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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教育



操作系统理论教学现状

现如今的操作系统课程教学

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填鸭式的应试了解操作系统

是对操作系统的轻视

操作系统作为计算机之魂

对于操作系统的了解程度深浅

体现了计算机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



操作系统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核心课程，在计算机专业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掌握操作系统的原理和实现的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原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开发大中型软件的能力，能加深对于现如今市面上大多数的前沿技术的理解。在计算机行

业中，无论项目大小程度，复杂与否，都是基于操作系统实现。很多的架构以及软件，设计思想以及设计思路，都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操作系

统基础原理。

“

但是现如今的操作系统教学存在极大问题，老师的填鸭，学生的不重视，都在破坏操作系统的生态圈.



操作系统教学知识图谱

从左图的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操作系统课程繁而

杂，其中的知识点过多，就算是很多的教师穷尽半

生，也只能了解大半。但是作为学生，作为计算行

业从业人员，对于操作系统必须掌握，并且更加深

入的进行了解，也只有对操作系统能够更深的了

解，才能提高自身，从而参与大型软件项目设计。

系统总观

进程管理

内存管理

文件管理

操作系统知识图谱占比



当前操作系统教学中的缺陷

内容过于抽象

计算机操作系统负责管理计

算机中的硬件资源。由于这

些资源在 工作原理、使用方

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必须以不

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管理以

保证其正确高效工作。 这些

因素导致操作系统设计比较

复杂, 规模比较庞大大。 要

把操作系统的知识讲清楚,相

应课程包含的内容 势必比较

广泛,知识点和概念也会比较

多

教学停留于表面 局部性强知识点过于繁杂

除了对硬件进行管理,操作系

统还用向用户提供 使用计算

机的接口。 为了便于用户使

用,操作系统会对硬件进行抽

象 以屏蔽其复杂性。 举例来

讲,磁盘的存储空间正是经过

了抽象才变成 了文件系统。

而学生对计算机系统的认识

停留在硬件 层面,这些抽象增

加了知识点的理解难度。

现有的教材在介绍计算机操

作系统的知识时都是分模块

展开,各 个模块自成一章进行

阐述,缺少将这些知识连成一

个整体的纽带。具体来讲,操

作系统的内容一般分成处理

机管理、内存管理、进程管

理、 文件系统和用户接口五

模块,每个模块都由独立的章

节进行介绍。 这种布局有利

于对各个模块进行深入细致

的阐述,但是却不易将各模块

之间的联系阐述清楚。

《操作系统》侧重讲授计算

机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实

现方法,常 借助于流程图或文

字进行阐述。由于很多原理

比较复杂且是在抽象的 基础

上形成的,需要用专业术语进

行描述,理论性较强,不易理

解。同时操作系统的教学环

境很少采用Linux系统作为规

范进行，对于闭源的

Windows系统来说，很多实

验无法进行，导致课程教学

停留于表面



Linux教学现状

对于软件开发从业人员

Linux教学培训势在必行

现如今的Linux教学

却只停留表面.

Linux作为开发人员所选系统的最佳选择

能熟练学习使用Linux的

并不多



W h y  L i n u x ？

Linux开源免费
Linux开源化的结果就是每年有上万人针对系统的漏洞进行更新，对系统进行维护。同时

系统的稳定性可以支持系统长期运行而不宕机，此外Linux自带防火墙、入侵检测和安全

认证等工具，它是一个具有先天病毒免疫能力的操作系统，很少受到病毒攻击

丰富的软硬件支持
Linux 的内核大部分是用C 语言编写的，并采用了可移植的Unix标准应用程序接口，可

支持多个主机平台，工作站服务器，包括多种嵌入式设备。同时对于程序开发人员来

说，Linux更是一个很好的操作平台，在Linux 的软件包中，包含了多种程序语言与开

发工具

完善的网络功能
Linux 内置了很丰富的免费网络服务器软件、数据库和网页的开发工具，如

Apache、Sendmail、VSFtp、SSH、MySQL、PHP和JSP 等。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企业看到了Linux 的这些强大的功能，利用Linux 担任全方位的网络服务器

多用户多任务
Linux系统是一个真正的多用户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多个用户可以各自拥有和使用系统资源，即每

个用户对自己的资源有特定的权限，互不影响，同时多个用户可以在同一时间以网络联机的方式

使用计算机系统。多任务是现代计算机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由于Linux系统调度每一个进程是平

等地访问处理器的，所以它能同时执行多个程序，而且各个程序的运行是互相独立的。



Search index : high low

Linux的普及程度

在世界上，最兴盛Linux地区大都在欧洲地区，而世界上计算机基础最强的群体也在欧洲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旧采用Windows系统主要的操作系统载体



Linux教学现状
Linux的教学仍旧处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Linux系统教学流于表面

极大多数高校的Linux课程，大都只告诉学生如何使用命

令行，脚本。却不会深度告知系统为何如此运行，以及

深层次的系统架构进程调度等知识，却不会告知。

对于Linux重视度远远不足

除却互联网行业，以及基础大型服务器运营商之外，

其余群体对于Linux的关心程度远远不足，导致了

Linux的流行程度远远落后于Windows，因此，大部

分群体对于Linux的学习没有兴趣/利益驱动

新技术过热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过于火热，大部分的培训机构

紧跟时代步伐。但是却忽略了作为技术主要载体的

Linux系统，大都针对技术本身，不关注系统架构。

导致针对Linux底层了解较少，对于技术的培训也就

流于表面。

Linux学习成本较高，难度大

Linux可定制程度较高，相较Windows系统，更加复

杂。同时学习难度较高，培训成本较大，时间周期较

长。



操作系统理论与Linux结合

操作系统教学的缺陷，在Linux中得到完美解决

只有操作系统理论教学和Linux实践结合

相辅相成，才能促进二者的同时进步

操作系统理论教学

应当与Linux进行结合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掌握操作系统本质



理论与实践结合

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部分是这门课程的重

点,包括操作系统的形成 、特征、进程、线

程 、同步、通讯、调度 、死锁 、文件系统

以及存储器管理等,这些内容是必须掌握的 ,

也很枯燥, 教学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

整, 结合 Linux系统讲一些流行且实用的技术

特点 ,使学生不仅理解了操作系统的基本思

想 ,而且学有所用。

Linux 作为一个日益为大众所接受的新型

操作系统, 不仅因为它具有现代操作系统所应

具备的一切特征和一些独有的先进思想, 而且

它是一个开放式系统, 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现

成的程序和工具, 所以比较适合操作系统课程

各个方面的研究, 打破了以往操作系统内核保

密的束缚。

唯有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才能促进两者

之间的共同进步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应该与Linux系统内核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操作系统课程改革落到实处。这

其中不仅是Linux 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更主要的是学生可以从中领悟到先进的东西 , 哪怕只分析一个

模块 . 也可以让学生有一种实战操练的感觉为以后走上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Linux是很好的研究对

象 . 因为它开放源代码，所以学生可以借助于网络来享受Linux的免费服务 。

“

操作系统课程教学和Linux的结合相得益彰，两者融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两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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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教学与Linux结合要点

理论学习

操作系统课程的理论学习极为重要，结合Linux源

码进行理论学习可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学习

类比推理

操作系统中，很多模块设计方式设计理念相同，通

过Linux源码，以及Linux进程管理等多个概念实现

类比推理，从而进一步深入了解操作系统

动手实践

万千理论，离不开动手时间，基于Linux内核源

码，亲自动手对Linux系统进行操作，重编译，只

有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才是两者结合的

最终目的

夯实基础

操作系统的具体基础理论设计离不开亲手时间，配

合Linux进行操作系统基础教学，加强学生操作系

统基础能力，对系统基础构成和基础架构，是促进

两者融合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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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教学与Linux结合难点

具体事务抽象 算法的具象化

工程能力编程能力



业界认证方案

实现国内自有，高效可靠的Linux认证体系

是促进Linux发展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工业界，业界认证一般作为工程师能力的证明

LPI，RHC，GNU认证体系皆属国外

国内未有合适的Linux认证方案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LPI）

就Linux团体所关注的程度来看，LPI认证计划受到了最为广泛的支持。LPI已

经先期推出了Linux Profession Institute Certified-Level 1（简称为LPIC-1）认

证计划，不久的将来还会按预定计划推出第2和第3级认证。为了获得LPIC-1证

书，你必须通过两门各自长达90分钟的考试—--101 (LPI General 

Linux,Part1）和102 (LPI General Linux,Part2）。

Sair Linux 和 GNU

同LPI一样，Sair提供了三种级别的认证计划；

Level 1——Sair Linux & GNU Certified Administrator（LCA）

Level 2 —-- Sair Linux & GNU Certified Engineer（LCE）

Level 3 ---- Master Sair Linux & GNU Certified Engineer（MLCE）

第1级才是得到完全开发的Sair认证项目，这一点也和LPI一样。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高级的Linux认证长期以来则几乎完全是Red Hat CertifiedEngineer
（RHCE）认证计划的天下。RHCE是该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认证考试，所以它也是
最有价值的Linux认证。但也是最贵的，全套课程费用为2，498美金，也可单独
做认证测验，费用为749 美金。

通用业界认证方案
当前全世界通用Linux认证方案概述.

https://baike.baidu.com/item/RHCE


国内工业界认证方案思路设计
Business is the human activity related to material things. It is necessary for civilization.

贴近现实

Linux工业界认证的标准应当与现实

紧密结合，满足实际生产中所面临

的需求，了解认证方案中的细则，

同时与时俱进，贴近系统本身

符合业界需求

结合工业界当前最前沿技术，结合

操作系统理论，进行认证方案设

计，从基础开始了解并设计具体相

应的认证等级

与学界紧密结合

结合操作系统理论，了解Linux系统

本身，同时与学术界进行同步，将

学界最新操作系统方向研究成果，

实现案例，多种框架加入到认证体

系，丰富认证体系的含金量。

结合高校进行推广

高校学生应当作为认证系统最重要

的一环作为培养，将高校学生的认

证和工程师认证进行一定程度的区

分，实现从高校学生到工程师认证

的一体化贯通认证方案



认 证 方 案 架 构 设 计

操作系统理论知识

业界流行的框架与Linux系统的类比推理

Linux基础知识

Linux源码理解与操作系统理论的紧密结合



《奔跑吧Linux内核》在高校Linux内核课程的应用

 多所高校的研究生Linux内核课程
采用《奔跑吧》作为参考教材

 南昌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台湾中正大学
 …



国内研究生Linux内核课程授课形式

 2~3个人分成一个小组
 每个小组每周选择一个linux内核的小问题（topic）进行研究
 每周进行1个小时的总结汇报，导师打分

 好处：
 每个小组形成相互学习相互讨论
 多个小组可以进行PK，相互切磋

 缺点：
 缺乏实际项目经验



《奔跑吧Linux内核》作为教材的优缺点

优点：

问题导向式学习方法
反映Linux内核社区最新科技成果
创新性Linux内核奔跑卷
图形化单步调试内核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缺点：
起点难度有点高，不适合本科生
分析内核源代码不适合本科生
理论阐述较少
缺乏动手实践



内核学习方法建议

 从实际问题出发，深入研究

 归纳总结关键数据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机制的关键算法

 结合应用案例总结

 内核调试能力



适合大学生的Linux内核教材

 从简单的安装Linux系统开始

 从简单的动手实验开始，比如开发工具vim，git，gcc，gdb等使用

 从简单的设备驱动程序开始

 理论结合动手实验，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欲望



《奔跑吧Linux内核》入门篇

 降低Linux内核学习难度，从熟悉Linux系统安装，常
用开发工具等方面入手

 不分析Linux内核源代码，强调理论和整体架构的理解

 每章有动手实验，实验+案例

 提供课件

 提供高清配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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