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号仁口

试卷代号 :0887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5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计算机组成原理 A

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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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一|二|三|四|总分|
|分数
二一

|得分|评卷人|

一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叫}

1.下列数中最小的数是(

)。

A. (1 0100 1) z

B. (52)8

c.

(0011100 1) BCD

D. (2 1) 16
2. 两个补码数相加，在符号位相同时有可能产生溢出，符号位不同时(

A. 也有可能产生溢出
B. 会产生溢出
c.一定不会产生溢出

D.不一定会产生滥出
3. 定点运算器用来进行(

)。

A. 十进制加法运算
B. 定点运算

c.浮点运算
D. 既进行定点运算也进行浮点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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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运算器由 ALU 完成运算后，除了运算结果外，下面所列(

)不是运算器给出的结果

特征信息。
A. 是否溢出

B. 有元进位

C. 结果是否为零

D. 时钟信号

5. 相对寻址方式中，若指令中地址码为 X ，则操作数地址为(

)。

A.X

B.

C. 基地址 +X

n 变址寄存器内容 +X

(PC) 十 X

6. 基址寻址方式中，操作数的有效地址等于(。
A. 基址寄存器内容加上形式地址
B. 堆战指示器内容加上形式地址

c.变址寄存器内容加上形式地址
n 程序计数器内容加上形式地址

7. 在控制器中，部件(

)用于接收并保存从内存读出的指令内容，在执行本条指令的

过程中提供本条指令的主要信息。
A. 指令指针 IP
B. 地址寄存器 AR

c.指令寄存器 IR
D. 程序计数器 PC
8. 指令流水线需要处理好

)3 个方面问题。

A. 结构相关、数据相关、控制相关
B. 结构相关、数据相关、逻辑相关
c.结构相关、逻辑相关、控制相关
D. 逻辑破关、数据相关、控制相关

9. 若主存每个存储单元存 8 位数据，则(

)。

A. 其地址线也为 8 位
B. 其地址线为 16 位
c.其地址线与 8 有关

n 其地址线与 8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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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CPU 与主存之间加入 Cache. 能够提高 CPU 访问存储器的速率，一般情况下

Cache 的容量一一一一命中率一一因此 Cache 容量(

)。

A. 越大，越高，与主存越接近越好
B. 越小，越高，与主存越差异大越好

c.越大，越高，只要几百 K 就可达 90% 以上
D. 越小，越高，只要几 K 就可达 90% 以上
1 1.数据传送过程中，数据由申行变并行或由并行变串行，这种转换是由接口电路中的
)实现的。

(

A. 锁存器

B. 移位寄存器

C. 数据寄存器
D. 状态寄存器
12. 中断允许触发器用来(

)。

A. 表示外设是否提出了中断请求
B.CPU 是否响应了中断请求
C. CPU 是否正在进行中断处理
D. 开放或关闭可屏蔽硬中断

二、判断题(将判断结果填在括弧内，正确打 ，J. 错误打×号。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3. 海明校验码是对多个数据位使用多个校验位的一种检错纠错编码方案，不仅可以发
现是否出错，还能发现是哪一位出错。)

14. 只有定点数运算才可能溢出，浮点数运算不会产生溢出。(
15. 程序计数器 PC 主要用于解决指令的执行次序。(

16. Cache

)

的地址映像中，直接映像的地址变换速度快，硬件容易实现，但命中率

略低。)
17. 在三总线计算机系统中，外设和主存单元统一编制，可以不使用1/ 0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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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评卷人|

|

三、简答题{共 29 分)

18. 什么是指令周期?举例说明一个指令周期往往要包含哪几个执行步骤? (8 分)

19. 硬连线控制器是使用什么子部件来区分和表示指令不同的执行步骤的?它的基本工
作原理是什么? (7 分)
20. 在计算机中采用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是建立在程序的什么原理之上的?这一原
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7 分)
2 1.串行传输和并行传输有何区别?各应用于什么场合? (7 分)

|得分|评卷人 l

|

四、计算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2. 把正确的答案写进括号内(二进制需要小数点后保留 8 位)。

=(

)2

=(

、/

(1 AB)16

)2

hCD=(

=(

、‘/

(0.7 1) 10=(

18

1nu

23. 已知定点小数的真值 X= 一 0.1011 ， Y=O. 0001 ，分别计算:
(1 )[X] 姐、 [X] 补、 [-X] 补;
(2)[Y] 原、 [Y] 补、 [-Y] 补 F
(3)[X+Y] 件和 [Y-X]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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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
2016 年 1 月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36 分}

l. B

2. C

3. B

4. D

5. B

6. A

7. C

8. A

9. D

10. C

1 1. B

12.D

15. .J

16. .J

17. X

二、判断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3. .J

14. X

三、简答题(共 29 分)

18. 什么是指令周期?举例说明一个指令周期往往要包含哪几个执行步骤? (8 分)

答:指令周期通常是指计算机执行一条指令所用的时间。一个指令周期往往要包含几个
执行步骤，例如可能包括读取指令、指令译码和读寄存器组、 ALU 执行运算、读写内存或接口、
数据写回寄存器组这 5 个步骤。
19. 硬连线控制器是使用什么子部件来区分和表示指令不同的执行步骤的?它的基本工
作原理是什么? (7 分)
答:在硬连线控制器中，由节拍发生器 (timing) 来区分指令不同的执行步骤的。

节拍发生器是由几个触发器电路实现的典型的时序逻辑电路，它为指令的每一个执行步
骤提供一个节拍状态信号，而节拍状态的变换标明了一条指令执行步骤的次序关系。
20. 在计算机中采用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是建立在程序的什么原理之上的?这一原

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7 分)
答: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的运行原理是建立在程序运行的局茹性原理之上的。它主要
体现在如下 3 个方面:

(1)时间方面，在一小段时间内，最近被访问过的程序和数据很可能再次被访问;

(2) 空间方面，这些最近被访问过的程序和数据，往往集中在一小片存储区域中;
(3) 在指令执行顺序方面，指令的顺序执行比转移执行的可能性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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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串行传输和并行传输有何区别?各应用于什么场合? (7 分)

答:串行传输是指数据在一条线路上按位依次进行传输，线路戚本低，速度慢，适合于远距
离的数据传输。
并行传输是每个数据位都有一条独立的传输线，所有的数据位同时传输，传输速度快，成

本低，适用于近距离、高速传输的场合。
四、计算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2.

(1 0 分)

(0.7 1) 10 = (0. 0111000 1) ocD= (0.1011010 1) 2 = (0.
(1 A B) 16

B5)16

= (000110101011)2 = (42 7) 10

23. (1 0 分)
(1)
[X] 原=

(1. 1011)

[X] 补= (1 .010 1)

[ -X] 补= (0.1011)
(2)
[Y] 原=

(0.000 1)

[Y] 补=

(0.000 1)

[-Y] 补=(1. 1111)

(3)
[X+Y] 补=

(1. 0110)

[Y-X] 补=

(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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