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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Thought Morals Accomplishment and Base of Laws 

课程类型：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所有专业 

理论学时数：3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2 学时 

理论学分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钱振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外文出版社. 2014 

3. 高其才. 法律基础（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4. 贾少英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案例解析. 九州出版社. 2013 

开课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德育教研室 

 

课程简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为主线，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

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一门课程。该课程通

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当前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实情况，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把民

族精神教育与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以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为基础，对大学生

进行法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治观念，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和用法；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

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

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知识和方法； 

（2）理解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容，掌握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方法； 

（3）掌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内容； 

（4）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定； 

（5）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6）理解和认识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2. 能力目标： 

（1）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会调研的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语言表达能力：能够根据教学内容制定的主题进行讨论、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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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理资料能力：能利用网络搜集完成任务目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料，并加以整理； 

（4）写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撰写读书体会、调研报告等； 

（5）团队合作能力：能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文明行为从我做起、道德小品等项目任务； 

（6）人际交往的能力：能够礼貌、友善、大方地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7）明辨是非的能力：具有对重大事件正确判断能力。 

3. 素质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成为有高尚道德操、有

社会担当和责任、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一讲  珍惜大学生活  追求远大理想（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大学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目的、任务，了解本门课性质、

内容和特点，懂得学好本门课应具备的态度、方法；了解新环境，适应新生活，确立新目标。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学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具备的态度和方法，大学生活的特点。 

教学难点：掌握大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的途径，走全面发展的成才之路。 

教学内容 

一、绪论 

二、适应大学生活，把握大学生活的主动权 

三、追求远大理想，走全面发展的成才之路 

课堂讨论：怎样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 

第二讲  勤奋刻苦学习  培养优良学风（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把握大学学习的特点，树立正确学习目的，掌握科学的学校方法，培养优良

的学习风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树立正确学习目的。 

教学难点：培养优良的学习风气。 

教学内容 

一、大学学习的特点 

二、树立新的学习理念 

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四、培养优良学风 

第三讲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把握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能够把握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和基本要求，并自觉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弘扬时代精神与弘扬民族精

神，做忠诚的爱国者，用行动绽放中国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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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 

教学难点：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如何做一名忠诚的爱国者？ 

教学内容 

一、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 

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第四讲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正确认识人生目的对人生实践的重要作用，正确把握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和

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立志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自觉协调自我身心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对待人生环境和处境。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教学难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教学内容 

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三、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第五讲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让学生了解道德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及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和社会主义道德，帮助

大学生深刻认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自觉继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人类道德文明的优秀成

果。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道德的功能与作用，中国革命道德的内容。 

教学难点：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教学内容 

一、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三、继承与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主题活动：道德小品展演 

第六讲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基本特点和要求，自觉加强道德修养，遵

守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做维护社会公共秩序、遵守规范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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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人类公共生活领域的特点，公共生活当中的道德规范。 

教学难点：用社会公德规范和公共生活规范要求自己，自觉维护公共生活秩序，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

促进社会的进步。 

教学内容 

一、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三、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四、职业生活中道德规范 

第七讲  正确对待爱情  树立家庭美德（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新时代的家庭美德，分清友谊

与爱情，对爱情进行理性的思考。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恋爱与大学生；分清友谊与爱情； 

教学难点：对爱情本质的认识与恋爱的道德理性的思考，能够正确处理恋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树立

家庭美德。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爱情 

二、恋爱与大学生 

三、动机的审视 

四、分清友谊与爱情 

五、理性的思考 

六、家庭美德 

第八讲  学习宪法法律  增强法治意识（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法的发展，法的产生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作用、创制与实施，社会

主义法律意识及其培养，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部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法的概念与特征，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教学难点：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教学内容 

一、法的概述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与实施 

四、我国宪法与法律部门 

五、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及其培养 

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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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了解刑法制度  维护社会安定（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刑法的概念和任务，单位犯罪，刑罚的概念和特征，犯罪的种类；

掌握刑法的适用范围，犯罪的概念和特征，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共同犯罪，刑罚的种类，刑罚的

具体运用等内容；重点掌握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形态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故意犯罪中的犯罪形态。 

教学难点：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分析案例。 

教学内容 

一、刑法概述 

二、犯罪 

三、刑罚 

四、犯罪种类 

案例讨论 

第十讲  了解民法制度  促进社会和谐（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民法的概念、民事责任，掌握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

事法律行为、民事权利和的法律规定，重点掌握民事主体、代理及诉讼时效的相关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民事主体、代理、诉讼时效。 

教学难点：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分析案例。 

教学内容 

一、民法概述   

二、民事主体 

三、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四、民事权利 

五、民事责任 

六、诉讼时效 

七、继承法 

八、婚姻法 

案例讨论 

期末考核（2 学时） 

 

执笔人：肖芃                                                           审核人：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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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The Lecture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学 时 数：3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4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形式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学参考书： 

1.  陈旭麓编.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7 

2.  唐德刚编. 晚清七十年. 岳麓出版社. 2005.7 

3.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9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 

 

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课是研究 1840 年至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主要是侧重讲

授近代以来中国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国家、走向共同

富裕、推进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通过教学，使当代大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

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增强

当代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 

作为高等院校学生在本科阶段必修的一门政治理论课，本课程兼具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三方面的

共同特点。因此，课程教学在“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尤

其注意“要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学生关心的重大问题”，在教学内容上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

在于“解疑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内在

规律的知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以史为鉴”，在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

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

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 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

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

方向的能力。 

3. 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坚定信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

周围，时刻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综述（2 学时〕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3%C2%D0%F1%C2%B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80491.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8049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9%B4%F3%BE%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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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部分内容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中、下三编的综合性绪论。通过概括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基本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在总体上给大学生一个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印象。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中华民族近现代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鸦片战争是中

国近代史的开端；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的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教学难点：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原因；鸦片战争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近

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外来侵略面前的逐渐觉醒与抗争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的探索。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与性质 

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期 

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 

三、中华民族近现代所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 

1、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第二节 近现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时代特点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原因    

2、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二、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世界 

1、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  

2、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的影响；  

3、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4、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三、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世界 

1、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原因；  

2、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 

3、“冷战”的结束及世界向多极化的曲折发展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一、中国近代前八十年：侵略狂潮与救亡图存（1840 — 1919）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 

1、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进入半殖民地社会 

（二）、中国社会各阶层在外来侵略面前的逐渐觉醒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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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的自救活动； 

2、农民阶级的反抗； 

3、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浴血奋斗与地覆天翻（1919 — 1949） 

1、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国民革命时期； 

2、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探索； 

3、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及彻底胜利； 

4、全国解放战争与新中国的建立 

三、现代中国：曲折探索与和平崛起（1949 — 今） 

1、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3、十年“文革”； 

4、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四节  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选择 

一、两种基本的选择导致近代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 

二、抗战胜利后三种政治力量提出的三种建国方案 

三、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的原因  

专题一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概括介绍近代前八十年列强国家侵略中国的基本情况与特点，重点介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

在近代前期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活动及意义。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刻理解近代中国没有变为殖民地、

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灭亡瓜分的原因，深刻理解中国近代早期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近代早期反侵略战争的意义；近代中国没有变为殖民地、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灭亡

瓜分的原因；近代早期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教学难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近代早期反侵略战争失败的

原因和教训。 

教学内容 

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近代早期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 

1、军事侵略 

2、经济掠夺 

3、政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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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渗透 

（二）近代早期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严重后果 

二、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1、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2、爱国官兵的返青略斗争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1、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2、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三、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近代早期反侵略斗争的意义 

（二）近代早期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1、社会制度腐败 

2、经济技术落后 

（三）民族意识的觉醒 

1、“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早起维新思想 

2、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专题二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概括介绍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在“千年奇变”之际，对国家出路的早期积极探索过程、重大

意义与失败原因。其中尤其 

通过教学，使学生重点了解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及评价，深入理解

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深刻理解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进而深入思考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地主

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历史价值及局限，从侧面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

涵义。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

疑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资政新篇》的内容及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失败

原因；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 

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教学难点：对天京事变的历史思考；《天朝田亩制度》所具有的革命性与落后性的双重认识价值；分

析洋务派所办军事与民用厂矿的性质；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和教训。 

教学内容 

    一、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拜上帝会的创立及宗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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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期斗争：金田首义→东乡称王→永安建制→南京定都 

3、由盛转衰的转折点——1856 年的天京事变 

4、后期的斗争及天京陷落 

（二）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 

1、《天朝田亩制度》及评价 

2、《资政新篇》的内容及评价 

（三）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 

二、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1、1861 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 

2、洋务运动的宗旨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主张 

3、洋务派建立的主要厂矿和新式教育、新式陆、海军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原因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思潮 

1、“公车上书”掀起的政治运动 

2、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3、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团体及刊物、学堂 

4、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二）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三）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戊戌变法的具体措施 

2、百日维新的失败及“戊戌六君子” 

（四）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 

专题三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集中介绍近代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与失败的过

程，重点介绍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理论，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的

活动，介绍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和价值；理解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认识辛亥革

命的深刻意义。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20 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孙中山；中国同盟会；三民主义学说的内容及评价；辛亥革命

的历史意义及失败原因 

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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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及其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与封建军阀的

斗争；中华革命党。 

教学内容         

一、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进一步加深 

2、清政府假“立宪”骗局的失败 

3、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宣传和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 

4、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二）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学说 

1、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2、对三民主义学说的评价 

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保路风潮与武昌首义 

二、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性质 

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失败原因 

三、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1、袁记“民国”与“二次革命” 

2、“洪宪”闹剧与护国战争 

3、“张勋复辟”与反段护法运动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1、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 

2、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专题四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原因，重点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重点介

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及其历史必然性。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认识在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

帜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深刻理解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及其意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

物；党的建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国民革命的失败原因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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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教学难点：新三民主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教学内容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1、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2、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3、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及局限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五四运动 

1、事情的起因：巴黎和会 

2、北京学生的爱国要求遭到镇压 

3、工人阶级与社会各阶层共同组织斗争 

4、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及其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及伟大意义 

1、“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共产国际的帮助 

3、上海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4、法租界石库门里的“新天地” 

5、“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三、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1、共产党人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 

2、国民党一大及新三民主义 

3、“五卅”与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 

4、废约与恢复主权运动 

5、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专题五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首先介绍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原因，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历程，重点介绍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曲折过程。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内外政策及其统治的社会状况，从而理解中国共产党

人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和进步性；使学生深刻理解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内涵，从中国革命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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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践中，深刻理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长

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深刻理解和弘扬红军的长征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信念。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条件与原因；中国革命新道路

的理论含义与实践活动；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艰难困苦、表现出的英雄气概、焕发出的长征精神；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曲折过程。 

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教学难点：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

端重要性；长征精神。 

教学内容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八七会议” 

2、毛泽东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 

3、红色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土地革命及政权建设 

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重大意义 

二、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 

2、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二）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 

1、遵义会议 

2、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1、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2、长征的艰难历程 

3、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 

4、长征精神 

专题六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教学首先要讲清法西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真正理解抗日战争伟大

胜利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彻底解放斗争的重大意义；重点说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

利；重点讲清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重点讲清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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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法西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毋忘国耻”；使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抗

日战争的军事路线、政治纲领，了解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关系及作用；使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取得

胜利的主要原因和基本经验，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使学生真正了解中国

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广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的自豪感、

克服艰难困苦的自信心。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东三省的陷落，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中国共

产党人提出的持久抗战理论、人民战争思想、全面抗战纲领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

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和基本经验；抗

日战争焕发出来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教师根据实际和学生需要，择题选讲一节专题。 

教学难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理论、人民战争思想、全面抗战纲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不同时期

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美军原子轰炸、苏

军出兵中国东北在夺取抗战胜利中所起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1、九一八事变 

2、华北事变 

3、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二、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二）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一二九运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2、西安事变及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三、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 

（二）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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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五）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意义和基本经验 

专题七 为新中国而奋斗（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教学首先要讲清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所做的努力，真正理解两种命

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重点说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共产党执政地位

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重点讲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重点讲清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的伟大意义。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时局，中国共产党人赴重庆进行谈判的诚意和成果；了解

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及在广大人民反对下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了解“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的历史必

然性，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重点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掌握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所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开国领袖毛泽东。 

教学难点：“第三条道路”的破灭；《政协共同纲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学说。 

教学内容 

一、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二）内战的爆发与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三）处于全民包围中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四）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 

二、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 

（二）土地改革运动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 

（二）“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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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1、毛泽东对建立新中国的思考与规划 

2、人民政协的召开及《政协共同纲领》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专题八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教学首先要讲清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及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及其历史必然性；引导当代大

学生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最初 20 年间的进步与曲折；引导当代大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社会

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和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树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进

一步认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意义。 

通过教学，使学生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过程；

使学生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大学生

深入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伟大、辉煌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与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及其历史必

然性；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的伟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历史功绩。 

教学难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私有的生产

资料实行有偿赎买的设想；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意义；“四

个前面”的战略布局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与基本特征 

（二）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 

（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及历史必然性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曲折发展 

（一） 良好的开局 

1、《论十大关系》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1、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恶果 

2、“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纠“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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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三）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二）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三） 中国特色社和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六）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执笔人：刘秉贤                                           审核人：于庆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课程类型：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理论学时数：4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理论学分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用书： 

1. 石云霞主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导引.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6 

2. 顾海良等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疑难问题解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8 

开课单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中发[2004]16 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意见》（教社政[2005]5 号）的精神设置的四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中的一门主干课程，在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学生正确学习和理解其他政治理论课提供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本课程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

主题，以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以整体上掌握

马克思主义为目标，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涵盖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部分的内容，三者相联系、

相互支撑构成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于资本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是哲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介，关于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和归宿，它直接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理想。具体内容包括：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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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类社会及

其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共产主义是

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等。 

本课程的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知识教育的同时，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

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高大学生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从根本上帮助大学生学习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大学生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

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在一年级开设，总学时 56 学时。“原理”课的教学以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教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配套参考书为教学参考

资料开展教学。本课程具有学理性、逻辑性、抽象性强，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特点。因此，教学活动中，应

努力将思想、知识、能力融于一体，充分体现课程开设的目的和要求。理论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学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科学吸纳学术研

究的新成果，坚持开拓创新，提升经典理论的时代感、进步感和认同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

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及其基本原理。 

2. 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紧密结合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通

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进行观察和分析，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大学生思维能力和理性能力。 

3. 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帮助大学生学习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为实现共产

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大学生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

实的理论基础。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从总体上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

放的科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马恩创立、完善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价值观；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

本质特征、基本内容和时代价值；明确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意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马恩实现两个转变的原因、过程和标志。 

3.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思想标志。 

4.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5.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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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7.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 

8.“过时论”、“失效论”的思想观点及错误实质 

9.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专题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4 学时)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 

3.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4.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及民族化进程中的创新发展 

二、专题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时代的价值(2 学时)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3.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时代价值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着重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实践的基本观点，掌握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方法，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理论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哲学世界观和哲学基本问题 

2.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及意义 

3.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5.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6.辩证思维方法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7.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8.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教学内容 

一、第一章知识点串讲 

二、第一章专题一：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 

1.既要严格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人类实践证明了的结论。 

2.既要严格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3.在实践中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三、第一章专题二：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辩证关系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 

1.运动的绝对性等于变化的绝对性 

2.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 

3.把握动静统一的辩证法，读懂生活中变与不变相统一的辩证艺术 

4.当代大学生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变革，把握变革、取得成功 

四、第一章专题三：辩证法魅力的诠释——矛盾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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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立统一规律 

2.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成功案例 

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了解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

相对性，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提高在实践中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

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 

2.认识运动的过程及其基本规律 

3.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6.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 

7.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教学内容 

一、第二章知识点串讲 

二、第二章专题一：认识自我  实践成才 

1.何谓成才？影响大学生成才的因素有哪些? 

2.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大学生成才的必由之路。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着重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基

本矛盾辩证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

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2.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3.社会基本矛盾及规律 

4.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 

5.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6.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 

7.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和斗争 

8.群众史观及党的群众路线 

教学内容 

一、第三章知识点串讲 

二、第三章专题一：中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 

1.跨越“卡夫丁峡谷”典故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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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越”的含义和意义是什么？ 

3.苏联止步“卡夫丁峡谷”的唯物史观解读 

4.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中国胜券在握 

第四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认识私

有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实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的作用。 

2．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 

3．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4．剩余价值论的意义。 

5．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与经济危机。 

6．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特点和本质。 

教学内容 

一、第四章专题一：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 

1.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 

3.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二、第四章专题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的不合理性 

1.表面平等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剥削制度 

2.实质上为少数人服务的民主政治制度 

3.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 

4.野蛮残酷的侵略扩张本性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进程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科学认识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特点及其实质；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必然为社

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 

3．资本输出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 

4．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后果； 

5．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 

6．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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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五章专题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与经济发展 

1.现代科技革命缓解了其内在矛盾冲突 

2.经济全球化拓展了其发展空间 

3.劳动管理制度和分配关系方面的改革缓解了社会矛盾 

二、第五章专题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1.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 

2.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

本理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明确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

性；懂得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进程 

2.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 

3.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4.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5.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6.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7.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教学内容 

一、第六章专题一：解读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书写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画卷 

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特征问题 

2.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问题 

3.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的多样性问题 

4.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 

5.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性和前进性问题 

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主要观点；深刻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

立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经典作家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论述 

3.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4.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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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第七章专题一：扬起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 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1.共产主义渺茫吗？共产主义是空想吗？ 

2.正确解读经典作家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克服描绘理想社会的各种错误偏向。 

3.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4.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辩证关系，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业。 

 

执笔人：王勇刚                                 审核人：于庆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An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1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学 时 数：3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参考书： 

1. 毛泽东选集（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2. 邓小平文选（2、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3. 江泽民.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 

4. 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5. 江泽民.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6. 中共中央宣传部.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学习出版社. 2006.6 

7. 胡锦涛. 党的十七大报告 

8. 胡锦涛. 党的十八大报告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中国革命与建设理论教研室 

 

课程简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份量最重的一门

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主要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教育，即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进一

步推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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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确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想信念，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规律和精髓； 

（2）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4）了解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5）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6）理解和认识当代大学生历史责任。 

2. 能力目标： 

（1）语言表达能力：能朗读、朗颂；能使用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回答问题。 

（2）搜集信息、整理资料能力：能利用网络搜集完成任务目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料。 

（3）辨别判断能力：具有对重大事件正确判断能力。 

（4）分析研讨能力：能对完成相关任务的有用信息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5）组织策划能力：能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对活动方案进行策划。 

（6）写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要求写观后感、读书笔记、小论文等。 

（7）调查研究能力：能开展调查研究，能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撰写调查报告。 

（8）合作能力：能主动承担小组项目的相关任务，并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 

（9）人际交往与发展能力：能礼貌、主动、自信、大方地与人交往，展示自我的公众形象。 

3. 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目标：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人生观；

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价值观。 

（2）思想品德素质培养目标： 

培养讲真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 

（3）人文素养培养目标： 

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感；关心社会发展、关爱他人的情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专题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中，

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充分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意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任重道远，坚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工程不断推向新阶段的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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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 

教学难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教学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 

专题二   毛泽东思想（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要使学生在全面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后，能

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树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教学难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 

教学内容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专题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要使学生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的客观必然性，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从而树立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同时，通过学习，使

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及最新成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

想、信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条件和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地位。 

教学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专题四   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形成发展过程；让学生深刻理解并掌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帮助学生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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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过程 

教学难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教学内容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专题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学生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认识

这一理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教学难点：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2 学时） 

1．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2．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2 学时）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 学时）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专题六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方针、从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形式及历史经验，使学生懂得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重大成果。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难点：为什么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教学内容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2 学时）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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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1 学时） 

1．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2．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 学时） 

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依据  

2、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专题七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教学难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2 学时）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2．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3．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4．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2 学时） 

1．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执笔人：王丽娟                                        审核人：王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An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2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学 时 数：5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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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 

教学参考书： 

1. 毛泽东选集（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2. 邓小平文选（2、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3. 江泽民.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 

4. 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5. 江泽民.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6. 中共中央宣传部.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学习出版社. 2006.6 

7. 胡锦涛. 党的十七大报告 

8. 胡锦涛. 党的十八大报告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中国革命与建设理论教研室 

 

课程简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份量最重的一门

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主要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教育，即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进一

步推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

作，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确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想信念，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规律和精髓； 

（2）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4）了解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5）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6）理解和认识当代大学生历史责任。 

2. 能力目标： 

（1）语言表达能力：能朗读、朗颂；能使用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回答问题。 

（2）搜集信息、整理资料能力：能利用网络搜集完成任务目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料。 

（3）辨别判断能力：具有对重大事件正确判断能力。 

（4）分析研讨能力：能对完成相关任务的有用信息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5）组织策划能力：能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对活动方案进行策划。 

（6）写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要求写观后感、读书笔记、小论文等。 

（7）调查研究能力：能开展调查研究，能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撰写调查报告。 

（8）合作能力：能主动承担小组项目的相关任务，并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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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际交往与发展能力：能礼貌、主动、自信、大方地与人交往，展示自我的公众形象。 

3. 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目标：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人生观；

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价值观。 

（2）思想品德素质培养目标： 

培养讲真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 

（3）人文素养培养目标： 

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感；关心社会发展、关爱他人的情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专题八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必然性，理解并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内涵和

主要特征，科学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 

教学难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专题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解并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内

容，正确认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辩证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内容 

教学难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辩证关系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予盾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专题十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内外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让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内容，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发展应该坚持科学发展。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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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内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难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坚持科学发展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和科学内涵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3．坚持科学发展 

专题十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了解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理解并把握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实现途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实现途径 

难点：中国梦的提出 

教学内容 

一、“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专题十二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4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主要讲改革开放理论。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方面。学生要认识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包括哪些主

要内容，改革的性质、意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为什么要进行开放，开放的内容，如何

扩大开放。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教学难点：如何理解“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教学内容 

一、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 学时） 

1．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2．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1 学时） 

1．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3．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31 

三、扩大对外开放 （1 学时） 

1．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 

2．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3．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专题十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确认识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了解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

制度；经济新常态 

教学难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必要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四、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专题十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理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重要意义；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全面依法治国 

教学难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教学内容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三、全面依法治国 

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专题十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道德建

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和基本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  

教学难点：为什么说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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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专题十六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和重要意义，了解关于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原则和主要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 

教学难点：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教学内容 

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专题十七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了解我国关于建设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基本国策、制度体系，使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教学难点：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教学内容 

一、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专题十八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清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掌握党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基

本立场、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基本内容，“一国两制”构想的意义  

教学难点：努力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完全统一问题 

教学内容 

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学时） 

1．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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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2 学时）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3．“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4．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专题十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清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基本特点，掌握党在外交方面的基本原则、发展

和政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原则  

教学难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教学内容 

一、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的依据 （2 学时）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3．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 学时） 

1．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据和重要意义 

2．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政策  

3．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专题二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认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树立群众观点；理解新时期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巩固国

防、建设强大军队。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社会新阶层和人民军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教学难点：理解社会新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教学内容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三、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专题二十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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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充分认识以改革创新精

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意义，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从严治党。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全面提高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教学难点：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什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   

教学内容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三、全面从严治党 

 

执笔人：王丽娟                                          审核人：王敏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理论学时数：1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2  

理论学分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参考书： 

毛泽东选集（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 

 

课程简介：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

程主要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教育，即开展党的最新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基本

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的最新的理论动态等开展

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掌握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理论能力，确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

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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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 

（2）理解正确理解我国的经济形势及其展望； 

（3）了解当前我国经济特征与走势； 

（4）了解中美关系“新型大关关系”； 

（5）理解和认识当代大学生历史责任。 

2. 能力目标： 

（1）语言表达能力：能使用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回答问题。 

（2）搜集信息、整理资料能力：能利用网络搜集完成论文任务目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料。 

（3）辨别判断能力：具有对重大事件正确判断能力。 

（4）分析研讨能力：能对完成相关任务的有用信息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5）写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要求写论文等。 

3. 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目标：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人生观；

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价值观。 

（2）思想品德素质培养目标： 

培养讲真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 

（3）人文素养培养目标： 

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感；关心社会发展、关爱他人的情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专题一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周边形势的新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对 2013 年中国周边进行展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周边形势的新变化 

教学难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对 2013 年中国周边进行展望 

教学内容 

一、 中国周边形势的新变化 

二、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三、 对 2013 年中国周边进行展望 

专题二  我国的经济形势及其展望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要使学生在全面了我国的当前的经济形势状况，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备有利因素；清

醒认识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我国的当前的经济形势状况 

教学难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备有利因素；清醒认识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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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的当前的经济形势状况 

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备有利因素 

三、 清醒认识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 

四、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专题三   产业转移与就业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要使学生懂得什么是产业的转移，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条件及其影响；国际产业的历史进

程和趋势；我国产业转移的现状；产业转移的效应；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我国产业转移的现状；产业转移的效应；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教学难点：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条件及其影响；国际产业的历史进程和趋势；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产业的转移 

 二、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条件及其影响； 

 三、国际产业的历史进程和趋势； 

 四、我国产业转移的现状； 

 五、产业转移的效应； 

 六、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专题四   十八大专题（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十八大的鲜明主题，深刻理

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刻领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深刻领会“八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坚定共同理想信念。

以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为重要指引和基本遵循，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十八大的鲜明主题，深刻理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 

    教学难点：深刻领会“八个坚持”的基本要求；以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为重要指引和基本遵循，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学内容 

一、深刻理解十八大的鲜明主题， 

二、深刻理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 

三、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四、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 

五、深刻领会“八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坚定共同理想信念。 

六、以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为重要指引和基本遵循，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专题五   当前世界经济状况（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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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状况；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世界经济发展

需要关心的问题；世界经济的走势；我国的应对与思考。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世界经济的走势；我国的应对与思考 

    教学难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关心的问题； 

教学内容 

    一、我国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状况；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 

 三、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关心的问题； 

 四、世界经济的走势； 

 五、我国的应对与思考 

专题六  努力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认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信心；

如何提高文化的软实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认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教学难点：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信心；如何提高文化的软实力 

教学内容 

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二、认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信心； 

四、如何提高文化的软实力 

专题七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特征和任务；需

要着重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教学难点：需要着重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 

教学内容 

一、掌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特征和任务； 

三、需要着重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 

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专题八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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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三个倡导”

的科学内涵；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践行者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深刻领会“三个倡导”的科学内涵；  

    教学难点：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践行者 

教学内容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二、深刻领会“三个倡导”的科学内涵； 

三、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践行者 

 

执笔人：鞠桂萍                                               审核人：王敏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学 时 数：1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辽宁省教育厅编. 让快乐伴你成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8,7. 

开课单位：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康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设置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分为六个板块，有针对性地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开展辅导或咨询

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

缓解心理问题。本课程遵循全面了解、重点研究的原则，在向学生全面介绍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重点引

导学生获得心理健康的途径与方法。从而使学生在知识、技能和自我认知三个层面达到以下目标：在知识

层面，使学生了解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

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在技能层面，使学生掌握自我探索技能，心理调试技能及

心理发展技能；在自我认知层面：使学生树立心理健康发展的自主意识，了解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 

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和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遇到心理问

题时能进行自我调适和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心理健康基本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调适方法； 

2．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和应对挫折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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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自信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视野，全面提高学生心理整体素养，为学生终

生发展奠定良好、健康的心理素质基础。 

 

第一章  大学生心理健康总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能够自主地

调整心理状态，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维护心理健康的途径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心理与心理健康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 

四、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五、维护心理健康途径与方法 

 

第二章  大学生挫折与压力应对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大学压力的基本特点与挫折特点，了解大学生压力下心理障碍的表现及成因，学

会调适压力的心理障碍，使自己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学生压力心理障碍的调适方法；大学生抗挫折能力培养。 

教学内容 

一、大学生压力特点 

二、大学生的压力表现及成因 

三、大学生常见的压力心理障碍及调适 

四、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培养 

 

第三章  大学生自我意识与健康人格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了解并掌握自我意识发展的特点，能够识别在自我意识发展

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及原因，并能够对其进行调适，建立自尊自信的自我意识。了解人格的基本知识、当

代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和自我人格发展状况，掌握大学生常见人格缺陷的表现、形成原因及调适方法，掌握

健康人格标准与塑造途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自我意识的概念；自卑心理解析与应对；大学生人格特征；抑郁症鉴别与防护。 

教学内容 

一、自我意识与人格的形成及发展 

二、大学生自我意识与人格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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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自我意识与人格的偏差及其调适（自卑及抑郁症） 

四、塑造健全的人格与自我意识 

 

第四章  大学生情绪情感与阳光心态（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大学生情绪与情感的特点，情绪的影响及作用。掌握不良情绪的调节方式，

以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学生情绪特点；焦虑情绪调节。 

教学内容 

一、情绪概述 

二、大学生情绪与情感的特点 

三、焦虑情绪的成因及调节 

四、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 

 

第五章  大学生社会交往与和谐人际关系（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人际交往的意义、特点及类型，理解人际交往的心理效应与影响因素，掌握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途径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际交往的心理效应；嫉妒心理产生与调适。 

教学内容 

一、人际关系概述 

二、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心理效应 

三、大学生人际交往原则 

四、大学生人际关系障碍及心理调适（嫉妒心理） 

五、培养健康恋爱观和择偶观 

 

第六章  大学生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正确理解挫折，了解大学生挫折的主要来源，了解

挫折对人生的意义，学会正确应对危机。帮助大学生识别心理危机的信号，掌握初步的干预方法，预防心

理危机，维护生命安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命的意义；抗挫折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防与干预。 

教学内容 

一、生命的意义 

二、挫折心理及对人生发展的意义 

三、大学生的心理危机 

四、应对危机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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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 

六、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防与干预 

 

第七章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考试（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考察学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及面对具体心理问题的判断与调适方法，从而树

立正确心理健康意识，提高自身心理素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案例分析题的判断及分析理解 

教学内容 

随堂考试(学时) 

一、简答题 

二、案例题 

三、论述题 

 

执笔人：郭志峰                                                       审核人：于庆峰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Career Plan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类型：通识选修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理论学时： 12学时                                  课外学时：6 

学分数： 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专业导航和新生入学教育 

教学参考书：1.辽宁省教育厅组编.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1.8 

开课单位：招生就业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简介： 

在中国创新战略发展和互联网技术迭代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公共必修课，关

注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意识唤醒，又关注大学生的职业发展与终身发展。通过线上和线下理论实践相结合，

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意识，从大一开始职业生涯探索行动，结合专业和兴趣方向，明确职业发展方

向，提升学习动力，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升就业力和提

高生涯管理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大学生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达到以下目标。 

态度层面：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唤醒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就业从大一开始”的积

极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开始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和准备行动，愿意为个

http://www.welan.com/userfavbook/addfavbook.asp?id=3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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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付出积极的努力。 

知识层面：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基本了解职业和职业生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自我认知

的维度和方法；了解职业社会状况；学会职业生涯决策；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步骤和规划书的撰写；

能够按照职业目标提升就业能力；学会入职后的职业生涯管理。 

技能层面：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大学生应掌握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涯决策技能，

职业生涯规划技能、就业能力提升技能、职业生涯管理技能等。 

 

 绪论  专业导航和新生教育（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己的专业及未来职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主动思考未来理想职业与

所学专业的关系，重新评估自己的大学专业选择，重新定位自己的大学学习生活，开始职业发展思考，缓

解未来发展业发展方面的焦虑水平。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由各学院单独组织资深专业教师为大一学生授课，重点介绍本专业概况，包括专业设置情况，师资情

况，专业背景，行业发展情况及前景等，并介绍专业学生就业情况，包括就业方向、地域及目前状况。难

点是把握专业发展详细情况，客观准确介绍专业发展情况，鼓励学生树立专业意识，对本专业有信心，热

爱自己的专业，最终投身到专业得学习当中。 

教学内容 

1、认识大学及大学生活 

1.1 认识大学生活特点 

1.2 提高独立生活能力 

1.3 树立新的学习理念 

1.4 认识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1.5 明确当代大学生的成才目标 

1.6 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崭新形象 

2、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职业类别及其就业现状 

2.1 专业总体情况介绍（专业发展，师资情况，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培养目标等） 

2.2 专业所属行业及发展情况 

2.3 专业历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课堂形式：专业导航和新生入学教育 

 

第一讲  生涯唤醒与就业观念（主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描述互联网时代的特点； 

2. 描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的整体安排； 

3. 列出自己的梦想清单； 

4. 列出自己想要改善的生涯行动目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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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意识唤醒，列出自己的梦想清单，就业从大一开始；职业、职位、工作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 互联网时代特点 

1. 企业的经营环境正处于 VCUA(不稳定、不确定、复杂、模糊)，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 

2. 商业模式迭代发展，企业生存周期缩短到不足 5 年； 

3. 个人职业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探索和建构的过程。 

4. 引发思考：大学生职业发展如何适应移动互联网的迭代变化？ 

（二） 基于移动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设置介绍 

1. 课程设计：网络课堂+主干课程+实践活动 

2. 网络课堂使用介绍 

3. 考试要求和安排 

（三） 生涯唤醒 

1. 列出自己的梦想清单，激发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给自己的梦想清单加上时间线，引发大学生思考梦想实现的行动时间点； 

3. 介绍生涯有关概念：生涯、职业、职业规划（简单介绍） 

4. 18—25 岁的人生课题：职业选择。 

（四） 就业观念和路径 

1. 大学生毕业的就业去向和路径； 

2. 职业成熟度测评讲解自评。 

3. 职业目标实现步骤。 

 

授课方式：线下体验课 

实践建议：专业认知教育 

由各学院单独组织资深专业教师为大一学生授课，重点介绍本专业概况，包括专业设置情况，师资情

况，专业背景，行业发展情况及前景等，并介绍专业学生就业情况，包括就业方向、地域及目前状况。难

点是把握专业发展详细情况，客观准确介绍专业发展情况，鼓励学生树立专业意识，对本专业有信心，热

爱自己的专业，最终投身到专业的学习当中。 

 

第二讲  职业生涯规划概述（网 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职业及其特性、功能，以及职业的分类等；并对职业、职位、工作关系的

辨析；以及学生所学学科，专业与未来职业的相关度；使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及其理论形成初步认识；理

解职业生涯规划对人生的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职业生涯规划定位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职业规划概述 

1. 职业生涯规划定位； 

2. 职业生涯规划的技术； 

3. 从职业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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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生涯规划模型； 

5. 职业生涯发展的阶段观； 

6. 生涯的广泛性。 

第二节 自我效能感 

1. 理解自我效能感； 

2. 自我效能感来源及影响； 

3. 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方法。 

授课方式：线上网络课 

 

第三讲 职业生涯价值定位（网 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生涯价值观定位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 

2. 找到自己的生涯价值观定位和性格优势； 

3. 参加各种职业生涯体验活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厘清自己的价值定位、能力优势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自己在职业发展中的内在需求。 

教学内容 

1. 自我探索概述； 

2. 价值观概述； 

3. 八种价值观的内涵； 

4. 八种职业价值观删除练习； 

5. 角色榜样练习； 

6. 整合价值观练习 

7. 价值观与职业选择。 

授课方式：线上网络课 

第四讲 技能探索（网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技能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 

2. 找到自己的 5 个技能优势； 

3. 参加各种职业生涯体验活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清自己的技能定位、技能优势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自己在职业发展中的内在需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技能探索 

1. 把握自己的技能； 

2. 上大学与大学之外的比较大学阶段的知识学习目标； 

3. 大学阶段的学习策略； 

4. 充分表达专业知识的策略 

5. 技能呈现的依据与目标 

6. 品质培养的目标； 

7. 提升品质的策略； 

8. 企业在选人的时候会关注些什么 

9. 技能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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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方式：线上网络课 

 

第五讲 兴趣探索（网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职业兴趣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 

2. 找到自己的三个职业兴趣优势； 

3. 参加各种职业兴趣体验活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清自己的职业兴趣定位、技能优势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自己在职业发展中的内在需求。 

教学内容 

1. 澄清职业兴趣的内涵； 

2. 兴趣的自我反思练习 

3. 理解职业兴趣的六种模型 

4. 职业兴趣与职业选择 

5. 职业兴趣的发展性 

6. 与兴趣有关的生涯困惑。 

7. 如何用好职业测评工具 

授课方式：线上网络课 

 

第六讲 职业生涯体验活动（实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各教学组和二级学院可依据此大纲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生涯体验活动，提升大学生对自我和职业相关

的认知程度，理解优势技能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且初步确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清自己的个人需求与职业发展、国家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明确自己在职业发展中的内在需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职业价值观和性格体验活动 

1. 了解自己的性格优势 

2. 价值观拍卖； 

3. 长板理论； 

4. MBTI 性格测评； 

5. 与性格有关的职业调查； 

第二节  职业兴趣探索体验活动 

1. 环游兴趣岛练习 

2. 与职业兴趣有关的职业调查 

3. 画出自己的职业世界地图 

第三节 职业调查体验活动 

1. 生涯人物访谈； 

2. 职业调查； 

3. 校友访谈； 

4. 企业调研活动； 

5. 行业人才需求情况讲座； 

授课方式：线下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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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职业社会认知（主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职业世界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平台视角下的职业生涯变化，

掌握运用职业世界的基本客观规律来理清思路、获取职业信息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从招聘岗位探索职业世界。 

教学内容 

1. 解读认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四个视角，重点讲解工业互联网与产业链上的每个工作者都有关联，

同时也会深度影响商业结构和社会发展。 

2. 未来青年对工作场景的想象（2016-2017） 

3. 多样化工作生活方式 

4. 从招聘岗位探索职业世界：产品、品类、行业和同行业的公司；职位、岗位、职业、职级和职业

发展相关性，让学生感受到专业素养是职业发展的核心。 

5. 从招聘岗位分析能力需求特点； 

6. 探索职业世界的其他方法：访谈法、网站调查法、现场体验、实习法等。 

7. 高校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 

8. 辽宁省大学毕业生就业基本形势。 

授课方式：线下主干课 

 

第八讲  就业目标与路径（主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描述工业经济人才需求的特点；列出辽宁省工业经济的四个特点 3. 描

述自己希望稳定发展的三种能力目标；描述自己可以选择的能力提升的三种渠道资源。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职业化心态与思维 

教学内容 

1. 辽宁省工业经济的四个特点； 

2. 工业经济对人才需求的特点； 

3. 职业化心态与思维； 

4. 练习：盘点自我能力；能力平衡轮； 

5. 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未来能力培养路径； 

6. 目标行动的 SMAT 原则。 

7. 练习：SMAT 目标行动。 

授课方式：线下主干课 

 

执笔人：  赫金玲                                                         审核人：刘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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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创业指导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就业与创业指导 1/ Guidance to Employment and pioneering work 1 

课程类型：通识选修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总学时：14                                    其中课外学时：6 

总学分：0.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教学参考书： 

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创业指导实用手册 (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编） 

开课单位：招生就业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简介： 

本课程定位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延伸，同时也是就业指导 2 的衔接，重点帮助大学生了解多

种就业可能性，做好职业准备。本课程主要内容是，深入了解本专业、本行业和社会的整体就业形势和就

业意义，掌握数字媒体学习技术，创新创业，深入了解环境资源探索与开发，职业信息的渠道和方式，职

业生涯技能（如时间管理、目标管理、情绪管理、自我认知、求职策略、求职决策等内容），同时掌握了

解共享式团队学习模式， 重点是自信心和心理准备。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针对大二学生进一步提升职业发展实践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教育相结合，结合国家产业政策

发展和个人特长能力，确立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并做好相应的职业准备。 

态度层面：强调大学生的就业主体责任（谁是主人），探索职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把个人职业发展

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明确毕业的意义和价值。  

能力层面：重点培养大学生的求职择业能力，具体包括信息搜索能力、基本的面试技巧、职业生涯技

能等。 

知识层面：进一步深入理解专业及其对应的行业、职业情况；了解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集

群建设情况，较为清晰地认识自身的特点、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状况；了解就业市场基本的信息，结

合对职业的感性认知，确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第一章  就业心态与就业渠道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当前就业形势、具体政策和就业渠道，帮助毕业生在社会需求与职业理想中找到准确的结

合点，提升大学生就业自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学习了解翻转课堂的数字化学习 PC端平台“泛雅”和手机端“学习通 APP” ； 

难点：鼓励大学生对立创新发展意识。 

教学内容 

1.就业指导 1 的课程介绍及安排（1 学时） 

1.1 就业指导 1 的课程定位 

1.2 翻转课程的网络平台应用办法 

2.创新创业教育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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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创业也是一种就业生活方式 

 2.2 创新创业对大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2.3  大学期间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提升渠道和资源 

教学要求：教师可依据自己的资源情况，采用请进来、录相访谈、讲授、共享学习等多种方式探索完

成此环节任务。 

第二章  环境资源探索与开发（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进一步了解当前就业形势、具体政策和就业渠道，帮助毕业生在社会需求与职业理想中找到准确的结

合点，提升大学生就业自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生涯人物访谈  

难点：了解与本专业有关的产业发展趋势。 

教学内容 

1．生涯愿景探索（网络课堂） 

2.拓展理解的“职业世界”（网络课堂） 

3.学群分类和兴趣分类（网络课堂） 

4.从 HPF 来了解职业发展（网络课堂） 

5.信息对称化（网络课堂） 

6.趋势行动（上）（网络课堂） 

7.趋势行动（下）（网络课堂） 

8.“路径依赖”与“资源诅咒”（网络课堂） 

9.基于 HPF 的生涯人物访谈（面授 2 学时） 

教学要求：要求教师引导大学生深入职场、企业，获得更真实的理性认识和感性体验，从而为职业生

涯决策做好必要的准备。 

作业：每名大学生完成生涯人物访谈 3 个。 

 

第三章  职业生涯技能体验活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促进和支持大学生进一步获得职业生涯技能，获得为职业发展决策做好充分的信息和心理准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精准掌握某一方面的职业生涯技能  

难点：进一步为职业发展决策做好准备。 

教学内容 

3．1 思维力（网络课 1 学时） 

3.1.1 思维力 

3.1.2 症状解之简化策略 

3.1.3 症状解之战略区隔 

3.1.4 症状解之目标侵蚀 

3.1.5 杠杆解之回归基本点 

3.1.6 杠杆解之拓宽的思考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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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杠杆解之延迟效应 

3.1.8 杠杆解的问题解决应用 

 

3.2 决策 （网络课 1 学时） 

3.2.1 决策的意义 

3. 2.2 理解决策 

3. 2.3 决策风格 

3. 2.4 决策质量评估 

3.3 其他职业生涯技能(2 学时) 

3.3.1  目标管理 

3.3.2  时间管理 

3.3.3  情绪管理 

3.3.4  自我认知 

教学要求：教师依据学生情况和自身优势重点提升某一方面技能，要求“精、准”，促进大学生实际行

动。 

   

第四章 求职准备策略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促进大学生做好做好求职方向决策，帮助大学生明确求职准备行动，为下一步的考研、就业、出国做

好充分的心态、技能和知识准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共享学习方式，求职自我展示。  

难点：大学生求职准备方向的确定 

教学内容 

4.1 求职策略 （网络课 1 学时） 

4.1．1 求职准备：硬件——就业力 

4.1．2 就业力之生涯认同 

4.1．3 就业力之个人适应力 

4.1．4 就业力之社会与人力资本 

4.1．5 求职中的渠道开拓 

4.1．6 求职中的人际资源开拓 

4.1．7 知彼：招聘者的思考 

 

4.2 职业化礼仪 （网络课 1 学时） 

4.2.1 求职中的职业化 

4.2.2 简历中呈现的职业化礼仪 

4.2.3 仪容仪表礼仪 

4.2.4 求职中的仪态 

4.2.5 面试沟通中的职业化礼仪 

4.2.6 面试中的“影响”力 



 

 50 

4.2.7 面试中的非语言礼仪 

4.2.8 模拟面试与分析 

 

4.3  求职方向自我展示（2 学时） 

结合生涯人物访谈和行业调查作业，展示自己的求职发展方向，教师并做出点评。 

教学要求：教师负责组织课堂，可邀请企业、班导师、专业教师、校友、学生等进入课堂为学生点评。 

 

执笔人：赫金玲                                                              审核人：刘秉贤 

 

 

 

《就业与创业指导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英文）：就业与创业指导 2/ Guidance to Employment and pioneering work 2 

课程类型：通识选修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总学时：8                                    其中课外学时：0 

学分数：0.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创业指导实用手册，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编 

开课单位：招生就业处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大学四年级学生求职择业面临的困惑提供一套求职行动基本解决方案，同时为大学生未来职

业发展提出资源整合方向。本课程主要内容是，大学生了解当前本专业、本行业和社会的整体就业形势和

就业意义，学习利用各类就业渠道资源；明确自己的求职择业方向，掌握基本的面试资源方法；提升防骗

意识，掌握实习试用期保护，掌握出现纠纷时的应对程序及技巧；为进入职场做好适应性准备，重点是自

信心和心理准备。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针对大四学生使其树立就业择业观念的同时掌握当前就业形势及相关具体政策，并在态度层面，应使

大学生树立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

社会发展相结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并愿意为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主动付出积极的努力。 

态度层面：强调大学生的就业主体责任（谁是主人），清楚个人、学校、家长和社会在大学生就业中

的分工责任；把个人职业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明确毕业的意义和价值。  

能力层面：重点培养大学生的求职择业能力，具体包括信息搜索能力、基本的面试技巧、就业自我保

护能力，初入职场的适应能力，同时提高大学生职业发展能力，学习处理与父母关系问题，学会获得父母

对自己职业发展的支持。 

知识层面：应使大学生准确理解专业及其对应的行业、职业情况；了解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

业集群建设情况，较为清晰地认识自身的特点、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境状况；了解就业市场基本的信息，

把握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求职择业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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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毕业生就业形势及政策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当前就业形势、具体政策和就业渠道，帮助毕业生在社会需求与职业理想中找到准确的结

合点，提升大学生就业自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与本专业有关的行业、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就业形势，各地人才吸引政策等。 

难点：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自信心，鼓励大学生敢于尝试挑战。 

教学内容 

1.引言 

1.1 就业与就业指导的含义 

1.2就业指导课的安排和考核办法 

2.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和形势 

2.1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及形势  

2.2 授课班级及专业所属行业及行业区域发展的个案分析，特别是校友就业展示；  

2.3 国家战略创新产业就业需求个案分析，鼓励学生尝试； 

2.4各地特殊就业政策了解渠道； 

2.5 贫困生就业特殊政策 

3.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政策 

3.1现阶段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制度与方针 

3.2 辽宁省各地有特色人才吸引政策 

3.3 全国各地人才吸引政策（可举例说明） 

4. 大学生就业辅导渠道 

4.1 校院三级就业辅导体系介绍 

4.2 就业信息搜集渠道 

4.3 验证就业信息的真伪 

5. 各专业校友就业展示 

 

课下作业：写出自己的求职方向（不超过 2 个），搜集 20 个招聘职位信息，并依据求职方向，设计制

作自己的求职简历，并在下一节课上做课堂展示。 

 

第二章  求职面试准备（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面试基本原理，了解展示优势自我的 STAR 方法，制作个性简历的基本流程，重点掌

握自荐、面试、笔试的技巧与方法，并能在求职择业中自觉地运用；提升就业自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展示自我的 STAR方法，提升就业自信心； 

难点：制作个性简历的基本流程（了解职位需求）；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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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依据授课班级学生需求情况，完成以下讲解。 

1. 面试基本原理： 

1.1 课堂展示模拟面试 

1.2 基本流程和标准。  

2. 求职行动的自我管理 

  2.1求职前的自我梳理，目标职位需求梳理 

  2.2 面试准备（信息、简历、面试提问、无领导小组讨论等） 

  2.3 行动管理 

3. 展示自我的 STAR方法 

4. 形象准备及求职礼仪 

4.1审视职业特征，设计自我形象 

4.2求职礼仪 

作业 2：制作标准化简历 1份+个性化简历 1份。 

 

第三章  识别就业陷井，保护就业权益（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就业诈骗和不规范的用工现象，提升大学生的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了

解劳动法和劳动纠纷解决的相关常识程序，掌握自救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防骗指南； 

难点：实习期的劳动权益保护；就业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教学内容 

1. 防骗 

1.1 防骗指南 

1.2 企业信用查询：查公司的官方网站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不同阶段的权益保护 

2.1“求职过程中”的权益保护 

2.2签约阶段的权益保护：就业协议+劳动合同 

2.3毕业生离校阶段：户籍档案管理问题+调整改派 

2.4毕业生试用期阶段：试用期 

2.5劳动合同阶段：就业过程争议与处理 

2.6对违约的一点认识：协议和劳动合同 

2.7其它建议： 

3.就业过程中的其它建议及途径 

4.就业维权的途径 

5.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排与办理毕业手续流程 

 

作业 3：任课教师自拟。2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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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学生初入职场的适应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为大学生进入职场做好适应准备，提升就业成功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大学生进入职场做好适应准备； 

难点：帮助大学生  

教学内容 

1.职场适应期的困惑 

  1.1 实习期的各种适应现象 

  1.2  如何适应面面说（HR、大学生） 

2. 职场适应期也是就业犹豫期 

  2.1  择业再评估 

  2.2  职业生涯管理 

 

执笔人：赫金玲                                                              审核人：刘秉贤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1.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课程类型：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总学时数：10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72 学时 

总学分数：5                       考核方式：考试 

课程组成如下 

序号 课程名称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8 16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 6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 20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 10 30 

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6 形势与政策 2  

合计  32 7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理论学时数：8学时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16学时    

教学参考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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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法律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 

《思想道德修养》                           北京大学出版社 

《思想品德教程》                           辽宁人民出版社 

开课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德育教研室 

 

课程简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基础之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

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以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

标准和行为规范，培养学生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本课程为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

高，为学生能够逐渐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以及更有效地服务社会，

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法律修养基础。这是一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优良的道德品质

和健全人格的通识教育必修课。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能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职业观、法制观，并能自

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学习、生活和今后的人生发展，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法制意识。 

2.能力目标：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着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 

3.素质目标：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

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一讲   珍惜大学生活  追求远大理想（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大学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目的、任务，了解本门课性质、

内容和特点，懂得学好本门课应具备的态度、方法；了解新环境，适应新生活，确立新目标。 

教学重点与难点： 

学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具备的态度和方法；大学新生的新冲突；大学生活的新挑战；走全

面发展的成才之路。 

教学方法及手段： 

专题讲授、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绪论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的性质和任务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和特点 

3.学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具备的态度和方法 

一、适应大学生活，把握大学生活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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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活的新天地 

2.大学新生的新冲突 

3.大学生活的新挑战 

二、追求远大理想，走全面发展的成才之路 

1.全面发展是人才成长的基本要求  

2.精心设计，立志成才 

 

第二讲   勤奋刻苦学习  培养优良学风（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把握大学学习的特点，树立正确学习目的，掌握科学的学校方法，培养优良

的学习风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教学重点与难点： 

树立正确学习目的，培养优良的学习风气。 

教学方法及手段： 

专题讲授、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一、大学学习的特点 

1.学习目标要求高 

2.学习内容博又专 

3.学习形式多样化 

4.学习方法注重自主 

5.思维特点求创新 

二、树立新的学习理念 

1.终身学习的理念 

2.既向书本学习，又向实践学习的理念 

3.博专结合的学习理念 

4.以我为主体的学习理念 

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1.把握周期，良性循环  

2.调节生理，正确用脑 

3.充分利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四、培养优良学风 

1. 明确学习目的 

2. 端正学习态度 

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第三讲  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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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讲内容的学习、思考和实践，同学们应当努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保持健

康向上的民族心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为效国之行。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使学

生坚定做爱国主义者的信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必须弘扬爱国主义与怎样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弘扬民族精

神；当代大学生怎样弘扬爱国主义。 

教学方法及手段： 

专题讲授、多媒体教学，看爱国主义电教片。 

教学内容 

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1.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2.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中华民族历代爱国主义的共同的优良传统 

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1. 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 

2.爱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3.爱国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 

三、做忠诚的爱国者 

1.树立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 

2. 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掌握报效祖国的过硬本领 

3. 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四讲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法学的发展，法的产生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作用、创制与实施，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及其培养，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掌握法的概念与特征，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法的概念与特征，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教学方法及手段： 

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一、法的概述 

1．法的概念与特征 

2．法的产生与发展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1．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2．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作用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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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 

2．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实施 

3．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体系 

四、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及其培养 

1．法律意识的概念及分类 

2．法律意识的作用 

3．法律意识的培养 

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1.法制与法治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3．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执笔人：肖芃                                                     审定人：王敏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学 时 数：4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6学时  

教学参考书：沙健孙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8月版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 

 

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课是研究 1840 年至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主要是侧重讲

授近代以来中国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国家、走向共同

富裕、推进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通过教学，使当代大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

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增强

当代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 

作为高等院校学生在本科阶段必修的一门政治理论课，本课程兼具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三方面的

共同特点。因此，课程教学在“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尤

其注意“要有针对性地回答大学生关心的重大问题”，在教学内容上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

在于“解疑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内在

规律的知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以史为鉴”，在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

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

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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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

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

方向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坚定信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

周围，时刻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 

 

 

专题一 近代中国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中国（2 学时） 

——以中日关系为视角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专题内容旨在站在更加宏观的历史角度，向学生介绍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以及随着中国与世界

关系的变化，中国人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诸种变化。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恶略影响，同时也反思中国近代落后

的原因。通过对中日关系的尤其是抗日战争的讲述使学生深刻理解现代乃至将来中日关系之羁绊的根源，

学会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发展。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近代以来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 

教学难点：日本侵华罪责与中日关系之现状和未来。 

教学内容 

一、近代中国眼中的世界 

（一）甲午战争前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1、隋唐以来日本师学中国 

2、晚清中国人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认知 

（二）甲午战争后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1、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 

2、以日本为师 

二、近代世界眼中的中国 

（一）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与九一八事变 

1、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2、伪“满洲国”与日本对东三省的残暴统治 

（二）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 

1、不能遗忘的南京大屠杀 

2、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专题二 沙俄、日本对大连的殖民统治与近代大连城市特色（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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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专题内容概括介绍近代沙俄、日本相继侵占大连的基本情况与特点，重点介绍近代大连城市形成过

程中的殖民地特点。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于大连城市

形成的影响，深刻理解近代大连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 

在教学中，应注意历史学科与政治课程的教学特点，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目的在于“解疑

释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于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重点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史实与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近代大连城市形成的原因；近代大连城市形成的特色。 

教学难点：近代沙俄和日本是如何对大连人民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 

教学内容 

一 沙俄殖民统治与大连的初步“开发” 

（一）大连近代商港的形成 

1、俄国租借旅大与大连湾商港的兴建 

2、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在大连的市政建设概况 

（二）大连城市初期的殖民地特色 

1、大连城市建设标准高，起点高，规划前卫 

2、城市建筑反映出俄罗斯风格的折衷主义建筑特 

3、大连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 

二 日本对大连的殖民统治与近代大连城市特色 

（一）日本对大连殖民统治机构的强化 

1、军事管制阶段(1904 年 5 月至 1905 年 5 月) 

2、军政统治阶段（1906 年 6 月至 1919 年 4 月） 

（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城市特色 

1、“九·一八”事变前的城市建筑形态 

2、“九·一八”事变后的城市建筑形态 

 

执笔人：刘秉贤                                审核人：于庆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理论学时数：6 学时                               实验/上机学时：20学时  

教学参考用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导引，石云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6月出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疑难问题解析，顾海良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8月出版。 

开课单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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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中发[2004]16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意见》（教社政[2005]5号）的精神设置的四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中的一门主干课程，在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学生正确学习和理解其他政治理论课提供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本课程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

主题，以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以整体上掌握

马克思主义为目标，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涵盖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部分的内容，三者相联系、

相互支撑构成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于资本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是哲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介，关于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和归宿，它直接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理想。具体内容包括：马克思

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类社会及

其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共产主义是

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等。 

本课程的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知识教育的同时，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

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高大学生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从根本上帮助大学生学习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大学生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

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在一年级开设，总学时 56学时。“原理”课的教学以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教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配套参考书为教学参考

资料开展教学。本课程具有学理性、逻辑性、抽象性强，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特点。因此，教学活动中，应

努力将思想、知识、能力融于一体，充分体现课程开设的目的和要求。理论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学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科学吸纳学术研

究的新成果，坚持开拓创新，提升经典理论的时代感、进步感和认同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

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及其基本原理。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紧密结合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

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基本原理进行观察和分析，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大学生思维能力和理性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帮助大学生学习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为实现

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大学生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

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61 

第一讲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从总体上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

放的科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马恩创立、完善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价值观；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

本质特征、基本内容和时代价值；明确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意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创立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 

5.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专题：再读马克思主义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创立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时代价值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维方法，着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

点，掌握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方法，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理论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 

3.科学的历史观的伟大意义 

教学内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 

3.科学的历史观的伟大意义 

第三讲      当代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认识私

有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

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

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主要观点；深刻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立和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教学重点和难点：  



 

 62 

1.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2.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 

3.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实现 

教学内容： 

1.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2.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 

3.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实现 

 

执笔人：王勇刚                                    审核人：于庆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理论学时数：10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30学时  

教学参考书：《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邓小平文选（2、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江泽民：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 年 6月 

胡锦涛：党的十七大报告 

胡锦涛：党的十八大报告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中国革命与建设理论教研室 

 

课程简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份量最重的一门

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主要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教育，即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进一

步推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

作，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确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想信念，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规律和精髓； 

（2）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 

（3）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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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5）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6）理解和认识当代大学生历史责任。 

2.能力目标： 

（1）语言表达能力：能朗读、朗颂；能使用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回答问题。 

（2）搜集信息、整理资料能力：能利用网络搜集完成任务目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料。 

（3）辨别判断能力：具有对重大事件正确判断能力。 

（4）分析研讨能力：能对完成相关任务的有用信息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5）组织策划能力：能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对活动方案进行策划。 

（6）写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要求写观后感、读书笔记、小论文等。 

（7）调查研究能力：能开展调查研究，能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撰写调查报告。 

（8）合作能力：能主动承担小组项目的相关任务，并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 

（9）人际交往与发展能力：能礼貌、主动、自信、大方地与人交往，展示自我的公众形象。 

3.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目标：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人生观；

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价值观。 

（2）思想品德素质培养目标： 

培养讲真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 

（3）人文素养培养目标： 

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感；关心社会发展、关爱他人的情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专题一   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生命力，让学生充分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意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坚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工程不断推向新阶段的信心。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教学难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专题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情况，掌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

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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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 

教学难点：如何实现创新发展 

教学内容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三、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创新发展 

 

专题三 怎样看待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了解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实质，明白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民主的发

展是有条件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一定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实质 

教学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教学内容 

一、西方民主的实质是“金钱的民主” 

二、西方标榜的自由是财富的自由 

三、西方鼓吹的人权是“虚伪的人权” 

 

专题四  文化铸就强国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专题教学要使学生了解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要内容和基本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  

教学难点：为什么说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 

教学内容 

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1学时）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时） 

 

专题五  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台湾问题是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 本专题重点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台海政策的演变及当 

前台海局势。掌握党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立场、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台湾问题的由来 

教学难点：如何努力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完全统一问题？  

教学内容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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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执笔人：于庆峰                                审核人：王敏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学 时 数：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教学参考书：辽宁省教育厅编. 让快乐伴你成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 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6 

开课单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德育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设置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

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本课程遵循全面了解、

重点研究的原则，在向学生介绍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重点引导学生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途径与方法，从

而使学生在知识、技能和自我认知三个层面达到以下目标：在知识层面，使学生了解人际交往的有关理论

和基本概念，了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点，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在技能层面，使学生掌握自我探索

技能，心理调试技能及心理发展技能；在自我认知层面：使学生树立心理健康发展的自主意识，了解自身

的心理特点，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和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能进行自我调适和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心理健康基本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调适方法； 

2.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心理调适能力； 

3.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合作意识和开放视野，全面提高学生心理整体素养，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定良

好、健康的心理素质基础。 

 

第一章  学会与人交往 营造和谐气氛（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人际交往的内涵及作用，理解人际交往的心理效应，掌握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的途径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际交往的心理效应；嫉妒心理产生与调适。 

教学内容 

一、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内涵及作用 

二、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心理效应 

三、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原则 

四、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不良心理调适（嫉妒心理） 

 

 

形势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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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时数：2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学时  

教学参考书：《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开课单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形势与政策教研室 

 

课程简介：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

程主要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教育，即开展党的最新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基本

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的最新的理论动态等开展

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掌握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理论能力，确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

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正确理解“一带一路”面临的考验 

（2）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重要性； 

（4）2.能力目标： 

（1）语言表达能力：能使用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回答问题。 

（2）搜集信息、整理资料能力：能利用网络搜集完成论文任务目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料。 

（3）辨别判断能力：具有对重大事件正确判断能力。 

（4）分析研讨能力：能对完成相关任务的有用信息进行初步分析研究。 

（5）写作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要求写论文等。 

3.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目标：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人

生观；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价值观。 

（2）思想品德素质培养目标： 

培养讲真话、办实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 

（3）人文素养培养目标： 

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感；关心社会发展、关爱他人的情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专题“一带一路”筑梦中国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掌握“一带一路” 定位、性质，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今后面临的挑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性质 

教学难点：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教学内容 

一、怎样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 

二、“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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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执笔人：鞠桂萍                                                审核人：王敏 

    

 

 

《启航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启航工程/ Sailing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 

理论学时数：24                          实验/实践学时：0    

理论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甄铁梅编.大学生健康教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1年 6月. 

 辛永赟编.学生安全知识读本.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年 9月. 

 教务处编.大连工业大学大学生手册. 

开课单位：教务处、学生处、教学单位、保卫处、校外专家 

课程简介：  

《启航工程》属于入学教育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以往普通形式的入学教育，它以“启新生、育全人”

为主导思想，分为“入学导航”和“成长导航”两部分，“入学导航”包括学校介绍、参观校史馆、安全

教育和学籍管理等内容，旨在让新生感受和认知学校及大学生活；“成长导航”包括专业导论和“大学生

成长与成才”系列讲座两部分，旨在更快促进新生成长和发展，让新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大学生活有全面

的认识和把握，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标，认识自我、求学问是、修身明德。这是一门培养大

学生迅速适应大学环境、有条不紊地学习和成长、培养健全人格的通识教育必修课。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课程教学使大学生了解学校历史和现状，了解学校各项管理规定，了解专业，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安全意识。 

2．能力目标：通过课程教学使大学生了解新环境，适应新生活，确立新目标。 

3．素质目标：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大学生修身明德，实践创新，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

综合素质。 

 

模块一   学校介绍（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校、认同学校、热爱学校、以校为家，构建和谐校园。 

教学方法及手段 

观看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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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专题片从学校概况、教学教辅机构、文体娱乐、生活服务、素质教育、科技创新创业、因材施教、国

际化办学八个方面对学校进行全面介绍。 

 

模块二   校史介绍（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发展变化，热爱学校。 

教学方法及手段 

实地参观。 

教学内容 

参观校史馆，观看学校艰苦奋斗的初期、从动荡到恢复时期、走向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发展新时期和

从学院到多学科性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时期等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文字、实物等。 

 

模块三   入学教育（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校学生管理各项规定，更好地遵守学校管理办法，开展学习和生活。 

教学方法及手段 

各教学单位灵活开展。 

教学内容 

根据《大学生手册》等文件，解读高校学生行为准则、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大连工业大学学生管理规

定、奖学金管理办法、助学贷款实施细则、寝室文化、日常作息规定等方面管理规定和办法。 

 

 

模块四   安全教育（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使自己不仅在学习期间，在步入社会后

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教学方法及手段 

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通过实际案例讲授如何防骗、防盗、防抢、放敲诈、防纠纷，如何预防违法犯罪、防范传染病及自然

灾害，保障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出行安全、实验教学安全、食品安全等，介绍国家秘密与安全法规。 

 

模块五   学籍管理（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校的各项学籍管理规定，更好地遵守学校学籍管理办法，开展学习

和生活。 

教学方法及手段 

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69 

根据《大学生手册》，详细介绍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 

 

模块六   专业导论（1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专业导论是系统学习专业课程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习任务，明确学习内

容，提升专业兴趣；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采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圆满完成专业的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及手段 

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解读本专业培养方案，系统介绍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特色、就业前景，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了

解；初步介绍主要开设课程的内容、大学期间学习特点及学习方法。 

 

模块七   大学生成长与成才系列讲座（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系列专题讲座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指导学生全面发展，迅速成长与成才。 

教学方法及手段 

多媒体教学。 

教学内容 

包括如何励志，修身明德，创新创业，如何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成长与成才等内容。 

 

执笔人：张伟钦                                                              审核人：耿新英 

 

《大学英语 1》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1/ College English 1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

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

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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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

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英

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 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国

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在

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 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4.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能

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应

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 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求

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语

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心

大意，抓住要点。 

2. 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个

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

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己

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 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结

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短

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撰

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 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点。

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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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长、

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 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刊

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 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强。

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文理

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或

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基

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 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Reading: Unit 1 Growing Up（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essence of writing is to write what one enjoys writing)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narration in chronological sequence). 

 2. Appreciate the narrative skills demonstrated in text A (selection of details, repetition, coherence)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of Growing up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letter of congratulation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1 New friends, New faces-- Introduce Yourself!（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introduction.. 

 2.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introduce himself or herself in English fluently.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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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peaking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Before you go 

   1) Vocabulary Link: Tasks before a trip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duced have to and has to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Travel 

   1) Global viewpoints: Travel 

   2) City Living: Mexico—here we come! 

Reading: Unit 2 Friendship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never delay expressing your true feelings to a friend)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developing a story around a letter). 

 2. Appreciat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spoken English as demonstrated in text A (spoken English is much 

more informal than written English).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ersonal letter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g Unit 2 Vacation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the weather.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nd travel. 

 3. Learn to plan the vacations most people often forget about one important thing—the weather.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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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How’s the weather? 

   1) Vocabulary Link: temperatures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should and shouldn’t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on vacation 

   1) Global viewpoints: The weather 

                        What should I do? 

   2) City Living: Another souvenir 

Reading: Unit 3  Understanding Scienc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human civilization,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science)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introducing a topic developing the topic with supporting details, 

drawing a conclusion). 

 2. Appreciate the style differences between narrative writing..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xpository essay about how science changes our live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g Unit 3 All About You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trophies. 

 2. Learn to know the right personality for jobs and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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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earn to how to make, accept and decline invitations in English.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My Favourite Pastimes 

   1) Vocabulary Link: Whose trophies are these?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duced to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Sports and pastimes 

   1) Global viewpoints: Sports and pastimes 

   2) City Living: I’m very athletic 

Reading: Unit 4 The American Dream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ony Trivisonno realized his American Dream through his own efforts )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one part telling the story of Tony’s life and the other giving the author’s comments on it. ). 

 2. Learn to describe a person by his or he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together with supporting details which 

demonstrate the features.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narrative in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about the story of Tony Trivisonno.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ing Unit 4 Chang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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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earn to talk about New Year’s resolutions and dreams 

    3. Learn to talk about how to become successful and find your dreams 

 4. Learn to express your lifetime dream.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I need a change 

   1) Vocabulary Link: change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duced want to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plans and dreams 

   1) Global viewpoints: Making changes 

                        Goals, plans and dreams 

   2) City Living: Mike needs a change 

Reading: Unit 5 Work to Live or Live to Work(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author tries to define a typical workaholic in the American corporate world with 

the story of Phil)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2.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rategy and style demonstrated in Text A (to set the tone of irony by choice of 

words, selection of details, use of quotation mark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letter of sympathy or condolence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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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Unit 5  Around the World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places in the city.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of suburbs—housing areas just outside a larger city 

 3. Learn to express choosing a city for a vacation.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Places in my city 

   1) Vocabulary Link: the places in the suburbs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Sentence stress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Cities and towns 

   1) Global viewpoints: In my neighborhood 

                     Cities and towns 

2) City Living: You can’t miss it! 

Reading: Unit 6  Romanc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way one reacts to unattractive people reveals one’s true character)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2. Appreciate the narrative skills demonstrated in Text A (switching between tenses, change in narrators), the 

use of certain rhetorical devices (simile and metaphor) and the use of informal language in conversation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write a letter of invita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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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g Unit 6 Home Sweet Hom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apartments.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housing problem  

 3. Learn to express how to make yourself at home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Housing 

   1) Vocabulary Link: a place in the apartment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ising intonation to show surprise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Student housing 

   1) Global viewpoints: Where I live 

   2) City Living: Welcome to New York 

 

执笔人：鞠丽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2》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2/ College English 2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 1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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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

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

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英

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 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国

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在

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 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4.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能

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应

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 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求

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语

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心

大意，抓住要点。 

2. 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个

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

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己

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 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结

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短

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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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撰

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 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点。

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 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长、

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 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刊

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 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强。

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文理

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或

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基

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 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Reading: Unit 1 Ways of Learning（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at it would be ideal if we c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tyles of learning)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introduction of the topic by an anecdote-elaboration by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onclusion by a suggestion). 

 2.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way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point –by –point method or one-side-at-a-time 

method).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notice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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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1 All about Me!（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in activity one.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iving in an apartment. 

 3. Ask Ss to listen and check the confirmed statement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mind students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talking informally they often drop the “g” in 

verbs with the present continuous -ing ending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Special people 

   2) City Living: A favorite keepsake “Preview” 

Reading: Unit 2  Values（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one can live a life full of riches without being rich financially)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the wording riches in the title of the text.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beginning with an anecdote or a piece of news, etc.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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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2 Express Yourself!（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fluently 

 2. Have Ss work with a partner to think of reasons why the people in the picture are experiencing the feelings 

 3. Encourage them to use the information for practice to create conversation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o Ss that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rarely say each word separately, and they 

often link them together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Greetings around the world 

   2) City Living: Another important rule for traveling “Preview” 

Reading: Unit 3 The Generation Gap（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Father meddled in children’s affairs with good intentions, but only to find 

his efforts unwelcome) and structure (three settings, three scenes)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play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oster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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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3 Let’s eat it!（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foods in English fluently 

 2. Explain that these are words for describing the taste or texture of foods 

 3. Describe the nutritional value or health benefit of food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review the idea of sentence stress--when the speake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more important 

words in a sentence, these words can sometimes sound louder.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o Ss that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rarely say each word separately, and they 

often link them together.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Favorite foods 

                        International foods 

   2) City Living: The spicier the better “Preview” 

                   The spicier the better “While You Watch” 

                   The spicier the better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4  The Virtual World（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though constantly worried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virtual life on her, the 

author, a computer addict, just can’t resist its lure and has to turn back into it time and again)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contrast between virtual life and real life). 

 2. Deduce the meaning of new vocabulary related to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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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email messag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4 Today’s Trends（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modern trends and fashions in English 

Fluently. 

 2.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express how to borrow money in English fluently. 

 3. Familiarize Ss with the proper names and new word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Ask what of sounds like when said in fast speech. Direct Ss’ attention to the pin note. 

Explain that in fast speech the final f in of is usually dropped when the next word begins with a consonant.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Ask what of sounds like when said in fast speech. Direct Ss’ attention to the pin note. 

Explain that in fast speech the final f in of is usually dropped when the next word begins with a consonant.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Family Trends 

                        Personal Style 

   2) City Living: You ought to get more exercise! “Preview” 

                   You ought to get more exercise! “While You Watch” 

                   You ought to get more exercise!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5  Overcoming Obstacles（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dreaming and hard work helped Michael Stone on his way to succes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narration with flash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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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ppreciate certain narrative skills (using details to bring out character; a surprise ending; use of pun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ersonal description with the focus on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5 Unsolved Mysteries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unsolved mysteries in English fluently. 

 2.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unsolved mysteries in English  

fluently. 

 3. Explain that some of the actions in A w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detective and others by the criminal 

    4. Familiarize Ss with the new words. Have Ss read the new words aloud after you.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Have Ss read the sentences and underline the verbs, noting that each ends in -s. Explain 

that the -s ending has a different sound in different words.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 sounds for -s. Tell Ss to read 

each sentence again and select the correct -s sound for the verb.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Have Ss read the sentences and underline the verbs, noting that each ends in -s. Explain 

that the -s ending has a different sound in different words.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 sounds for -s. Tell Ss to read 

each sentence again and select the correct -s sound for the verb.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Mysteries and strang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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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ity Living: Elementary, my dear Tara! “Preview” 

                   Elementary, my dear Tara! “While You Watch” 

                   Elementary, my dear Tara!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6  Women, Half the Sky（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a woman can learn anything a man car, but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are 

required )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oncessive clause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Devise a questionnaire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6  The Mind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express degrees of certainty in English fluently. 

 2. Explain that Ss will hear some tips on learning new vocabulary about study tips 

 3. Talk about the useful expressions for talking about dreams and memor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review the use and formation of the past tense with -ed. Explain that -ed is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words. Tell Ss to listen for th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in the 

chart.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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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ronunciation: review the use and formation of the past tense with -ed. Explain that -ed is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words. Tell Ss to listen for th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in the chart.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How’s your memory 

                        Strange dreams 

      2) City Living: Roberto’s strange dreams “Preview”                

                   Roberto’s strange dreams “While You Watch” 

                   Roberto’s strange dreams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7 Learning about English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because of its tolerance for outside influences, English has become a great language)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some idiomatic English usages mentioned in the unit.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Transfer information into written language from a graph or chart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7  Let’s Celebrat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accept and decline invitations in English fluently. 

 2. Introduce the topic of parties 

 3. Match Ss with a partner to discuss which types of parties they have previously attended or would like to 

attend. 

    4. Ask Ss how they invite sb to do sth and how they accept or decline invitations in English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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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remind Ss that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talking they will often relax their speech and 

merge words or sounds together. As such it can be difficult to make out individual words.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mind Ss that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talking they will often relax their speech and 

merge words or sounds together. As such it can be difficult to make out individual words.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What a party     

                        Festivals and holidays 

      2) City Living: Aloha everyone! “Preview”             

                   Aloha everyone! “while you watch” 

                   Aloha everyone!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8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lac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ads to tragedy, as illustrated by the fate of an 

imaginary town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Understand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a fable.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e a persuasive essay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8  In the neighborhood（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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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in English fluently. 

 2. To talk about making polite requests 

 3. Descriptions about two very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hat could you and would you are two very common ways to ask sb to do sth.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hat could you and would you are two very common ways to ask sb. to do Sth.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Running errands 

                        My neighborhood 

      2) City Living: Claudia’s errand service! “Preview” 

                  Claudia’s errand service! “while you watch” 

                  Claudia’s errand service! “After you watch” 

 

执笔人：鞠丽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3》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3/ College English 3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 1、2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大学  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

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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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

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

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

国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

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4．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

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

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

为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

语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

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

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阅读理解能力： 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

速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

己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

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

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翻译能力： 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

撰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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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

点。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

长、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

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

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

或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

基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Unit 1 Changes in the Way We Live（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olerance for solitude and energy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writer’s  

family to enjoy their pleasant but sometimes harsh country life). 

 2. Appreciate the various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topic sentences 

followed by detail sentences, use of transitional device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using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2 Civil-Rights Heroes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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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heroes and the place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in the early civil-rights 

struggles in the US). 

 2. Use library resource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speech o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in the U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3 Security（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America is deteriorating into “the most insecure 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pening—body—conclusion). 

 2. Learn how to use facts to support one’s central point of view.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memo.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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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4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Einstein was a child of his time). 

 2. Appreciate the various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using a question as the tile of the 

text, illustrating his answer with various supporting facts, use of subheadings, use of quotation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attention to unit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5 Giving Thanks（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most human beings are longing in secret for more of their fellows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for their efforts; hence, find the good and praise it). 

 2. Memorize words through association.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thank-you letter.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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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6 The Human Touch（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Old Behrman saved Johnsy’s life at the expense of his life). 

 2. Appreciate how the repeated use of clues helps weave a piece of narrative together.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note asking for leav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7 Making a Living（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Bill Porter the salesman will never give in) and the structure (four parts, two 

flashbacks). 

 2.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istic writing.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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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Writing an advertisement.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8 Cloning（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human cloning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scientist) and structure. 

 2.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author.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ersuasive essay about human cloning.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执笔人：唐影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4》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4/ College English 4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 

学时数：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3          考核方式：考试  



 

 95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 1、2 、3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

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

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

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

国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

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4．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

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

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

为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

语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

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

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

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己

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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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

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

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

撰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

点。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

长、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

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

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

或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

基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Unit 1 Fighting with the Forces of Nature（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2. Do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 and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opic sentenc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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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2 Smart Cars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2. Employ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in expository writing (definition, quotes, a mixture of facts and opinion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resum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3 Job Interview（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2.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xamples in illustrating one’s point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application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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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4 Globalization（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loyalty). 

 2. Appreciate the o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in present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coherenc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5 Never Judge by Appearances（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Edward Burton, a rich merchant who looked gentle and kind, was actually vicious 

enough to destroy a human life). 

 2. Appreciate How powerful contrast is in delineating a person’s character.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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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Filling out a remittance application form.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6 The Pace of Life（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ime-famine—reasons, reactions and a remedy). 

 2. Appreciate the various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concession, direct quotations, supporting the 

opinion with fact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concisenes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执笔人：唐影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1》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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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1/ College English 1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经管类 

学 时 数：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

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

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

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

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

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 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国

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在

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4.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能

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应

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

为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

语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

心大意，抓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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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

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

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己

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

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

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

撰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

点。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

长、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

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

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

或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

基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Reading: Unit 1 Growing Up（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essence of writing is to write what one enjoys writing)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narration in chronological sequence). 

 2. Appreciate the narrative skills demonstrated in text A (selection of details, repetition, coherence).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of Growing up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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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letter of congratulation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1 New friends, New faces-- Introduce Yourself!（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introduction.. 

 2.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introduce himself or herself in English fluently.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Speaking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Before you go 

   1) Vocabulary Link: Tasks before a trip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duced have to and has to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Travel 

   1) Global viewpoints: Travel 

   2) City Living: Mexico—here we come! 

Reading: Unit 2 Friendship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never delay expressing your true feelings to a friend)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developing a story around a letter). 

 2. Appreciat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spoken English as demonstrated in text A (spoken English is much 

more informal than written English).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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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ersonal letter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g Unit 2 Vacation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the weather.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nd travel. 

 3. Learn to plan the vacations most people often forget about one important thing—the weather.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How’s the weather? 

   1) Vocabulary Link: temperatures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should and shouldn’t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on vacation 

   1) Global viewpoints: The weather 

                        What should I do? 

   2) City Living: Another souvenir 

Reading: Unit 3  Understanding Scienc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human civilization,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science)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introducing a topic developing the topic with supporting details, 

drawing a conclusion). 

 2. Appreciate the style differences between narrativ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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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xpository essay about how science changes our live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g Unit 3 All About You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trophies. 

 2. Learn to know the right personality for jobs and success. 

 3. Learn to how to make, accept and decline invitations in English.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My Favourite Pastimes 

   1) Vocabulary Link: Whose trophies are these?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duced to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Sports and pastimes 

   1) Global viewpoints: Sports and pastimes 

   2) City Living: I’m very athletic 

Reading: Unit 4 The American Dream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ony Trivisonno realized his American Dream through his own efforts )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one part telling the story of Tony’s life and the other giving the author’s comments on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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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earn to describe a person by his or he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together with supporting details which 

demonstrate the features.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narrative in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about the story of Tony Trivisonno.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ing Unit 4 Chang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change. 

 2. Learn to talk about New Year’s resolutions and dreams 

    3. Learn to talk about how to become successful and find your dreams 

 4. Learn to express your lifetime dream.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I need a change 

   1) Vocabulary Link: change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duced want to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plans and dreams 

   1) Global viewpoints: Making changes 

                        Goals, plans and dreams 

   2) City Living: Mike needs a change 

Reading: Unit 5 Work to Live or Live to Work(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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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author tries to define a typical workaholic in the American corporate world 

withthe story of Phil)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2.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rategy and style demonstrated in Text A (to set the tone of irony by choice of 

words, selection of details, use of quotation mark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letter of sympathy or condolence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5  Around the World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places in the city.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of suburbs—housing areas just outside a larger city 

 3. Learn to express choosing a city for a vacation.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Places in my city 

   1) Vocabulary Link: the places in the suburbs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Sentence stress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Cities and towns 

   1) Global viewpoints: In my neighborhood 

                      Cities and towns 

2) City Living: You can’t mis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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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Unit 6  Romanc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way one reacts to unattractive people reveals one’s true character) and structure 

of Text A. 

 2. Appreciate the narrative skills demonstrated in Text A (switching between tenses, change in narrators), the 

use of certain rhetorical devices (simile and metaphor) and the use of informal language in conversation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write a letter of invitation and acknowledgement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g Unit 6 Home Sweet Hom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about apartments.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housing problem  

 3. Learn to express how to make yourself at home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Housing 

   1) Vocabulary Link: a place in the apartment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ising intonation to show surprise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Student housing 

   1) Global viewpoints: Where I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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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ity Living: Welcome to New York 

 

执笔人：鞠丽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2》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2/ College English 2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经管类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 1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

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

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

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

国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

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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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

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

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

为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

语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

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

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

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己

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

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

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

撰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

点。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

长、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

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

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

或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

基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Reading: Unit 1 Ways of Learning（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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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at it would be ideal if we c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tyles of learning)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introduction of the topic by an anecdote-elaboration by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onclusion by a suggestion). 

 2.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way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point –by –point method or one-side-at-a-time 

method)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notice in an appropriate way .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1 All about Me!（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new words in activity one. 

 2. Learn to tal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iving in an apartment. 

 3. Ask Ss to listen and check the confirmed statement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mind students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talking informally they often drop the “g” in 

verbs with the present continuous -ing ending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Speci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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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ity Living: A favorite keepsake “Preview” 

Reading: Unit 2  Values（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one can live a life full of riches without being rich financially)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the wording riches in the title of the text.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beginning with an anecdote or a piece of news, etc.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2 Express Yourself!（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fluently 

 2. Have Ss work with a partner to think of reasons why the people in the picture are experiencing the 

feelings. 

 3. Encourage them to use the information for practice to create conversation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o Ss that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rarely say each word separately, and theyoften 

link them together.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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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Greetings around the world 

   2) City Living: Another important rule for traveling “Preview” 

Reading: Unit 3 The Generation Gap（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Father meddled in children’s affairs with good intentions, but only to find his 

efforts unwelcome) and structure (three settings, three scenes)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play.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oster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3 Let’s eat it!（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foods in English fluently 

 2. Explain that these are words for describing the taste or texture of foods 

 3. Describe the nutritional value or health benefit of food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review the idea of sentence stress--when the speake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more important 

words in a sentence, these words can sometimes sound louder.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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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o Ss that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rarely say each word separately, and they 

often link them together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Favorite foods 

                        International foods 

   2) City Living: The spicier the better “Preview” 

                   The spicier the better “While You Watch” 

                   The spicier the better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4  The Virtual World（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though constantly worried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virtual life on her, the 

author, a computer addict, just can’t resist its lure and has to turn back into it time and again)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contrast between virtual life and real life). 

 2. Deduce the meaning of new vocabulary related to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3. Grasp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email messag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4 Today’s Trends（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modern trends and fashions in English 

Fluently. 

 2.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express how to borrow money in English fluently. 

 3. Familiarize Ss with the proper names and new word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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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Ask what of sounds like when said in fast speech. Direct Ss’ attention to the pin note. 

Explain that in fast speech the final f in of is usually dropped when the next word begins with a consonant.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Ask what of sounds like when said in fast speech. Direct Ss’ attention to the pin note. 

Explain that in fast speech the final f in of is usually dropped when the next word begins with a consonant.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Family Trends 

                        Personal Style 

   2) City Living: You ought to get more exercise! “Preview” 

                   You ought to get more exercise! “While You Watch” 

                   You ought to get more exercise!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5  Overcoming Obstacles（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dreaming and hard work helped Michael Stone on his way to succes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narration with flashback). 

 2. Appreciate certain narrative skills (using details to bring out character; a surprise ending; use of pun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ersonal description with the focus on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5 Unsolved Mysteries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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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unsolved mysteries in English fluently. 

 2.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unsolved mysteries in English fluently. 

 3. Explain that some of the actions in A w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detective and others by the criminal. 

    4. Familiarize Ss with the new words. Have Ss read the new words aloud after you.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Have Ss read the sentences and underline the verbs, noting that each ends in -s. Explain 

that the -s ending has a different sound in different words.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 sounds for -s. Tell Ss to read 

each sentence again and select the correct -s sound for the verb.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Have Ss read the sentences and underline the verbs, noting that each ends in -s. Explain 

that the -s ending has a different sound in different words.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 sounds for -s. Tell Ss to read 

each sentence again and select the correct -s sound for the verb.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Mysteries and strange events 

      2) City Living: Elementary, my dear Tara! “Preview” 

                   Elementary, my dear Tara! “While You Watch” 

                   Elementary, my dear Tara!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6  Women, Half the Sky（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Grasp the main idea (a woman can learn anything a man car, but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are required )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oncessive clause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Devise a questionnaire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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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6  The Mind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express degrees of certainty in English fluently. 

 2. Explain that Ss will hear some tips on learning new vocabulary about study tips 

 3. Talk about the useful expressions for talking about dreams and memor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review the use and formation of the past tense with -ed. Explain that -ed is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words. Tell Ss to listen for th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in the 

chart.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view the use and formation of the past tense with -ed. Explain that -ed is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words. Tell Ss to listen for th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in the chart.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How’s your memory 

                        Strange dreams 

      2) City Living: Roberto’s strange dreams “Preview”                

                   Roberto’s strange dreams “While You Watch” 

                   Roberto’s strange dreams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7 Learning about English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because of its tolerance for outside influences, English has become a great language)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Appreciate some idiomatic English usages mentioned in the unit.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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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Transfer information into written language from a graph or chart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7  Let’s Celebrate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accept and decline invitations in English fluently. 

 2. Introduce the topic of parties. 

 3. Match Ss with a partner to discuss which types of parties they have previously attended or would like to 

attend. 

    4. Ask Ss how they invite sb to do sth and how they accept or decline invitations in English.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remind Ss that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talking they will often relax their speech and 

merge words or sounds together. As such it can be difficult to make out individual words.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remind Ss that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talking they will often relax their speech and 

merge words or sounds together. As such it can be difficult to make out individual words.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What a party     

                        Festivals and holidays 

      2) City Living: Aloha everyone! “Preview”             

                   Aloha everyone! “while you watch” 

                   Aloha everyone! “After you watch” 

Reading: Unit 8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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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sp the main idea (lac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ads to tragedy, as illustrated by the fate of an 

imaginary town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2. Understand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a fable.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e a persuasive essay in an appropriate way.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4. Check on Homework. 

 5.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Listening: Unit 8  In the neighborhood（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By learn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in English fluently. 

 2.To talk about making polite requests 

 3. Descriptions about two very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hat could you and would you are two very common ways to ask sb. to do sth. 

教学内容 

 1. Lesson A Listening & Speaking  

   1) Vocabulary Link 

   2) Listening: Activities 1-5 

   3) Pronunciation:. Explain that could you and would you are two very common ways to ask sb. to do sth. 

   4) Speaking &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1-2 

 2. Lesson B Video  

   1) Global viewpoints: Running errands 

                        My neighborhood 

      2) City Living: Claudia’s errand service! “Preview” 

                  Claudia’s errand service! “while you watch” 

                  Claudia’s errand service! “After you watch” 



 

 119 

    

执笔人：鞠丽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3》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3/ College English 3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全校经管类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 1、2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

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

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

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

国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

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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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

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

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

为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

语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

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

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阅读理解能力： 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

速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

己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

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

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翻译能力： 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

撰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

点。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

长、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4．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

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

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

或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

基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Unit 1 Changes in the Way We Live（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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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olerance for solitude and energy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writer’s  

family to enjoy their pleasant but sometimes harsh country life). 

 2. Appreciate the various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topic  

sentences followed by detail sentences, use of transitional device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using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2 Civil-Rights Heroes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heroes and the place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in the early  

civil-rights struggles in the US). 

 2. Use library resource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in Text A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m in con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speech on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in the U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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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3 Security（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America is deteriorating into “the most insecure 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pening—body—conclusion). 

 2. Learn how to use facts to support one’s central point of view.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memo.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4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Einstein was a child of his time). 

 2. Appreciate the various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using a question as the tile of the 

text, illustrating his answer with various supporting facts, use of subheadings, use of quotation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attention to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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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5 Giving Thanks（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most human beings are longing in secret for more of their fellows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for their efforts; hence, find the good and praise it). 

 2. Memorize words through association.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thank-you letter.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6 The Human Touch（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old Behrman saved Johnsy’s life at the expense of his life). 

 2. Appreciate how the repeated use of clues helps weave a piece of narrative together.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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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note asking for leav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7 Making a Living（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Bill Porter the salesman will never give in) and the structure (four parts, two 

flashbacks). 

 2. Appreci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istic writing.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advertisement.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8 Cloning（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human cloning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scientist) and structure. 

 2.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author.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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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persuasive essay about human cloning.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执笔人：唐影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4》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4/ College English4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经管类 

学 时 数：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 1、2 、3 

教学参考书： 

吴晓真编.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师手册 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第二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

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

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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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一般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慢速

英语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2．口语表达能力：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交流，并能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能就日常话题和来自讲英语

国家的人士进行交谈。能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比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

在交谈中使用基本的会话策略。 

3．阅读理解能力：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

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能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4．书面表达能力：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

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120 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

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

为每小时 250 个汉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 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2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包括在口头表达以及书面表达两个方面。 

较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国内英

语广播或电视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能掌握其中

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

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3．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

阅读篇幅较长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 词，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自己

专业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4．书面表达能力：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

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 词的

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科普文章，并能

撰写所学专业的英语小论文。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 300 个汉字。译文基本通顺、

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5500 个单词和 1200 个词组，其中 25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 

更高要求的英语能力要求如下：  

1．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等，并在其结构较为复杂、观点较为隐含时也能理解要

点。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听懂自己专业方面的讲座，并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 

2．口语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或专业性的话题较为流利、准确地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较

长、语言稍难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其意义，借助词典能阅读英语原版书籍和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的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自己专业有关的综述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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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

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 200 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

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5．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翻译英美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文章，能翻译反映中国国情

或文化介绍性的文章。英汉译速为每小时 400 英语单词，汉英译速为每小时 350 个汉字，译文内容准确，

基本无误译现象，文字通顺、达意，语言错误较少。 

6．推荐词汇量：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6500 个单词和 1700 个词组，其中 3000 个单词为积极词汇（见附

件 3：《课程要求》积极词汇表）。 

Unit 1 Fighting with the Forces of Nature（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2. Do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 and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opic sentenc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2 Smart Cars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2. Employ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in expository writing (definition, quotes, a mixture of facts and opinion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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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 resum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3 Job Interview（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2.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xamples in illustrating one’s point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application letter.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4 Globalization（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loyalty). 

 2. Appreciate the o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in present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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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coherence.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5 Never Judge by Appearances（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Edward Burton, a rich merchant who looked gentle and kind, was actually vicious 

enough to destroy a human life). 

 2. Appreciate How powerful contrast is in delineating a person’s character.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Filling out a remittance application form.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Unit 6 The Pace of Life（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Grasp the main idea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ime-famine—reasons, reactions and a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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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ppreciate the various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concession, direct quotations, supporting the 

opinion with facts, etc.). 

 3. 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5.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freely on the theme after doing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4. Writing an essa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conciseness. 

教学内容 

 1. Warming up.  

 2.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A. 

 3.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A. 

 4. Global analysis of Text B. 

 5. Language/ Cul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ext B 

 6. Further study and practice. 

 

 

执笔人：唐影                                                              审核人：杨华 

 

 

 

《大学英语 1》课程教学大纲（艺术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1/College English 1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考核方式：考  试 

适用专业：全校艺术类专业                    学    时：48                                       

学    分：3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预修课程：高中英语 

教学参考书：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教师用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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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1教师用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三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

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

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教学的作用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

语交流信息；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本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大学英语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语言基本功的训练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

并且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说、写、译

等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既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又培养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

和心理素质，并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 

2. 大学英语教学指基础阶段的英语学习，即一至二年级四个学期。其目的是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

础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通过提问和讨论，培养

学生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思考能力和表述、研讨、争辩、应答等语言运用能力。挖掘课本中富有“内

涵意义”的语言内容，注重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Reading 

（一） Unit 1 Starting out    (4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Diary of a fresher 

（二）Unit 2 Food, glorious Food!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32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The first oyster 

（三）Unit 4 Family affairs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The pickle jar 

（四）Unit 6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The armchair traveller 

（五）Unit 7 All you need is love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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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Extract form Jane Eyre 

二、习题与作业 

1、Reading Aloud 

2、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3、Vocabulary 

4、Structure 

5、Translation 

6、Story Summary 

7、Text Structure Analysis 

8、Structured Writing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Listening 

Unit One: Starting out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beginning of college life; 

 2. To train students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or others in a conversation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skills to give a factual presentation; 

4. Learn to pronounce stressed words, rising intonation in unfinished sentences. 

III. 教学难点： 

1. Listening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2. Giving a factual presentation 

IV. 教学内容: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conversation 3 

Talking point: look at the proverbs and explain what they mean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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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factual presentation 

6. Pronunciation 

  

Unit Two: Food, glorious food!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food; 

2. To train students to give special advice and order food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on food  

3. Learn to ask about and order food 

4. Learn to give a demonstration. 

III. 教学难点： 

1. Listening for key word 

    2. Giving special advice and giving demonstration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iscuss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at meals in Britain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demonstration 

6. Pronunciation 

 

Unit Three: Learning to think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thinking 

2. To train students to state positive aspects and negative aspects;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talk about ability;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on thinking  

3. Learn to make suggestions 

4. Learn to discuss a problem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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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教学难点： 

1. Devising and explaining how to play a memory game 

2. Discussing a problem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play a memory game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discussing a problem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6. Pronunciation 

Unit Four: Family affair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comparison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describe personality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introduce a new subject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on family news 

3. Learn to correct a mistake 

4. Learn to ask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reassurance  

III. 教学难点： 

1. Acting out a conversation about some family news 

2. Correcting a mistake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escribe the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each of the diagrams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6. Pronun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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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Five: News 24/7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new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report speech and introduce the news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make concessions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on news items 

3. Learn to express preferences 

4. Learn to talk abou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III. 教学难点：   

1. Delivering a news bulletin 

2. Making concession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programs guessing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6. Pronunciation 

 

 Unit Six: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tour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give strong opinions and make arrangements for accommodations;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major point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on tours  

3. Learn to make suggestions 

4. Learn to give strong opinions 

III. 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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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ffering assistance 

2. Entering a television competition to win your dream vacation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Talking point:  

encourage Ss to fill in the gaps of the story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part of the story 

3.Outside view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guided tour 

6. Pronunciation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大学英语 2》课程教学大纲（艺术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2/College English 2 

课程类别：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考核方式：考  试 

适用专业：全校艺术类                        学    时：48                                          

学    分：3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预修课程：高中英语 

教学参考书：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2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三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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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

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

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教学的作用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

语交流信息；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本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语言基本功的训练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并

且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说、写、译等

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既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又培养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

心理素质，并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 

大学英语教学指基础阶段的英语学习，即一至二年级四个学期。其目的是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

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通过提问和讨论，培养学

生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思考能力和表述、研讨、争辩、应答等语言运用能力。挖掘课本中富有“内

涵意义”的语言内容，注重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Reading 

 

（一）Unit 2 Mixed Feelings  (4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War  

（二）Unit 4 Crime Watch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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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After twenty years 

（三）Unit 5 Time off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Leisure activities-or how to relax and do nothing 

（四）Unit 7 The world at war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Hiroshima-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 

（五）Unit 8 Have you got what it takes?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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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 1 Are you the right person for the job? 

二、习题与作业 

1、Reading Aloud 

2、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3、Vocabulary 

4、Structure 

5、Translation 

6、Story Summary 

7、Text Structure Analysis 

8、Structured Writing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Listening 

Unit One: College Culture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college culture; 

2. To train students to give and respond to advice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give a talk 

4. Learn to sound aloud the silent letters 

III. 教学难点： 

        1. Listening for news report 

        2. Giving a talk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o the quiz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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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6. Pronunciation 

 

Unit Two: Mixed feeling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feeling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congratulate and sympathize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telling a story.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skills to congratulate and compliment  

4. Learn to pronounce stressed words 

III. 教学难点： 

        1. Listening for a sudden event 

        2. Telling a story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work in pairs and do the questionnaire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telling a story 

6. Pronunciation 

 

Unit Three: Sporting life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sport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give directions and express concern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congratulate and express strong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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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arn to hold an informal discussion 

III. 教学难点： 

1. Listen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sympathy 

2. Holding an informal discussion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work in pairs and complete the table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n informal discussion 

6. Pronunciation 

 

Unit Four: Crime watch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crime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express disbelief and anger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express upset;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express disbelief and anger 

4. Learn to give professional advice 

III. 教学难点： 

1. Expressing upset and anger 

2. Learning to pronounce loan words and sense group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perform a role-play about a burglary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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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professional advice 

6. Pronunciation 

 

Unit Five: Time off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leisure activitie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talk about likes and dislikes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persuade people to do something  

4. Learn to express regret about the past 

III. 教学难点： 

1. Expressing regret abou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2. Learning to understand pros and con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guess a leisure activity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persuasive presentation 

6. Pronunciation 

 

Unit Six: The secret life of science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science; 

2. To train students to make deductions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express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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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arn to agree with someone and disagree with someone 

III. 教学难点： 

1. Holding an informal debate 

2. Pronounce syllable stress in words and participles in connected speech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number the paragraphs in the correct order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n informal debate 

6. Pronunciation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大学英语 3》课程教学大纲（艺术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3/College English 3 

课程类别：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考核方式：考  试 

适用专业：全校艺术类                        学    时：48                                          

学    分：3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预修课程：高中英语 

教学参考书：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3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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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三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

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

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教学的作用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

语交流信息；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本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语言基本功的训练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并

且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说、写、译等

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既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又培养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

心理素质，并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 

大学英语教学指基础阶段的英语学习，即一至二年级四个学期。其目的是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

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通过提问和讨论，培养学

生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思考能力和表述、研讨、争辩、应答等语言运用能力。挖掘课本中富有“内

涵意义”的语言内容，注重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Reading 

 

（一）Unit 1 Discovering yourself  (4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Catch crabs 

（二）Unit 2 Childhood memories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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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The Glass Castle 

（三）Unit 4 No place like home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Golden memories 

 

（四）Unit 5 A place in society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Dinner at Joanne’s 

（五）Unit 6 High days and holidays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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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二、习题与作业 

1、Reading Aloud 

2、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3、Vocabulary 

4、Structure 

5、Translation 

6、Story Summary 

7、Text Structure Analysis 

8、Structured Writing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Listening 

Unit One: Discovering yourself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personality; 

2. To train students to refer to ask and respond to sensitive questions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express annoyan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give and overview and reasons  

4. Learn to close a presentation   

III. 教学难点： 

        1. Inviting questions 

        2. Preparing and doing a personality quiz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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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iscuss the ideas about what dreams could mean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formal presentation 

6. Pronunciation 

 

Unit Two: Childhood memorie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childhood memorie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give express surprise and resume a story;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introduce anecdotes;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make suppositions 

4. Learn to hold an informal discussion  

III. 教学难点： 

        1. Making comparisons 

        2. Presenting a radio discussion program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which are the most annoying common sayings by parents to children?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n informal discussion 

6. Pronunciation 

 

Unit Three: Art for art’s sake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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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train students to refute and argument and concede and argument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talk about time 

4. Learn to express strong opinions  

III. 教学难点： 

        1. Summarizing 

        2. Promoting a community art event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Talk about popular cultural activities an America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 debate 

6. Pronunciation 

 

Unit Four: No place like home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houses and home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give warnings and make threats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talk about accommodation 

4. Learn to make comparisons  

III. 教学难点： 

1. Asking about meaning 

2. Making superlative statement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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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lking point: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6. Pronunciation 

 

Unit Five: A place for society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society; 

2. To train students to talk about customs and culture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introduce a subject 

4. Learn to tank and respond  

III. 教学难点： 

1. Explaining the situation 

2. Persuading people to volunteer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iscuss whether a shopping mall should be built in your neighborhood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6. Pronunciation 

 

Unit Six: High days and holiday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holiday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talk about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ctivities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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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make invitations  

4. Learn to give examples and express partial agreement  

III. 教学难点： 

1. Talking about important festivals 

2. Learning to talk about opportunities  

3.Inventing your own festival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iscuss where the festivals might be held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nd informal discussion 

6. Pronunciation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大学英语 4》课程教学大纲（艺术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英语 4/College English 4 

课程类别：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考核方式：考  试 

适用专业：全校艺术类                        学    时：48                                          

学    分：3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预修课程：高中英语 

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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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4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4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第三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

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

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教学的作用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

语交流信息；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本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语言基本功的训练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并

且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说、写、译等

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既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又培养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

心理素质，并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 

大学英语教学指基础阶段的英语学习，即一至二年级四个学期。其目的是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

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通过提问和讨论，培养学

生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思考能力和表述、研讨、争辩、应答等语言运用能力。挖掘课本中富有“内

涵意义”的语言内容，注重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Reading 

（一）Unit 1 Nine to five  (4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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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Looking for a job after university? 

（二）Unit 2 A good read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Danger! Books may change your life  

 

（三）Unit 4 Money talks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 The credit card trap 

（四）Unit 5 Gender studies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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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Sex differences in English gossip rules 

（五）Unit 6 All in the past  (5 学时) 

I.教学目的和要求 

1. Vocabulary  

2. Reading Skill 

3. Translation 

4.Writing 

II.教学重点和难点 

1. Grammar Usage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 Vocabulary Extension 

III.教学内容 

（1）Active Reading1Winston Churchill 

二、习题与作业 

1、Reading Aloud 

2、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3、Vocabulary 

4、Structure 

5、Translation 

6、Story Summary 

7、Text Structure Analysis 

8、Structured Writing 

执笔：刘莹                                                  审核人：王芳 

Listening 

 

Unit One: Nine to Five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job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talk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attitudes at work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speculate about the future 

2. Learn to make enthusiastic comments 

3. Learn to talk about profess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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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arn to talk about personal abilities and preferences 

III. 教学难点： 

        1. Reassuring people 

        2. Making a life plan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How ambitious you are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Talk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6. Pronunciation 

 

Unit Two: A good read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books and reading 

2. To train students to calm people and respond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talk about writers and writing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describe someone’s behavior  

4. Learn to give an overview 

III. 教学难点： 

        1. Giving an introduction  

        2. Preparing a top five list of favorite things to read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match the back cover descriptions with the categories of literature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Talk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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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nunciation 

 

Unit Three: Fashion statement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fashion; 

2. To train students to ask for and give opinions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encourage people to do things; 

2. Learn to show astonishment  

3. Learn to ask for and give opinions 

4. Learn to quote people and sources 

III. 教学难点： 

   1. Sounding moderate 

   2. Presenting a review of fashion in China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decide what underlined expressions mean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Talk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 debate 

6. Pronunciation 

 

Unit Four: Money talk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money; 

2. To train students to argue against research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check and change arrangements 

4. Learn to describe a tour of a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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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教学难点： 

1. Supporting opinions with facts and figures 

2. Presenting a financial report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work in pairs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Talk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supporting opinions with facts and figures 

6. Pronunciation 

 

Unit Five: Gender studies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gengers 

2. To train students to talk about self-esteem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talk about vague amounts 

4. Learn to invite a general statement 

III. 教学难点： 

1. Listening for formal discussions 

2. Moving the conversations on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share the stories you read and discuss the advice you would give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Talk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Leading a formal discussion 

6. Pronun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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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Six: All in the past  (4 学时) 

I.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etence by listening to some materials on history 

2. To train students to state whether their opinion has changed by using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hey learnt; 

3. To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by role play or discussion practice. 

II. 教学重点： 

1. Learn to listen for key words in listening practice; 

2.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3. Learn to clarify and ask for clarification 

4. Learn to state that both views are important 

III. 教学难点： 

1. Presenting both sides of an argument 

2. Agreeing  

3.Reporting thoughts, beliefs and opinions 

IV. 教学内容: 

1. Inside view: conversation 1 

                 conversation 2 

2. Talking point: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3.Outside view ：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Listening in: Talk 

                Passage 1 

Passage 2 

5. Presentation skills: Presenting both sides of and argument 

6. Pronunciation 

 

 

执笔人：刘莹                                                           审核人：王芳 

 

 

 

《大学语文 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语文 1/College Chinese 1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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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数：3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李丹 主编.新理念大学语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大学语文》是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是一门主要为普通高校中文专业之外其他文科类专业学生开

设的公共基础课程。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们能够在品读、欣赏一些古今重点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时，

了解并热爱人类的文明成就，尤其增强对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修

养和综合文化素质，为其日后步入社会甚至整个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基本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在学生提高其总结、梳理问题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丰富

其精神世界，培养其人文情趣，增强其爱国情怀。 

2.重点了解古今的著名作家，把握他们的人生历程、人格特征以及写作特色，使学生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纯净个人的心灵，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重点欣赏古今著名作家的有代表性的、有特色的、对学生们有一定针对性的作品，通过这些美文的赏析，

不仅使学生愉悦情绪，丰富精神世界，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其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一、中国文学发展史概说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引导学生较为系统的了解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2.掌握各时期代表作家、风格流派、经典作品、文学思潮等系统知识； 

3.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使学生理清不同文学形式在不同文学发展阶段中的演进和传承关系； 

通过学习使学生不断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情趣，提高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教学内容 

1.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分期（1 学时） 

2.先秦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概况 

3.唐宋文学发展概况（1 学时） 

4.唐诗发展分期、宋词三代词人词风的演进 

5.元、明、清文学发展概况（1 学时） 

6.元曲“四大家”和明清小说的发展繁荣 

7.二十世纪文学发展概况（1学时） 

二、《诗经·秦风·蒹葭》（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60 

通过《诗经·秦风·蒹葭》篇的学习，了解《诗经》，了解中国绵长的文化历史，感受生命和精神的

滥觞，陶冶情操，提升修养；理解《诗经·秦风·蒹葭》的多重主题；领会“伊人”的含义，学习鉴赏诗

歌的一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诗经·秦风·蒹葭》的多重主题；领会“伊人”的含义 

教学内容 

一、关于《诗经》（2学时） 

1.《诗经》的地位、影响、价值 

2.《诗经》的形成 

3.《诗经》的内容 

4.《诗经》的表现手法 

二、《诗经·秦风·蒹葭》 

1. 关于《诗经·秦风》 

2. 感知《蒹葭》的韵律之美 

3. 赏析《蒹葭》的意蕴之美 

4. 理解《诗经·秦风·蒹葭》的多重主题 

5. 领会“伊人”的多重含义 

三、大同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翻译课文，掌握相关文言词。 

2.了解孔子大同社会的思想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教学内容 

    一、孔子生平（1课时） 

    二、《大同》创作背景（0.5课时） 

    三、课文分析（1.5课时） 

四、修辞手法、历史时代、后世影响（1课时）     

四、《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篇的学习，了解我国古代文学家苏轼、创作概况及其对中国文学的重要

影响；了解文章写作的背景与内容；把握文中叙述的文与可的趣事及其性格反映；把握本文阐发的文艺理

论；了解本文文体上的特殊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苏轼创作上的成就；本文阐发的文艺理论；本文中叙述的文与可的趣事；本文文体上的特殊性。教学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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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生平及其精神影响（1 学时） 

2．苏轼创作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1 学时） 

3．本文的写作背景及内容赏析（1 学时） 

4．文中阐发的文艺理论及文体特点（1学时） 

五、蔡元培《1917 年北大就职演讲》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1917年北大就职演讲》篇的学习，了解我国大学的性质；把握大学生应该如何完成大学的学业；

了解蔡元培先生对我国大学教育的贡献及其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蔡元培阐发的大学的性质；“三事”、“两计划”的所指；本篇演讲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1917 年北大就职演讲》 

1. 关于蔡元培 

2. 本文的写作背景及内容（1 学时） 

3. 本文的写作特点 

4. 蔡元培及北大精神（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1917年北大就职演讲》篇的学习，了解我国大学的性质；把握大学生应该如何完成大学的学业；

了解蔡元培先生对我国大学教育的贡献及其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蔡元培阐发的大学的性质；“三事”、“两计划”的所指；本篇演讲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1917 年北大就职演讲》 

1. 关于蔡元培 

2. 本文的写作背景及内容（1 学时） 

3. 本文的写作特点 

4. 蔡元培及北大精神（1学时） 

六、胡适《不朽——我的宗教》（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不朽——我的宗教》篇的学习，了解我国古代“三不朽说”的三层缺点，从而深刻理解每个人

的“小我”应该对永远不朽的“大我”负责的含义；真正把握“社会不朽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神不灭论”；“三不朽说”、“社会不朽论”的内涵；“三不朽说”的三层缺点；本文在写作上的特色。 

一、《不朽——我的宗教》 

1. 关于胡适 

2. 本文的写作背景 

3. “神不灭论”和“三不朽说”（1 学时） 

4. “社会的不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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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文的写作特色 （1学时） 

七、《伤逝》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伤逝》篇的学习，了解我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的创作； 把握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及其

揭示出的社会内涵；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把握本文用“涓生手记”的形式及其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鲁迅的创作；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伤逝》写作上的特点；《伤逝》的思想内容。《伤逝》的

文体特点。 

教学内容 

1. 关于鲁迅（1 学时） 

2. 鲁迅的文学创作（1 学时） 

3.《伤逝》与易卜生的戏剧作品比较 

4. 文中阐发的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时代社会内涵（1 学时） 

5.《伤逝》思想内涵（1 学时） 

6.《伤逝》写作特点及文体特点 

八、春天，遂想起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春天，遂想起》的学习，体会作者在诗中表达的浓浓乡愁和深深的爱国情怀，学习本诗以形象

思维和富有变化的重叠句式来抒情表意的写作手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理解诗人以“忆江南”的方式表达的对故土、对祖国的游子深情； 

2.体会诗中大量运用重叠句式及括号中补充文字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作者简介 

    1. 生平 

    2. 创作情况 

    二、文本解析 

1. 朗诵  

    2. 文本解读 

    3. 感情线索  

    4. 感知赏析 

    三、拓展延伸 

九、我很重要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我很重要》的学习，了解我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进一步体会我国当代女作家的文学风貌；把握

文中阐发的个体生命的意义，把握本文情理结合的论证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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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淑敏的创作成就；“我很重要”的深刻意义； 

2. 本文“情”与“理”结合的论证方式。 

教学内容 

一、作者简介 

    1. 生平 

    2. 创作情况 

    二、文本解析 

1. 朗诵课文  

2. 本文的内容及层次 

3. 作者是如何悟出“我很重要”的 

4. 文中情理结合的论证方式 

    三、拓展延伸 

十、《受戒》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受戒》篇的学习，了解汪曾祺及其创作，挖掘作者隐含在小英子和明海爱情故事背后的“热情

与悲痛”。引导学生理解汪曾祺关注人生、关注人性的入世情怀，学习其从小生活入手思考社会、民族命

运的大命题的创作手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汪曾祺及其创作；作者通过文本表达的“热情与悲痛”的内涵；作者的行文风格。 

教学内容 

1.汪曾祺及其创作（1学时） 

2.《受戒》的内容及内涵（1学时） 

3.《受戒》的“诗化小说”特征（1学时） 

4.《受戒》与《边城》对读（1学时） 

 

执笔人： 李丹、潘晓玲、曹晖、聂英杰、郭利芳、李墨、刘莉、蒋晓婷        审核人：李 丹 

 

 

 

《大学语文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语文 2/College Chinese 2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艺术类 

学 时 数：3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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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 主编.新理念大学语文.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5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 

 

课程简介：  

    《大学语文》是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是一门主要为普通高校中文专业之外其他文科类专业学生开

设的公共基础课程。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们能够在品读、欣赏一些古今重点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时，

了解并热爱人类的文明成就，尤其增强对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修

养和综合文化素质，为其日后步入社会甚至整个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基本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在学生提高其总结、梳理问题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丰富

其精神世界，培养其人文情趣，增强其爱国情怀。 

2.重点了解古今的著名作家，把握他们的人生历程、人格特征以及写作特色，使学生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纯净个人的心灵，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重点欣赏古今著名作家的有代表性的、有特色的、对学生们有一定针对性的作品，通过这些美文的赏析，

不仅使学生愉悦情绪，丰富精神世界，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其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一、《老子》五章（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选篇了解老子哲学思想；把握《〈老子》五章》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体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

异同。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老子哲学思想；把握《〈老子》五章》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体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 

教学内容 

一、老子的生平、思想主张和哲学观（2学时） 

二、《〈老子》五章》（2学时） 

1. 重点字词释义 

2. 思想内容解析 

3. 老子思想的现代性 

4.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异与同 

5. 当代青年大学生应如何运用儒道思想解决现实问题 

二、礼记·大学（节选）（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礼记·大学（节选）》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儒家学派关于教育的目的和方法的基本思想； 明确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格修养的内涵和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三纲领”、“八条目”的具体含义及相互关系； 

2. 文章在语言表达上的特点及其引发的理解问题。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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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者生平及其创作情况 

    二、文本解析 

1. 朗读 

2. 文本解读 

3. 研习与思考    

三、拓展与延伸 

三、我的世界观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我的世界观》的学习，使学生理解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社会理想和宗教情感的深刻思想，体

会作者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感发，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准确理解爱因斯坦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2.提升自己的认识，培养正确、健全的世界观。 

教学内容 

    一、作者简介 

    1. 生平 

2. 成就及影响 

3. 爱因斯坦名言 

   二、文本解析 

1. 朗诵  

    2. 文本解读 

    3. 文章线索  

   三、思考与讨论 

四、唐诗鉴赏  李白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唐诗鉴赏：李白》篇的学习，了解诗仙李白的生平、创作、文学成就；体会唐代的诗歌创作风

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李白的多元化思想；李白的乐府诗、歌行体长诗、绝句的成就；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教学内容 

一、《唐诗鉴赏：李白》 

1. 李白人生的五个阶段（1 学时） 

2. 李白的乐府诗与歌行体长诗（1 学时） 

3. 李白的绝句（1 学时） 

4.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1 学时） 

五、《汉宫秋》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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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汉宫秋》篇的学习，了解元曲及元杂剧的文化知识，把握马致远的创作背景及动机；掌握《汉

宫秋》的内涵；理解《汉宫秋》中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体悟及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元曲及元杂剧的文化知识；《汉宫秋》层次内涵；《汉宫秋》中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体悟及表达。 

教学内容 

1.元曲及元杂剧（1 学时） 

2.马致远的境遇及创作（1 学时） 

3.《汉宫秋》文本解读（1 学时） 

4.人物形象的符号性意义（1学时） 

六、《红楼梦》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解我国古代小说家曹雪芹的创作；欣赏“宝黛”爱情悲

剧以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悲剧命运及其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发展趋势；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

体会精彩的语言艺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曹雪芹的创作；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红楼梦》写作特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文体特点。 

教学内容 

一、《红楼梦》 

1. 关于曹雪芹（1 学时） 

2.《红楼梦》的文学创作（1 学时） 

3.《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4. 阐发文中的宝黛爱情悲剧的时代社会内涵（1 学时） 

5.《红楼梦》《伤逝》思想内涵、写作特点及文体特点（1学时） 

七、《婴宁》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蒲松龄生平及写作特点； 

2.整体把握文本的情节结构和叙事线索； 

3.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理解作者的观点态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准确把握人物性格，体会情节及人物描写的艺术魅力； 

理解婴宁性格变化所展现出作者及人类的生存困境。 

教学内容 

一、《婴宁》 

1. 志怪小说的发展历程（1 学时） 

2. 关于蒲松龄 

3.《聊斋志异》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色（1 学时） 

4.  “婴宁”人物形象分析（1 学时） 

5. 《婴宁》创作的思想内涵（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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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萧萧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熟读课文，体会 20 世纪初湘西的淳朴民风和原始的社会状态。 

2.了解乡土文学的特色，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一定的探讨和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一个观念与两个世界 

    2.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沈从文的生平（1 课时） 

    二、沈从文的创作（1 课时） 

    三、课文分析（1.5 课时） 

对抗 

女学生 

    四、京派小说（0.5 课时）     

九、《长恨歌》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长恨歌》篇的学习，了解白居易的生平、诗风以及《长恨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风格；

把握《长恨歌》的思想内容及主题；品味作者的语言，鉴赏诗歌写人、抒情所采用的表现手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长恨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把握《长恨歌》的思想内容及主题；品味作者的语

言，鉴赏诗歌写人、抒情的表现手法。 

教学内容 

1．白居易生平与诗风（0.5 学时） 

2．《长恨歌》内容赏析（1 学时） 

3．《长恨歌》主题争论与艺术成就（0.5学时） 

十、《七子之歌》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七子之歌》篇的学习，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把握闻一多的创作生平，深入理解其体现出的情

感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七子之歌》的情感内涵 

教学内容 

    一、作者简介及《七子之歌》的创作背景（1 学时） 

1．闻一多及其诗歌特点 

2．《七子之歌》的创作背景 

二、《七子之歌》课文赏析（0.5 学时） 

三、《七子之歌》的主题、艺术特色（0.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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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 李丹、潘晓玲、曹晖、聂英杰、郭利芳、李墨、刘莉、蒋晓婷         审核人：李 丹 

 

 

 

《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文学作品鉴赏/The Appreciate of Literature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类 

学 时 数：40                                  其中 网上授课学时：32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大学语文                              

教学参考书： 

蒋承勇编.新编外国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徐葆耕编.西方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 

 

课程简介：  

   文学作品鉴赏是一门面向艺术类学生的通识必修课，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及审美修养。

本课程以讲授西方古代至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和名家名作为基本内容，主要讲述从古代到 20 世纪欧美文学

的发展概况，重点突出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流派及代表作家

作品。 

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更广泛地汲取世界文学的精粹；同时通过梳理有关外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文学

思潮、流派的基本内容和演变情况，使学生对文学、文化具有全球化的认识，以适应世界文化日益交融的

时代需要。课程通过深入分析一批经典的作家作品，使学生对外国文学中所蕴涵的人文思想有较深入地分

析和了解；另外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让学生领略外国文学的风采，从而提高阅读、鉴赏、分析和评价的

能力，提升审美鉴赏素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外国文学发展脉络 

2. 掌握主要的文学思潮、流派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3. 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分析、评价能力，提升审美鉴赏素养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课程学习范围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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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西方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学习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西方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学习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课程学习范围和目的（网上授课 1学时） 

二、西方文学发展规律 

1. 两大源头，即所谓的“二希”传统 

2. 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的发展呈现思潮流派更替的特点 

3. 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14 世纪到 16 世纪，是人文主义，17 世纪是古典主义，18 世纪是启蒙主义。18 世纪末 19 世纪前期，

浪漫主义文学在欧美风起云涌。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19 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20

世纪上半叶欧美文坛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主潮，后半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 

4. 学习西方文学经典的方法（面授 1 学时） 

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方法包括阅读原典和关联阅读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文学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西方文学发展的脉络 

把握荷马史诗作品内容、风格特色 

掌握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及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荷马史诗作品内容、风格特色  

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及作品 

教学内容 

一、概述（面授 2学时） 

1. 古希腊文学的产生和美学特征 

2. 西方文学的发展脉络 

3. 古罗马对古希腊文学的继承和自身的成就 

二、荷马史诗（网上授课 2学时） 

1. 荷马问题 

2. 史诗的构成情况 

3.《伊利亚特》的战争观念 

4. 史诗的主题和艺术成就 

三、古希腊戏剧（面授 2学时） 

1. 古希腊戏剧的产生和发展 

2. 三大悲剧诗人及其代表作 

3.《俄狄浦斯王》的艺术成就 

4. 阿里斯托芬和古希腊喜剧 

第三章  中世纪文学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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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四种主要类型 

辩证地认识欧洲中世纪文学的价值 

了解但丁的生平与创作情况 

掌握《神曲》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文化 

《神曲》的构成及两重性问题 

教学内容 

一、概述（网上授课 2学时） 

1. 中世纪文学的形成及基本特征 

2. 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学 

3. 有浪漫主义积极因素的骑士文学 

4. 中世纪的英雄史诗 

5. 城市的产生和市民文学 

二、但丁及其《神曲》（网上授课 2学时） 

1. 但丁的生平和创作 

2.《神曲》的三界构成 

3.《神曲》的两重性及艺术特点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文学的发展概况 

掌握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分析《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与艺术成就 

分析《哈姆莱特》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堂吉诃德与桑丘形象 

哈姆莱特形象 

教学内容 

一、概述（网上授课 2学时） 

1. 何为文艺复兴 

2. 意大利何以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3. 人文主义文学的特征 

4. 意大利、法国的人文主义文学 

二、塞万提斯与《堂吉柯德》（网上授课 2学时） 

1. 生平与创作 

2.《堂吉诃德》情节梗概 

3. 堂吉诃德形象的丰富内涵 

4. 桑丘·潘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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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堂吉诃德》的艺术特色 

三、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网上授课 2学时） 

1. 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分期 

2. 莎士比亚的诗剧 

3.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4.《哈姆雷特》独白欣赏 

第五章  十七世纪欧洲文学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十七世纪英、法两国文学发展概况及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 

掌握弥尔顿《失乐园》的思想内容和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 

分析《伪君子》中答丢夫形象及该剧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答丢夫形象 

教学内容 

一、概述（面授 2 学时） 

1. 十七世纪欧洲文学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 

2. 英国文学及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 

3. 古典主义的产生和特点 

4. 高乃依的悲剧 

5. 拉辛的悲剧 

二、莫里哀（面授 2 学时） 

1. 莫里哀的生平和创作 

2.《伪君子》简介 

3. 答尔丢夫形象的意义 

4.《伪君子》的艺术特色 

第六章  十八世纪欧洲文学（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18世纪文学的主要成就、特点和影响 

理解启蒙主义文学和狂飙突进运动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了解歌德的生平、思想、创作分期 

掌握《浮士德》的思想内容，分析其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 

浮士德精神 

教学内容 

一、概述（网上授课 2学时） 

1. 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 

2. 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3.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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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国启蒙文学，四大启蒙作家 

5. 德国文学“狂飙突进运动” 

 二、歌德（网上授课 2学时） 

1. 生平与创作 

2.《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其独特地位 

3.《浮士德》的内容 

4.《浮士德》的主题、浮士德精神 

5. 浮士德与靡非斯特形象分析 

6.《浮士德》的艺术成就 

 

第七章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在各国的发展概况及重点作家的生平、创作分期 

理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 

掌握浪漫派领袖雨果的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美丑对照原则 

教学内容 

一、概述（面授 1学时） 

1. 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特征 

2.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湖畔派 

3. 拜伦和雪莱以及恶魔派 

二、雨果及其创作（面授 1学时） 

1. 雨果的生平 

2. 青年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和晚期四大作品 

3. 观看教学片《巴黎圣母院》  

 

第八章  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概况 

理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了解斯丹达尔的生平与创作，分析《红与黑》的时代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成就 

了解巴尔扎克的生平、世界观、创作及作品分类、分析《人间喜剧》的基本内容 

掌握《高老头》的人物、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把握列夫·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于连形象及《红与黑》的艺术成就 

《人间喜剧》的基本内容与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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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概述（面授 2学时） 

1. 现实主义是悄然崛起的 

2.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界限是模糊的 

3. 现实主义作家的三大矛盾心态 

4. 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 

5. 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的情况 

二、司汤达与《红与黑》（网上授课 2学时） 

1. 司汤达生平与创作的关系  

2.《红与黑》的历史背景与情节 

3. 于连人生奋斗的历程 

4. 于连悲剧原因的分析 

5.《红与黑》艺术特点的分析 

三、 夏洛蒂·勃朗特与《简·爱》（网上授课 2学时） 

1. 生平与创作 

2.《简•爱》的情节梗概 

3. 简•爱的爱情婚姻之路 

4. 简•爱眼中的世界 

5.《简•爱》的叙事艺术 

四、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网上授课 2学时） 

1. 生平与精神探索历程 

2.《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梗概 

3.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追求 

4. 列文的精神探索及其意义 

5.《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特色 

五、 易卜生与《玩偶之家》（网上授课 2学时） 

1. 生平与创作道路 

2.《玩偶之家》的剧情与背景 

3. 娜拉出走的原因及社会批判价值 

4. 娜拉在中国的多维阐释 

六、 哈代与《德伯家的苔丝》（网上授课 2 学时） 

1. 哈代的生平与乡土 

2. 哈代的威塞克斯乡土小说 

3.《德伯家的苔丝》的情节梗概 

4. 苔丝形象的乡土诗意之美 

5. 苔丝悲剧的社会批判意义与文学价值 

 

 

执笔人：聂英杰                                                     审核人：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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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现代汉语/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课程类别：专业任选课 

课程性质：选修课                            适用专业：英商、日语  

学 时 数：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邵敬敏主编. 现代汉语通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具体语言学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 

教学内容包括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个部分。绪论部分讲述作为一种语言的现代汉

语和作为一门学科的现代汉语的概况。语音部分讲述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以及语音在实际使用中的变化。

文字部分讲述汉字的性质和作用，汉字的构造和形体，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汉字信息处理。词汇部分

讲述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系统，词义体系，词汇子系统，词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语法部分讲述现代汉语

的词类系统和词法规则，短语系统、句子系统和句法规则，句法结构中的语义问题等。修辞部分讲述汉语

修辞的基本知识，词语的运用和配合，句子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语体和风格等。 

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提高学生对汉语特点的认识，进一步发现语言的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并能提

高学生运用学过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确客观地评价新出现的语言现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系统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 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 

3. 培养学生汉字文化意识。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现代汉语的基本情况与基本特点，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与形成，现代汉语方言概况，现

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明确语言规范化的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汉语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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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论（1 学时） 

第二节 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 （0.5 学时） 

第三节 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0.5 学时） 

第二章  语音（10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明确语音的基本性质与基本概念，掌握普通话语音的发音原理，掌握普通话语音系统和音位系

统，以及语流音变；提高学生的普通话发音水平和理论水平；具有初步的审音、记音能力；提高语音规范

化的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普通话语音系统，音位系统，语流音变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语音概说（1 学时） 

 第二节 声母（1 学时） 

 第三节 韵母（1 学时） 

 第四节 声调（1 学时） 

 第五节 音节（2 学时） 

 第六节 音变（1 学时） 

 第七节 音位（1 学时） 

 第八节 朗读和语调（1 学时） 

 第九节 语音规范化（1 学时） 

第三章  文字（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书面符号系统――汉字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知识，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分析及运用

汉语汉字的能力，提高学生对汉字规范化的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汉字的结构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汉字概说（1 学时）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1 学时）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1 学时） 

 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0.5 学时） 

 第五节 使用规范汉字（0.5 学时） 

第四章  词汇（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词、词汇、词义等内容的讲授，使学生掌握词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能运用所学分析

具体的词汇现象，提高析词、辨词、赏词、用词等词汇环节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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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词的结构，词义的性质和构成，语义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词汇和词的结构（1 学时） 

 第二节 词义的性质和构成（1 学时） 

 第三节 义项和义素（1 学时） 

 第四节 语义场（1 学时） 

 第五节 词义和语境的关系（1 学时） 

 第六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1 学时） 

 第七节 熟语（1 学时） 

 第八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1 学时） 

第五章  语法（2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讲授，使学生掌握汉语语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单位、基本关系和分析的基本方法，提高对

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提高对汉语语法规律的理性认识，增强语法意识；能够正确运用汉语语法规律，并

能够对不合乎语法规范的现象作出理性的分析，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实词的类别和功能，虚词的类别和功能，词的运用，短语的类别和功能，短语分析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语法概说（2 学时） 

   一、语法和语法体系 

    二、语法的性质 

   三、语法单位和句法成分 

第二节 词类（实词）（6 学时） 

一、词类的划分（2 学时） 

二、实词（2 学时） 

三、实词的误用（2 学时） 

第三节 词类（虚词）（6 学时） 

一、虚词（2 学时） 

   二、虚词的误用（2 学时） 

   三、词类小结（2 学时）  

第四节 短语（10 学时） 

一、短语及其分类（2 学时） 

 二、短语的结构类型（2 学时） 

 三、短语的功能类（2 学时） 

 四、多义短语（2 学时） 

 五、短语分析小结（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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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郭利芳                                                  审核人： 李 丹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Advanced Mathemat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专业 

学 时 数：16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0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材参考书： 

阎慧臻等编. 高等数学同步解析.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8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础数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的主要内容是微积分。从十七世纪 60 年代 Newton、Leibniz 创立微积分起，逐步形成了一

门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学科，不仅成为其他数学分支的重要基础，而且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

学、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等众多方面中获得了十分广泛的应用，成为处理有关连续量问题的强有力的数学

工具。高等数学是理工科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一方面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打下良

好的数学基础，另一方面逐步培养学生的各种基本数学思维能力，并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本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概括能力、逻辑

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2.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 

3.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建立变量数学的思想，理解函数和复合函数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类，为整个微积分确立研

究对象； 

2. 了解极限概念和精确数学描述，会用严格数学语言论证极限问题； 

3. 掌握极限的性质及四则运算法则，熟练掌握计算极限的各种方法； 

4. 理解函数连续和间断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连续性，掌握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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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两个重要极限，无穷小的比较，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难点：数列极限的定义，函数极限的定义，极限存在准则。  

教学内容 

§1.1 映射与函数 

§1.2 数列的极限    

§1.3 函数的极限 

§1.4 无穷小与无穷大 

§1.5 极限运算法则 

§1.6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1.7 无穷小的比较 

§1.8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1.9 连续函数的运算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1.10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理解导数与微分的概念，并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了解微分的几何意义； 

2．能熟练地运用导数定义与求导法则（特别是复合函数求导法则）求函数的导数，掌握基本初

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3. 熟练掌握隐函数及参数方程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方法； 

4. 会求函数的高阶导数； 

5. 掌握微分的计算公式； 

6. 理解函数可微，可导及连续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导数、微分的计算； 

难点：导数及微分的定义。 

教学内容 

§2.1 导数概念 

§2.2 函数的求导法则 

§2.3 高阶导数 

§2.4 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相关变化率 

§2.5 函数的微分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及导数的应用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微分中值定理； 

2．会用中值定理证明恒等式、不等式； 

3．熟练地应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4．了解泰勒公式； 

5．理解函数极值概念，掌握利用导数讨论函数的单调性、凹凸性的方法，掌握求函数的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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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和拐点方法； 

6. 能应用导数较正确地作出函数图象； 

7. 了解曲率、弧微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应用洛必达法则求解不定式极限，利用导数讨论函数单调区间、极值、凹凸区间和拐点等函数

基本性态，最大值、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难点：微分中值定理，泰勒公式。 

教学内容 

§3.1 微分中值定理 

§3.2 洛必达法则 

§3.3 泰勒公式 

§3.4 函数的单调性与曲线的凹凸性 

§3.5 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 

§3.6 函数图形的描绘 

§3.7 曲率 

第四章  不定积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2．熟记基本积分表； 

3．熟练掌握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4. 掌握有理函数的积分； 

5. 了解三角函数有理式； 

6. 会计算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第一、第二类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 

难点：第二类换元法。 

教学内容 

§4.1 不定积分概念与性质 

§4.2 换元积分法 

§4.3 分部积分法 

§4.4 有理函数的积分 

第五章  定积分（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理解定积分的概念； 

2．熟练掌握定积分性质； 

3. 理解积分上限函数，掌握其求导方法； 

4．能熟练地应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计算定积分； 

5. 会计算反常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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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定积分的第一、第二类换元法及分部积分法； 

难点：定积分定义。 

教学内容 

§5.1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5.2 微积分基本公式 

§5.3 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4 反常积分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理解定积分元素法的思想； 

2．掌握定积分在几何上的应用； 

3．了解定积分在物理上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定积分在几何上的应用； 

难点：定积分的元素法，定积分在物理上的应用。 

教学内容 

§6.1 定积分的元素法 

§6.2 定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 

§6.3 定积分在物理学上的应用 

第七章  微分方程（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微分方程的解、通解、特解的概念； 

2. 熟练掌握可分离变量、齐次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3. 会求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4. 了解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5. 熟练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与非齐次微分方程的解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一阶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齐次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及非齐次（第

一类型）微分方程的解法； 

难点：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第二类型）微分方程的解法。 

教学内容 

§7.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7.2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7.3 齐次方程    

§7.4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7.5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7.6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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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7.8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第八章  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 

2. 理解向量的概念，掌握向量的坐标表示式，掌握用坐标表示式表示向量的模、方向余弦； 

3. 理解数量积、向量积的概念及坐标表示式，掌握两个向量垂直、平行的条件； 

4. 掌握求平面方程和直线方程的方法； 

5. 了解曲线、曲面方程的概念，了解常用的二次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掌握以坐标轴为旋转轴

的旋转曲面，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方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向量的坐标表示式，数量积与向量积，直线方程和平面方程； 

难点：曲面方程，空间曲线方程。  

教学内容 

§8.1 向量及线性运算 

§8.2 数量积与向量积 

§8.3 曲面及其方程 

§8.4 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8.5 平面及其方程 

§8.6 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第九章  多元函数的微分法及应用（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连续性； 

2. 理解偏导数、全微分的概念，熟练掌握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隐函数的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全微

分计算公式，会求二阶偏导数。 

3. 理解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的概念，掌握其方程的求法； 

4. 理解多元函数的极值的概念，掌握函数的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求法，熟练解决一些较简单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的应用问题，掌握拉格朗日乘数法； 

5. 了解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多元复合函数求导，隐函数求导（一个方程），全微分计算公式，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几何应用，

多元函数的极值，拉格朗日乘数法解决应用问题； 

难点：多元复合函数求二阶偏导数，方向导数的定义。 

教学内容 

§9.1 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9.2 偏导数 

§9.3 全微分 

§9.4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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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9.6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几何应用 

§9.7 方向导数与梯度 

§9.8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第十章  重积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概念，掌握重积分的性质； 

2. 熟练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与极坐标）； 

3. 熟练掌握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柱面坐标），了解利用球面坐标计算三重积分的方法； 

4. 会用重积分表达和计算一些简单的几何与物理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与极坐标），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柱面坐标）。 

难点：利用球面坐标计算三重积分，重积分的物理应用。 

教学内容 

§10.1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10.2 二重积分的计算 

§10.3 三重积分 

§10.4 重积分的应用 

第十一章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理解各类曲线、曲面积分的概念、性质； 

2. 掌握各类曲线、曲面积分的计算方法； 

3. 掌握格林公式，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二元函数的全微分求积； 

4. 掌握高斯公式，了解斯托克斯公式。 

5. 了解各类曲线、曲面积分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的计算，格林公式，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高斯公式。 

难点：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定义，斯托克斯公式。 

教学内容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11.3 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11.4 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11.5 对坐标的曲面积分 

§11.6 高斯公式  

§11.7 斯托克斯公式   

第十二章  无穷级数（共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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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数项级数和函数项级数的概念； 

2. 熟练掌握正项级数、交错级数审敛法，理解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3. 掌握幂级数的概念、性质，熟练掌握幂级数收敛半径及收敛域的求法，会将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4. 了解傅里叶级数的概念，会将函数展开成傅里叶级数、正弦级数、余弦级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正项级数审敛法，交错级数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幂级数的收敛半径与收敛域。 

难点：函数展开成幂级数、傅里叶级数。 

教学内容 

§12.1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及性质 

§12.2 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    

§12.3 幂级数 

§12.4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12.7 傅里叶级数 

§12.8 一般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执笔人：阎慧臻                                                   审核人：康健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Advanced Mathemat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管理学院工商、国贸、物流、人力等专业 

学 时 数：12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无 

学 分 数：8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阎慧臻主编. 微积分.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2. 吴传生主编. 经济数学-微积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 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 高等数学（第六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4. 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 高等数学习题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课程的核心是微积分理论，而后者是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当前，数学正日益成为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同时，高等数学课程在经济类、管理类乃至一些文科类专业的

课程中应用非常广泛。因而，高等数学课程是我校经济、管理专业类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该

课程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重要载体，是训练学生熟练掌握数学工具的主要手段。因此，学好这门课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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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极限的思想和方法有初步认识，掌握一元函数微积分理论乃至多元函数

微积分理论、常微分方程和级数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进而对具体与抽象、特殊

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等辩证关系有初步的了解，为学习后继课程及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

础，并受到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训练。同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

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养。  

第一章 函数、极限与连续（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函数的概念（分段函数，复合函数等），了解函数性质（有界性，单调性，奇偶性和周期性），基

本初等函数及其性质，初等函数的概念,掌握经济学中的常用函数。掌握极限四则运算，了解极限存在准则，

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理解函数连续的定义，间断点的定义，会判断间断点的类型。理解初等函数的

连续性，了解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复合函数，函数概念，极限概念及求法，无穷小，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教学内容 

一、函数  

二、数列的极限 

三、函数的极限 

四、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 

五、极限运算法则 

六、极限存在准则和两个重要极限 

七、无穷小量的比较 

八、函数的连续性 

九、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导数的定义及其几何意义与物理意义。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熟练掌握求导法则（函

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复合函数求导，反函数求导，隐函数的求导，参数方程所确定函数的求导）。

理解微分的概念，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微分公式，会用微分的运算法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导数概念及其几何意义，导数基本公式，复合函数求导。 

教学内容 

一、导数的概念 

二、求导法则与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 

三、高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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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五、函数的微分 

第三章 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了解柯西中值定理。了解如何用微分中值定理解决一些简单数

学问题。掌握用洛必达法则求极限的方法。会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性质（单调性，极值，凹凸性，函数图形

的拐点）。了解导数的其它应用（最大、小值问题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中值定理，罗必达法则求极限、函数单调性的判别，极值及拐点的求法。 

教学内容 

一、微分中值定理 

二、洛必达法则 

三、函数单调性的判别法 

四、函数的极值及最大值、最小值问题 

五、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六、导数与微分在经济学中的简单应用 

第四章 不定积分（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不定积分、原函数的概念及不定积分的性质。熟练掌握一些基本初等函数的不定积分公式，掌

握凑微分法求不定积分的基本方法，会用第二类换元法及分部积分法求不定积分。了解三类特殊函数的

积分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不定积分的概念，基本积分公式，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 

教学方法和手法 

以课堂教学为主，开展课堂讨论，采用课件教学的方式 

一、不定积分的概念、性质   

二、换元积分法 

三、分部积分法 

四、有理函数的不定积分 

第五章 定积分及其应用（14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熟练掌握并会应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了解变上限积分函数及其求导方

法，会用换元法及分部积分法求定积分，了解反常积分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定积分概念与性质，变上限函数导数，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定积分的换元积分公式、分部积分公

式。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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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堂教学为主，开展课堂讨论，采用课件教学的方式 

一、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二、微积分基本定理 

三、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四、定积分在几何学及经济学中的应用 

五、反常积分 

第六章 多元函数微积分（2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了解曲面方程的概念。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极限、连续的概念。 

理解偏导数的定义及全微分的定义，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熟练掌握简单二元函数求一、

二阶偏导数的方法，会求复合函数的偏导数。会求隐函数的偏导数。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理解二重积分

的概念,了解重积分的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直角坐标、极坐标),会用重积分求一些几何量和物理量(体

积、物体的质量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二元函数极限、连续的概念。复合函数的偏导数，隐函数的偏导数。二重积分的计算(直角坐标、极坐

标)。 

教学内容 

一、空间解析几何简介 

二、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三、偏导数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四、全微分及其应用 

五、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六、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七、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应用 

八、二重积分 

第七章  无穷级数（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会用无穷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熟悉几何级数和 P—级数的收敛性。了解正

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掌握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根值审敛法。会用莱布尼兹定理判定交错级数的收敛性。

了解无穷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了解函数项级数收敛域及和函数的概念。掌握较简单幂级数

收敛域的求法。了解幂级数在收敛区间内的一些基本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无穷级数收敛、发散及其和的概念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根值审敛法。无穷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

件收敛、幂级数收敛域。 

教学内容 

以课堂教学为主，开展课堂讨论，采用课件教学的方式 

一、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二、正项级数及其审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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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意项级数 

四、幂级数 

五、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及其应用 

第八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微分方程，微分方程的阶，微分方程的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的概念。掌握可分离变量的方

程及一阶线性方程的解法。会解齐次方程并从中领会变量代换求解微分方程的思想,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齐

次微分方程的解法，了解高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微分方程的解法。掌握非齐次项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

分方程的解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可分离变量的方程及一阶线性方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教学内容 

一、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二、一阶微分方程 

三、一阶微分方程在经济中的应用 

四、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 

五、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执笔人：刘超                                                   审核人：康健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专业 

学 时 数：3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阎慧臻编.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 科学出版社. 2012.3 

2.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 线性代数（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7 

3. 吴传生、王卫华编. 线性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2 

4. 谢国瑞编. 线性代数及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数学系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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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行列式、矩阵、向量组、有限维的线性方程组和二次

型等。线性代数被广泛地应用于抽象代数和泛函分析中，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是高等院校理工类

教学计划中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在高等数学研究生考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

该课程的地位与作用也更加明显，对线性代数应用的研究也愈来愈广。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为学生学习相关课程及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基础。 

3．培养学生抽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运用线性代数知识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第一章 行列式(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 n 阶行列式的定义；掌握 n 阶行列式的性质；熟练应用行列式的性质及按行（或列）展开定理

计算行列式；掌握克莱姆法则及相关性质定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行列式的性质；按行（或列）展开定理；行列式计算方法及技巧；克莱姆法则。 

    难点：计算含字母的行列式。 

教学内容 

    一、行列式的定义 

    二、行列式的性质 

    三、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四、克莱姆法则 

第二章 矩阵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矩阵、初等矩阵、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等价及分块矩阵的概念；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及矩阵的

乘法运算；掌握逆矩阵的定义及性质；掌握用初等变换法化矩阵为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及标准形

的方法；掌握求逆矩阵的两种方法；熟练应用初等变换法求矩阵的秩。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矩阵的乘法运算；初等变换法化矩阵为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逆矩阵求法；矩阵的秩。 

    难点：初等变换化矩阵为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逆矩阵求法。 

教学内容 

    一、矩阵的基本概念及基本运算 

    二、分块矩阵 

    三、矩阵的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 

    四、逆矩阵 

    五、矩阵的秩 

第三章 n 维向量组(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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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n 维向量的线性组合、线性相关及线性无关概念；理解极大无关组及向量组的秩的概念；掌握向

量组线性相关性的判定方法；掌握求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的方法；掌握求向量组的秩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判定；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向量组的秩。 

    难点：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判定。 

教学内容 

    一、n 维向量及其运算 

    二、向量的线性组合与线性表示 

    三、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四、极大无关组与向量组的秩 

第四章 线性方程组(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线性方程组的 Gauss 消元法；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解有非零解的充要条件；理解非齐次线性方程

组解的存在性；掌握求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要条件；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用初等变换法解齐次和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难点：求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教学内容 

    一、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 

    二、齐次线性方程组 

    三、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第五章 相似矩阵与二次型(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方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概念及性质；理解相似矩阵、向量的内积、正交向量组和正交矩阵的

概念；掌握求方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方法；掌握实对称阵的相似对角化法；理解二次型及其标准形概

念；掌握用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形的方法；了解惯性定理、规范形及正定二次型概念；掌握正定二

次型的判定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方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实对称阵的相似对角化；化二次型为标准形；正定二次型的判定。 

    难点：实对称阵的相似对角化。 

教学内容 

    一、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二、相似矩阵与矩阵的对角化 

    三、实对称矩阵的对角化 

    四、二次型及其标准形 

    五、正定二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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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张玉杰                                              审核人：阎慧臻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经管类专业 

学 时 数：3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阎慧臻编. 线性代数.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3 

2. 吴传生、王卫华编. 线性代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2 

3. 谢国瑞编. 线性代数及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数学系 

 

课程简介： 

    线性代数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行列式、矩阵、向量组、有限维的线性方程组和二次

型等。线性代数被广泛地应用于抽象代数和泛函分析中，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是高等院校经管类

教学计划中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在高等数学研究生考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

该课程的地位与作用也更加明显，对线性代数应用的研究也愈来愈广。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为学生学习相关课程及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基础。 

3．培养学生抽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运用线性代数知识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第一章 行列式(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 n 阶行列式的定义；掌握 n 阶行列式的性质；熟练应用行列式的性质及按行（或列）展开定理

计算行列式；掌握克莱姆法则及相关性质定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行列式的性质；按行（或列）展开定理；行列式计算方法及技巧；克莱姆法则。 

    难点：计算含字母的行列式。 

教学内容 

    一、行列式的定义 

    二、行列式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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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四、克莱姆法则 

第二章 矩阵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矩阵、初等矩阵、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等价及分块矩阵的概念；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及矩阵的

乘法运算；掌握逆矩阵的定义及性质；掌握用初等变换法化矩阵为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及标准形

的方法；掌握求逆矩阵的两种方法；熟练应用初等变换法求矩阵的秩。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矩阵的乘法运算；初等变换法化矩阵为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逆矩阵求法；矩阵的秩。 

    难点：初等变换化矩阵为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逆矩阵求法。 

教学内容 

    一、矩阵的基本概念及基本运算 

    二、分块矩阵 

    三、矩阵的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 

    四、逆矩阵 

    五、矩阵的秩 

第三章 n 维向量组(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 n 维向量的线性组合、线性相关及线性无关概念；理解极大无关组及向量组的秩的概念；掌握向

量组线性相关性的判定方法；掌握求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的方法；掌握求向量组的秩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判定；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向量组的秩。 

    难点：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判定。 

教学内容 

    一、n 维向量及其运算 

    二、向量的线性组合与线性表示 

    三、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四、极大无关组与向量组的秩 

第四章 线性方程组(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线性方程组的 Gauss 消元法；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解有非零解的充要条件；理解非齐次线性方程

组解的存在性；掌握求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要条件；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用初等变换法解齐次和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难点：求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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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 

    二、齐次线性方程组 

    三、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第五章 相似矩阵及二次型(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方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概念及性质；理解相似矩阵、向量的内积、正交向量组和正交矩阵的

概念；掌握求方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方法；掌握实对称阵的相似对角化法；理解二次及其标准形概念；

掌握用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形的方法；了解惯性定理、规范形及正定二次型概念；掌握正定二次型

的判定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方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实对称阵的相似对角化；化二次型为标准形；正定二次型的判定。 

    难点：实对称阵的相似对角化。 

教学内容 

    一、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二、相似矩阵与矩阵的对角化 

    三、实对称矩阵的对角化 

    四、二次型及其标准形 

    五、正定二次型 

 

执笔人：刘超                                                    审核人：阎慧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类）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各专业 

学 时 数：4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教学参考书： 

康健 董晓梅 等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二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础数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学科。它以随机现象为研究对

象,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在金融、保险、经济与企业管理、工农业生产、医学、地质学、气象与自然灾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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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及功能强大的统计软件和数学软件的开发，

这门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不仅形成了结构宏大的理论，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

越来越广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

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 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 熟练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了解概率的定义、概

率的频率的定义和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掌握古典概率，掌握概率的性质并且会应用性质进行概率的计算。

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 掌握概率的乘法公式, 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Bayes)公式并会用这些公式进行概率计

算；理解事件独立性的概念, 熟练掌握贝努里概型并会应用它进行概率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样本空间和随机事件，古典概型，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概率的公理

化定义。 

教学内容 

一、随机试验 

二、样本空间、随机事件 

三、频率与概率 

四、等可能概型（古典概型） 

五、条件概率 

六、独立性 

第二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及概率分布率的概念和性质、连续型随机变量及概率密度的概

念和性质。 理解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会利用概率分布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掌握两点分布、二项分

布、泊松(Poisson)分布、正态分布、均匀分布与指数分布。会求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随机变量的概念，分布函数的定义，求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律的方法，连续型随机变量密度函数的

性质，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一维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教学内容 

一、随机变量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 

三、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四、连续型随机变量 

五、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第三章 二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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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多维随机变量的概念，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联合概率分布率、联合概率密度的概

念和性质，并会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掌握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率、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密度函

数。理解随机变量的独立性概念。会求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的函数的概率分布。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二维联合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率，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密度函

数，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教学内容 

一、二维随机变量 

二、边缘分布 

三、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四、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数学期望与方差、矩的概念，掌握它们的性质与计算。会计算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掌握二

项分布、泊松分布、正态分布、均匀分布与指数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学期望与方差的概念、性质与计算。 

教学内容 

一、数学期望 

二、方差 

三、矩 

第五章  抽样分布（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总体, 个体, 样本和统计量的概念。掌握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了解常用概率分

布分位数的概念，并会查表求分位数。理解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分布的有关定理。掌握几种常

见抽样分布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分布的有关定理；概率分布分

位数的概念，几种常见抽样分布。 

教学内容 

一、随机样本 

二、抽样分布 

第六章 参数估计（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点估计的概念，掌握求点估计的两种方法：矩估计法与极大似然估计法。了解估计量的评价标准

(无偏性, 有效性, 一致性)。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掌握区间估计的计算步骤，会求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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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的置信区间。 

教学重点和难点 

点估计的两种方法，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 

教学内容 

一、参数的点估计 

二、估计量的评价标准 

三、区间估计 

四、正态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第七章  假设检验（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知道假设检验的可能产生的两类错误，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掌握

一个正态总体下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一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 

二、正态总体下均值的假设检验 

三、正态总体下方差的假设检验 

 

执笔人：薛晓东                                                        审核人：康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经管类）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经济类各专业 

学 时 数：4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教学参考书： 

    康健 董晓梅 等编. 经济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础数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学科。它以随机现象为研究对

象，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在金融、保险、经济与企业管理、工农业生产、医学、地质学、气象与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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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等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及功能强大的统计软件和数学软件的开

发，这门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不仅形成了结构宏大的理论，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应用越来越广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

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 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 熟练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了解概率的定义.(古典

概率、概率的频率的定义和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掌握概率的性质并且会应用性质进行概率的计算。理解条

件概率的概念, 掌握概率的乘法公式, 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Bayes)公式并会用这些公式进行概率计算. 理

解事件独立性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样本空间和随机事件，古典概型，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 

教学内容 

一、随机试验 

二、样本空间、随机事件 

三、频率与概率 

四、等可能概型（古典概型） 

五、条件概率 

六、独立性 

第二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及概率分布率的概念和性质、连续型随机变量及概率密度的概

念和性质。理解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会利用概率分布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掌握两点分布、二项分布、

泊松(Poisson)分布、正态分布、均匀分布与指数分布。会求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教学重点和难点 

随机变量的概念，分布函数的定义，求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律的方法，连续型随机变量密度函

数的性质，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一维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教学内容 

一、随机变量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 

三、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四、连续型随机变量 

五、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第三章 二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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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多维随机变量的概念，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联合概率分布率、联合概率密度的概

念和性质，并会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掌握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分布率、边缘密度函数。理解随机

变量的独立性概念。会求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的函数的概率分布(离散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二维联合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率，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密度函

数，随机变量的独立性。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教学内容 

一、二维随机变量 

二、边缘分布 

三、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四、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数学期望与方差和矩的概念，掌握它们的性质与计算。会计算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掌握二

项分布、泊松分布、正态分布、均匀分布与指数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学期望与方差的概念、性质与计算。 

教学内容 

一、数学期望 

二、方差 

三、矩 

第五章 抽样分布（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总体, 个体, 样本和统计量的概念。掌握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了解常用概率分

布分位数的概念，并会查表求分位数。理解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分布的有关定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分布的有关定理；几种常见抽

样分布。 

教学内容 

一、随机样本 

二、抽样分布 

第六章 参数估计（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点估计的概念，掌握求点估计的两种方法：矩估计法与极大似然估计法。了解估计量的评价标准

(无偏性)。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掌握区间估计的计算步骤，会求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 

教学重点和难点 

点估计的两种方法，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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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数的点估计 

二、估计量的评价标准 

三、区间估计 

四、正态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第七章  假设检验（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知道假设检验的可能产生的两类错误，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掌握

一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一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 

二、正态总体下均值的假设检验 

三、正态总体下方差的假设检验 

 

 执笔人：薛晓东                                              审核人：康健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理工经管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计算机基础/Computer Fundamental of University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非艺术类（除计算机、网络） 

学 时 数：4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闫丕涛编. 大学计算机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13.4 

2. 赵秀岩编.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训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3.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基础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自然科学基础课，面向的是非计算机和艺术类专业的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本门课程

的教学目的是普及大学层次的计算机知识，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同学的计算机操作与应用能力，培养其信息

素养、计算思维的能力。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操作系统对资源的管理和使用、基本的计

算机办公应用、网络基本原理及基本应用、计算机系统的简单维护、网站开发工具的使用、软件添置的基

本常识、数据库设计的基本知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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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计算机应用能力 

2. 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用计算机的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应用问题的能力 

知识模块一：计算机的发展与信息社会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工具与计算技术的发展，掌握计算机的主要功能与发展历程，熟悉计算机的现状与应用。理

解信息所涉及的范围和内涵，领会信息技术、计算工具和现实社会间的关系。为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以

及信息技术在其社会生活与专业中的应用留下伏笔。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工具的发展与计算机主要功能的形成，对信息的理解及与计算技术和工具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计算技术与工具的发展 

二、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大数据） 

三、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 

 四、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及专业领域的应用 

知识模块二：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计算机中数和字符的表示方式，了解汉字输入方法、信息处理的内容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中信息的编码方式，进制的表示和换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中的进制 

二、进制之间的转换规则 

二、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 

1. 信息与编码 

2. 数字和字符的编码 

3. 汉字的编码 

4. 图形的编码 

知识模块三：计算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其工作原理；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及软件系统的组成及功能。了解计算

机硬件系统的构成，各硬件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各硬件的主要技术参数。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1. 计算机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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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软件系统 

二、计算机硬件系统 

1. 冯诺依曼计算机的构成 

2. 计算机的类型 

3. 计算机的性能指标 

4. 计算机的基本结构 

5. 计算机的存储逻辑 

三、计算机软件系统 

1. 系统软件 

2. 应用软件 

知识模块四：计算机网络及应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和特点；了解微型计算机局域网的概念、基本硬件环境、常用的网络设备；了

解Internet的特点和概念，能进行简单使用Internet。了解网络安全及防护措施。 

教学重点和难点 

Internet的常识性概念和特点、基本网络配置。 

教学内容 

一、网络基础知识 

二、常用网络设备 

三、基本网络配置  

四、常见因特网应用  

2. 相关名词术语 

3. 基本的信息服务 

4. 浏览器的基本使用 

5. 信息的查询 

6. 文件传输FTP 

7. 远程登录Telnet 

8. 电子邮件 

五、网络安全  

1. 网络安全概述 

2. 安全措施 

知识模块五：计算机系统安全与维护（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操作系统对计算机设备的维护功能；掌握磁盘维护方法；掌握添加/删除应用程序的方法；了解操

作系统的基本参数；了解计算机病毒的原理和发作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磁盘维护、添加/删除应用程序的方法。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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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件系统的软件维护  

1. 操作系统自带的维护工具 

2. 系统维护工具软件 

二、系统本身  

1. 操作系统参数（注册表） 

2.  计算机病毒与黑客 

知识模块六：多媒体技术及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形、音频、视频处理的软件及基本处理方法；了解网站开发的基本流程；了解网站设计的基本

原则；制作简单的网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片处理、网站开发。 

教学内容 

一、图形处理技术 

二、音频、视频处理技术 

三、网站开发技术  

知识模块七：软件开发及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软件的基本知识；了解软件工程；掌握软件的生命周期；了解面向对象的开发的概念、方法、优

点；了解软件开发的基本策略；了解数据库的概念；理解数据模型。培养软件应用能力及软件开发的用户

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软件的基本概念、软件的生命周期、数据库概念和数据模型。 

教学内容 

一、软件的基本知识  

1.软件的概念和特点 

2.指令、系统和程序的概念 

二、程序设计基础 

1. 两种程序设计方法 

2. 程序注释的分类 

3.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的主要原则 

4. 结构化程序设计的3种基本结构 

5. 类和实例的关系 

三、数据库基础 

1. 数据管理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 

2. 数据库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 

3.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三种语言 

4. 数据、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的关系 

5. 数据库系统的三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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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种数据模型 

7. 两个实体集的关系 

执笔人：赵秀岩                                            审核人：闫丕涛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艺术类）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计算机基础/Computer fundamental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艺术类专业 

学 时 数：4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 16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闫丕涛编. 大学计算机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13.4 

2. 赵秀岩编.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训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3.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计算机基础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自然科学基础课，面向的是艺术类专业的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

是普及计算机基础知识，培养艺术类专业同学的计算机操作与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其基本的计算机和信息

素养。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操作系统对资源的管理和使用、基本的计算机办公应用、网

络基本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系统的简单维护、网站开发工具的使用、多媒体技术常识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计算机应用能力 

2.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用计算机的思维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知识模块一：计算机的发展与信息社会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工具与计算技术的发展，掌握计算机的主要功能与发展历程，熟悉计算机的现状与应用。理

解信息所涉及的范围和内涵，领会信息技术、计算工具和现实社会间的关系。为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以

及信息技术在其社会生活与专业中的应用留下伏笔。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工具的发展与计算机主要功能的形成，对信息的理解及与计算技术和工具的结合 

教学内容 

一、计算技术与工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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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大数据） 

三、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 

 四、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及专业领域的应用 

知识模块二：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计算机中数和字符的表示方式，了解汉字输入方法、信息处理的内容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中信息的编码方式，进制的表示和换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中的进制 

二、进制之间的转换规则 

二、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 

1. 信息与编码 

2. 数字和字符的编码 

3. 汉字的编码 

4. 图形的编码 

知识模块三：计算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其工作原理；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及软件系统的组成及功能。了解计算

机硬件系统的构成，各硬件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各硬件的主要技术参数。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1. 计算机硬件系统 

2. 计算机软件系统 

二、计算机硬件系统 

1. 冯诺依曼计算机的构成 

2. 计算机的类型 

3. 计算机的性能指标 

4. 计算机的基本结构 

5. 计算机的存储逻辑 

三、计算机软件系统 

1. 系统软件 

2. 应用软件 

知识模块四：办公软件的应用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Word、Excel、Powerpoint的特点、功能、运行环境；掌握Word、Excel、Powerpoint的启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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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Word、Excel、Powerpoint菜单栏、标尺、常用工具栏、格式栏和状态栏的功能和作用；掌握建立和编

辑文档的方法、文档版面设计的方法、表格/图形/图片处理方法、文档格式的转换方法和文档输出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文字处理中长文档的排版；表格处理中函数的正确引用。 

教学内容 

一、文字处理软件 

1. 文本的编辑 

2. 文本的排版 

3. 图形，艺术字，表格等特殊元素与文本的混排技术 

4. 长文档的建立与排版 

二、表格处理软件 

1. 电子表格的建立及表格结构的调整 

2. 表格中的数据处理 

3. 表格的修饰 

三、演示文稿处理软件 

1. 演示文稿的建立 

2. 演示文稿的修饰 

3. 演示文稿的播放设置 

知识模块五：计算机网络及应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和特点；了解微型计算机局域网的概念、基本硬件环境、常用的网络设备；了

解Internet的特点和概念，能进行简单使用Internet。了解网络安全及防护措施。 

教学重点和难点 

Internet的常识性概念和特点、基本网络配置。 

教学内容 

一、网络基础知识 

二、常用网络设备 

三、基本网络配置  

四、常见因特网应用  

9. 相关名词术语 

10. 基本的信息服务 

11. 浏览器的基本使用 

12. 信息的查询 

13. 文件传输FTP 

14. 远程登录Telnet 

15. 电子邮件 

五、网络安全  

3. 网络安全概述 

4.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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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模块六：计算机系统安全与维护（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操作系统对计算机设备的维护功能；掌握磁盘维护方法；掌握添加/删除应用程序的方法；了解操

作系统的基本参数；了解计算机病毒的原理和发作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磁盘维护、添加/删除应用程序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硬件系统的软件维护  

3. 操作系统自带的维护工具 

4. 系统维护工具软件 

二、系统本身  

2. 操作系统参数（注册表） 

3. 计算机病毒与黑客 

知识模块七：多媒体技术及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形、音频、视频处理的软件及基本处理方法；了解网站开发的基本流程；了解网站设计的基本

原则；制作简单的网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片处理、网站开发。 

教学内容 

一、图形处理技术 

二、音频、视频处理技术 

三、网站开发技术  

 

执笔人：赵秀岩                                             审核人：闫丕涛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程序设计／Computer  Programming  Design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理工类专业（计算机、网络除外）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教学参考书： 

1. 谭浩强编. C 语言程序设计（第四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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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钦铭编. C 语言程序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6 

3. 赵秀岩编. 程序设计案例教程（C 语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2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基础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和主要方法，普及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其目的是让学生

初步掌握高级语言简单程序的编写、调试方法，从而掌握高级语言的程序设计思想，在实际学习过程中，

用学到的知识解决一些模型较为简单的数学及专业问题，能达到学以致用，最终使学生具有使用计算机处

理问题的基本能力和思维方法。 

本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大量的上机实习，

培养学生的 C 语言程序设计操作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让学生初步掌握 C 语言编程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

能，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良好的程序设计理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让学生掌握正确的程序设计方法与思路，具备初步的程序设计能力； 

2. 能够比较清晰地将本专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开发人员进行沟通。 

第一章  C 语言的基本概念（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语言相关概念；理解计算机语言的学习方法，并在实践中认真实施；掌握利用计

算机解决问题的步骤，理解并逐渐掌握使用算法描述实际问题；初步了解 C 语言的特点、C 程序的结构，

熟悉 C 语言的调试运行环境，并在以后的学习中逐步掌握；注意良好编程风格的养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语言的相关概念，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步骤，算法的描述，C 程序的结构， C 语言的调试运

行环境，良好编程风格的养成。 

教学内容 

一、程序与程序设计语言 

二、算法及其描述 

三、C 语言的发展与特点 

四、C 语言程序的结构 

五、C 语言字符集、标识符与关键字 

六、C 语言程序开发环境 

第二章  数据的类型、运算与输入输出（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 C 语言的数据类型，掌握常量、变量的概念及分类；掌握各种运算符的使用，能理解并

确定各种运算符的优先级，能正确计算各种表达式；掌握各种数据的输入、输出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C 语言的数据类型，常量变量的概念及分类，运算符的优先级，表达式的计算，数据的输入、输出。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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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 语言的数据类型 

二、常量与变量 

三、运算符和表达式 

四、C 语言基本输入输出函数 

第三章  C 语言程序基本控制结构及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顺序结构程序的设计思路，进一步熟悉 C 语言的运行环境、输入输出函数的使用方法，

理解并逐渐掌握程序的运行流程，掌握分支结构、循环结构程序的设计思路；在使用过程中，逐步理解并

掌握使用分支结构、循环结构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if 语句的嵌套、switch 语句的灵活使用，循环的灵活使用、嵌套，break、continue 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二、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三、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四、 结构化程序应用举例 

第四章  数组及其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多维数组、字符数组的定义、使用方法，并能灵活运用；理解

一维数组和内存存储空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多维数组、字符数组的灵活使用 

教学内容 

一、一维数组 

二、二维数组和多维数组 

三、字符数组 

四、应用举例 

第五章  函数及其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函数的定义、调用和用途，并进一步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设计风格；掌握变量

的作用范围；理解递归函数的意义和运行过程；了解递归函数的设计，并能进行简单的递归设计，从而

理解并能较好地运用模块化的思想进行程序设计；掌握宏定义和文件包含的使用，了解条件编译的用

途。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函数的定义与调用、参数的传递、带参数的宏定义、变量作用范围。 

教学内容 

一、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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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函数间信息传递方式 

三、函数与数组 

四、递归函数与递归调用 

五、变量存储类型及作用域 

六、宏定义和文件包含 

第六章  指针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指针的概念、使用方法，以及指针和一维数组、字符数组的关系，掌握使用指针作为

函数参数；掌握使用指针操作一维数组、字符数组的方法；了解指针和二维数组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指针的使用，使用指针操作一维数组、字符数组，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教学内容 

一、指针的基本概念及定义 

二、指针的运算 

三、指针与数组 

四、指针与字符串 

五、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第七章  结构体、联合体和枚举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结构体类型的定义，结构体变量的定义、引用和初始化，结构体数组的使用、指向结构

体的指针；掌握共用体数据类型的定义和引用；了解枚举类型和用 typedef 定义类型；了解链表的概念和

简单操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构体变量的使用、结构体数组的使用、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共用体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结构体的基本概念及定义 

二、结构体成员的引用及变量定义 

三、结构体数组和指针 

四、结构体的嵌套 

五、联合体类型 

六、枚举类型 

第八章  文件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文件的打开与关闭、文件的简单读写等基本操作，并能使用给定的函数对文件进行指

定操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文件类型指针、文件的打开与关闭、文件的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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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文件概述 

二、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三、文件的简单读写操作 

 

执笔人：于晓强                                 审核人：赵秀岩 

 

 

 

《数据库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据库基础／The Fundamental of Database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管理学院及外语学院 

学 时 数：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教学参考书： 

1. 刘德山编. Visual FoxPro6.0 数据库及应用.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2 

2. 刘丽编. Visual FoxPro 程序设计.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5.9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数据库基础是一门面向管理学院与外语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

使学生巩固自己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并培养学生的计算机编程能力。课程主要介绍数据处理及优化，输入

表单、程序及菜单的建立，输出报表的建立及维护等内容。学生学习本课程后能够建立小型的数据库管理

系统，从而进行小量数据的管理及维护。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培养学生的计算机编程知识。 

2.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及数据优化能力。 

3.培养学生建立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能力。 

第一章  数据库基础理论（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并掌握信息、数据和数据处理的概念；了解数据模型和数据库系统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概念和数据模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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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信息、数据和数据处理 

二、数据模型 

三、数据库系统 

第二章 Visual FoxPro 系统综述（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 Visual FoxPro 的特性、安装、启动、界面、向导、生成器、设计器。掌握菜

单的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菜单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Visual FoxPro 的特性、安装与启动 

二、Visual FoxPro 系统环境的配置 

三、Visual FoxPro 用户界面 

四、Visual FoxPro 向导、生成器、设计器 

五、Visual FoxPro 项目管理器的使用 

第三章 Visual FoxPro 数据基础（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数据类型、数据存储、函数、运算符、表达式的定义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数据类型、数据存储、函数、表达式的定义和应用，难点是函数和表达式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数据类型 

二、数据存储 

三、表达式 

四、函数 

第四章 表操作（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数据表中的数据类型、数据表的建立、记录的输入、数据表中记录的定位、

删除和恢复表中的数据。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数据表中的数据类型、数据表中记录的定位、删除和恢复表中的数据。难点是数据表中的

定位。 

教学内容 

一、建立表 

二、向表中加入记录 

三、数据的显示和修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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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表中记录的定位 

五、删除和恢复表中的数据 

第五章 索引及创建索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索引的类型及创建方法以及索引的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索引的类型及创建和使用索引。 

教学内容 

一、索引的概念、类型以及创建 

二、索引的使用 

第六章 创建及使用数据库（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数据库的创建，数据库中表的使用以及表间的关联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数据库中表的使用，难点是表间的关联关系。 

教学内容 

一、创建数据库 

二、数据库中的表的使用 

三、建立表间的关联关系 

第七章 SQL 语言（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 SQL 语言中的数据查询、数据定义、数据操作的方法及相应命令。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 SELECT-SQL 的数据查询命令，难点是 ALTER-SQL 数据结构修改命令的三种格式。 

教学内容 

一、SQL 概述 

二、SELECT-SQL 数据查询命令 

三、SQL 的数据定义命令 

四、SQL 的数据操作命令 

五、视图的定义 

第八章 视图与查询（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视图的创建和更新以及创建查询和使用查询。 

教学重点和难点 

难点是视图和查询的创建和使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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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和使用视图 

二、创建和使用查询 

第九章 程序设计基础（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 Visual FoxPro 的工作方式，掌握程序文件的建立、编辑和调用。重点掌握程

序的三种结构。掌握过程的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程序的三种流程控制结构，多模块程序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Visual FoxPro 的工作方式 

二、程序文件的建立与编辑 

三、程序文件的调用 

四、程序的基本结构 

五、分支结构 

六、循环语句 

七、过程 

八、程序设计的一般问题 

九、程序调试工具 

第十章 表单的设计、运行以及表单控件的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并掌握表单的建立、修改、运行和常用控件的设计和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单的设计，各种控件的设计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面向对象的概念 

二、VFP 基类简介 

三、表单设计、修改和运行 

四、表单设计器 

五、常用的表单控件 

第十一章 菜单设计（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并掌握菜单设计的方法和菜单的运行。 

教学重点和难点 

菜单的设计。 

教学内容 

一、Visual Foxpro 系统菜单 

二、下拉式菜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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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捷菜单设计 

第十二章 报表设计（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并掌握报表设计的方法和报表的预览及打印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报表的设计。 

教学内容 

一、创建报表 

二、设计报表 

 

执笔人：刘英                                                  审核人:赵秀岩 

 

 

 

《大学物理 1.2》课程教学大纲（88 学时）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物理 1.2/College  Physics1.2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信息学院、机械学院各专业 

学 时 数：8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5.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                               

教学参考书： 

1. 马文蔚改编. 物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 吴百诗编. 大学物理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07 

3. 赵宴等主编. 大学物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09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基础课。大学物理课程既为学

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又在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新

理论、新知识、不断更新知识，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大学物理课程的内容包括经典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经典物理在科学技术领域仍

然是应用最广泛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是学习近代科学技术新理论、新知识的重要基础理论，在大学物理的

学习中对经典物理内容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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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和正确的理解，并具有初步应用的能力。 

2.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了解各种理想物理模型并能根据物 理概念、

问题的性质和需要,能够抓住主要因素，略去次要因素,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合理的简化。 

3. 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素质，使之能够独立地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教材、参考书和文献资料。为学

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工程技术以及今后知识更新打下必要的物理学基础。 

4. 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及运用能力，并打下在科学研究中或生产实践中运用物理学的原 理、方法

和手段解决问题的基础,增强学生毕业后对所从事工作的适应能力。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质点模型和参照系等概念；掌握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和运动变化的物理量；

能借助于直角坐标系熟练地计算质点在平面内运动时的速度和加速度；掌握角位置、角速度、角加速度等

描述质点圆周运动的物理量；掌握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及角量与线量之间的关系；能够计算质点作圆周运

动时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用自然坐标表示平面曲线运动的加速度速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质点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角位置、角速度、角加速度。 

教学内容 

一、质点运动的描述 

1. 质点 参考系  坐标系 

2. 位置矢量 运动方程 位移 

3. 速度  加速度 

二、用直角坐标表示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三、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 角量与线量的关系 

第二章  牛顿定律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了解其适用范围；能够使用隔离法分析物理对象，熟练应用牛顿运

动定律分析和解决基本力学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牛顿三定律的应用、简单的变力问题。 

教学内容 

一、牛顿定律 

1. 牛顿第一定律 

2. 牛顿第二定律 

3. 牛顿第三定律 

二、几种常见的力 

1. 万有引力 

2. 弹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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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擦力 

三、牛顿定律的应用举例 

第三章  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动量、冲量的概念，明确其物理意义，并熟练应用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求解质点在平面内的

动力学问题；理解功、动能、势能、保守力和机械能概念，明确其物理意义，并能进行有关的计算；掌握

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理解功能原理、能量守恒定律及其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冲量与动量守恒、变力功和冲量的计算、势能的计算、守恒定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1. 冲量 质点的动量定理 

2. 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3. 动量守恒定律 

二、动能定理 

1. 功 

2.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三、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势能 

1. 重力万有引力和弹性力作功的特点 

2.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保守力作功的数学表达式 

3. 势能 

四、功能原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 

1. 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2. 机械能守恒定理 

第四章  刚体转动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刚体模型和刚体的基本运动，理解刚体运动与质点运动的区别和联系；理解描述刚体定轴转动

的角坐标、角位移、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概念及其运动学公式；理解转动惯量的意义及计算方法，能够计

算典型几何形体的转动惯量；理解转动定律，能够结合力矩概念构造动力学方程求解定轴转动的问题；理

解力矩的功，刚体的转动动能，刚体的重力势能等的计算方法；能够应用动能定理及机械能守恒定律解决

刚体定轴转动的问题；理解刚体的动量矩（角动量）概念，能计算刚体或质点对固定轴的动量矩；理解动

量矩守恒定律及其适用条件，并能对含有定轴转动刚体在内的系统正确应用角动量定理及角动量守恒定律

分析、计算有关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转动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转动定律的应用，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刚体的定轴转动 

1. 刚体转动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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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匀变速转动公式 

3. 角量与线量的关系 

二、力矩 转动定律 转动惯量 

1. 力矩 

2. 转动定律 

3. 转动惯量 

三、角动量 角动量守恒定律 

1. 质点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2.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守恒定律 

四、力矩作功 刚体绕定转转动的动能定理 

1. 力矩的功 

2. 转动动能 

3. 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第五章  机械振动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谐振动模型，掌握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率、相位、振幅的意义

及确定方法，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掌握旋转矢量法，并能用以分析有关问题（如确定初相、运动时

间、写出振动方程）；理解两个同方向、同频率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谐振动、谐振动中的振幅/周期/频率和相位、旋转矢量法、谐振动的能量、谐振动的合成。 

教学内容 

一、简谐振动 

1. 简谐振动 

2. 振幅 

3. 周期和频率 

4. 相位 

5. 振幅和初相的确定 

二、旋转矢量 

三、弹簧振子和单摆 

1.  弹簧振子 

2.  单摆 

四、简谐振动的能量 

五、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第六章  机械波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描述波动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机械波产生的条件；掌握根据已

知质元的振动表达式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理解波形图线；理解惠更斯

原理和波的叠加原理；掌握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位相差和波程差的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加后振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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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减弱的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机械波的几个概念、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惠更斯原理、波的衍射、波的干涉。 

教学内容 

一、机械波的几个概念 

1. 机械波的形成 

2. 横波与纵波 

3. 波线 波面 波前 

4. 波长 波的周期和频率 波速 

二、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1.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2.  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三、惠更斯原理 波的衍射和干涉 

1. 惠更斯原理 

2. 波的衍射 

3. 波的干涉 

第七章  静电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描述静电场的两个物理量──电场强度和电势的物理意义，理解电场强度是矢量点函数，而电势

则是标量点函数；掌握库仑定律，理解带电体的理想模型（如“点”电荷、“无限大”带电平面、“无限长”

带电直导线等）的物理意义；理解高斯定理及静电场的环流定律是静电场的两个重要方程，它们表明静电

场是有源场和保守场；掌握用点电荷电场强度和场强叠加原理以及高斯定理求解带电系统电场强度的方

法；掌握点电荷电势和电势叠加原理以及电势的定义式，求解带电系统电势的方法；理解电场强度与电势

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电场叠加原理、电场强度通量、静电场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应用叠加原

理计算电场强度及电势、应用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解决真空的静电场问题、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教学内容 

一、电荷的量子化 电荷守恒定律 

1. 电荷的量子化 

2. 电荷守恒定律 

二、库仑定律 

三、电场强度 

1. 静电场 

2. 电场强度 

3. 点电荷电场强度 

4. 电场强度的叠加原理 

四、电场强度通量 高斯定理 

1. 电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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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场强度通量 

3. 高斯定理 

4. 高斯定理应用举例 

五、静电场的环流定理  电势能 

1. 静电场力所作的功 

2.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3. 电势能 

六、电势 

1. 电势 

2. 点电荷电场的电势 

3. 电势的叠加原理 

七、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1. 等势面 

2. 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第八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理解导体达到静电平衡状态时电荷及电场强度的分布特征；能结合静电

平衡条件分析静电感应、静电屏蔽等现象；理解电容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掌握典型电容器电容及电容器

储能的计算方法；了解电介质的极化原理和电介质对静电场的影响；了解含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和有电介

质存在时静电场中的电位移矢量 D 和电场强度 E 的计算方法；了解电介质对电容器性质的影响。理解电容

器的储能公式，理解电场能量密度的概念，并能作有关电场能量的简单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静电平衡条件及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的电荷分布、静电平衡时导体表面附近的场强、电容器的电容、电

容器电容的计算、电介质中的电场、有介质时的高斯定理、电位移矢量、电场能量、电容器储能。 

教学内容 

一、静电场中的导体 

1. 静电平衡条件 

2. 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电荷的分布 

3. 静电屏蔽 

二、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1. 电介质对电场的影响 相对电容率 

2. 电介质的极化 

三、电位移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四、电容 电容器 

1. 孤立导体的电容 

2. 电容器 

3. 电容器的串联和并联 

五、静电场的能量 能量密度 

1. 电容器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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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静电场的能量 能量密度 

 

第九章  恒定磁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磁感应强度的概念及毕奥-萨伐尔定律；能计算一些简单几何形状的载流导体（如载流直导线、

圆电流等）产生的恒定磁场分布；理解稳恒磁场的规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能够应用安培环

路定理计算某些具有对称性载流导体产生磁感应强度的方法。能计算简单非均匀磁场中，某回路包围面积

上的磁通量；理解安培定律，能用右手螺旋法则判断安培力方向，能用安培定律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载流

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理解载流平面线圈磁矩的概念和计算方法；了解载流平面线圈在匀强磁场中

所受磁力矩的计算公式，能够准确地判断磁力矩的方向；理解洛仑兹力的物理意义和判断洛仑兹力方向的

方法；能计算运动电荷所受到的磁场力并能分析匀强磁场中电荷运动的规律；了解霍耳效应的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磁场、磁感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磁通量、磁场的高斯定理、安培环路定理、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

场中的运动、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磁场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电源 电动势 

二、磁场 磁感应强度 

三、毕奥-萨伐尔定律 

1. 毕奥-萨代尔定律 

2. 毕奥-萨代尔定律应用举例 

四、磁通量 磁场高斯定理 

1. 磁感应线 

2. 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五、安培环路定理 

1. 安培环路定理 

2. 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举例 

六、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 

七、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1. 安培力 

2. 磁场作用于载流线圈的磁力矩 

第十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和电磁波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物理意义。能够应用楞次定理准确判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能应用法

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理解动生电动势；能够用动生电动势的公式计算简单几何形状的导体

在匀强磁场或对称分布的非匀强磁场中运动时的动生电动势；了解动生电动势中的非静电力是洛仑兹力；

理解从电磁感应现象引出的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概念，了解感生电场的两条基本性质以及它与静电场的

区别；能够计算简单的感生电场强度及感应电动势，并会判断感生电场的方向；理解磁场能量及能量密度

的概念，了解磁场能量定域于磁场中；掌握一些简单模型的磁场能量的计算方法；理解位移电流，麦克斯

韦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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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磁场的能量、磁场能量密度、位移电流、麦克斯韦方程组。 

教学内容 

一、电磁感应定律 

1. 电磁感应现象 

2. 电磁感应定律 

3. 楞次定律 

二、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1. 动生电动势 

2. 感生电动势 

三、磁场的能量 磁场能量密度 

四、位移电流  电磁场基本方程的积分形式 

1. 位移电流 全电流安培环路定理 

2. 电磁场 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的积分形式 

第十一章 波动光学  （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原子发光的特点，理解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掌握光程概念以及光

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了解反射时产生半波损失的条件；能正确计算两束相干光之间的光程差和相位差，

并写出产生明条纹和暗条纹的相应条件；掌握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装置和实验规律，了解干涉条纹的分布

特点及其应用，并能做相应的计算；掌握薄膜等厚干涉的规律及干涉位置的计算，理解等倾干涉条纹产生

的原理，了解薄膜干涉原理在实际中的应用；了解迈克尔逊干涉仪的结构、原理及其应用；理解惠更斯-

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了解分析单缝夫琅和费衍射的半波带法，能够根据衍射公式确

定明、暗条纹分布；了解光栅衍射条纹的成因和特点；掌握光栅公式，了解确定谱线位置的方法。了解自

然光、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的意义，理解偏振器起偏和检偏的方法和原理；掌握马吕斯定理，并能正确运

用它来计算有关问题。了解光在各向同性介质界面上反射和折射时偏振状态的变化，掌握布儒斯特定理，

并能作相应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相干光源、杨氏双缝实验、光程差、薄膜干涉、劈尖、牛顿环、迈克尔孙干涉仪、光的衍射、单缝衍

射、衍射光栅、光的偏振性、马吕斯定律、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教学内容 

一、相干光 光程 

1. 相干光 

2. 光程及光程差 

3. 透镜不引起附加光程差 

二、杨氏双缝干涉 

三、薄膜干涉 

四、劈尖 牛顿环 

五、迈克耳孙干涉仪 

六、光的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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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的衍射现象 

2. 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七、单缝衍射 

八、衍射光栅 

1. 光栅 

2. 光栅衍射条纹的形成 

3. 衍射光谱 

九、光的偏振性 马吕斯定律 

1. 自然光 偏振光 

2. 偏振片 起偏与检偏 

3. 马吕斯定律 

十、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第十二章 狭义相对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狭义相对论产生的实验基础和历史条件；掌握狭义相对论两条基本假设和洛伦兹变换；掌握长度

收缩、时间延缓、同时性的相对性；理解质速关系、质能关系、能量动量关系。了解质量、动量、能量和

力的洛伦兹变换。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两条基本假设，洛伦兹变换，长度收缩、时间延缓、同时性的相对性的理解及应用，理解质速关系、

质能关系、能量动量关系，质量、动量、能量和力的洛伦兹变换。 

教学内容 

一、伽里略变换式 牛顿力学相对性原理遇到的困难 

1. 伽里略变换式 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2. 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 

3. 光速依赖于惯性参考系的选取吗 

二、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洛伦兹变换式 

1.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2．洛伦兹变换式 

3. 洛伦兹速度变换式 

三、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1. 同时的相对性 

2．长度的收缩 

3. 时间的延缓 

四、相对论性动量和能量 

1. 动量和速度的关系 

2．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基本方程 

3. 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4. 质能公式再原子核裂变和聚变中的应用 

5. 动量与能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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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郑丽                                                    审核人：熊力 

 

 

 

《大学物理 1.2》课程教学大纲(72学时)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物理1.2/College Physics1.2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工学类(不包括机械、信息学院各专业)  

学时数：7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4.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  

教学参考书: 

1. 马文蔚改编. 物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 吴百诗编. 大学物理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07 

3. 赵宴等主编. 大学物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09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基础课。大学物理课程既为学

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又在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新

理论、新知识、不断更新知识，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大学物理课程的内容包括有：经典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经典物理在科学技术领域仍然是应

用最广泛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是学习近代科学技术新理论、新知识的重要基础理论，在大学物理的学习中

对经典物理内容应予以重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和正确的理解，并具有初步应用的能力。 

2.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了解各种理想物理模型并能根据物 理概念、

问题的性质和需要,能够抓住主要因素，略去次要因素,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合理的简化。 

3. 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素质，使之能够独立地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教材、参考书和文献 资料。为

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工程技术以及今后知识更新打下必要的物理学基础。 

4. 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及运用能力，并打下在科学研究中或生产实践中运用物理学的原 理、方法

和手段解决问题的基础,增强学生毕业后对所从事工作的适应能力。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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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质点模型和参照系等概念；掌握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和运动变化的物理量；

能借助于直角坐标系熟练地计算质点在平面内运动时的速度和加速度；掌握角位置、角速度、角加速度等

描述质点圆周运动的物理量；掌握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及角量与线量之间的关系；能够计算质点作圆周运

动时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用自然坐标表示平面曲线运动的加速度速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质点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角位置、角速度、角加速度。 

教学内容 

一、质点运动的描述 

1. 质点 参考系 坐标系  

2. 位置矢量 运动方程 位移 

3. 速度  加速度 

二、用直角坐标表示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三、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 角量与线量的关系 

四. 用自然坐标表示平面曲线运动的加速度速度 

五、不同坐标系下的速度、加速度变换 

第二章  牛顿定律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了解其适用范围；能够使用隔离法分析物理对象，掌握牛顿第二定

律，并能熟练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分析和解决基本力学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牛顿三定律的应用、一维的变力问题。 

教学内容 

一、牛顿定律 

1. 牛顿第一定律 

2. 牛顿第二定律 

3. 牛顿第三定律 

二、几种常见的力 

1. 万有引力 

2. 弹性力 

3. 摩擦力 

三、牛顿定律的应用举例 

第三章  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动量、冲量的概念，明确其物理意义，理解动量定理、掌握动量守恒定律,能求解质点在平面内的

动力学问题；理解功、动能、势能、保守力和机械能概念，明确其物理意义，并能进行有关的计算；理解

动能定理和功能原理、掌握机械能守恒定律，理解能量守恒定律的其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冲量与动量  功   动量、机械能守恒的条件及应用。变力的冲量及功的计算，势能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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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1. 冲量 质点的动量定理 

2. 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3. 动量守恒定律 

二、动能定理   

1. 功 

2. 质点和质点系的的动能定理  

三、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势能 

1. 万有引力、弹性力和重力作功的特点   

2.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保守力作功的数学表达式 

3. 势能 

四、功能原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 

1. 质点系的功能原理 

2. 机械能守恒定理 

第四章  刚体转动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刚体模型和刚体的基本运动，理解刚体运动与质点运动的区别和联系；理解描述刚体定轴转动

的角坐标、角位移、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概念及其运动学公式；理解转动惯量的意义及计算方法，能够计

算典型几何形体的转动惯量；理解转动定律，能够结合力矩概念构造动力学方程求解定轴转动的问题；理

解力矩的功，刚体的转动动能，刚体的重力势能等的计算方法；能够应用动能定理及机械能守恒定律解决

刚体定轴转动的问题；理解刚体的动量矩（角动量）概念，能计算刚体或质点对固定轴的动量矩；理解动

量矩守恒定律及其适用条件，并能对含有定轴转动刚体在内的系统正确应用角动量定理及角动量守恒定律

分析、计算有关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转动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转动定律的应用，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刚体的定轴转动 

1. 刚体转动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2. 匀变速转动公式 

3. 角量与线量的关系 

二、力矩 转动定律 转动惯量 

1. 力矩 

2. 转动定律 

3. 转动惯量 

三、角动量 角动量守恒定律 

1. 质点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2.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守恒定律 

四、力矩作功 刚体绕定转转动的动能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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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力矩的功 

2. 转动动能 

3. 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第五章  机械振动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谐振动模型，掌握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率、相位、振幅的意

义及确定方法，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掌握旋转矢量法，并能用以分析有关问题（如确定初相、运动

时间、写出振动方程）；理解两个同方向、同频率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谐振动、谐振动中的振幅/周期/频率和相位、旋转矢量法、谐振动的能量、谐振动的合成。 

教学内容 

一、简谐振动 

1. 简谐振动 

2. 简谐振动的特征量----振幅 周期和频率 相位 

3. 振幅和初相的确定 

二、旋转矢量 

三、弹簧振子和单摆 

1.  弹簧振子 

2.  单摆 

四、简谐振动的能量 

五、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第六章  机械波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描述波动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机械波产生的条件；掌握根据已

知质元的振动表达式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理解波形图线；理解惠更斯

原理和波的叠加原理；掌握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位相差和波程差的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加后振幅加

强和减弱的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机械波的几个概念、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的能量、惠更斯原理、波的衍射、波的干涉。 

教学内容 

一、机械波的几个概念 

1. 机械波的形成 

2. 横波与纵波 

3. 波线 波面 波前 

4. 波长 波的周期和频率 波速 

二、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1.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2.  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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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惠更斯原理 波的衍射和干涉 

1. 惠更斯原理 

2. 波的衍射 

3. 波的干涉 

第七章  静电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描述静电场的两个物理量──电场强度和电势的物理意义，理解电场强度是矢量点函数，而电势

则是标量点函数；掌握库仑定律，理解带电体的理想模型（如“点”电荷、“无限大”带电平面、“无限长”

带电直导线等）的物理意义；理解高斯定理及静电场的环流定律是静电场的两个重要方程，它们表明静电

场是有源场和保守场；掌握用点电荷电场强度和场强叠加原理以及高斯定理求解带电系统电场强度的方

法；掌握点电荷电势和电势叠加原理以及电势的定义式，求解简单带电系统电势的方法；了解电场强度与

电势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电场叠加原理、电场强度通量、静电场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应用叠加原

理计算电场强度及电势、应用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解决真空的静电场问题、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教学内容 

一、电荷的量子化 电荷守恒定律 

1. 电荷的量子化 

2. 电荷守恒定律 

二、库仑定律 

三、电场强度 

1. 静电场 

2. 电场强度 

3. 点电荷电场强度 

4. 电场强度的叠加原理 

四、电场强度通量 高斯定理 

1. 电场线 

2. 电场强度通量 

3. 高斯定理 

4. 高斯定理应用举例 

五、静电场的环流定理  电势能 

1. 静电场力所作的功 

2.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3. 电势能  

六、电势 

1. 电势   

2. 点电荷电场的电势 

3. 电势的叠加原理 

七、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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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势面 

2. 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第八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理解导体达到静电平衡状态时电荷及电场强度的分布特征；能结合静电

平衡条件分析静电感应、静电屏蔽等现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静电平衡条件及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的电荷分布、静电平衡时导体表面附近的场强。 

教学内容 

一、静电场中的导体 

1. 静电平衡条件 

2. 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电荷的分布 

3. 静电屏蔽 

第九章  恒定磁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磁感应强度的概念及毕奥-萨伐尔定律；能计算一些简单几何形状的载流导体（如载流直导线、

圆电流等）产生的恒定磁场分布；理解稳恒磁场的规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能够应用安培环

路定理计算某些具有对称性载流导体产生磁感应强度的方法。能计算简单非均匀磁场中，某回路包围面积

上的磁通量；理解安培定律，能用右手螺旋法则判断安培力方向，能用安培定律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载流

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理解载流平面线圈磁矩的概念和计算方法；了解载流平面线圈在匀强磁场中

所受磁力矩的计算公式，能够准确地判断磁力矩的方向；理解洛仑兹力的物理意义和判断洛仑兹力方向的

方法；能计算运动电荷所受到的磁场力并能分析匀强磁场中电荷运动的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磁场、磁感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磁通量、磁场的高斯定理、安培环路定理、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

场中的运动、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磁场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电源 电动势 

二、磁场 磁感应强度 

三、毕奥-萨伐尔定律 

1. 毕奥-萨代尔定律 

2. 毕奥-萨代尔定律应用举例 

四、磁通量 磁场高斯定理 

1. 磁感应线 

2. 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五、安培环路定理 

1. 安培环路定理 

2. 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举例 

六、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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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1. 安培力 

2. 磁场作用于载流线圈的磁力矩 

第十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和电磁波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物理意义。能够应用楞次定理准确判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能应用法

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理解动生电动势；能够用动生电动势的公式计算简单几何形状的导体

在匀强磁场或对称分布的非匀强磁场中运动时的动生电动势；了解动生电动势中的非静电力是洛仑兹力；

理解从电磁感应现象引出的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概念，了解感生电场的两条基本性质以及它与静电场的

区别；能够计算简单感应电动势，并会判断感生电场的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 

教学内容 

一、电磁感应定律 

1. 电磁感应现象 

2. 电磁感应定律 

3. 楞次定律 

二、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1. 动生电动势 

2. 感生电动势 

第十一章 波动光学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原子发光的特点，理解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掌握光程概念以及光

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了解反射时产生半波损失的条件；能正确计算两束相干光之间的光程差和相位差，

并写出产生明条纹和暗条纹的相应条件；掌握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装置和实验规律，了解干涉条纹的分布

特点及其应用，并能做相应的计算；掌握薄膜等厚干涉的规律及干涉位置的计算，理解等倾干涉条纹产生

的原理，了解薄膜干涉原理在实际中的应用；；理解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了

解分析单缝夫琅和费衍射的半波带法，能够根据衍射公式确定明、暗条纹分布；了解光栅衍射条纹的成因

和特点；掌握光栅公式，了解确定谱线位置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相干光源、杨氏双缝实验、光程差、薄膜干涉、劈尖、光的衍射、单缝衍射、衍射光栅。 

教学内容 

一、相干光 光程 

1. 相干光 

2. 光程及光程差 

3. 透镜不引起附加光程差 

二、杨氏双缝干涉 

三、薄膜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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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劈尖  

五、光的衍射 

1. 光的衍射现象 

2. 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七、单缝衍射 

八、衍射光栅 

1. 光栅 

2. 光栅衍射条纹的形成 

3. 衍射光谱 

第十二章 量子物理(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黑体辐射，普朗克量子假设。理解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及爱因斯坦理论解释，光的波粒二象性；

理解氢原子光谱的实验规律及玻尔的氢原子理论；了解德布罗意物质波假设及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波

函数及其统计意义。了解一维坐标动量不确定关系。了解薛定鄂方程，会处理简单的一维定态问题，了解

力学量的算符表示和力学量算符的本征值。了解施特恩盖拉赫实验及微观粒子的自旋。了解描述原子中电

子运动状态的四个量子数。了解泡利不相容原理和原子的电子壳层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光的波粒二象性，氢原子光谱，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波函数的建立，波函数的解释，求解薛定

鄂方程，四个量子数。 

教学内容 

一、黑体辐射 普朗克能量子假设 

1. 黑体 黑体辐射 

2. 斯特藩-玻儿兹曼定律 维恩位移定律 

3. 黑体辐射的瑞利-金斯公式 经典物理的困难 

4. 普朗克假设 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 

二、光电效应 光的波粒二象性 

1. 光电效应实验的规律 

2. 光子 爱因斯坦方程 

3.光电效应在近代技术中的应用 

4.光的波粒二象性 

三、康普顿效应 

四、氢原子的玻尔理论 

1. 氢原子光谱的规律 

2.卢瑟福的原自有核模型 

3.氢原子的玻尔理论 

4.氢原子玻尔理论的困难 

五、德布罗意波 实物粒子的二象性 

1. 德布罗意假设 

2. 德布罗意波的实验证明 



 

 230 

3. 德布罗意波的统计解释 

六、不确定关系 

七、量子力学简介 

1. 波函数 概率密度 

2. 薛定谔方程 

3. 一维势阱问题 

4.对应原理 

5.一维方势垒 隧道效应 

 

执笔人：郑丽                                 审核人：王永良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56 学时)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学物理/College Phys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生物工程学院、食品学院各专业  

学时数：5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  

教学参考书： 

1. 马文蔚改编. 物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 吴百诗编. 大学物理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07 

3. 赵宴等主编. 大学物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09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它既能为 各类专

业学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又能通过知识传授,让学生初步获得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所有 这些都对学生

开阔思路、激发探索和创新精神、同时增强适应性、提高人才素质起着重要作用。对 于学生毕业后的工

作和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不断更新知识,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培养 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

起着一定的作用。 

本课程共 56 学时,主要讲解经典物理的主要内容:机械振动与机械波、电磁学、波动光学等。 经典物

理在科学技术领域仍然是应用最广泛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是学习近代科学技术新理论、新知 识的重要基础

理论,在大学物理的学习中对经典物理内容应予以重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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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和正确的理解，并具有初步应用的能力。 

2.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了解各种理想物理模型并能根据物理概念、问

题的性质和需要,能够抓住主要因素，略去次要因素,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合理的简化。 

3. 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素质，使之能够独立地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教材、参考书和文献资料。为学

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工程技术以及今后知识更新打下必要的物理学基础。 

4. 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及运用能力，并打下在科学研究中或生产实践中运用物理学的原 理、方法

和手段解决问题的基础,增强学生毕业后对所从事工作的适应能力。 

 

第一章 静电场 (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描述静电场的两个物理量──电场强度和电势的物理意义,理解电场强度是矢量点函数, 而电势

则是标量点函数;掌握库仑定律,理解带电体的理想模型(如“点”电荷、“无限大”带电平 面、“无限长”带

电直导线等)的物理意义;理解高斯定理及静电场的环流定律是静电场的两个重要 方程,它们表明静电场是

有源场和保守场;掌握用点电荷电场强度和场强叠加原理以及高斯定理求 解带电系统电场强度的方法;掌

握点电荷电势和电势叠加原理以及电势的定义式,求解带电系统电 势的方法;理解电场强度与电势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电场叠加原理、电场强度通量、静电场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应用 叠加

原理计算电场强度及电势、应用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解决真空的静电场问题、电场强度与电势 梯度。   

教学内容 

一、电荷的量子化 电荷守恒定律  

1. 电荷的量子化  

2. 电荷守恒定律   

二、库仑定律 

三、电场强度   

1. 静电场   

2. 电场强度 

3. 点电荷电场强度  

4. 电场强度的叠加原理  

四、电场强度通量 高斯定理  

1. 电场线   

2. 电场强度通量 

3. 高斯定理  

4. 高斯定理应用举例  

五、静电场的环流定理 电势能  

1. 静电场力所作的功  

2.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3. 电势能 

六、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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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势  

2. 点电荷电场的电势  

3. 电势的叠加原理  

七、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1. 等势面  

2. 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 

第二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理解导体达到静电平衡状态时电荷及电场强度的分布特征;能结合 静电平

衡条件分析静电感应、静电屏蔽等现象;理解电容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掌握典型电容器电 容及电容器储能

的计算方法;了解电介质的极化原理和电介质对静电场的影响;了解含电介质时的 高斯定理和有电介质存

在时静电场中的电位移矢量 D 和电场强度 E 的计算方法;了解电介质对电容 器性质的影响;理解电容器

的储能公式,理解电场能量密度的概念,并能作有关电场能量简单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的电荷分布、静电平衡时导体表面附近的场强、电容器的电容、电容器电容 的计

算、电介质中的电场、有介质时的高斯定理、电位移矢量、电场能量、电容器储能   

教学内容 

一、静电场中的导体  

1. 静电平衡条件  

2. 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电荷的分布  

3. 静电屏蔽  

二、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1. 电介质对电场的影响 相对电容率  

2. 电介质的极化 

三、电位移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四、电容 电容器  

1. 孤立导体的电容   

2. 电容器  

3. 电容器的串联和并联  

五、静电场的能量 能量密度  

1. 电容器的电能 

2. 静电场的能量 能量密度   

第三章 恒定磁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磁感应强度的概念及毕奥-萨伐尔定律;能计算一些简单几何形状的载流导体(如载流直导线、圆电

流等)产生的恒定磁场分布;理解稳恒磁场的规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能够 应用安培环路定理计

算某些具有对称性载流导体产生磁感应强度的方法。能计算简单非均匀磁场中, 某回路包围面积上的磁通

量;理解安培定律,能用右手螺旋法则判断安培力方向,能用安培定律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载流导体在磁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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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安培力;理解载流平面线圈磁矩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理解载流平面线圈在匀强磁场中所受磁力矩的计

算公式,能够准确地判断磁力矩的方向;理解洛仑兹 力的物理意义和判断洛仑兹力方向的方法;能计算运动

电荷所受到的磁场力并能分析匀强磁场中电 荷运动的规律;了解霍耳效应的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磁场、磁感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磁通量、磁场的高斯定理、安培环路定理、带电粒子在电 场和

磁场中的运动、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磁场对载流线圈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电源 电动势   

二、磁场 磁感应强度  

三、毕奥-萨伐尔定律  

1. 毕奥-萨代尔定律  

2. 毕奥-萨代尔定律应用举例  

四、磁通量 磁场高斯定理  

1. 磁感应线 

2. 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五、安培环路定理   

1. 安培环路定理  

2. 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举例  

六、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  

七、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1. 安培力  

2. 磁场作用于载流线圈的磁力矩 

第四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物理意义。能够应用楞次定理准确判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能应用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理解动生电动势;能够用动生电动势的公式计算简单几何形状的导体在匀强

磁场或对称分布的非匀强磁场中运动时的动生电动势；了解动生电动势中的非静电力是洛仑兹力；理解从

电磁感应现象引出的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概念,了解感生电场的两条基本性质以及它与静电场的区别;能

够计算简单的感生电场强度及感应电动势，并会判断感生电场的方向；理解磁场能量及能量密度的概念，

了解磁场能量定域于磁场中；掌握一些简单模型的磁场能 量的计算方法;理解位移电流,麦克斯韦方程组。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磁场的能量、磁场能量密度、位移电流、麦克斯韦方程组。 

教学内容 

一、电磁感应定律   

1. 电磁感应现象   

2. 电磁感应定律   

3. 楞次定律  

二、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1.动生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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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生电动势   

三、磁场的能量 磁场能量密度  

四、位移电流电磁场基本方程的积分形式  

1. 位移电流全电流安培环路定理 

2. 电磁场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的积分形式   

第五章 机械振动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谐振动模型,掌握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率、相位、振幅的意义及

确定方法,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掌握旋转矢量法,并能用以分析有关问题(如确定 初相、运动时间、写

出振动方程)；理解两个同方向、同频率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谐振动、谐振动中的振幅/周期/频率和相位、旋转矢量法、谐振动的能量、谐振动的合成。  

教学内容 

一、简谐振动 振幅 周期和频率 相位  

1. 简谐振动   

2. 振幅   

3. 周期和频率 

4. 相位   

5. 振幅和初相的确定  

二、旋转矢量  

三、单摆和弹簧振子   

1. 单摆   

2. 弹簧振子  

四、简谐振动的能量  

五、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第六章 机械波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描述波动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机械波产生的条件;掌握根据已知质

元的振动表达式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理解波形图线；了解波的能量传

播特征及能流、能流密度等概念；理解惠更斯原理和波的叠加原理;掌握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位相差和波

程差的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加后振幅加强和减弱的条件；了解平面电磁波。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机械波的几个概念、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的能量、惠更斯原理、波的衍射、波的干涉、平面电磁

波。 

教学内容 

一、机械波的几个概念  

1. 机械波的形成  

2. 横波与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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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长 波的周期和频率 波速 

4. 波线 波面 波前  

二、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1.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2. 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三、波的能量 能流密度  

1. 波动能量的传播  

2. 能流和能流密度  

四、惠更斯原理 波的衍射和干涉  

1. 惠更斯原理 

2. 波的衍射  

3. 波的干涉  

五、平面电磁波  

1. 电磁波的产生和传播  

2. 平面电磁波的特性  

3. 电磁波的能量  

4. 电磁波谱 

第七章 波动光学(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原子发光的特点，理解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掌握光程概念以及光

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了解反射时产生半波损失的条件；能正确计算两束相干光之间的光程 差和相位差，

并写出产生明条纹和暗条纹的相应条件；掌握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装置和实验规律, 了解干涉条纹的分布

特点及其应用，并能做相应的计算；掌握薄膜等厚干涉的规律及干涉位置的计算，了解薄膜干涉原理在实

际中的应用；了解迈克尔逊干涉仪的结构、原理及其应用；理解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

性解释；了解分析单缝夫琅和费衍射的半波带法,能够根据衍射公式确定明、暗条纹分布；了解光栅衍射条

纹的成因和特点；掌握光栅公式，了解确定谱线位置的方法。了解自然光、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的意义，

理解偏振器起偏和检偏的方法和原理；掌握马吕斯定理，并能正确运用它来计算有关问题。了解光在各向

同性介质界面上反射和折射时偏振状态的变化，掌握布儒斯特定理,并能作相应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相干光源、杨氏双缝实验、光程差、薄膜干涉、劈尖、牛顿环、迈克尔孙干涉仪、光的衍射、 单缝

衍射、衍射光栅、光的偏振性、马吕斯定律、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教学内容 

一、相干光 光程  

1. 相干光  

2. 光程及光程差  

3. 透镜不引起附加光程差  

二、杨氏双缝干涉  

三、薄膜干涉 

四、劈尖 牛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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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迈克耳孙干涉仪  

六、光的衍射  

1. 光的衍射现象  

2. 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七、单缝衍射  

八、衍射光栅   

1. 光栅  

2. 光栅衍射条纹的形成  

3. 衍射光谱  

九、光的偏振性 马吕斯定律  

1. 自然光 偏振光  

2. 偏振片 起偏与检偏  

3. 马吕斯定律  

十、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执笔人：郑丽                                              审核人：王永良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电工与电子技术/Electrical & Electronic Technolog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化工、应化、轻化、环工、材料、工业、生工、食品纺织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教学参考书： 

1. 秦曾煌主编. 电工学 (第六版)（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 康铁英主编. 电工学实验.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开课单位：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电工与电子技术是研究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的技术基础课。电工和电子技术发展十分迅

速，应用非常广泛，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该课程是本科非电类工科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它

具有基础性、应用性和先进性。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好理论基础，

掌握基本的实践技能，培养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的预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本课程主

要研究用电技术的一般规律和常用电气设备、元件及基本电路。主要内容有：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电路的分析方法；电路的暂态分析；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交流电动机；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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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器控制系统；二极管和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电子电路中的反馈；直流稳压电源；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学会观察、分析与解释电的基本现象，具备安全用电和规范操作常识；使学生了解电路的基本概

念、基本定律和定理；熟悉常用电气设备和元器件、电路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及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应用； 

2. 使学生具备使用电工电子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的能力；能初步识读简单电路原理图和设备安装接线图，

并能对电路进行调试、对简单故障进行排除和维修；初步具备查阅电工电子手册和技术资料的能力，能合

理选用元器件。 

3. 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培养对电工电子技术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通过电工电子

实验环节，培养运用电工电子技术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相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安全生产、节能环保和

产品质量等职业意识，养成良好的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第一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电路的作用与组成，了解电源有载、开路与短路状态，了解额定值的意义，理解电压、电流参考

方向的意义。能正确应用电路的基本定律，能分析与计算直流电路中各点的电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路的作用与组成，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意义，基尔霍夫定律，直流电路中各点电位的计

算。 

难点：电路中电位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电路的作用与组成部分 

二、电路模型 

三、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四、欧姆定律 

五、电源有载工作、开路和短路 

六、基尔霍夫定律 

七、电路中电位的概念及计算 

第二章  电路的分析方法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建立电压源和电流源的概念，掌握电压源和电流源等效变换的方法。学会支路电流法，叠加原理和

戴维宁定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压源和电流源及其等效变换，叠加原理和戴维宁定理。 

难点：戴维宁定理。 

教学内容 

一、电阻串、并联及其等效变换  

二、电压源与电流源及其等效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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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路电流法  

四、叠加原理   

五、戴维宁定理 

第三章  电路的暂态分析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电路的暂态和稳态。掌握一阶线性电路暂态分析的三要素法分析方法，理解时间常数的物理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RC 电路的响应，三要素分析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换路定则与电压、电流初始值的确定 

二、RC 电路的响应 

三、一阶线性电路暂态分析的三要素法 

四、RL 电路的响应 

第四章  正弦交流电路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深刻理解正弦量的特征，特别是有效值、初相位和相位差，熟悉正弦量的各种表示方法及相互间的关

系。能分析计算简单的单相交流电路，了解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及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正弦量的特征，交流情况下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的概念，有效值、初相位和相位差，相量表

示法，单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难点：无功功率 

教学内容 

一、正弦电压和电流  

二、正弦量的相量表示法  

三、电阻元件、电感元件、电容元件的交流电路   

四、电阻、电感、电容元件串联的交流电路 

五、阻抗的串联与并联   

六、功率因数的提高   

第五章  三相电路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相电压（相电流）与线电压（线电流）在对称三相电路中的相互关系。掌握负载在三相电路中的

联接使用。掌握三相功率；能计算对称三相电路，了解不对称负载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压和电流的相值与线值及其在对称电路中的相互关系，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 

难点：不对称负载 

教学内容 

一、三相电压   

二、负载星形连接的三相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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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载三角形连接的三相电路  

四、三相功率  

第六章  交流电动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和转动原理，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笼式三相异步电动

机的起动，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数据的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转动原理，同步转速，转差率。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铭牌数据，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

的起动。 

难点：旋转磁场。 

教学内容 

一、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构造  

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动原理  

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矩和机械特性 

四、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五、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数据   

第七章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和功能。掌握继电接触器控制的自锁、连锁控制原理，了解过载、短路和失

压保护的方法。能读懂简单的控制电路原理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常用控制电器的控制作用，三相笼式异步电动机的直接起动和正反转的控制线路。 

难点：对控制电路的故障分析。 

教学内容 

一、常用控制电器 

二、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直接起动控制线路 

三、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的控制线路 

第八章  工业企业供电与安全用电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发电和输电的基本概念。掌握安全用电和节约用电的基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业企业配电和安全用电方法。 

难点：安全用电。 

教学内容 

一、发电和输电概述 

二、工业企业配电 

三、安全用电 

四、节约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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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二极管和晶体管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PN 结单向导电性，熟悉半导体二极管和晶体管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特性曲线和主要参数，

掌握晶体管的电流分配和放大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半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晶体管的电流分配和放大作用。 

难点：半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晶体管的电流分配和放大作用。 

教学内容 

一、半导体导电特性  

二、PN 结  

三、二极管  

四、晶体管 

第十章   基本放大电路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看懂基本交流放大电路，了解其中各元件的作用。了解低频放大电路的图解分析法和微变等效电路分

析法。了解设置合适静态工作点的意义。了解差动放大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直流通道，静态值的分析，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的意义。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电压放大倍

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计算的意义。 

难点：微变等效电路分析法。 

教学内容 

一、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 

二、放大电路的静态分析 

三、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四、静态工作点的稳定 

五、射极输出器  

六、差动放大电路 

第十一章 集成运算放大器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组成部分，输入方式。掌握理想运算放大器及其分析依据和运算放大器在

信号运算方面的应用，了解负反馈在放大电路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理想运算放大器分析的依据，比例运算、加法运算、减法运算等基本运算电路的输出电压与输

入电压的关系。 

难点：比例运算、加法运算、减法运算等基本运算电路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简单介绍  

二、运算放大器在信号运算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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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与门、非门、或门、与非门、或非门的逻辑功能。掌握逻辑代数的基本运算法则，能应用逻辑代

数分析简单的组合逻辑电路。了解加法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TTL 门电路与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要建立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 

难点：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与综合。 

教学内容 

一、脉冲信号  

二、基本门电路及其组合  

三、TTL 门电路 

四、逻辑代数 

五、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和综合  

 

执笔人：牟俊                                                 审核人：刘剑 

 

《无机及分析化学 1.2》课程教学大纲（88 学时） 

课程名称：无机及分析化学 1.2/Inorganic Analytical Chemistry1.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适用专业：化工、环工、应化、轻化、无机、高分子、包装 

学 时 数：8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5.5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华彤文等著. 普通化学原理（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3 

2. 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9 

3. 武汉大学等校编. 无机化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6 

4. 华东理工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等编. 分析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6 

5. 南京化工学院等校合编. 无机化学例题与习题.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4.9 

6. 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教研室等编. 分析化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7 

7. 赵匡华著. 化学通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3 

8.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解题指导（第三版）. 2000.3  

9. 商少明、倪静安、高世萍主编. 无机及分析化学原理与应用学习解疑. 2003.9 

10. 倪静安等主编. 无机及分析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8.6 

11.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6 

12. 刘志广著. 分析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无机与分析化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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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包括物质的聚集状态，化学分析、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热化学，化学反应的方向、程度

和速率，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衡，电化学，物质结构基础，分子结构，晶体结构以及过渡元素化学。化

学是在分子、原子或离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自然科学，在人类当前

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材料等严峻问题中处于中心科学的地位。化学作为环境科学、生

物科学、化工科学、食品科学等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对人才化学素质、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无机及分析化学课不仅是属于自然科学素质教育课程，而且也是环境监测、环境治理、

农产品检测、生物工程、园林、园艺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化学基础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理论课与实验课的密切结合，可以加深、巩固并扩大学生对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培养

学生运用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化学问题的能力。同时为后续其他化学课程的开设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基本的化学理论知识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计算反应热、平

衡浓度，四大平衡（酸碱、沉淀、氧化还原、配位）以及化学动力学知识，进一步加深理解原子结构、分

子结构及元素化合的性质等的基础知识。 

2.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3. 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 

第一章  物质的聚集状态（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练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和分压定律,并掌握有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和分压定律 

教学内容 

一、气体（2 学时） 

 1. 物质的量及其单位 

 2.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 

 3. 分压定律 

第二章  化学分析、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滴定分析法涉及的一般概念，掌握滴定分析中的化学计量关系并能顺利进行定量计算。 

2. 理解误差分析的意义，了解误差的分类、特点及减免方法。 

3. 了解测定结果的表示方法，并会进行有关的计算。了解置信度与置信区间的意义、可疑数据处理的

一般步骤，掌握可疑数据取舍的 Q-检验法的原理及应用。 

4. 了解有效数字的意义，并掌握有关运算规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滴定分析中的化学计量关系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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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误差的表示、精密度和准确度 

3. 标准偏差、相对平均偏差的计算 

4. 误差的减免 

教学内容 

一、分析化学概述（1 学时） 

1. 分析方法的分类 

2. 化学分析的一般过程 

3. 滴定分析法 

二、测量误差(1 学时) 

1. 误差产生的原因和减免 

2. 误差的表示方法 

三、分析数据统计处理（1 学时） 

1. 基本术语 

2. 置信度与平均值的置信区间 

四、有效数字（1 学时） 

1. 有效数字 

2. 有效数字的位数 

3. 有效数字的修约规则 

4. 数据运算规则 

第三章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热化学中的基本术语。 

2. 理解热化学方程式的含义，掌握标准生成焓的定义，掌握盖斯定律及其应用。（教改班和一本学生

介绍标准摩尔燃烧焓）。了解恒温反应热的计算方法。 

3. 了解状态函数熵和自由能的物理意义。掌握熵变和自由能变，标准熵变和标准自由能变以及标准生

成自由能的定义。掌握化学反应方向的判据----自由能判据。 

4. 了解化学反应速率、基元反应和非基元反应以及反应物级数、反应级数的概念。了解影响化学反应

速率的因素（浓度、温度和催化剂），并能反应速率理论进行解释。掌握质量作用定律和阿仑尼乌斯方程

的物理意义，并能应用进行有关计算。 

5. 了解反应达到化学平衡的特征，会写化学平衡常数表达式，掌握平衡常数的有关计算。 了解反应

商与标准化学平衡常数表达式的本质区别。掌握影响化学平衡移动的因素及化学平衡移动后平衡组分的有

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状态函数的基本性质 

2. 由标准生成焓计算恒压下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3. 化学平衡计算 

4. 化学反应方向和限度的判断依据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关系（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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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术语 

2. 热化学 

二、化学反应的方向（2 学时） 

1. 自发过程和熵变 

2. 吉布斯自由能 

三、化学反应速率（2 学时） 

1. 化学反应速率表示法 

2. 浓度与化学反应速率 

3. 温度与化学反应速率、活化能 

4. 反应速率理论 

四、化学反应的限度（4 学时） 

1. 化学平衡常数 

2. 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摩尔 Gibbs 自由能变 

3. 化学平衡的移动 

第四章  酸碱平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酸碱质子理论及酸碱反应的实质，会写出共扼酸碱对，会计算共扼酸（碱）的离解常数及酸碱

强弱的判断，掌握共扼酸碱对 Ka、Kb 之间的关系。 

2. 掌握一元弱酸（碱）的解离平衡的有关计算及稀释定律，掌握多元弱酸（碱）、两性、共轭体系酸

度计算的最简式。了解弱电解质的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会写弱电解质的质子条件式。 

3. 了解分布系数和分布曲线，会计算有关组分的平衡浓度。 

4. 掌握缓冲溶液的缓冲原理及相关计算，学会缓冲溶液的选择与配制。了解酸碱指示剂的作用原理及

常用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会选择酸碱指示剂。 

5. 掌握酸碱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酸碱滴定类型，了解各种类型滴定曲线的特点，掌握一元酸（碱）被

准确滴定的判据和多元酸（碱）分步滴定的条件。掌握酸碱滴定法应用中的有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不同类型溶液酸度的计算 

2. 酸碱直接滴定法应用中的有关计算 

教学内容 

一、酸碱质子理论与酸碱平衡（2 学时） 

1. 酸、碱与酸碱反应的实质 

2. 酸碱平衡与酸碱的相对强度 

二、影响酸碱解离的主要因素（2 学时） 

1. 稀释定律 

2. 同离子效应 

3. 盐效应 

三、酸碱平衡中组分分布及浓度计算（2 学时） 

1. 酸度，初始浓度、平衡浓度与物料等衡 

2. 分布系数和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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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分平衡浓度计算的基本方法 

四、溶液酸度的计算（2 学时） 

1. 质子条件式的确定 

2. 一元弱酸（碱）溶液酸度的计算 

3. 两性物质溶液酸度的计算 

4. 其他酸碱体系酸度的计算 

五、溶液酸度的控制与测试（2 学时） 

1. 酸碱缓冲溶液 

2. 酸度的测试与酸碱指示剂 

六、酸碱滴定法（2 学时） 

1. 强碱滴定强酸或强酸滴定强碱 

2. 强碱滴定一元弱酸或强酸滴定一元弱碱 

3. 多元酸（或多元碱）、混酸的滴定 

4.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第五章  沉淀--溶解平衡（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溶度积定义、溶度积规则、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分步沉淀等基本概念。 

2. 掌握溶度积和溶解度的相互换算及其条件，掌握沉淀溶解平衡的有关计算、分步沉淀和沉淀转化的

有关计算，以及用生成氢氧化物或生成硫化物分步沉淀的方法分离金属离子的有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根据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的生成和溶解 

2. pH 值对难溶氢氧化物和难溶弱酸盐沉淀反应的影响 

3. 分步沉淀在离子分离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沉淀--溶解平衡及其影响因素（5 学时） 

1. 溶度积与溶解度 

2. 影响沉淀--溶解平衡及难溶物质溶解度的主要因素 

二、分步沉淀、沉淀的转化（3 学时） 

1. 分步沉淀 

2. 沉淀的转化 

第六章  电极电势与氧化还原平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原电池、电极电势、标准电极电势、条件电极电势的概念，掌握氧化值法和离子-电子法配平氧

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步骤。了解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掌握能斯特方程式的有关计算。 

2. 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和次序的判断，计算氧化还原反应平衡常数，设计电池计算沉淀的溶度积

常数及弱酸解离常数等。掌握元素电势图的意义及其应用。 

3. 了解氧化还原滴定的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的绘制方法，掌握化学计量点溶液电极电势的计算，了解

影响电势突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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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确定氧化还原滴定终点的一般方法、选择指示剂的原则，了解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碘量

法的方法原理、特点及其应用，掌握相应结果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将氧化还原反应设计成原电池，写出电池符号表示 

2. 电极电势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应用及相关计算 

3. 元素电势图应用 

教学内容 

一、氧化还原反应与电极电势（4 学时） 

1. 氧化还原反应及氧化还原平衡 

2. 电极电势 

3. 影响电极电势的主要因素 

二、电极电势的应用（4 学时） 

1. 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次序和限度 

2. 计算有关平衡常数 

3. 元素电势图 

三、氧化还原滴定法（4 学时） 

1. 对滴定反应的要求及被测组分的预处理 

2. 基本原理 

3. 常用氧化还原滴定方法 

4. 滴定结果计算 

第七章  配位化合物与配位平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配合物的概念、组成、特点和命名。 

2. 掌握配位平衡的基本理论及平衡体系中离子浓度的计算。 

3. 了解 EDTA 与金属离子的配合物的特点，掌握绝对稳定常数和条件稳定常数的意义。掌握 EDTA 的

酸效应、金属离子的络合效应的计算及其对条件稳定常数的影响，会求滴定单一离子所允许的最高酸度（最

小 pH 值）。（教改班学生必须掌握酸度范围的计算） 

4. 了解金属离子配位滴定适宜酸度的选择、最佳酸度选择的依据，掌握常用掩蔽剂的应用。掌握准确

滴定单一金属离子的条件及分步滴定的条件（教改学生应会设计常见混合离子分别滴定的大致方案）。了

解配位滴定的基本方式及其应用，掌握滴定结果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无机配合物命名、无机配位平衡相关计算 

2. EDTA 的酸效应、金属离子络合效应的计算及其对条件稳定常数的影响 

3. 滴定单一离子所允许的最高酸度 

教学内容 

一、配合物与螯合物（2 学时） 

1. 配合物及其特点 

2. 螯合物及其特点 

3. 配合物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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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位平衡及其影响因素（6 学时） 

1. 配位平衡与稳定常数 

2. 配位平衡的移动 

3. 配合物的价键理论 

三、配位滴定法（4 学时） 

1. EDTA 与金属离子的配位反应 

2. 滴定曲线 

3. 金属指示剂 

4. 混合系统的选择性滴定 

5. 滴定方式  

第八章  原子结构(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氢原子光谱与玻尔理论。 

2. 了解核外电子运动状态及有关几个基本概念，会确定描述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四个量子数。了解波

函数和原子轨道及电子云图和原子轨道的区别。 

3. 掌握多电子原子的轨道能级，包括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掌握核外电子排布规则，了解原子的电子

层结构和元素周期系，掌握元素原子的价电子层构型。 

4. 了解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描述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四个量子数及相关电子运动状态的判断 

2. 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式 

3. 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 

教学内容 

一、氢原子光谱和玻尔理论（1 学时） 

1. 电磁辐射和普朗克量子论 

2. 氢原子光谱 

3. 玻尔理论 

二、氢原子的量子力学模型（2 学时） 

1. 微观粒子的运动特征 

2. 氢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三、多电子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2 学时） 

1. 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 

2. 鲍林近似能级图 

3. 多电子原子核外电子排布 

四、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和元素周期律（3 学时） 

1. 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2. 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第九章  分子结构和晶体结构（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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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共价键的价键理论，包括价键理论的基本要点、共价键的特征及共价键的分类。  熟悉并掌握

杂化轨道理论的基本要点，会用杂化轨道理论说明简单共价化合物分子的形成，对多原子分子的几何构型

做出合理解释，了解杂化轨道的分类。会用分子轨道理论说明分子的成键情况、分子的磁性和键的强弱。

熟悉同核双原子分子的原子轨道与分子轨道能级关系图，并能写出相应的分子轨道表示式。 

2. 了解化学键的类型，掌握一些描述化学键性质的键参数，如：键级、键能、键长、键角等。 

3. 熟悉分子间作用力与氢键。了解分子的偶极矩和极化率，分子间作用力的种类及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4. 了解晶体的分类，掌握离子晶体的晶格能，了解晶格能的计算方法。熟悉离子极化对物质性质产生

的影响，尤其是会造成键型和晶体类型的改变，相应的物理性质就会发生改变。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用杂化轨道理论说明简单化合物分子的形成，对多原子分子的几何构型做出合理解  

2. 同核双原子分子的原子轨道与分子轨道能级关系图 

3. 离子极化对物质性质产生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共价键理论（5 学时） 

1. 现代价键理论 

2. 杂化轨道理论 

3. 分子轨道理论 

二、分子间作用力（2 学时） 

1. 分子的极性 

2. 分子间作用力 

3. 氢键 

三、晶体结构（3 学时） 

1.晶体的特征和结构 

2.离子晶体 

3.非离子型晶体 

第十章  副族元素选论（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 Cr（Ⅲ）和 Cr（Ⅵ）这两种不同价态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的酸碱性，以及两种不同价态化合

物的氧化还原性。了解锰不同价态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 

2. 掌握+2 价铁、钴、镍氢氧化物的还原性比较，+3 价铁、钴、镍氢氧化物的氧化性比较。 

掌握 Fe
3+的氧化性和 Fe

2+的还原性以及 Co
2+（CoCl2）的有色性，掌握铁、钴、镍配合物的生成反应。 

3. 了解铜族元素和锌族元素的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掌握 Cu（Ⅰ）和 Cu（Ⅱ）及 Hg（Ⅰ）和 Hg（Ⅱ）

的相互转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过渡元素的氧化还原性 

2. Cu（Ⅰ）和 Cu（Ⅱ）及 Hg（Ⅰ）和 Hg（Ⅱ）的相互转化 

3. 铬、锰等主要过渡元素化合物的性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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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铬、锰（2 学时） 

1. 铬 

2. 锰 

二、铁、钴、镍（2 学时） 

1. 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2. 盐类 

3. 配合物  

三、铜、银（2 学时） 

1. 单质 

2. 化合物 

四、锌、镉、汞（2 学时） 

1. 单质 

2. 化合物 

执笔人：于长顺                                               审核人：翟滨 

《无机及分析化学 1.2》课程教学大纲（80 学时） 

课程名称：无机及分析化学 1.2/Inorganic Analytical Chemistry1.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生工、生技、食品、食质、海洋、食品 

学 时 数：8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5.0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华彤文等著. 普通化学原理（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3 

2. 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9 

3. 武汉大学等校编. 无机化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6 

4. 华东理工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等编. 分析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6 

5. 南京化工学院等校合编. 无机化学例题与习题.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4.9 

6. 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教研室等编. 分析化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7 

7.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6 

8.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解题指导（第三版）. 2000.3  

9. 商少明、倪静安、高世萍主编. 无机及分析化学原理与应用学习解疑. 2003.9 

10. 倪静安等主编. 无机及分析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8.6 

11. 刘志广著. 分析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无机与分析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包括物质的聚集状态，化学分析、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热化学，化学反应的方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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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速率，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衡，电化学，物质结构基础，分子结构以及晶体结构。化学是在分子、原

子或离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自然科学，在人类当前面临的人口、资

源、环境、粮食、能源、材料等严峻问题中处于中心科学的地位。化学作为环境科学、生物科学、化工科

学、食品科学等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对人才化学素质、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机与分析化学课不仅是属于自然科学素质教育课程，而且也是环境监测、环境治理、农产品检测、生物

工程、园林、园艺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化学基础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理论课与实验

课的密切结合，可以加深、巩固并扩大学生对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运用化学的理

论去解决一般化学问题的能力。同时为后续其他化学课程的开设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基本的化学理论知识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计算反应热、平衡浓

度，四大平衡（酸碱、沉淀、氧化还原、配位）以及化学动力学知识，进一步加深理解原子结构、分子结

构等的基础知识。 

2.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3. 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

基础。 

第一章  物质的聚集状态（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练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和分压定律,并掌握有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和分压定律 

教学内容 

一、气体（2 学时） 

 1. 物质的量及其单位 

 2.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 

 3. 分压定律 

第二章  化学分析、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熟练掌握物质组成的量度的若干种表示方法。了解滴定度的两种表示形式，并掌握有关计算。 

2. 了解分析化学的任务与作用。了解各种分析方法的特点。 

3. 了解滴定分析法涉及的一般概念，掌握滴定分析中的化学计量关系并能顺利进行定量计算。 

4. 理解误差分析的意义，了解误差的分类、特点及减免方法。 

5. 了解测定结果的表示方法，并会进行有关的计算。了解置信度与置信区间的意义、可疑数据处理的

一般步骤，掌握可疑数据取舍的 Q-检验法的原理及应用。 

6. 了解有效数字的意义，并掌握有关运算规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浓度的表示方法及相互换算 

2. 分析方法的分类及定量分析的一般程序。滴定分析中的化学计量关系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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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误差的表示、精密度和准确度 

4. 标准偏差、相对平均偏差的计算 

5. 误差的减免 

教学内容 

一、分析化学概述（1 学时） 

1. 分析方法的分类 

2. 化学分析的一般过程 

3. 滴定分析法 

二、测量误差(1 学时) 

1. 误差产生的原因和减免 

2. 误差的表示方法 

三、分析数据统计处理（1 学时） 

1. 基本术语 

2. 置信度与平均值的置信区间 

四、有效数字（1 学时） 

1. 有效数字 

2. 有效数字的位数 

3. 有效数字的修约规则 

4. 数据运算规则 

第三章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热化学中的基本术语。 

2. 理解热化学方程式的含义，掌握标准生成焓的定义，掌握盖斯定律及其应用。（教改班和一本学生

介绍标准摩尔燃烧焓）。了解恒温反应热的计算方法。 

3. 了解状态函数熵和自由能的物理意义。掌握熵变和自由能变，标准熵变和标准自由能变以及标准生

成自由能的定义。掌握化学反应方向的判据----自由能判据。 

4. 了解化学反应速率、基元反应和非基元反应以及反应物级数、反应级数的概念。了解影响化学反应

速率的因素（浓度、温度和催化剂），并能反应速率理论进行解释。掌握质量作用定律和阿仑尼乌斯方程

的物理意义，并能应用进行有关计算。 

5. 了解反应达到化学平衡的特征，会写化学平衡常数表达式，掌握平衡常数的有关计算。 了解反应

商与标准化学平衡常数表达式的本质区别。掌握影响化学平衡移动的因素及化学平衡移动后平衡组分的有

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状态函数的基本性质 

2. 由标准生成焓计算恒压下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3. 化学平衡计算 

4. 化学反应方向和限度的判断依据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关系（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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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术语 

2. 热化学 

二、化学反应的方向（2 学时） 

1. 自发过程和熵变 

2. 吉布斯自由能 

三、化学反应速率（2 学时） 

1. 化学反应速率表示法 

2. 浓度与化学反应速率 

3. 温度与化学反应速率、活化能 

4. 反应速率理论 

四、化学反应的限度（4 学时） 

1. 化学平衡常数 

2. 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摩尔 Gibbs 自由能变 

3. 化学平衡的移动 

第四章  酸碱平衡（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酸碱质子理论及酸碱反应的实质，会写出共扼酸碱对，会计算共扼酸（碱）的离解常数及酸碱

强弱的判断，掌握共扼酸碱对 Ka、Kb 之间的关系。 

2. 掌握一元弱酸（碱）的解离平衡的有关计算及稀释定律，掌握多元弱酸（碱）、两性、共轭体系酸

度计算的精确式与简化计算条件。了解弱电解质的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会写弱电解质的质子条件式。 

3. 了解分布系数和分布曲线，会计算有关组分的平衡浓度。 

4. 掌握缓冲溶液的缓冲原理及相关计算，学会缓冲溶液的选择与配制。了解酸碱指示剂的作用原理及

常用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会选择酸碱指示剂。 

5. 掌握强碱和强酸滴定、强碱滴定一元弱酸、强酸滴定一元弱碱的基本原理，掌握滴定过程中的 pH

值的计算和变化规律，了解各种类型滴定曲线的特点，掌握一元酸（碱）被准确滴定的判据和多元酸（碱）

分步滴定的条件。 

6. 了解酸碱滴定法应用，包括混合碱的测定、铵盐中氮的测定。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不同类型溶液 pH 值的最简式及条件 

2. 缓冲溶液的配制与计算 

3. 酸碱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及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酸碱质子理论与酸碱平衡（2 学时） 

1. 酸、碱与酸碱反应的实质 

2. 酸碱平衡与酸碱的相对强度 

二、影响酸碱解离的主要因素（2 学时） 

1. 稀释定律 

2. 同离子效应 

3. 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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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酸碱平衡中组分分布及浓度计算（2 学时） 

1. 酸度，初始浓度、平衡浓度与物料等衡 

2. 分布系数和分布曲线 

3. 组分平衡浓度计算的基本方法 

四、溶液酸度的计算（2 学时） 

1. 质子条件式的确定 

2. 一元弱酸（碱）溶液酸度的计算 

3. 两性物质溶液酸度的计算 

4. 其他酸碱体系酸度的计算 

五、溶液酸度的控制与测试（2 学时） 

1. 酸碱缓冲溶液 

2. 酸度的测试与酸碱指示剂 

六、酸碱滴定法（4 学时） 

1. 强碱滴定强酸或强酸滴定强碱 

2. 强碱滴定一元弱酸或强酸滴定一元弱碱 

3. 多元酸（或多元碱）、混酸的滴定 

4.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第五章  沉淀--溶解平衡（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溶度积定义、溶度积规则、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分步沉淀等基本概念。 

2. 掌握溶度积和溶解度的相互换算及其条件，掌握沉淀溶解平衡的有关计算、分步沉淀和沉淀转化的

有关计算，以及用生成氢氧化物或生成硫化物分步沉淀的方法分离金属离子的有关计算。 

3. 了解沉淀滴定法的分类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根据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的生成和溶解 

2. pH 值对难溶氢氧化物和难溶弱酸盐沉淀反应的影响 

3. 分步沉淀在离子分离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沉淀--溶解平衡及其影响因素（3 学时） 

1. 溶度积与溶解度 

2. 影响沉淀--溶解平衡及难溶物质溶解度的主要因素 

二、分步沉淀、沉淀的转化（2 学时） 

1. 分步沉淀 

2. 沉淀的转化 

三、影响沉淀的主要因素（1 学时） 

1. 共沉淀现象 

2. 继沉淀现象 

四、获得良好、纯净沉淀的措施 

1. 针对影响沉淀纯度的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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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适当的沉淀条件 

3. 选择合适的沉淀方法 

五、沉淀滴定法（2 学时） 

1. 莫尔法 

2. 佛尔哈德法 

3. 法扬司法 

第六章  电极电势与氧化还原平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原电池、电极电势、标准电极电势、条件电极电势的概念，掌握氧化值法和离子-电子法配平氧

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步骤。了解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掌握能斯特方程式的有关计算。 

2. 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和次序的判断，计算氧化还原反应平衡常数，设计电池计算沉淀的溶度积

常数及弱酸解离常数等。掌握元素电势图的意义及其应用。 

3. 了解氧化还原滴定的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的绘制方法，掌握化学计量点溶液电极电势的计算，了解

影响电势突跃的因素。 

4. 掌握确定氧化还原滴定终点的一般方法、选择指示剂的原则，掌握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碘量

法的方法原理、特点及其应用，掌握相应结果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将氧化还原反应设计成原电池，写出电池符号表示 

2. 电极电势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应用及相关计算 

3. 元素电势图应用 

4. 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碘量法的原理、特点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氧化还原反应与电极电势（4 学时） 

1. 氧化还原反应及氧化还原平衡 

2. 电极电势 

3. 影响电极电势的主要因素 

二、电极电势的应用（4 学时） 

1. 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次序和限度 

2. 计算有关平衡常数 

3. 元素电势图 

三、氧化还原滴定法（4 学时） 

1. 对滴定反应的要求及被测组分的预处理 

2. 基本原理 

3. 常用氧化还原滴定方法 

⑴. 高锰酸钾法 

⑵. 重铬酸钾法 

⑶. 碘量法 

第七章  配位化合物与配位平衡（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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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配合物的概念、组成、特点和命名。 

2. 掌握配位平衡的基本理论及平衡体系中离子浓度的计算。 

3. 了解EDTA的性质及EDTA与金属离子的配合物的特点，掌握绝对稳定常数和条件稳定常数的意义。

掌握 EDTA 的酸效应、金属离子的配位效应的计算及其对条件稳定常数的影响。 

4. 掌握影响配位滴定中 pM 突跃的主要因素，化学计量点时金属离子浓度的计算、终点误差的计算。

掌握常用掩蔽剂的应用。掌握准确滴定单一金属离子的条件及分步滴定的条件。 

5. 掌握配位滴定单一金属离子的适宜酸度范围的计算、了解分别滴定的酸度控制，了解提高配位滴定

选择性的途径，掌握配位滴定方式及其重要应用，掌握滴定结果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无机配合物命名、无机配位平衡相关计算 

2. EDTA 的酸效应、金属离子络合效应的计算及其对条件稳定常数的影响 

3. 滴定单一金属离子的适宜酸度范围的计算、准确滴定的判据、分别滴定的判别式。 

4. 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途径，掌握配位滴定方式及其重要应用，掌握滴定结果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配合物与螯合物（2 学时） 

1. 配合物及其特点 

2. 螯合物及其特点 

3. 配合物的命名 

二、配位平衡及其影响因素（6 学时） 

1. 配位平衡与稳定常数 

2. 配位平衡的移动 

3. 配合物的价键理论 

三、配位滴定法（4 学时） 

1. EDTA 与金属离子的配位反应 

2. 滴定曲线 

3. 金属指示剂 

4. 混合系统的选择性滴定 

5. 配位滴定方式及其应用 

第八章  原子结构(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氢原子光谱与玻尔理论。 

2. 了解核外电子运动状态及有关几个基本概念，会确定描述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四个量子数。了解波

函数和原子轨道及电子云图和原子轨道的区别。 

3. 掌握多电子原子的轨道能级，包括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掌握核外电子排布规则，了解原子的电子

层结构和元素周期系，掌握元素原子的价电子层构型。 

4. 了解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描述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四个量子数及相关电子运动状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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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式 

3. 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 

教学内容 

一、氢原子光谱和玻尔理论（1 学时） 

1. 电磁辐射和普朗克量子论 

2. 氢原子光谱 

3. 玻尔理论 

二、氢原子的量子力学模型（2 学时） 

1. 微观粒子的运动特征 

2. 氢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三、多电子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2 学时） 

1. 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 

2. 鲍林近似能级图 

3. 多电子原子核外电子排布 

四、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和元素周期律（3 学时） 

1. 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2. 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第九章  分子结构和晶体结构（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共价键的价键理论，包括价键理论的基本要点、共价键的特征及共价键的分类。  熟悉并掌握

杂化轨道理论的基本要点，会用杂化轨道理论说明简单共价化合物分子的形成，对多原子分子的几何构型

做出合理解释，了解杂化轨道的分类。 

2. 了解化学键的类型，掌握一些描述化学键性质的键参数，如：键级、键能、键长、键角等。 

3. 熟悉分子间作用力与氢键。了解分子的偶极矩和极化率，分子间作用力的种类及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4. 了解晶体的分类，掌握离子晶体的晶格能，了解晶格能的计算方法。熟悉离子极化对物质性质产生

的影响，尤其是会造成键型和晶体类型的改变，相应的物理性质就会发生改变。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用杂化轨道理论说明简单化合物分子的形成，对多原子分子的几何构型做出合理解  

2. 已知磁矩数值求出未成对电子数、估计中心离子杂化方式、中心离子电子的分布情况,确定内外轨型

配合物，解释配合物的相对稳定性 

3. 离子极化对物质性质产生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共价键理论（4 学时） 

1. 现代价键理论 

2. 杂化轨道理论 

二、分子间作用力（2 学时） 

1. 分子的极性 

2. 分子间作用力 

3. 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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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子晶体    （2 学时） 

 

执笔人：于长顺                                               审核人：翟滨 

 

 

 

《有机化学 1.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有机化学 1.2/Organic Chemistry1.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化工、应化、环境、包装、高分子、无机、轻化、生工、

食品、生技、食质、葡工、海洋工程 

学时数：8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5.0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 

教学参考书： 

1. 杨毅主编. 有机化学纲要、习题及解答.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6 

2. 高鸿宾主编. 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3 

3. 邢琪毅主编.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9 

4. 杨大伟、朴红善主编. 有机化学学习指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10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有机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我院轻化学院、纺材学院、生物学院、食品学院开设的基础课程。本课程的内容包括：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在合成上的应用，在天然化合物章节中适当介绍学科前沿和学

科交叉的知识。 

学习本课程要使学生掌握有机物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化学性质，并通过学习了解简单化合物的合

成方法，掌握化学反应中的电子效应和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为下一步学习物理化学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在高中的基本知识基础上，学会有机化学反应的机理； 

2. 熟悉有机化学中的常见反应式，并且能熟练应用； 

3. 学会基本的合成方法设计。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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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1.有机化合物 

2.有机化学 

二、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从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其特性。 

三、分子结构和结构式 

四、共价键 

1. 共价键的形成 

2. 共价键的基本属性 

3. 诱导效应 

五、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1. 有机反应中共价键的断裂方式与反应类型 

2 .有机反应中间体 

3. 试剂的分类 

第二章  饱和烃：烷烃和环烷烃（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饱和烃的化学性质及构象异构，掌握自由基反应的反应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饱和烃的化学性质及构象异构；自由基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烷烃和环烷烃的通式和构造异构 

二、烷烃和环烷烃的命名 

三、烷烃和环烷烃的结构 

四、烷烃和环烷烃的构象 

五、烷烃和环烷烃的物理性质 

六、烷烃和环烷烃的化学性质 

1. 卤代反应 

2. 其他取代反应 

3. 氧化反应 

4. 裂解及异构化反应 

5. 环烷烃的化学性质 

第三章  不饱和烃：烯烃和炔烃（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烯烃和炔烃的物理性质；烯烃和炔烃的化学性质：催化加氢、氢化热与烯烃的稳定性； 亲电加

成反应、亲电加成反应历程、亲电加成反应的取向； 过氧化物效应；亲核加成（加 HCN、加 ROH、加

CH3COOH）； 聚合反应； 氧化反应； α -氢原子的反应；炔氢的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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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烃、炔烃和二烯烃的化学性质；亲电加成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烯烃和炔烃的结构 

二、烯烃和炔烃的同分异构 

三、烯烃和炔烃的命名 

四、烯烃和炔烃的物理性质 

五、烯烃和炔烃的化学性质 

1．烯烃的加成反应 

2．烯烃的氧化反应 

3．α －氢的反应 

4．炔烃的化学性质 

5．烯烃和炔烃的制备 

第四章  二烯烃、共轭体系、共振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二烯烃的结构与共轭效应；共轭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二烯烃的化学性质与共轭效应 

教学内容 

一、二烯烃的分类和结构 

1. 分类 

2. 共轭二烯烃的结构 

二、共轭体系及共轭效应 

1. 共轭体系 

2. 吸电子和供电子共轭效应 

3. 共振论简介 

三、共轭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1,2－加成和 1,4－加成反应 

第五章  芳烃  芳香性（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苯的结构； 芳香烃的物理性质； 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两类定位基、定位规律的理论解释及定

位规律在合成上的应用； 芳香族亲电取代反应中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控制。 

了解萘的结构、萘的化学性质（卤代、硝化、磺化、F-C 酰基化、氧化反应、还原反应）； 萘环上二

元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学会芳香性的判断。 

教学重点和难点 

苯的结构、亲电取代反应及其反应历程、取代基的定位规律、芳香性的判断。 

教学内容 

一、芳烃的构造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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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苯的结构 

价键理论对苯的结构的处理 

三、单环芳烃的物理性质 

四、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 

1．苯环上的亲电取代反应 

2．单环芳烃的加成及氧化反应 

3．芳烃侧链上的反应 

五、苯环上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则 

六、芳香族亲电取代反应中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控制 

七、稠环芳烃 

八、芳香性 

九、多官能团化合物的命名 

第六章  立体化学（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构造异构（碳架异构、官能团位置异构、官能团异构和互变异构）； 顺反异构和 Z/E 命名法； 光

学异构（手性和对称性、透视式和 Fischer 投影式、D/L、R/S 标记法、含多个手性碳原子的光学异构、不

含手性中心的对映异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顺反异构、光学异构。光学异构。 

教学内容 

一、异构体的分类 

二、手性和对称性 

三、手性分子的性质――光学活性 

四、具有一个手性中心的对映异构 

五、具有两个手性中心的对映异构 

六、不含手性中心的对映异构 

第七章  卤代烃（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卤代烃的结构与分类； 卤代烃的制备方法； 卤代烃的物理性质；卤代烷的化学性质（亲核取代

反应历程及其影响因素、 消除反应与消除反应历程、消除反应的取向与影响消除反应的因素、取代和消

除反应的竞争、 与金属的反应）； 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亲核取代反应及其反应历程、消除反应及其反应历程、影响亲核取代反应和消除反应的因素。亲核取

代反应和消除反应的竞争。 

教学内容 

一、卤代烃的分类 

二、卤代烃的命名 

三、卤代烃的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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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卤代烃的物理性质 

五、卤代烃的化学性质 

六、亲核取代反应机理 

七、影响亲核取代反应的因素 

八、消除反应的机理 

九、消除反应的取向与影响因素 

十、取代和消除反应的竞争 

十一、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的化学性质 

第八章  有机化合物的波谱分析（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谱图解析。 

教学内容 

一、分子吸收光谱的分子结构 

二、红外吸收光谱 

三、核磁共振谱 

四、谱图解析 

第九章  醇和酚（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醇的结构与分类； 醇的制备方法； 醇的物理性质； 醇的化学性质； 氧化和脱氢反应。 多元醇的化

学性质——高碘酸氧化和四乙酸铅氧化、频哪醇的重排反应。酚的结构； 酚的制备方法； 酚的化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醇和酚的化学性质；频哪醇的重排反应。 

教学内容 

一、醇和酚的分类、构造异构和命名 

二、醇和酚的结构 

三、醇和酚的制法 

四、醇和酚的物理性质 

五、醇和酚的化学性质 

1．醇和酚的共性 

2．醇和酚的个性 

第十章  醚和环氧化合物（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醚的制备方法；醚的化学性质；环氧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醚键断裂反应、环氧化合物的开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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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醚和环氧化合物的命名 

二、醚和环氧化合物的结构 

三、醚和环氧化合物的制法 

四、醚的物理性质 

五、醚和环醚的化学性质 

        醚键的断裂反应及其取向；环氧化合物在不同条件下的开环方式。 

第十一章  醛、酮和醌（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醛和酮的结构； 醛和酮的制备方法； 醛和酮的物理性质；醛和酮的化学性质——亲核加成反应； 

α -氢的反应（卤代反应、缩合反应、Mannich 反应）； 醛和酮的氧化和还原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醛和酮的化学性质；亲核加成反应历程及反应活性。 

教学内容 

一、醛和酮的命名 

二、醛和酮的结构 

三、醛和酮的制法 

四、醛和酮的物理性质 

五、醛和酮的波谱性质 

六、醛和酮的化学性质 

醛酮的亲核加成反应及其机理；醛酮的α -氢反应；醛酮的氧化反应；醛酮的还原反应。  

第十二章  羧酸（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羧酸的命名；羧酸的结构； 羧酸的制备方法； 羧酸的物理性质； 羧酸的化学性质；羧基的还

原反应； 脱羧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羧酸的化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羧酸一定分类和命名 

二、羧酸的结构 

三、羧酸的制备方法 

四、羧酸的物理性质 

五、羧酸的化学性质 

羧酸的酸性、结构、制备、还原、脱羧、α -氢原子的卤代反应、羧酸衍生物的制备。 

六、羟基酸 

第十三章  羧酸衍生物（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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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酰基上的亲核取代反应及其反应机理； 还原反应； 与 Grignard 反应； 

酰胺氮原子上的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酰基上的亲核取代反应及其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羧酸衍生物的命名 

二、羧酸衍生物的物理性质 

三、羧酸衍生物的波谱性质 

四、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第十四章  β-二羰基化合物（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方法（Claisen 酯缩合）； 乙酰乙酸乙酯的化学性质及在合成上的应用。掌握

丙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酮-烯醇互变异构 

二、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的合成与化学性质 

三、乙酰乙酸乙酯与丙二酸二乙酯合成酮与酸 

第十五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硝基化合物的结构； 掌握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胺的结构； 胺的制备方法； 胺的化学性质；

掌握季铵盐和季铵碱、季铵碱的热分解。重点了解重氮盐的制备方法及重氮盐的结构； 重氮盐的化学性

质（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胺类化合物的化学性质、重氮和偶氮化合物；季铵碱的热分解。 

教学内容 

一、芳香族硝基化合物 

1．芳香族硝基化合物的结构 

2．芳香族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二、胺 

1．胺的结构 

2．胺的化学性质 

三、重氮和偶氮化合物 

1．重氮和偶氮化合物的结构 

2．重氮和偶氮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四、腈 

第十六章  有机含硫、磷、硅化合物（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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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有机化合物中含有硫、磷和硅等化合物的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含硫、磷、硅化合物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有机硫化物的分类 

二、硫醇与硫酚 

三、硫醚 

四、磺酸 

五、含磷化合物 

六、有机硅化合物 

第十七章  杂环化合物（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杂环化合物的命名； 五元和六元杂环化合物的结构与芳香性；五元杂环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及重要化

合物——呋喃和糠醛、吡咯、噻吩。六元杂环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及重要化合物——吡啶。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五元和六元杂环化合物；五元和六元杂环化合物的结构与芳香性。 

教学内容 

一、杂环化合物的分类与命名 

1. 分类 

2. 命名 

二、杂环化合物的结构与芳香性 

1. 五元单杂环 

2. 六元单杂环 

三、重要的五元杂环化合物 

四、重要的六元杂环化合物——吡啶 

第十八章  类脂类（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油脂的组成、结构、性质。磷脂的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油脂的组成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油脂 

二、蜡 

三、磷脂 

第十九章  碳水化合物（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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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糖类化合物的分类；单糖的结构（开链式、氧环式、Haworth 式、构象式、开链式-氧环式的

互变异构）；单糖的化学性质——氧化、还原、成脎反应、成苷反应、成酯和成醚反应；二糖（蔗

糖、麦芽糖、纤维二糖）的结构与性质简介；多糖（淀粉、纤维素）的结构与性质简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单糖的结构与性质；葡萄糖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单糖的结构 

二、单糖的化学性质 

三、重要单糖 

1. 葡萄糖 

2. 果糖 

四、低聚糖 

五、多糖 

第二十章  氨基酸、蛋白质和磷酸（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氨基酸的制备方法（α -卤代酸的氨解、Gabrial 合成法、Strecker 合成法）； 氨基酸的化学性质—

—两性和等电点、羧基的反应、氨基的反应、与水合茚三酮的反应。肽和蛋白质的结构简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氨基酸的化学性质；  蛋白质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氨基酸概述 

二、氨基酸来源及制法 

三、氨基酸性质 

四、肽、肽键与命名、多肽 

五、蛋白质分类、组成和性质 

 

执笔人：杨大伟                                                  审核人：王岩  

 

 

 

《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 

学时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总学分：3.5                                      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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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 

1. 杨毅主编. 有机化学纲要、习题及解答.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6 

2. 高鸿宾主编. 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3 

3. 邢琪毅主编. 基础有机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9 

4. 杨大伟、朴红善主编. 有机化学学习指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10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有机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我院纺织、印刷和包装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其先行课要求学生学习高等数学、大学物

理、普通化学。本课程的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学习本课程要使学生掌握有机物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化学性质，并通过学习了解简单化合物的合

成方法，掌握化学反应中的电子效应和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为下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作为我校的一门少学时的基础课程，针对我校主要以纺织类学生使用为主的特点，介绍了主要反应类

型和主要的反应机理，同时增加了 16 学时共计 4 个有机化学实验，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最简单的实

验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学会基本的有机化学反应。 

2. 掌握有机化学反应的机理，并且推测反应结果。 

3. 能运用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并且将其运用到纺织品领域的合成、改性中。 

第一章  绪  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分类和通性；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和共价键的基本属性；酸碱理

论。逐步掌握有机化学的学习方法。 

2．理解：分子轨道理论对共价键形成的解释。 

3．了解：有机化学发展史；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 

教学内容 

1．有机化学的产生与发展。 

2．含碳化合物的结构与化学键。 

3．化学键与分子性性质的关系。 

4．酸碱理论。 

5．碳原子的杂化方式。 

第二章  饱和烃：烷烃和环烷烃（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饱和烃的化学性质及构象异构，掌握自由基反应的反应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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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烃的化学性质及构象异构；自由基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 烷烃和环烷烃的通式和构造异构 

二、 烷烃和环烷烃的命名 

三、 烷烃和环烷烃的结构 

四、 烷烃和环烷烃的构象 

五、 烷烃和环烷烃的物理性质 

六、 烷烃和环烷烃的化学性质 

1. 卤代反应 

2. 其他取代反应 

3. 氧化反应 

4. 裂解及异构化反应 

5. 环烷烃的化学性质 

第三章  不饱和烃（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烯烃和炔烃的物理性质；烯烃和炔烃的化学性质：催化加氢、氢化热与烯烃的稳定性； 亲电加

成反应、亲电加成反应历程、亲电加成反应的取向； 过氧化物效应；亲核加成； α -氢原子的反应；炔氢

的反应。 

二烯烃的结构与共轭效应；共轭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烯烃、炔烃和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亲电加成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烯烃的结构 

二、烯烃的同分异构 

三、烯烃的命名 

1．烯基 

2．衍生命名法 

3．系统命名法 

四、顺反异构体的命名 

五、烯烃的物理性质 

六、烯烃的化学性质 

1．加成反应 

2．氧化反应 

3．聚合反应 

4．α －氢反应 

七、炔烃的结构 

1．碳原子的 sp 杂环轨道 

2．乙炔分子结构 

八、炔烃的构造异构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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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炔烃的构造异构 

2．炔烃的命名 

3．烯炔的命名 

九、炔烃的化学性质 

1．加成反应 

2．氧化反应 

3．炔烃的活泼氢反应 

十、二烯烃的分类和命名 

十一、1，3－丁二烯的结构 

十二、共轭体系和共轭效应 

十三、共轭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1．1，2－加成和 1，4－加成 

2．双烯合成 

第四章  芳烃（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苯的结构； 芳香烃的物理性质； 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两类定位基、定位规律的理论解释及定

位规律在合成上的应用。 

了解萘的结构、萘的化学性质（卤代、硝化、磺化、F-C 酰基化、氧化反应、还原反应）； 萘环上二

元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学会芳香性的判断。 

教学重点和难点 

苯的结构、亲电取代反应、取代基的定位规律、芳香性的判断。 

教学内容 

一、苯分子的结构 

二、单环芳烃的构造异构和命名 

三、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 

1．取代反应 

2．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机理 

3．加成反应 

4．氧化反应 

四、苯环上亲电取代反的定位规律 

1．两类定位基 

2．定位规律的理论解释 

3．二取代苯的定位规律 

4．定位规律的应用 

五、萘 

1．萘分子结构 

2．萘的化学性质 

六、非苯芳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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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映异构（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物质的对称因素；分子的手性； 构型的表示方法；含有手性碳原子分子的命名。 

教学重点和难点 

手性的判断；含有手性分子化合物的命名。 

教学内容 

一、物质的旋光性和比旋光度 

二、分子的手性和对映异构 

三、分子的构型 

1．构型的表示方法 

2．含有手性碳原子分子的命名 

第六章  卤代烃（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卤代烃的结构与分类； 卤代烃的制备方法； 卤代烃的物理性质；卤代烷的化学性质、亲核取代

反应历程（SN1、SN2）及其影响因素； 与金属的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亲核取代反应；亲核取代反应历程。 

教学内容 

一、卤代烷的分类 

二、卤代烷的命名 

三、卤代烷的物理性质 

四、卤代烷的化学性质 

1．取代反应 

2．亲核取代反应机理 

3．消除反应 

4．与金属作用 

第七章  醇、酚、醚（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醇的结构与分类； 醇的制备方法； 醇的物理性质； 醇的化学性质； 氧化和脱氢反 

酚的结构； 酚的制备方法； 酚的化学性质。 

醚的结构； 醚的制备方法；醚的化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醇和酚的化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醇的分类和构造异构 

1．醇的分类 

2．醇的构造异构 

二、醇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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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醇的化学性质 

1．酸碱性 

2．卤代烷的生成 

3．脱水反应 

4．酯的生成 

5．氧化 

四、酚的分类和命名 

五、酚的结构和物理性质 

六、酚的化学性质 

1．酚羟基中氢原子的反应 

2．芳环上的反应 

3．与三氯化铁的显色反应 

4． 还原 

七、醚的命名 

八、醚的物理性质 

九、醚的化学性质 

1． 盐的生成 

2．醚键的碳氧键断裂 

第八章  醛和酮（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醛和酮的结构； 醛和酮的制备方法； 醛和酮的物理性质；醛和酮的化学性质——亲核加成反应；

α -氢的反应（卤代反应、缩合反应、Mannich 反应）； 醛和酮的氧化和还原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醛和酮的化学性质；亲核加成反应。 

教学内容 

一、醛和酮的分类和命名 

二、羰基的结构 

三、醛和酮的物理性质 

四、醛和酮的化学性质 

1．羰基的加成反应 

2．α －氢原子的反应 

3．氧化和还原反应 

第九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羧酸的结构； 羧酸的制备方法； 羧酸及其衍生物的物理性质； 羧酸的化学性质； 羧酸

衍生物的生成； 羧基的还原反应； 脱羧反应； α -氢原子的卤代反应。 

掌握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还原反应； 与 Grignard 反应； 酰胺氮原子上的反应。 

掌握乙酰乙酸乙酯的化学性质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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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丙二酸二乙酯的制备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羧酸及其衍生物的化学性质；丙二酸二乙酯和乙酰乙酸乙酯在合成上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羧酸的分类和命名 

二、羧酸的结构和物理性质 

三、羧酸的化学性质 

1．羧酸的酸性 

2．羟基被取代反应 

3．还原反应 

4．脱羧反应 

5．α －氢原子的卤代反应 

四、羧酸衍生物的命名 

五、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1．取代反应 

2．还原反应 

3．还原反应与格利雅试剂的反应 

4．酯缩合反应 

5．酰胺的特殊反应 

六、丙二酸二乙酯和乙酰乙酸乙酯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1．丙二酸二乙酯的特性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2．乙酰乙酸乙酯的特性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第十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硝基化合物的结构； 掌握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胺的结构； 胺的制备方法； 胺的化学性质；

掌握季铵盐和季铵碱、季铵碱的热分解。 

 重点了解重氮盐的制备方法及重氮盐的结构； 重氮盐的化学性质（及在合成上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胺类化合物的化学性质、重氮和偶氮化合物；季铵碱的热分解。 

教学内容 

一、芳香族硝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 

二、芳香族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1．还原反应 

2．芳环上的取代反应 

3．硝基对处于其邻位和对位基团的影响 

三、胺的分类和命名 

四、胺的结构和物理性质 

五、胺的化学性质 

1．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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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烷基化 

3．酰基化 

4．与亚硝酸反应 

5．芳环上的取代反应 

六、季铵盐和季铵碱 

1．季铵盐 

2．季铵碱 

七、重氮盐的性质及其在合成上的应用 

1．放出氮的反应 

2．保留氮的反应 

八、腈的命名 

九、腈的化学性质 

第十一章  杂环化合物（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杂环化合物的命名； 五元和六元杂环化合物的结构与芳香性； 

五元杂环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及重要化合物——呋喃和糠醛、吡咯、噻吩。 

六元杂环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及重要化合物——吡啶。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五元和六元杂环化合物；五元和六元杂环化合物的结构与芳香性。 

教学内容 

一、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二、五元杂环化合物的结构和芳香性 

三、五元杂环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1．亲电取代反应 

2．加成反应 

四、糠醛 

五、六元杂环化合物——吡啶 

1．结构 

2．性质 

第十二章  生物分子（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糖类化合物的分类；单糖的结构（开链式、氧环式、Haworth 式、构象式、开链式-氧环式的互变

异构）；单糖的化学性质——氧化、还原、成脎反应、成苷反应、成酯和成醚反应。 

了解氨基酸的制备方法（α -卤代酸的氨解、Gabrial 合成法、Strecker 合成法）； 氨基酸的化学性质—

—两性和等电点、羧基的反应、氨基的反应、与水合茚三酮的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单糖的结构、性质和葡萄糖的结构；氨基酸的化学性质和蛋白质的结构。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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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水化合物 

1．葡萄糖的结构 

2．果糖的结构 

3．单糖的化学性质 

二、氨基酸和蛋白质 

1．氨基酸分类与命名 

2．氨基酸的性质 

3．蛋白质的结构 

 

执笔人：杨大伟                                            审核人：王岩 

 

 

 

《普通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普通化学/General Chemistr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 

学 时 数：6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1.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分析教研室编, 无机化学（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6 

2. 周公度著. 无机结构化学（无机化学丛书第十一卷）. 科学出版社. 1982.5 

3. 徐光宪、王祥云编. 物质结构（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11 

4. 段世铎、谭逸玲编. 界面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8 

5. 张祥麟编著. 配合物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4 

6. A.R.West 著. 苏勉曾等译. 固体化学及其应用.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8 

7. 张绶庆著. 新型无机材料概论.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7 

8. A.鲁丁著. 徐支祥译,聚合物科学与工程学基本原理. 科学出版社. 1982.5 

9. 潘祖仁主编. 高分子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1988.6 

开课单位：轻化与化学工程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无机与分析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包括热化学，化学反应的方向、程度和速率，水化学，电化学，物质结构基础以及金属元

素化学和非金属元素化学。在内容安排上，在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方面主要贯穿两条主线。前一条是从宏

观的热化学开始，引入一些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基础，并在水化学和电化学中予以应用。后一条是从

微观的物质结构开始，联系周期系，重点阐述一些与工科有关的典型物质的性质及应用。普通化学实验是

本课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理论课与实验课的密切结合，可以加深、巩固并扩大学生对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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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运用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化学问题的能力，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

操作技能和方法，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必要的化学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严谨的态度、实

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逐步具备科技人员应有的科学素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基本的化学理论知识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计算反应热、平

衡浓度，以及化学动力学知识，分析化学反应过程中的速率、机理等相应问题。掌握相平衡、电化学原子

结构、分子结构等的基础知识。 

2.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3. 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 

第一章  热化学（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状态函数的意义。 

2. 了解化学反应中的焓变在一般条件下的意义，理解等压热效应与反应中的焓变的关系。了解等容热

效应与反应中的内能变的关系。 

3. 初步掌握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有关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热力学第一定律  

2. 焓、焓变、标准生成焓 

3. 状态函数 

教学内容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焓变 

1. 状态与状态函数 

2. 热力学第一定律 

3. 焓变 

二、盖斯定律、生成焓、键能 

1. 盖斯定律 

2. 标准摩尔生成焓和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 

3. 键能 

第二章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化学反应中的熵变及吉布斯函数变在一般条件下的意义。 

初步掌握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的有关计算，能应用摩尔吉布斯函数变或标准摩尔吉布斯

函数变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 

2. 理解标准平衡常数的意义及其与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的关系，并初步掌握有关计算。 

理解浓度、压力和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3. 了解浓度、温度与反应速率的定量关系。了解元反应和反应级数的概念。能用阿仑尼乌斯公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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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计算。 

能用活化能和活化分子的概念，说明浓度、温度、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熵及熵变，反应方向的判据及应用条件 

2. 温度、压力、浓度及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3. 化学平衡的特征，平衡常数的计算，平衡的移动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方向、熵 

1. 影响反应方向的因素 

2. 反应的熵变 

二、吉布斯函数变与反应方向 

1. 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 

2. 反应自发性的判断 

3. 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的计算及应用 

三、化学平衡 

1. 化学平衡和平衡常数 

2. 化学平衡的移动 

四、化学反应速率 

1. 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2. 浓度的影响和反应级数 

3. 温度的影响和阿仑尼乌斯公式 

4. 反应的活化能和催化剂 

第三章  水溶液化学（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稀溶液的依数性。 

2. 明确酸碱的解离平衡、分级解离和缓冲溶液的概念，能进行溶液 pH 值的基本计算，能进行同离子

效应等离子平衡如缓冲溶液的计算。 

3. 初步掌握溶度积和溶解度的基本计算，了解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稀溶液的依数性的应用及计算 

2. 弱电解质溶液的解离平衡，一元酸碱平衡的精确计算 

3. 缓冲溶液的性质、应用 

4. 溶度积常数及应用 

教学内容 

一、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 

1. 物质的量浓度 

2. 质量摩尔浓度 

3. 物质的摩尔分数 

4. 物质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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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质的质量浓度 

二、稀溶液的依数性 

1. 溶液的蒸气压下降 

2. 溶液的沸点上升和凝固点下降 

3. 渗透压 

三、强电解质溶液 

四、单相离子平衡 

1. 酸和碱的概念 

2. 酸和碱在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及 pH 值的计算 

3. 缓冲溶液和 pH 的控制 

五、多相离子平衡 

1. 多相离子平衡和溶度积 

2. 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 

第四章  电化学（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电极电势的概念，能用能斯特方程式进行有关计算。 

2. 能应用电极电势的数据判断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相对强弱及氧化还原反应自发进行的方向和程度。 

  了解摩尔吉布斯函数变与原电池电动势、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与氧化还原反应平衡常数的关系。 

3. 联系电极电势概念，了解电解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电极电势、电动势 

2. 能斯特方程式及电动势与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的关系 

3. 电解池中的放电规律 

教学内容 

一、原电池和电极电势 

 1. 原电池 

 2. 电极电势 

二、电动势与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 

1. 电动势与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的关系 

2. 浓度的影响和能斯特方程式 

三、电极电势的应用 

1. 氧化剂和还原剂相对强弱的比较 

2. 氧化还原反应方向的判断 

3. 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程度的衡量 

4. 化学电源 

四、电解 

1. 分解电压和超电势 

2. 电解池中两极的电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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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物质结构基础（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联系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特征，了解波函数、四个量子数和电子云的基本概念，了解 s、p、d 波函

数和电子云的角度分布示意图。 

2. 掌握周期系元素的原子的核外电子分布的一般规律及与长式周期表的关系，明确原子（及离子）的

外层电子分布和元素按 s、p、d、ds、f 分区的情况。 

联系原子结构了解元素的某些性质的一般递变情况。 

3. 了解共价键的价键理论的基本要点以及键长、键角和键能的概念。 

了解分子电偶极矩的概念及其应用，能区分极性分子与非极性分子。 

能联系杂化轨道理论（s—p 型）说明一些典型分子的空间构型。 

4. 在明确化学键、分子间力（以及氢键）的本质及特性的基础上，了解晶体结构及其对物质性质的影

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鲍林能级组，核外电子分布规律 

2. 原子轨道能级，元素周期性的变化规律 

3. 杂化轨道的类型及空间分布 

4. 分子间力的种类及作用特点 

教学内容 

一、原子结构理论 

1. 氢原子光谱与玻尔模型 

2.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二、原子轨道与电子云 

1. 原子轨道 

2. 电子云 

三、原子轨道能级 

1. 原子轨道的能级规律 

2. 鲍林能级组 

四、核外电子分布与元素周期系 

1. 核外电子分布的三个原则 

2. 核外电子分布式和外层电子分布式 

3. 核外电子分布与元素周期系 

五、化学键、共价键理论 

1. 化学键及其类型 

2. 价键理论 

3. 杂化轨道理论 

六、分子间相互作用力、晶体结构 

1. 分子的极性和电偶极矩 

2. 分子间力 

3. 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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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5. 晶体结构 

第六章  金属元素（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联系物质结构基础知识，了解金属单质的熔点、硬度以及导电性等物理性质的一般规律。 

2. 联系化学热力学基础知识，了解金属单质的还原性以及在常温和高温下与氧结合能力的变化情况。

了解金属的配合特性以及一般配合物的组成、命名和某些特殊配合物的概念，了解配合物价键理论的基本

要点以及配合物的一些实际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金属单质的还原性 

2. 配位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应用 

教学内容 

一、金属单质的物理性质 

1. 熔点、沸点和硬度 

2. 导电性 

二、金属单质的还原性 

1. 金属单质的活泼性 

2. 温度对单质活泼性影响 

3. 金属的钝化 

三、配位化合物 

1. 配位化合物的组成 

2. 配位化合物的命名 

3. 配位化合物的价键理论 

4. 配位化合物的应用 

第七章  非金属元素（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联系物质结构基础知识及周期系，了解非金属单质及其化合物的熔点、沸点、硬度以及导电性等物

理性质的一般规律。 

2. 联系周期系和电极电势，了解某些非金属单质及其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酸碱性、热稳定性及与水

作用等化学性质的一般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非金属元素的单质、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非金属单质和化合物的物理性质 

1. 熔点、沸点、硬度和晶体结构 

2. 导电性 

二、非金属单质和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1. 氧化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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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酸碱性 

3. 热稳定性 

 

执笔人：翟滨                                               审核人：许绚丽 

 

 

《物理化学 1.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物理化学 1.2/Physical Chemistry1.2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 化工、应化、轻化、环工、高分子、无机 

学 时 数：72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4.5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为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 

教学参考书： 

1. 天津大学主编. 物理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5 

2. 于春玲主编. 物理化学解题指导.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10 

3. 天津大学主编. 物理化学解题指南.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1.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物理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课程是化工类专业重要理论基础课，其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热力学、统计热力学（不要求）、

化学动力学三大部分。其先行课要求学生学习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是从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联系入手，采用数学的手段研究化学变化的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

方法多采取理想化方法，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其实验是采用物理实验的方法。 

化学热力学采用经典的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三定律，从宏观上研究化学变化

过程的规律，通过理论计算来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化学平的衡位置）、以及平衡状态时系统的相

变化、界面变化、电化学变化、胶体化学变化的规律，同时，研究影响这些变化规律的因素（如：温度、

压力、浓度、组成等等）。 

化学动力学研究化学反应的速率和机理，以及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条件（如：温度、压力、浓度、组

成、催化剂等等）。通过化学反应的条件控制化学反应的进行，通过化学反应机理的研究，确定化学反应

的速率方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物理化学的理论知识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平衡条件，以及化

学动力学知识分析化学反应过程中的速率、机理等相应问题。掌握相平衡、电化学、界面化学、胶体化学

的基础知识。 

2．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化学反应过程从宏观到微观有了一个理性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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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可以从理论的层面上认识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并具有运用理论计算和理解化学应过程中的相关问

题的能力。 

第一章  气体的 pVT 关系（4 学时包括绪论 0.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使用，了解理想气体与实际气体的区别。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分体积定律和分压定律的应用。 

难点：实际气体范德华方程、压缩因子、对应状态原理及临界性质。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板书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一、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1.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2．理想气体模型 

3．摩尔气体常数 

二、理想气体混合物 

1. 混合物的组成 

2. 气体状态方程对理想气体混合物的应用 

3. 道尔顿定律 

4. 阿玛加定律 

三、气体的液化及临界参数 

1. 液体的饱和蒸气压 

2. 真实气体的 p—Vm图及气体的液化 

3. 临界参数 

四、真实气体状态方程 

1. 真实气体的 pVm—p 图及波义尔温度 

2. 范德华方程 

五．对应状态原理及普遍化压缩因子图 

1. 压缩因子 

2. 对应状态原理 

3. 普遍化压缩因子图 

第二章  热力学第一定律（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热力学的基概念，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封闭系统的 pVT 变化、相变化、化学变化过程的热、

功、焓变、系统内能变化值。了解节流膨胀与焦尔——汤姆逊效应。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状态函数的特征；计算封闭系统的 pVT 变化、相变化、化学变化过程的热、功、焓变、系

统内能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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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封闭系统理想气体 pVT 变化过程、不可逆相变过程和绝热过程的热、

功、焓变、系统内能变化值。 

教学方法及手段 

授课采用多媒体方式。这样可以讲解大量的习题，帮助学生理解疑难。 

教学内容 

一、热力学基本概念 

1. 系统和环境 

2. 状态和状态函数 

3. 过程和途径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1. 功 

2. 热 

3. 热力学能 

4. 热力学第一定律 

三、恒容热、恒压热，焓 

1. 恒容热 

2. 恒压热 

3. 焓 

4. ,UQV  ,HQP  两关系式的意义 

四、热容，恒容变温过程、恒压变温过程 

1. 热容 

2. 气体恒容变温过程 

3．气体恒压变温过程 

4．凝聚态物质变温过程 

五、焦尔实验，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焓 

1．焦尔实验 

2．焦尔实验的讨论,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 

3．理想气体的焓 

六、气体可逆膨胀压缩过程，理想气体绝热可逆过程方程式 

1．可逆绝热过程 

2．气体可逆膨胀压缩过程 

3．理想气体恒温可逆过程 

4．理想气体绝热可逆过程 

七、相变化过程 

1．相变焓 

2．相变焓与温度的关系 

八、化学计量数、反应进度和标准摩尔反应焓 

1．化学计量数 

2．反应进度 

3．摩尔反应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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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准摩尔反应焓 

九、由标准标准摩尔生成焓与标准摩尔燃烧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 

1．标准摩尔生成焓及由标准标准摩尔生成焓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 

2．标准标准摩尔燃烧焓和由标准摩尔燃烧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 

3．标准摩尔反应焓随温度的变化——基尔霍夫公式 

十、节流膨胀与焦尔——汤姆逊效应 

1． 焦尔——汤姆逊实验 

2． 节流膨胀的热力学特征及焦尔——汤姆逊系数 

3． 焦尔——汤姆逊系数正负号的热力学分析 

第三章  热力学第二定律（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熵函数的物理意义，通过计算状态函数的变化值，可以正确判断任意过程的变化方向。要求能够

计算封闭系统变化过程的熵函数、吉布斯函数和亥姆霍兹函数的变化值。应用热力学基本方程和麦克斯韦

关系式进行简单的热力学关系式的证明。能够应用克拉佩龙方程和克拉佩龙—克劳修斯方程进行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封闭系统变化过程的熵函数及吉布斯函数的变化值的计算。 

难点：封闭系统变化过程的熵函数及吉布斯函数的变化值的计算，有关热力学基本方程和麦克斯韦关

系式的证明。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辅以习题课加强学生对内容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卡诺循环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 

1．自发过程举例 

2．自发过程逆向进行必须消耗功 

3．自发过程的共同特性 

4．热力学第二定律 

三、熵, 熵增加原理 

1．卡诺定理 

2．卡诺定理的推论 

3．熵 

4．熵的物理意义 

5．克劳修斯不等式 

6．熵判据——熵增加原理 

四、单纯 pVT 变化熵变的计算 

1．环境熵变的计算 

2．凝聚态物质变温过程熵变的计算 

3．气体恒容变温、恒压变温过程熵变的计算 

4．理想气体 pVT 变化过程熵变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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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变过程熵变的计算 

1．可逆相变 

2．不可逆相变 

六、热力学第三定律和化学变化过程熵变的计算 

1．能斯特热定理 

2．热力学第三定律 

3．规定熵和标准熵 

 4．标准摩尔反应熵的计算 

     5．标准摩尔反应熵随温度的变化 

七、亥姆霍兹函数和吉布斯函数 

1．亥姆霍兹函数 

2．吉布斯函数 

3．对亥姆霍兹函数判据和吉布斯函数判据的说明 

4．恒温过程亥姆霍兹函数变，吉布斯函数变的计算 

八、热力学基本方程 

1．热力学基本方程 

2．由热力学基本方程计算纯物质pVT变化过程的 A , G  

3．多组分多相平衡系统恒温变压过程中的应用 

九、克拉佩龙方程 

 1．克拉佩龙方程 

2．固一液平衡、固一气平衡积分式 

3．液一气、固一气平衡的蒸气压方程一一克劳修斯一克拉佩龙方程 

 4．外压对液体饱和蒸气压的影响 

 十、吉布斯一亥姆霍兹方程和麦克斯韦关系式 

     1．吉布斯一亥姆霍兹方程 

     2．麦克斯韦关系式 

3．热力学函数关系式的推导和证明 

第四章  多组分系统热力学（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应用热力学原理解决多组分系统问题，了解多组分系统容量性质的表示；掌握偏摩尔量与化学势的概

念，掌握理想液态混合物、理想稀溶液性质的计算。了解稀溶液的依数性，逸度与逸度因子，活度及活度

因子。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偏摩尔量与化学势，理想液态混合物，理想稀溶液。 

难点：偏摩尔量与化学势。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偏摩尔量 



 

 284 

1． 问题的提出 

    2．偏摩尔量 

    3．偏摩尔量的测定法举例 

4．偏摩尔量与摩尔量的差别 

    5．吉布斯一杜亥姆方程 

6．偏摩尔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二、化学势 

    1．多组分单相系统的热力学公式 

2．多组分多相系统的热力学公式… 

3．化学势判据及应用 

三、气体组分的化学势 

    1．纯理想气体的化学势 

    2．理想气体混合物中任一组分的化学势 

 3．纯真实气体的化学势 

    4．真实气体混合物中任一组分的化学势 

四、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 

    1．拉乌尔定律 

    2．亨利定律 

    3．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的微观解释 

    4．拉乌尔定律与亨利定律的对比 

五、理想液态混合物 

    1．理想液态混合物 

2．理想液态混合物中任一组分的化学势 

    3．理想液态混合物的混合性质 

六、理想稀溶液 

    1．溶剂的化学势 

    2．溶质的化学势 

    3．其它组成标度表示的溶质的化学势 

    4．溶质化学势表示式的应用举例一一分配定律 

七、稀溶液的依数性 

1．溶剂蒸气压下降 

2．凝固点降低(析出固态纯溶剂) 

    3．沸点升高(溶质不挥发)  

4．渗透压 

*八、逸度与逸度因子 

*九、活度及活度因子 

*选讲，不考核。 

第五章  化学平衡（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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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化学平衡条件，应用等温方程判断反应平衡趋势。用化学反应的吉布斯函数计算平衡组成、转化

率、平衡常数；熟练掌握范特霍夫等压方程的不定积分形式和定积分形式的计算。了解外界条件对化学平

衡的影响；了解同时反应平衡组成的计算；了解真实气体反应的化学平衡及混合物和溶液中的化学平衡的

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应用等温方程判断平衡趋势；计算出平衡组成、转化率、平衡常数；范特霍夫等压方程的不定

积分形式和定积分形式的计算。 

难点：范特霍夫等压方程的不定积分形式和定积分形式的计算。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的等温方程  

1．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与化学反应亲和势 

2．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与反应进度的关系，平衡条件 

    3．化学反应的等温方程 

二、理想气体化学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 

    1．标准平衡常数 

    2．有纯凝聚态物质参加的理想气体化学反应 

    3．相关化学反应标准平衡常数之间的关系 

    4．标准平衡常数
K 的测定 

    5．平衡组成的计算 

    6．其它的平衡常数 

三、温度对标准平衡常数的影响 

    1．范特霍夫方程 

    2．


mr H 为定值时范特霍夫方程的积分式 

    3．


mr H 为温度的函数时范特霍夫方程的积分式 

四、其它因素对理想气体化学平衡的影响   

    1．压力对于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2．惰性组分对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3．反应物的摩尔比对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五、同时反应平衡组成的计算 

*六、真实气体反应的化学平衡 

*七、混合物和溶液中的化学平衡 

*选讲，不考核。 

第六章  相平衡(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应用相律计算系统的组分数、相数、自由度数；能够解析二组分（气~液、液~液、液~固）相图。 

能够计算出二相平衡区内的各相的物质量。 

教学重点与难点 



 

 286 

重点：用相律计算系统的组分数、相数、自由度数。解析二组分相图；能够计算出二相平衡区内的各

相的物质量。 

难点：计算系统的组分数，解析二组分（气~液、液~液、液~固）相图。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本章内容图形较多，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效果非常好。 

教学内容 

一、相律 

    1．自由度数 

    2．相律的推导 

    3. 组分数 

    4．几点说明 

    5．相律的意义 

二．杠杆规則 

三、单组分系统相图 

1．水的相平衡实验数据 

    2．水的相图 

    3．相图的说明 

四、二组分理想液态混合物的气一液平衡相图 

1．压力一组成图     

2．温度一组成图 

五、二组分真实液态混合物的气一液平衡相图 

1．压一液相组成图 

    2．压力一组成图 

    3．温度一组成图 

    4．小结 

六、二组分液态部分互溶系统及完全不互溶系统的气一液平衡相图 

    1．部分互溶液体的相互溶解度 

    2．共轭溶液的饱和蒸气压 

3．部分互溶系统的温度一组成图  

4．完全不互溶系统的温度一组成图 

七、二组分固态不互溶系统液一固平衡相图  

    1．相图的分析 

    2．热分析法 

    3．溶解度法 

八、二组分固态互溶系统液一固平衡相图   

    1．固态完全互溶系统 

2．固态部分互溶系统 

九、生成化合物的二组分凝聚系统相图 

    1．生成稳定化合物系统 

    2．生成不稳定化合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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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电化学（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及。掌握平均活度的概念和计算，原电池的书写、原电池的设计，原电池

电动势的计算及由原电池电动势计算电池反应的热力学状态函数值。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及平均活度的概念和计算，原电池的书写、原电池的设计，原电池

电动势的计算及由原电池电动势计算电池反应的热力学状态函数值。 

难点：原电池的书写、原电池的设计。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及法拉第定律 

    1．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 

    2．法拉第定律 

二、离子迁移数 

    1．离子迁移数的定义 

    2．离子迁移数的测定方法 

三、电导、电导率和摩尔电导率 

    1．定义 

    2．电导的测定 

    3．摩尔电导率与浓度的关系 

4．离子独立运动定律和离子的摩尔电导率 

5．电导测定的应用 

四、电解质的平均离子活度因子及德拜一休克尔极限公式 

1．平均离子活度和平均离子活度因子 

2．离子强度 

3．德拜一休克尔极限公式 

五、可逆电池及其电动势的测定 

    1．可逆电池 

    2．韦斯顿标准电池 

3．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六、 原电池热力学  

    1．由可逆电动势计算电池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 

    2．由原电池电动势的温度系数计算电池反应的摩尔熵变 

    3．由电池电动势及电动势的温度系数计算电池反应的摩尔焓变 

    4．计算原电池可逆放电时的反应热 

    5．能斯特方程 

七、电极电势和液体接界电势  

    1．电极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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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液体接界电势及其消除 

八、电极的种类 

    1．第一类电极 

    2．第二类电极 

    3．氧化还原电极 

九、原电池设计举例 

   *十、分解电压 

   *十一、极化作用 

*选讲，不考核。 

第八章  界面现象（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表面现象的特殊性的原理，要求掌握表面张力的概念以及由其产生的润湿现象、

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亚稳态和新相的生成现象的原理；了解固体表面吸附的知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亚稳态和新相的生成现象的原理。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界面张力 

    1． 液体的表面张力、表面功及表面布斯函数 

    2．热力学公式 

    3．界面张力及其影响因素 

二、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及其后果 

    1．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一一拉普拉斯方程 

    2．微小液滴的饱和蒸气压一一开尔文公式 

3．亚稳状态及新相的生成 

三、固体表面 

    1．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 

    2．等温吸附 

    3．吸附经验式一一弗罗因德利希公式 

    4．朗缪尔单分子层吸附理论及吸附等温式 

    5．多分子层吸附理论一一BET公式 

    6．吸附热力学 

四、液一固界面 

1．接触角与杨氏方程 

2．润湿现象 

3．固体自溶液中的吸附 

五、溶液表面 

1.溶液表面的吸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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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面过剩与吉布斯吸附等温式 

    3.表面活性物质在吸附层的定向排列 

4.表面活性物质 

第九章  化学动力学（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化学动力学基础知识，能够进行简单级数动力学计算，学会由反应机理近似推导反应速率方程。

了解复杂反应、链反应的特征及反应速率理论。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简单级数动力学计算，阿累尼乌斯经验方程，活化能的概念和计算；学会由反应机理近 

似推导反应速率方程；了解复杂反应处理方法。 

难点：由反应机理近似推导反应速率方程，复杂反应的计算。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及速率方程 

1. 反应速率的定义 

2. 基元反应和非基元反应 

3. 基元反应的速率方程一一质量作用定律, 反应分子数 

4. 化学反应速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反应级数 

5. 用气体组分的分压表示的速率方程 

二、速率方程的积分形式 

1. 零级反应 

2. 一级反应 

3. 二级反应 

4. n 级反应 

5. 小结 

三、速率方程的确定 

1. 微分法 

2. 尝试法 

3. 半衰期法 

四、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活化能 

1. 阿伦尼乌斯方程 

2. 活化能 

3. 活化能与反应热的关系 

五、典型复合反应  

1. 对行反应 

2. 平行反应 

3. 连串反应 

六、复合反应速率的近似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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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取控制步骤法 

2. 平衡态近似法 

3. 稳态近似法 

4. 非基元反应的表观活化能与基元反应活化能之间的关系 

七、链反应 

1．单链反应的特征 

2．由单链反应的机理推导反应速率方程 

3．支链反应与爆炸界限 

八、气体反应的碰撞理论    

1．气体反应的碰撞理论 

2．碰撞理论与阿伦尼乌斯方程的比较 

九、势能面与过渡状态理论 

1．势能面 

2．反应途径 

3．活化络合物 

4．艾林方程 

5．艾林方程的热力学表示式 

第十章  胶体化学（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胶体系统的基本性质，熟悉憎液溶胶的稳定与聚沉，了解乳状液、泡沫、悬浮液和气溶胶；了解

高子化合物溶液。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胶体系统的基本性质；熟悉憎液溶胶的稳定与聚沉。 

难点：掌握胶体系统的基本（动力学、电学、光学）性质，胶体分散系统及其基本性质。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胶体的制备 

    1．分散法 

    2．凝聚法 

    3．溶胶的净化 

二、胶体系统的光学性质 

1．丁铎尔效应 

    2．瑞利公式 

    3．超显微镜与粒子大小的近似测定 

三、胶体系统的动力性质 

    1．布朗运动 

    2．扩散 

    3．沉降与沉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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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溶胶系统的电学性质 

    1．双电层理论 

    2．溶胶的电动现象 

    3．溶胶的胶团结构 

五、溶胶的稳定与聚沉 

    1．溶胶的经典稳定理论一一DLV0理论 

    2．溶胶的聚沉 

六．悬浮液 

七、乳状液 

    1．乳状液类型的鉴别 

    2．乳状液的稳定 

    3．乳状液的去乳化 

八、泡沫 

九、气溶胶 

    1．粉尘的分类 

    2．粉尘的性质 

    3．气体除尘 

十、高分子化合物溶液的渗透压和粘度 

    1．高分子溶液的渗透压 

2．唐南平衡 

    3．高分子溶液的粘度 

十一、高分子溶液的盐析、胶凝作用与凝胶的溶胀 

 

执笔人： 王  岩                                                 审核人：戴洪义 

 

 

 

《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 生工、生技、葡工、食品、食质、海洋、包装 

学 时 数：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 

1. 天津大学主编. 物理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5 

2. 于春玲主编. 物理化学解题指导.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10 

3. 天津大学主编. 物理化学解题指南.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1.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基础化学教学中心  物理化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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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课程是化工类专业重要理论基础课，其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热力学、统计热力学（不要求）、

化学动力学三大部分。其先行课要求学生学习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是从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联系入手，采用数学的手段研究化学变化的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

方法多采取理想化方法，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其实验是采用物理实验的方法。 

化学热力学采用经典的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三定律，从宏观上研究化学变化

过程的规律，通过理论计算来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化学平的衡位置）、以及平衡状态时系统的相

变化、界面变化、电化学变化、胶体化学变化的规律，同时，研究影响这些变化规律的因素（如：温度、

压力、浓度、组成等等）。 

化学动力学研究化学反应的速率和机理，以及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条件（如：温度、压力、浓度、组

成、催化剂等等）。通过化学反应的条件控制化学反应的进行，通过化学反应机理的研究，确定化学反应

的速率方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物理化学的理论知识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平衡条件，以及化

学动力学知识分析化学反应过程中的速率、机理等相应问题。掌握相平衡、电化学的基础知识。 

2．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化学反应过程从宏观到微观有了一个理性的理解和认识。 

3．学生可以从理论的层面上认识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并具有运用理论计算和理解化学应过程中的相关问

题的能力。 

第一章  气体的 pVT 关系（3 学时包括绪论 0.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使用，了解理想气体与实际气体的区别。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分体积定律和分压定律的应用。 

难点：实际气体范德华方程、压缩因子、对应状态原理及临界性质。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板书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一、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1.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2. 理想气体模型 

3. 摩尔气体常数 

二、理想气体混合物 

1. 混合物的组成 

2. 气体状态方程对理想气体混合物的应用 

3. 道尔顿定律 

4. 阿玛加定律 

三、气体的液化及临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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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体的饱和蒸气压 

2. 真实气体的 p—Vm图及气体的液化 

3. 临界参数 

第二章  热力学第一定律（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热力学的基概念，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封闭系统的 pVT 变化、相变化、化学变化过程的热、

功、焓变、系统内能变化值。了解节流膨胀与焦尔——汤姆逊效应。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状态函数的特征；计算封闭系统的 pVT 变化、相变化、化学变化过程的热、功、焓变、系

统内能变化值。 

难点：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封闭系统理想气体 pVT 变化过程、不可逆相变过程和绝热过程的热、

功、焓变、系统内能变化值。 

教学方法及手段 

授课采用多媒体方式。这样可以讲解大量的习题，帮助学生理解疑难。 

教学内容 

一、热力学基本概念 

1．系统和环境 

2．状态和状态函数 

3．过程和途径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1．功 

2．热 

3．热力学能 

4．热力学第一定律 

三、恒容热、恒压热，焓 

1．恒容热 

2．恒压热 

3． 焓 

4． ,UQV  ,HQP  两关系式的意义 

四、热容，恒容变温过程、恒压变温过程 

1．热容 

2．气体恒容变温过程 

3．气体恒压变温过程 

4．凝聚态物质变温过程 

五、焦尔实验，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焓 

1．焦尔实验 

2．焦尔实验的讨论,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 

3．理想气体的焓 

六、气体可逆膨胀压缩过程，理想气体绝热可逆过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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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逆绝热过程 

2．气体可逆膨胀压缩过程 

3．理想气体恒温可逆过程 

4．理想气体绝热可逆过程 

七、相变化过程 

1．相变焓 

2．相变焓与温度的关系 

八、化学计量数、反应进度和标准摩尔反应焓 

1．化学计量数 

2．反应进度 

3．摩尔反应焓 

4．标准摩尔反应焓 

九、由标准标准摩尔生成焓与标准摩尔燃烧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 

1．标准摩尔生成焓及由标准标准摩尔生成焓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 

2．标准标准摩尔燃烧焓和由标准摩尔燃烧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 

3．标准摩尔反应焓随温度的变化——基尔霍夫公式 

十、节流膨胀与焦尔——汤姆逊效应 

1. 焦尔——汤姆逊实验 

2. 节流膨胀的热力学特征及焦尔——汤姆逊系数 

3. 焦尔——汤姆逊系数正负号的热力学分析 

第三章  热力学第二定律（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熵函数的物理意义，通过计算状态函数的变化值，可以正确判断任意过程的变化方向。要求能够

计算封闭系统变化过程的熵函数、吉布斯函数和亥姆霍兹函数的变化值。应用热力学基本方程和麦克斯韦

关系式进行简单的热力学关系式的证明。能够应用克拉佩龙方程和克拉佩龙—克劳修斯方程进行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封闭系统变化过程的熵函数及吉布斯函数的变化值的计算。 

难点：封闭系统变化过程的熵函数及吉布斯函数的变化值的计算，有关热力学基本方程和麦克斯韦关

系式的证明。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辅以习题课加强学生对内容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卡诺循环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 

1．自发过程举例 

2．自发过程逆向进行必须消耗功 

3．自发过程的共同特性 

4．热力学第二定律 

三、熵, 熵增加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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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诺定理 

2．卡诺定理的推论 

3．熵 

4．熵的物理意义 

5．克劳修斯不等式 

6．熵判据——熵增加原理 

四、单纯 pVT 变化熵变的计算 

1．环境熵变的计算 

2．凝聚态物质变温过程熵变的计算 

3．气体恒容变温、恒压变温过程熵变的计算 

4．理想气体 pVT 变化过程熵变的计算 

五、相变过程熵变的计算 

1．可逆相变 

2．不可逆相变 

六、热力学第三定律和化学变化过程熵变的计算 

1．能斯特热定理 

2．热力学第三定律 

3．规定熵和标准熵 

 4．标准摩尔反应熵的计算 

     5．标准摩尔反应熵随温度的变化 

七、亥姆霍兹函数和吉布斯函数 

1．亥姆霍兹函数 

2．吉布斯函数 

3．对亥姆霍兹函数判据和吉布斯函数判据的说明 

4．恒温过程亥姆霍兹函数变，吉布斯函数变的计算 

八、热力学基本方程 

1．热力学基本方程 

2．由热力学基本方程计算纯物质pVT变化过程的 A , G  

3．多组分多相平衡系统恒温变压过程中的应用 

九、克拉佩龙方程 

 1．克拉佩龙方程 

2．固一液平衡、固一气平衡积分式 

3．液一气、固一气平衡的蒸气压方程一一克劳修斯一克拉佩龙方程 

 4．外压对液体饱和蒸气压的影响 

 十、吉布斯一亥姆霍兹方程和麦克斯韦关系式 

     1．吉布斯一亥姆霍兹方程 

     2．麦克斯韦关系式 

3．热力学函数关系式的推导和证明 

第四章  多组分系统热力学（3 学时） 



 

 296 

教学目的和要求 

应用热力学原理解决多组分系统问题，了解多组分系统容量性质的表示；掌握偏摩尔量与化学势的概

念，掌握理想液态混合物、理想稀溶液性质的计算。了解稀溶液的依数性，逸度与逸度因子，活度及活度

因子。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偏摩尔量与化学势，理想液态混合物，理想稀溶液。 

难点：偏摩尔量与化学势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偏摩尔量 

1．问题的提出 

    2．偏摩尔量 

    3．偏摩尔量的测定法举例 

4．偏摩尔量与摩尔量的差别 

    5．吉布斯一杜亥姆方程 

6．偏摩尔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二、化学势 

    1．多组分单相系统的热力学公式 

2．多组分多相系统的热力学公式… 

3．化学势判据及应用 

三、气体组分的化学势 

    1．纯理想气体的化学势 

    2．理想气体混合物中任一组分的化学势 

 3．纯真实气体的化学势 

    4．真实气体混合物中任一组分的化学势 

四、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 

    1．拉乌尔定律 

    2．亨利定律 

    3．拉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的微观解释 

    4．拉乌尔定律与亨利定律的对比 

五、理想液态混合物 

    1．理想液态混合物 

2．理想液态混合物中任一组分的化学势 

    3．理想液态混合物的混合性质 

第五章  化学平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化学平衡条件，应用等温方程判断反应平衡趋势。用化学反应的吉布斯函数计算平衡组成、转化

率、平衡常数；熟练掌握范特霍夫等压方程的不定积分形式和定积分形式的计算。了解外界条件对化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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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影响；了解同时反应平衡组成的计算；了解真实气体反应的化学平衡及混合物和溶液中的化学平衡的

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应用等温方程判断平衡趋势；计算出平衡组成、转化率、平衡常数；范特霍夫等压方程的不定

积分形式和定积分形式的计算。 

难点：范特霍夫等压方程的不定积分形式和定积分形式的计算。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的等温方程  

1．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与化学反应亲和势 

2．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与反应进度的关系，平衡条件 

    3．化学反应的等温方程 

二、理想气体化学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 

    1．标准平衡常数 

    2．有纯凝聚态物质参加的理想气体化学反应 

    3．相关化学反应标准平衡常数之间的关系 

    4．标准平衡常数
K 的测定 

    5．平衡组成的计算 

    6．其它的平衡常数 

三、温度对标准平衡常数的影响 

    1．范特霍夫方程 

    2．

mr H 为定值时范特霍夫方程的积分式 

    3．

mr H 为温度的函数时范特霍夫方程的积分式 

四、其它因素对理想气体化学平衡的影响   

    1．压力对于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2．惰性组分对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3．反应物的摩尔比对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第六章  相平衡(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应用相律计算系统的组分数、相数、自由度数；能够解析二组分（气~液、液~液、液~固）相图。 

能够计算出二相平衡区内的各相的物质量。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用相律计算系统的组分数、相数、自由度数。解析二组分相图；能够计算出二相平衡区内的各

相的物质量。 

难点：计算系统的组分数，解析二组分（气~液、液~液、液~固）相图。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本章内容图形较多，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效果非常好。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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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律 

    1．自由度数 

    2．相律的推导 

    3、组分数 

    4．几点说明 

    5．相律的意义 

二．杠杆规則 

三、单组分系统相图 

1．水的相平衡实验数据 

    2．水的相图 

    3．相图的说明 

四、二组分理想液态混合物的气一液平衡相图 

1．压力一组成图     

2．温度一组成图 

五、二组分真实液态混合物的气一液平衡相图 

1．压一液相组成图 

    2．压力一组成图 

    3．温度一组成图 

    4．小结 

六、二组分液态部分互溶系统及完全不互溶系统的气一液平衡相图 

    1．部分互溶液体的相互溶解度 

    2．共轭溶液的饱和蒸气压 

3．部分互溶系统的温度一组成图  

4．完全不互溶系统的温度一组成图 

七、二组分固态不互溶系统液一固平衡相图  

    1．相图的分析 

    2．热分析法 

    3．溶解度法 

八、二组分固态互溶系统液一固平衡相图   

    1．固态完全互溶系统 

2．固态部分互溶系统 

九、生成化合物的二组分凝聚系统相图 

    1．生成稳定化合物系统 

    2．生成不稳定化合物系统 

第七章  电化学（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及。掌握平均活度的概念和计算，原电池的书写、原电池的设计，原电池

电动势的计算及由原电池电动势计算电池反应的热力学状态函数值。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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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电导、电导率、摩尔电导率及平均活度的概念和计算，原电池的书写、原电池的设计，原电池

电动势的计算及由原电池电动势计算电池反应的热力学状态函数值。 

难点：原电池的书写、原电池的设计。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及法拉第定律 

    1．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 

    2．法拉第定律 

二、离子迁移数 

    1．离子迁移数的定义 

    2．离子迁移数的测定方法 

三、电导、电导率和摩尔电导率 

    1．定义 

    2．电导的测定 

    3．摩尔电导率与浓度的关系 

4．离子独立运动定律和离子的摩尔电导率 

5．电导测定的应用 

四、电解质的平均离子活度因子及德拜一休克尔极限公式 

1．平均离子活度和平均离子活度因子 

2．离子强度 

3．德拜一休克尔极限公式 

五、可逆电池及其电动势的测定 

    1．可逆电池 

    2．韦斯顿标准电池 

3．电池电动势的测定 

六、 原电池热力学  

    1．由可逆电动势计算电池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 

    2．由原电池电动势的温度系数计算电池反应的摩尔熵变 

    3．由电池电动势及电动势的温度系数计算电池反应的摩尔焓变 

    4．计算原电池可逆放电时的反应热 

    5．能斯特方程 

第八章  化学动力学（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化学动力学基础知识，能够进行简单级数动力学计算，学会由反应机理近似推导反应速率方程。

了解复杂反应、链反应的特征及反应速率理论。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简单级数动力学计算，阿累尼乌斯经验方程，活化能的概念和计算；学会由反应机理近似推导

反应速率方程；了解复杂反应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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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由反应机理近似推导反应速率方程，复杂反应的计算。 

教学方法及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及速率方程 

   1. 反应速率的定义 

   2. 基元反应和非基元反应 

   3. 基元反应的速率方程一一质量作用定律, 反应分子数 

   4. 化学反应速率方程的一般形式，反应级数 

5. 用气体组分的分压表示的速率方程 

二、速率方程的积分形式 

   1. 零级反应 

   2. 一级反应 

   3. 二级反应 

   4. n 级反应 

三、速率方程的确定 

   1. 微分法 

   2. 尝试法 

   3. 半衰期法 

四、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活化能 

    1. 阿伦尼乌斯方程 

    2. 活化能 

    3. 活化能与反应热的关系 

五、典型复合反应  

    1. 对行反应 

    2. 平行反应 

    3. 连串反应 

六、复合反应速率的近似处理法     

1. 选取控制步骤法 

    2. 平衡态近似法 

    3. 稳态近似法 

    4. 非基元反应的表观活化能与基元反应活化能之间的关系 

 

 

执笔人：王  岩                                         审核人：戴洪义 

 

《化工原理 1.2》课程教学大纲（120 学时）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原理/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301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化工、环工、轻化、应化 

学 时 数：12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24                

学 分 数：7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 

1. 陈敏恒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8         

2. 王志魁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7 

3. 管国锋、赵汝博主编. 化工原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工原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是工科院校化工及相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教学内容包括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及质量传递的

理论与设备，采用理论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三个教学环节。课程主要介绍化工生产常用的单元操作

理论及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过程计算、设备结构与选型、设计方法等。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常用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理论，掌握典型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综合分析、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课程设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已学基础知识，解决化工生产过程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4. 培养学生对事物共性研究的思维，建立工程意识与创新意识。 

第一章  流体流动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化工生产的物料多为流体，过程多在流动条件下进行，掌握管路的设计、输送机械的选择及所需功率

的确定，流量的计量，了解流动形态对传热传质的影响，流体混合过程是本章目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

掌握机械能衡算方程及在实际中的应用，流体流动时的阻力损失，流体流量的测量方法及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与难点：机械能衡算方程——伯努利方程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及流体流动阻力损失的计算。 

教学内容 

绪论 

一、 概述   

1. 流体流动的考察方法 

2. 流体流动中的作用力 

3. 流体流动中的机械能 

二、流体静力学   

1. 静压强在空间的分布 

2. 压强的基准与表示方法 

3. 压强的测量方法 

三、流体流动的守恒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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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量守恒 

2. 机械能守恒 

四、流体流动的内部结构 

1. 流动形态 

2. 边界层及边界层分离 

3. 圆管内流体流动 

五、阻力损失 

1. 两种阻力损失 

2. 直管阻力损失的计算 

3. 局部阻力损失的计算 

六、管路计算 

1. 简单管路的计算 

2. 分支与汇合管路的特点 

七、流速与流量的测定 

1. 皮托管 

2. 孔板流量计 

3. 文丘里流量计 

4. 转子流量计  

八、非牛顿流体简介 

第二章  流体输送机械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流体输送机械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以便恰当地选择和使用这些机械。要求学生掌握离心泵的理论

压头与实际压头、功率、效率、离心泵的气蚀与气缚、安装高度的概念及相关计算。各种输送机械的流量

调节方法。离心式风机的性能与选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离心泵的性能参数及流量调节时各种参数的变化情况，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 

难点：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离心泵性能曲线与管路特性曲线的区别，泵的扬程与管路压头的区别与

联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离心泵 

1. 离心泵工作原理 

2. 离心泵特性曲线 

3. 离心泵流量调节和组合操作 

4. 离心泵安装高度 

5. 离心泵类型和选用 

三、往复泵 

1. 往复泵的工作原理 

2. 往复泵的流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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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化工用泵 

1. 正位移泵 

2. 非正位移泵 

3. 各类化工用泵的比较 

五、气体输送机械 

1. 通风机 

2. 鼓风机 

3. 压缩机 

4. 真空泵 

第三章  流体通过颗粒层的流动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颗粒层的特性，流体通过颗粒层的流动，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恒压、恒速过滤过程的计算，掌握板

框压滤机的构造，了解各种过滤设备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恒压过滤计算 

难点：过滤设备结构、当量滤液概念、洗涤与过滤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颗粒层特性 

三、流体通过固定床的压降 

四、过滤原理及设备 

1. 过滤原理 

2. 过滤设备 

五、过滤过程计算 

1. 过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2. 间歇过滤计算 

3. 洗涤计算 

六、强化过滤速率的途径 

第四章  传热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热过程和设备，掌握换热器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热传导、对流传热、换热器传热

过程计算，分析传热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传热过程计算，传热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传热设备结构、总传热系数与对流传热系数关系，对数平均传热温差。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热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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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立叶定律和导热系数 

2. 平壁定态导热 

3. 圆筒壁定态导热 

4. 多层壁定态导热 

三、对流给热 

1. 对流给热过程分析 

2. 无相变对流给热系数经验关联式 

四、沸腾给热与冷凝给热 

1. 沸腾给热 

2. 沸腾给热过程的影响因素与强化措施 

3. 冷凝给热 

4. 冷凝给热过程的影响因素与强化措施 

五、传热过程计算 

1. 传热过程数学描述 

2. 传热过程基本方程式 

3. 换热器设计型计算 

4. 换热器操作型计算 

六、换热器 

1. 间壁式换热器的类型 

2. 管壳式换热器 

第五章  蒸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蒸发过程和设备，掌握单效蒸发器的设计型计算。了解多效蒸发的特点，分析蒸发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单效蒸发过程计算，蒸发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蒸发的温差损失。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蒸发操作的目的和方法 

2. 蒸发操作的特点  

二、蒸发设备 

1. 蒸发器的种类 

2. 蒸发操作的辅助设备 

三、单效蒸发计算 

1. 物料衡算 

2. 热量衡算 

3. 传热温度差 

4. 单效蒸发过程计算 

四、蒸发操作经济性和多效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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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蒸发操作经济性的评价指标 

2. 蒸发操作的节能方法 

3. 多效蒸发的特点 

第六章  气体吸收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吸收过程和设备，掌握吸收塔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传质单元数、传质单元高度计算，

分析吸收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吸收过程计算，吸收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总传质系数与传质系数关系，传质单元数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气液相平衡 

1. 平衡溶解度 

2. 相平衡与吸收过程的关系 

三、扩散与单相传质 

1. 双组份混合物中的分子扩散 

2. 扩散系数 

3. 对流传质 

4. 对流传质理论 

四、相际传质 

五、低含量（浓度）气体吸收 

1. 吸收过程数学描述 

2. 传质单元数的计算方法 

3. 吸收塔的设计型计算 

4. 吸收塔的操作型计算 

六、气液传质设备 

1. 填料塔结构和填料特性 

2. 气液两相在填料层内的流动 

3. 板式塔的结构特点 

4. 筛板上气液两相接触状态 

5. 板式塔的不正常操作状态 

6. 填料塔与板式塔比较 

第七章  液体精馏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精馏过程和设备，掌握精馏塔的物料衡算和设计型计算。分析精馏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双组份精馏过程计算，精馏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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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物料衡算，最小回流比计算，精馏塔操作型分析。  

教学内容 

一、蒸馏概述 

二、双组份溶液气液相平衡 

1. 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 

2. 非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 

三、平衡蒸馏和简单蒸馏 

四、精馏 

1. 精馏过程 

2. 精馏过程的操作方程 

五、双组分精馏设计型计算 

1. 理论板计算 

2. 回流比选择 

3. 加料热状况选择 

4. 双组分精馏其他类型 

六、双组分精馏操作型 

七、间歇精馏 

1. 间歇精馏的特点 

2. 馏出液组成恒定 

3. 回流比恒定 

八、特殊精馏 

1. 恒沸精馏 

2. 萃取精馏 

3. 恒沸精馏与萃取精馏的比较 

九、多组分精馏简介 

第八章  液液萃取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萃取过程和设备，掌握萃取过程液液平衡关系和过程计算。分析萃取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部分互溶物系的相平衡，单级萃取过程计算。 

难点：相平衡的表达，萃取过程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液液相平衡 

    1. 三角形相图 

    2. 部分互溶物系的相平衡 

3. 液液相平衡与萃取操作的关系 

三、萃取过程计算 

1. 单级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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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级萃取简介 

四、萃取设备与新型萃取方法 

    1. 萃取设备的类型与选择 

    2. 超临界萃取与液膜萃取 

第九章  固体干燥 （10 学时） 

课程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了解干燥过程和设备，掌握干燥过程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分析干燥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空气的性质及空气湿焓图的使用，干燥过程的计算。 

难点：空气状态的确定，干燥过程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干燥静力学 

1. 湿空气的状态参数 

2. 湿空气状态的变化过程 

三、干燥速率与干燥过程计算 

1. 恒定干燥条件下的干燥速率 

2. 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 

四、干燥器 

1. 干燥器的基本要求 

2. 常用对流式干燥器 

3. 非对流式干燥器 

 

执笔人：宋建国                           审核人：贾春学、万惠萍、张雪崧 

 

 

 

《化工原理 1.2》课程教学大纲（104 学时）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原理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学 时 数：104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24                

学 分 数：6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 

1. 陈敏恒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8         

2. 王志魁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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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国锋、赵汝博主编. 化工原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工原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是工科院校化工及相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教学内容包括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及质量传递的

理论与设备，采用理论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三个教学环节。课程主要介绍化工生产常用的单元操作

理论及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过程计算、设备结构与选型、设计方法等。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常用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理论，掌握典型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综合分析、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课程设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已学基础知识，解决化工生产过程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4. 培养学生对事物共性研究的思维，建立工程意识与创新意识。 

 

第一章  流体流动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化工生产的物料多为流体，过程多在流动条件下进行，掌握管路的设计、输送机械的选择及所需功率

的确定，流量的计量，了解流动形态对传热传质的影响，流体混合过程是本章目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

掌握机械能衡算方程及在实际中的应用，流体流动时的阻力损失，流体流量的测量方法及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机械能衡算方程——伯努利方程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及流体流动阻力损失的计算。 

教学内容 

绪论 

一、概述   

1. 流体流动的考察方法 

2. 流体流动中的作用力 

3. 流体流动中的机械能 

二、流体静力学   

1. 压强在空间分布 

2. 压强的基准与表达方法 

3. 压强测量方法 

三、流体流动的守恒原理 

1. 质量守恒 

2. 机械能守恒 

四、流体流动的内部结构 

1. 流动形态 

2. 圆管内流体流动 

五、阻力损失 

1. 两种阻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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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管阻力损失计算式 

3. 局部阻力损失计算式 

六、管路计算 

七、流量测量 

八、非牛顿流体简介 

第二章  流体输送机械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流体输送机械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以便恰当地选择和使用这些机械。要求学生掌握离心泵的理论

压头与实际压头、功率、效率、离心泵的气蚀与气缚、安装高度。各种输送机械的流量调节方法。离心式

风机的性能与选择。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离心泵的性能参数及流量调节时各种参数的变化情况，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 

难点：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离心泵性能曲线与管路特性曲线的区别，泵的扬程与管路压头的区别与

联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离心泵 

1. 离心泵工作原理 

2. 离心泵特性曲线 

3. 离心泵流量调节和组合操作 

4. 离心泵安装高度 

5. 离心泵类型和选用 

三、往复泵 

四、其他化工用泵简介 

五、气体输送机械 

1. 通风机 

2. 真空泵 

第三章  过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过滤设备的特点，掌握恒压、恒速过滤过程的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恒压过滤计算 

难点：过滤设备结构、当量滤液概念、洗涤与过滤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过滤原理及设备 

1. 过滤原理 

2. 过滤设备 

二、过滤过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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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2. 间歇过滤计算 

3. 洗涤计算 

第四章  传热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热过程和设备，掌握换热器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热传导、对流传热、换热器传热

过程计算，分析传热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传热过程计算，传热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传热设备结构、总传热系数与对流传热系数关系，对数平均传热温差。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热传导 

1. 傅立叶定律和导热系数 

2. 平壁定态导热 

3. 圆筒壁定态导热 

4. 多层壁定态导热 

三、对流给热 

1. 对流给热过程分析 

2. 无相变对流给热系数经验关联式 

四、沸腾给热与冷凝给热 

1. 沸腾给热 

2. 冷凝给热 

六、传热过程计算 

1. 传热过程数学描述 

2. 传热过程基本方程式 

3. 换热器设计型计算 

4. 换热器操作型计算 

七、换热器 

第五章  蒸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蒸发过程和设备，掌握单效蒸发器的设计型计算。分析蒸发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单效蒸发过程计算，蒸发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蒸发的温差损失。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蒸发操作的目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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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蒸发操作的特点  

二、蒸发设备 

1. 蒸发器的种类 

2. 蒸发操作的辅助设备 

三、单效蒸发计算 

1. 物料衡算 

2. 热量衡算 

3. 传热温度差 

4. 单效蒸发过程计算 

四、蒸发操作经济性和多效蒸发 

1. 蒸发操作经济性的评价指标 

2. 蒸发操作的节能方法 

3. 多效蒸发的特点 

第六章  气体吸收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吸收过程和设备，掌握吸收塔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传质单元数、传质单元高度计算，

分析吸收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吸收过程计算，吸收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总传质系数与传质系数关系，传质单元数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气液相平衡 

1. 平衡溶解度 

2. 相平衡与吸收过程的关系 

三、扩散与单相传质  

四、相际传质 

五、低含量气体吸收 

1. 吸收过程数学描述 

2. 传质单元数的计算方法 

3. 吸收塔的设计型计算 

4. 吸收塔的操作型计算 

六、气液传质设备 

1. 填料塔结构和填料特性 

2. 气液两相在填料层内的流动 

3. 板式塔的结构特点 

4. 筛板上气液两相接触状态 

5. 填料塔与板式塔比较 



 

 312 

第七章  液体精馏 （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精馏过程和设备，掌握精馏塔的物料恒算和设计型计算。分析精馏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精馏过程计算，精馏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物料恒算，最小回流比计算，精馏塔操作型分析。  

教学内容 

一、蒸馏概述 

二、双组份溶液气液相平衡 

1. 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 

2. 非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 

三、平衡蒸馏和简单蒸馏 

四、精馏 

1. 精馏过程 

2. 精馏过程的操作方程 

五、双组分精馏设计型计算 

1. 理论板计算 

2. 回流比选择 

3. 加料热状况选择 

4. 双组分精馏其他类型 

六、双组分精馏操作型 

七、间歇精馏 

1. 间歇精馏的特点 

2. 馏出液组成恒定 

3. 回流比恒定 

八、特殊精馏 

1. 恒沸精馏 

2. 萃取精馏 

3. 恒沸精馏与萃取精馏的比较 

九、多组分精馏简介 

第八章  固体干燥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干燥过程和设备，掌握干燥过程物料恒算和热量计算。分析干燥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空气的性质及空气湿焓图的使用，干燥过程的计算。 

难点：空气状态的确定，干燥过程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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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燥静力学 

1. 湿空气的状态参数 

2. 湿空气状态的变化过程 

三、干燥速率与干燥过程计算 

1. 恒定干燥条件下的干燥速率 

2. 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 

四、干燥器 

1. 干燥器的基本要求 

2. 常用对流式干燥器 

3. 非对流式干燥器 

 

执笔人：宋建国                         审核人：贾春学、张雪崧、万惠萍 

 

 

 

《化工原理 1.2》课程教学大纲（88 学时）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原理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生物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学 时 数：8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24                

学 分 数：6                                考核方式：第一学期考试，第二学期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 

1. 陈敏恒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8         

2. 王志魁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7 

3. 管国锋、赵汝博主编. 化工原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工原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是工科院校化工及相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教学内容包括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及质量传递的

理论与设备，采用理论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三个教学环节。课程主要介绍化工生产常用的单元操作

理论及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过程计算、设备结构与选型、设计方法等。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常用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理论，掌握典型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综合分析、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课程设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已学基础知识，解决化工生产过程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4. 培养学生对事物共性研究的思维，建立工程意识与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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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流体流动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化工生产的物料多为流体，过程多在流动条件下进行，掌握管路的设计、输送机械的选择及所需功率

的确定，流量的计量，了解流动形态对传热传质的影响，流体混合过程是本章目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

掌握机械能衡算方程及在实际中的应用，流体流动时的阻力损失，流体流量的测量方法及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机械能衡算方程——伯努利方程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及流体流动阻力损失的计算。 

教学内容 

绪论 

一、概述   

1. 流体流动的考察方法 

2. 流体流动中的作用力 

3. 流体流动中的机械能 

二、流体静力学   

1. 压强在空间分布 

2. 压强的基准与表达方法 

3. 压强测量方法 

三、流体流动的守恒原理 

1. 质量守恒 

2. 机械能守恒 

四、流体流动的内部结构 

1. 流动形态 

2. 圆管内流体流动 

五、阻力损失 

1. 两种阻力损失 

2. 直管阻力损失计算式 

3. 局部阻力损失计算式 

六、管路计算 

七、流量测量 

八、非牛顿流体简介 

第二章  流体输送机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流体输送机械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以便恰当地选择和使用这些机械。要求学生掌握离心泵的理论

压头与实际压头、功率、效率、离心泵的气蚀与气缚、安装高度。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离心泵的性能参数及流量调节时各种参数的变化情况，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 

难点：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离心泵性能曲线与管路特性曲线的区别，泵的扬程与管路压头的区别与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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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离心泵 

1. 离心泵工作原理 

2. 离心泵特性曲线 

3. 离心泵流量调节和组合操作 

4. 离心泵安装高度 

5. 离心泵类型和选用 

三、往复泵 

第三章  过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过滤设备的特点，掌握恒压、恒速过滤过程的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恒压过滤计算 

难点：过滤设备结构、当量滤液概念、洗涤与过滤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过滤原理及设备 

1. 过滤原理 

2. 过滤设备 

二、过滤过程计算 

1. 过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2. 间歇过滤计算 

3. 洗涤计算 

第四章  传热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热过程和设备，掌握换热器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热传导、对流传热、换热器传热

过程计算，分析传热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传热过程计算，传热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传热设备结构、总传热系数与对流传热系数关系，对数平均传热温差。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热传导 

1. 傅立叶定律和导热系数 

2. 平壁定态导热 

3. 圆筒壁定态导热 

4. 多层壁定态导热 

三、对流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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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流给热过程分析 

2. 无相变对流给热系数经验关联式 

四、沸腾给热与冷凝给热 

1. 沸腾给热 

2. 冷凝给热 

五、传热过程计算 

1. 传热过程数学描述 

2. 传热过程基本方程式 

3. 换热器设计型计算 

4. 换热器操作型计算 

六、换热器 

第五章  气体吸收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吸收过程和设备，掌握吸收塔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传质单元数、传质单元高度计算，

分析吸收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吸收过程计算，吸收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总传质系数与传质系数关系，传质单元数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气液相平衡 

1. 平衡溶解度 

2. 相平衡与吸收过程的关系 

四、扩散与单相传质  

四、相际传质 

五、低含量气体吸收 

1. 吸收过程数学描述 

2. 传质单元数的计算方法 

3. 吸收塔的设计型计算 

4. 吸收塔的操作型计算 

六、气液传质设备 

   1. 填料塔结构和填料特性 

    2. 气液两相在填料层内的流动 

3. 板式塔的结构特点 

4. 筛板上气液两相接触状态 

5. 填料塔与板式塔比较 

第六章  液体精馏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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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精馏过程和设备，掌握精馏塔的物料恒算和设计型计算。分析精馏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精馏过程计算，精馏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物料恒算，最小回流比计算，精馏塔操作型分析。  

教学内容 

一、蒸馏概述 

二、双组份溶液气液相平衡 

1. 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 

2. 非理想物系的气液相平衡 

三、平衡蒸馏和简单蒸馏 

四、精馏 

1. 精馏过程 

2. 精馏过程的操作方程 

五、双组分精馏设计型计算 

1. 理论板计算 

2. 回流比选择 

3. 加料热状况选择 

4. 双组分精馏其他类型 

六、双组分精馏操作型 

七、间歇精馏 

1. 间歇精馏的特点 

2. 馏出液组成恒定 

3. 回流比恒定 

第七章  固体干燥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干燥过程和设备，掌握干燥过程物料恒算和热量计算。分析干燥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空气的性质及空气湿焓图的使用，干燥过程的计算。 

难点：空气状态的确定，干燥过程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干燥静力学 

1. 湿空气的状态参数 

2. 湿空气状态的变化过程 

三、干燥速率与干燥过程计算 

1. 恒定干燥条件下的干燥速率 

2. 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 

四、干燥器 

1. 干燥器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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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对流式干燥器 

 

执笔人：宋建国                           审核人：贾春学、张雪崧、万惠萍 

 

 

 

《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原理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技术、纺织工程 

学 时 数：5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 

1. 陈敏恒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8         

2. 王志魁等编. 化工原理（第四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7 

3. 管国锋、赵汝博主编. 化工原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工原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是工科院校化工及相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教学内容包括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及质量传递的

理论与设备，采用理论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三个教学环节。课程主要介绍化工生产常用的单元操作

理论及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过程计算、设备结构与选型、设计方法等。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常用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理论，掌握典型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综合分析、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培养学生对事物共性研究的思维，建立工程意识与创新意识。 

第一章  流体流动（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化工生产的物料多为流体，过程多在流动条件下进行，掌握管路的设计、输送机械的选择及所需功率

的确定，流量的计量，了解流动形态对传热传质的影响，流体混合过程是本章目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

掌握机械能衡算方程及在实际中的应用，流体流动时的阻力损失，流体流量的测量方法及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机械能衡算方程——伯努利方程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及流体流动阻力损失的计算。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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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概述   

1. 流体及其特征 

2. 连续介质模型 

3. 学习“流体流动”的目的 

二、流体静力学   

1. 流体静压强 

2. 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 

3. U 形压差计 

三、流体流动的基本概念 

1. 流量与流速 

2. 定态与非定态流动 

3. 流体黏度 

4. 流动型态 

5. 流速侧形与流动阻力 

四、流体流动的物料衡算与机械能衡算 

1. 连续性方程 

2. 流体流动的机械能守恒 

五、圆管内层流时流速分布与阻力损失 

六、圆管内湍流时流速分布与阻力损失 

1. 圆管内湍流时流速分布 

2. 量纲分析方法 

3. 摩擦系数图 

4. 流体沿程阻力 

5. 局部阻力计算 

6. 非圆形管道的阻力计算 

七、管路计算 

八、流量测量 

    1. 毕托管 

2. 文丘里流量计 

    3. 孔板流量计 

4. 转子流量计 

第二章  流体输送机械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流体输送机械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以便恰当地选择和使用这些机械。要求学生掌握离心泵的理论

压头与实际压头、功率、效率、离心泵的气蚀与气缚、安装高度。各种输送机械的流量调节方法。离心式

风机的性能与选择。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离心泵的性能参数及流量调节时各种参数的变化情况，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 

难点：离心泵工作点的确定，离心泵性能曲线与管路特性曲线的区别，泵的扬程与管路压头的区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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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离心泵基本方程 

三、离心泵性能曲线 

1. 离心泵操作性能参量 

2. 离心泵效率分析 

3. 叶片类型与性能关系 

4. 实测离心泵性能曲线 

5. 比例定律、切割定律 

6. 液体性质对离心泵性能影响 

四、离心泵操作 

    1. 灌泵及对吸入管的要求 

    2. 离心泵工作点 

    3. 离心泵串联操作 

    4. 离心泵并联操作 

五、离心泵安装高度   

六、离心泵类型和选用 

七、离心式风机        

八、其他化工用泵 

第三章  传热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传热过程和设备，掌握换热器的设计型和操作型计算。要求掌握热传导、对流传热、换热器传热

过程计算，分析传热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传热过程计算，传热影响因素分析。 

难点：传热设备结构、总传热系数与对流传热系数关系，对数平均传热温差。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热传导 

1. 热传导基本概念 

2. 傅立叶定律 

3. 热导率 

4. 平壁热传导 

5. 圆筒壁热传导 

三、对流给热概述 

1. 给热和给热类型 

2. 给热速率和给热系数 

四、无相变流体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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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传热因素 

2. 管内强制对流给热 

五、有相变流体给热 

1. 冷凝给热 

    2. 沸腾给热 

六、串联传热过程计算 

1. 传热速率方程 

2. 热量衡算 

3. 传热系数 

4. 换热器平均温度差 

七、换热器 

第四章  固体干燥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干燥过程和设备，掌握干燥过程物料恒算和热量计算。分析干燥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空气的性质及空气湿焓图的使用，干燥过程的计算。 

难点：空气状态的确定，干燥过程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湿空气的性质和湿度图 

1. 湿空气的性质 

2. 湿空气的“I-H”图及其应用 

二、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 

1. 物料衡算 

2. 热量衡算 

3. 干燥器出口空气状态 

4. 干燥器热效率和干燥效率简介 

三、干燥速率与干燥时间 

1. 物料所含水分性质 

2. 干燥速率及影响因素 

3. 干燥时间计算简介 

四、干燥器 

 

执笔人：宋建国                                    审核人：贾春学、张雪崧、万惠萍 

 

 

 

《工程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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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纺织与材料工程学院、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和食品学院相关专

业 

学时数：5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10 

学分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教学参考书： 

1. 齐威、贺向东编. 工程力学（I）.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2. 齐威、贺向东编. 工程力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力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工程力学系列课程之一，为工科学生提供基本的力学知识。理论力学的静力学部分：静力学

基本概念和物体的受力分析，力对点之矩、力对轴之矩和力对点之矩矢的计算。材料力学部分：材料力学

的基本概念，轴向拉伸和压缩，剪切与挤压，扭转，弯曲内力与强度计算，弯曲变形与刚度计算，应力状

态与强度理论，组合变形时杆件的强度计算，压杆稳定。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可以使学生了解工程构件变形和破坏规律，从而掌握建立工程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计算原理

以及方法； 

2．既可以使学生直接解决一些简单工程实际问题，又可以为后续的相关课程打好基础； 

3．掌握工程力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科研工作和解

决生产实际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静力学基本概念和物体的受力分析（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静力学公理及推论；掌握常见约束形式及其约束反力特点；掌握物体的受力分析方法和受力图作

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约束和约束反力；物体的受力分析和受力图。 

教学内容 

一、力和刚体的概念 

1．力的概念 

2．刚体的概念 

二、静力学公理及其推论 

1．静力学公理 

2．静力学公理的推论 

三、约束和约束反力 

1．约束和约束反力的概念 



 

 323 

2．常见约束的约束反力 

四、物体受力分析和受力图 

1．物体的受力分析、作受力图 

2．举例说明 

第二章  平面力系（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静力学基本概念，力系简化原理；熟练掌握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并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平衡方程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力在轴上的投影和力对点的矩 

1．力在轴上的投影 

2．力对点的矩 

二、力偶矩、平面力偶系的简化 

1．力偶和力偶矩 

2．平面力偶系的简化 

三、平面力系的简化 

1．力线平移定理 

2．平面力系的简化 

四、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式 

1．平衡条件和方程式 

2．应用举例 

五、平面力系平衡方程式应用举例 

六、物系平衡、静定与静不定概念 

1．物系平衡概念和静系与静不定概念 

2．应用举例 

第三章  空间力系（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空间力系基本概念，能求解简单的空间力系平衡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力在空间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轴的矩，力对点的矩；空间力系的平衡问题。 

教学内容 

一、力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上的投影 

二、力对轴的矩和力对点的矩 

1．力对轴的矩 

2．力对点的矩 

三、空间力系的平衡方程式及其应用 

四、平行力系的中心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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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材料力学基本概念（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材料力学基本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内力、截面法、应力、应变。 

教学内容 

一、材料力学的任务 

二、变形固体及其基本假设 

三、内力、截面法、应力、应变 

四、杆件变形的基本形式 

第五章  拉伸与压缩（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直杆受轴向拉伸与压缩时的应力、应变计算及强度交和方法；掌握材料受拉压时力学性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轴向拉压时的强度计算、变形计算；低碳钢的拉伸力学性能。  

教学内容 

一、轴向拉伸与压缩的概念和实例 

1．概念 

2．实例 

二、轴向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内力与应力 

1．轴力 

2．横截面上的应力 

三、轴向拉伸与压缩时杆件的强度条件及其应用 

四、轴向拉伸与压缩杆件的变形计算 

1．线应变 

2．虎克定律 

五、简单拉伸压缩的静不定问题 

六、材料受拉伸和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1．低碳钢拉伸的力学性能 

2．其它材料受拉伸的力学性能 

3．材料受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七、安全系数和许用应力 

九、应力集中的概念 

第六章  剪切与挤压（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剪切与挤压的概念及实用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概念、强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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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剪切的概念及其实用计算 

1．内力计算 

2．剪应力的实用计算 

3．剪切强度计算 

二、挤压的概念及其实用计算 

1．挤压应力的计算 

2．挤压强度的计算 

第七章  扭转（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杆件扭转变形时应力和变形的计算，强度校核和刚度校核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应力和变形的计算；强度问题和刚度问题。 

教学内容 

一、扭转的概念及实例 

二、外力偶矩与扭矩图 

1．外力偶矩的计算 

2．扭矩和扭矩图 

三、纯剪切与剪切胡克定律 

1．纯剪切 

2．剪切胡克定律 

四、圆轴扭转时的应力与变形 

1．应力分析 

2．应力分析 

五、圆轴扭转的强度与刚度条件 

1．强度条件 

2．刚度条件 

第八章  弯曲内力与强度计算（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弯曲变形的内力计算及内力图画法；掌握弯曲变形的强度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剪力图和弯矩图的画法；弯曲强度条件。 

教学内容 

一、平面弯曲的概念和实例 

二、梁的内力—剪力和弯矩 

三、剪力图和弯矩图 

四、载荷集度、剪力和弯矩间的关系 

五、纯弯曲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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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梁弯曲正应力强度条件及其应用 

七、弯曲剪应力 

八、提高梁的弯曲强度的措施 

第九章  弯曲变形与刚度计算（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弯曲变形，掌握叠加法求变形。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叠加法求变形，简单静不定梁的解法。 

教学内容 

一、梁的挠度与转角 

二、挠曲线的微分方程 

三、用积分法求梁的变形 

四、用叠加法求梁的变形 

五、梁的刚度校核、提高梁的刚度的主要措施 

六、简单静不定梁的解法 

第十章  应力状态和强度理论（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应力状态的基本概念，掌握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掌握四种强度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面应力状态应力分析的解析法，强度理论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一点应力状态的概念 

三、平面应力状态分析—解析法 

1．任意斜截面上的应力 

2．主平面 

3．最大剪应力 

4．两个相互垂直截面上应力的关系 

五、三向应力状态简介 

六、广义虎克定律 

七、强度理论及其应用 

第十一章  组合变形时杆件的强度计算（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组合变形判断，掌握弯扭组合变形时的强度计算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弯扭组合变形杆件的强度问题。 

教学内容 

一、组合变形的概念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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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弯曲和扭转的组合 

第十二章  压杆稳定（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压杆稳定性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柔度、临界力的计算；稳定性校核。 

教学内容 

一、压杆稳定的概念                         二、两端铰支压杆的临界力 

三、其它支撑条件下压杆的临界力             四、临界应力与柔度、临界应力总图 

五、压杆的稳定校核                         六、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执笔人：贺向东                                                审核人：齐威 

 

 

 

《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 化工、应化、环工、轻化、包装、生工、葡工、食品、纺织、服工、

高分子、无机、材化、食质、海洋等专业 

学时数：6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分数：4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画教研室. 机械制图（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2 

谢军，王国顺.现代机械制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0 

曾红，姚继权.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技术制图.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2015.2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制图教研室） 

 

课程简介： 

工程制图是高等工科院校必修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是学生进校后最先涉足工程领域的一门课程，

被喻为“工程界的语言学”。它既具有系统的理论，又有较强的实践性。其教学是以图形为主，以画图和

读图为核心，研究由空间抽象到平面，再由平面想象到空间的复杂转化过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其基本

任务是建立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完成对图形的表达和认识，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对三维空间

几何形体的想象和二维工程图样的绘制与阅读能力，为空间构思、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乃至毕业后的职业

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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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投影法的基本知识，点、直线和平面的投影，基

本体及其表面交线，组合体，图样画法，标准件和常用件，零件图，装配图，计算机绘图等。 

 

本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空间思维能力、分析推理能力。 

2.培养学生计算机绘制工程图的能力。  

3.培养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 

4.培养徒手绘图的能力。 

5.培养查阅标准件、标准结构的能力。 

6.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细致的工作作风。 

 

第一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学时 ）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 

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绘图工具和仪器，掌握按国家标准绘制图样的技能。 

二、要求： 

1．了解国家标准《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的有关规定 

2．能正确地使用绘图工具和仪器 

3．掌握几何作图的方法，做到图样正确、线型均匀、字体工整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难点：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和平面图形的画法。 

教学内容 

一、绪论 

二、国家标准《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的有关规定 

三、几何作图 

四、平面图形的分析和尺寸标注 

五、徒手绘图 

六、绘图工具及使用方法 

第二章 投影法和点、直线、平面的投影（2.5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主要介绍投影法、三视图的形成和投影规律、空间几何元素的投影。培养学生空间几何元

素的图示能力。 

二、要求： 

1．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原理 

2．掌握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3．掌握点、直线和平面在三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及投影特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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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二、难点：三视图的作图方法。 

教学内容 

一、投影法及三视图的形成 

二、点的投影 

三、直线的投影 

四、平面的投影 

第三章 立体的投影 （9.5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介绍基本体及截切的画法，为组合体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要求： 

1．掌握平面立体（底平面平行于投影面的棱柱、棱锥）的投影特性 

2．掌握曲面立体（轴线垂直于投影面的圆柱、圆锥、圆球）的投影特性 

3．掌握截交线的投影，掌握特殊位置平面截切立体所得截交线的求法 

4．掌握两轴线正交圆柱相贯线的投影 

教学重点与难点 

截交线和相贯线的画法。 

教学内容 

一、立体的投影 

二、平面与平面立体表面相交 

三、平面与回转体表面相交 

四、两圆柱垂直相交其表面交线 

第四章 组合体的视图及尺寸标注 （8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培养学生画组合体视图和读组合体视图的能力。 

二、要求： 

1．熟练掌握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2．熟练掌握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3．熟练掌握组合体的读图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重点：组合体的画图、尺寸标注和读图。 

二、难点：组合体的读图。 

教学内容 

一、画组合体的视图 

二、组合体的尺寸注法 

三、读组合体的视图 

第五章 图样画法（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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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培养学生机件的综合表达能力。 

二、要求： 

1．熟练掌握机件外形的表达方法 

2．熟练掌握机件内形的表达方法 

3．掌握国家标准《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中推荐的各种表达方法 

4．了解第三角投影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机件外形和内形画法。 

二、难点：机件的综合表达。 

教学内容 

一、视图 

二、剖视图 

三、断面图 

四、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五、综合应用 

六、第三角投影法简介 

第六章 标准件和常用件 （6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本章主要介绍标准件、常用件的画法和规定标记，为今后学习零件图和装配图打下基础。 

二、要求： 

1．掌握螺纹的规定画法 

2．掌握螺纹紧固件、键、销的连接画法和规定标记 

3．掌握查阅相关的国家标准的方法 

4．掌握直齿圆柱齿轮的规定画法，掌握直齿圆柱齿轮啮合的规定画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和规定标记。 

二、难点：螺纹紧固件联接的画法、齿轮的画法和键连接画法。 

教学内容 

一、螺纹和螺纹紧固件 

二、齿轮 

三、键和销 

四、滚动轴承和弹簧(自学) 

第七章 零件图（８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主要介绍与零件图有关的基本知识，培养绘制和阅读零件图的基本能力。 

二、要求： 

1．了解零件图的作用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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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各种零件的表达方法和尺寸注法 

3．掌握零件的常见结构 

4．理解极限与配合和表面粗糙度的基本知识，并能查表在零件图中标注 

5. 掌握看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6. 基本能绘出符合生产要求的零件工作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零件的表达方法和尺寸标注。 

二、难点：看零件图。 

教学内容 

一、零件图的内容 

二、零件图的视图选择和尺寸标注 

三、零件的常见工艺结构简介 

四、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五、零件的测绘 

六、读零件图 

第八章 装配图（2 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主要介绍装配图的用途和内容，着重论述装配图的画法和阅读方法。 

二、要求： 

1.掌握装配图的作用与内容 

2.掌握部件的表达方法和绘制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3.掌握读装配图的方法 

4.掌握常见的装配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装配图的画法。 

难点：读装配图。 

教学内容 

一、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二、装配图的视图表达方法 

三、装配图的尺寸标注 

四、装配图中零、部件序号和明细表 

五、装配图的常见工艺结构 

六、装配图的画法 

七、读装配图及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第九章   计算机绘图基础（8学时） 

教学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培养学生用计算机绘图软件绘制工程图的基本方法。 

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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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计算机绘图软件的初始环境设置 

2.掌握用计算机绘图软件绘制简单体和复杂体 

3.掌握用计算机绘图软件绘制较复杂平面图形的画法 

4.掌握用计算机绘图软件绘制较简单零件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零件的建模和零件图的绘制。 

难点：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教学内容 

一、三维绘图设置及基本体建模 

二、复杂形体建模 

三、二维绘图设置和常用的绘图和编辑命令 

四、图案填充和尺寸标注 

 

执笔人：马丽敏                                                    审核人：刘文华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机械设计基础/ The Basics of Machinery Design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高分子、纺织、无机、包装 

学 时 数： 48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6         

学 分 数： 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工程材料、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 

教学参考书： 

1. 初嘉鹏等编.《机械设计基础》.中国计量出版社.2009 

2. 尚久浩编.轻工机械设计基础.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6 

3. 喻怀正编.机械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机原机零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轻化工各专业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作为高分子、轻化、无机、印刷、纺织、包装等专业

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是介绍常用机构和通用机械零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初步

具备设计简单机械传动装置能力的技术基础课。内容涉及常用机构的结构、特性以及通用机械零件的工作

原理、特点、应用和简单设计计算方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设计方法。使学生具备选用、分析基本机构和简

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以及运用标准、规范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掌握常用机构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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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设计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 

3. 使学生了解常用机械零件的类型、特点、应用和基本设计方法，具备运用标准、规范等有关技术资料的

能力。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机械设计的一般步骤，掌握有关的基本概念，了解零件的常用材料。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机器、机构等有关概念。 

教学内容 

一、本课程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二、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和一般步骤       

三、机械零件的常用材料及钢的热处理概念     

四、机械零件的强度     

第二章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平面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及机构自由度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自由度计算及注意事项。 

教学内容 

一、运动副及其分类     

二、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三、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及其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第三章  平面连杆机构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和特征，了解铰链的类型判定及其演化，掌握四杆机构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曲柄摇杆机构的工作特性：按给定的从动件行程速比系数 K 图解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铰链四杆机构的应用     

二、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和特征     

三、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    

四、铰链四杆机构的运动设计   

第四章  凸轮机构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按给定运动规律绘制盘形凸轮轮廓曲线方法及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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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的绘制。 

教学内容 

一、凸轮机构的分类和应用     

二、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     

三、凸轮轮廓的设计    

四、设计凸轮机构应注意的问题   

五、间歇运动机构和组合机构   

第五章  齿轮机构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以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特点、参数计算为主要内容，简介最少齿数。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齿轮传动的啮合特点、受力分析及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强度计算。 

教学内容 

一、齿轮传动的特点和分类   

二、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和齿廓曲线     

三、渐开线齿廓   

四、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和尺寸   

五、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传动    

六、渐开线齿轮的切削原理   

七、根切、最少齿数和变位齿轮   

八、斜齿圆柱齿轮机构   

九、圆锥齿轮机构   

十、蜗杆蜗轮机构   

第六章  轮系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轮系传动比计算，减速器结构可进行现场教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轮系的类型 

二、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     

三、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   

四、混合轮系及其传动比   

五、轮系的应用           

第七章  齿轮传动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轮齿的失效形式，掌握齿轮传动的设计准则，能应用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公式进行强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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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种齿轮的受力分析、齿轮的结构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齿轮的强度设计、受力分析。 

教学内容 

一、齿轮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 

二、齿轮材料和许用应力       

三、齿轮传动的精度          

四、直齿圆柱齿轮的强度计算   

五、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设计计算  

六、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七、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八、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          

九、齿轮的结构与润滑            

第八章  带传动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带传动中各力、应力的关系，带的弹性滑动和打滑现象。了解带传动的失效形式及设计准则，掌

握带传动的主要参数选择并了解设计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带传动的弹性滑动现象、打滑现象及影响带传动能力的因素、带的应力分布、主要失效形式及设计准

则。  

教学内容 

一、带传动的类型和特点    

二、V 带和 V 带轮          

三、带传动的工作情况分析 

四、V 带传动的设计计算   

第九章  链传动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链传动的特点及多边形效应、了解链传动的主要参数选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影响链传动工作平稳性的因素及参数选择。 

教学内容 

一、链传动的类型和特点    

二、链传动和链轮          

三、链传动的运动特性和参数选择 

四、链传动的设计计算 

五、链传动的布置及润滑         

第十章  联接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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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螺旋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了解螺纹联接的基本类型及结构特点；了解螺纹联接的预紧

和防松；掌握螺栓联接的强度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螺旋副的效率和自锁；紧螺栓的强度计算。 

教学内容 

一、螺纹的主要参数及类型 

二、螺旋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 

三、螺纹联接的基本类型和联接件 

四、螺纹联接的强度计算 

五、螺纹联接的预紧和防松 

六、螺旋传动 

第十一章  轴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轴的类型、材料；掌握轴的结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轴的强度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轴的类型和材料 

二、轴的结构设计   

三、轴的强度计算   

四、轴毂联接       

第十二章  轴承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向心滑动轴承的结构，掌握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算，掌握滚动轴承的主要类型、特点和选用

及轴承组合结构，了解向心轴承的选择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算；滚动轴承的主要类型、特点、代号、选用及组合结构。 

教学内容 

一、轴承的分类                  

二、滑动轴承的典型结构          

三、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算    

四、润滑剂和润滑装置            

五、滚动轴承的结构、类型、代号和应用  

六、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及选择          

七、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                

八、滚动轴承的润滑和密封              

第十三章  联轴器和离合器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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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刚性联轴器和弹性联轴器的主要类型及特点；了解常见离合器的类型及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常见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与特点。 

教学内容 

一、联轴器               

二、离合器 

三、联轴器和离合器的选用 

 

执笔人：胡建忠                                        审核人：初嘉鹏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The Basics of Machinery Design for Chemical Equipment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化工、应化、轻化、生工、食品、葡工、食质 

学 时 数：40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工程力学、化工原理 

教学参考书： 

1. 喻健良等编.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七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2. 赵军等编.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3. 卓震主编. 化工容器及设备（第二版）. 中国石化出版社. 2008 

4. 潘永亮等编. 化工设备机械设计基础（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07 

5. 钢制压力容器. GB150-199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工原理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轻化工工艺类各专业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作为化工、应化、环境、轻化、食品、生工等

工艺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是介绍常用化工设备材料，化工容器及零部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设计方法，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设计、选择简单化工容器类机械能力的技术基础课。内容涉及常用化工设备

材料，内、外压容器类设备应力分析，强度、结构设计，以及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和简单

设计计算方法等基本知识和设计的基本方法。为学生从事化工设备机械的设计、使用、管理及维护打下基

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化工机械方面的基础知识，具备常用化工机械使用、管理和维护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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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设计、选择简单化工容器类机械能力；为从事常用化工设备的设计、选择打基础。 

3. 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创新意识，缩短工程应用与课堂学习之间的差距；进而增强求知欲望以及综合运

用各专业学科知识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一章  化工设备材料及其选择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的主要指标概念，了解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及工艺性能，了解铁

碳合金组织、结构及其对性能的影响；掌握钢的化学成分对钢的性能影响，掌握碳钢、铸铁、低合金钢、

不锈钢和特种钢的分类，牌号，特性及用途；了解化工设备形成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的条件，以及化工

设备腐蚀破坏的形式及防腐措施，了解选材的原则，会运用选材原则对化工设备进行选材。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的主要指标概念。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材料的性能  

三、金属材料的分类及牌号  

四、碳钢与铸铁  

五、低合金钢及化工设备用特种钢  

六、有色金属材料  

七、非金属材料  

八、化工设备的腐蚀及防腐措施  

九、化工设备材料的选择 

第二章  容器设计的基本知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压力容器的分类与管理；掌握容器设计的基本要求，基本掌握容器零部件标准化的概念，了解压

力容器基本法规和标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容器设计的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一、容器的分类与结构  

二、容器零部件的标准化  

三、压力容器的安全监察  

四、容器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  内压薄壁容器的应力分析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薄膜应力理论；掌握圆筒、球壳、椭圆壳、锥壳等壳体的应力分布特点，掌握这些壳体的薄膜应

力的计算；了解边缘应力的概念及其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339 

圆筒、球壳、椭圆壳、锥壳等壳体的应力分布特点及应力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回转壳体的应力分析--薄膜应力理论  

二、薄膜理论的应用  

三、内压圆筒边缘应力  

第四章  内压薄壁圆筒与封头的强度计算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内压薄壁圆筒的强度设计方法及其设计公式；掌握容器设计中设计参数的选择和确定；了解容器

压力试验的目的及方法，掌握容器压力试验强度校核计算；了解容器最小壁厚的规定；掌握椭圆形、球形

封头的结构及强度设计方法；了解锥形封头和平板封头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容器压力试验强度校核计算；椭圆形、球形封头的结构及强度设计。 

教学内容 

一、强度设计的基本知识  

二、内压薄壁圆筒壳与球壳的强度设计  

三、内压圆筒封头的设计  

第五章  外压圆筒与封头的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失稳概念和外压圆筒设计准则；掌握临界压力的概念及影响临界压力的因素；掌握外压圆筒设计

的工程图算法；掌握外压球壳及凸形封头设计的工程图算法；了解加强圈的作用及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失稳概念，临界压力的概念，外压圆筒、外压球壳及凸形封头设计的工程图算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临界压力  

三、外压圆筒的工程设计  

四、外压球壳与凸形封头的设计  

五、外压圆筒加强圈的设计  

第六章  容器零部件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法兰连接的密封原理、结构形式和分类，了解法兰密封垫的选择；掌握法兰标准及其标准的使用

方法；掌握容器支座（双鞍支座）的结构、安装方法及其标准选用；掌握容器开孔补强的原则及其设计方

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法兰连接的密封原理、结构形式；容器支座（双鞍支座）的结构、安装方法；容器开孔补强的设计方

法。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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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兰联接  

二、容器支座  

三、容器的开孔补强  

四、容器附件  

第七章  管壳式换热器的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列管式换热器的结构特点；管板与管子、管板与壳体的连接方式；了解温差应力的产生原因、计

算方法；温差应力的补偿措施；掌握拉脱力产生的原因及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列管式换热器的结构特点；管板与管子、管板与壳体的连接；拉脱力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管子的选用及其与管板的连接  

三、管板结构  

四、折流板、支承板、旁路挡板及拦液板的作用与结构  

五、温差应力  

六、管箱与壳程接管  

第八章  塔设备的机械设计 （选讲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塔设备所受载荷特点及其计算；掌握塔设备危险截面处的应力分布及其应力组合计算；了解塔设

备机械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塔设备所受载荷计算；塔设备危险截面处的应力分布及其应力组合计算。 

教学内容 

一、塔体与裙座的机械设计  

二、塔体与裙座的机械设计举例  

三、板式塔结构  

四、填料塔结构  

第九章  搅拌器的机械设计 （选讲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搅拌器的形式及选型；掌握搅拌罐主要结构设计及相关计算；掌握搅拌轴的计算，了解搅拌轴密

封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搅拌器的形式及选型；搅拌罐的主要结构计算；搅拌轴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搅拌器的形式及选型  

    三、搅拌罐的结构设计  

    四、搅拌器的传动及搅拌轴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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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轴封 

 

执笔人：宋建国                                审核人：贾春学  万惠萍 

 

 

 

《体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课程类别：基础类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全校所有专业 

学 时 数：96             其中 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4              考核方式：实践考试 

教学参考书： 

孙麒麟，顾圣益编.体育与健康教程.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开课单位：体育教学部 

课程简介: 

   《体育课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

是学校教学计划内的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体育教学、身体锻炼，

使学生初步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基本掌握不同项目的运动技能和战术，逐步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终身体育

的意识和行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养成自觉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意识。了解如何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和有效提高

身体素质的知识和方法；具有较高的体育文化素养和观赏水平。能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

的知识和方法。 

2. 熟练掌握至少两项运动基本方法和技能；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理方法；独立完成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

独立制定适用于自身需要的健身运动处方并有效实施；能够合理配餐，科学控制体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体育行为习惯。 

3. 自觉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学会运动中体验乐趣和成功感；在运动环境中表现出

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积极参与在社区

体育事务。 

第一部分     教学计划 

一、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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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学期体育课时分配 96学时 

学  期 

学  期 

内  容 

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考试 
理论课 实践课 合计 

第一学期 课余 实践课内完成 24 学时 24 学时 

第二学期 课余 实践课内完成 24 学时 24 学时 

第三学期 课余 实践课内完成 24 学时 24 学时 

第四学期 课余 实践课内完成 24 学时 24 学时 

二、体育课考核及评定成绩 

1. 方案一（已实行）： 

第 1~4学期：体育课成绩=技术 50%+素质 40%+平时 10% 

2. 方案二（预实行）： 

第 1~4学期：体育课成绩=技术 40%+素质 30%+校园 APP跑 20%+平时 10%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 

一、体育实践课 

（一）足球 

课程简介 

足球运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球类运动之一，广泛受到大学生们的喜爱，通过合理的教学增强学生体质，

掌握足球运动基本技术技能、战术能力的同时，发展其灵敏性、速度、耐力和良好意志品质，从而培养勇

敢、顽强、机智果断、团结合作的良好作风，并使学生懂得欣赏足球比赛以及了解足球运动竞赛规则、裁

判法及竞赛组织工作等。 

1. 教学目标 

通过足球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足球运动的知识技能，学会利用足球运动来锻炼身体。培养竞争意识、

合作精神和心理品质。使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规则和裁判法，并以

其来巩固各项技术技能。发展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弹跳、耐力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

康水平。 

2. 教学要求 

专项教学中应着重学习踢球、停球、头顶球、运球、抢截球、假 动 作、掷界外球、守门员技术等基

本技术。使学生能在比赛中熟练地运用，进而完成攻防战术配合。技、战术学习要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

在基本技、战术学段完成后重点强调串联技术，增加教学比赛，全面提高学生的足球运动能力。 

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身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足球运动概述 

3.1.2 足球规则、裁判法 

3.1.3 足球专项常用术语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技术 

踢球；脚内侧踢球、脚背正面踢球、脚背内侧踢球、脚背外侧踢球、脚尖踢球和脚跟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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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球；脚内侧停球、脚底停球、脚背外侧停球、胸部停球、脚背停球、大腿停球 

头顶球；前额正面顶球、前额侧面顶球、鱼跃头顶球 

运球；脚背正面运球、脚背外侧运球、脚背内侧运球、脚内侧运球 

抢截球；正面抢球、侧面合理冲撞抢球 

假动作；踢球假动作、停球假动作、过人假动作 

掷界外球； 原地掷界外球、助跑掷界外球 

守门员技术；位置选择、准备姿势、移动、接球、扑球、拳击球和托球、掷球、抛踢球 

3.2.2 基本战术 

比赛阵形 

摆脱与跑位 

二过一配合 

边路进攻、中路进攻战术 

定位球战术 

盯人与补位 

区域联防结合人盯人防守战术 

3.2.3 素质练习 

速度：变速跑、变向跑、折返跑、50 米加速跑、 

力量：握力、俯卧撑、引体向上、卧推、蹲起、抓举、实心球 

灵敏：仰卧起坐、收腹举腿、立卧撑、蛇型跑、台阶跳、低重心移动 

弹跳：摸高、跳绳、多级跳、立定跳远 

耐力：间歇跑、定时跑、负重跑、计时跑（800、1000）米 

4. 教学建议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

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实践教学过

程中要防止学生练习时“静”、“停”现象。养成在“动”中完成各种练习的习惯；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

战术的最好形式。要合理编制各种形式的比赛，调动学习兴趣提高练习质量。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足球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测试 12 12.5%  

素质测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脚内侧传、接地滚球 

考试方法：两人相距 10 米，互相传接球各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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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90—100 分   动作规范协调，效果很好 

80—89 分   动作较规范协调，效果好 

70—79 分    某环节存在不足，效果较好 

60—69 分   数环节存在不足，但基本完成动作 

59 分以下    动作错误，效果差 

6.2 射门 

考试方法：球放在罚球区内射门，球在越过球门线前不准与地面接触，不能用脚内侧射门。 

评分标准： 射中 6 次—100 分  5 次—90 分  4 次—80 分  3 次—70 分  2 次—60 分  1 次—50 分   

6.3 运球过杆 

考试方法：在距球门线 30 米处放一足球，在球与球门线的垂直连线距球 3 米处开始，向球门方向连

续立 5 根间距为 3 米的标杆，受试者从球门线上距球门柱外侧约 1 米处起跑至球的位置运球绕过 5 根杆后

射门。从受试者起跑开始计时至射门后球越过球门线停表，计算在该过程中所用的时间。射门未进算失败，

受试者做两次，取最好成绩。 

评分标准：11 秒—100 分 11.5 秒—95 分 12 秒—90 分 12.5 秒—85 分 13 秒—80 分 

13.5 秒—75 分 14 秒—70 分 14.5 秒—65 分 15 秒—60 分 

6.4 颠球 

考试方法；两脚交替颠球，单脚连续颠球不累计次数，颠球过程中球落地即为停止。做两次，取较好

成绩。  

评分标准；  

          20 次—100 分   19 次—95 分    18 次—90 分    17 次—85 分 

          16 次—80 分    15 次—75 分    14 次—70 分    13 次—65 分 

          12 次—60 分    11 次—55 分    10 次—50 分     9 次—45 分 

           8 次—40 分     6 次—30 分 

6.5 定点射门 

考试方法：在两球门柱距地面 1 米处拉一条横线，将球放在罚球点球点上射门，球必须在线下空中进

门。动作正确计次数。球在横线上或地滚球进门等失败。 

评分标准： 6 次—100 分  5 次—90 分  4 次—80 分  3 次—70 分  2 次—60 分  1 次 —50 分 

6.6 运球过杆射门一            

考试方法：在距球门线 40 米处画一条横线为起点，在起点与球门线的垂直连线上距起点 1 米处开始，

向球门的方向连续立 9 根间距为 2.5 米的标杆。受试者从起点运球依次绕过 9 根杆后射门。从受试者起跑

开始计时至射门后球越过球门线的瞬间停表。球未射进失败，做两次，取较好成绩。 

评分标准： 11秒—100分 11.5秒—95分 12秒—90分 12.5秒—85分 13秒—80分 13.5秒—75分 14

秒—70 分 14.5 秒—65 分 15 秒—60 分 

6.7 踢远 

考试方法：在罚球区线上向场内画两条间距 15 米的直线，学生将球放在罚球线上，在 15 米宽的区域

内向场内大力踢球，受试者做 3 次。 

评分标准：35 米—100 分 30 米—90 分 28 米—80 分 26 米—70 分 24 米—60 分 20 米—50 分 

6.7 运球过杆射门二 

考试方法：运球绕过 9 个标杆在罚球弧内射门。从运球脚触球时开表到头顶球射门后球越过球门线停

表，记录所用的时间，不在规定的区域内射门或射门未进为失败，受试者测两次，取较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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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21 秒—100 分 21.5 秒—95 分 22 秒—90 分 22. 5 秒—85 分 23 秒—80 分 23.5 秒—75 分 24 秒

—70 分 24.5 秒—65 分 25 秒—60 分 

男生足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足球运动概述。2、介绍踢球的五个环节。

3、学习脚内侧踢球。4、学习脚背正面踢球。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践 
1、复习脚内侧踢球、脚背正面踢球。 

3、学习脚背内侧踢球。4、专项素质练习 
 

三 实践 
1、复习脚背正面踢球。2、复习脚背内侧踢球。 

3、学习脚背外侧踢球。4、专项素质练习。 
 

四 实践 
1、复习脚背外侧踢球。2、介绍停球动作。 

3、学习脚内侧停球。4、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脚内侧传接球练习。2、复习脚内侧停球。 

3、学习脚底停球。4、专项素质练习。 
 

六 实践 
1、脚内侧传接球练习。2、复习脚底停球。 

3、学习胸部停球。4、专项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复习脚底停球。2、学习胸部停球。 

3、专项素质练习。4、身体素质测试 
 

八 实践 
1、复习胸部停球。2、介绍头顶球环节。 

3、学习前额正面顶球。4、 教学比赛。 
小场地教学比赛 

九 实践 
1、脚内侧传接球练习。2、复习前额正面顶球。 

3、学习前额侧面顶球。4、教学比赛 。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 实践 
1、介绍运球技术。2、学习脚背正面运球。 

3、学习脚背外侧运球 。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一 实践 1、传球练习。2、运球射门。3、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测试  

 

 

男生足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运球； 

3、学习运球过人；4、专项素质练习 
 

二 实践 
1、复习运球过人；2、介绍抢截球技术； 

3、学习正面抢截球技术；4、学习侧面合理冲撞抢球 
 

三 实践 
1、复习抢截球技术；2、学习侧后铲球； 

3、学习无球假动作；4、学习有球假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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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四 实践 
1、复习假动作；2、学习原地掷界外球； 

3、学习助跑掷界外球；4、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掷界外球技术； 

3、学习守门员技术；4、专项素质练习； 
 

六 实践 
1、介绍足球战术分类；2、介绍比赛阵型； 

3、学习摆脱与跑位；4、学习传球； 
 

七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摆脱与跑位； 

3、学习传球；  4、身体素质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学习斜传直插二过一； 

3、学习直传斜插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九 实践 
1、复习斜传直插二过一 2、复习直传斜插二过一； 

3、学习踢墙式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踢墙式二过一； 

3、学习回传反切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一 实践 
1、复习回传反切二过一；2、二过一射门练习； 

3、学习交叉掩护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测试  

 

男生足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足球运动概述。2、介绍踢球的五个环节。3、

学习脚内侧踢球。4、学习脚背正面踢球。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践 
1、复习脚内侧踢球、脚背正面踢球。 

3、学习脚背内侧踢球。4、专项素质练习 
 

三 实践 
1、复习脚背正面踢球。2、复习脚背内侧踢球。

3、学习脚背外侧踢球。4、专项素质练习。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四 实践 
1、复习脚背外侧踢球。2、介绍停球动作。 

3、学习脚内侧停球。4、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脚内侧传接球练习。2、复习脚内侧停球。 

3、学习脚底停球。4、专项素质练习。 
 

六 实践 
1、脚内侧传接球练习。2、复习脚底停球。 

3、学习胸部停球。4、专项素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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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七 实践 
1、复习脚底停球。2、学习胸部停球。 

3、专项素质练习。4、身体素质测试 
 

八 实践 
1、复习胸部停球。2、介绍头顶球环节。 

3、学习前额正面顶球。4、 教学比赛。 
小场地教学比赛 

九 实践 
1、脚内侧传接球练习。2、复习前额正面顶球。 

3、学习前额侧面顶球。4、教学比赛 。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 实践 
1、介绍运球技术。2、学习脚背正面运球。 

3、学习脚背外侧运球 。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 

一 
实践 1、传球练习。2、运球射门。3、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 

二 
测试 专项技术测试  

 

男生足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运球； 

3、学习运球过人；4、专项素质练习 
 

二 实践 
1、复习运球过人；2、介绍抢截球技术； 

3、学习正面抢截球技术；4、学习侧面合理冲撞抢球 
 

三 实践 
1、复习抢截球技术；2、学习侧后铲球； 

3、学习无球假动作；4、学习有球假动作； 
 

四 实践 
1、复习假动作；2、学习原地掷界外球； 

3、学习助跑掷界外球；4、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掷界外球技术； 

3、学习守门员技术；4、专项素质练习； 
 

六 实践 
1、介绍足球战术分类；2、介绍比赛阵型； 

3、学习摆脱与跑位；4、学习传球； 
 

七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摆脱与跑位； 

3、学习传球；  4、身体素质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学习斜传直插二过一； 

3、学习直传斜插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九 实践 
1、复习斜传直插二过一 2、复习直传斜插二过一； 

3、学习踢墙式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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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 实践 
1、传接球练习；2、复习踢墙式二过一； 

3、学习回传反切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一 实践 
1、复习回传反切二过一；2、二过一射门练习； 

3、学习交叉掩护二过一；4、教学比赛； 
十人制小场地教学比赛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测试  

 

执笔人：孙华敏                                                            审核人：黄文胜 

 

（二）篮球 

课程简介 

篮球运动是一项集体性的对抗性球类运动。 篮球运动是集身体素质技能和智力于一体的综合型项目，

具有高快强等特点，并且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观赏性。 

篮球运动可以使参与者的个性、自信心、情绪控制、意志力、进取心、自我控制与约束力及社会的适

应能力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并能够培养团结拼搏、努力协作、文明自律、尊重他人等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人的速度素质、力量素质、耐力素质、灵敏和柔韧素质。 

本课程主要讲授篮球运动的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术、战术以及基本的篮球运动技能，培养学生在

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体育欣赏水平。 

1.教学目标 

通过篮球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知识、技能，学会利用篮球运动来锻炼身体。培养竞

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心理品质。使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篮球规则和裁判法，并以其来巩固各项技术技能。发展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

弹跳、耐力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康水平。 

2. 教学要求 

专项教学中应注重投篮、传接球、运球、突破和移动技术的基础练习。使学生能在比赛中熟练地运用，

进而完成攻防战术配合。 

技、战术学习要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在基本技、战术学段完成后加强对抗练习，增加教学比赛，全

面提高篮球运动能力。 

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素质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身体素质得以不

断提高。 

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篮球运动概述 

3.1.2 篮球规则和裁判法 

3.1.3 篮球运动的常用术语 

3.2 技术技能 

3.2 基本技术 

投  篮：原地单手肩上投篮、行进间投篮、跳投（男）、双手胸前投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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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接球：双手胸前、击地、头上传接球；单手肩上、击地、背后传接球 

运  球：原地单手、体前变向、背后、转身、胯下运球；行进间体前变向、直线和曲线运球 

突  破：原地持球交叉步、顺步突破；行进间接球交叉步、顺步突破 

移  动：基本姿势、起动、急停、滑步、撤步、转身、变向跑 

防  守：防持球队员、防无球队员、抢断球 

篮板球：抢进攻、防守篮板球 

基本战术 

进 攻 配 合：传切配合、掩护配合、突分配合、策应配合 

防 守 配 合：交换、挤过、穿过、绕过防守、协防、联防 

快 攻 配 合：快攻的组织、多打少    

素质练习 

速 度：变速跑、变向跑、折返跑、50 米加速跑、 

力 量: 握力、俯卧撑、引体向上、卧推、蹲起、抓举、实心球 

灵 敏: 仰卧起坐、收腹举腿、立卧撑、蛇形跳、台阶跳、低重心移动 

弹 跳: 摸高、跳绳、多级跳、立定跳远 

耐 力：间歇跑、定时跑、负重跑、计时跑（800、1000）米 

4. 教学建议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

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 

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 

实践教学过程中要学生养成自主积极完成各种练习的习惯。 

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战术的最好形式。要合理制定各种形式的教学比赛，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教

学质量。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篮球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测试 12 12.5%  

素质测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原地投篮 

考试方法：持球于罚球线（男生罚球线后；女生罚球线前 1 米）投篮 8 次，根据投中次数换算成绩。

每人测试一次。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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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 

容分值 

原地投篮（投中次数） 运球行进间投篮（秒） 

男 女 男 女 

100 分 5 4 13 20 

90 分 4 3 14 22 

80 分 3 2 16 24 

70 分 2  18 26 

60 分 1 1 21 28 

50 分   23 30 

40 分   25 36 

30 分   27 40 

20 分   29 50 

10 分   31 59 

6.2 全场运球上篮 

考试方法：从底线任意一点开始，运球至对面场区做行进间投篮；抢篮板球后运回本场区做行进间投

篮；行进间投篮脚步正确，投篮不中必须补中，计时间换算得分。每人测试两次，取较好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内 

容分值 

原地投篮（投中次数） 运球行进间投篮（秒） 

男 女 男 女 

100 分 5 4 13 20 

90 分 4 3 14 22 

80 分 3 2 16 24 

70 分 2  18 26 

60 分 1 1 21 28 

50 分   23 30 

40 分   25 36 

30 分   27 40 

20 分   29 50 

10 分   31 59 

6.3 篮下投篮 

考试方法：持球于篮下三秒区两侧中立区外投篮 10 次（左、右侧各投 5 次），记投中数。跳投或单手

肩上投篮均可，每人测试一次。 

评分标准： 

项目内 

容分值 

篮下投篮（投中次数） 
全场“8”字运球上

篮（秒） 

男 女 男 女 

100 分 8 6 20 22 

90 分 7 5 22 24 

80 分 6 4 2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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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 

容分值 

篮下投篮（投中次数） 
全场“8”字运球上

篮（秒） 

男 女 男 女 

70 分 5 3 26 28 

60 分 4 2 28 30 

50 分 3 1 30 32 

40 分 2  36 36 

30 分 1  40 40 

20 分   50 50 

10 分   59 59 

6.4 全场“8”字运球上篮： 

考试方法：从端线与三秒区线的交汇点任意一侧开始做运球，先后绕过后场罚球圈——中圈——前场

罚球圈——行进间运球上篮——前场罚球圈——中圈——后场罚球圈——行进间运球上篮返回。要求外侧

手运球，投篮不中必须补中，运球时球和脚不得进入圈内。根据完成时间核算成绩。每人测试二次，取较

好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内 

容分值 

篮下投篮（投中次数） 
全场“8”字运球上篮

（秒） 

男 女 男 女 

100 分 8 6 20 22 

90 分 7 5 22 24 

80 分 6 4 24 26 

70 分 5 3 26 28 

60 分 4 2 28 30 

50 分 3 1 30 32 

40 分 2  36 36 

30 分 1  40 40 

20 分   50 50 

10 分   59 59 

6.5 五点投篮 

考试方法：位于篮筐两侧 0 度、45 度和 90 度位置，并以篮筐的中心垂直线与地面的交点为起点，距

离 4.225 米（女 3.425 米）的处分别做 5 点标记。每点投篮 2 次，共 10 次，根据投中次数计算成绩。每人

测试一次。 

评分标准： 

 100分 90 分 80 分 70 分 60 分 50 分 40 分 30 分 20 分 10 分 

男 5 次 4 次 3 次 2 次 1 次      

女 5 次 4 次 3 次 2 次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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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运球跑 

场地器材：场地长 20 米，宽 7 米，起点线后 5 米设置两列标志杆，标志杆距同侧边线 3 米。各排标

志杆相距 3 米，共 5 排杆，全长 20 米，并列的两杆间隔 1 米。 

考试方法：在起点线后持球站立，出发后，单手运球依次过杆（过杆时外侧手运球）。每人测试两次，

取较好成绩。 

评分标准： 

得分 篮球运球 女 (秒) 篮球运球 男(秒) 

100 11.2 7.3 

98 11.5 7.8 

96 12 8.6 

94 12.6 9.4 

92 13.3 10.5 

90 14 11.5 

87 14.6 11.9 

84 15.6 12.5 

81 16.5 13.2 

78 17.8 14 

75 19 14.9 

72 19.8 15.6 

69 20.9 16.7 

66 22 17.8 

63 23.5 19.3 

60 25 20.8 

50 25.8 21.2 

40 26.9 21.9 

30 28 22.5 

20 29.5 23.4 

10 31 24.3 

  6.7  1 分钟篮下投篮 

考试方法：篮下任何位置投篮，自抢篮板球，按投中数计成绩（投篮方式不限）。每人测试一次，依

据投中次数计算成绩。 

 

评分标准： 

项内分 

目容值 

1 分钟篮下投篮（投中次数） 半场往返运球上篮（秒） 

男 女 男 女 

100 分 16 12 14 18 

90 分 14 10 16 20 

80 分 12 9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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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分 

目容值 

1 分钟篮下投篮（投中次数） 半场往返运球上篮（秒） 

男 女 男 女 

70 分 10 8 20 24 

60 分 8 7 22 26 

50 分 6 6 24 28 

40 分 4 5 26 30 

30 分 3 4 28 32 

20 分 2 2 30 34 

10 分 1 1 32 36 

6.8 半场往返运球上篮 

考试方法：持球站立于中边线交汇处，出发后开表计时，运球至篮下做行进间运球上篮，投不中必须

补中；投中后向对侧中场角，踏中线后返回上篮，投不中必须补中，并返回起点，人球过线后停表。每人

测试二次，取较好成绩，依据完成时间计算成绩。 

评分标准： 

项内分目容值 
1 分钟篮下投篮（投中次数） 半场往返运球上篮（秒） 

男 女 男 女 

100 分 16 12 14 18 

90 分 14 10 16 20 

80 分 12 9 18 22 

70 分 10 8 20 24 

60 分 8 7 22 26 

50 分 6 6 24 28 

40 分 4 5 26 30 

30 分 3 4 28 32 

20 分 2 2 30 34 

10 分 1 1 32 36 

男生篮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篮球运动概况 2、移动技术 

3、运球 4、原地投篮 

篮球运动起源、特点、重大

赛事、场地、器材等 

二 
理论 

实践 

1、常用专项术语。2、运球 

3、传接球 4、原地投篮 
教学和比赛中相关术语 

三 实践 
1、运球 2、传接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四 实践 
1、移动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五 实践 1、运球 2、行进间投篮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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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3、突破 4、弹跳练习 

六 实践 
1、规则 2、行进间投篮 

3、防守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身体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速度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原地投篮 2、抢篮板球 

3、教学比赛 4、灵敏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十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一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男生篮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移动 2、运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二 

 
实践 

1、运球 2、传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三 实践 

1、原地投篮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弹跳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四 实践 

1、传接球 2、穿切配合 

3、教学比赛 4、灵敏素质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五 实践 

1、突破 2、掩护配合 

3、教学比赛 4、速度练习 分组配合练习 

六 实践 

1、行进间投篮 2、掩护配合 

3、教学比赛 4、耐力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人盯人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规则 2、原地投篮 

3、抢篮板球 4、教学比赛 
分组配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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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交换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十一 实践 
1、运球 2、掩护配合 

3、挤过、穿过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男生篮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篮球运动概况 2、移动技术 

3、运球 4、原地投篮 

篮球运动起源、特点、重大

赛事、场地、器材等 

二 
理论 

实践 

1、常用专项术语。2、运球 

3、传接球 4、原地投篮 
教学和比赛中相关术语 

三 实践 
1、运球 2、传接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四 实践 
1、移动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五 实践 
1、运球 2、行进间投篮 

3、突破 4、弹跳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六 实践 
1、规则 2、行进间投篮 

3、防守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身体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速度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原地投篮 2、抢篮板球 

3、教学比赛 4、灵敏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十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一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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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篮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移动 2、运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二 实践 
1、运球 2、传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三 实践 
1、原地投篮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弹跳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四 实践 
1、传接球 2、穿切配合 

3、教学比赛 4、灵敏素质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五 实践 
1、突破 2、掩护配合 

3、教学比赛 4、速度练习 
分组配合练习 

六 实践 
1、行进间投篮 2、掩护配合 

3、教学比赛 4、耐力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人盯人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规则 2、原地投篮 

3、抢篮板球 4、教学比赛 
分组配合练习 

十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交换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十一 实践 
1、运球 2、掩护配合 

3、挤过、穿过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女生篮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篮球运动概况 2、移动技术 

3、运球 4、原地投篮 

篮球运动起源、特点、重大

赛事、场地、器材 

二 实践 
1、常用专项术语。2、运球 

3、传接球 4、原地投篮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三 实践 
1、运球 2、传接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四 实践 
1、移动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五 
实 

践 

1、运球 2、行进间投篮 

3、突破 4、弹跳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六 
理论 

实践 

1、规则 2、行进间投篮 

3、突破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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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运球 4、速度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原地投篮 2、防守 

3、教学比赛 4、灵敏素质练习 

可采用一对一，二对二，三

对三对抗练习 

十 实践 
1、防守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一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女生篮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移动 2、运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二 实践 
1、运球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三 实践 
1、原地投篮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弹跳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四 实践 
1、传接球 2、穿切配合 

3、突破 4、灵敏素质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五 实践 
1、突破 2、运球 

3、原地投篮 4、速度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六 实践 
1、行进间投篮 2、防守 

3、人盯人防守 4、耐力练习 
分组配合练习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 2、穿切配合 

3、人盯人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规则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 实践 
1、突破 2、移动投篮 

3、掩护配合 4、交换防守 
分组对抗 

十一 实践 
1、运球 2、掩护配合 

3、挤过、穿过防守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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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篮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篮球运动概况 2、移动技术 

3、运球 4、原地投篮 

篮球运动起源、特点、重大

赛事、场地、器材 

二 实践 
1、常用专项术语。2、运球 

3、传接球 4、原地投篮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三 实践 
1、运球 2、传接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四 实践 
1、移动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五 实践 
1、运球 2、行进间投篮 

3、突破 4、弹跳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六 
理论 

实践 

1、规则 2、行进间投篮 

3、突破 4、耐力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运球 4、速度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原地投篮 2、防守 

3、教学比赛 4、灵敏素质练习 

可采用一对一，二对二，三

对三对抗练习 

十 实践 
1、防守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一 实践 
1、运球 2、原地投篮 

3、行进间投篮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女生篮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移动 2、运球 

3、原地投篮 4、耐力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二 实践 
1、运球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力量练习 
单人练习游戏形式 

三 实践 
1、原地投篮 2、传接球 

3、行进间投篮 4、弹跳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四 实践 
1、传接球 2、穿切配合 

3、突破 4、灵敏素质练习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五 实践 
1、突破 2、运球 

3、原地投篮 4、速度练习 
单人或多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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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六 实践 
1、行进间投篮 2、防守 

3、人盯人防守 4、耐力练习 
分组配合练习 

七 实践 
1、传接球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素质测试 
教学部统一安排测试 

八 实践 
1、传接球 2、穿切配合 

3、人盯人防守 4、教学比赛 
多人练习，强调配合 

九 实践 
1、规则    2、行进间投篮 

3、穿切配合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 实践 
1、突破 2、移动投篮 

3、掩护配合 4、交换防守 
分组对抗 

十一 实践 
1、运球 2、掩护配合 

3、挤过、穿过防守 4、教学比赛 
分组对抗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李柏忠、宁姝                                          审核人：黄文胜 

 

（三）排球 

课程简介 

排球是一项按照有序法则进行公平竞争的运动，比赛中通过同伴间的相互配合来应对场上的各种复杂

变化，充分体现了技术与战术、体力与智力、思维与创造的完美结合。确定本课程的基本内容旨在通过内

容教学，发展体能并焕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使学生树立团队意识，学会调整自己与他人合作的关系，

培养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 

排球课程是学校目前开设的体育课程之一，教学内容包括了排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基本战术和专项身

体素质练习等。 

1.教学目标 

通过排球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排球运动的知识技能，学会利用排球运动来锻炼身体。培养竞争意识、

合作精神和心理品质。使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规则和裁判法，并以

其来巩固各项技术技能，发展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弹跳、耐力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

康水平。 

2.教学要求 

在排球课教学中应着重发球、垫球、传球、扣球和拦网等基础技术练习，使学生能在比赛中熟练地运

用，进而完成攻防战术配合；在学习技、战术时，要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重点强调串联技术，增加教学

比赛，全面提高排球的运动能力；加强专项身体素质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排球专项技术和

身体素质不断地提高。 

3.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排球运动简介及目前发展状况 

3.1.2 排球运动竞赛规则和裁判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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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排球运动常用术语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技术 

准备姿势：半蹲准备姿势和低蹲准备姿势。 

移    动：跨步、并步、滑步、交叉步移动。 

垫    球：正面双手垫球、侧垫球、背垫球。 

传    球：正面双手传球。 

发    球：正面上手发球（男），正面下手发球（女）。 

扣    球：正面扣球、4 号位扣球、2 号位扣球。 

拦    网：单人拦网、双人拦网、三人拦网。 

吊    球：双手吊球、单手吊球。 

3.2.2 基本战术 

阵容配备：“四二配备”、“五一配备”。 

拦防战术：单人拦网防守阵型、双人拦网防守阵型、三人拦网防守阵型。 

进攻战术：“中一二”进攻和“边一二”进攻。 

3.2.3 素质练习 

基本素质：计时跑、变速跑、50 米跑、立定跳远、跳绳、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 

专项素质：移动、蛙跳、俯卧撑跳、启动跑、变向跑、上肢、下肢、核心力量。 

4. 教学建议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

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 

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 

实践教学过程中要防止学生练习时“静”、“停”现象。养成在“动”中完成各种练习的习惯。 

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战术的最好形式，合理编制各种形式的比赛，调动学习兴趣提高练习质量。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排球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正面双手传球 

考试方法：两人一组，相距 2-3 米连续传球，动作正确，如出现持球的犯规动作从总数中扣除，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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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次数，连击、球落地为失败。 

评分标准： 

男： 30 次—100 分 28 次—95 分 26 次—90 分 24 次—85 分 

 22 次—80 分 20 次—75 分 18 次—70 分 16 次—65 分 

 14 次—60 分 12 次—55 分 10 次—50 分 8 次—45 分 

 6 次—40 分 4 次—10 分   

     

女： 20 次—100 分 18 次—95 分 16 次—90 分 14 次—85 分 

 13 次—80 分 12 次—75 分 11 次—70 分 10 次—65 分 

 9 次—60 分 8 次—55 分 7 次—50 分 6 次—45 分 

 5 次—40 分 4 次—10 分   

6.2 垫球 

考试方法：两人一组，相距 2-3 米连续垫球，动作正确计往返次数，如出现连击、持球的犯规动作从

总数中扣除，球落地为失败。 

评分标准： 

男： 30 次—100 分 28 次—95 分 26 次—90 分 24 次—85 分 

 22 次—80 分 20 次—75 分 18 次—70 分 16 次—65 分 

 14 次—60 分 12 次—55 分 10 次—50 分 8 次—45 分 

 6 次—40 分 4 次—10 分   

     

女： 20 次—100 分 18 次—95 分 16 次—90 分 14 次—85 分 

 13 次—80 分 12 次—75 分 11 次—70 分 10 次—65 分 

 9 次—60 分 8 次—55 分 7 次—50 分 6 次—45 分 

 5 次—40 分 4 次—10 分   

6.3 传垫球结合 

考试方法：两人连续对传垫球，相距 3 米左右，动作正确计往返次数，如出现连击、持球的犯规动作

从总数中扣除，球落地为失败。 

男： 30 次—100 分 28 次—95 分 26 次—90 分 24 次—85 分 

 22 次—80 分 20 次—75 分 18 次—70 分 16 次—65 分 

 14 次—60 分 12 次—55 分 10 次—50 分 8 次—45 分 

 6 次—40 分 4 次—10 分   

     

女： 20 次—100 分 18 次—95 分 16 次—90 分 14 次—85 分 

 13 次—80 分 12 次—75 分 11 次—70 分 10 次—65 分 

 9 次—60 分 8 次—55 分 7 次—50 分 6 次—45 分 

 5 次—40 分 4 次—10 分   

6.4 固定点传球 

考试方法：教师中场抛球，学生将球传入指定球框内，10 次球机会，球进球框为成功。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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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0 次—100 分 9 次—90 分 8 次—80 分 7 次—70 分 

 6 次—60 分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女： 10 次—100 分 9 次—90 分 8 次—80 分 7 次—70 分 

 6 次—60 分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6.5 固定点垫球 

考试方法：教师隔网发球，学生从将球垫入指定球框内，10 次球机会，球进球框为成功。 

评分标准： 

男： 10 次—100 分 9 次—90 分 8 次—80 分 7 次—70 分 

 6 次—60 分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女： 10 次—100 分 9 次—90 分 8 次—80 分 7 次—70 分 

 6 次—60 分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6.6 发球（男子上手发球；女子下手发球） 

考试方法（1）：在发球区内将球发入对方场区，左、右半场各发 5 个球。 

评分标准（1）： 

左半区：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右半场：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考试方法（2）：每次在发球区内将球发入对方场区再跑到对方发球区进行发球，反复进行共发 5 次球，

男生 60 秒内、女生 80 秒内完成。 

评分标准（2）：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6.7 扣球 

考试方法：学生站 3 号位，教师网前抛球，每人 5 次。要求助跑起跳、空中挥臂、击球、落地、将球

成功打入对方场区。 

评分标准： 

5 次—50 分 4 次—40 分 3 次—30 分 2 次—20 分 1 次—10 分 

 

男生排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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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2、讲解排球运动简介和发展；3、

学习准备姿势与移动；4、学习正面传球技术；5、

恢复专项体能练习 

概述；起源、特点、重大赛

事；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二 实践 
1、复习准备姿势与移动；2、复习正面传球技术；

3、学习正面垫球球技术 

传球手型正确，击球点合

适，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侧面垫

球、背垫球技术；3、专项素质练习 
触球部位正确，击球点合适 

四 实践 1、复习传球和垫球技术；2、学习上手发球技术 
发球抛稳，击球准，手法正

确，用力适当 

五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身体素质考

试 800 米和立定跳远（根据教研室安排具体调

整）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一般扣球技

术；3、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步伐熟练，手法正确，

时机合适 

七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一般扣球扣

球技术；3、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动作正确 

八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三对三对抗；3、

复习一般扣球技术 
阵容配备以（4—2）为主 

九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裁判员规则；

3、教学比赛 
可采用三对三，四对四比赛 

十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发球技术；3、

裁判实习；4、教学比赛 
与教学比赛有关术语 

十一 实践 
1 复习各项基本技术；2、学习进攻战术；3、

裁判实习；4、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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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排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2、恢复体能；3、传、垫球练习；4、

专项素质练习 

目前重大赛事；与教学和

比赛有关术语 

二 实践 
1、传、垫球练习；2、二号位扣球技术；3、三对

三对抗4、专项素质练习 
要求扣球助跑起跳高度 

三 实践 
1.传垫球练习；2.二号位扣球练习；3.三对三对抗

（三米线内传垫球）；4.专项素质练习 
熟练排球基本战术 

四 实践 
1.打防练习；2.学习吊球技术；3.三号位扣球练习；

4.发球练习；5.身体素质练习 

步伐熟练，手型正确，发

力协调 

五 实践 
1.打防练习；2.复习吊球技术；3.三对三对抗（三米

线内吊球）；4.学习拦网技术 
脚下灵活移动，控制重心 

六 实践 身体素质考试 1000 米和立定跳远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扣球技术；3.复

习发球技术；4.教学比赛 
主动沟通，相互弥补 

八 实践 
1.传垫球练习或打防练习；2.扣球拦网练习；3.

发球练习；4.学习轮转换位规则；5.教学比赛 
采用六人制比赛 

九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扣球技术；3.教

学比赛 
增加战术配合 

十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发球技术；3.裁

判实习；4.教学比赛 
相互配合，熟练基本战术 

十一 实践 
1.复习各项基本技术；2.学习进攻战术；3.裁判

实习；4.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365 

男生排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容与标

准；2、讲解排球运动简介和发展；3、学习准备姿势

与移动；4、学习正面传球技术；5、恢复专项体能练习 

概述；起源、特点、重

大赛事；与教学和比赛

有关术语 

二 实践 
1、复习准备姿势与移动；2、复习正面传球技术；3、学

习正面垫球球技术 

传球手型正确，击球点

合适，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侧面垫球、背

垫球技术；3、专项素质练习 

触球部位正确，击球点

合适 

四 实践 1、复习传球和垫球技术；2、学习上手发球技术 
发球抛稳，击球准，手

法正确，用力适当 

五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身体素质考试 800

米和立定跳远（根据教研室安排具体调整）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一般扣球技术；3、

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步伐熟练，手法正

确，时机合适 

七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一般扣球扣球技术；

3、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动作正确 

八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三对三对抗；3、复习一

般扣球技术 

阵容配备以（4—2）为

主 

九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裁判员规则；3、教

学比赛 

可采用三对三，四对四

比赛 

十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发球技术；3、裁判

实习；4、教学比赛 
与教学比赛有关术语 

十一 实践 
1 复习各项基本技术；2、学习进攻战术；3、裁判实

习；4、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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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排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2.恢复体能；3.传、垫球练习；4.专项

素质练习 

目前重大赛事；与教学和

比赛有关术语 

二 实践 
1.传、垫球练习；2.二号位扣球技术；3.三对三对

抗4.专项素质练习 
要求扣球助跑起跳高度 

三 实践 
1.传垫球练习；2.二号位扣球练习；3.三对三对抗

（三米线内传垫球）；4.专项素质练习 
熟练排球基本战术 

四 实践 
1.打防练习；2.学习吊球技术；3.三号位扣球练习；

4.发球练习；5.身体素质练习 

步伐熟练，手型正确，发

力协调 

五 实践 
1.打防练习；2.复习吊球技术；3.三对三对抗（三米

线内吊球）；4.学习拦网技术 
脚下灵活移动，控制重心 

六 实践 身体素质考试 1000 米和立定跳远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扣球技术；3.

复习发球技术；4.教学比赛 
主动沟通，相互弥补 

八 实践 
1.传垫球练习或打防练习；2.扣球拦网练习；

3.发球练习；4.学习轮转换位规则；5.教学比赛 
采用六人制比赛 

九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扣球技术；3.

教学比赛 
增加战术配合 

十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复习发球技术；3.

裁判实习；4.教学比赛 
相互配合，熟练基本战术 

十一 实践 
1.复习各项基本技术；2.学习进攻战术；3.裁判

实习；4.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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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排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容与

标准；2、讲解排球运动简介和发展；3、学习准备姿

势与移动；4、学习正面传球技术；5、专项素质练习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比赛 

二 实践 
1、复习准备姿势与移动；2、复习正面传球技术；3、

学习正面垫球球技术；4、专项素质练习 

传球手型正确，击球点合

适，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侧面垫球、

背垫球技术；3、专项素质练习 
触球部位正确，击球点合适 

四 实践 1、复习传球和垫球技术；2、学习发球技术：下手发球 
发球抛稳，击球准，手法正

确，用力适当 

五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身体素质考试 800

米和立定跳远（根据教研室安排具体调整）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一般扣球技术；3、

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步伐熟练，手法正确，

时机合适 

七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四号位、二号位

扣球技术；3、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动作正确 

八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四号位、二号位

扣球技术；3、复习发球技术 
阵容配备以（4—2）为主 

九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接发球站位方法；

3、学习比赛方法 
明确分工职责 

十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中一二”和“边

一二”战术；3、排球规则简介：比赛场地构成 
牢记排球竞赛规则 

十一 

理论 

实践 

1、复习考试内容；2、排球规则简介：基本的犯规

介绍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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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排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学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

内容与标准；2、复习传球、垫球技术；3、复

习发球技术；4、素质练习 

熟悉球感 

二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吊球技术；3、

素质练习 

步伐熟练，手型正确，发力协

调 

三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 2、复习扣球、吊球

技术；3、学习拦网技术；4、素质练习 
脚下灵活移动，控制重心 

四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三对三对抗；

3、复习发球技术；4、素质练习 
相互配合，熟练基本战术 

五 实践 
1、复习发球技术；2、素质考试:立定跳远、

8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复习发球技术；3、素质练

习 
相互配合，熟练战术 

七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 教学比赛（复习战术组织）

3、复习发球 
取位正确，相互弥补 

八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教学比赛（复习排球规

则）3、复习发球 
学生实习裁判员 

九 
理论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教学比赛（学生实践裁

判)；3、复习发球 
学生实习裁判员 

十 
理论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教学比赛（学生实践裁

判）；3、复习发球 
学生实习裁判员 

十一 
理论 

实践 
1、复习考试内容；2、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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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排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2、讲解排球运动简介和发展；3、学

习准备姿势与移动；4、学习正面传球技术；5、专项

素质练习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比赛 

二 实践 
1、复习准备姿势与移动；2、复习正面传球技术；3、

学习正面垫球球技术；4、专项素质练习 

传球手型正确，击球点合适，

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侧面垫球、

背垫球技术；3、专项素质练习 
触球部位正确，击球点合适 

四 实践 
1、复习传球和垫球技术；2、学习发球技术：下手

发球 

发球抛稳，击球准，手法正确，

用力适当 

五 实践 
1、复习正面传球、垫球技术；2、身体素质考试 

800 米和立定跳远（根据教研室安排具体调整）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一般扣球技术；

3、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步伐熟练，手法正确，时

机合适 

七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四号位、二号

位扣球技术；3、复习发球技术 
扣球动作正确 

八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四号位、二号

位扣球技术；3、复习发球技术 
阵容配备以（4—2）为主 

九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接发球站位方

法；3、学习比赛方法 
明确分工职责 

十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中一二”和

“边一二”战术；3、排球规则简介：比赛场地

构成 

牢记排球竞赛规则 

十一 
理论 

实践 

1、复习考试内容；2、排球规则简介：基本的犯

规介绍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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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排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学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

考核内容与标准；2、复习传球、垫球技术；

3、复习发球技术；4、素质练习 

熟悉球感 

二 实践 
2、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吊球技术；

3、素质练习 

步伐熟练，手型正确，发力协

调 

三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 2、复习扣球、吊

球技术；3、学习拦网技术；4、素质练习 
脚下灵活移动，控制重心 

四 实践 
1、复习传球、垫球技术；2、学习三对三对

抗；3、复习发球技术；4、素质练习 
相互配合，熟练基本战术 

五 实践 
1、复习发球技术；2、素质考试:立定跳远、

8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复习发球技术；3、素质

练习 
相互配合，熟练战术 

七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 教学比赛（复习战术组

织）3、复习发球 
取位正确，相互弥补 

八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教学比赛（复习排球

规则）3、复习发球 
学生实习裁判员 

九 
理论 

实践 

1、三对三对抗；2、教学比赛（学生实践

裁判)；3、复习发球 
学生实习裁判员 

十 
理论 

实践 

2、三对三对抗；2、教学比赛（学生实践

裁判）；3、复习发球 
学生实习裁判员 

十一 
理论 

实践 
1、复习考试内容；2、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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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球 

课程简介： 

网球运动是一项用球拍隔网对击球的对抗性项目。网球运动是一项高雅运动，修养和素质是其文化内

涵的综合体现，同时具有动作舒展大方、娱乐性、观赏性、健身性强的特点，并且其安全性相对较高；经

常参加网球锻炼，能培养速度、力量、耐力、灵敏等身体素质及判断、反应等心理素质，可以改善和提高

人的运动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功能；网球运动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具有可调节性。 

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校教学的实际情况和未来我校网球发展的前景，我们将学生的健康、

个性发展、成功的心理体验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网球锻炼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体育文化素养

的提高作为重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强调教师的素质、责任心和教学方法手段的采用；用有目的身体

素质练习、体能达标考试贯穿于网球课程的教学的始终。 

本课程主要讲授网球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战术、基本规则，引导学生热爱网球运动，

掌握正反手击球技术和发球技术，掌握单、双打战术。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体育欣

赏水平。 

1. 教学目标 

通过网球课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感受网球文化；学习并掌握网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基本战术；获得

相应的体育理论知识及课外锻炼方法。 

通过课程实践，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培养独立完成裁判任务、比赛任务的能力。 

发展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耐力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康水平。发展学生个性；培

养学生高雅情操；感受团队氛围；树立良好职业道德。 

2. 教学要求 

网球对于都市人体现了一种时尚，因而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然而网球是一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运

动，因此在教学上要重视基本功（即基本步法、基本球感球性、基本技术动作）的练习，力求正确、规范。 

网球运动要求学生具有敏捷的预判能力、快速的移动能力、持久的爆发力等，因而在对学生强调专项

技术的同时也要加强专项素质的提高。  

学习在课堂，提高在课外。因此要布置一定量的课余练习内容、指导方法，让技术进步与学习兴趣共

同提高，从而奠定终身体育锻炼的体能和技能。 

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网球运动概述 

3.1.2 网球规则、裁判罚 

3.1.3 网球专项常用术语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技术 

3.2.1.1 底线球技术 

基本要求：熟练掌握底线正手抽球、反手抽球技术，掌握底线反手削球技术，了解底线正、反手放小

球技术 

3.2.1.2 截击技术 

基本要求：熟练掌握网前正、反手截击技术 

3.2.1.3 发球技术 

基本要求：熟练掌握上旋球发球技术，了解掌握平击发球技术和侧旋球发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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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接发球技术 

基本要求：熟练掌握 

3.2.1.5 高压球技术 

基本要求：基本掌握 

3.2.1.6 挑高球、放小球和弹地球技术 

基本要求：了解掌握 

3.2.1.7 素质训练 

基本要求：熟练掌握各种步法技术，掌握各项网球运动速度、力量、柔韧训练的方法 

3.2.1.8 组合技术训练 

基本要求：了解掌握组合技术应用的训练方法 

3.2.2 基本战术 

3.2.2.1 单打战术训练 

   基本要求：掌握观察对手弱势技术的能力，掌握线路变化战术，掌握节奏变化战术，掌握发球线

路变化战术，了解掌握发球旋转变化战术，了解掌握发球上网战术 

3.2.2.2 双打战术训练 

   基本要求：掌握观察对手弱势技术和弱势球员的能力，掌握双打基本站位类型，掌握双底线和一

上一下的基本战术，了解双上战术 

3.3 素质练习 

速度；变速跑、变向跑、折返跑、50 米加速跑、 

力量；握力、俯卧撑、引体向上、卧推、蹲起、抓举、实心球 

灵敏；仰卧起坐、收腹举腿、立卧撑、蛇形跳、台阶跳、低重心移动 

弹跳；摸高、跳绳、多级跳、立定跳远 

耐力；间歇跑、定时跑、负重跑、计时跑（800、1000）米 

4. 教学建议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

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 

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 

实践教学过程中要防止学生练习时“静”、“停”现象。养成在“动”中完成各种练习的习惯。 

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战术的最好形式。要合理编制各种形式的比赛，调动学习兴趣提高练习质量。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网球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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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合    计  96   

6.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正手击球 

考试方法：正手击球直线 5 次，斜线 5 次。直线击球区域为场地右区，斜线为场地左区。球下网、出

界均为失败。 

评分标准: （男女生同一标准） 

（1）达标评定： 

分  值 

项 目   次数 
100 80 60 40 20 

正手击球

（次） 

直线 5 4 3 2 1 

斜线 5 4 3 2 1 

（2）技术评定： 

内  标  项 

容  准  目 
正手击球 

90—100 技术动作准确、协调，较高质量完成动作。 

80 技术动作较准确、协调，较好完成动作。 

70 技术动作一般、较协调、能完成动作。 

60 技术动作一般、不协调、勉强完成动作。 

60 分以下 技术动作不准确、不协调、不能完成动作。 

6.2 反手击球 

考试方法：反手击球直线 5 次，斜线 5 次。直线击球区域为场地右区，斜线为场地左区。

球下网、出界均为失败。 

评分标准: （男女生同一标准） 

（1）达标评定： 

分  值 

项 目   次数 
100 80 60 40 20 

反手击球

（次） 

直线 5 4 3 2 1 

斜线 5 4 3 2 1 

（2）技术评定： 

内  标  项 

容  准  目 
反手击球 

90—100 技术动作准确、协调，较高质量完成动作。 

80 技术动作较准确、协调，较好完成动作。 

70 技术动作一般、较协调、能完成动作。 

60 技术动作一般、不协调、勉强完成动作。 

60 分以下 技术动作不准确、不协调、不能完成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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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网球运动概述 2、介绍学习内容与要求 

3、学习握拍法、站位姿势和网球步法（跨步、

滑步、交叉步）；4、球性练习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践 

1、培养球感球性的各种练习； 

2、专项脚步练习 3、正手击球基本动作 

4、灵敏性： 

 

三 
理论 

实践 

1、网球运球击球基本动作动常用专项术语 

2、正手击球技术（击打垂直下落球） 

3、球性练习 4、耐力练习；间歇跑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四 
理论 

实践 

1、介绍网球运动场地器材 

2、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反手击球基本动作 

4、力量练习；俯卧撑、蹲起 

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材 

五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垂直下落球） 

3、隔网颠球 

4、灵、敏素质练习；仰卧起坐，立卧撑 

 

六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隔网颠球 4、耐力练习；定时跑 

 

七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隔网颠球 4、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对墙击球 4、素质练习；加速跑、折返跑。 

 

九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对墙击球 

4、灵敏素质练习；仰卧起坐，立卧撑 

 

十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对墙击球 4、素质练习；加速跑、折返跑。 

 

十一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下手发球技术 4、耐力练习；定时跑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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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下手发球技术 4、耐力练习；定时跑 

 

二 实践 
1、正手平击球技术 2、反手平击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力量练习；握力、蹲起 
 

三 实践 
1、正手平击球技术 2、反手平击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弹跳练习；跳绳、多级跳 
 

四 实践 

1、正手平击球技术 2、反手平击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灵敏素质练习；立卧撑、蛇形跳 

 

五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速度练习；变速跑、50 米加速跑 

 

六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耐力练习；1000 米计时跑 
1000 米计时跑在田径场进行 

七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速度练习；变速跑、50 米加速跑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九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灵敏素质练习；立卧撑、蛇形跳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十 实践 

1、正手截击球技术 2、反手截击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力量练习；握力、蹲起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十一 实践 

1、正手截击球技术 2、反手截击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速度练习；变速跑、50 米加速跑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网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网球运动概述 2、介绍学习内容与要求 3、学

习握拍法、站位姿势和网球步法（跨步、滑步、

交叉步）；4、球性练习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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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二 

 
实践 

1、培养球感球性的各种练习；2、专项脚步练习 3、

正手击球基本动作 4、灵敏性： 
 

三 

 

 

理论 

实践 

1、网球运球击球基本动作动常用专项术语 2、正

手击球技术（击打垂直下落球）3、球性练习 4、

耐力练习；间歇跑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

语 

四 

 

理论 

实践 

1、介绍网球运动场地器材 2、正手击球技术（击

打网前抛球）3、反手击球基本动作 4、力量练习；

俯卧撑、蹲起 

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

材 

五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垂直下落球）3、隔网颠球 4、灵、敏

素质练习；仰卧起坐，立卧撑 

 

六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网前抛球）3、隔网颠球 4、耐力练习；

定时跑 

 

七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网前抛球）3、隔网颠球 4、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网前抛球）3、对墙击球 4、素质练习；

加速跑、折返跑。 

 

九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网前抛球）3、对墙击球 4、灵敏素质

练习；仰卧起坐，立卧撑 

 

十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网前抛球）3、对墙击球 4、素质练习；

加速跑、折返跑。 

 

十一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2、反手击球

技术（击打网前抛球）3、下手发球技术 4、耐力

练习；定时跑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网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正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2、反手击球技术（击打网前抛球） 

3、下手发球技术 4、耐力练习；定时跑 

 

二 实践 
1、正手平击球技术 2、反手平击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力量练习；握力、蹲起 
 



 

 377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三 实践 
1、正手平击球技术 2、反手平击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弹跳练习；跳绳、多级跳 
 

四 实践 

1、正手平击球技术 2、反手平击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灵敏素质练习；立卧撑、蛇形跳 

 

五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速度练习；变速跑、50 米加速跑 

 

六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耐力练习；1000 米计时跑 
1000 米计时跑在田径场进行 

七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两人对攻 4、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速度练习；变速跑、50 米加速跑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九 实践 

1、正手上旋球技术 2、反手上旋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灵敏素质练习；立卧撑、蛇形跳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十 实践 

1、正手截击球技术 2、反手截击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力量练习；握力、蹲起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十一 实践 

1、正手截击球技术 2、反手截击球技术 

3、教学比赛：双打比赛 

4、速度练习；变速跑、50 米加速跑 

讲解双打比赛规则要求：下

手发球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刘军                                                    审核人：黄文胜 

 

（五）羽毛球 

课程简介 

羽毛球是一项室内、室外都可以进行的体育运动。羽毛球运动适合于男女老少，运动量可根据各人年

龄、体质、运动水平和场地环境的特点而定。无论是进行有规则的羽毛球比赛或是作为一般性的健身活动，

都要在场地上不停地进行脚步移动、跳跃、转体、挥拍，合理地运用各种击球技术和步法将球在场上往返

对击，从而增大了上肢、下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加快了锻炼者全身血液循环，增强了心血管系统和呼吸

系统的功能。长期进行羽毛球锻炼，可使心跳强而有力，肺活量加大，耐久力提高。此外,羽毛球运动要求

练习者在短时间对瞬息万变的球路作出判断，果断地进行反击，因此，它能提高人体神经系统的灵敏性和

协调性。 

   羽毛球运动是一项深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它是全面锻炼身体、增强身体机能的良好手段，也是培

养良好的道德风尚、陶冶情操的有效方法。通过锻炼和比赛，还能培养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优良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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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通过羽毛球课程学习，了解羽毛球运动的概况，掌握和提高羽毛球运动基本的技、战术水平，掌握羽

毛球的规则和裁判知识，提高比赛能力和身体素质。 

本课程主要讲授羽毛球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战术、基本规则，引导学生热爱羽毛球

运动，掌握正反手击球技术和发球技术，掌握单、双打战术。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

体育欣赏水平。 

1. 教学目标 

通过羽毛球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羽毛球运动的知识技能，学会利用羽毛球运动来锻炼身体。培养竞

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心理品质。使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规则和裁判法，并以其来巩固各项技术技能。发展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弹

跳、耐力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康水平。 

2. 教学要求 

专项教学中应着重正手发高远球，正手攻高远球球，杀球、吊球，搓球、反手发球、接发球技术的基

础练习。使学生能在比赛中熟练地运用，进而完成攻防战术的转化。 

技、战术学习要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在基本技、战术学段完成后重点强调串联技术，增加教学比赛，

全面提高羽毛球的运动能力。 

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身体素质得到不断提

高。 

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羽毛球运动概述 

羽毛球规则、裁判法 

羽毛球专项常用术语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技术 

握拍法：正手握拍法、反手握拍法 

基本站位：进攻站位、防守站位。   

基本步法：上网步法、后退步法。 

击球：判断（来求路线，速度的快慢，落点的远近）；移位；击球（击球动作，击球点，击球距离，

击球时间，力量运用）；还原 

发球技术：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发网前球、反手发网前球。 

击球技术：前场击球技术、中场击球技术、后场击球技术。 

3.2.2 基本战术 

单打战术：打四方球；杀、吊上网。 

双打战术：攻人；攻中路或攻边。 

3.3 素质练习 

3.3.1 速度练习：身体的移动、挥拍速率、反应速度等。 

3.3.2 力量练习：上肢、腰腹及腿部的力量练习。 

3.3.3 耐力练习：有氧训练，增加密度，发展耐力。 

3.3.4 灵敏与协调：判断与反应能力及身体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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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建议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

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实践教学过

程中要要限定在重要的基础练习之中。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战术的最好形式。要合理编制各种形式的比

赛，调动学习兴趣提高练习质量。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羽毛球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正手发高远球球 

6.2 正手、反手发网前球 

考试方法：发球至规定区域，共发 10 个球，两个区各发 5 个。 

评分标准： 

（1）技术评定： 

内  标  项 

容  准  目 
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发网前球 

90—100 分 技术动作准确、协调，较高质量完成动作。 

80-89 技术动作较准确、协调，较好完成动作。 

70-79 技术动作一般、较协调、能完成动作。 

60-69 技术动作一般、不协调、勉强完成动作。 

60 分以下 技术动作不准确、不协调、不能完成动作。 

（2）达标评定： 

男/女： 10 个—100 分 9 个—90 分 8 个—80 分 7 个—70 分 

 6 个—60 分 5 个—50 分 4 个—40 分 3 个—30 分 

 2 个—20 分 1 个—10 分   

6.3 正手击高远球 

6.4 反手击高远球 

考试方法：两人站在规定的区域相互击打正、反手高远球。 

评分标准： 

（1）技术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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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标  项 

容  准  目 
正手击高远球、反手击高远球 

90—100 分 技术动作准确、协调，较高质量完成动作。 

80-89 技术动作较准确、协调，较好完成动作。 

70-79 技术动作一般、较协调、能完成动作。 

60-69 技术动作一般、不协调、勉强完成动作。 

60 分以下 技术动作不准确、不协调、不能完成动作。 

（2）达标评定： 

男/女： 20 个—100 分 18 个—95 分 16 个—90 分 14 个—85 分 

 13 个—80 分 12 个—75 分 11 个—70 分 10 个—65 分 

 9 个—60 分 8 个—55 分 7 个—50 分 6 个—45 分 

 5 个—40 分 4 个—10 分   

 

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

核内容与标准；2、讲解羽毛球运动简介和

发展；3、介绍羽毛球的场地和器材；4、学习

正反手握拍、熟悉球性；5、身体素质练习 

概述；场地、器材、起源、

特点、重大赛事；与教学和

比赛有关术语。 

二 实践 
1、培养手感及熟悉球性 2、学习正手发高远

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准备姿势正确，击球过程中

手臂动作明显，击球点合

适，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正手发高远球 2、学习正手击高远

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引拍、挥拍动作正确，击球

点合适 

四 实践 
1、复习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击高远球技术  

2、学习接发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发球抛稳，击球准，动作正

确 

五 实践 
1、复习正手发、击高远球；接发球 

2、素质考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接发球；正手发、击高远球 

2、学习正手杀球 3、专项素质练习 

杀球击球点合适，动作正

确，时机适合 

七 实践 

1、复习正手发、击高远球；接发球；正手

杀球 2、学习平抽球、对攻练习 3、专项素

质练习 

击球动作正确 

八 实践 
1、复习所学羽毛球基本功 2、学习单打规

则；熟悉单打场地 
单打比赛 

九 实践 
1、 复习正手发、击高远球；对攻练习 

2、教学比赛 
可采用分组循环教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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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 实践 
1、 复习接发球；正手杀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裁判实习 
与教学比赛有关术语 

十一 实践 
1、复习正手发高远球 

2、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2、正手发、击高远球 3、学习正手

发网前球 4、身体素质练习 

发球、击球动作正确 

二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击高远球 

2、学习反手发网前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反手握拍动作正确、击

球点位置 

三 实践 
1、复习正反手发网前球、接发球、击高远球 2、

学习网前正反手搓球 3、身体素质练习 
脚步移动动作合理 

四 实践 
1、复习网前正反手搓球、接发球、击高远球 2、

学习网前正反手对角吊球 3、.身体素质练习 
手型正确，发力协调 

五 实践 

1、复习所学各项技术 2、学习熟悉双打规则和

双打场地，进行教学比赛 3、素质考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搓球、接发球、击高远

球 2、学习基本步伐之前场 3、专项素质练习 
步伐熟练掌握 

七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击高远球； 

2、学习基本步伐之后场  3 教学比赛 
步伐与击球动作协调 

八 实践 
1、结合步伐处理网前球和击高远球 

2、学习反手击高远球 3、裁判实习 
采用分组循环比赛 

九 实践 
1、基本步法之接后场高远球 2、羽毛球教学比

赛 
增加战术配合 

十 实践 
1、复习羽毛球基本步法之接前场吊球；击高远

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 3.裁判实习； 

相互配合，熟练基本战

术 

十一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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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2、讲解羽毛球运动简介和发展；3、

介绍羽毛球的场地和器材；4、学习正反手握拍、

熟悉球性；5、身体素质练习 

概述；场地、器材、起源、

特点、重大赛事；与教学和

比赛有关术语。 

二 实践 
1、培养手感及熟悉球性 2、学习正手发高远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准备姿势正确，击球过程中

手臂动作明显，击球点合

适，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正手发高远球 2、学习正手击高远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引拍、挥拍动作正确，击球

点合适 

四 实践 
1、复习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击高远球技术  2、

学习接发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发球抛稳，击球准，动作正

确 

五 实践 
1、复习正手发、击高远球；接发球 2、素质考

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接发球；正手发、击高远球 2、学习正

手杀球 3、专项素质练习 

杀球击球点合适，动作正

确，时机适合 

七 实践 
1、复习正手发、击高远球；接发球；正手杀球 

2、学习平抽球、对攻练习 3、专项素质练习 
击球动作正确 

八 实践 
1、复习所学羽毛球基本功 2、学习单打规则；

熟悉单打场地 
单打比赛 

九 实践 
1、复习正手发、击高远球；对攻练习 2、教学

比赛 
可采用分组循环教学比赛 

十 实践 
1、复习接发球；正手杀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

裁判实习 
与教学比赛有关术语 

十一 实践 1、复习正手发高远球 2、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容

与标准；2、正手发、击高远球 3、学习正手发网

前球 4、身体素质练习 

发球、击球动作正确 

二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击高远球 

2、学习反手发网前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反手握拍动作正确、击

球点位置 

三 实践 1、复习正反手发网前球、接发球、击高远球 2、 脚步移动动作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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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学习网前正反手搓球 3、身体素质练习 

四 实践 
1、复习网前正反手搓球、接发球、击高远球 2、

学习网前正反手对角吊球 3、.身体素质练习 
手型正确，发力协调 

五 实践 

1、复习所学各项技术 2、学习熟悉双打规则和双

打场地，进行教学比赛 3、素质考试：女 800 米/

男 10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搓球、接发球、击高远球

2、学习基本步伐之前场 3、专项素质练习 
步伐熟练掌握 

七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击高远球； 

2、学习基本步伐之后场  3 教学比赛 
步伐与击球动作协调 

八 实践 
1、结合步伐处理网前球和击高远球 2、学习反手

击高远球 3、裁判实习 
采用分组循环比赛 

九 实践 1、基本步法之接后场高远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 增加战术配合 

十 实践 
1、复习羽毛球基本步法之接前场吊球；击高远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 3.裁判实习； 

相互配合，熟练基本战

术 

十一 实践 1、复习正、手发网前球 2、羽毛球教学比赛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唐士敏                                                    审核人：黄文胜 

 

（六）乒乓球 

课程简介 

乒乓球被称为我国的国球。其特点是球小、速度快、变化多、趣味性强，设备比较简单，不受年龄、

性别和身体条件的限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较高的锻炼价值，比较容易开展和普及。经常参加这项运动

可以发展人的灵敏性和协调性，提高动作的速度和上下肢活动的能力，改善心血管系统的机能，促进新陈

代谢，增强体质，并能培养人的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等品质。 

通过乒乓球课程学习，了解乒乓球运动的概况，掌握和提高乒乓球运动基本的技、战术水平，掌握乒

乓球的规则和裁判知识，提高比赛能力和身体素质。 

本课程主要讲授乒乓球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战术、基本规则，引导学生热爱乒乓球

运动，掌握正反手击球技术和发球技术，掌握单、双打战术。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

体育欣赏水平。 

1.教学目标 

通过乒乓球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乒乓球运动的知识技能，学会利用乒乓球运动来锻炼身体。培养竞

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心理素质。使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规则和裁判法，并以其来巩固各项技术技能。 

发展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弹跳、耐力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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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要求 

专项教学中应着重推挡，攻球，搓球，发球。接发球技术的基础练习。使学生能在比赛中熟练地运用，

进而完成攻防战术配合。 

技、战术学习要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在基本技、战术学段完成后重点强调串联技术，增加教学比赛，

全面提高乒乓球的运动能力。 

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身体素质得到不断提

高。 

3.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乒乓球球运动概述 

乒乓球球规则、裁判法 

乒乓球球专项常用术语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技术 

握拍法：直拍握法、横拍握法 

基本站位： 进攻型打法的基本站位，在近台或中近台。削球型打法的基本站位 ，在中远台。   

基本步法： 侧滑步、跨步、并跳步、垫步、交叉步、侧身步、小碎步。 

击球：1、判断（来求路线、来球的旋转性质、来球的旋转强弱、速度的快慢、落点的长短）；2、移

动步法找位；3、挥拍击球（拍型、击球动作、击球距离、击球时间、击球的部位与用力方向、球触拍部

位、力量运用）；4、还原 

发球技术：平击发球、拱球、正反手发转与不转球、正手发左侧上（下）旋球、反手发右侧上(下)旋

球、反手发急下旋球、高抛发球、勾手发球、下蹲式发球。 

接发球技术：搓接、挑接、拉接、攻接、推接、拨接   

推挡球技术：平档球、快推球、加力推、减力档、推下旋球、推侧旋球 

攻球技术：正反手快攻、正反手快点、正反手拉冲、正反手扣杀、正反手快带 

搓球技术：快搓、搓转与不转、搓侧旋球、搓球摆短 

3.2.2 基本战术 

发球抢攻：1、长、短球结合的发球抢攻战术；2、发近身球的抢攻战术 

对攻战术：1、压制反手，结合变线 ；2、压中路，攻两角；3、调右压左的战术 

拉攻战术：1、拉两角，攻击中路的战术； 2、拉中路，压两角的战术；3、拉反手，突击正手战术；

4、搓功结合拉、扣、吊战术 

搓球战术：1、快搓，摆短为主；2、搓转于不转结合落点变化伺机抢攻 

接发球战术 ：1、接发球抢攻战术；2、用快搓，摆短等手段回接；3、用快点回击各种侧旋、上旋或

不转的球 

3.2.3 素质练习 

速度练习：步法的移动、挥拍速率、反应速度等 

力量练习：上肢、腰腹及腿部的抗负荷练习 

耐力练习：有氧训练，增加密度，发展耐力 

灵敏与协调：判断与反应能力及身体协调能力 

4.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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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

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实践教学过

程中要防止学生练习时“静”、“停”现象。养成在“动”中完成各种练习的习惯。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

战术的最好形式。要合理编制各种形式的比赛，调动学习兴趣提高练习质量。 

5.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乒乓球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测试 12 12.5%  

素质测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试 

合    计  96   

6.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发球 

考试方法：发到规定的区域、10 个球、发 5 个平击球、5 个下旋球、正反手不限。要求持球手必须伸

开放平、必须在端线以外、台面以上。 

评分标准：每发成功一球得 10 分。 

6.2 反手斜线推挡、反手斜线拨球 

考试方法：以中等力量的近台斜线对推、对拨 1 分钟，学生自测，每人有两次机会，计达标数。要求

以推为主、在左边 1/2 台范围内、过中线不计数。 

评分标准： 

次数 50 47 44 41 38 35 32 30 28 

成绩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3 正手攻球 

考试方法：陪练反手推挡或拨球、考试者近台正手攻球计 1 分钟次数、每人有两次机会。 

要求中等发力、落点相对稳定、步法灵活。 

评分标准： 

次数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成绩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4 搓球： 

考试方法：考试方法：两个学生一组对搓、每组有三次机会、计达标数。要求不持拍手不能扶球台、

球的弧线不能过高。 

评分标准： 

次数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成绩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5 左推右攻：全台相持、攻防转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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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法：陪练推档、考试者近台计一分钟次数、每人两次机会。要求中等发力、落点不要求、重点

看脚下步法移动。 

评分标准： 

组数 25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成绩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6 单打实战水平评定：以上课班级打循环比赛。 

6.7 双打实战水平评定：自己配对打循环比赛。 

乒乓球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概况握拍的方法、

基本站位、准备姿势 2、正手平击发球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 

践 
1、正反手平击发球 2、反手挡球技术 球触球台位置 

三 
理论 

实践 

1、反手快推技术和正手平挡球技术 2、学习单

步移动和跨步移动 3、专项素质练习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四 
理论 

实践 

1、单步、滑步移动 2、反手快推，正、反手平

挡球技术 3、专项素质练习 
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材 

五 实践 

1、跨步、交叉步、结合步的移动 2、快推，正

反手平挡球技术、单步、滑步的移动 3、专项

素质练习 

启动快、脚下灵活 

六 实践 
1、正手近台攻球技术 2、反手快推和单步、滑

步、跨步移动 3、专项素质练习 
重心交换 

七 实践 
1、正手近台攻球技术 2、反手快推和单步、滑

步、跨步移动。3、素质测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并步移动，正反手平挡球技术 2、正手近台

攻球技术 3、专项素质练习 
不架肩抬肘 

九 实践 
1、反手推挡球 2、正手攻球 3、介绍发球规则     

4、专项素质练习 
初步掌握发球规则 

十 实践 

1、复习正、反手发平击球 2、复习反手推挡球、

正手攻球 3、学习侧身步、交叉步 4、专项素

质练习 

变向快，反应灵敏 

十一 实践 1、反手发平击球 2、推挡球 3、攻球 抛球方法及高度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乒乓球球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恢复性练习（反手推挡，正手攻球，）2、身体

素质练习（耐力练习） 
恢复性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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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二 实践 

1、反手推挡、反手拨球 2、正手攻球和基本步法

移动（单步、并步、跨步）3、左推右功练习 4、

素质练习（专项步法） 

正手攻球的基本步法移动 

三 实践 

1、反手推挡、反手拨球、正手攻球练习 

2、左推右功练习 3、正手发下旋球和接下旋球（反

手搓球）练习 4、素质练习（上下肢力量） 

反手和正手侧身攻球的结合  

四 实践 
1、左推右攻练习 2、反手发下旋球和接下旋球（正

手搓球）3、素质练习（灵敏性练习） 
正手发下旋球和搓球技术 

五 实践 
1、正手发下旋球、接下旋球 

2、搓球练习 3、素质练习 
搓球技术 

六 实践 
1、左推右攻练习 2、正反手搓球练习 

3、发球抢攻练习 
反手发下旋球 

七 实践 
1、反手推挡、反手拨球、正手攻球练习 

2、发球与接发球练习 3、学生身体素质测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左推右攻练习 2、发球与接发球 

3、搓球练习 4、素质练习（灵敏练习） 
正手搓球技术 

九 实践 

1、左推右功练习 

2、接发球技术、搓球技术 

3、介绍双打的竞赛方法 

4、介绍乒乓球比赛的基本规则 

单打比赛的竞赛规则 

十 实践 1、发球与接发球练习 2、发球抢攻 3、练习比赛 练习比赛 

十一 实践 
1、发球和接发球技术 2、发球抢攻练习 

3、双打比赛练习 
双打比赛的竞赛规则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乒乓球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概况握拍的方法、

基本站位、准备姿势 2、正手平击发球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践 1、正反手平击发球 2、反手挡球技术 球触球台位置 

三 
理论 

实践 

1、反手快推技术和正手平挡球技术 2、学习单

步移动和跨步移动 3、专项素质练习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四 
理论 

实践 

1、单步、滑步移动 2、反手快推，正、反手平

挡球技术 3、专项素质练习 
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材 

五 实践 

1、跨步、交叉步、结合步的移动 2、快推，正

反手平挡球技术、单步、滑步的移动 3、专项素

质练习 

启动快、脚下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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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六 实践 
1、正手近台攻球技术 2、反手快推和单步、滑

步、跨步移动 3、专项素质练习 
重心交换 

七 实践 
1、正手近台攻球技术 2、反手快推和单步、滑

步、跨步移动。3、素质测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并步移动，正反手平挡球技术 2、正手近台

攻球技术 3、专项素质练习 
不架肩抬肘 

九 实践 
2、反手推挡球 2、正手攻球 3、介绍发球规则     

4、专项素质练习 
初步掌握发球规则 

十 实践 

1、复习正、反手发平击球 

2、复习反手推挡球、正手攻球 

3、学习侧身步、交叉步 

4、专项素质练习 

变向快，反应灵敏 

十一 实践 

1、反手发平击球 

2、推挡球 

3、攻球 

抛球方法及高度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乒乓球球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恢复性练习（反手推挡，正手攻球，）2、身体素

质练习（耐力练习） 
恢复性练习 

二 实践 

1、反手推挡、反手拨球 2、正手攻球和基本步法移

动（单步、并步、跨步） 

3、左推右功练习 4、素质练习（专项步法） 

正手攻球的基本步法移动 

三 实践 

1、反手推挡、反手拨球、正手攻球练习 

2、左推右功练习 3、正手发下旋球和接下旋球（反

手搓球）练习 4、素质练习（上下肢力量） 

反手和正手侧身攻球的结合  

四 实践 
1、左推右攻练习 2、反手发下旋球和接下旋球（正

手搓球）3、素质练习（灵敏性练习） 
正手发下旋球和搓球技术 

五 实践 
1、正手发下旋球、接下旋球 

2、搓球练习 3、素质练习 
搓球技术 

六 实践 
2、左推右攻练习 2、正反手搓球练习 

3、发球抢攻练习 
反手发下旋球 

七 实践 
1、反手推挡、反手拨球、正手攻球练习 

2、发球与接发球练习 3、学生身体素质测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左推右攻练习 2、发球与接发球 

3、搓球练习 4、素质练习（灵敏练习） 
正手搓球技术 

九 实践 1、左推右功练习 单打比赛的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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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2、接发球技术、搓球技术 

3、介绍双打的竞赛方法 

4、介绍乒乓球比赛的基本规则 

十 实践 2、发球与接发球练习 2、发球抢攻 3、练习比赛 练习比赛 

十一 实践 
1、发球和接发球技术 2、发球抢攻练习 

3、双打比赛练习 
双打比赛的竞赛规则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樊建欣                                                审核人：黄文胜 

 

（七）武术 

课程简介： 

武术被称为国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中华民族传统运动之一。它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

技击动作为素材，遵守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格律，组成套路或在一定条件下遵照一定的规则，

两人斗智较力，形成搏斗，以此来增强体质、防身自卫、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体育运动。由于武术

的魅力所在，在高校中深受学生的喜爱，并根据学生的需求，使武术成为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

程，本学期的课程内容包括：武术基本功、初级长拳等 

1. 教学目标 

通过武术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和了解武术运动的发展史和当前状况，在对其武德教育和武术技法教

育的同时，进行顽强的意志品质的培养；增进武术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的意识，自觉养成以武术运动为

手段来锻炼身体的习惯。 

2教学要求 

强调武术基本功的练习，尤其是手型手法、步型步法、腿功及腾跃练习等，使学生能在武术套路或技

击中熟练地运用。 

在武术课的教学中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长拳、太极拳和散打技法，并适时教授擒拿、打等攻防技能，

增强学生的武术运动能力。 

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身体素质得到不断提

高。 

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武术概述：武术的特点和作用；武术的内容和分类；武术发展的基本方针 

3.1.2 武术简史：远古时期的武术；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武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武术 

3.1.3 武术的技法： 

（1）太极拳的基本技法： 

虚灵顶劲、气沉丹田；含胸拔背、松腰敛臀 

圆裆松胯、沉肩坠肘；动静有常、势势均匀 

（2）长拳的基本技法 

手要捷快、眼要明锐 

身要灵活、步要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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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要充沛、四击合法 

3.2 技术技能 

3.2.1 拳术基本功 

手型：拳、掌、勾 

手法：冲拳、架拳、推掌、亮掌 

步型：弓、马、仆、虚、歇 

步法：击步、垫步、弧形步 

腿部练习：压腿、劈腿、踢腿（直摆性和屈伸性） 

腰部练习：前俯腰 

跳跃练习：腾空飞脚 

平衡练习：提膝平衡、燕式平衡 

跌扑滚翻练习：鲤鱼打挺、乌龙绞柱 

3.2.2 基本拳术 

    初级长拳 

二十四式太极拳 

四十八式太极拳完整套路 

3.2.3 武术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30 米冲刺、突然启动练习等 

力量：腹背肌、肩臂、大小腿练习等 

柔韧：压腿、踢腿、肩臂、步型步法及手型手法练习等 

灵活：滑步、垫步、盖步、疾步及腾空跳跃练习等 

耐力；间歇跑、计时跑（800、1000）米 

4. 教学建议 

传授武术离不开武德教育，使学生不仅修外，而且很重要的还要修内；武术技击中有一定的风险性，

要引导和防止学生不必要的伤害；学习武术的初级阶段是比较困难的，教师要有耐心，使学生并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地领会和掌握。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武术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二十四式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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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法：单人演练进行考核。 

评分标准： 

精神饱满；动作自然准确、协调流畅；每个动作都能够充分表现出太极处处是圆、处处是弧、连绵不

断和轻灵神舒等特点；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 

分值：90~100 分。 

动作基本准确、协调流畅，太极特点明显；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 

分值：80~90 分。 

动作基本准确，但略有轻微遗忘；太极特点明显；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 

分值：70~80 分。 

动作有 1~2 个错误；太极特点明显；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 

分值：60~70 分。 

错误动作较多；太极特点不明显；不能独立完成完整套路。 

分值：50~0 分。 

6.2 初级长拳第三路 

考核方法：单人演练进行考核。 

评分标准： 

精神饱满、动作准确、稳定、协调、连贯、幅度充分；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且长拳特点明显。 

分值：90~100 分。 

动作准确，动作的协调、稳定、连贯、幅度性不够充分；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且长拳特点明显。 

分值：80~90 分。 

动作存有 1~2 个错误，动作的协调、稳定、连贯、幅度性一般；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且长拳特点明

显。 

分值：70~80 分。 

动作有 2~4 个错误，动作的协调、稳定、连贯、幅度性一般；能够独立完成完整套路且长拳特点明显。 

分值：60~70 分。 

错误动作较多，动作的协调、稳定、连贯、幅度性较差；不能独立完成完整套路。 

分值：50~0 分。 

武术专选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武术概述；太极拳的由来、特点及作用 2、

武术基本功：手型、手法、步型、步法 3、

二十四式太极拳：起式、左右野马分鬃、白

鹤亮翅 

讲述武术运动的起源、

特点及当今发展状况；明确

学习武术的目的，介绍太极

拳特点及作用 

二 实践 
1、武术基本功：腿功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

拳：左右搂膝拗步、手挥琵琶、左右倒卷肱 
强调太极步法的重要性 

三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揽雀尾 
强调重心移到 

四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单鞭、云手、单鞭 
强调重心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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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五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高探马、右蹬脚 
独立动作的稳定性 

六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复习所学内容： 

3、素质考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双峰贯耳、转身左蹬脚 3、专项素质练习：

速度：30 米冲刺力量：腹背肌 

结合素质练习 

八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下势独立 
强调平衡性 

九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穿梭、海底针、闪通臂 
动作连接与协调 

十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转身搬拦捶、如封似闭、十字手、收势 
 

十一 实践 

1、复习考试内容 

2、专项素质练习： 

灵敏：启动、骤停   弹跳：摸高、跳台阶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武术专选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长拳特点及武德教育 

2、武术基本功： 

手型手法、步型步法、平衡及腿功练习 

3、初级长拳：预备式、虚步亮掌、并步对拳、弓步

冲拳、弹腿冲拳、马步冲拳、弓步冲拳、弹腿冲拳 

讲解与动作表述相结

合 

二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大跃步前穿、弓步击掌、马步架掌 

强调武术基本功的重

要性 

三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虚步栽拳、提膝穿

掌、仆步穿掌、虚步挑掌 
分解难度动作 

四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马步击掌、叉步双

摆掌、弓步击掌、转身踢腿马步盘肘 

着重复习第一部分内

容 

五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歇步抡砸拳、仆步

亮掌 
段落间明显区别 

六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素质考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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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七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弓步劈拳、换跳步弓步冲拳、马步冲

拳、弓步下冲拳 

 

八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叉步亮掌侧踹、虚步挑拳、弓步顶肘 

3、专项素质练习：力量、速度 

着重复习第二部分内

容 

九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转身左拍脚、右拍脚、腾空飞脚、歇

步下冲拳 

强调做动作协调性 

十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仆步抡劈拳、提膝挑掌、提膝劈掌弓

步冲拳、收势还原 

分解难度动作 

十一 实践 

1、 复习考试内容 

2、专项素质练习： 

灵敏：启动、骤停   弹跳：摸高、跳台阶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武术专选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武术概述；太极拳的由来、特点及作用 2、

武术基本功：手型、手法、步型、步法 3、二

十四式太极拳：起式、左右野马分鬃、白鹤亮

翅 

讲述武术运动的起源、特点

及当今发展状况；明确学习

武术的目的，介绍太极拳特

点及作用 

二 实践 
1、武术基本功：腿功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搂膝拗步、手挥琵琶、左右倒卷肱 
强调太极步法的重要性 

三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揽雀尾 
强调重心移到 

四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单鞭、云手、单鞭 
强调重心移到 

五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高探马、右蹬脚 
独立动作的稳定性 

六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复习所学内容： 3、

素质考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双峰贯耳、转身左蹬脚 3、专项素质练习：速

度：30 米冲刺   力量：腹背肌 

结合素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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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八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下势独立 
强调平衡性 

九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左右穿梭、海底针、闪通臂 
动作连接与协调 

十 实践 
1、武术基本功综合练习 2、二十四式太极拳：

转身搬拦捶、如封似闭、十字手、收势 
 

十一 实践 

1、复习考试内容 

2、专项素质练习： 

灵敏：启动、骤停   弹跳：摸高、跳台阶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武术专选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长拳特点及武德教育 2、武术基本功： 

手型手法、步型步法、平衡及腿功练习 

3、初级长拳：预备式、虚步亮掌、并步对拳、

弓步冲拳、弹腿冲拳、马步冲拳、弓步冲拳、

弹腿冲拳 

讲解与动作表述相结合 

二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大跃步前穿、

弓步击掌、马步架掌 
强调武术基本功的重要性 

三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虚步栽拳、提

膝穿掌、仆步穿掌、虚步挑掌 
分解难度动作 

四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马步击掌、叉

步双摆掌、弓步击掌、转身踢腿马步盘肘 
着重复习第一部分内容 

五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歇步抡砸拳、仆步亮掌 
段落间明显区别 

六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素质考试：女 800 米/男 10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弓步劈拳、换跳步弓步冲拳、马

步冲拳、弓步下冲拳 

 

八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叉步亮掌侧踹、虚步挑拳、弓步

顶肘 

3、专项素质练习：力量、速度 

着重复习第二部分内容 

九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强调做动作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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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2、初级长拳：转身左拍脚、右拍脚、腾空飞脚、

歇步下冲拳 

十 实践 

1、武术基本功： 

2、初级长拳：仆步抡劈拳、提膝挑掌、提膝劈

掌弓步冲拳、收势还原 

分解难度动作 

十一 实践 

2、 复习考试内容 

2、专项素质练习： 

灵敏：启动、骤停   弹跳：摸高、跳台阶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唐士敏                                                           审核人：黄文胜 

 

（八）艺术体操 

课程简介： 

    艺术体操是一种艺术性较强的女性体操项目，其动作内容繁多、风格各异，能够充分展现出协调、

韵律、柔和、幽雅等女性健美气质，有利于提高女生的柔韧性、静态力量、协调性、团队间的合作精神、

对轻器械的掌握等，非常符合女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本课程是面向校女生的公共基础课程，本课程内容

包括：身体素质基础练习、徒手套路、手持轻器械成套动作、小团体配合表演等. 

1．教学目标 

1.1 艺术体操课程的设置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生能系统的学习和掌握艺术体操理论知识和技术。 

1.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于提高学生塑造美的形体、陶冶美的情操、进行美的教育有着积极效果，

是一种有效体育教学方式。 

1.3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艺术体操锻炼的价值，让学生掌握运用艺术体操徒手成套动作和轻器械的

练习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在获得健康的基础上同时培养了练习者美的形体，通过练习能较好掌握一、二套

技术达到终身锻炼，终身受益。 

2. 教学要求 

2.1 了解艺术体操运动的基本常识和规律，能够用艺术体操这一运动形式进行自我锻炼并能逐步提高，

能欣赏和理解高水平艺术体操比赛。 

2.2 熟练掌握徒手基本动作、把杆练习，徒手动作、波浪、变换步、华尔兹步、跳步、转体、圈操、

球操等基本技术，能够做到动作准确规范。能够组织和参加业余比赛及演出。 

2.3 通过对艺术体操学习，增强体质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和灵巧性。通过“把杆”和套

路练习，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塑造健美的体型。让身体能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 

3．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艺术体操的概论 

3.1.2 艺术体操的术语 

3.1.3 艺术体操运动的基本规则 

3.1.4 艺术体操的欣赏与评价 

3.2 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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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基本功 

把杆练习：压腿、踢腿、控腿、擦地、蹲、划圆、舞姿控制练习。 

芭蕾手位、芭蕾脚站位、站姿、垫上练习、芭蕾小跳。 

3.2.2 徒手基本动作 

手臂、腿、基本步伐、舞蹈步伐、摆动、绕环、躯干弯曲、波浪、平衡、转体、跳跃 

3.2.3 器械基本动作 

摆动、转动、绕环、拍接、抛接、旋转、跳、滚动。 

3.2.4 徒手成套动作 

步伐组合：柔软步、足尖步、滚动步、弹簧步、弓步、并步、卡洛波步（Gaiiop）、波尔卡步（Polka step）、

葡萄漫步（Waitz） 

跳跃组合：12 五位小跳、跨跳、鹿跳、小猫跳、结环跳、大跳 

变换步组合：前进变换步、后不变换步 

华尔兹组合：前进方步和后退方步、前进左转 90 度和后退左转 90 度、后退右转 90 度和前进右转 90

度 

徒手组合：手臂和腿练习、基本步伐与舞蹈步伐练习、摆动和绕环练习、躯干弯曲练习、波浪练习、

平衡练习、转体练习、跳跃练习等组合动作 

有氧韵律操： 

3.2.5 器械成套动作 

球操组合、 圈操组合 

3.3 素质练习 

柔韧性：伸拉运动、压腿、压肩 

耐力性：30″的跑跳运动 

力量性：俯卧撑、仰卧撑、平板支撑 

弹跳性：团身跳、蛙跳、摸高跳 

灵敏性：组合动作变换练习 

4．教学建议 

4.1 基本技术和身体素质练习多采用指导法，包括语言法、直观法、完整法、分析法、预防和纠正错

误来实现。 

4.2 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练习法，包括重复练习法、变换练习法、循环练习法、游戏练习法、比赛练习

法、综合练习法以及集中注意力练习法、念动练习法及放松练习法等。 

4.3 教学形式多样，动、静相结合；劳、逸相结合，达到一定的运动训练量又得到艺术体操优美而宁

静的训练，通过各种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运动兴趣。 

4.4 教学过程中，不断变换音乐旋律及节奏、改变动作风格及特色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更加准确

的用肢体表达乐曲及心理变化形式。 

4.5 运用小组配合及集体创编动作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及合作精神。 

5、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艺术体操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基本技术 3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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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技 

术 

技 

能 

套路动作学习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器械（绳、圈、球、棒、带）成套动作考核：（见表 1） 

考核方法：单人或小组完成 

评分标准： 

分

数 

成套动作

评分依据 

评  分  标  准 

熟练性 
动作与

音乐 
协调性 

柔韧性 

幅度 

力度 

表现力

及优雅 
轻器械 

创编

能力 

90

分

以

上 

动作完 

成好 

动作熟

练 

连接流

畅 

两者完

美结合 

协调优

美 

有弹性 

柔韧好 幅

度大 

有力度 

表现力

强动作

优美 

流畅、

浑然一

体 

动作

新颖

有难

度 

89

－

80

分 

动作完 

成较好 

熟练较

好 

连接自

然 

与音乐

相配合 

较协调 

优美 

有柔韧性有

幅度 

力度略弱 

表现力

优雅性

较好 

无失误 

动作

新颖

较有

难度 

79

－

70

分 

能完成有

明显错误 

熟练性 

一般 

在音乐

节拍内

完成 

不够协

调 

柔韧一般、

幅度较小、 

力度松懈 

表现一

般 

有细小

失误 

动作

较新

颖无

难度 

69

－

60

分 

动作完 

成有严 

重错误 

不熟练 

基本配

合音乐

节奏 

协调性 

较差 

柔韧不好幅

度小 

力度较差 

表现力

极优雅

性较差 

有小失

误、掉

器械 

无动

作新

颖无

难度 

60

分

以

下 

动作不 

能完成 

动作不

能完成 

动作跟

不上音

乐节奏 

不协调 

柔韧很差幅

度小 

无力度 

无表现、

无优雅

性 

掉器

械、影

响后面

动作 

无动

作新

颖无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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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艺术体操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学习艺术体操基本手位、脚位及基本步伐 

3、专项素质练习 

艺术体操的特点、内容、种

类以及锻炼价值概述； 

 

二 
理论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 （1）  

3、专项素质练习 

舞蹈基本功练习强调量力而

行，根据个体情况不同各异 

三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2）  3、专项素质练习  

四 
理论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 （3）3、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

合  2、素质测试：立定跳远；800 米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4）3、专项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 （5）3、专项素质练习 
 

八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 （6）3、专项素质练习 
 

九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 （7） 3、专项素质练习 
 

十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 （8）  

3、专项素质练习 

 

十一 实践 

1、 复习徒手操成套动作 

2、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综合动

作组合 

按考试内容复习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女子艺术体操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学习艺术体操基本体位及基本步伐 3、专项

素质练习 

恢复体力 

二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1）3、专项素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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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三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2） 3、专项素质练习 
 

四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3） 3、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 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

合 

2、 素质测试：立定跳远；8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4）   

3、专项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5）   

3、专项素质练习 

 

八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6）   

3、专项素质练习 

 

九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7）   

3、专项素质练习 

 

十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8）   

3、专项素质练习 

 

十 

一 
实践 

2、 复习徒手操成套动作 

2、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综合动

作组合 

按考试内容复习 

十 

二 
测试 

1、专项技术考试 
 

女子艺术体操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学习艺术体操基本手位、脚位及基本步伐 

3、专项素质练习 

艺术体操的特点、内容、种

类以及锻炼价值概述； 

 

二 
理论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 （1） 3、专项素质练习 

舞蹈基本功练习强调量力而

行，根据个体情况不同各异 

三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2）  3、专项素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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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四 
理论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 （3）3、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

合  2、素质测试：立定跳远；800 米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  （4）3、专项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 （5） 3、专项素质练习 
 

八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 （6） 3、专项素质练习 
 

九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 （7） 3、专项素质练习 
 

十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 （8）  

3、专项素质练习 

 

十一 实践 

1、复习徒手操成套动作 

2、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综合动

作组合 

按考试内容复习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女子艺术体操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学习艺术体操基本体位及基本步伐 

3、专项素质练习 

恢复体力 

二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1）3、专项素质练习 
 

三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

的动作组合（2） 3、专项素质练习 
 

四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3）  3、专项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 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

组合 2、素质测试：立定跳远；800 米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

带）的动作组合（4） 3、专项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5）   

3、专项素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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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八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6）   

3、专项素质练习 

 

九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7）   

3、专项素质练习 

 

十 实践 

1、徒手操动作   

2、器械（绳、圈、球、棒、带）的动作组合（8）   

3、专项素质练习 

 

十一 实践 

1、 复习徒手操成套动作 

2、复习器械（绳、圈、球、棒、带）的综合动

作组合 

按考试内容复习 

十二 测试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杨州                                                    审核人：黄文胜 

 

（九）健美操 

课程简介 

健美操是一项融体操、舞蹈、音乐为一体，以有氧练习为基础，以健、力美为主要特征，具有高度艺

术性的体育项目。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按照我校体育课程教学大纲，

制定了健美操课相应的目标。 

通过健美操学习和锻炼过程，使学生热爱健美操运动，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和习惯，熟练掌握健

美操运动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并能够科学地进行健美操锻炼，全面发展与健康有关的各种运动技能，形成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验健美操运动的乐趣，提高体育文化和道德修养，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发

展。 

1. 教学目标 

通过健美操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健美操运动的知识技能，培养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心理品质，使

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健美操运动的特点，全面发展与健康有关的各种体能，科学地进行健美操锻炼，

并熟练掌握健美操运动的基本方法与技能。 

发展学生的有氧耐力、速度、力量、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健康水平。 

2. 教学要求 

2.1 专项教学要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因人施教，教材内容一般应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动作速度由慢

到快；先学单个动作，再进行组合练习；较复杂动作先分解教学，再进行完整练习。在掌握若干个单个动

作的基础上，进行编选组合动作的教学，以巩固和提高所学的各类技术动作。 

2.2 专项教学中发挥教师自身表现和主导作用，重视学生节奏感和表现力的训练，保证动作的协调、

有力度，体现出健美操的生命力。 

2.3 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素质的训练，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重视健美操的专项素质训练，尤

其是上下肢和躯干的力量、肩、躯干、腿的柔韧性，弹跳力及动作的灵敏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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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健美操概述、特点和练习要求；健美操的锻炼价值和音乐 

3.1.2 健美操的训练法；健美操的创编原则与方法 

3.1.3 健美操的组织和裁判法；健美操的欣赏与评价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动作和基本技术 

常用手型：掌、拳、剑指、响指、翘指、造型手等。 

头颈部动作：屈、转、绕和绕环、平移等。 

肩部动作：提肩和沉肩、绕和绕环、摆肩等。 

胸部动作：含、展等。 

腰部动作：屈、转、绕和绕环等。 

髋部动作：顶、摆、提、绕和绕环等。 

上肢部位动作：臂屈伸、摆臂、振臂、旋臂等。 

下肢部位动作：踢、弓步、膝的屈伸和绕环、腿的内旋和外旋等。 

转体动作：平转、单足转等。 

波浪动作：手臂、驱干、全身等。 

基本步伐：踏步、后踢腿跑、吸腿跳、开合跑、弓步跳、弹踢腿等。 

3.2.2 基本套路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1—4 级；跑跳操、有氧健身操、形体操、热舞健美操、时尚健美操、拓展

健美操、创编健美操。 

3.2.3 身体素质 

一般身体素质：100 米跑、跳绳、仰卧起坐等。 

专项身体素质：柔韧练习、腰腹肌、支撑、踢腿等。 

4. 教学建议 

采用分解和完整动作教学法，充分利用同学结伴，在教学中相互帮助，纠正错误动作，使动作更准确，

同时培养团队意识，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基本技术教学应突出动作的规范性、力与美的相结合性，学生

在练习过程中要强调动作的最大幅度与力度；在学习基本步伐动作时，应及时介绍每种基本步伐动作的变

化及动作组合的原则与方法，让学生了解基本步伐从低级到高级的动作过程；运用不同旋律和节拍的音乐

进行伴奏，培养学生的乐感，使学生理解健美操音乐的特点，根据不同类型动作要求，选配适当的音乐；

在教学中，根据女生的健身特性，应经常给予健美操练习方法的指导，以使学生能自学、自练，养成自觉

健身的习惯。 

5.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健美操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套路动作学习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403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单人考试 

考试方法：单人演练大众健身操 

评分标准： 

分数 
成套动作

评分依据 

评  分  标  准 

熟练性 准确性 协调性 
幅度 

力度 
表现力 节奏感 

90 分以上 
动作完成

好 

动作熟练 

连接流畅 
准确 

协调优

美 

有弹性 

幅度大 

有力度 
表现力强 节奏感强 

89－80 分 
动作完成

较好 

熟练较好 

连接自然 
基本准确 

较协调 

优美 

有幅度 

力度略弱 

有较好表

现力 
较强 

79－70 分 
能完成有

明显错误 

熟练性 

一般 

有明显错

误 

不够协

调 

幅度较小 

力度松懈 
一般 不明显 

69－60 分 

动作完成

有严 

重错误 

不熟练 严重错误 
协调性 

较差 

幅度小 

力度较差 

表现力较

差 

明显失去节

奏 

60 分以下 
动作不能

完成 

动作不能完

成 

身体姿态

严重错误 
不协调 

幅度小 

无力度 
无表现力 

大部分动作

失去节奏 

6.2 分小组进行考试 

考试方法：集体创编健美操 

评分标准： 

分数 

评  分  标  准 

音乐节

拍 

音乐的适宜

性 
独特性 同伴配合 

过渡与连

接 
步伐 队形 

90 分

以上 

每10秒

钟22节

拍左右 

动作的风格

与类型以及

运动员的表

现和音乐的

特色完美结

合 

成套动作

与众不同、

动作新颖

体现多样

性，无重复 

成套动作

中创造出

动力性的

身体队形

配合（3

个）， 

流畅地连

接健美操

基本步

伐、动作

组合和难

度。 

完成 6 种步

伐 

（“V”字

部、 

“1”字部、 

交叉步、并

步、 

跑跳步、开

合跳） 

完成 5

个 

队形变

化 



 

 404 

分数 

评  分  标  准 

音乐节

拍 

音乐的适宜

性 
独特性 同伴配合 

过渡与连

接 
步伐 队形 

89－

80 分 

每10秒

钟22节

拍左右 

动作的风格

与类型以及

运动员的表

现能和音乐

的特色相结

合 

成套动作

与众不同、

动作较新

颖和多样

性，无重复 

成套动作

中能够表

现出动力

性的身体

队形配合

（3 个） 

较好完成

连接健美

操基本步

伐、动作

组合和难

度。 

完成 6 种步

伐（“V”字

部、“1”字

部、交叉步、

并步、跑跳

步、开合跳） 

完成 5

个 

队形变

化 

79－

70 分 

每10秒

钟22节

拍左右 

动作的风格

与类型以及

运动员的表

现必须和音

乐的特色结

合的一般 

成套动作

新颖体多

样性，有重

复 

成套动作

中能够基

本完成动

力性的身

体队形配

合（3 个） 

完成连接

健美操基

本步伐、

动作组合

和难度。 

完成 6 种步

伐（“V”字

部、“1”字

部、交叉步、

并步、跑跳

步、开合跳） 

完成 5

个 

队形变

化 

69－

60 分 

每10秒

钟22节

拍左右 

动作的风格

与类型以及

运动员的表

现和音乐的

特色结合出

现差异 

成套动作

新颖但不

多样性，有

重复 

成套动作

中完成动

力性的身

体队形配

合（2 个）， 

基本完成

连接健美

操基本步

伐、动作

组合和难

度。 

完成 5 种步

伐 

完成 4

个 

队形变

化 

60 分

以下 

不能完

成每 10

秒钟 22

节拍

（低于

15 节

拍）左

右的音

乐 

动作的风格

与类型以及

运动员的表

现不能和音

乐的特色相

结合 

成套动作

不与众不

同、动作不

新颖，不体

现多样性，

重复较多 

成套动作

中完成动

力性的身

体队形配

合（1 个）， 

不能完成

连接健美

操基本步

伐、动作

组合和难

度。 

完成 4 种步

伐以下（含

4 种步伐） 

完成 3

个 

队形变

化 

健美操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 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

内容与标准 2、讲解健美操运动简介和发展 3、

学习健美操基本步伐 4、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践 

1、 复习健美操基本步伐 2、学习全国健美操

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1）3、身体素质

练习-柔韧 

基本步伐正确，动作优

美，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 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 动作优美，准确，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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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作（1）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

规定动作（2）3、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协调用力 

四 实践 

1、 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

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3）3、身体素质练习

-速度 

动作优美，准确，全身

协调用力 

五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 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4）

3、瑜伽 4、身体素质练习-速度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七 实践 

1、 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5）

3、瑜伽 4、身体素质练习-速度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八 实践 

1、 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6）

3、瑜伽 4、身体素质练习-力量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九 实践 

1、 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7）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力量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十 实践 

1、 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8）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力量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十一 实践 
1、 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

作完整动作 2、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健美操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 2、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

规定动作 3、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

规定动作（1）4、瑜伽 5、专项素质练习—力量 

熟悉动作 

二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1）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

作（2）3、瑜伽 4、专项素质练习—力量 

动作协调有力，优美准

确 

三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

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3）3、瑜伽 4、专项素

质练习—速度 

动作协调有力，优美准

确 

四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

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4）3、瑜伽 4、专项素

动作协调有力，优美准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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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质练习—速度 

五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1-4）2、瑜伽 3、专项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表现力强，准确，

协调 

七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

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5）3、瑜伽 4、专项素

质练习—柔韧 

动作表现力强，准确，

协调 

八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

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6）3、瑜伽 4、专项素

质练习—柔韧 

动作幅度大，节奏感强 

九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7）3、瑜伽 4、专项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幅度大，节奏感强 

十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8）3、瑜伽 4、专项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协调，幅度大，优

美，准确 

十一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完整动作 

2、专项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协调，幅度大，优

美，准确，节奏感强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健美操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 2、讲解健美操运动简介和发展 3、学

习健美操基本步伐 4、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 

二 实践 

1、复习健美操基本步伐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

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1）3、身体素质练

习-柔韧 

基本步伐正确，动作优

美，全身协调用力 

三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

（1）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

定动作（2）3、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优美，准确，全身

协调用力 

四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

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3）3、身体素质练习-

速度 

动作优美，准确，全身

协调用力 

五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4）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速度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七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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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5）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速度 

协调，节奏感强 

八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6）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力量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九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7）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力量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十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

标准 2 级规定动作（8）3、瑜伽 4、身体素质

练习-力量 

动作熟练，准确，优美，

协调，节奏感强 

十一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定动作

完整动作 2、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按考试要求练习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健美操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容

与标准 2、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2 级规

定动作 3、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

定动作（1）4、瑜伽 5、专项素质练习—力量 

熟悉动作 

二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1）2、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2）3、瑜伽 4、专项素质练习—力量 

动作协调有力，优美准

确 

三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

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3）3、瑜伽 4、专项素质

练习—速度 

动作协调有力，优美准

确 

四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

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4）3、瑜伽 4、专项素质

练习—速度 

动作协调有力，优美准

确 

五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六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

（1-4）2、瑜伽 3、专项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表现力强，准确，

协调 

七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

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5）3、瑜伽 4、专项素质

练习—柔韧 

动作表现力强，准确，

协调 

八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

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6）3、瑜伽 4、专项素质

练习—柔韧 

动作幅度大，节奏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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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九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

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7）3、瑜伽 4、专项素质

练习—柔韧 

动作幅度大，节奏感强 

十 实践 

1、复习前面所学内容 2、学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

炼标准 3 级规定动作（8）3、瑜伽 4、专项素质

练习—柔韧 

动作协调，幅度大，优

美，准确 

十一 实践 
1、复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3 级完整动作 

2、专项素质练习—柔韧 

动作协调，幅度大，优

美，准确，节奏感强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傅雅霜                                                   审核人：黄文胜 

 

（十）器械健身 

    课程简介 

器械健身是指通过徒手或各种器械，依据人体的生理功能与解剖特点，针对个人体质、体形的不同情

况，运用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进行科学的和持之以恒的力量训练，是以强健身体、增强体质、发达肌肉、

改善体形体态、陶冶情操为目的的力量运动项目。 

1、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器械健美、健身的主要训练方法，并具有一定水平的示范和讲解

能力，全面了解并掌握现代器械健美、健身的各方面专业知识，并具有独立进行器械训练的组织能力，初

步了解健美、健身比赛的相关理论知识。 

2. 教学要求 

2.1 使学生系统掌握器械健身基本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器械健身运动发展的状况与动态； 

2.2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器械健美、健身主要训练方法，并能在实践中较为合理地运用。 

2.3 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健康塑型训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4 培养学生具有制定健美、健身教学训练计划的能力，并指导学生参加比赛。 

3. 教学内容 

3.1 理论部分 

3.1.1 器械健身运动概述 

健身运动的特点；健身运动的作用 

健美运动的发展概况；身体健美的标准 

3.1.2 器械健身训练原理与方法 

训练原理 

训练计划的制定 

如何安排运动量 

3.1.3 健身训练的营养补充 

营养素；食物与营养 

膳食制定 

3.1.4 健美比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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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比赛规则 

裁判法 

3.2  技术部分 

3.2.1 各部位小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1）小臂肌肉群训练方法 

（2）肱二头肌训练方法 

（3）肱三头肌训练方法 

（4）股二头肌训练方法 

（5）小腿肌肉群训练方法 

3.2.2 各部位大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1）肩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胸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3）背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4）大腿肌肉群训练方法 

（5）腰腹肌训练方法 

3.2.3 减肥训练方法 

（1）主要训练方法 

（2）减肥计划的制定 

（3）减肥饮食计划制定 

4. 教学建议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基本技术教学应多运

用综合性练习，培养实战意识，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时 百分比 

专项理论 

1、器械健身运动概述 

2、器械训练原理与方法 

3、健身运动的营养补充 

4、健美比赛规则 

8 

 
8.3% 

技术技能 

小肌肉群训练方法 16 16.6% 

大肌肉群训练方法 32 33.3% 

减肥、塑型训练方法 16 16.6% 

身体素质练习 8 8.3% 

测     试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考试》 4 4.4%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理论考试 

考试方法：要求学生撰写器械健身相关短文（不少于 2000 字）。 

评分标准：依据学生的短文予以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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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践考试 

考试方法：（1）健身规定动作（2）肌肉维度的增长幅度 

评分标准：（1）按学生完成健身比赛的规定动作给分。 

（2）上课初始测原始数据，每学期按围度增长幅度给出实践成绩。2 公分以上为优秀，1 公分为良好，

0.5 公分为及格。 

6.3 技术考试：引体向上、俯卧撑、平板支撑 

考试方法：按照引体向上、俯卧撑、平板支撑的方式进行考试。 

评分标准：按完成动作的次数和时间给分。 

引体向上：12 个-100 分、10 个-90、8 个-80、7 个-70 分、6 个-60 分。 

俯卧撑：40 个-100 分、35 个-90、30 个-80 分、25 个-70 分、20 个-60 分。 

平板支撑：120 秒-100 分、100 秒-90 分、80 秒-70 分、70 秒-60 分。 

器械健身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胸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3、有氧运动练习 4、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胸肌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二 实践 
1、背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背阔肌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

训练法则的知识 

三 实践 
1、肩部肌肉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肩部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四 实践 
1、肱二头肌训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肱二头肌训练

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五 实践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考试》  

六 实践 

1、股四头肌训练方法 

2、股二头肌训练方法 

3、有氧运动练习 4、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腿部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七 实践 
1、肱二、三头肌训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上臂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八 实践 

1、小臂肌肉群训练方法 

2、小腿肌肉群训练方法 

3、腰腹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4、有氧运动练习 

建议在讲授小肌肉群训练

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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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九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饮食循环方

法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十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饮食循环方

法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十一 实践 复习考试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器材健身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器械健身运动概述 3、健身训练原理与方

法 

主要向学生讲授器械健身

训练原理和方法 

二 实践 

1、健身训练原理与方法 

2、健身运动的营养补充 

3、韦德健身训练法则 

主要向学生讲授训练饮食

方法 

三 实践 
1、肩部肌肉练方法 

2、斜方肌肌肉群训练方法 3、柔韧素质练习 

建议在讲授肩部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四 实践 
1、背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肱二头肌训练方法 3、灵敏素质练习 

建议在讲授背阔肌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

训练法则的知识 

五 实践 
1、胸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肱三头肌训练方法 3、柔韧素质练习 

建议在讲授胸肌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六 实践 
1、股四头肌训练方法 

2、股二头肌训练方法 3、耐力素质 

建议在讲授腿部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七 实践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考试》  

八 实践 

1、小臂肌肉群训练方法 

2、小腿肌肉群训练方法 

3、腰腹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4、减肥、塑性训

练方法 

建议在讲授小肌肉群训练

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九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的饮食循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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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环介绍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十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的饮食循

环介绍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十一 实践 复习考试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器械健身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胸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3、有氧运动练习 4、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胸肌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二 实践 
1、背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背阔肌训练

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三 实践 
1、肩部肌肉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肩部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四 实践 
3、肱二头肌训练方法 

4、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肱二头肌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

授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五 实践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考试》  

六 实践 

1、股四头肌训练方法 

2、股二头肌训练方法 

3、有氧运动练习 4、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腿部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七 实践 
1、肱二、三头肌训练方法 

2、有氧运动练习 3、介绍健身训练法则 

建议在讲授上臂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八 实践 

1、小臂肌肉群训练方法 

2、小腿肌肉群训练方法 

3、腰腹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4、有氧运动练习 

建议在讲授小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

授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九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饮食循环方法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

训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

讲授健身训练法则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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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饮食循环方法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

训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

讲授健身训练法则的知

识 

十一 实践 复习考试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器材健身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本学期课堂教学的内容及要求 

2、器械健身运动概述 3、健身训练原理与方

法 

主要向学生讲授器械健身

训练原理和方法 

二 实践 

1、健身训练原理与方法 

2、健身运动的营养补充 3、韦德健身训练法

则 

主要向学生讲授训练饮食

方法 

三 实践 
1、肩部肌肉练方法 

2、斜方肌肌肉群训练方法 3、柔韧素质练习 

建议在讲授肩部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四 实践 
1、背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肱二头肌训练方法 3、灵敏素质练习 

建议在讲授背阔肌训练方

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

训练法则的知识 

五 实践 
1、胸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2、肱三头肌训练方法 3、柔韧素质练习 

建议在讲授胸肌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六 实践 

1、股四头肌训练方法 

2、股二头肌训练方法 

3、耐力素质 

建议在讲授腿部训练方法

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身训

练法则的知识 

七 实践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考试》  

八 实践 

1、小臂肌肉群训练方法 

2、小腿肌肉群训练方法 

3、腰腹部肌肉群训练方法 4、减肥、塑性训

练方法 

建议在讲授小肌肉群训练

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健

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九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的饮食循

环介绍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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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 实践 

1、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方法 

2、增肌减脂训练方法 3、增肌减脂的饮食循

环介绍 

建议在讲授核心肌肉群训

练方法的同时向学生讲授

健身训练法则的知识 

十一 实践 复习考试  

十二 实践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胡守峰                                                    审核人：黄文胜 

 

（十一）田径 

课程简介 

田径运动是增强学生体质的重要手段。经常从事田径运动， 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与提高内

脏器官的机能，全面发展人的身体素质。  

   田径运动是各项运动的基础，它能全面地、有效地发展人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对其他各项运动

技术的发展和成绩的提高都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各项体育运动都把田径运动作为发展身体素质的训练

手段。实践证明，许多优秀运动员，特别是球类运动员，都有较高的田径运动能力和素质水平。可见，

田径运动是各项运动的基础，是对体育运动的科学总结，正确地反映了和各项体育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1. 教学目标 

1.1 学生在掌握田径运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培养学生对田径

运动的兴趣，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 

1.2 全面发展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改善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增强

体质、促进健康，改善生理健康状况。 

1.3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2. 教学要求 

2.1 掌握田径健身运动基本锻炼方法，掌握规则与裁判方法，提高体育运动观赏能力。 

2.2 掌握田径跑、跳、投运动基本技术方法，训练能力的教学，决定跑、跳、投成绩主要力学因素的

分析，各项技术规则与裁判法教学等。 

3. 教学内容 

3.1 理论部分  

3.1.1 田径运动各项目的技术动作要领 

3.1.2 场地、器材简单知识* 

3.1.3 运动项目的发展概况、特点及锻炼价值* 

3.1.4 田径运动会的组织及竞赛规程与秩序册的编排* 

3.1.5 精彩比赛赏析、优秀运动员技术分析赏析 

3.1.6 运动创伤的预防和处理 

3.2 实践部分 

3.2.1 短跑 

3.2.1.1 短跑技术及不同距离的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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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起跑和起跑后的加速跑，途中跑，终点冲刺跑。 

3.2.1.3 完整技术：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 

3.2.2 中长跑 

3.2.2.1 中长跑技术及不同距离的技术特点 

3.2.2.2 起跑后的加速跑，途中跑，变速跑，终点冲刺跑。 

3.2.2.3 完整技术：800 米，3000 米，5000 米 

3.2.3 跳高 

3.2.3.1 背越式跳高的专门练习 

3.2.3.2 背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2.3.3 背越式弧线加速跑结合起跳 

3.2.3.4 背越式助跑、起跳及过竿专门练习 

3.2.3．5 背越式跳高落地技术 

3.2.3.6 三至五步助跑起跳过竿练习 

3.2.3.7 五至九步助跑起跳过竿练习 

3.2.3.8 仗量步点，完整练习 

3.2.4 跳远（挺身式） 

3.2.4.1 速度和弹跳力练习 

3.2.4.2 挺身式跳远专门练习 

3.2.4.3 立定跳远、三级跳远 

3.2.4.4 短距离助跑和踏跳练习 

3.2.4.5 中距离助跑和踏跳练习 

3.2.4.6 全程练习 

3.2.5 铅球 

3.2.5.1 原地侧向推铅球技术 

3.2.5.2 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的徒手动作练习 

3.2.5.3 持球、预摆、滑步、落地、蹬转、送髋及出手技术 

3.2.5.4 原地正面推铅球技术 

3.2.5.5 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3 身体素质训练部分 

3.3.1 素质训练：每节课后各项目的专项素质练习（包括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 

3.3.2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考试项目训练 

3.3.3 专项柔韧及力量练习（跑、投掷、跳跃等） 

4. 教学建议 

从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出发，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不断改进必修田径课的教学手段与方法。例如：

在田径理论课教学方面，除面授外，还可以采用阅读、讨论、答疑、书面作业、电化教学等。在田径技术

课教学方面，除常规的教学方法外，还可以采用游戏教学法、程序教学法以及电化教学等。 

无论是田径理论教学还是田径技术教学，都应朝着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

于使学生尽快和牢固掌握教学内容的方向发展。 

5. 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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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田径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 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短跑；中长跑；跳远；铅球；跳高。 

考试方法：以技术评定和达标评定方式进行考试。 

评分标准： 

技术评定： 

优秀：正确完成该项技术规格要求，动作连贯，轻松协调，实效性好分。 

良好：较正确完成该项技术规格要求，动作连贯、实效性较好。 

中等：较正确完成该项技术规格要求，动作较连贯、实效性一般。 

及格：基本完成该项技术的主要环节规格要求，动作不够协调，实效性较差。。 

不及格：不能完成该项技术规格要求，动作有严重错误不协调、实效性差。 

技术达标： 

项目 

得分 

50 米（秒） 100 米（秒） 铅球（米） 标枪（米） 跳高（米） 跳远（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0 6"1 8"1 12"7 15"7 9.60 7.00 36 30 1.47 1.20 4.89 3.80 

95 6"3 8"2 12"9 15"9 9.40 6.80 35 29 1.44 1.18 4.80 3.70 

90 6"5 8"3 13"1 16"2 9.10 6.60 34 28 1.41 1.16 4.71 3.60 

85 6"7 8"5 13"4 16"6 8.80 6.40 33 27 1.39 1.14 4.62 3.50 

80 6"9 8"6 13"7 16"9 8.50 6.20 32 26 1.36 1.10 4.52 3.40 

78 7"1 8"7 13"9 17"2 8.26 5.90 30 24 1.33 1.08 4.45 3.35 

75 7"3 8"8 14"1 17"6 8.04 5.65 29 23 1.30 1.05 4.34 3.20 

73 7"4 9"0 14"3 17"8 7.82 5.50 27 22 1.27 1.02 4.24 3.10 

70 7"5 9"1 14"5 18"1 7.60 5.34 25 21 1.24 0.99 4.45 2.99 

65 7"6 9"4 14"8 18"4 7.40 5.20 23 20 1.22 0.97 4.05 2.92 

60 7"8 9"6 15" 18"8 7.20 5.05 21 18 1.20 0.95 4.00 2.85 

55 7"9 9"9 15"3 19"1 6.99 4.91 20 16 1.19 0.92 3.86 2.78 

50 8"0 10"1 15"5 19"5 6.78 4.76 18 14 1.17 0.90 3.76 2.71 

45 8"2 10"4 15"8 19"8 6.58 4.60 16 12 1.15 0.88 3.67 2.65 

40 8"3 10"6 16" 20"1 6.37 4.48 14 10 1.13 0.86 3.57 2.58 

30 8"4 10"9 16"6 20"5 6.16 4.33 12 8 1.11 0.84 3.47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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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得分 

50 米（秒） 100 米（秒） 铅球（米） 标枪（米） 跳高（米） 跳远（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 8"5 11"1 16"5 20"8 5.96 4.49 10 7 1.10 0.81 3.37 2.44 

10 8"7 11"7 16"8 21"4 5.76 4.00 8 6 1.08 0.76 3.28 2.30 

5 8"8 11"9 17" 21"8 5.55 3.52 6 5 1.06 0.73 3.18 2.26 

田径专选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

容与标准 2、讲解田径运动简介和发展 3、学习

竞走起跑、途中走技术 4、学习铅球原地推铅

球技术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部

分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材 

二 实践 

1、复习竞走起跑、途中走技术 2、学习竞走终

点冲刺走技术及 400 米全程走技术 3、复习铅

球原地推铅球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上下肢协调用力，腰腿力量

相结合 

 

三 实践 

1、复习竞走起跑、途中走、终点冲刺走技术及

400 米全程走技术 2、学习铅球背向滑步推铅球

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上下肢协调用力，腰腿力量

相结合 

 

四 实践 

1、复习竞走起跑、途中走、终点冲刺走技术及

5000 米全程走技术 2、复习背向滑步推铅球技

术 3、身体素质练习 

动作协调，幅度大，连贯 

五 实践 

1、学习中长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2、复习铅球原地和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身

体素质练习 

动作协调，幅度大，连贯 

六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 复习中长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2、学习中长跑变速跑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步伐轻快，协调 

八 实践 

1、 复习中长跑变速跑技术 

2、800 米跑练习 

3、跳远：学习挺身式跳远的基本技术 4、身体

素质练习 

动作连贯，踏跳有力 

九 实践 

1、 学习中长跑终点冲刺跑技术 

2、 800 米跑练习 

3、学习跳远上板及腾空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动作连贯，踏跳有力 

十 实践 

1、 复习中长跑的各种技术 

2、3000 米跑练习 

3、跳远：学习空中挺身展腹及落地技术 4、身

体素质练习 

踏跳有力，动作伸展，腾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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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一 实践 

1、 复习中长跑的各种技术 

2、3000 米跑练习 

3、跳远：挺身式跳远完整技术动作练习 4、身

体素质练习 

踏跳有力，动作伸展，腾空

高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田径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田径运动会的组织及竞赛规程与秩序册的编排 

2、运动创伤的预防和处理 

3、学习短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步幅大，频率快 

二 实践 

1、复习短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2、学习跨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起跳有力，身体向上 

三 实践 

1、学习短跑蹬起跑器技术及 100 米跑全程技术 

2、复习跨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蹬地有力，步幅大，频

率快 

四 实践 
1、学习短跑弯道跑及最后冲刺跑技术并练习 200 米跑 

2、学习跳高的全程技术练习 
节奏感强，身体内倾 

五 实践 

1、100 米跑全程技术练习 

2、学习背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全身协调用力，起跳有

力，速度快 

六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学习 4×1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2、学习背越式跳高的过杆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左右手衔接准确，步幅

大，频率快 

八 实践 

1、学习 4×4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2、学习背越式跳高的半程助跑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衔接准确，弯道身体内

倾，助跑节奏感强 

九 实践 

1、完整练习 4×1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2、复习原地和侧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衔接准确，弯道身体内

倾，身体协调用力 

十 实践 

1、学习背越式跳高的全程助跑技术 

2、复习 4×1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起跳有力，助跑节奏感

强 

十一 实践 复习背越式跳高的全程助跑技术 
起跳有力，助跑节奏感

强，重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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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田径专选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介绍本学期教学内容、要求、任务、考核内容与标准 2、

讲解田径运动简介和发展 3、学习竞走起跑、途中走技术

4、学习铅球原地推铅球技术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

事、部分与比赛有关

的场地器材 

二 
 

实践 

1、复习竞走起跑、途中走技术 2、学习竞走终点冲刺走技

术及 400 米全程走技术 

3、复习铅球原地推铅球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上下肢协调用力，腰

腿力量相结合 

 

三 实践 

1、复习竞走起跑、途中走、终点冲刺走技术及 400 米全

程走技术 

2、学习铅球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上下肢协调用力，腰

腿力量相结合 

 

四 实践 

1、复习竞走起跑、途中走、终点冲刺走技术及 5000 米全

程走技术 

2、复习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动作协调，幅度大，

连贯 

五 实践 
1、学习中长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2、复习铅球原地和背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动作协调，幅度大，

连贯 

六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复习中长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2、学习中长跑变速跑技术 3、身体素质练习 
步伐轻快，协调 

八 实践 

1、复习中长跑变速跑技术 

2、800 米跑练习 

3、跳远：学习挺身式跳远的基本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动作连贯，踏跳有力 

九 实践 

1、学习中长跑终点冲刺跑技术 

2、800 米跑练习 

3、学习跳远上板及腾空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动作连贯，踏跳有力 

十 实践 

1、复习中长跑的各种技术 

2、3000 米跑练习 

3、跳远：学习空中挺身展腹及落地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踏跳有力，动作伸展，

腾空高 

十一 实践 

1、复习中长跑的各种技术 

2、3000 米跑练习 

3、跳远：挺身式跳远完整技术动作练习 4、身体素质练习 

踏跳有力，动作伸展，

腾空高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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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田径运动会的组织及竞赛规程与秩序册的编排 

2. 运动创伤的预防和处理 

3、学习短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步幅大，频率快 

二 实践 

1．复习短跑起跑、途中跑技术  

2．学习跨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起跳有力，身体向上 

三 实践 

1．学习短跑蹬起跑器技术及 100 米跑全程技术 

2．复习跨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蹬地有力，步幅大，频

率快 

四 实践 

1．学习短跑弯道跑及最后冲刺跑技术并练习 200

米跑 

2．学习跳高的全程技术练习 

节奏感强，身体内倾 

五 实践 

1．100 米跑全程技术练习 

2．学习背越式跳高的起跳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全身协调用力，起跳有

力，速度快 

六 实践 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七 实践 

1．学习 4×1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2．学习背越式跳高的过杆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左右手衔接准确，步幅

大，频率快 

八 实践 

1．学习 4×4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2．学习背越式跳高的半程助跑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衔接准确，弯道身体内

倾，助跑节奏感强 

九 实践 

1．完整练习 4×1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2、复习原地和侧向滑步推铅球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衔接准确，弯道身体内

倾，身体协调用力 

十 实践 

1． 学习背越式跳高的全程助跑技术 

2． 复习 4×100 米接力交、接棒技术 

3． 身体素质练习 

起跳有力，助跑节奏感

强 

十一 实践 复习背越式跳高的全程助跑技术 
起跳有力，助跑节奏感

强，重心稳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执笔人：路峰                                                             审核人：黄文胜 

 

（十二）生存基础 

课程简介 

“生存基础”课旨在重新唤起人的自然天性，使学生通过实际参与，在每一走、每一跳、每一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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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美的平衡与支撑、每一个攀爬和跨越中，自觉地去感受田径、体操、体育游戏等运动项目赋予的那

份刚性、柔韧、力量、耐力、平衡和灵敏。通过合理的教学和锻炼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使学

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健康，加深同学之间的友谊。通过向学生传授科学锻炼身体

的知识、技术、技能，发展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协调、平衡和灵敏等基本素质，提高学生“生存”

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相关运动的竞赛规则，裁判方法及小型竞赛的组织工作，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组织与观

察能力；在教学和比赛中，培养学生挑战极限、超越自我、顽强拼搏、机智果断、团结合作等良好的意志

品质。 

1. 教学目标 

1.1 热爱体育运动，积极参与“生存基础”课的学习和课外体育锻炼，基本形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

和习惯；熟练掌握走、跑、跳、投、平衡、滚翻、支撑、攀爬等基本技术、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

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能依据所学运动的特点，科学地锻炼身体，全面增

强体质，学会制定个人锻炼计划和自我评价健康的方法。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

方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逐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2 通过“生存基础”课的学习和课外锻炼，不断提高体育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在教学和锻炼

过程中，积极与他人合作，具有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使身心健康发展，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2. 教学要求 

2.1 专项教学中应着重走、跑、跳、投、平衡、滚翻、支撑、攀爬等基本技术、技能的基础练习。使

学生能在游戏、业余锻炼、比赛中实际运用，不断提高学会其它运动项目能力和生存能力。 

2.2 技术、技能的学习和提高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并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增加教学

比赛，全面提高他们的运动能力。在专项教学中应加强身体练习，并与技术练习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技

术、技能的同时，身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3. 教学内容 

3.1 专项理论 

3.1.1 体育基础理论 

3.1.2 田径、体操运动发展概况 

3.1.3 田径、体操运动的特点及锻炼价值 

3.1.4 田径、体操常用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3.2 技术技能 

3.2.1 基本活动能力 

走、跑、跳、投、攀登、爬越、支撑、平衡、悬垂、滚翻等。 

3.2.2 基本技术、技能 

3.2.2.1 田径运动 

（1）竞走 

（2）跑：短、中、长跑 

（3）跳跃：单腿跳、双腿跳、蛙跳、立定跳远、跳远、三级跳远（男生）、跳高 

（4）投掷：抛、掷实心球；投掷铅球 

3.2.2.2 体操 

（1）队列、队形 

（2）徒手体操（规定动作、自编动作） 

（3）持轻器械体操（自编动作、健身练习） 



 

 422 

（4）基本步、支撑、平衡、滚翻等小组合练习 

3.2.2.3 体育游戏（部分内容可参考定向运动） 

（1）单项运动技术、技能的组合练习 

（2）多项运动技术、技能的组合练习 

4. 教学建议 

 4.1 基本技术教学要多采用与提高身体素质相结合的练习方法，以增加课的运动量，要符合学生的生

理发展规律。使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不断加强身体素质。 

    4.2 基本技术、技能教学应多运用综合性练习，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4.3 实践教学过程中要防止学生练习时“静”、“停”现象。养成在“动”中完成各种练习的习惯。 

 4.4 游戏和比赛是掌握和运用技、战术的最好形式。要合理编制各种形式的比赛，调动学习兴趣提高

练习质量。 

5. 教学计划与学时分配表 

项    目 内          容 学 时 百分比 备   注 

专项理论 
田径、体操运动概述、场地器材、 

8 8.3% 在实践课内 
竞赛规则、裁判法、常用术语、 

技 

术 

技 

能 

基本技术 32 33.3%  

基本战术 16 16.6%  

教学比赛 16 16.6%  

素质练习 8 8.3%  

专项技术考试 12 12.5%  

素质考试、机动 4 4.4% 实践课内测 

合    计  96   

6.专项技术考试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6.1 田径类内容 

（1）50 米、100 米； 

（2）800 米、1000 米或 12 分钟跑； 

（3）立定跳远、跳远、跳高； 

（4）抛实心球、掷铅球 

考试方法：以上各类任选其一，以“达标”和“技评”为主。 

评分方法：达标评定标准参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成绩对照表，技术评定标准见表 1，并参

考学生的进步幅度及课堂教学中的表现。 

田径技术评定标准 

分数 评定标准 

90 以上 动作规范、准确、协调性好、偶尔失误或无失误 

80～89 动作规范、准确、协调连贯、个别动作环节出现失误 

70～79 动作比较准确、协调性一般、几个动作环节出现失误 

60～69 动作基本准确、协调性差、几个动作环节经常出现失误 

60 分以下 动作基本不准确、协调性差、几个动作环节出现严重失误 

6.2 体操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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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定的徒手操 

（2）教师自编的徒手操 

（3）规定的小组合动作 

（4）学生自编的徒手操 

考试方法：单人演练 

评分标准： 

分数 评定标准 

90 以上 
动作规范、准确、协调性好、动作优美、表现力强、动作新颖有难度、动作

完成好。偶尔失误或无失误 

80～89 
动作规范、准确、协调连贯、动作较优美、有较强的表现力、动作新颖有一

定难度、动作完成较好，个别动作环节出现失误 

70～79 
动作比较准确、协调性一般、动作幅度较小或力度不够、动作能完成，但几

个动作环节出现失误 

60～69 
动作基本准确、协调性差、动作不连惯、幅度小、力度差，动作能完成，但

几个动作环节经常出现失误 

60 分以下 
不能独立完成动作，不协调、幅度小、无力度、表现力差，无新颖动作、无

难度 

 

生存基础选项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田径运动概述；常用专项场地 

2、基本活动能力、队列队形 

3、原地徒手操 4、健身走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部

分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材 

二 
理论 

实践 

1、 常用专项术语 

2、 基本活动能力、队列队形、原地徒手操 

3、 短跑的专门性练习 4、竞走、健身走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三 实践 

1、短跑练习 

2、基本活动能力、原地徒手操 

3、立定跳远 4、身体素质练习（速度、力量） 

 

四 实践 

1、基本活动能力、原地徒手操 

2、中长跑专项练习 

3、跳远练习 4、体育游戏；力量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田径运动常用的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2、中长跑全程练习（1000 米/800 米） 3、跳远练

习 4、体育游戏；身体素质练习（灵敏、柔韧） 

 

六 实践 

1、体操运动概述 

2、跳远练习 

3、中长跑全程练习 

4、体育游戏；柔韧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体操运动概述 

2、跳远练习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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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3、素质考试 

八 实践 

1、体操运动常用的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2、持轻器械体操 

3、耐久跑练习 4、体育游戏；力量、灵敏素质练习 

 

九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支撑练习 

3、滚翻练习 4、教学比赛；耐力素质练习 
 

十 实践 

1、抛实心球练习 

2、悬垂练习 

3、滚翻、平衡练习 

4、教学比赛；耐力素质练习 

 

十一 实践 

1、抛实心球练习 

2、滚翻、平衡练习 

3、教学比赛；耐力素质练习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技能考试  

生存基础选项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基本活动能力 2、持轻器械体操 

3、耐力素质练习 
 

二 实践 
1、基本活动能力 2、持轻器械体操 

3、耐力素质练习 
 

三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抛实心球；中长跑专项

练习 

3、身体素质练习（速度、力量） 

 

四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抛实心球；中长跑练习 

3、身体素质练习（速度、力量） 
 

五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跳远；中长跑全程练习（1000 米/800 米） 

3、体育游戏 4、身体素质练习（灵敏） 

 

六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跳远；接力跑练习 

3、体育游戏 4、身体素质练习（灵敏） 

 

七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跳远 3、素质考试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投掷铅球；跨栏跑练习 

2、考核跳远 3、体育游戏 

4、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九 实践 
1、投掷铅球 2、跳高；跨栏跑练习 

3、体育游戏 
 

十 实践 
1、考核投掷铅球 

2、跳高；跨栏跑练习 3、体育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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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十一 实践 
1、跳高练习 2、滚翻、平衡、支撑练习 

3、教学比赛（裁判实习）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生存基础选项课第三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理论 

实践 

1、田径运动概述；常用专项场地 2、基本

活动能力、队列队形 3、原地徒手操 4、健

身走 

概述： 

起源、特点、重大赛事、部

分与比赛有关的场地器材 

二 
理论 

实践 

1、常用专项术语 2、基本活动能力、队列

队形、原地徒手操 3、短跑的专门性练习 4、

竞走、健身走 

与教学和比赛有关术语； 

 

三 实践 

1、短跑练习 2、基本活动能力、原地徒手

操 3、立定跳远 4、身体素质练习（速度、

力量） 

 

四 实践 

1、基本活动能力、原地徒手操 2、中长跑

专项练习 3、跳远练习 4、体育游戏；力量

素质练习 

 

五 实践 

1、田径运动常用的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2、

中长跑全程练习（1000 米/800 米） 3、跳

远练习 4、体育游戏；身体素质练习（灵敏、

柔韧） 

 

六 实践 
1、体操运动概述 2、跳远练习 3、中长跑全

程练习 4、体育游戏；柔韧素质练习 
 

七 实践 1、体操运动概述 2、跳远练习 3、素质考试 由教学部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体操运动常用的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2、持轻器械体操 

3、耐久跑练习 4、体育游戏；力量、灵敏

素质练习 

 

九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支撑练习 

3、滚翻练习 4、教学比赛；耐力素质练习 
 

十 实践 

1、抛实心球练习 2、悬垂练习 

3、滚翻、平衡练习 4、教学比赛；耐力素

质练习 

 

十一 实践 
1、抛实心球练习 2、滚翻、平衡练习 

3、教学比赛；耐力素质练习 
 

十二 考试 专项技术、技能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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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基础选项课第四学期教学进度 

课次 类别 教      学      内      容 教   法   建   议 

一 实践 
1、基本活动能力 2、持轻器械体操 

3、耐力素质练习 
 

二 实践 
1、基本活动能力 2、持轻器械体操 

3、耐力素质练习 
 

三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抛实心球；中长跑专项

练习 3、身体素质练习（速度、力量） 
 

四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抛实心球；中长跑练习 

3、身体素质练习（速度、力量） 
 

五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跳远；中长跑全程练习

（1000 米/800 米）3、体育游戏 

4、身体素质练习（灵敏） 

 

六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跳远；接力跑练习 

3、体育游戏  4、身体素质练习（灵敏） 
 

七 实践 
1、持轻器械体操  2、跳远 

3、素质考试 
由教研室统一安排 

八 实践 

1、投掷铅球；跨栏跑练习 

2、考核跳远  3、体育游戏 

4、身体素质练习（柔韧） 

 

九 实践 
1、投掷铅球  2、跳高；跨栏跑练习 

3、体育游戏 
 

十 实践 
1、考核投掷铅球 

2、跳高；跨栏跑练习 3、体育游戏 
 

十 

一 
实践 

1、跳高练习  2、滚翻、平衡、支撑练习 

3、教学比赛（裁判实习） 
 

十 

二 
考试 专项技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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