历史悠久，2003 年成为 W3C 标准  

 术发展而来 

功能 功能简单，2D 绘图 API 功能丰富，各种图形、滤镜、动画等

特点 像素，只能脚本驱动 矢量，XML，CSS，元素操作

支持 主流浏览器，IE9+ 主流浏览器，IE9+，其他 SVG 阅读器

 Canvas 与 SVG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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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代码段将实现哪两个结果？请选择两个答案。

<audio src=”happy.wav” controls=”controls”>

Hello World

</audio>

3. 哪三个是有效的 JavaScript 变量？请选择三个答案。

在 HTML5 以前的浏览器上，将不播放 happy.wav 文件而是显示 Hello World

在 HTML5 以前的浏览器上，将播放 happy.wav 文件而隐藏 Hello World

在支持 .wav 文件的 HTML5 浏览器上，将播放 happy.wav 文件而隐藏 Hello World

在支持 .wav 文件的 HTML5 浏览器上，将播放 happy.wav 文件并显示 Hello World

1xyz

Int1

xyz1

.Int

解析：

<audio> 标签定义声音，比如音乐或其他音频流。可以在 <audio> 

和 </audio> 之间放置文本内容，这些文本信息将会被显示在那些

不支持 <audio> 标签的浏览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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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TML5 中哪三个事件属性与 CAPTION 元素一起使用？

请选择三个答案。

onconnect

onmouseover

ondblclick

onabort

onkeydown

解析：

<caption> 标签定义表格的标题，必须直接放置到 <table> 标签之

后使用并且只能对每个表格定义一个标题。

对于 A 选项没有 onconnect 事件。对于 D 选项 onabort 是一种多

解析：

JavaScript 中的变量有如下要求：

· 变量必须以字母开头

· 变量也能以 $ 和 _ 符号开头（不推荐这么做）

· 变量名称对大小写敏感（y 和 Y 是不同的变量）

_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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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事件，表示当发生中止事件时运行脚本。该事件需要通过视频、

图像、音频进行触发，多应用于 HTML 媒体元素。

onmouseover 是鼠标事件，表示当鼠标指针悬停至元素之上时运行

脚本。满足要求。

ondblclick 是鼠标事件，表示双击鼠标时运行脚本。满足要求。

onkeydown 是键盘事件，当按下按键时运行脚本。满足要求。

3 判断题

1. 您正在开发一个使用 HTML5 控件显示音频和视频媒体的

网站应用程序。

说明：判断以下每项表述的对错。如果表述正确，选择是；表

述错误选择否。每选对一项得一分。

解析：

<video> 和 <audio> 标签是 HTML5 的新标签，如果浏览器支持

就可运行，无需第三方加载项或插件。<video> 标签的 height 和

width 属性是 <audio> 标签所不具备的。

HTML5 中的标签可以通过 JavaScript 与用户进行交互。

HTML5 要求该标记指定将使用哪个第三方加载项或插件来播放媒体

HTML5 视频标记与 HTML5 音频标记共享媒体属性和事件。

JavaScript 可与 HTML5 视频和音频标记结合使用来增强其行为。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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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正在创建一个 Web 工作线程以便在后台线程中执行计算。

说明：判断以下每项表述的对错。如果表述正确，选择是；表

述错误选择否。每选对一项得一分。

解析：

Web Worker 对象在独立线程中运行，它们不会直接对主 HTML 

文档或 DOM 执行操作。（可以使用 setTimeout、setInterval 和 

XMLHttpRequest。）

Worker 对象在主 HTML 文档中创建，当浏览器解释到此行时，就

会创建一个Worker线程，然后使用postMessage()方法启动该线程。

并不需要 URL。

Web Worker 通过消息传递信息，执行与主 HTML 文档分开的 

JavaScript 文件中的代码。所以和页面之间操作的不是同一份数据，

只是副本。

Web 工作线程能够操纵文档对象模型（DOM）。 

Web 工作线程需要获得脚本的统一资源标识符（URL）才能执行。 

在 Web 工作线程和页面之间交换的所有数据都是副本，而非引用。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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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技术 

CSS

HTML5

JavaScript

SOAP

XML

描述

一种用于存储配置设置和数据的语言

一种控制文档格式和样式的语言

一种使用标记显示文本块和功能的语言

一种用于设置文档对象交互和事件响应的语言

XML

CSS

HTML5

JavaScript

4 拖拽题

1. 请将 HTML5 技术与相应的描述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中的技术拖到右侧与之对应的说明上。

每个技术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间

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一项得一分。

解析：

XML 用来传输和存储数据，如文件配置。

CSS 用来控制网页的样式和布局。

HTML5 是一种用于创建网页的标准标记语言。

JavaScript 是 Web 的编程脚本语言，增加与用户的交互。

SOAP 是基于 XML 的简易协议，可使应用程序在 HTTP 之上进行信

息交换。是一种用于发送消息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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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Python 编程应用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考生应该能够识别和编写语法正确的 Python 代码，

识别 Python 支持的数据类型，并能够识别和编写将在逻辑上解决

给定问题的 Python 代码。考生应该至少有使用 Python 编程语言约

100 小时的指导和 / 或实践经验，熟悉其特色和功能，并了解如何编

写、调试和维护格式良好记录良好的 Python 代码。

5.9.2  Python 编程应用考试大纲

1 使用数据类型和运算符执行操作（20-25%）

• 评估表达式以确定 Python 将赋值给每个变量的数据类型

• 识别 str、int、float 和 bool 数据类型

• 执行数据和数据类型操作

• 从一种数据类型转换为另一种类型；构建数据结构；执行索

引和分层操作

• 根据运算符优先级确定执行顺序

• 赋值；比较；逻辑；算术；一致；内含

• 选择合适的运算符以达到预期结果

• 赋值；比较；逻辑；算术；一致；内含

2 带有决策和循环的控制流（25-30%）

• 构造和分析使用分支语句的代码段

• 如果；否则如果；其他；嵌套和复合条件表达式

• 构建和分析执行迭代的代码段

• 当；对于；打断；继续；通过；嵌套循环和包含复合条件表

达式的循环

5.9  98-381 Python 编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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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输入和输出操作（20-25%）

• 构建和分析执行文件输入和输出操作的代码段

• 打开；关闭；读取；写入；附加；检查存在；删除；带声明

• 构建和分析执行控制台输入和输出操作的代码段

• 从控制台读取输入；打印格式化文本；使用命令行参数

4 记录和构建编号（15-20%）

• 使用注释和文档字符串记录代码段

• 使用缩进，空格，注释和文档字符串；使用 pydoc 生成文档

• 构建和分析包含函数定义的代码段

• 调用签名；默认值；返回； 定义；通过

5 执行故障排除和错误处理（5-10%）

• 分析、检测和修复有错误的代码段

• 语法错误；逻辑错误；运行时错误

• 分析和构建处理异常的代码段

• 尝试；去除；其他；最后；提高

6 使用模块和工具执行操作（1-5%）

• 使用内置模块执行基本操作

• 数学；日期时间；io；sys；os；os.path；随机 

• 通过使用内置模块解决复杂的计算问题

• 数学；日期时间；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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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Python 编程应用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定义以下代码：

(3*(1+2)**2-(2**2)*3)

代码运行后显示的结果是什么？

2. 您为您的学校开发一个 Python 应用，您需要读写一个 txt

文件。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则需要创建。如果文件有内容，在

写入数据时内容将被覆盖。您应该使用哪个代码块？

3

13

15

69

open(“local_data”, ”r”)

open(“local_data, ”r+”)

解析：

代码首先执行 1+2=3，然后执行平方运算得 9，再与 3 相乘得到

27。后半部分代码首先执行平方运算得到 4，与 3 相乘得到 12。两

者相减 2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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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ocal_data”, “w+”)

open(“local_data”, ”w”)

解析：

Python 文件读写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r’表示以只读方式打开文件。文件的指针将会放在文件的开头；

‘r+’表示打开一个文件用于读写。文件指针将会放在文件的开头；

‘w’表示打开一个文件只用于写入。如果该文件已存在则打开文件，

并从开头开始编辑，即原有内容会被删除。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创建

新文件。

‘w+’表示打开一个文件用于读写。如果该文件已存在则打开文件，

并从开头开始编辑，即原有内容会被删除。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创建

新文件。

‘a’表示打开一个文件用于追加。如果该文件已存在，文件指针将

会放在文件的结尾。也就是说，新的内容将会被写入到已有内容之后。

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创建新文件进行写入。

‘a+’ 打开一个文件用于读写。如果该文件已存在，文件指针将会

放在文件的结尾。文件打开时会是追加模式。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创

建新文件用于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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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您正在编写生成最小值为 5，最大值为 11 的随机整数，您

应该使用哪两个函数？

random.randrange(5,11,1)

random.randrange(5,12,1)

random.randint(5,11)

random.randint(5,12)

解析：

random() 方 法 返 回 随 机 生 成 的 一 个 实 数， 它 在 [0,1) 范 围 内。

randomint(a,b) 方法表示产生 a 到 b 的一个整数型随机数 , 可以既

包含 a 也包含 b。randrange(start,stop,step) 方法返回指定递增基

数集合中的一个随机数，start -- 指定范围内的开始值，包含在范围

内；stop -- 指定范围内的结束值，不包含在范围内；step -- 指定递

增基数。

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92 微软 MTA 认证考试辅导指南

2. 您正在创建一个方法处理一个数字，该方法有如下要求：

· float 类型的数据作为该方法的参数；

· 该方法必须返回 float 数据的绝对值；

· 删除该 float 数据的小数部分，只保留整数部分。

您应该使用哪两个方法？每个正确答案代表一部分解决方法。

math.ceil(x)

math.frexp(x)

math.fmod(x)

math.fabs(x)

math.floor(x)

解析：

math.ceil(x) 方法是天花板方法，会得到大于 x 的最小整数；

math.floor(x) 方法是地板方法，会得到小于 x 的最大整数；

math.frexp(x) 方法返回一个元组，得到一个值的范围；

math.fmod(x/y) 方法得到 x/y 的余数；

math.fabs(x) 方法返回 x 的绝对值。

可以通过 math.floor(math.fabs(x)) 来实现题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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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题

1.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如果语句表述正确，

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Python 编程时的异常处理使用 try/except 语句。try/except 语句

用来监测 ry 语句块中的错误，从而让 except 语句捕获异常信息并处

理。try-finally 语句无论是否发生异常都将执行最后的代码。当 try

语句块里内容发生异常时，会从上到下匹配异常，然后执行正确匹配

的 except 子句代码。如果含有 finally 子句，则最后执行 finally 子

句代码，无论发生异常与否，finally 都将执行一次。

一个 try 语句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except 子句。 

一个 try 语句可以在没有 except 子句时包含一个 finally 子句。 

一个 try 语句可以包含一个 finally 子句和一个 except 子句。   

一个 try 语句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finally 子句。   

语句描述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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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假期中，志愿者向小孩子介绍基本的编程概念。您想要

介绍 Python 中数据类型的概念，您创建了如下三部分代码块：

代码块 1：

x1 = “20”

y1 = 3

a = x1 * y1

代码块 2：

x2 = 6

y2 = 4

b = x2 / y2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如果语句表述正确，则

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在代码块 1 中，变量 x1 的数据类型是字符串，字符串乘以一个数字

n 表示这个字符串出现 n 次，所得结果还是一个字符串。

在代码块 2 中，变量 x2、y2 均是整型，执行完除法运算得到的是浮

点型。在代码块 3 中，变量 x3 是浮点型，与整型变量相加后仍然为

浮点型。

代码块 1 执行后，变量 a 的数据类型是 str。  

代码块 2 执行后，变量 b 的数据类型是 float。   

代码块 3 执行后，变量 a 的数据类型是 int。 

语句描述 否是

代码块 3：

x3 = 2.5

y3 = 1

c = x3 +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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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int

float

str

bool

答案区

type(+1E10)

type(5.0)

type(“True”)

type(False)

float

float

str

bool

4 拖拽题

1. 将数据类型与代码的结果值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列中的相应数据类型拖动到答案区的相

应位置。每个数据类型可使用一次、多次或不适用。您可能需要拖

动窗格之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int 表示有符号整型，float 表示浮点型，str 表示字符串，bool 表

示布尔型。

+1E10 是数字 10000000000.0 的科学计数法表示形式，是浮点类型。

数字 5.0 是浮点类型。Ture 或 False 本身是布尔类型，加上双引号之

后变成字符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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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98-382 JavaScript 编程应用

5.10.1  JavaScript 编程应用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考生应能够识别和编写语法正确的 JavaScript 代码，

使用 JavaScript 支持的数据类型，并且能够识别和编写将在逻辑

上解决给定问题的 JavaScript 代码。考生应该有至少 100 小时用 

JavaScript 编程语言的指导或实践经验。考生还应熟悉 JavaScript

的特色和功能，并了解如何编写、调试和维护格式良好的并记录良好

的 JavaScript 代码。

5.10.2  JavaScript 编程应用考试大纲

1 使用 Javascript 运算符、方法和关键字编程（20-25%）

• 完成或调试使用赋值和算术运算符的代码

• 赋值；增量；减量；加；减；除；乘；系数；复合赋值运算

符

• 应用 JavaScript 最佳实践

• 注释；缩进；命名约定；非脚本；常量；保留关键字；调试

关键字；设置断点；控制台记录

• 评估使用内联和外部脚本

• 何时使用、如何使用、以及同时使用两者时会发生什么

• 实施异常处理

• 尝试；抓住；最后

• 完成和调试与浏览器对象模型（BOM）交互的代码

• 管理状态；显示对话框；确定屏幕尺寸

2 用变量、数据类型和函数编程（25-30%）

• 声明和使用原始数据类型的变量

• 数字；布尔；字符串；空值；未定义；运算符类型；类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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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函数；使用严格；数据类型之间转换；格式化数字；字符

串操作；单引号与双引号（嵌套）；初始化 

• 声明和使用数组

• 单维数组；多维数组；迭代；初始化；定义一个数组；排序

和搜索数组；使用 push、pop、shift 和 unshift 方法；使

用长度属性；访问数组元素；

• 完成并调试使用对象的代码

• 属性；方法；实例；日期对象；检索日期和时间部分；本地

化日期格式（MM / DD 或 DD / MM）；添加和减去日期

• 完成和调试使用内置数学函数的代码

• Random； round； abs； floor； ceiling； min； 

max； pow； sqrt

• 完成并调试接受参数并返回值的函数

• 可重用代码；本地与全局范围，重新定义变量，传递参数，

值与参考值，返回值

3 实施和分析决策和循环（20-25%）

• 评估使用逻辑和比较运算符的表达式

• ==; !=; <, >; <=; >=; !; &&; || 

• 完成和调试判决语句

• 如果；否则；开关；嵌套如果

• 完成和调试循环

• for； while； do； break； continue 

4 与文档对象模型进行交互（15-20%）

• 识别和构建文档对象模型（DOM）树

• 窗口；文件；主体；其他 HTML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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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和处理 HTML 事件

• onchange； onmouseover； onload； onclick； 

onmouseout； onkeydown

• 完成并调试输出到 HTML 文档的代码

• innerHTML；记录 . 撰写

• 完成和调试代码以定位、修改和添加 HTML 元素和属性

• 按 ID 获取元素；按标签名获取元素；按类名获取元素；设

置属性；创建元素

5 与 HTML 表单交互（5-10%）

• 完成并调试从表单中检索输入并设置表单字段值的代码

• 检索表单值；识别 DOM 路径；从不同类型的元素获取值；

预填充值；掩码值

• 完成并调试执行输入验证的代码

• 事例；字符串比较；非数字（NaN）

• 描述表单提交过程

• onsubmit； post versus get； potential targets for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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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JavaScript 编程应用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下列哪一个是有效的 JavaScript 变量？ 

2. 您的代码包括以下代码段：

<input type=”text” name=”text1” id=”myText”/>

您需要添加将检索 INPUT 元素的内容的代码。

哪个 JavaScript 代码段将实现此目标

1abc

x1

@Int

var

var txtContent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Text’).value;

var txtContent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xt1’).value;

解析：

JavaScript 变量应满足如下规则：

• 变量可以由字母、数字、$ 和 _ 组成，但不能以数字开头；

• 变量名称对大小写敏感（y 和 Y 是不同的变量）；

• 变量不能使用 JavaScript 关键字，如 if、var、for 等；

• 建议变量命名遵循见名知义和驼峰命名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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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xtContent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xt1’);

var txtContent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yText’);

解析：

document.getElementById()是按照元素id选取DOM元素的方法，

里面参数为所要选择的 id 元素的属性值。对于 input 元素，选取其

内容时应该使用 value() 方法。

题干中 input 元素的 id 属性值为 myText, 故应该选择 A 选项。

2 多选题

1. 哪两个代码段声明的是 JavaScript 函数？请选择两个答案。

var a = new Foo();

var Foo = function(a){…}

function Foo(a){…}

var funct=(a)

解析：

JavaScript 函数的声明有以下三种：

a. 函数声明方式：function  函数名（参数 1，参数 2，…）{        }

b. 函数表达式方式：var 函数名 = function( 参数 1，参数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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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vaScript 可访问哪两个 HTML 属性来更改 HTML 元素

的文本值？请选择两个答案。

nodeType

title

nodeValue

innerHTML

解析：

nodeType 元素返回 body 元素的节点类型。

title 属性规定关于元素的额外信息，这些信息通常会在鼠标移到元素上

时显示一段提示文本。

nodeValue 属性会根据节点的类型设置或返回节点的值 , 如果是文本节

点，则返回的就是文本节点的节点值。

innerHTML 属性设置或返回表格行的开始和结束标签之间的 HTML。对

于文本节点返回的即是 HTML 元素的文本值。故选择 C、D 选项。

c. 使用 Function 构造函数：var 变量名 = new Function(" 参数 1"," 参

数 2",...," 参数 n"," 函数体 ");  

题目中的 B、C 选项分别符合三种声明方式的前两种，故选择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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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题

1.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如果语句表述正确，

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程序结构有三种：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对于分支结构，

可以通过 if/else、switch/case 来实现；对于循环机构，有 for、

while、do/while 三种，用 break 语句来退出当前循环。综上所述，

正确答案为是、否、是。

if 语句可以实现多路分支。  

任何循环语句的循环体至少要执行一次。  

break 语句可以出现在各种不同循环语句的循环体中。  

语句描述 否是

JavaScript 代码段

localStorage.key(0);

4 拖拽题

1. 请将 JavaScript 代码段与 HTML5 本地存储功能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上方代码段拖到下方与之对应的说明上。每

个技术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间的

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一项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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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地存储的写入有 localStorage[“name”]=”value”、localStor-

age.name=”value” 和 localStorage.setItem(“name”,”val-

ue”) 和，推荐使用 setItem() 的方式。

本地存储的读取使用 localStorage.getItem(“name”) 的语法。

本地存储删除内容时分两种情况，若要删除所有内容使用 localstor-

age.clear()，若要删除某个键值时的语法为：localstorage.remove-

Item(“name”)。

HTML5 本地存储功能

将数据写入本地存储

从本地存储对象中删除所有数据

清除本地存储值

从本地存储读取数据

localStorage.
setItem(“name”,”nameData”);

localStorage.clear();

localStorage.removeItem(“name”);

localStorage.getItem(“name”)；

localStorage.clear();

localStorage.getItem(“name”);

localStorage.removeItem(“name”);

localStorage.setItem(“name”,”nam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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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98-383 HTML 和 CSS 编程应用

5.11.1  HTML 和 CSS 编程应用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考生应该能够识别和书写语法正确的 HTML 和 CSS、

使用 HTML 元素构造数据，并使用 CSS 创建和应用样式。考生应具

有至少 100 小时的 HTML 和 CSS 教学或实践经验，熟悉其特色和功

能，并了解如何编写、调试和维护格式良好的 HTML 和 CSS 代码。

5.11.2  HTML 和 CSS 编程应用考试大纲

1 了解 HTML 基础知识（10-15%）

• 构建使用元数据元素的标记

• 脚本； 非脚本；样式；链接；元标签，包括编码、关键字、

视口和翻译

• 构建符合行业最佳实践的构造良好的标记

• DOCTYPE 声明； HTML；标题；主体；适当的语法，包括

关闭标签和常用符号；注释

2 了解 CSS 基础知识（15-20％）

• 分析使用内联样式、内部样式表和外部样式表的影响

• 何时使用内联样式；何时使用内部样式表；何时使用外部样

式表；使用内联样式和样式表的组合时的优先级

• 构建和分析规则集

• CSS 规则集的有效语法；选择器，包括类、id、元素和伪类

• 构建符合行业最佳实践的构造良好的样式表

• 重用规则和规则集；评论；在多个浏览器上进行测试；网页

安全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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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HTML 构建文档（30-35％）

• 构建和分析标记以构建内容并组织数据

• 表标签；h1-h6； p； br； hr； div； span； ul； ol； li

• 构建和分析使用 HTML5 语义元素的标记

• 语义标签；标题；导航；节；文章；旁白；页脚；细节；概

要；数字；说明文字

• 构建和分析实现导航的标记

• 图像链接；a；目标；书签；相对与绝对链接；导航简单的

文件夹层次结构

• 构造和分析使用表单元素的标记

• 表格属性；活动；方法；提交方式；可访问性；输入类型和限制；

选择； 文本域；按钮；输出；选项；数据列表；字段集

4 使用 HTML 呈现多媒体（10-15％）

• 构建和分析显示图像的标记

• 影像和图片元素及其属性

• 描述适当使用 img、svg 和 canvas 元素

• 构建和分析播放视频和音频的标记

• 视频；音频；跟踪；源；简单的 iframe 实现

5 使用 CSS 设计网页（20-25％）

• 构建和分析定位内容的样式

• 定位，包括浮动、相对、绝对、最大宽度、溢出、高度、宽

度和对齐；内联与块；能见度；框模型，包括边距和填充

• 构建和分析构成文本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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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系列；颜色；字体样式；字体大小；字体粗细；链接颜

色；文本格式，包括文本对齐、文本装饰和缩进

• 构建和分析构成背景和边框的样式

• 边框颜色；边框样式；边框宽度；背景；图层；颜色

• 分析实现简单响应布局的样式

• 测量的单位；使用 CSS 的响应效果，包括视口和媒体查询；

百分比与像素；框架和模板；最大宽度

5.11.3  HTML 和 CSS 编程应用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哪个 HTML5 标记定义上标文本？

<script>

<sup>

<sub>

<small>

解析：

<script> 标签用于定义客户端脚本，比如 JavaScript。

<sup> 标签可定义上标文本。

<sub> 标签可定义下标文本。

<small> 标签用于呈现小号字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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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选题

1. 哪两个 HTML5 文本标记可嵌套在其他 HTML5 文本标记

中，使内容具有修改的特征？

请选择两个答案。

2. CSS  position 属性的默认值是什么？

<a>

fixed

static

absolute

relative

解析：

所有主流浏览器都支持 position 属性 , position 属性规定元素的定

位类型。可取以下四个值：

a. abosolute 可生成绝对定位的元素，相对于 static 定位以外的第

一个父元素进行定位。

b. fixed 表示生成绝对定位的元素，相对于浏览器窗口进行定位。

c. relative 表示生成相对定位的元素，相对于其正常位置进行定位。

d. static 是 CSS 属性的默认值。没有定位，元素出现在正常的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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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m>

<b>

解析：

<a> 标签定义超链接，用于从一张页面链接到另一张页面。

<div> 标签定义文档中的分区或节，可以把文档分割为独立的、

不同的部分。

<em> 标签用于在浏览器中使用斜体显示文本，表示强调。

<b> 标签规定粗体文本，以区别其他文本。

解析：

所有主流浏览器都支持 overflow 属性，这个属性定义溢出元素内容

区的内容会如何处理。该元素可取以下属性值：

2. 您正在创建网页的样式。哪两个 CSS 属性会在内容溢出其

元素生成一个滚动条？

请选择两个答案。

hidden

scroll

visible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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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ble 是默认属性值。超出内容不会被修剪，会呈现在元素框之外。

b. hidden 表示内容会被修剪但超出内容不可见。

c. scroll 表示浏览器会显示滚动条以便查看超出内容。

d auto 表示如果内容超出范围浏览器会生成滚动条以便查看，如果

不超出则无滚动条。

3 判断题

1.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如果语句表述正确，

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解析：

input 元素是网页中最常见的表单元素，通过设定其相关的属性值

来达到一些预期的效果。如 readonly 属性规定输入字段是只读的，

name 属性规定 <input> 元素的名称，required 属性规定必需

在提交表单之前填写输入字段 , placeholder 属性规定可描述输入 

<input> 字段预期值的简短的提示信息 。此外，type 属性规定要显

示的 <input> 元素的类型。当取值为 number 并配合 min 和 max

属性值可用于对输入的数字进行验证，取值为 password 表示密码，

取值为 email 表示电子邮件等。

input 元素的 type 属性值可以为 number, 用于验证数字输入。

     

input 元素使用属性值 required 表示字段预期值的简短提示。

     

input 元素的 readonly 属性规定输入字段是只读的。             

语句描述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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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术语  

值

属性

ID 选择器

声明

类选择器

示例

1.8em

.container

#container

marin-top

font-family:Arial;

值

类选择器

ID 选择器

属性

声明

4 拖拽题

1. 请将 CSS 术语与相应示例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的 CSS 术语拖到右侧与之对应的说明上。

每个术语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动窗格之间

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一项得一分。

解析：

 CSS 规则由两个主要的部分构成：选择器 + 声明。选择器通常是您

需要改变样式的 HTML 元素。每条声明由一个属性和一个值组成。

属性是您希望设置的样式属性 , 比如，宽、高等。每个属性有一个值，

属性和值被冒号分开。在 CSS 中，类选择器以一个点号显示，id 选

择器以 "#" 来定义。如现有如下代码：

<p id=”p1”>eNewsCN，just for you!</p>

您可以通过如下的代码设置段落文本为红色：

#p1{color:red;} 根据以上描述，各 CSS 术语与示例如上图所示。

微软 MTA 国际认证考试科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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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98-388 Java 编程应用

5.12.1  Java 编程应用认证介绍

本考试的考生是使用 Java 6 Se 或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开发人

员，软件开发人员的中学和大专学生，或入门级软件开发人员。考

生应具有至少 150 小时或者具有 Java 指导或实际操作经验，熟悉 

Java 的特性和功能，并且懂得如何编写、调试和维护格式良好，有

文档的 Java 代码。

5.12.2  Java 编程应用考试大纲

1 了解 Java 基础知识（15-20%）

• 描述在 Java 应用程序中使用 main

• Main 签名，为什么是静态的；如何使用你自己的类的实例；

命令行参数 

• 使用标准包执行基本的输入和输出

• 打印语句；导入并使用 Scanner 类

• 评估一个变量的范围

• 在块、类或方法中声明一个变量

2 处理数据类型、变量和表达式（40-45％）

• 声明和使用原始数据类型变量

• 数 据 类 型， 包 括 byte，char，int，double，short，

long，float，boolean；识别何时失去精度；初始化；包

装器对象类型（如 Integer 和 Boolean）的基元如何不同

• 构建和评估操纵字符串的代码

• 字符串类和字符串文字，比较，连接，大小写和长度； 

String.format 方法；字符串操作符；将原始数据类型转换

为字符串；字符串的不可变性质；初始化；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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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和评估创建、迭代和操作数组和数组列表的代码

• 一维和二维数组，包括初始化，空值，大小，迭代元素，访

问元素；数组列表，包括添加和删除元素，遍历列表

• 构建和评估执行解析、转换和转化的代码

• 实现在原始数据类型之间转换的代码，将原始类型转换为等

效的对象类型，或者将字符串解析为数字

• 构造和评估算术表达式

• 算术运算符、赋值、复合赋值运算符和运算符优先级

3 实施流量控制（15-20％）

• 构建和评估使用分支语句的代码

• if， else，else if，switch；单线与块；嵌套；逻辑和关系

运算符

• 构建和评估使用循环的代码

• while， for，for each，do while；break 和 continue；嵌套；

逻辑，关系和一元运算符

4 执行面向对象的编程（10-15％）

• 构建和评估类定义

• 构造函数；构造函数重载；每个 .java 文件一个类；这个关

键字；继承和基本水平的重写

• 在一个类中声明、实现和访问数据成员

• 私人，公共和受保护；实例数据成员；静态数据成员；使用 

static final 创建常量；描述封装 

• 声明、实现和访问方法

• 私人，公共和受保护；方法参数；返回类型；无效；返回值；

实例方法；静态方法；超载

• 在程序中实例化和使用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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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化；初始化；空值；访问和修改数据成员；访问方法；

访问和修改静态成员；导入包和类

5 编译和调试代码（5-10％）

• 排除语法错误、逻辑错误和运行时错误

• 打印语句调试；从 javac 命令输出；分析逻辑错误的代码；

运行程序后控制台异常；评估堆栈跟踪

• 实施异常处理

• 异常捕捉； 异常类； 异常类类型； 显示异常信息

5.12.3  Java 编程应用模拟题及解析

1 单选题

1.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 Java 基本类型 ?

int

double

String

byte

解析：

Java 数据类型分基本类型和引用类型。其中基本类型有 8 种，分别

为：byte、short、int、long、float、double、char 与 boolean。

String 是字符串，是 Java 中最常见的引用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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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一个子类要实现一个父接口，应使用哪个关键字？

3. 在使用 interface 声明一个接口时，只可以使用以下

哪一个修饰符？

import

extends

implements

java

private

protected

default

public 

解析：

Java 是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共有 53 个关键字。题目中的 D 选项

不是 java 的关键字，A 选项 import 是关键字，用于导入要用到的

包中的类，放在 java 文件的开头。B 选项 extends 表示继承，用于

子类继承父类或者子接口继承父接口。C 选项 implements 表示实现，

用于子类实现父接口，与题干吻合，所以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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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interface 作为 Java 关键字之一用于标识接口。其缺省的修饰符为

public. 接口中成员变量的缺省修饰符为 public static final, 接口中

方法的缺省修饰符为 public abstract。

2 多选题

1. 下列属于 Java 正确标识符的有（选择三项）：

int

$_Number

Hello

123abc

java001

解析：

Java 是一门强类型语言，标识符也严格区分大小写，此外标识符还有如

下要求：

a. 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下划线、$ 符号组成

b. 不能以数字开头

c. 名称不能使用 JAVA 中的关键字。

A 选项中 int 是 java 关键字所以不正确，D 选项标识符 123abc 以数字

开头，亦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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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一个子类可以有多个父类，一个父类也可以有多个子类

一个子类可以有多个父类，一个父类只能有一个子类

一个子类只能有一个父类，一个父类可以有多个子类

一个子类可以实现多个接口，一个接口可以有多个实现类

解析：

Java 是一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具有继承的特性。在 Java 中遵循

“单一继承多实现”的原则，即子类只能有一个父类但是可以实现多

个接口，但对于父类和接口的子类或实现类数目上却没有要求，故 C、

D 两个选项正确。

3 判断题

1. 说明：判断以下每个表述语句的对错。如果语句表述正确，

则选择“是”；表述错误则选择“否”。每正确选择一次得一分。

Java 语言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具有继承、封装、多态的特性。

Java 语言因为不开源，故 Java 程序安全性很高。

Java 语言是跨平台的编程语言，支持多线程及分布式计算。

语句描述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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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Java 是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具有面向对象语言的共同特性：继承、

封装、多态，从而使得 Java 代码更容易扩展、移植和维护。Java 是

一门开源的编程语言，其安全性高是因为 Java 里面没有指针，含有

垃圾回收机制及异常处理机制与开源与否无关。Java 通过不同虚拟

机实现跨平台，支持多线程、高并发以及分布式计算，是全球范围内

使用最广放的编程语言。

数据类型 

boolean

double

String

int

char

变量定义

int

boolean

String

double

String

age=23;

flag=false;

name=”eNewsCN”;

pi=3.1415926;

zip=”100005”;

4 拖拽题

1. 请将 java 数据类型与相应变量定义进行匹配。

说明：若要答题，请将左侧的数据类型拖到右侧与之对应的变量定义

语句上。每个数据类型可以使用一次、多次或不使用。您可能需要拖

动窗格之间的拆分条或滚动才能查看内容。每正确匹配一项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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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根据“=”右侧的数据选择与之匹配的数据类型即可。Java 中的

整型数据默认为 int 类型，浮点型数据默认为 double 类型，被双引

号包含的字符串为 String 类型，被单引号包含的字符为 char 类型，

boolean 类型只有 true 和 false 两个值。

六、MTA 认证考试流程

6.1 如何报考

学员在了解了 MTA 国际认证科目内容后，可在微软指定的正规

考试中心报名考试。缴费成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即可收到：

1）报考考生的考试账号和密码

2）指定考场的监考老师账号和密码

请在预约考试当天，携以上账号和密码登录考试平台参加 MTA

考试。

6.2 考前准备

1) 考生个人的考试账号和密码

2) 监考人员的账号和密码

6.3 考试流程
下面以 MTA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为例讲解考试流程，

其他微软 MTA 国际认证科目考试时可参考该流程，在选择考试科目

时注意选择到自己报考的科目即可。

注：请务必选择正确的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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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考试界面，输入考生报考科目的账号和密码，开始考试

点击【练习考试】

点击【考试】

MTA 认证考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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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 认证考试流程

请选择点击【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出现如下界面，选择【98-375】

确认邮箱地址和考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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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 认证考试流程

点击【我接受】

勾选【身为监考人】前的复选框，在下方文本框中输入监考人账号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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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测评报告
考生在考试结束之后五个工作日内，可下载查看该 MTA 国际认

证科目的测评报告。在报告中，考生可以看到该科目考察的知识点及

其权重，考生还可以看到其每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MTA 认证考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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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证书样本
考生通过考试后，可在 20 个工作日内收到纸质版证书，

请您耐心等候。

MTA 认证考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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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证书查询
MTA 证书的左下方有一标识码，考生可以通过以下官网链接进

行验证：https://www.certiport.com/Portal/Pages/CredentialVerification.

aspx

MTA 认证考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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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别鸣谢

7.1 微软中国

微软中国是美国微软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分公司。1992 年，微

软在中国北京设立代表处。1995 年，微软 ( 中国 ) 有限公司成立。

2013 年在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沈阳、武汉、深圳、福州、青岛、

杭州、重庆、西安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覆盖全国，投资和合作

领域涵盖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市场销售、技术支持和教育培训等多

个层面。

微软在中国的机构设置和功能日臻完善，现已拥有微软中国研

究开发集团和微软大中华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等研发与技术支持服务

机构。从 2000 年开始，微软中国加大对中国软件产业的投资与合作，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中国 IT 产业发展自有知识产权。

7.2 培生教育

培生教育 (PEARSON EDUCATION LTD) 是全球领先的教育集

团，迄今为止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致力于为教育工作者和各年龄

层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内容、教育信息技术、测试及测评、职业认

证，以及所有与教育相关的服务。

培生教育已遍布全球 60 多个国家，旗下拥有在各个学科备受瞩

目的教育品牌包括：朗文集团（Longman）、Prentice Hall、Scott 

Foresman、Addison-Wesley、以及 Benjamin Cummings 等。

培生教育集团作为提供终生教育产品与服务的出版集团，其在

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英语教育、专业出版、考试测评、网络教育

等众多领域位居全球之首，帮助全世界一亿多人接受教育与培训，引

领教育出版潮流。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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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7.3 思递波考试平台

思递波（Certiport）是 1997 年在美国成立、针对全球市场的第三

方国际认证机构，也是微软授权办理全球办公室软件实际应用认证单位。

至今，在全球 132 个国家和地区已有超过 1100 万人次参加思递波所举

办的考试，并已在全球提供超过 12,000 个考试中心。

在微软与思递波的鼓励与支持下 ,Certiport China 于 2004 年在中

国上海成立，注册为思递波（上海）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微软办公

软件全球认证中心大中华区总管理处）。Certiport China 致力于为大中

华区提供国际考试服务，发展中国的计算机学习水平和办公室软件运用

能力 , 进而为提升企业竞争力与发展个人职业生涯打下扎实根基。

在阅读和使用本书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发邮件至 tanhe@

enewscn.com 沟通交流。

易讯教育，让考试更简单！易讯教育，用心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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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讯麦和（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www.enews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