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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在线题库，提供历年真题、模拟试题、章节练习、知识点练习、错题本练习等在线做题服
务，更有能力评估报告，让你告别盲目做题，针对性地攻破自己的薄弱点，备考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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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下半年信息系统监理师考试下午真题答案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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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下半年信息系统监理师考试下午真题
试题一 （20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4，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X 省通信运营商拟开发运营支撑系统应用软件，管理企业的业务流程和基础资源。 建
设单位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了监理单位，以便协助建设单位做好全过程的监理工作。该项
目承建单位采用瀑布模型进行软件开发。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 1 ] 监理单位根据项目的实际状况，拟将进度控制、变更控制、信息管理、 协调
作为全部监理内容。
[事件 2 ] 为了赶进度，承建单位编写了系统开发计划、质量保证计划、配置管理计划
等项目计划及《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后，认为需求分析阶段的工作己完成，立即开始进行
软件设计。
[事件 3 ] 承建单位按照规定日期提交了概要设计说明书、数据库设计说明书、详细设
计说明书，监理工程师老姚认为承建单位完成了设计阶段的任务。
[问题 1]（4 分）
对于事件 1，监理单位的监理内容还应包括哪些?
[问题 2] （5 分）
对于事件 2，作为监理工程师，请指出承建单位工作的不足之处。
[问题 3] （5 分）
(1) 针对事件 3，监理工程师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对设计文档进行审查?
(2) 请说明对概要设计说明书应重点审查的内容。
[问题 4]（6 分）
为了有效地实施监理工作，提高监理质量，监理单位建立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监
理单位的质量控制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

试题二（15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3，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北京市 X 区政府拟建设一套综合性政务公开系统，向公众展示各部门政策发布及政务进
展。该项目由系统集成公司 A 负责实施，信息系统监理公司 B 负责监理。该系统在整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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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
[事件 1 ]实施人员在综合布线系统完成后，立即进行网络系统相连通电及调试， 致使
核心交换机被损坏。公司 A 项目管理人员已承担责任并及时更换了该设备，并希望现场监
理不要报告业主，以维护承建单位和监理单位的信誉。监理出于多方考虑，接受了公司 A
的建议。
[事件 2 ]项目验收前，建设单位成立了验收委员会，任命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张工担任验
收委员会主任。验收过程中，将验收内容记录在了验收报告中，并由张工在验收报告上代表
验收委员会进行了签字，证明验收内容属实，最后将验收报告交由 X 区区长决定是否通过验
收。
[事件 3]验收委员会委托验收测试组依据合同进行验收测试过程中，业主要求临时增加
一些测试内容，验收测试组拒绝也业主要求。测试合格后，验收委员会决定召开评审会，进
行综合评价。
[问题 1]（5 分）
对于事件 1，针对网络系统安装调试时出现的问题，请分别指出承建方和监理方存在的
问题。
[问题 2]（3 分）
对于事件 2，请指出其中的不适当之处。
[问题 3]（7 分）
（1）对于事件 3，针对业主提出的测试内容，验收测试组的做法是否正确?请说明原因。
（2）请说明验收过程的工作步骤。

试题三 （15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3，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X 大学准备建设一栋创新探索实验大楼，其中信息系统工程总投资额约 2000 万元，主
要包括网络平台建设和机房建设。该项目涉及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的采购和集
成。
[事件 1] 建设单位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取网络平台建设的承建单位，建设单位在编
写招标文件时列出了网络基础平台搭建应采购的设备及系统，包括:传输设备、 布线系统、
网络服务器和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存储系统。项目要求在网络服务器群的后端采用光纤通道
连接成高速网络，实现网络服务器与存储设备之间的多对多连接。
[事件 2] 在系统设计阶段，监理工程师与建设单位共同对承建方提交的设计方案及项
目实施计划进行审核和确认。建设单位在选择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时，要求具有受控访问环境
(用户权限级别)，能够审计特性，跟踪所有的"安全事件"，在电源故障或其他紧急情况可提
供自保护和自恢复。
[问题 1]（4 分）
对于事件 1，请从候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选项，将该选项编号填入答题纸对应
栏内。
(1) 从投资控制的角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业主的投资，监理工程师把关主要设备
的价格时，应力求
候选答案: A. 与当时最新的市场行情相符
B. 与市场平均价格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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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高于当地最高价格

D. 与建设单位预算相符

(2) 根据建设单位对信息存储的要求，该实验大楼应采用
候选答案： A. SAN
B. NSA
C. SSD

网络存储技术.
D. SCSI

[问题 2]（5 分）
请将下面（1）－(5)处的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事件 1 中，监理工程师审核标书中的采购清单时，发现网络基础平台的设备清单中尚缺
两种设备是：（1）、（2）
信息网络系统建设过程中常用的监理控制方法包括评估、网络仿真、（3）、（4）和（5）
[问题 3](6 分）
对于事件 2，请从候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选项，将该选项编号填入答题纸对应栏
内。
(1)项目实施计划的内容至少包括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人力资源的协调和

分配。
候选答案:

A. 项目验收标准
B.质量保证目标
C.
风险登记册
D. 物力资源的协调和分配
(2)审核系统设计方案时，监理单位应建议建设单位的操作系统至少达到
级
别的安全标准。
候选答案: A.
A
B. B1
C.
C2
D. D
(3)在企业内部网与外部网之间，用来检查网络请求分组是否合法，保护网络资
源不被非法使用的技术是
。
候选答案: A. 差错控制技术 B.流量控制技术
C. 防火墙技术 D. 防病毒技术
试题四( 15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3，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某电信项目建设单位甲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单位乙为承建单位，承担某大型信息网络系统
工程的实施任务，并委托监理单位丙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理。该工程涉及机房 建设、系统
集成和应用软件开发等内容。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事件 1]单位丙制定了监理规划。在监理规划中写明，单位丙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做好与
建设单位、承建单位的协调工作，建立项目监理汇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向甲单位提供监理
报告。
[事件 2]为了检验程序的正确性，监理工程师对单位乙的测试方案、测试用例及测试数
据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监控。
[事件 3]单位丙监督单位乙严格按照工程设计阶段所制定的进度计划、质量保证 计划
等进行开发工作.由于工期紧张,开发完成后，单位丙进行了集成和确认测试。
[问题 1](5 分）
针对事件 1，请说明单位丙向单位甲提供的监理报告的种类有哪些。
[问题 2] (7 分)
(1)针对事件 2 ，请说明软件测试监理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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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事件 2，监理方在软件测试监理过程中主要审核哪些内容?
[问题 3] (3 分)
针对事件 3，监理单位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试题五(10 分)
阅读下列说明，回答问题 1 至问题 2，将解答填入答题纸的对应栏内。
[说明]
某单位甲进行企业信息化工程建设，主要包括网络基础平台的建设、综合布线系统的建
设、网络安全平台的建设等工作，甲以邀请招标的方式委托了监理公司单位丙承担该工程项
目的监理工作。施工前，丙与甲及承建单位乙一起制定了《工程计划书)) ，详细规定了各
阶段完成的主要工作。在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工期按期完成，乙在网 络设备加电测试完
成后，制定了网络的模拟建网测试方案，甲要求丙对测试方案严格审查，找出错误的地方。

[问题 1] (5 分)
针对以上案例，请说明监理工程师需要检查模拟测试方案的哪些关键内容。
[问题 2] (5 分)
作为监理工程师，请判断以下有关网络测试的描述是否正确(填写在答题纸的对
应栏内，正确的选项填写"√ "，不正确的选项填写" × " ）：
(1) 加电测试包括:设备自检、缺省配置下的软件运行状况监测。
(
)
(2) 模拟测试是先安装设备，然后分散配置。
(
)
(3) 监理方不仅对测试过程进行监控，而且亲自实施测试。
(
)
(4) 建设方对回归测试的过程、结果进行确认，并决定测试是否完成。
(
)
(5) 监理方重点评审承建方提交的系统联调方案、系统测试方案，组织完成设备 安装、
系统初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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