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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编程能力等级认证概述-图形化编程 

CCF 编程能力等级认证（GESP）为青少年计算机和编程学习者提供学业能力

验证的规则和平台。GESP覆盖中小学阶段，符合年龄条件的青少年均可参加认证。

图形化编程测试划分为一至四级，考察学生掌握图形化编程的相关知识和操作能力，

熟悉编程各项基础知识和理论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等级的考试目标，让学生具备图

形化编程从简单的程序到复杂的游戏设计的编程能力，为后期专业化编程学习打下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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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知识体系 

级别 知识内容 知识目标 

一级 

计算机基础知识 

计算机历史 

图形化编程平台基本操作 

背景/角色的添加和切换 

角色的属性及控制 

声音模块 

触发事件 

侦测条件 

多角色设置 

三大基本结构 

具备图形化编程工具的应用能力，掌握图形化

编程基础，掌握三大基本结构，能够独立完成

基本作品。 

二级 

计算机网络和 Internet

基本概念 

流程图的概念与描述 

克隆 

画笔拓展模块 

数据运算 

广播 

变量 

逻辑推理和编程数学（逻

辑运算） 

理解编程相关抽象概念，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

能力及基础设计能力，能够独立完成包含分支

语句、循环语句等比较综合的案例。 

三级 

程序输入与输出 

字符串处理 

列表的增删改查 

克隆的综合应用 

熟悉图形化编程高级工具使用并能进行综合运

用，能够实现知识迁移，通过编程解决生活中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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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嵌套结构 

数据运算的深度理解 

算法概念与描述 

枚举法 

模拟法 

四级 

函数 

算法的复杂运用 

排序概念和稳定性 

经典排序（冒泡排序、插

入排序、选择排序等） 

综合应用 

具备计算思维，能够通过分层、抽象、模式识

别，流程建设实现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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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一级标准 

（一）知识点详述 

（1）了解计算机程序的基本定义和概念，了解计算机历史。  

（2）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使用，能够熟练使用鼠标和键盘操纵计算机并进行

信息输入。 

（3）熟悉计算机的文件管理，能进行文件的保存、粘贴、复制、删除等操作。  

（4）掌握图形化编辑器的基本区域划分及基本使用方法。 

（5）了解基本编辑工具的功能,能够使用基本编辑工具编辑背景、造型,以及录

制和编辑声音等。 

（6）掌握图形化编程中角色和造型的含义，掌握程序对角色的灵活控制。  

（7）掌握图形化编程中舞台和背景的含义，掌握程序对背景的灵活控制。  

（8）掌握对角色的平移、旋转、控制运动方向、碰到边缘反弹等常用积木块的

使用。  

（9）掌握对角色说、颜色、大小、显示、隐藏等常用积木块的使用。  

（10）了解事件触发的基本概念，掌握运行点击、角色点击、键盘被按下等常

用积木块的使用。  

（11）了解侦测的基本概念，初步掌握碰到鼠标/颜色/舞台、键盘按下等常用

积木块的使用。  

（12）初步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和坐标的表示，能在图形化编程中用坐标确定

角色的位置。  

（13）初步理解程序的三大基本结构：顺序、分支和循环；能使用等待、 重复

执行、如果…那么…等常用积木块编写简单程序。  

（14）掌握多角色设置，初步理解并发程序。 

（15）掌握图形化编程基本逻辑和思路，能够通过图形化编程软件独立完成简

单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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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目标  

学生对编程工具的认识与基本操作，角色和背景的属性设置及动效处理，形成

一个具有简单控制结构的完整作品，对初级的计算思维、逻辑推理能力进行考查。 

（三）知识块 

 

（四）知识点描述 

编号 知识块 知识点 

1 计算机基础知识 
认识计算机的软硬件组成，了解计算机历史，理解程序与编程

语言的概念，鼠标与键盘的基本使用等 

2 图形化编程平台 
舞台区、角色区、模块区、脚本区、背景区，新建和保存作品，

语言的选择，从本地打开软件等  

3 编程数学 坐标系、坐标变化，小数、负数、随机数，顺逆时针、角度等 

4 三大基本结构 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 

5 事件触发 事件的基本概念，点击运行、当角色被点击、键盘被按下等 

6 角色的操作 
导入角色，角色说…，颜色，大小，显示，隐藏，移动，旋转，

造型编辑/切换，声音编辑，碰到边缘反弹，图形特效等 

7 背景的操作 导入背景，背景和角色的区别，背景编辑/切换，声音编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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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背景音乐等 

8 侦测与控制 碰到鼠标指针/舞台边缘/颜色，按下键盘/鼠标，停止脚本 

（五）题型分布 

单选题 判断题 编程题 

10道（3分/道） 5道（4分/道） 2道（25分/道） 

考试时间：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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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二级标准 

（一）知识点详述 

（1）了解计算机网络安全知识，对计算机网络定义及其功能的理解，了解计算

机网络的组成。 

（2）了解什么是 Internet，Internet的形成与发展。熟悉 Internet的基本操

作，掌握信息浏览与搜索的方法，查找并返回到最近的 web网页，掌握文件下载、

电子邮件的使用等。 

（3）掌握流程图的概念，能对给定的任务使用编程思维进行分析，并画出相应

的程序流程图。  

（4）理解舞台区层的概念，并合理设置角色的叠放顺序。 

（5）掌握如果…那么… 和 如果…那么…否则…、重复执行 和 重复执行直

到…的区别，熟练使用选择结构、循环结构的指令。  

（6）掌握克隆的概念，熟练控制当作为克隆体启动时的基本操作，灵活控制克

隆体和本体。  

（7）掌握画笔的使用方法，能够熟练控制画笔的大小、粗细、颜色、亮度等属

性，掌握图章工具的使用方法，并能够实现相应的效果。  

（8）理解广播的基本概念，能够应用广播来传递数据，实现背景和角色、角色

和角色之间消息的传递，理解广播和广播并等待的区别。  

（9）理解变量的基本概念，掌握新建、删除、修改变量等基本操作，能够根据

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变量的作用域。 

（10）理解随机数的概念，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随机数。  

（11）掌握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关系运算，并能够熟练应用，可以针对简单

问题写出对应的筛选条件。  

（12）掌握图形化编程相关抽象概念，加强对程序中循环、条件的理解，掌握

包含循环、条件的嵌套使用，完成较复杂程序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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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目标  

学生对图形化编程工具的进一步操作能力，具备初步的程序设计思维，具有简

单的逻辑运算能力，能独立完成一个较复杂的程序。 

（三）知识块 

 

（四）知识点描述 

编号 知识块 知识点 

1 
计算机网络与

Internet 

计算机网络和 Internet的含义 

浏览器的基本操作 

电子邮件的发送与接收等  

2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的基本概念、标准符号、基本结构、绘制步骤 

3 克隆 克隆自己/角色、克隆体启动的设置、删除克隆体 

4 画笔 
画笔的抬笔、落笔、擦除、大小、粗细、颜色等属性、图章工

具 

5 广播 广播的概念、广播消息、广播并等待、角色/背景之间的交互 

6 变量 变量的新建、删除、修改、初始化、显示/隐藏、变量的作用域 

7 数据运算 
随机数 

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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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逻辑推理 

编程数学 
判断条件的逻辑关系、逻辑推理 

（五）题型分布 

单选题 判断题 编程题 

10道（3分/道） 5道（4分/道） 2道（25分/道） 

考试时间：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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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三级标准 

（一）知识点详述 

（1）了解计算机的输入、输出功能，掌握程序交互设计技巧，能够根据需求分

析，选择合适的人机交互方式设计较为丰富的角色间的交互行为。 

（2）了解字符串的概念，熟悉字符串的常用操作，如：连接、查找、替换等。 

（3）掌握列表的概念，掌握对列表的定义、存储、插入、删除等操作。 

（4）掌握克隆中更深层的用法并且在程序中综合使用，例如：克隆的私有变量、

二阶克隆等。 

（5）深入理解嵌套的概念、特征与意义，掌握嵌套结构的流程图画法，体验嵌

套结构解决复杂问题的思想方法。 

（6）熟练掌握图形化编程中的逻辑推理能力，可以针对复杂问题写出对应的筛

选条件。  

（7）初步掌握基本数据结构与算法，能分辨不同结构、不同算法的特点；能够

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采用算法等方式进行分解、推演、分析。  

（8）会应用实际的算法解决问题：枚举法、模拟法。  

（二）考核目标  

初步了解程序中算法的存在，同时对逻辑推理能力进行考察；具备问题抽象能

力，能对设定的任务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能理解和编写图形化编程中较复

杂的程序，初步考察学生的综合操作能力。 

（三）知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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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点描述 

编号 知识块 知识点 

1 输入与输出 计算机程序的输入与输出的概念 

2 字符串处理 连接、查找、替换、统计字符数、获取指定位置等 

3 列表 
列表的创建 

数据的增、删、改、查、显示/隐藏、找最值、平均值等 

4 克隆的综合应用 克隆的私有变量、二阶克隆 

5 复杂的嵌套结构 顺序语句、选择语句、循环语句的复杂嵌套 

6 复杂的逻辑判断 
算术运算、关系运算、逻辑运算的综合应用 

对复杂逻辑的推理、分析、梳理，解决综合问题 

7 算法 枚举法、模拟法 

（五）题型分布 

单选题 判断题 编程题 

15道（2分/道） 10道（2分/道） 2道（25分/道） 

考试时间：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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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编程四级标准 

（一）知识点详述 

（1）了解函数的概念及使用方法，了解多参函数，并能够熟练应用。 

（2）具备问题分析能力，能够将实际问题对应到算法设计问题；掌握算法的概

念及应用，了解算法的优劣属性。  

（3）理解排序的含义及排序算法的稳定性。 

（4）掌握基础经典排序算法，包括：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等。  

（5）具备将复杂问题及复杂算法用流程图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6）掌握程序的模块化搭建方法，具备在实际解决方案设计过程中对算法的综

合应用能力。  

（二）考核目标  

考察较高的逻辑推理能力，考察学生对已掌握知识的深度综合应用；具备一定

的程序调试和优化能力，能评价同一任务的不同实现方法，对图形化编程软件编写

的程序进行分析和改进。 

（三）知识块 

 

（四）知识点描述 

编号 知识块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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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函数 函数的创建、参数的设置、返回值、函数的调用 

2 多参函数 定义方法、形参、实参、参数的传递、调用 

3 算法的复杂应用 概念及应用、将实际问题对应到算法设计问题  

4 排序 概念、稳定性 

5 经典排序 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等 

6 综合应用 对已学知识点的综合应用考察 

（五）题型分布 

单选题 判断题 编程题 

15道（2分/道） 10道（2分/道） 2道（25分/道） 

考试时间：9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