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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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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据库管理系统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据库管理系统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5271.1-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 5271.17-201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7部分：数据库 

GB/T 35589-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71.17-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数据库 database 

支持一个或多个应用领域，按概念结构组织的数据集合，其概念结构描述这

些数据的特征及其对应实体间的联系。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1.01]  

3.2  

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基于硬件与软件，用于定义、建立、操纵、控制、管理和使用数据库的系统。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1.03]  

3.3  

信息系统(用于数据库） information system（in databases） 

由概念模式、信息科与信息处理程序组成的共同形成保存和操纵信息的系

统。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1.04]  

3.4  

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按照组织的管理来支持作决策的信息处理系统。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1.05]  

3.5  

数据库模式 database schema 

多种模式的集中，其中每个模式都有以下特性： 

a)它属于特殊论域或实体世界考虑的特定级并是合适的数据库的相关方面； 

B)它定义了对信息库关联考虑各相应级的这些句子的一致性集合的表示形

式，并包括这些形式的操纵方面。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1.13]  

3.6  

信息库 inform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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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互一致并与概念模式一致，表示对特定实体世界成立的各命题的句子

的汇集。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2.08]  

3.7  

关系数据库 relational database  

数据按关系模型来组织的数据库。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4.05]  

3.8  

数据库文件组织 database file organization 

对存储期中数据的安排和存取方法的实现：使之都符合特别文件及其记录的

数据结构，并将此文件规定为数据库的组成部分。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3.10]  

3.9  

数据库语言 database language 

一种用于支持数据库的创建、建模、实现、描述、使用和管理等活动的语言。 

例：数据操纵语言，数据定义语言。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7.01]  

3.10  

数据库管理员 database administrator 

DBA(缩略语） 

负责数据库综合管理的个人或小组。 

[GB/T 5271.17-2010,定义 17.08.05]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网络安防

系统安装与维护、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信息安全、物联网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系统与维护、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信息安全与管理、移动应用开发、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电子商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司

法信息安全、安全防范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网络安全与执法、电

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

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应用、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网站建设与管

理、现代通信技术应用、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通信运营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

产品制造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

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区块

链技术应用、移动应用开发、工业软件开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现代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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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通信软件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网络规划与优化

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柔性电子技

术、光电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网络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大数据工程技术、云计算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工业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现代通信工程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网络安全与执法、电

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数据库管理系统】（初级）：本级别主要面向电子政务、司法、金融、电

力、航空、通信等 30 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库初级运维工程师。主要完成数据库

的安装部署、初始化数据库，数据库的基本配置与管理，能承担数据库日常运维

等工作。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级）：本级别主要面向电子政务、司法、金融、电

力、航空、通信等 30 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库中级运维工程师。主要完成数据库

的规划设计、数据容灾和运营监控等工作，根据用户需求设计数据库，建立和维

护数据库，承担数据库系统有关的技术支持。具有工程师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

水平，能指导数据库助理工程师工作。 

【数据库管理系统】（高级）：本级别主要面向电子政务、司法、金融、电

力、航空、通信等 30 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库开发工程师。主要完成数据库应用

系统的开发设计，规范设计等。根据用户需求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配置数据库

不同接口语言的开发环境。配合数据库运维工程师对开发程序审核、调试和测试

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数据库管理系统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数据库管理系统】（初级）：根据业务需求，具备创建和维护数据库的能

力。可以进行单机环境的安装配置、创建数据库实例、利用管理工具管理和维护

表空间、SQL 操作，能够对数据库进行日常的管理维护满足数据库服务器的数

据操作和管理等工作岗位技能需求。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级）：根据业务需求，负责数据库的运营和维护，

包括数据库的安装、监控、备份、恢复等基本工作，需覆盖产品需求设计、测试

交付上线的整个生命周期，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负责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搭建和运

维，更要参与到前期的数据库设计，中期的数据库测试和后期的数据库容量管理

和性能优化，为客户提出合理化建设意见等。 

【数据库管理系统】（高级）：根据业务需求，数据库模型设计和开发，搭

建和优化数据库架构策略，负责数据库方案的设计、实施及数据迁移，包括模型

规划设计、脚本开发、数据测试等，根据数据库基本原理和知识，SQL 语法规

则和特点，负责制定与完善数据库的开发规范及数据安全规范建设。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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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库管理系统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据库运维 

1.1 数据库软件安装 

1.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基础理论相关问题。 

1.1.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安装

数据库软件。 

1.1.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卸载

数据库软件。 

1.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2 数据库实例管理 

1.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实例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1.2.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建

数据库实例。 

1.2.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注册

数据库服务。 

1.2.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除

数据库实例。 

1.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实例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3 数据库表空间管理 

1.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表空间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1.3.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建

数据库表空间。 

1.3.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扩容

数据库表空间。 

1.3.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除

数据库表空间。 

1.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表空间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SQL 语言管

理 

2.1 数据库定义语言

（DDL） 

2.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合

理的规划数据库对象。 

2.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表定义语句。 

2.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视图定义语句。 

2.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合理的规划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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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库管理语言

（DML） 

2.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管理语句。 

2.2.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插入语句。 

2.2.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更新语句。 

2.2.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删除语句。 

2.3 数据库高级查询 

2.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查询语句。 

2.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分组查询语句。 

2.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多表连接查询语句。 

2.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子查询语句。 

3.数据库安全 

3.1 数据库安全规范 

3.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国际安全标准规范。 

3.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国家安全标准规范。 

3.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安全的理论相关问题。 

3.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数

据库安全设计。  

3.2 数据库用户管理 

3.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用户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3.2.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建

数据库用户。 

3.2.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修改

数据库用户密码 

3.2.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除

数据库用户。 

3.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用户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3 安全权限管理 

3.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控制语句。 

3.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授权语句。 

3.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回收权限语句。 

3.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角色管理语句。 

3.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权

限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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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库管理系统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据库运维 

1.1 数据库软件安装 

1.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基础理论相关问题。 

1.1.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安

装数据库软件。 

1.1.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卸

载数据库软件。 

1.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2 数据库实例管理 

1.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实例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1.2.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

建数据库实例。 

1.2.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注

册数据库服务。 

1.2.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

除数据库实例。 

1.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实例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3 数据库表空间管

理 

1.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表空间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1.3.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

建数据库表空间。 

1.3.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扩

容数据库表空间。 

1.3.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

除数据库表空间。 

1.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表空间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SQL 语言管理 
2.1 数据库定义语言

（DDL） 

2.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合理的规划数据库对象。 

2.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表定义语句。 

2.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视图定义语句。 

2.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合理的规划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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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库管理语言

（DML） 

2.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管理语句。 

2.2.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插入语句。 

2.2.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更新语句。 

2.2.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数据删除语句。 

2.3 数据库高级查询 

2.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查询语句。 

2.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分组查询语句。 

2.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多表连接查询语句。 

2.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子查询语句。 

3.数据库安全 

3.1 数据库安全规范 

3.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国际安全标准规范。 

3.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国家安全标准规范。 

3.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安全的理论相关问题。 

3.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

数据库安全设计。 

3.2 数据库用户管理 

3.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用户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3.2.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

建数据库用户。 

3.2.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修

改数据库用户密码 

3.2.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

除数据库用户。 

3.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用户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3 安全权限管理 

3.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控制语句。 

3.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授权语句。 

3.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数据回收权限语句。 

3.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

需求编写相应的角色管理语句。 

3.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权限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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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库容灾 

4.1 数据库备份方式 

4.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备份方式的理论相关问题。 

4.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达客户

完全备份的优点和缺点。 

4.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达客户

增量备份的优点和缺点。 

4.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备份容灾方案。 

4.2 数据库物理备份 

4.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物理备份的理论相关问题。 

4.2.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库备份。 

4.2.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表空间备份。 

4.2.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表备份。 

4.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归档备份。 

4.2.6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物理备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3 数据库逻辑备份 

4.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数据库逻辑备份的理论相关问题。 

4.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库备份案。 

4.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表备份案。 

4.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模式备份方

案。 

4.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

使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用户备份方

案。 

4.3.6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

逻辑备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表 3 数据库管理系统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据库运维 
1.1 数据库软件安

装 

1.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基础理论相关问题。 

1.1.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安装

数据库软件。 

1.1.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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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软件。 

1.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2 数据库实例管

理 

1.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实例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1.2.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建

数据库实例。 

1.2.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注册

数据库服务。 

1.2.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除

数据库实例。 

1.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实例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3 数据库表空间

管理 

1.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表空间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1.3.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建

数据库表空间。 

1.3.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扩容

数据库表空间。 

1.3.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除

数据库表空间。 

1.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表空间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SQL 语言管理 

2.1 数据库定义语

言（DDL） 

2.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合

理的规划数据库对象。 

2.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表定义语句。 

2.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视图定义语句。 

2.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合理的规划索引。 

2.2 数据库管理语

言（DML） 

2.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管理语句。 

2.2.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插入语句。 

2.2.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更新语句。 

2.2.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删除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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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库高级查

询 

2.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查询语句。 

2.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分组查询语句。 

2.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多表连接查询语句。 

2.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子查询语句。 

3.数据库安全 

3.1 数据库安全规

范 

3.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国际安全标准规范。 

3.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国家安全标准规范。 

3.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安全的理论相关问题。 

3.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数

据库安全设计。 

3.2 数据库用户管

理 

3.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用户管理的理论相关问题。 

3.2.2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创建

数据库用户。 

3.2.3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修改

数据库用户密码 

3.2.4 根据工作指导书的要求，指导客户删除

数据库用户。 

3.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用户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3 安全权限管理 

3.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使用数据控制语句。 

3.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授权语句。 

3.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数据回收权限语句。 

3.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角色管理语句。 

3.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权

限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数据库容灾 
4.1 数据库备份方

式 

4.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备份方式的理论相关问题。 

4.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达客户完

全备份的优点和缺点。 

4.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达客户增

量备份的优点和缺点。 

4.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备份容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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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库物理备

份 

4.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物理备份的理论相关问题。 

4.2.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库备份。 

4.2.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表空间备份。 

4.2.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表备份。 

4.2.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规划数据库的归档备份。 

4.2.6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物

理备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3 数据库逻辑备

份 

4.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数

据库逻辑备份的理论相关问题。 

4.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库备份案。 

4.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表备份案。 

4.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模式备份方案。 

4.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推荐客户使

用合理的数据库逻辑备份的用户备份方案。 

4.3.6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逻

辑备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5.数据库开发 

5.1 DMSQL 开发 

5.1.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合理 DMSQL 开发语句。 

5.1.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匿名块。 

5.1.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流程控制语句。 

5.1.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流程控制语句常见的问题。 

5.2 DMSQL 程序设

计 

5.2.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存储过程。 

5.2.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函数。 

5.2.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编写相应的触发器。 

5.2.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在

DMSQL 程序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5.3 开发环境配置 

5.3.1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推荐使用合理的开发环境。 

5.3.2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配置 JDBC 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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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配置 ODBC 开发环境。 

5.3.4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配置 Python 开发环境。 

5.3.5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根据客户需

求配置 PHP 开发环境。 

5.3.6 根据手册和指导书的要求，解答客户在

配置开发环境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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