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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utline） 

大纲主撰人：张  坤  张  帆     大纲审核人：何丽君 

 

【课程代码】601020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 课时（22/10）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或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新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主要

讲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以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作

为大学的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不同于历史学科的专业课。不仅要使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知识，并且要通过该课的讲授，使学生正确地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

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历史进程和分析历史事件；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

发展变化，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Clos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outline” be a new Marxism theory course，be one of thought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subject main force course. Since instructing modern times mainly，Chinese 

People resists outside aggression，strives for a national independence，overthrows the reactionary ruling 

to realize the history that the people liberates. As university's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subject，this 

course is unlike history discipline specialized course. Need to make a student know clos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nowledge，and instructing needing to pass that class not only，make a student know 

national history，national conditions，deep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o understands that Chinese 

People chooses Marxism，chooses，the certainty choosing the socialist road history correctly；Make a 

student learn to wield Marxist position，viewpoint and method，and correct cognition course of history 

analysing the history event；Make a student learn to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correct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who knows China changes，improve analysis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foster a 

correct outlook on the world，outlook on life and outlook on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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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2 2 

10 

一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2 2 

二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4 4 

三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2 2 

四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4 2 

五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4 2 

六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4 4 

七 为新中国而奋斗 4 2 

八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2 2 

九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2 0 

十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2 0 

3. 课程教学目标 

第一，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大学生了解外国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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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

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

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了解实行改革开放和搞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能力目标：在达成知识目标的基础上，懂得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

性、进步性；懂得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给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

原因；懂得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的信念；懂得珍惜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第三，素质目标：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进一步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提高运用科学的历

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讲授、学生讨论与多媒体课件交互使用的方法与手段 

5. 课程资源 

(1) 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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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年。 

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很好地达成课程教学目标，具有正确的历史观，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重

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史实把握清晰；很好地完成小组课堂展示和个人期中作业；

无旷课和剽窃等不端行为。 

良好（80-89） 

较好达成课程教学目标，具有正确的历史观，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评价；重要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史实把握较为清晰；较好地完成小组课堂展示和个人期中作业；

无旷课和剽窃等不端行为。 

中等（70-79） 
一般达成课程教学目标，能够掌握基本史实，并对史实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能够

完成小组课堂展示和个人期中作业；旷课不超过 1 次，无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及格（60-69） 
基本达成课程教学目标，能够掌握重要史实和基本的历史发展脉络；能够完成小组

课堂展示和个人期中作业；旷课不超过 3 次，论文具备基本的学术规范。 

不及格（低于 60） 
未能达成课程教学目标，基本史实掌握不清，小组课堂展示和个人期中作业未能完

成；旷课 3 次以上，或相关作业中存在剽窃等严重不端行为。 

(3) 成绩构成：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成绩（30%）、期中成绩（30%）和期末成绩（40%）三

部分组成，旨在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评价。 

(4) 过程考核：本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要求遵守学校纪律，按时上课，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

一学期缺旷课累计超过该课程学时数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本课程的考核。平时成绩包括上课出勤

情况、课堂展示情况及课堂表现；期中成绩以撰写读书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等形式进行；期末进

行开卷考试。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综述（2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内容，学习本课程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初步了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中国社会的状况。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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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内容 

②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目的和意义 

②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方法 

(2) 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 

本编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①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②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③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3.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 

4. 学习材料：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②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5. 思考题：怎样认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2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外国对中国

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奴役；了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了解中国人

民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军事侵略 

(2) 政治控制 

(3) 经济掠夺 

(4) 文化渗透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 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2) 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第三节  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1) 反对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2) 民族意识的觉醒 

3.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 

4. 学习材料：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 

5. 思考题：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4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家

出路的早期探索；了解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史实及其失败原因、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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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1)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2) 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1) 洋务事业的兴办 

(2)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进行与夭折 

(1) 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 

(2)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3.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 

4. 学习材料：梁启超《变法通议》 

5. 思考题： 

(1) 如何看待洋务运动。 

(2) 戊戌维新运动历史过程、历史意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2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

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民主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了解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

的多次反袁斗争。正确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把握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1) 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包括对清末“新政”的评析） 

(2)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3) 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4)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1) 封建帝制的覆灭 

(2)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1) 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2)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材料：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三民主义》；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

生诞辰 1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 思考题：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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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 

本编综述天翻地覆的三十年 

1. 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与世界大势 

2. 三座大山的重压 

3. 两个中国之命运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4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五四运动的必然性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与意义，认识五四运动

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关系。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了

解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及其失败的原因。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 北洋军阀的统治 

(2)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3)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3)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 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2) 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材料：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陈独秀《敬告青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5. 思考题：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4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对派如何建立反动专制统治；认识中国共产党所

进行的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历史意义；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1)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2)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3)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及其挫折 

(2)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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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材料：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5. 思考题： 

(1) 如何看待国民党的性质及国民政府的本质。 

(2)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下坚持下来的精神力量是什么？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4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了解日军惨无人道的野蛮罪

行，认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作出的巨大牺牲与奋斗。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与深远历史

意义。准确把握中国抗日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及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1) 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2) 残暴的殖民统治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第二节  从局部战争到全国性抗战 

(1) 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2) 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3)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 全面性抗战的开始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1)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2) 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 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2) 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3)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4)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5)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1) 抗日战争的胜利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3)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材料：毛泽东《论持久战》 

5. 思考题：为什么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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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4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过程及其伟大胜利的历史

意义。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走向失败的经过与原因。认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1)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 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中 

(1)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2) 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3)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1) 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2)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3) 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1)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2) 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3)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材料：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金冲及《转折年代—1947》 

5. 思考题： 

(1) 为什么国民党很快失去民心？ 

(2) 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 

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49—2006） 

本编综述辉煌的历史征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2.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2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了解和认识建国初

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认识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掌握三大改造的

特点及其历史经验。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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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2)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 工业化的任务与发展道路 

(2)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节  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1)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3) 对私营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4)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3.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 

4. 学习材料：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政治报告》。 

5. 思考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作用，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是“早知今日、何必

当初”？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2 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及其成就；认识中共在这十

年中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和纠正“左”倾错误中的曲折；总结十年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2) 早期探索的积极开展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1) “大跃进”及其纠正 

(2)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3) 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1)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2) 人民生活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3) 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4) 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3.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 

4. 学习材料：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 月 30 日）；《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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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 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 学时） 

1. 教学要求：要认识思想上政治上拨乱反正和经济上调整整顿的必要性。了解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历史功绩，认识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认识邓小平

与二十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掌握中共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及其意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1)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2) 改革开放的起步 

(3) 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1)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2)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1)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2)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第四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 

(2)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4)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第五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结束语  

(1)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2)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曲折发展及其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

强大生命力。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材料：《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选编》；习近平《紧紧围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5. 思考题：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如何认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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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实践教学共 10 学时，主要形式有如下六种。每学期的实践教学形式

及内容由教研室根据本学期理论重点、时事热点和班次特点集体协商决定，鼓励教师开展实践教

学的改革和创新。 

1. 撰写读书报告。由学生自主选读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历史名篇或史学名著，撰写读书报告

或读书体会文章。 

2. 浙江近现代史与浙江精神。围绕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浙江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读书、

讨论、现场考察等多种形式展开，撰写读书报告或体会文章。 

3. 情景剧表演。学生选择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以情景剧表演的形式重现历史事件，进行课堂

展示或拍摄微电影。 

4. 时事热点与历史经验。结合时事热点，选择历史上类似事件或相关事件进行分析，从历史

中汲取智慧，以史为鉴，由教师组织研讨。 

5. 专题研讨。由教师确定研讨主题，同学分小组进行讨论、调研，并做课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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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大纲主撰人：陈慧麒、胡祎赟     大纲审核人：何丽君 

 

【课程代码】60101000 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48 学时（32/16） 

【建议修读学期】 一秋或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公共基础课。课程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学

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

目标。课程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它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一起，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对稳

定的课程体系，共同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is a basic course.This course，guided by the 

Marxism，focuses o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and aims for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values，moral outlook and legal sense. It can elevate their moral and legal 

quality based on the related discipline knowledge and the basic rules of students' growth. With the 

other required course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it undertakes the significant task for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 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6 4 

16 

 

一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4 2 

二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 6 4 

三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6 4 

四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 4 2 

五 遵守社会公德 锤炼高尚品格 5 3 

六 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治体系 6 4 

七 树立法制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4 4 

八 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 6 4 

结束语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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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综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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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探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依据及基本要求，旨在帮助大学

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解决成长、成才之路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促进大

学生学习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逐渐成长为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基础。 

(1) 知识目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理解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掌握理想、信念、中国精神、人生价值、道德、法律等概念的内涵、要求，正确认识其对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作用；理解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理解全面依法治国，掌

握相关法律精神和有关法律常识。 

(2) 能力目标 

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运用道德和法律规

范自己行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利用各种资源进行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归纳，

培养学生的信息选择、批判能力；通过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和管理、协

调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能力。 

(3) 素质目标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定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树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培养自身发展所需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教学：采取理论讲授、专题教学、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课堂

演讲、课堂展示等多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力求课堂教学生动活泼。 

课堂理论讲授，系统讲授课程内容，体现课程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专题教学结合教材和现实

设立多个专题，提高课程的创新性和发展性。案例教学，选择真实性、典型性、针对性、时效性

的案例，丰富课程内容。运用制作完善的课件和音像资料，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课堂演讲主要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发展社会交往能力、培养

合作精神。课堂展示教学活动中，通过绘画、课件等手段将课程相关主题较为直观地呈现出来，

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全面学习、创新学习的能力。 

(2)课外实践教学：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组织学生观看有关录像、电视、电影等，以增加学

生对道德、法律规范的认识；组织学生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新农村建设典

型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增强创新意识和实际应用能力。 

5. 课程资源： 

(1)教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编：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修订版。 

(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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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新恒：《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钱焕琦主编：《自我锻造追求卓越：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实际演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习近平：《在同各界青年优秀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唐凯麟：《中华传统美德十二讲》，学习出版社 2009 年版。 

冯友兰：《一种人生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季羡林：《季羡林读书与做人》，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年版。 

檀传宝等著：《网络环境与青少年德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美）贝内特：《美德书》，王睿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美国）戴尔·卡耐基：《人性的优点》，重庆出版社 2010 年版。 

（美国）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法治热点面对面》，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刘星：《西窗法雨》，法律出版社 2008。 

王新中、钱蔚主编：《今日说法故事精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赵明：《正义的历史映像》，法律出版社 2007。 

苏晓宏：《法理学原理》，法律出版社 2013。 

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刘金国主编：《人类法律文化的丰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6. 学生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考试。对学生的成绩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实

践成绩、期末考试。通过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力求落实、落细教学的过程性评价，客观、全面、

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 

(2)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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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很好达成教学目标 1、2、3（很好完成各项作业、参与课堂活动；期末考试，很好

掌握课程理论知识，回答完整正确。） 

良好（80-89） 
较好达成教学目标 1、2、3（较好完成各项作业、参与课堂活动；期末考试，较好

掌握课程理论知识，回答较完整正确。） 

中等（70-79） 
一般达成教学目标 1、2、3（完成各项作业、参与课堂活动一般；期末考试，掌握

课程理论知识一般，回答完整正确性一般。） 

及格（60-69） 
基本达成教学目标 1、2、3（基本完成各项作业、参与课堂活动；期末考试，基本

掌握课程理论知识，回答基本完整正确。） 

不及格（低于 60） 
未达成教学目标 1、2、3（未能完成各项作业、参与课堂活动；期末考试，未掌握

课程理论知识，回答不完整不正确。） 

(3)成绩构成：课程总成绩构成：平时成绩 40%，期中成绩占 10%，实践成绩占 10%，期末成

绩占 40%。 

(4) 过程考核： 

本课程的平时成绩主要依据上课状态、课堂笔记、课堂讨论等。上课状态包括到课情况，课

堂听课状况等；旷课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一，取消考试资格；课堂笔记主要参考课堂记录情况，要

求有思考、有条理；课堂讨论包括小组讨论、课堂汇报、点评问答等。期中成绩采取随堂考试或

读书报告形式进行。实践成绩包括小组主题演讲课件制作、实践报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

拍”等作业。期末成绩采用开卷考试方式。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绪 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教学，使大学生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性质和目的，认识

到学习本课程与自己的成长成才密切相关，能否学好这门课关系到自己的未来前途和人生价值的

实现，从而激发起大学生努力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1)了解：大学生活的新特点；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意义和方法。 

(2)理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当代大学生成才的作用与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科学内涵和学习意义；大学生的成才目标。 

(3)教学重点、难点：①适应新环境，完成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变；②明确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③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适应人生新阶段 

(1) 认识与适应大学生活 

(2) 更新学习理念 

(3) 确立成才目标 

第二节  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 

(1) 思想道德与法律 

(2) 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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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第四节 学习本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1) 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意义 

(2) 学习本课程的基本方法 

3. 教学方法： 

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课堂互动、多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等。 

4.学习资料： 

(1) 万新恒：《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 钱焕琦主编：《自我锻造追求卓越：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实际演练》，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 

(3) 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4) 视频观看：《这是一个变化迅猛的世界》 

(5)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 年 5 月

4 日。 

(6)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7)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

社 2014 年版。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通知》，《十八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5. 思考题： 

(1) 大学生应该怎样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2) 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成才目标是什么？ 

(3) 进入大学后，如何从小事做起，迈好人生的重要一步？ 

(4) 为什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5) 如何认识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方法？ 

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4 学时） 

1. 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大学生认识到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了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的科学依据；理解如何确立理想

信念、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化理想为现实等问题。 

(1)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如何树立马克思主义信念。 

(2)理解：理想和信念的含义；理想和信念对大学生成才的意义和作用。 

(3)教学重点、难点：①当代青年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与信念；②理想信念在人生中的作用；

③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内容；理想信念的确立、追求和实现；④如何把理想化为现实？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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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大学生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及崇高的社会理想；⑥规划大学生活，提高大学生活质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 

(1) 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2) 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1) 认识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2)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3)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第三节  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1) 正确理解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2) 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3)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课堂互动、多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等。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

社 1993 年版。 

(3) 习近平：《在同各界青年优秀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5. 思考题： 

(1) 谈谈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2) 如何认识个人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3) 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使命中大学生肩负的责任。 

第二章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6 学时） 

1.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引导大学生将远大的理想与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结合起来，继承爱

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做一个新

时期坚定的爱国者。 

(1) 了解：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关系。  

(2) 理解：中国精神、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时代精神的内涵；新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内涵。 

(3) 教学重点、难点：①中国精神的内涵的理解问题；②关于爱国主义概念的问题。爱国主

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

种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耀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重要道

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③关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必须弘扬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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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怎样弘扬爱国主义问题；④为什么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问题；⑤关于爱国主

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⑥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 

(1) 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2)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3)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第二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1) 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2) 爱国主义及其时代价值 

(3) 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4) 做忠诚的爱国者 

第三节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1) 时代精神及其主要体现 

(2) 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 

(3) 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课堂展示法等。 

4. 学习资料： 

(1) 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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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4)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国家民委政策法制司：《民族团结教

育通俗读本》，学习出版社 2009 年版。 

(5) 唐凯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6) 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7)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5. 思考题： 

(1) 中国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弘扬中国精神？ 

(2)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什么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3) 联系浙江精神谈谈大学生应当怎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4) 联系实际谈谈，新时期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6 学时） 

1. 教学要求：以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方面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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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景，帮助大学生较为系统地了解和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理解人

生观问题时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科学而正确地解决人生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方法论

的指导。    

(1) 了解：什么是错误的人生观和人生价值观，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人生价值观；人生价

值的评价标准；人与环境的关系。  

(2) 理解：人生观、价值观及其关系；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 

(3) 教学重点、难点：①在什么意义上理解教材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关系；②关于“追

求高尚的人生目的”；③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及“人性自私”的分析；④如何理解“人生

环境”。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1) 世界观与人生观  

(2) 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 

(3) 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4) 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第二节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1) 价值观与人生价值 

(2) 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 

(3) 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 

(4) 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第三节  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1) 促进自我身心和谐 

(2) 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 

(3) 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4)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课堂展示等。 

4. 学习材料： 

(1)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社会和个人》，《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年版。 

(2)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年版。  

(3) 喜子：《人生成本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  

(4) 冯友兰：《一种人生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季羡林：《季羡林读书与做人》，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 

(6) [美]诺曼·V·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人生光明面 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 

(7) [美]戴尔·卡耐基：《人性的优点》，重庆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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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6 年版。 

5. 思考题： 

(1)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2) 为什么说人生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 

(3) 如何正确、全面理解健康的含义？怎样保持心理健康？ 

(4) 大学生如何创造和实现人生价值？ 

第四章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4 学时） 

1. 教学要求： 

阐明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和历史发展，揭示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与人

类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历史联系，帮助大学生认清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的一个合乎规

律的崭新阶段。是对人类历史上道德发展的优秀成果进行批判继承的产物。 

揭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搞清为

什么“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们在保

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大学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辨别是非、善恶、荣

辱，坚持正确地成长成才方向，提供价值引导。 

(1) 了解：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 

(2) 理解：道德的功能和作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 

(3) 教学重点、难点：①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与作用；②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

传统；③为什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⑤公民道德建

设的重点——诚信及大学生的诚信道德建设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1) 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2) 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3) 道德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1) 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2) 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3)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三节  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1) 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2) 中国革命道德主要内容 

(3) 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 

第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1) 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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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与原则 

(3) 积极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课堂展示法等。 

4.学习资料： 

(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3)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

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4) 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5) 唐凯麟：《中华传统美德十二讲》，学习出版社 2009 年版。 

(6) [美]贝内特：《美德书》，王睿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5. 思考题： 

(1) 人为什么需要道德？道德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2) 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 

(3) 谈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意义。 

(4) 结合全国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谈谈大学生如何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5) 怎样理解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在新时期为什么要倡导和实践为人民

服务？ 

(6)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坚持集体主

义原则？ 

第五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5 学时） 

1. 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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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大学生

认清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的本质，强化公德意识，遵守公共生活的法律规范，养成良好的文明礼

貌的行为习惯。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法律素质，

培育学生高尚的职业精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正确认识和对待爱情，了解和掌握道德

和法律对婚姻家庭的基本要求，为走上工作岗位，解决好立业成家的人生重大课题，打下良好的

基础。 

(1) 了解：公共生活及其特点；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社会公德及其特点；社会公德的

主要内容；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公共社会中相关的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  

(2) 理解：为什么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公共社会中相关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 

(3) 教学重点、难点：①道德与法律是维护公共秩序的两种基本手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②明确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理解社会公德五个方面的内容；③正确认识《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的相关条款，自觉遵守网络中的法律；④理解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创

业观、择业观，并自觉地用法律和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⑤帮助学生认识爱情的含义，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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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观与爱情观；⑥明确个人品德养成的四个方法，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社会公德 

(1) 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2)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3) 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第二节  职业道德 

(1) 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2) 大学生的择业与创业 

(3)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节  家庭美德 

(1) 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2) 大学生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3) 弘扬家庭美德 

第四节  个人品德 

(1) 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2) 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3) 追求崇高道德境界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课堂展示法等。 

4. 学习材料： 

(1)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9 日。 

(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十四大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4)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年版。 

(5) 檀传宝等著：《网络环境与青少年德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5. 思考题： 

(1) 如何看待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缺陷？ 

(2) 大学生应如何为社会公德的改善、优化服务？ 

(3) 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择业观和创业观？ 

(4) 如何认识恋爱与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要求？ 

(5) 谈谈如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第六章  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治体系（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教学，使大学生理解法律的一般含义和法律的发展史，认识到法律是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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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帮助大学生认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理解社会主

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明确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的环

节。了解社会主义法律修养的途径与方法。使大学生懂得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帮助

大学生从整体上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及公民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特征以及构成，增强对社会

主义法律制度认同感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感。 

(1) 了解：了解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的环节。 

(2) 了解：了解社会主义法律修养的途径与方法；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3) 理解：理解法律的一般含义；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形成、特征以及构成。 

(4) 教学重点、难点：①理解我国法律制定、实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② 正确理解社会

主义法律精神；③ 如何理解我国宪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④ 明

确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⑤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定义、层次、部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法律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1) 法律的词源与含义 

(2) 法律的本质与特征 

(3) 法律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1)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 

(2) 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3) 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第三节  我国宪法与法律部门 

(1) 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2) 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 

(3) 我国的程序法律部门 

第四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意义 

(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 

(3)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等。 

4. 学习材料： 

(1)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6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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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4) 何勤华著：《法律文化史谭》，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年版。 

(5) 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法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5.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法律的特征？ 

(2) 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3) 如何理解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哪些法律部门？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第七章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4 学时） 

1. 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使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自觉性。

明确新时期树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意义和法治理念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并通过正确理解

法治思维方式的基本含义和特征，逐步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不断加强自身法律修养，增

强法律意识，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意义，努力成为法律权威的坚定维护者。 

教学重点、难点：①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制观念；②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

③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④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3)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4) 加强宪法实施，落实依宪治国 

第二节  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1) 法治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2) 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3) 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 

第三节  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1) 尊重法律权威的重要意义 

(2) 尊重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等。 

4. 学习材料： 

(1)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2)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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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9 年版。 

(4) 郑成良：《法律思维》，载《法制日报》，2000 年 4 月 26 日。 

5. 思考题： 

(1) 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3) 如何正确理解法治思维？ 

(4) 联系实际谈谈如何维护法律权威。 

第八章  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6 学时） 

1. 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使大学生充分认识什么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公民应该享有哪些法律

权利和承担哪些法律义务，以及如何行使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当自

己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后如何依照法律途径寻求保护和救济，以及滥用法律权利和违法法律义务

后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等。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义务观，妥善处理学习生活中遇到的

法律问题和各种矛盾，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和个人修养。 

教学重点、难点：①法律权利及其特征；②法律义务的特点；③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④我国宪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⑤帮助学生认识如何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1) 法律权利 

(2) 法律义务 

(3)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第二节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1) 政治权利与义务 

(2) 人身权利与义务 

(3) 财产权利与义务 

(4) 社会经济权利与义务 

(5) 宗教信仰及文化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1) 依法行使权利 

(2) 依法救济权利 

(3) 尊重他人权利 

(4) 依法履行义务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课堂互动、多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等。 

4. 学习材料： 

(1) 习近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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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法治热点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4) 王新中、钱蔚主编：《今日说法故事精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5) 祖嘉合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案例及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 年

版。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法律权利与人权的关系？ 

(2) 如何认识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3)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有何特点？ 

(4) 我国公民享有哪些政治权利？ 

(5) 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依法维权？ 

结束语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1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课程的核心目的在于“立人”，在于培养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培养一个具有现

代意识、道德品格、法治精神的当代大学生。一句话，“四有”公民是本课程的目标。 

2. 主要内容：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 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打下坚实的知识和理论功底； 

(2) 要崇德修身、砥砺品格，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 

(3) 要明辨是非、坚定自励，在是非善恶面前做到择善固守、从容自信； 

(4) 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创造人生价值。 

3. 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主要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课堂互动、多媒体教学等。 

4. 学习材料： 

(1) 钱焕琦，《自我锻造，追求卓越——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实际演练》，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 

(2) 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5. 思考题：大学生应怎样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1. 课堂展示： 

以小组合作方式，采用 PPT 课件或运用绘画、图表、文字、关系图等多种元素纸面呈现，进

行展示，并由师生评析。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拍’” 

选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一主题，用手机或相机捕捉生活中的事件或场景，拍摄照片，

并附相关的文字说明。由教师评阅。 

3.实践报告： 

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观光考察，或开展道德、法律相关内容的社会调

查等，按照要求完成体验报告或调查报告。由教师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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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Outline of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大纲主撰人：傅德田   大纲审核人：何丽君 

 

【课程代码】601030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48 学时（32/ 16）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或二春             【先修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公共必修课，是一门系统讲授马克

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本课程是对学生系

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整个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发挥着基础、核心和灵魂的作

用，在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Outline of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is a compulsory ideological course for all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which consists of Marxist philosophy，politic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these fundamental contents，this course takes a key position and plays a 

principal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hich meant to cultivate the qualified constructors 

and successors for China's socialist enterprise.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绪论 6 6  

一 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9 9  

二 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6 6  

三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9 9  

四 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6 6  

五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6 6  

六 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3 3  

七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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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教育，要求学生整体上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把握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特别是

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各

种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本课程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 

(1) 知识目标：通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概念、观点与原理，正确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2) 能力目标：通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素质目标：通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理论素质和综合素

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讲授为主，全程多媒体教学；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结合；综合自学、提问、讨论、练习

等多种形式。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5 年修订版。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

版社 1995 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节选），1872 年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节选），《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节选）有关章节，《列宁

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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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孙正聿：《哲学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严书翰、胡振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年版。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2008 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版。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师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生辅学读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疑难问题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案例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蔡海榕、傅德田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精彩教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版。 

(2)课程网站：浙江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网址：zjedu.moocollege.com/course/detail/30000203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核方式：线上测试+线下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认真听课，态度端正，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外线上学习；掌握 90%以上的知识；

完成 90%以上作业；能力目标很好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扎实提升 

良好（80-89） 
认真听课，态度端正，比较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外线上学习；掌握 80%以上的

知识；完成 80%以上作业；能力目标较好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较好提升 

中等（70-79） 
比较认真听课，态度端正，较好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外线上学习；掌握 70%以上的

知识；完成 70%以上作业；能力目标一般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所提升 

及格（60-69） 
基本认真听课，态度尚端正，能够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外线上学习；掌握 60%以上

的知识；完成 60%以上作业；能力目标基本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所提升 

不及格（低于 60） 

不认真听课，态度不够端正，很少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外线上学习；掌握不到 60%

的知识；完成不到 60%作业；能力目标尚待进一步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尚

待进一步提升 

(3) 成绩构成：课程总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20%，期中测试成绩占 20%，线上学习成绩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 

(4) 过程考核：平时学习成绩，主要根据学生的到课、课堂学习、回答问题、讨论、作业等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5%90%B4%E6%99%93%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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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打分。平时成绩构成：到课、课堂表现成绩占 80%，参与完成课内外作业（回答问题、讨论）

成绩占 20%。 

期中检查，采取随堂考试、小论文等形式。 

线上学习成绩，根据在线学习、回答问题、在线测试等等的在线成绩统计。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绪论（6 学时） 

1. 教学要求：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

马克思主义。通过讲授绪论，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明确马克思主义与

时代的关系，从而领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信念魅力。 

教学重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教学难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2. 主要内容： 

(1)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学时 

(2)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2 学时 

(3)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2 学时 

(4) 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1 学时  

3. 教学方法： 

运用现代教学手段组织教学，主要的教学方法有理论讲述、线上学习、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或辩论等，创设良好的师生互动的课堂氛围，促成教学信息的动态生成。 

4. 学习资料： 

(1) 视频材料：“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故乡四则震惊世界的新闻”、《马克思主义产生》（《世界

历史》第 65 集）。 

(2) 阅读材料：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5. 思考题： 

(1)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 

(2)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如何体现？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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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

种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教学难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为什么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

的；辩证法诸范畴；系统科学方法论。 

教学重点：哲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及其理论意义；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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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统一性原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如何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世界的物质性                                3 学时 

(1) 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物质是客观实在性。实践是使物质分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又是使自然界与人

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观为基础，正确解决

了哲学基本问题，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2)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3) 世界统一于物质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于物质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要

求。 

第二节  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5 学时 

(1)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联系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总特征。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

事物的灭亡。 

(2)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最根本的规律。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矛盾双方既同

一又斗争的结果。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质变和量变、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对

立统一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呈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状态；量变、质变及其相互转化构成

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事物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或两种趋势。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

否定、自我发展。事物的发展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1 学时 

(1)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是伟大的认识工具。 

(2)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 

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思维方法的方法论前提，科学思

维方法及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辩证思维方法。 

(3)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3. 教学方法：理论讲述，线上学习。多媒体教学：有文字、图片、音像、动画等。案例分析。

启发式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师生互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 

4.学习资料： 

(1) 视频资料：《情同手足黑猩猩》、《黑客帝国》（节选）、《大脑的结构》、《人与宇

宙》、《我们为什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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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材料：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恩格斯《费尔巴哈论》（节选）、毛泽东《矛

盾论》、孙正聿《哲学通论》。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2) 简单阐述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 

(3) 如何理解矛盾两个基本属性及其关系？ 

(4) 辩证思维方法有哪些？ 

第二章  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6 学时） 

1. 教学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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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与价值的关系，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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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引入认识论是马克思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认识运动的两次飞跃及其不断反

复性和无限发展性；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

主义。 

教学难点：实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性；认识的能动性；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

和相对性，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认识与实践                             3 学时 

(1)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决定认识。认识的产生、发展、目

的、检验都依赖于实践。认识指导实践。 

(2)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3) 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一步步地深化和提高，这就是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第二节  真理与价值                             2 学时 

(1) 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真理内容和检验标准是客观的。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是

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认识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 

(2) 真理的检验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实践标准具有确定

性和不确定性，要求坚持真理、发展真理。 

(3) 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人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真理原则 （真理尺度）和价值原则（价值尺度），价值和真理是辩证

统一的。必须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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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 学时  

(1)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辩证统一。 

(2) 从必然走向自由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实

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 

3. 教学方法：理论讲述，线上学习。多媒体教学：有文字、图片、音像、动画等。案例分析。

启发式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师生互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 

4. 学习资料： 

(1) 视频资料：《超视觉世界》、《看不见的世界》、《透视美国（第一集农业生产）》、

《实践标准大讨论》。 

(2) 阅读材料：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实践论》、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5.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2) 认识的本质是什么？ 

(3) 怎样理解认识的发展？ 

(4) 如何理解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和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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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及其重要意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

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教学难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系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3 学时 

(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

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生产

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 34 — 
 

公  共  课 

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4) 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社会形态更替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它们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历史选择性相统一

的过程。 

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4 学时 

(1)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规定并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性质和基本

面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2) 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革

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 

(3) 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改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中的量变或部分质变，是对社会制度或体制的某些环节、方面进

行局部调整。社会主义改革，就其性质而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4) 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深

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科技是把双刃剑，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要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等。 

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2 学时 

(1)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 

(2) 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任何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和历史的参与者，都对历史的形成发生着某种影响作用。 

3. 教学方法：理论讲述，线上学习。多媒体教学：有文字、图片、音像、动画等。案例分析。

启发式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师生互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 

4. 学习资料： 

(1) 视频资料：《全球人口增长问题》、《互联网时代》、《大国崛起之谜》、《复兴之路》。 

(2) 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毛泽东《关心群众生

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 

5. 思考题： 

(1) 简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2) 为什么说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3) 如何理解科技革命的现代作用？ 

(4) 简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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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6 学时） 

1. 教学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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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私有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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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

在当代的发展；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教学难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如何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资本主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2 学时 

(1) 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具体劳

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 

(2) 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基础，实行

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经济活动具有两方面作用。 

(3)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决定着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全过

程，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4) 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3 学时 

(1)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2) 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仅能创造价值，而且能

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3) 资本主义所有制 

(4)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

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价值。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法：绝对剩余价

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5)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

阶段必然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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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1 学时 

(1)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2)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3. 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启发学生思考；课堂讨论，师生互动；事例分析，提高逻辑思维能

力等；常规课堂讲授，利用多媒体手段，运用音像、图片、图表对比等进行教学；线上教学。 

4. 学习资料： 

(1) 视频资料：《世界历史（第 33 集 英国资本主义形成）》、《摩登时代》、《货币》、

《BBC 之贪婪之梦》、《大国崛起》。 

(2) 阅读材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5. 思考题： 

(1) 简述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关系。 

(2) 请简述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 

(3)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4) 简析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绝对规律。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6 学时） 

1. 教学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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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教学重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后果；当代资本主义的

新变化及其实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教学难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特点；经济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新

变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3 学时 

(1)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自由竞争资本

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垄断

资本主义得以形成。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统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 

(2)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一

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借贷资本输出、生产资本输出、商品资本的输出。帝

国主义的实质是垄断资本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3) 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企业经营的全球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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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全球化的特点、动因、后果。 

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 学时 

(1)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和特点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经济调

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政治制度的变化。 

(2)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做出的自我调节的结果。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1 学时 

(1)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与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显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2) 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从历史的长河看，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3. 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启发学生思考；课堂讨论，师生互动；事例分析，提高逻辑思维能

力等；常规课堂讲授，利用多媒体手段，运用音像、图片、图表对比等进行教学；线上教学。 

4. 学习资料： 

(1) 视频资料：《世界历史（第 62 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潜规则（“郎咸平说”第 147

集）》、《解构企业（片段）》、《两种制度的传说（李世默）》、《大国崛起》（美国）、《鸦

片战争》、《世界历史（第 83 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2) 参考资料：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 

(3)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4) 严书翰、胡振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5. 思考题： 

(1) 金融寡头如何统治资本主义？ 

(2) 如何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与本质？ 

(3)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有哪些新变化？ 

(4)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3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

信心。 

教学重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进

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苏联模式问题。 

教学难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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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 学时 

(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实

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2)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 

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 

(3) 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 

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形成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的实践，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1 学时 

(1)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设想，是无产阶

级政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准则和要求。 

(2) 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既不能违背基本原则，又不能僵化教条对待基本原则。 

第三节  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1 学时 

(1) 俄、中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原因。必须充分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原因。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3) 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曲折前进 

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曲折发展，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走向辉煌。 

3. 教学方法：互动讨论式与多媒体教学；线上学习。 

4. 学习资料： 

(1) 视频资料：《理想国》、《复兴之路》、《大国崛起（苏联）》、《居安思危》。 

(2) 阅读材料：柏拉图《理想国》、莫尔《乌托邦》。 

(3)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5. 思考题： 

(1)简单阐述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次飞跃。 

(2)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哪些？ 

第七章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3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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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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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能否实现；“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

一。 

教学难点：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客观必然与主观追求的统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2 学时 

(1) 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2)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 学时 

(1) 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2)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3)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 

3. 教学方法：互动讨论、案例式教学法与多媒体教学；线上学习。 

4. 学习资料：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2) 共产主义基本特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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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An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大纲主撰人：陈彩娟   大纲审核人：何丽君 

 

【课程 ID】60105000 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专业 

【学分数】4+2                          【学时数】96 学时（64/ 32） 

【建议修读学期】第三或第四学期            【先修课程】《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简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

本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党中央和教育部高度重视此门课程的建

设。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题，根据党的十八大最新精神，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

以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思考为主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适合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

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背景，力图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理论成果更好的运

用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The course，“Introduc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is the core curriculu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t is the 

main rout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which commends considerable respect 

from the Party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Sanitization of Marxis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two main topics in this course. The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m sanitization are emphasized also，which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C. It also concentrates on the questions：why and how the China chose 

the socialism? What is the socialism? How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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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s the periods including the New Democracy Revolution，socialist transformation，reform and 

opening and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Furthermore，it mentioned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process and basic experience in Marxism Sanitization，which could be better applied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society. 

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验（践）课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20 10＊ 

32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4 4 

三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4 4 

四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4 4 

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10 4 

六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8 4 

七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6 4 

八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20 14＊ 

九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6 4 

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6 4 

十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 4 4 

十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4 4 

共计 （4+2）模式 96 64 

 备注：“＊”为重点章节    

3. 课程教学目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等学校各个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本课程教学主要目的和任务：通过《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线，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

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重点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知识目标 

使大学生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基本立场、主要理论观点和科

学方法，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 能力目标 

使大学生培养起运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基本立场、主要理论观

点和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素质目标 

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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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教学方法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5. 课程资源： 

(1) 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2015 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吴树青 

(2) 参考文献：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邓小平：《在武汉、深圳、上海、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

2012 年 11 月 30 日。 

[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25 日 

[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12-01 

俞可平：《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中央编译 2012-03-01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第二版）谭劲松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很好达成教学目标 1、2、3（认真听课，态度端正，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

课外社会实践报告；掌握 90%以上的知识；完成 90%以上作业；能力目标

很好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扎实提升。） 

良好（80-89） 

较好达成教学目标 1、2、3（认真听课，态度端正，比较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和课外社会实践报告；掌握 80%以上的知识；完成 80%以上作业；能力

目标较好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较好提升。） 

中等（70-79） 

一般达成教学目标 1、2、3（比较认真听课，态度端正，较好参与课堂讨

论和课外社会实践报告；掌握 70%以上的知识；完成 70%以上作业；能力

目标一般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所提升。） 

及格（60-69） 

基本达成教学目标 1、2、3（基本认真听课，态度尚端正，能够参与课堂

讨论和课外社会实践报告；掌握 60%以上的知识；完成 60%以上作业；能

力目标基本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有所提升。） 

不及格（低于 60） 

未达成教学目标 1、2、3（不认真听课，态度不够端正，很少参与课堂讨

论和课外社会实践报告；掌握不到 60%的知识；完成不到 60%作业；能力

目标尚待进一步达成；理论素质、综合素养尚待进一步提升。） 

http://book.jd.com/publish/%E4%B8%8A%E6%B5%B7%E4%BA%BA%E6%B0%91%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4%B8%8A%E6%B5%B7%E4%BA%BA%E6%B0%91%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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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 30%、期中成绩 10%、社会实践报告成绩 20%、期末考试成绩 40%。 

(4) 过程考核：本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要求遵守学校纪律，按时上课，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一学期缺旷课累计超过该课程学时数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本课程的考核 。平时成绩包括上课出勤

情况、主题演讲、课堂表现等；社会调查报告；期中成绩检查，采取练习等多种形式；期末进行

开卷考试。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10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章属于总论，让学生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认识

到在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两大理论成果的科

学体系、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及其相互联系，这也是本门课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本章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历史

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

容及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主要内容、主题及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

大理论成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本章难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如何准确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1)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3)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第四节  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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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2)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3)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3 教学方法：问题讨论式、课堂问答式、案例启发式、调研教学式、现场交流式 

4. 学习资料：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2) 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１卷，人民

出版社 2006 年版。 

(3)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4) 邓小平：《在武汉、深圳、上海、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5)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6) 江泽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7) 胡锦涛：《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十六大以来重要历

史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8)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2)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3) 怎样把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4) 怎样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5)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6)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4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通过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学生理解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熟

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

能够深入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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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重点： 

(1)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及其重大意义 

本章难点： 

(1)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 45 — 
 

公  共  课 

(2)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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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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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5. 思考题： 

(1)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2)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 

(4) 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4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通过阐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

想、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及其重大意义，使学生

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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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理论依据；(2)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3)社会主义改造

与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1)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的、必然的选择；(2)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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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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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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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根据 

(2)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

社 1999 年版。 

(4)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5)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5.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 

(2) 怎样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有哪些？ 

(4)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4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阐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

索，通过学习这一章节，使学生掌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初步探索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意义；熟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给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前和改革开放后

三十几前的关系。  

教学重点：(1)把握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2)掌握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教学难点：(1)掌握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2)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



 

— 47 — 
 

公  共  课 

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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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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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4)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5)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5. 思考题： 

(1) 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中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2) 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3)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有哪些经验教训？ 

第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4 学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认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理解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熟悉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含义、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认清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的重

要意义；深刻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

熟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教学重点：(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基本特征及根本任务；(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长期性；(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段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及其内在关系。  

教学难点：(1)理解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过渡时期的区

别；(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的辨证关系。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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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3) 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邓小平：《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版。 

(2)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

社 1993 年版。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5)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

版社 2014 年版。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及其基本特征？ 

(2) 如何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3) 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 

(4) 如何理解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 

第六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4 学时）   

1、教学要求：帮助学生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科学论断的含义及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具有的

重大指导意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迫切性，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熟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教学重点：(1)导致两个“没完全搞清楚”的根源；(2)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3)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中国梦；(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 

教学难点：(1)社会主义本质科学论断的内涵和显著特点；(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本质  



 

— 49 — 
 

公  共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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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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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1) “三步走”发展战略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版。 

(2)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

世纪》，《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5)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

报》2012 年 11 月 30 日。 

5. 思考题： 

(1) 怎样准确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 

(2) 为什么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3) 如何理解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4)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5) 如何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4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并初步掌握马、恩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掌握并正

确理解邓小平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理解并掌握我国实行改革的客观必然性、重要性、紧迫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学生了解改革的性质、目的、意义，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体

目标；掌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理解和掌握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几大关系。理解并掌握我国实行

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重要性、紧迫性，真正理解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理解对外开放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改革、开放和创新精神，为我国现代化建

设做出贡献。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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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为什么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2)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3)改革的正确方向? 

(4)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大关系？ 

(5)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重要性、紧迫性？ 

(6)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7)如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教学难点： 

(1)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大关系？ 

(2)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重要性、紧迫性？ 

(3)什么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什么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怎样实施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 

(4)如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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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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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扩大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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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 江泽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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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

日报》2013 年 11 月 16 日。 

(7)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 

5.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2) 如何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3) 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4) 如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14 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熟悉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  

(2)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熟悉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原则性；

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的艰巨性和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3)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根本任务的基本内容。  

(4) 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5) 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教学重点： 

(1) “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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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配制度 

(3)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6) 社会主义生态建设 

教学难点：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5) 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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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2)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3)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2)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发展教育科学 

(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建设色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2) 保障和改善民生 

(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第五节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 建设色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2)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3)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江泽民文选》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

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5)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 年 9 月

6 日。 

(6) 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的新时代》，《人

民日报》2013 年 5 月 25 日。 

5. 思考题：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形成有何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哪些重大的突

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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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4) 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6) 如何进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 

(7)怎样理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九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4 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掌握“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基本内容，熟悉“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对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重要意义。  

(3) 理解“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过程和伟大实践。 

教学重点：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内容和实践；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对维护祖国稳定统一的重大意义  

教学难点：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2) 台湾问题的实质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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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第二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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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 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

版社 2006 年版。 

(3)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4) 《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 54 — 
 

公  共  课 

(6) 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3) 新形势下如何努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4 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 熟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  

(3) 理解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关知识 

教学重点： 

(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 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 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及特征和重大意义； 

(4) 了解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关知识 

教学难点： 

(1) 时代主题的转换； 

(2)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形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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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据和重要意义 

(2) 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3) 推动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 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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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5)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29 日。 

5.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 如何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3)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4) 如何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十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4 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加强人民

军队和国防建设  

(2) 熟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3) 理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 

(1)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 群众观点的重要性； 

(3) 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4)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意义  

教学难点： 

(1)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意义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1)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2) 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 

(3)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1)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2)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3) 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第三节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1)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2)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3)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第四节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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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2)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3)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 

(4) 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3.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视频、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方法进行教学。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

社 1994 年版。 

(3) 江泽民：《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胡锦涛：《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版。 

(5) 习近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6)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29 日。 

5. 思考题：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2)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理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 

(3) 为什么说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4) 为什么说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5) 如何认识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重要意义？ 

第十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理论（4 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 理解认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途径和意义 

(3) 熟悉如何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教学重点： 

(1) 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意义； 

(2) 理解为什么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3) 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及其重大意义？ 

教学难点： 

(1) 理解只有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2) 如何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3) 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及其重大意义？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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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1)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3)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节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1)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3) 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第三节  全面从严治党 

(1)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2)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3) 加强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 

(4)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4. 学习资料： 

(1)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3)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5)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6)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9 日。 

5. 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2) 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3) 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4) 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及其重大意义？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教学共 32 课时。 

主要形式有： 

1. 每学期选 10%的优秀学生代表参观新农村或纪念馆，回来做成展示材料向全班同学汇报。 

2. 每人作一次社会调研、写一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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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课程教学大纲 

（Bodybuilding） 

大纲撰稿人：王  茂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8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学校各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理论 4/实践 28）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美运动专项课是我校体育教学改革后的课程设置的形式之一。它是以人体科学为基础，利用

各种器械运用专门的动作方法作为锻炼的主要手段；以锻炼健美体魄、塑造优美形体、训练仪态

仪表、培养高尚情趣为目的的运动项目。 

Bodybuilding special class after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our school is in the 

form of one of it is based on the human body science，use all sorts of equipment using the special 

action method as the main means of exercise；To exercise strong and handsome body shape beautiful 

physique training manners instrument cultivate noble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for the purpose of 

sports 

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健美运动概述 2 2 0 

二 人体运动的结构和功能基础 2 2 0 

三 抗阻训练技术 12 0 12 

四 伸展练习技术 4 0 4 

五 水兵舞 6 0 6 

六 有氧运动技术 2 0 2 

七 考试 4 0 4 

合计 32 4 28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1) 通过健美运动教学，使学生了解健美运动的发展历史，使学生对健美运动产生兴趣，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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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形体健美的锻炼方法。 

(2) 通过健美教学和训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结合健美运动的特点和要求，进行

科学合理的健身锻炼，达到改善体形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机能的目的。 

(3) 在教学和锻炼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强烈的竞

争意识和良好的自身修养 

(4) 培养学生“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的健康锻炼意识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健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2)《健身教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专项技术考试评分标准： 

1.平板支撑（单位：分钟） 

分值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女生 2 3 4 5 6 7 8 9 11 13 

男生 3 5 6 7 8 9 11 13 15 17 

2.水兵舞 

(1) 90—100 分 整套动作熟练、准确、舒展到位；自然流畅；身体姿态优美；动作与音乐配

合完全一致；有很好的表现力，两人配合默契。 

(2) 80——89 分 整套动作熟练、正确、协调舒展；身体姿态较优美，动作与音乐配合一致，

有较好的表现力，两人配合比较默契。 

(3) 70——79 分 整套动作基本熟练、正确、连贯（其间稍有失误），身体姿态一般，动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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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配合基本一致。 

(4) 60——69 分 基本能独立完成成套动作，动作完成质量不高（其间失误在三次以下），身

体姿态欠缺，与音乐配合不够一致。 

(5) 60 分以下 整套动作多处不正确，姿态差，动作不连贯，不能独立完成动作。 

7. 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1) 健美运动抗阻训练技术 

(2) 健美运动伸展练习技术 

(3) 健美运动有氧运动技术 

(4) 水兵舞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健美运动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健美基本理论知识，了解健美运动发展形态和主

要特点。重在对健美运动技术与理论的正确思考，以客观态度理解健美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

发展趋势。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健美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健美运动的内容和分类 

第三节  健美运动特点和功能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健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0 月出版 

(2).《健身教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健美运动与人类形体健美的关系？ 

第二章  人体运动的结构和功能基础 （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人体运动系统的解剖生理知识，掌握动作要令，提高动作质量，

为学习健美运动的技能技术打好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运动系统  

第二节  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健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2)《健身教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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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作业题： 

(1) 躯干肌主要包括那些肌肉？试述这些肌肉的部位、起止点、主要功能。 

(2) 上肢肌主要包括那些肌肉？试述这些肌肉的部位、起止点、主要功能。 

(3) 下肢肌主要包括那些肌肉？试述这些肌肉的部位、起止点、主要功能。 

第三章  健美运动抗阻训练技术 （20学时） 

1. 教学要求：学招懂招运用自如，掌握要令，提高质量，为套路学习奠定基础。 

2. 主要内容： 

(1) 发展胸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2) 发展肩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3) 发展上背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4) 发展腰背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5) 发展上臂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6) 发展小臂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7) 发展腹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8) 发展大腿部股四头肌练习动作与方法 

(9) 发展大腿部股二头肌练习动作与方法 

(10) 发展小腿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11) 发展臀部和颈部肌群的练习动作与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健身教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健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5. 思考作业题：了解掌握各肌群的锻炼方法。 

第四章  健美运动伸展练习技术（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人体主要肌肉群的伸展放松方法 

2. 主要内容： 

(1) 胸大肌、三角肌前束的伸展练习 

(2) 胸大肌、三角肌前束、肱二头肌的伸展练习 

(3) 上背部背阔肌伸展练习 

(4) 三角肌前束的伸展练习 

(5) 上臂部肱三头肌的伸展练习 

(6) 前臂部屈肌的伸展练习 

(7) 腹直肌的伸展练习 

(8) 竖脊肌的伸展练习 

(9) 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的伸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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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臀大肌的伸展练习 

(11) 髂腰肌的伸展练习 

(12) 大腿部股四头肌的伸展练习 

(13) 腘绳肌（大腿后侧肌群）的伸展练习 

(14) 小腿三头肌的伸展练习 

(15) 颈部肌群伸展练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健身教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健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水兵舞（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一套完整的水兵舞双人动作，能配乐独立完成。 

2. 主要内容：双人水兵舞。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

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水兵舞网络视频。 

第六章  健美运动有氧运动技术（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一套有氧运动操，提高动作质量，做到身械协调、力点准确，作为抗阻训

练前的热身准备运动。 

2. 主要内容：有氧运动操。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健身教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健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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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防身》课程教学大纲 

（Women Self-defense） 

大纲撰稿人：陈丽霞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15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所有学生  

【学分数】2                                  【学时数】 32（2/30）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女子防身术是集散打、搏击、擒拿、摔跤等技击项目为综合运用的运动项目之一。其技术动

作不仅技巧性强，而且招式变换多样，步法、身法随机应势，动作机巧，内容丰富，寓理尤精，

常年研练，达到防卫、陶冶情感，不无益处。最大特点是：(1)一招制胜，灵活多变：没有任何多

余动作，只需一招就能制伏对手；(2)简单易学：动作简单，通过教学在短时间内即可学会；(3)

防身实用：针对女生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能够在一定基础上认识自我保护意识的能

力，采用合理的方法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通过练习能够掌握基础的防身技巧，采用不同的防卫技巧，为此，颇受广大女大学生的青睐。

同时提高学生的技术运用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思，增强体育锻炼意识，养成体育锻炼习惯，顽

强拼搏精神和正确的体育道德观。 

Women's self-defense is one of the sports events which are integrated with Sanda，fight，capture，

wrestling and other technical events. Its technical action not only has strong skill，but also moves are 

varied，footwork，posture random should be potential，action cleverness，rich in content，especially 

fine，perennial research and practice，to defense，cultivate emotions，not without benefit. The main 

features are：（1）one move to win，flexible：no extra action，only one move to subdue opponents；

（2）easy to learn：simple action，through teaching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can be learned；（3）self 

- defense practical：in view of the various situation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the daily life of girls，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ability of self-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on a certain basis，to adopt 

reasonable method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mselves. 

Through practice to master the basic self-defense skills，the use of different defense skills，for this 

reason，is popular with the major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improve students' 

technical ability，enhance the meaning of self - protection，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physical exercise，

develop the habit of physical exercise，tenacious fighting spirit and correct sports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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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防身术理论 2 2 0 

二 拳法、腿法的练习 4 0 4 

三 拳靶、脚靶的练习 4 0 4 

四 擒拿及摔法的练习 6 0 6 

五 力量及耐力素质练习 6 0 6 

六 俩人的攻防练习 8 0 8 

七 考试 2 0 2 

合计 32 2 30 

3.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相关的体育基础理论和体育锻炼意识，树立正确的防身观点，提高防范

意识，培养学生勇敢的精神和临危不惧的胆识。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外活动：包括晨跑或晚跑积极参与，多和同伴切磋。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先发制人》王力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6 出版 

(2)《防身制暴术》周明援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出版 

(3)《当代大学体育教程》任晋军等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 出版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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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1) 拳腿技术（第一学期15%第二学期20%） 

①方法：在所学的技术范围中选取相应的拳腿技术打靶。按技术的规范性、力量、速度表现

打分。 

②评分标准： 

分数 技术表现 

优秀（90-100） 理论知识及技术动作完成好 

良好（80-89） 理论知识及技术动作较好 

中等（70-79） 能完成技术动作 

及格（60-69） 基本能完成技术动作 

不及格（低于 60） 技术动作完成不了 

(2) 擒拿、摔法技术（第一学期15%第二学期20%） 

①方法：俩人相互对擒拿技术和摔法技术进行实战考核，按技术使用得当、技术动作的规范

性、发力等环节进行打分。 

②评分标准 

分数 技术表现 

优秀（90-100） 技术动作使用合理，动作质量完成好 

良好（80-89） 技术动作使用及质量较好 

中等（70-79） 能完成技术动作 

及格（60-69） 基本能完成技术动作 

不及格（低于 60） 技术动作完成不了 

8. 其他内容 

(1)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防身术基本功 

(3)腿法、拳法技术 

(4)身体素质练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女子防身搏击基本技术（2学时） 

1. 教学要求：女性防身主要打法中的拳法、肘法、腿法、膝法等进行练习。要求掌握重点技

术的动作要领及发力方法，同时了解场景技术动作的变换使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防身术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防身术的腿法、拳法的练习 

第三节  跌扑摔打的练习 

第四节  介绍人体结构及生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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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先发制人》王力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6 出版 

(2)《当代大学体育教程》任晋军等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出版 

5. 思考作业题：学生相互练习，通过网络查攻防资料。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

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体育与健身》 

(2)《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三章  防身术基本技术（10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技术动作，并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拳法 

第二节  腿法 

第三节  擒拿技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实用女子防身术》。 

5. 思考作业题：查下网上资料，防身术的基本动作。 

第四章  防身术的攻防练习（10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要求学生基本对简单的技术进行攻防练习及战术使用，并能

在实践中有意识的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配合攻防及战术练习 

第二节  过肩摔的练习 

3.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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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

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实用女子防身术》。 

5. 思考作业题：查下网上资料，防身术的基本动作。 

第五章  身体素质练习（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项素质：反应、速度、力量、柔韧练习 

第二节  耐力跑 

第三节  跳跃练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等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 

(2) 《田径》。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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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课程教学大纲 

（badminton） 

大纲撰稿人：史  青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9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二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学时数】 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排球运动是一项集娱乐性、健身性、竞赛性为一体的运动项目，适合不同层次的人运动。参

加这项运动，可以提高人的灵敏、协调、动作速率和下肢活动能力，改善心肺功能，全面提高身

体素质。是普通高校体育必修课中的一门选项课。 

通过排球运动专项教学和比赛，提高学生的排球运动技、战术水平与身体素质水平，增强体

质，增进健康。 

通过排球专项教学，掌握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项理论知识，增强体育意识，养成体育锻炼

习惯。 

通过排球专项教学，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品德和顽强拼搏精神，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培养

正确的体育道德观。 

Volleyball，a sport which combine with entertainment，bodybuilding and competition as a whole，

is fit to people with different athlete abilities. To play volleyball can improve our body’s agility，

coordination，action speed and the ability of legs. It can also be benefit to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generally enhance our fitness. As a result，universities take volleyball class as one election of the 

compulsory subjects，aiming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etter physical health and athlete ability. 

Throughout the learning of volleyball，students would realize the general concept of physics as 

well as orientational knowledge towards volleyball，to build a good awareness for physics and body 

building. 

The volleyball learning would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quality of collectivism，the spirit to 

endeavor and strive，organization，orderliness and proper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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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排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2  

二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 2  

三 排球基本技术 42 0 42 

四 排球基本战术 6 2 4 

五 身体素质练习 8  8 

六 考试 4 0 4 

合计 64 6 58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排球专项的教学和科学的体育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促进人际交往，提高排球运

动技战、术水平，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促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是灵敏、素质，

使身体的基本活动能力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1)《软式排球》，史青，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  

(2)《排球》，排球运动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6 

参考教材： 

(1)《排球》高校公共体育选项课教材编写组，北京体育大学出版，2003 

(2)《排球教学》乌尔里希.菲舍尔，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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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1)正面上手发球[15%] 

①方法：在排球场的发球区内，按照规则采用正面上手发球将球发过网并入场区内。 

②评分标准 

正面上手发球 （占 10 分） 

分数 10 9 8 7 6 5 4 3 

次数（男） 9 8 7 6 5 4 3 2 

次数（女） 8 7 6 5 4 3 2 1 

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分  值 技 术 表 现 

5 动作规范，全身能协调用力，击球点和击球时机准确，90%的成功率 

4 动作基本规范，全身用力较协调，击球点和击球时机较准确，80%的成功率 

3 动作比较规范，全身用力较为协调，能击球过网，60%的成功率 

2 动作较僵硬，用力较紧张，40%的成功率。 

1 动作僵硬，用力紧张，10%的成功率。 

(2)正面双手垫球[15%] 

①方法：场地标准同正面上手发球，考生在球网的两边，2---3 米的距离，连续对垫过网。 

②评分标准 

正面双手垫球（占 10 分）       

分 数 10 9 8 7 6 5 4 3 

次 数（男） 30 25 20 15 10 8 5 3 

次 数（女） 25 20 15 10 8 5 3 2 

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同上 

(3) 4 号位扣球[20%] 

①方法：在排球场的进攻区内，教师在 3 号位抛球，学生从 4 号位助跑起跳将球击过网，要

求按规则不能触网，不能过中线，进行斜线扣球。 

②评分标准 

4 号位斜线球线球（占 15 分） 

分 数 15 13 11 9 7 5 4 3 

次数（男） 9 8 7 6 5 4 3 2 

次数（女）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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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同上 

(4) 正面上手传球球[20%] 

①方法：场地标准同上（标准排球场）。考者隔网站在网前，两人连续传球过网，考生不能

触网，不能过中线，按次数多少计分。 

场地同上 

②评分标准 

正面上手传球（占 15 分） 

分 数 15 13 11 9 7 5 4 3 

次 数（男） 30 25 20 15 10 8 5 3 

次 数（女） 25 20 15 10 8 5 3 2 

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同上 

8. 其他内容 

(1) 排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3) 排球基本技术 

(4) 排球基本战术 

(5) 身体素质练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排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排球基本理论知识和裁判法，了解排球发展趋势

和主要特点。 

2. 主要内容： 

(1) 排球运动发展概况及发展趋势。 

(2) 排球规则、裁判法和组织竞赛。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排球》。 

(2) 《排球比赛规则和裁判法》。 

5. 思考作业题： 

(1) 排球运动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2) 排球运动的作用？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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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三章  排 球基本技术（4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排球的基本技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准备姿势与移动（2学时） 

第二节  正面原地双手垫球（2学时） 

第三节  移动垫球（2学时） 

第四节  接发球（2学时） 

第五节  接扣球（2学时） 

第六节  正面上手发球（4学时） 

第七节  侧面下手发球（2学时） 

第八节  原地传球（2学时） 

第九节  移动传球（2学时） 

第十节  3号位传球（2学时） 

第十一节  原地扣球（2学时） 

第十二节  4号位扣球（8学时） 

第十三节  网前球处理（2学时） 

第十四节  拦网（2学时） 

第十五节  基本站位（2学时） 

第十六节  接发球站位（2学时） 

第十七节  接扣球站位（2学时） 

第十八节  教学比赛与裁判实习 （2学时）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软式排球》。 

(2) 《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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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作业题： 

(1) 如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各种排球技术？ 

(2) 说明 4 号位扣球的动作要领有哪些？ 

第四章  排球基本战术 （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排球的基本战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排球比赛的基本站位及轮转 

第二节  “中二传” 

第三节  “边二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跟我学排球》。 

5. 思考作业题： 

(1) 排球战术的实施要点是什么？ 

(2) 阐述 “边二传”战术的一般要点？ 

第五章  身体素质练习（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项素质：转髋、反应移动、柔韧等练习（2 学时） 

第二节  耐力素质：中长跑（2 学时） 

第三节  力量素质：上肢、手腕、腹背肌、下肢力量练习（2 学时） 

第四节  专项耐力：米字步训练（2 学时） 

第五节  耐力跑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 《田径》。 

(2) 《排球专项素质训练》。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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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课程教学大纲 

（Tennis） 

大纲撰稿人：姜国钢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7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二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学时数】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网球运动是一项集娱乐性、健身性、竞赛性为一体的运动项目，适合不同层次的人运动。参

加这项运动，可以提高人的灵敏、协调、动作速率和下肢活动能力，改善心肺功能，全面提高身

体素质。是普通高校体育必修课中的一门选项课。 

通过网球运动专项教学和比赛，提高学生的羽毛球运动技、战术水平与身体素质水平，增强

体质，增进健康。 

通过网球专项教学，掌握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项理论知识，增强体育意识，养成体育锻炼

习惯。 

通过羽毛球专项教学，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品德和顽强拼搏精神，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培

养正确的体育道德观。 

Tennis，a sport which combine with entertainment，bodybuilding and competition as a whole，is 

fit to people with different athlete abilities. To play badminton can improve our body’s agility，

coordination，action speed and the ability of legs. It can also be benefit to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generally enhance our fitness. As a result，universities take badminton class as one election of the 

compulsory subjects，aiming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etter physical health and athlete ability. 

Throughout the learning of Tennis，students would realize the general concept of physics as well 

as orientational knowledge towards badminton，to build a good awareness for physics and body 

building. 

The tennis learning would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quality of collectivism，the spirit to endeavor 

and strive，organization，orderliness and proper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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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网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2  

二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 2  

三 网球基本技术 42 0 42 

四 网球基本战术 6 2 4 

五 身体素质练习 8  8 

六 考试 4 0 4 

合计 64 6 58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网球专项的教学和科学的体育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促进人际交往，提高羽毛球

运动技战、术水平，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促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是耐力素质，

使身体的基本活动能力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教材： 

推荐教材： 

(1)《网球运动教程》，陶志翔，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2)《当代大学体育教程》，任晋军，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参考教材： 

(1)《国际网联一级教练员教程》中国网球管理中心，2000 年 

(2)《网球教学》现代体育运动技术教学教案丛书，彼德.克吕斯曼编著，潘祥译，北京体育大

学出版社，2005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课外体育锻炼：占总成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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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考核方法 

(1).素质测试：按公共体育部统一测试标准进行考核 

(2).正反手对墙击球（20%）：距墙 5~6m 对墙击球（女生 5 米，男生 6 米）进行技评。（第

一学期） 

女生考核标准： 

次数 9 12 15 18 21 22 24 25 27 28 30 

得分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男生考核标准： 

次数 12 16 20 24 28 30 32 34 36 38 40 

得分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2.专项素质 7 点移动（10%）：（第一学期） 

女生考核标准（秒）： 

次数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得分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男生考核标准（秒）： 

次数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得分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3)上手发球（20%）：按网球规则发球，每人发 20 球。每人二次机会。（第二学期） 

发球男女评分标准 

次数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得分 40 50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4).底线击球（20%）：底线击球，回击的球落在对方的场地的单打区域内，每人二次机会。

（第二学期） 

底线击球男女评分标准 

次数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得分 40 50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8. 其他内容 

(1) 网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3) 网球基本技术 

(4) 网球基本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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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体素质练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网球运动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学生掌握网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了解网球运动的基本发展

趋势和主要运动特点，着重了解网球运动的锻炼价值，以客观的态度理解网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网球运动的起源 

第二节  网球运动的发展现状 

第三节  网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网球运动的健身价值 

第五节  网球运动的文化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网球运动教程》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 思考作业题：中国男子网球运动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4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体育运动的基本原理、运动方法、运动强度控制、运动量的掌握。

学会自学、自练、自我评价。掌握健康的概念，明确健康的意义，掌握运动损伤的急救方法，明

确体育锻炼对健康的作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健康的概念与内容 

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健身价值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心理 

第四节  体育卫生与保健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营养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张洪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 

(2) 《体育知识通》 李 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5. 思考作业题：如何编写一份课余体育锻炼计划？ 

第三章  网球专项理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网球运动的基本理论，掌握网球的竞赛与裁判法，了解网球运动

的基本技术与战术，以及与网球运动相关的专项身体素质。掌握网球运动的运动损伤与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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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运动锻炼计划的制定。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球运动的竞赛与裁判法 

第二节  网球运动的技战术分析 

第三节  网球运动的运动损伤与预防 

第四节  网球运动锻炼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网球运动教程》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体育知识通》 李 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5. 思考作业题：网球运动主要有哪些锻炼价值？ 

第四章  网球基本技术（26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网球运动的基本的握拍、站位、身体姿势、挥拍、击球 。发球、接发球

技术，基本的底线对打、上网截击、高压球、网前短球、放小球技术等。 

2. 教学内容：网球运动的基本技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然后再纠错、再示范、辅助

练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4. 阅读材料： 

(1) 《网球运动教程》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 思考作业题：网球运动发展的趋势。 

第五章  网球运动战术（20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网球战术教学，学生掌握网球单打、双打战术，底线战术、发球上网战术、

综合型战术；双打：发球上网战术、抢网战术、接发球战术等。 

2. 教学内容：网球运动战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然后再纠错、再示范、辅助

练习、教学比赛等方法进行教学。 

4. 阅读材料： 

(1) 《网球运动教程》 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 思考作业题：网球运动技战术运用。 

第六章  网球基本身体素质（6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网球专项教学和比赛，提高学生的网球技术、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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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辅助练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要求学生完成布置的运动量，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布置课后锻炼的内容。 

4. 阅读材料： 

(1) 《网球运动教程》 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 思考作业题：网球运动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第七章  网球技战术考试（4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技战术考试了解学生技战术的掌握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

性的改进方案，制定课后练习的计划。 

2. 教学内容（考核内容）： 

(1)正手击球 

(2)底线击球 

(3)半场移动 

(4)发球 

3. 考试方法：正手击球独立完成，底线击球与教师对打；半场移动计时；发球进区计算。 

4. 阅读材料： 

(1) 《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2) 《网球运动教程》 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 思考作业题：体育学习态度与体育成绩的关系。 

第八章  体育理论考试（网上考试） 

1. 教学要求：通过体育理论考试，了解学生对体育锻炼方法的掌握情况，对网球专项理论的

掌握情况，加强理论学习。 

2. 考试内容： 

(1) 体育基础知识。 

(2) 网球运动专项知识（起源、发展、技战术要领、竞赛规程、组织裁判法等）。 

3. 考试方法：按时在网上进行考试，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 

4. 阅读材料： 

(1) 《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2) 《网球运动教程》 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 思考作业题：网球专项理论学习与网球技术水平提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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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课程教学大纲 

（Swimming） 

大纲撰稿人：宣凤霞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公共体育大一学生 

【学分数】1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游泳是仅次于田径的竞赛项目，是世界各国在奥运会上争夺最为激烈的项目之一。游泳运动

是人类自身在为了生存和不断的与大自然进行搏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生存技能。随着游

泳运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竞技游泳运动水平不断的提高，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

竞技与健身领域的功能已被人们充分的认识，游泳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运动的艺术，映射在人们

的脑海里。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学会游泳，学会欣赏游泳运动，完成学校制定的“人人学会游

泳”的教学目标。 

Swimming is second only to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s，is the world one of most projects in the 

Olympic Games. Swimming is human beings to survive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 struggle with 

nature，gradually formed a kind of survival skill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wimming 

sports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competitive swimming constantly，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in the field of sports and fitness function has 

been fully understanding，swimming movement has become a movement of art，the mapping in people's 

mind. As a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swim，learn to enjoy swimming，complete set 

by the school the teaching aim of "everyone learned to swim.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游泳运动概述 2 2 0 

二 游泳基本动作 4 0 4 

三 蛙泳技术动作 16 0 16 

四 身体素质练习 6 0 6 

五 考试 4 0 4 

合计 32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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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游泳专项基础课的教学和体育锻炼过程，使学生增强体育意识，提高游泳专项的基本技

术及运动能力。使之能够进行自我锻炼，并进行基本的水中自救。了解游泳运动的历史及游泳比

赛的组织，学会欣赏游泳比赛。了解水上救护的基本知识。 

4. 本门课程与其它课程关系及要求： 

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尤其是发展学生的灵敏性和协调性等素质，提高动作的速度和上下

肢活动的能力，改善心脏血管系统的机能，增强学生体质。通过游泳选项课的学习，逐步培养学

生对游泳运动的兴趣和热爱，能以游泳为一兴趣爱好，养成参加锻炼身体的习惯，为终身体育奠

定基础。 

5.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讲授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身体素质练习必须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根据教学内容及体质测试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

主完成。 

6.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 采用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游泳普修教材》。 

(2) 参考书：《当代大学体育教程》，任晋军等，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 

(3) 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游泳专修教材》。 

(4) 《游泳运动》，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游泳教材小组编写 2001 年 10 月出版  人民体

育出版社  ISBN 7-5009-2195-0/G.2094 

7.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APP：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8.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方法：学生测试时由蹬边滑行出发即可，独立完成。游泳达标和技评各占50%，游泳达标男

生游完100米全程、女生游完50米全程得80分，85分及以上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游完全程。 

(1) 蛙泳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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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蛙泳技评： 

85 分及以上；蛙泳动作配合协调，节奏感强，蹬腿和划水效果好，滑行路线长； 

75-84 分：蛙泳动作配合基本协调，节奏感较强，动作效果较好，滑行路线较长； 

60-74 分：蛙泳动作配合相对协调，节奏感较差，能吸到气。动作效果较差。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游泳运动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游泳基本理论知识，了解游泳发展形态和主要特

点。重在对游泳技术与理论的正确思考，以客观态度理解游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优势。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游泳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游泳的内容和分类 

第三节  游泳特点和功能  

第四节  游泳文化的发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游泳》 

(2) 《游泳史》 

5. 思考作业题：游泳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第二章  游泳基本动作（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练习，提高关节柔韧性及协调性，掌握动作要领，提高动作质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水中憋气、吐气 

第二节  水中屈体漂浮、展体漂浮 

第三节  蹬边漂浮 

 

分 

得 
距 

离 

 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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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大学游泳教程》。 

5. 思考作业题：游泳基本动作的重要性？ 

第三章  蛙泳技术动作（1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蛙泳的基本动作要领，提高质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蛙泳技术动作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大学游泳教程》。 

5. 思考作业题：蛙泳动作的协调性？ 

第四章  身体素质练习（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练习，努力提高身体的各类素质，尤其是耐力素质。 

2. 主要内容： 

(1) 耐力素质练习 

(2) 力量素质练习 

(3) 柔韧素质练习 

(4) 速度素质练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身体素质的练习方法》。 

5. 思考作业题：身体素质与终身体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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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课程教学大纲 

（badminton） 

大纲撰稿人：黄忠兴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4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二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学时数】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羽毛球运动是一项集娱乐性、健身性、竞赛性为一体的运动项目，适合不同层次的人运动。

参加这项运动，可以提高人的灵敏、协调、动作速率和下肢活动能力，改善心肺功能，全面提高

身体素质。是普通高校体育必修课中的一门选项课。 

通过羽毛球运动专项教学和比赛，提高学生的羽毛球运动技、战术水平与身体素质水平，增

强体质，增进健康。 

通过羽毛球专项教学，掌握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项理论知识，增强体育意识，养成体育锻

炼习惯。 

通过羽毛球专项教学，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品德和顽强拼搏精神，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培

养正确的体育道德观。 

Badminton，a sport which combine with entertainment，bodybuilding and competition as a whole，

is fit to people with different athlete abilities. To play badminton can improve our body’s agility，

coordination，action speed and the ability of legs. It can also be benefit to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generally enhance our fitness. As a result，universities take badminton class as one election of the 

compulsory subjects，aiming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etter physical health and athlete ability. 

Throughout the learning of badminton，students would realize the general concept of physics as 

well as orientational knowledge towards badminton，to build a good awareness for physics and body 

building. 

The badminton learning would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quality of collectivism，the spirit to 

endeavor and strive，organization，orderliness and proper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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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羽毛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2 0 

二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 2 0 

三 羽毛球基本技术 42 0 42 

四 羽毛球基本战术 6 2 4 

五 身体素质练习 8  8 

六 考试 4 0 4 

合计 64 6 58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羽毛球专项的教学和科学的体育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促进人际交往，提高羽毛

球运动技战、术水平，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促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是耐力素

质，使身体的基本活动能力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1)《羽毛运动理论与实践》，肖杰，人民出版社 2008  

(2)《当代大学体育教程》，任晋军，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参考教材： 

(1)《跟专家练羽毛球》 彭美丽，北京体育大学出版，2000 

(2)《羽毛球教学》乌尔里希.菲舍尔，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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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1) 正手发高远球[15%] 

①方法：在羽毛球单打场地底线男生 1.1 米处、女生 1.4 米处画一横线，为发球的落点区域。

考生分别在左、右发球区各发五个球，按进入区域次数记分。 

  ¦  1 m 

  

 

       

 ¦球 

 ¦网 

¦ 

¦ 

¦ 

¦ 

 

 

 

 

 

 

 

       

 

  

 

 

  

  ¦    

②评分标准 

正手发高远球 （占 10 分） 

分数 10 9 8 7 6 5 4 3 

次数（男） 9 8 7 6 5 4 3 2 

次数（女） 8 7 6 5 4 3 2 1 

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分  值 技 术 表 现 

5 动作规范，全身能协调用力，90%的球落在规定区域内。 

4 动作基本规范，全身用力较协调，80%的球落在规定区域内。 

3 动作比较规范，全身用力较为协调，60%的球落在规定区域内。 

2 动作较僵硬，用力较紧张，40%的球落在规定区域内。 

1 动作僵硬，用力紧张，10%的球落在规定区域内。 

(2) 正手击高远球[15%] 

①方法：场地标准同正手发高远球，陪考者分别在左、右场区各发五个球至考生后场（女生

中场），考生必须将球击入规定的区域内，按进入区域的次数计分。 

②评分标准 

正手击高远球（占 10 分）       

分 数 10 9 8 7 6 5 4 3 

次 数（男） 9 8 7 6 5 4 3 2 

次 数（女） 8 7 6 5 4 3 2 1 

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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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3) 发网前球[20%] 

①方法：在羽毛球场地过前发球线后 30cm 处画一横线，为发球的落点区域。考生分别在左、

右发球区各发五个球，按进入区域次数记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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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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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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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评分标准 

①正手吊直线球（占 15 分） 

分 数 15 13 11 9 7 5 4 3 2 

次数（男） 9 8 7 6 5 4 3 2 1 

次数（女） 8 7 6 5 4 3 2 1  

②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同初级班 

4、正手挑直线球[20%] 

(1)方法：场地标准同正手发高远球。陪考者隔网站在网前考生的正手位，抛 10 个球到对方

的前场区，考生用正手挑直线球至对方后场的规定区域。按进入区域的次数计分。 

  ¦    

  

 

       

 ¦球 

 ¦网 

¦ 

¦ 

¦ 

¦ 

 

 

 

 

 

 

 

      （考生）

☆ 

 

  

 

★（陪考） 

  

  ¦    

(2)评分标准 

①正手挑直线球（占 15 分） 

分 数 15 13 11 9 7 5 4 

次 数（男） 9 8 7 6 5 4 3 

次 数（女） 8 7 8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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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技术评分标准（占 5 分） 

同上 

8. 其他内容 

(1) 羽毛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3) 羽毛球基本技术 

(4) 羽毛球基本战术 

(5) 身体素质练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羽毛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羽毛球基本理论知识和裁判法，了解羽毛球发展

形态和主要特点。 

2. 主要内容： 

(1) 羽毛球运动发展概况及发展趋势。 

(2) 羽毛球规则、裁判法和组织竞赛。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

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羽毛球》 

(2)《羽毛球比赛规则和裁判法》 

5. 思考作业题： 

(1) 羽毛球运动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2) 羽毛球运动的作用？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2学时） 

1. 教学要求： 

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重在了解科

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

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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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与健身》. 

(2)《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三章  羽毛球基本技术（4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羽毛球的基本技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握拍法：正、反手基本握拍法（2 学时） 

第二节  站位与基本姿势（2 学时） 

第三节  发球法：正手发高远球技术、正反手发网前球技术（4 学时） 

第四节  击球法：正手击高远球技术（4 学时） 

第五节  正、反手挑球技术（2 学时） 

第六节  正、反手放网技术（2 学时） 

第七节  正手杀球技术（4 学时） 

第八节  网前扑杀技术（4 学时） 

第九节  接杀球技术（2 学时） 

第十节  正手吊球技术（4 学时） 

第十一节  正、反手推球技术（2 学时） 

第十二节  步法：上网、后退步法，前后连贯步法，两侧移动步法头顶球（4 学时） 

第十三节  基本技术、步法综合练习（2 学时） 

第十四节  教学比赛与裁判实习 （4 学时）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羽毛球》. 

(2)《跟专家练羽毛球》. 

5. 思考作业题： 

(1) 如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各种羽毛球技术？ 

(2) 说明正手吊球的动作要领有哪些？ 

第四章  羽毛球基本战术（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羽毛球的基本战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单打的基本站位、基本打法 

第二节 双打的基本站位、进攻防守的站位和基本打法 

第三节 发球、接发球的战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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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材料：《跟我学羽毛球》。 

5. 思考作业题： 

(1) 羽毛球战术的实施要点是什么？ 

(2) 阐述羽毛球双打的一般要点？ 

第五章  身体素质练习（8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项素质：转髋、反应移动、柔韧等练习（2 学时） 

第二节 耐力素质：中长跑（2 学时） 

第三节 力量素质：上肢、手腕、腹背肌、下肢力量练习（2 学时） 

第四节 专项耐力：米字步训练（2 学时）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 《田径》. 

(2) 《羽毛球专项耐力、力量训练》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第六章  技术考试（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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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课程教学大纲 

（Basketball） 

大纲撰稿人：周  勇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12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公共体育二年级 

【学分数】2 学分                        【学时数】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篮球运动是最受大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篮球选项课程教学大纲是根据杭州师范大学本

科专业培养目标及教育计划而制定。课程教学由篮球运动基础理论，篮球技术和战术技能，篮球

竞赛等组成。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Basketbal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The basketball optional course syllabus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Major Education Program”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plan. The teaching curriculum consist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basketball，technical 

and tactical skills of basketball，basketball competitions，etc. This curriculum is fully manifests that the 

students are the main focus and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practice ability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 节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篮球运动概述 2 2 0 

二 体育基础理论 2 2 0 

三 篮球专项理论 2 2 0 

四 篮球基本技术 26 0 26 

五 篮球基本战术 18 0 18 

六 篮球基本身体素质 10 0 10 

七 篮球专项技术考试 4 0 4 

3.课程教学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篮球运动的技术与战术学习，普通大学生能够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技术与基本战术，提



 

— 92 — 
 

公  共  课 

高身体素质，并掌握一定的体育锻炼方法。学会自我锻炼的习惯提高篮球技术、战术水平，激发

学生参与篮球运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4.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

生勤学苦练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掌握课外体育锻炼的方法，能进行自我评价、自我调整锻炼计划，

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鼓励学生树立锻炼意识，养成锻

炼习惯。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骤，

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技战术的能力。 

(3) 实践课程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技战术的练习与运用，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

的课外练习要求。真正实现体育教学课内外一体化。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当代大学体育教程》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2)《篮球运动》高等学校体育选项课系列教材 浙江省高校体育教材编委会编 浙江大学出版

社 2014年10月第1版。 

(3)《篮球教学》现代体育运动技术教学教案丛书，彼德.克吕斯曼编著，潘祥译，北京体育大

学出版社，2005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以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总成绩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占10%） 

(5) 其它：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1) 半场 V 字形上篮（第一学期）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男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女 

45〞 47〞 49〞 51〞 53〞 55〞 56〞 57〞 58〞 60〞 

60〞5 61〞 61〞5 62〞 62〞5 63〞 63〞5 64〞 64〞5 65〞 

 

 得 

分 成 
绩 

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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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罚球（第一学期）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男 7 6 5 4 3 2  1   

女 6 5 4 3 2  1    

(3)全场运球上篮（第二学期）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男 
1ˊ 1ˊ5〞 1ˊ8〞 1ˊ12〞 1ˊ17〞 1ˊ22〞 1ˊ25〞 1ˊ27〞 1ˊ30〞 1ˊ35〞 

1ˊ38〞 1ˊ41〞 1ˊ44〞 1ˊ47〞 1ˊ50〞 1ˊ53〞 1ˊ56〞 1ˊ58〞 2ˊ 2ˊ5〞 

女 
1ˊ 1ˊ5〞 1ˊ10〞 1ˊ15〞 1ˊ20〞 1ˊ23〞 1ˊ26〞 1ˊ30〞 1ˊ35〞 1ˊ40〞 

1ˊ45〞 1ˊ48〞 1ˊ51〞 1ˊ54〞 1ˊ56〞 1ˊ58〞 2ˊ 2ˊ05〞 2ˊ10〞 2ˊ15〞 

(4) 1 分半钟五点投篮（第二学期） 

 

100 95 90 85 80 75 70 60 55 50 45 40 

男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5)1 分半钟三点投篮（第二学期） 

 

100 95 90 85 80 75 70 60 55 50 45 40 

女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8. 实践教学内容： 

(1) 篮球基本技术 

(2) 篮球基本战术 

(3) 篮球技战术运用 

(4) 篮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篮球运动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学生掌握篮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了解篮球运动的基本发展

得 
 

分 
成 

绩 

性 

别 

得 

 
分 

成 

绩 

性 

别 

 

分 

得 
成 

绩 

 性 

别 

得  

分 成 
绩 

性  
别 



 

— 94 — 
 

公  共  课 

趋势和主要运动特点，着重了解篮球运动的锻炼价值，以客观的态度理解篮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篮球运动的起源 

第二节  篮球运动的发展现状 

第三节  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篮球运动的健身价值 

第五节  篮球运动的文化特征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篮球运动教程》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 

(2)《体育知识通》 李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5. 思考作业题：中国男子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体育运动的基本原理、运动方法、运动强度控制、运动量的掌握。

学会自学、自练、自我评价。掌握健康的概念，明确健康的意义，掌握运动损伤的急救方法，明

确体育锻炼对健康的作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健康的概念与内容 

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健身价值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心理 

第四节  体育卫生与保健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营养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张洪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 

(2)《体育知识通》 李 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5. 思考作业题：如何编写一份课余体育锻炼计划？ 

第三章  篮球专项理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理论，掌握篮球的竞赛与裁判法，了解篮球运动

的基本技术与战术，以及与篮球运动相关的专项身体素质。掌握篮球运动的运动损伤与自我保护，

篮球运动锻炼计划的制定。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篮球运动的竞赛与裁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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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篮球运动的技战术分析 

第三节  篮球运动的运动损伤与预防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篮球运动教程》 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 

(2)《体育知识通》 李 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5. 思考作业题：篮球运动主要有哪些锻炼价值？ 

第四章  篮球基本技术（2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篮球基本技术的动作要领和方法。 

2. 教学内容： 

(1) 移动技术 

(2) 传接球技术 

(3) 运球技术 

(4) 投篮技术 

(5) 持球突破技术 

(6) 个人防守技术 

(7) 抢篮板球技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然后再纠错、再示范、辅助

练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4. 阅读材料： 

(1)《篮球运动教程》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4月。 

(2)《大学体育文化与运动教程》 杨国庆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年。 

5. 思考作业题：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 

第五章  篮球基本战术（18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篮球战术教学，使学生掌握篮球战术的基础配合与整体战术配合等。 

2. 教学内容： 

(1) 进攻基础配合 

(2) 防守基础配合 

(3) 区域联防与进攻区域联防 

(4) 人盯人防守与进攻人盯人防守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然后再纠错、再示范、辅助

练习、教学比赛等方法进行教学。 

4. 阅读材料： 

(1)《篮球运动教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大学体育文化与运动教程》 杨国庆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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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作业题：区域联防与人盯人战术的攻防特点 

第六章  篮球专项身体素质（10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篮球专项教学和比赛，提高学生的篮球技术、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 

2. 教学内容： 

(1) 力量训练 

(2) 速度素质 

(3) 耐力素质 

(4) 灵敏素质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辅助练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要求学生完成布置的运动量，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布置课后锻炼的内容。 

4. 阅读材料： 

(1)《篮球运动教程》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 思考作业题：篮球运动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第七章  篮球专项技术考试（4学时） 

1. 基本要求：通过专项技术考试了解学生技战术的掌握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

对性的改进方案，制定课后练习的计划。 

2. 考核内容： 

(1) 半场 V 字型上篮 

从边线中点运球上篮，投中篮后运球至对面边线中点并返回运球上篮，投中篮后运球至起点，

再重复一次，计时。 

(2) 罚球 

在罚球线后，按篮球规则的要求，进行连续投 10 个篮，根据投中篮数计算成绩。 

(3) 全场运球上篮 

在端线后开始运球至对面篮下投中篮后返回，连续全场运球上篮往返四次投进 8 个球（女生

往返三次投进 6 个篮）结束并计时。 

(4) 1分半钟三点投篮（女生） 

从罚球线后开始，依次：罚球线后投1次（1号位）；罚球站位中立区外1次（2号位）；左右

禁区线与同侧三分线的中间某一点1次（3号位）。在1分半钟内自己投自己抢篮板球依次投篮，累

计中篮次数。 

(5) 1分半钟五点投篮（男生） 

从罚球线后开始，依次：罚球线后投1次（1号位）；禁区内无撞人半圆线外1次（2号位）；

罚球站位中立区后1次（3号位）；左右禁区线与同侧三分线的中间某一点1次（4号位）；三分线

外某一点1次（5号位）。在1分半钟内自己投自己抢篮板球依次投篮，累计中篮次数。 

3. 考试方法：学生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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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材料： 

(1)《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2)《篮球运动教程》 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 思考作业题：体育学习态度与体育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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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 1》 

（Aerobics） 

大纲撰稿人：罗建英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3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学生 

【学分数】1 学分                        【学时数】32（理论 4/实验 28）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二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健美操是融体操、音乐、舞蹈、美于一体，通过徒手、手持轻器械和用专门器械的操化练习，

从而达到健身、健美和健心的一种新兴娱乐、观赏性体育项目。它以强烈的节奏令人兴奋、催人

奋进，使学生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本课程是一项重要的体育教学课程，

在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及运动训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健美操课程以具有实际健身价值的基

本技术动作为主体，广泛融合健美操、舞蹈、艺术体操等项目中的流行元素，使得本课程内容丰

富、体系完整。本课程深受广大大学生的喜爱，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实用性及综合性。 

Aerobics is a newly-developing sport for entertainment and enjoyment，which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gymnastics，music，dance and beauty. It is an operating practice through bare-handed，

using lightweight handheld devices or special equipment，so as to achieve fitness，bodybuilding and 

health. It aims to make students build up their bodies in a relaxed and cheerful atmosphere with the 

help of strong exciting rhythm. Thi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which occupies a 

vital position during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mass sports and exercise training. Aerobic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technical movements，and blends in some popular elements such as aerobics，

dance and gymnastics rhythmic，etc. These characters make this course be rich in content and integrity 

in system. This course is so fundamental，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that it is deeply affected by 

students' favorite.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课时 

一 大学体育概述（一） 2 2 0 

二 健美操概述（一）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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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课时 

三 大众健美操 20 0 20 

四 素质训练 6 0 6 

 考试 2 0 2 

 总计 32 4 28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1) 通过健美操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身体调协性、韵律感等各项身体素质，使学生掌握健

美操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技能，培养学生创造力、审美力和团结协作精神，为学生专业技能

继续学习及开展健美操基础性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2) 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素质”为指导思想，使学生了解增强体质、体能和提高健康

水平的科学方法、手段。 

(3) 教学要以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教材为依据，在掌握健美操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使之具有一定的基本技术能力。 

(4) 教学以多维型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注重教学方法的更新，做到课上和课下相结合，理论

讲授与术科教学相结合，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在教法上体现创新性，要提倡运用音像教学，多

媒体教学等现代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趣味性，提高教学质量。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直观教学法：通过正确的示范与讲解，建立规范的动作概念、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 

(2) 加强基础内容的教学，精讲多练、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3) 电化教学法：组织学生观察教学和比赛录像。 

5. 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推荐教材： 

(1) 《健美操教程》，肖光来，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 

(2)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第二套，国家体育总局，2008 

参考文献： 

(1) 《健美操》，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2) 《形体健美与健美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四次印刷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课程组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

下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个人成套动作技术评定成绩占70%，集体队形编排

成绩占30%，考试标准附后）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男生2200米/女生1800米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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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1) 大众健美操（二级） 

(2) 身体素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一）（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二章  健美操运动概述（一）（2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健美操运动基础知识；及时了解健美操发展动态和健美操发展趋势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健美操定义 

第二节  健美操分类 

第三节  健美操特点 

第四节  健美操运动意义和作用 

第五节  健美操发展简况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健美操教程》。 

(2) 《形体健美与健美操》。 

5. 思考作业题： 

(1) 健美操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2) 健美操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章  大众健美操（20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健美操基本技术动作和基本身体姿态要求，学习规定套路并增加队形变化，

掌握大众健美操，从而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灵活性、柔韧性、力量和耐力，培养节奏感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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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美得情操。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形体练习： 

(1) 基本姿态练习：腿、脚 

(2) 手臂和手型的基本练习 

(3) 基本步伐：踏步、侧并步、后屈腿、侧抬膝、交叉步、三步抬膝、1字步、V字步、点地

（前侧后） 

第二节  基本组合练习：健美操基本动作组合1--3 

第三节  基本动作练习：大众二级健美操1-4段动作 

第四节  健美操成套练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规定二级成套动作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

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健美操教程》 

(2) 《形体健美与健美操》 

5. 思考作业题： 

(1) 健美操基本步伐有哪些？  

(2) 健美操动作基本技术有哪些？ 

第四章  素质训练（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基本训练和身体素质的练习，促进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保持和提高，培养

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为终身体育打下扎实的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项素质：转髋、反应移动、柔韧等练习（2 学时） 

第二节  耐力素质：中长跑（2 学时） 

第三节  力量素质：上肢、手腕、腹背肌、下肢力量练习（2 学时） 

第四节  专项素质：立定三级跳练习（2 学时） 

第五节  耐力跑（测试） 

第六节  立定三级跳（测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阅读材料： 

(1) 《田径》。 

(2) 《健美操专项耐力、力量训练》。 

5. 思考作业题： 

(1) 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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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举例说明健美操的专项素质有哪些？   

附件 1    健美操个人成套动作考试评价标准（占专项技术 70%） 

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要素 

扣分标准 

扣 10%-20% 扣 30%-40% 扣 40%以上 

1 动作熟练

性 

20 连贯性、协调性、

遗漏动作情况 

稍不连贯、稍不

协调 

较不连贯、较不协调、

漏做个别动作 

不连贯、不协调、

漏做动作较多 

2 动作正确

性 

30 身体姿态、动作到

位、完成情况 

姿态稍差、动作

路线稍偏 

姿态较差、动作路线

较偏，基本完成 

姿态差、动作变

形、完成差 

3 动作力度 10 动作节奏感、弹

性、力量 

节奏感稍差、弹

性稍差 

节奏感较差、关节屈

伸缺乏弹性 

节奏感差、动作无

力僵硬 

4 动作幅度 10 动作的舒展度、重

心移动的范围 

舒展度稍小、重

心移到稍窄 

舒展度较小、重心移

到较窄 

舒展度和重心移

到的范围很小 

5 动作与音

乐一致性 

20 动作与音乐的吻

合度 

动作与音乐稍不

吻合 

动作与音乐的吻合度

较差 

动作与音乐的吻

合度很差 

6 动作的表

现力 

10 自信心、表情、气

质 

自信心、表情、

气质较好 

自信心、表情、气质

一般 

自信心、表情、气

质较差 

 

附件 2    健美操集体队形编排考试评价标准（占专项技术 30%） 

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要素 

扣分标准 

扣 10%-20% 扣 30%-40% 扣 40%以上 

1 动作和队

形的自编

形式 

40 自编形式多样性 自编形式多样性

较好 

自编形式多样性一般 自编形式多样性

较差 

2 

 

动作和队

形的自编

合理 

30 自编队形合理性 自编队形较合理 自编队形合理性一般 自编队形合理性

较差 

3 

 

集体表演

动作的整

齐性 

30 集体动作一致性 集体动作一致性

较好 

集体动作一致性一般 集体动作一致性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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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 2》 

（Aerobics） 

大纲撰稿人：麻巧英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3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学生 

【学分数】1 学分                         【学时数】32（理论 4/实验 28）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健美操是融体操、音乐、舞蹈、美于一体，通过徒手、手持轻器械和用专门器械的操化练习，

从而达到健身、健美和健心的一种新兴娱乐、观赏性体育项目。它以强烈的节奏令人兴奋、催人

奋进，使学生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本课程是一项重要的体育教学课程，

在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及运动训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健美操课程以具有实际健身价值的基

本技术动作为主体，广泛融合健美操、舞蹈、艺术体操等项目中的流行元素，使得本课程内容丰

富、体系完整。本课程深受广大大学生的喜爱，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实用性及综合性。 

Aerobics is a newly-developing sport for entertainment and enjoyment，which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gymnastics，music，dance and beauty. It is an operating practice through bare-handed，

using lightweight handheld devices or special equipment，so as to achieve fitness，bodybuilding and 

health. It aims to make students build up their bodies in a relaxed and cheerful atmosphere with the 

help of strong exciting rhythm. Thi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which occupies a 

vital position during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mass sports and exercise training. Aerobic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technical movements，and blends in some popular elements such as aerobics，

dance and gymnastics rhythmic，etc. These characters make this course be rich in content and integrity 

in system. This course is so fundamental，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that it is deeply affected by 

students' favorite.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课时 

一 大学体育概述（二） 2 2 0 

二 健美操概述（二） 2 2 0 

三 大众健美操（第三套） 20 0 20 

四 素质训练 6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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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课时 

 考试 2 0 2 

 总计 32 4 28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1) 通过健美操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身体调协性、韵律感等各项身体素质，使学生掌握健

美操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技能，培养学生创造力、审美力和团结协作精神，为学生专业技能

继续学习及开展健美操基础性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2) 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素质”为指导思想，使学生了解增强体质、体能和提高健康

水平的科学方法、手段。 

(3) 教学要以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教材为依据，在掌握健美操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使之具有一定的基本技术能力。 

(4) 教学以多维型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注重教学方法的更新，做到课上和课下相结合，理论

讲授与术科教学相结合，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在教法上体现创新性，要提倡运用音像教学，多

媒体教学等现代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趣味性，提高教学质量。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直观教学法：通过正确的示范与讲解，建立规范的动作概念、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 

(2) 加强基础内容的教学，精讲多练、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3) 电化教学法：组织学生观察教学和比赛录像。 

5. 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推荐教材： 

(1) 《健美操教程》，肖光来，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 

(2)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第三套，国家体育总局，2008 

参考文献： 

(1) 《健美操》，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2) 《形体健美与健美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四次印刷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课程组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

下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二学期占40%；（个人成套动作技术评定成绩占70%，集体队形编排成绩占

30%，考试标准附后）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男生2200米/女生1800米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1) 大众健美操（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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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体素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二）（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二章  健美操运动概述（二）（2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健美操运动基础知识；及时了解健美操发展动态和健美操发展趋势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健美操定义 

第二节  健美操分类 

第三节  健美操特点 

第四节  健美操运动意义和作用 

第五节  健美操发展简况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健美操教程》 

(2) 《形体健美与健美操》 

5.  思考作业题： 

(1) 健美操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2) 健美操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章  大众健美操（20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健美操基本技术动作和基本身体姿态要求，学习规定套路并增加队形变化，

掌握大众健美操，从而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灵活性、柔韧性、力量和耐力，培养节奏感和表现力，

陶冶美得情操。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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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形体练习： 

(1) 基本姿态练习：腿、脚 

(2) 手臂和手型的基本练习 

(3) 基本步伐：踏步、侧并步、后屈腿、侧抬膝、交叉步、三步抬膝、1字步、V字步、点地

（前侧后） 

第二节  基本组合练习：健美操基本动作组合1-3 

第三节  基本动作练习：大众三级健美操1-4段动作 

第四节  健美操成套练习：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规定三级成套动作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

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健美操教程》 

(2) 《形体健美与健美操》 

5. 思考作业题： 

(1) 健美操基本步伐有哪些？  

(2) 健美操动作基本技术有哪些？ 

第四章  素质训练（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基本训练和身体素质的练习，促进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保持和提高，培养

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为终身体育打下扎实的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项素质：转髋、反应移动、柔韧等练习（2 学时） 

第二节  耐力素质：中长跑（2 学时） 

第三节  力量素质：上肢、手腕、腹背肌、下肢力量练习（2 学时） 

第四节  专项素质：立定三级跳训练（2 学时） 

第五节  耐力跑（测试） 

第六节  立定三级跳（测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 《田径》. 

(2) 《健美操专项耐力、力量训练》 

5. 思考作业题： 

(1) 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2) 举例说明健美操的专项素质有哪些？  

附件 1    健美操个人成套动作考试评价标准（占专项技术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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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 

指标 
分值 评分要素 

扣分标准 

扣 10%-20% 扣 30%-40% 扣 40%以上 

1 
动 作 熟

练性 
20 

连贯性、协调性、

遗漏动作情况 

稍不连贯、稍不

协调 

较不连贯、较不协调、

漏做个别动作 

不连贯、不协调、

漏做动作较多 

2 
动 作 正

确性 
30 

身体姿态、动作到

位、完成情况 

姿态稍差、动作

路线稍偏 

姿态较差、动作路线

较偏，基本完成 

姿态差、动作变

形、完成差 

3 
动 作 力

度 
10 

动作节奏感、弹

性、力量 

节奏感稍差、弹

性稍差 

节奏感较差、关节屈

伸缺乏弹性 

节奏感差、动作无

力僵硬 

4 
动 作 幅

度 
10 

动作的舒展度、重

心移动的范围 

舒展度稍小、重

心移到稍窄 

舒展度较小、重心移

到较窄 

舒展度和重心移

到的范围很小 

5 

动 作 与

音 乐 一

致性 

20 
动作与音乐的吻

合度 

动作与音乐稍不

吻合 

动作与音乐的吻合度

较差 

动作与音乐的吻

合度很差 

6 
动 作 的

表现力 
10 

自信心、表情、气

质 

自信心、表情、

气质较好 

自信心、表情、气质

一般 

自信心、表情、气

质较差 

 

附件 2    健美操集体队形编排考试评价标准（占专项技术 30%） 

序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要素 
扣分标准 

扣 10%-20% 扣 30%-40% 扣 40%以上 

1 
动作和队形的

自编形式 
40 

自编形式多

样性 

自编形式多样

性较好 

自编形式多样性一般 自编形式多样性

较差 

2 

 

动作和队形的

自编合理 
30 

自编队形合

理性 

自编队形较合

理 

自编队形合理性一般 自编队形合理性

较差 

3 

 

集体表演动作

的整齐性 
30 

集体动作一

致性 

集体动作一致

性较好 

集体动作一致性一般 集体动作一致性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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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舞》课程教学大纲 

（Line dance） 

大纲撰稿人：何丽红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5270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一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学时数】64 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排舞，从字面上理解就知道，这是一种排成一排排跳的舞蹈，它源于 70 年代的美国西部乡村

舞曲，也叫牛仔舞。起先用吉他和拍手的方式起舞，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融入了欧洲宫廷和拉

丁式的舞步，舞步多元，风格创新，简单易学，是一种即可个人独享，又可与团体共乐的舞蹈。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舞蹈。 

排舞的特点很多，每一支舞曲都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舞码。由于不断的有新的舞步和舞曲出

现，跳排舞始终有新鲜感。这也是排舞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排舞的每一首舞曲，可由

32 拍，48 拍，或 64 拍等不同的循环节奏所组成。所以每首曲子的舞步也随着特定的循环节奏而

重复。另外，每首排舞的基本跳发规律还分为 2 个朝向和 4 个朝向交替旋转。排舞更融合了很多

社交舞的舞步，如恰恰，伦巴，曼波，牛仔，和摇滚等舞步。在如此多重的舞蹈元素组合与变化

之下，排舞有简单的，也有复杂高难度的，让舞者能跳出自己的个人风格，完全属于自己的诠释，

更增添排舞吸引人的魅力。 

Line dancing，literally just know，this is a kind of arranged in rows of dance，it is the result of the 

70 s rural dance music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also called cowboy dance。Dance with guitar and 

clap your hands at firs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ra，then into the European court and Latin dance，

dance，style innovation，easy to learn，is a kind of can personal exclusive，but also with jihs dance 

group。 Can be said to be a dance for young and ol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ne dance a lot，every one has its own unique dance dance music。Due to the 

constant have new dance and dance there，line dance always have new and fresh。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for line danc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Line dance each song dance music，can be made of 

32，48，or 64 film different cycles such as the rhythm。 So each piece of dance steps with specific 

circulation rhythm and repetition。In addition，each line dance basic jump front hair law is divided into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6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1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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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and four direction of rotation。Line dance more incorporates many social dance steps，such as just，

rumba，mambo，cowboys，and rock steps。Under such multiple dance elements combination and 

change，line dance has simple，there is also a complex and difficult，let the dancers can jump out of his 

own personal style，interpretation that belongs to oneself completely，more add a line dance attractive 

charm。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一 排舞运动的基础理论知识 2 2  

二 排舞运动的基本步伐、基本手法、基本方位的练习 2  2 

三 排舞套路教学 40  40 

四 整套操前奏、造型、队形变化、结尾的编排 12  12 

五 身体素质练习 4  4 

六 考核 4  4 

七 合计 64 2 62 

3. 课程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排舞课程的教学，学生明确排舞的基本概念，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正确理解排舞基本动

作的技术要点，更好区别排舞与其他舞蹈。排舞融合了很多社交舞的舞步，如恰恰，伦巴，曼波，

牛仔，和摇滚等舞步。在如此多重的舞蹈元素组合与变化之下，排舞有简单的，也有复杂高难度

的，让舞者能跳出自己的个人风格，完全属于自己的诠释，更增添排舞吸引人的魅力。同时掌握

利用排舞运动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法，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思想。 

教学要求：A、以套路教学为核心，重点培养动作的规范性和协调性。B、以基本技术动作为

基础，通过组合动作的反复达到技术动作的稳定。C、能完整、流畅地掌握两个成套动作，并能

表现出两种以上风格排舞的动作特点。D、了解排舞的竞赛规则及编排的基础知识。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完整示范讲解（教师）——分解示范（教师）——分解练习（师生）——完整练习（师生）

——学生练习（教师纠正错误）——学生练习——集体练习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 建议教材：钱宏颖、葛丽华主编 《体育舞蹈与排舞》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版；

全国排舞教程（DVD） 

(2) 参考资料：焦敬伟、郑丹蘅编著 《健身排舞》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9 版 

6. 学生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考核方式采用团体编排与个人技术考核相结合。 

(2) 评价标准： 

团体编排：每小组按照学期初排定的团队进行队形组合演练，要求每团队必须完成 5-8 个队

形的组合，根据编排的质量、造型及完成的数量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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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技术考核的评定：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完成整套内容，音乐、动作技术非常协调，姿势优美。 

良好（80-89）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完成整套内容，音乐、动作技术比较协调，姿势比较优美。 

中等（70-79） 要求学生能够基本完成整套内容，音乐、动作技术协调。 

及格（60-69） 要求学生基本能完成整套内容。 

不及格（低于 60） 学生不能完成整套内容。 

(3) 成绩构成：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 30%（其中团体编排占 30%，个人技术占 70%）；第二学期占

40%（其中团体编排占 30%，个人技术占 70%）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10% 

晨跑：占总成绩 10%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 30%（12 分钟跑占 20%；立定三级跳远 10%）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 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 10% 

(4) 过程考核：根据学生的出勤率，平时团队练习的态度以及个人的练习态度。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排舞运动的基础理论知识（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学生基本掌握排舞运动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

排舞运动的主要特点和健身方法。 

2. 主要内容： 

(1) 介绍排舞运动项目目前发展的状况及发展趋势。 

(2) 介绍排舞运动的各种舞姿的要求与方法 

3. 教学方法：通过课堂讲解、课后阅读以及多媒体资料的了解。 

4. 阅读材料：(1)《体育舞蹈与排舞》；(2)《健身排舞》 

5. 思考作业：(1)什么是排舞运动？(2)如何运用排舞运动健身？ 

第二章  排舞运动的基本步伐、基本手法、基本方位的练习（2学时）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基本掌握排舞的手法、步法 

2. 主要内容：排舞的各种步法教学及手的方位练习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示范，带领学生做练习 

4. 学习资料：针对教师教授的内容进行手法、步法练习 

第三章  排舞套路教学（40学时）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排舞基本手法、基本步法，掌握舞曲 A 组、B 组、C 组的成

套内容以及与音乐之间协调的配合。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排舞的基本手法、步法、方位等基本动作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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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舞曲 A 组动作的基本步法 4*8 拍 

第三节  舞曲 A 组动作的基本手法 4*8 拍 

第四节  舞曲 A 组动作手步法、手法及音乐之间的配合 

第五节  舞曲 B 组动作的基本步法 4*8 拍 

第六节  舞曲 B 组动作的基本手法 4*8 拍 

第七节  舞曲 B 组动作手步法、手法及音乐之间的配合 

第八节  舞曲 C 组动作的基本步法 4*8 拍 

第九节  舞曲 C 组动作的基本手法 4*8 拍 

第十节  舞曲 C 组动作手步法、手法及音乐之间的配合 

第十一节  舞曲成套及音乐组合的配合练习 

第十二节  舞曲成套的编排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示范，带领学生做练习，学生自主练习，教师帮助纠正错误。 

4. 阅读材料：《体育舞蹈与排舞》；《健身排舞》。 

第四章  整套操前奏、造型、队形变化、结尾的编排（12学时）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排舞基本手法、基本步法，熟练掌握 A、B、C 组的整体组

合及音乐配合，并对整套舞曲进行队形编排。 

2. 主要内容：各团队根据对成套舞曲的编排进行走位练习，并配合音乐熟练练习。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示范，带领学生做练习，学生自主练习。学生根据编排进行反复练

习。 

4. 阅读材料：《体育舞蹈与排舞》；《健身排舞》。 

第五章  身体素质练习（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练习，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 主要内容： 

(1) 耐力素质练习 

(2) 力量素质练习：上肢、下肢、腿部力量等练习 

3. 教学方法：教师指导学生做练习，学生根据要求认真做练习，教师进行纠正帮助。 

4. 阅读材料：《体育舞蹈与排舞》；《健身排舞》 

5. 思考作业：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达到健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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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课程教学大纲 

（Table Tennis） 

大纲撰稿人：罗立平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2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公体一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分                         【学时数】总学时 64（4/60）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奥运会项目。是智能、技能、体能三者兼容的运动项目，不仅要有高

超的技术，还应具备全面的素质。特点是速度快、变化多、击球技巧性强、运动兴趣易于激发。

它为学生今后锻炼身体及从事学校体育或其它社会体育工作中的乒乓球教学、训练、竞赛及裁判

工作奠定基础。 

Table tennis is China country ball，the Olympic games. Sports intelligence，skill，physical three 

compatible，not only have excellent technology，but also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Characterized by speed，change，batting skills，easy to stimulate interest in sports. Is a professional side 

selected courses，belongs to the module 2 （technical secondary）. It is for the students to engage in 

table tennis teaching，training，competition and the school sports work or other social physical 

education foundation.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分类 大 纲 内 容 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乒乓球运动概述与基本理论 2 2  

第二章 乒乓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2 2  

第三章 乒乓球基本技术 26  26 

第四章 乒乓球基本战术 16  16 

第五章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12  12 

第六章 乒乓球专项考核 4  4 

 机  动 2  2 

合   计 64 4 60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拓宽基础知识，提高专业技能与规范，基本胜任中小学乒乓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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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训练、竞赛等工作。 

课程要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结合专业特点培养顽强拼搏、团结协

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突出师范性教育，较全面地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规范掌握乒乓

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掌握乒乓球教学的一般原则、方法和手段；具有组织竞赛、担任

临场裁判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直观教学、完整与分解、语言等法：通过正确的示范、规范的教具等直观教学法进行精

练的讲解、提示要领、评定技战术，使学生产生兴趣，有利于建立表象，明确要领，加快规范化

教学进程，严格教学管理。 

(2) 加强基础内容的教学，并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 

(3)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根据中小学体育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针对性

强，形式多样化、现代化的教法和手段，提倡教学相长，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 苏丕仁.《球类运动—乒乓球》.高等学校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2)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写组.《乒乓球》.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年第一版。 

(3)《乒乓球竞赛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总成绩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占10%） 

(5) 其它：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6) 考核标准（一秋） 

发球：10 分。达标和技评各 5 分  

方法：每人发球 10 个，按比赛规则规定发球， 

达标评分标准见下表 

 分值 60 70 80 90 100 

 比重分 3 3.5 4 4.5 5 

发球 个数 6 7 8 9 10 

发球技评评分标准 

分值 表现标准 

5-4 发球动作熟练、协调、击球有旋转，弧度低，落点稳定 

4-3 发球动作熟练、协调、击球有一定旋转，弧度低，落点稳定 

3-2 发球动作较为熟练、协调、击球有一定旋转，弧度稍高，落点稳定 

2-1 发球动作不熟练、协调、击球无旋转，弧度过高，落点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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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推挡：20 分，达标和技评各 10 分 

技术考核方法：1 分钟两人推球、累计单人次数。看最多次数。考核每人 2 次机会。 

技评标准见下表  

 分值 60 70 80 90 100 

 比重分 12 14 16 18 20 

推挡 个数 30 35 40 45 50 

反手推挡技评标准 

分值 表现标准 

10-9 推挡动作熟练、协调、击球弧度低，步伐移动快，击球有力量，落点稳定 

8-7 推挡动作熟练、协调、步伐移动快，击球较有力量，落点较稳定 

7-6 推挡动作较为熟练、协调、步伐移动一般，击球力量一般，落点较稳定 

6 分以下 推挡动作不熟练、协调、步伐移动慢，击球力量差，落点不稳定 

(7) 考核标准（二春） 

正手攻球：20 分，达标和技评各 10 分 

技术考核方法：1 分钟两人一推一攻，累计单人攻球次数。看最多次数。考核每人 2 次机会。 

技评标准见下表 1。  

 分值 60 70 80 90 100 

 比重分 12 14 16 18 20 

攻球 个数 20 25 30 35 40 

技评标准 

攻球技评标准 

分值 表现标准 

10-9 攻球动作熟练、协调、控制球能力强，击球有力量，速度快 

8-7 动作熟练，较协调，有一定力量熟读，控制球能力较强 

7-6 动作较为熟练，有一定的力量速度，控制球能力一般 

6 分以下 动作不熟练，球速慢，控制球能力差 

反手搓球：20 分，达标和技评各 10 分 

技术考核方法：1 分钟两人搓球、累计单人次数。搓球不限时间，看最多次数。以上考核每

人 2 次机会。 

技评标准见下表  

 分值 60 70 80 90 100 

 比重分 6 7 8 9 10 

搓球 个数 30 35 40 45 50 

搓球技评标准 



 

— 115 — 
 

公  共  课 

分值 表现标准 

10-9 搓球动作熟练、协调、击球有旋转，弧度低，步伐移动快，落点稳定 

8-7 搓球动作熟练、协调、击球有一定旋转，弧度低，步伐移动较快，落点稳定 

7-6 搓球动作较为熟练、协调、击球有一定旋转，弧度稍高，落点稳定 

6 分以下 搓球动作不熟练、协调、击球无旋转，弧度过高，落点不稳定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乒乓球运动概述与基本理论（2学时） 

1. 主要内容：近期乒乓球运动的主要竞赛与成绩、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常用术语、提高

击球质量的五大要素和击球动作结构。 

2.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近期乒乓球运动的主要竞赛与成绩，基本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趋

势，正确认识乒乓球运动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上掌握击球动作结构和提高乒乓球击球质量的五

大要素，为在实战中的提高打下理论基础。 

3. 教学方法：理论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 

(1) 苏丕仁.《乒乓球运动》.高等学校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写组.《乒乓球》.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 

(1) 乒乓球运动的定义是什么？ 

(2) 乒乓球运动如何分类？ 

第二章  乒乓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学时） 

1. 主要内容：乒乓球竞赛规则和乒乓球竞赛裁判方法。 

2. 教学目的与要求：熟悉并掌握乒乓球竞赛规则的主要精神和裁判方法，基本上具有组织竞

赛、担任临场裁判能力。 

3. 教学方法：理论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蔡继玲.《乒乓球裁判必读》，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 

(1) 乒乓球运动竞赛规则包括哪些内容？ 

(2) 试述乒乓球比赛主、副裁判的主要职责？ 

第三章  乒乓球基本技术（26学时） 

1. 主要内容：球性练习（3 学时）、基本站位与姿势（1 学时）、基本步法（1 学时）、发球

（4 学时）、接发球（1 学时）、挡球与推挡球（6 学时）、攻球（6 学时）、搓球（4 学时）。 

2. 教学目的与要求：进一步提高基本技能，加强技术动作规范化教学，掌握各项技术要领，

重点难点突出，教学训练方法、手段灵活多样。 

3. 教学方法：技术教学为主，结合理论讲授。 

4. 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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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建和.《乒乓球教学与训练》，人民体育出版社。 

(2) 罗伯特·霍施.《乒乓球教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 

(1) 论述近台攻球的技术要领？ 

(2) 论述搓球与削球的具体训练方法？ 

第四章  乒乓球基本战术（16学时） 

1. 主要内容：左推右攻（4 学时）、对攻（4 学时）、发球抢攻（2 学时）、拉攻（2 学时）、

搓攻（2 学时）、接发球（2 学时）。 

2.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乒乓球战术的分类与各种战术在乒乓球比赛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

步提高战术水平，形成适合于自己的战术风格；基本掌握战术的教学训练方法。 

3. 教学方法：技术教学为主，结合理论讲授。 

4. 阅读材料： 

(1) 彭跃清.《乒乓球入门与技战术图解》，蓝天出版社。 

(2) 刘建和.《乒乓球教学与训练》，人民体育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 

(1) 乒乓球常用战术的组成部分？ 

(2) 乒乓球常用战术的教学和训练方法？  

第五章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12学时） 

1. 主要内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作用和地位（6 学时）、训练原则和训练方法（6 学

时）。 

2.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的作用和地位，基本掌握乒乓球运动的训

练原则和方法。 

3. 教学方法：技术教学为主，结合理论讲授。 

4. 阅读材料：刘建和.《乒乓球教学与训练》，人民体育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 

(1) 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所包含的内容？ 

(2) 专项身体素质的训练方法？  

第六章  专项考试（4学时） 

1. 基本要求：通过专项技术考试了解学生技战术的掌握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

对性的改进方案，制定课后练习的计划。 

2. 阅读材料：《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 思考与作业题：体育学习态度与体育成绩的关系。 



 

— 117 — 
 

公  共  课 

 

《体育舞蹈》 

（Dance Sport） 

大纲撰稿人：郑永华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06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二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学分                             【学时数】 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体育舞蹈运动是一项融艺术、体育、音乐于一体的运动项目，具有极好的健身作用和较高的

实用价值，被人们誉为“健”与“美”的典范，适合不同层次的人运动。是普通高校体育必修课中的

一门选项课。 

Dance sport is a sport where art，sports，music in one of the sport，has excellent fitness role and 

high practical value，was hailed as "health" and "beauty" model，suitable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people 

movement. Is a required course in college sports an option class.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课时 

一 大学体育概述 2 2 0 

二 体育舞蹈概述 2 2 0 

三 体育舞蹈基本动作及组合 48 0 48 

四 素质训练 8 0 8 

 考试 4 0 4 

 总计 64 4 60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1) 通过体育舞蹈专项课的学习，使学生对体育舞蹈运动的基本知识、基本动作及组合有所

了解，提高比赛欣赏水平，培养学生体育意识和提高体育舞蹈水平。 

(2) 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促进健康。 

(3) 提高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培养高雅风度、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意识和顽强拼搏精神。 

(4) 教学以多维型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注重教学方法的更新，做到课上和课下相结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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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与术科教学相结合，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在教法上体现创新性，要提倡运用音像教学，多

媒体教学等现代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趣味性，提高教学质量。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直观教学法：通过正确的示范与讲解，建立规范的动作概念、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 

(2) 加强基础内容的教学，精讲多练、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3) 电化教学法：组织学生观察大型比赛录像。 

5. 推荐教材与参考书： 

推荐教材： 

(1)《体育舞蹈理论与实践 》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2)《健美操与体育舞蹈》  浙江省高校体育教材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3)《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任晋军等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和配对完成两种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

定由几下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完成整套动作，音乐、动作技术非常协调，姿态优美。 

良好（80-89）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完成整套动作，音乐、动作技术比较协调，姿态比较优美。 

中等（70-79） 要求学生能够基本完成整套动作，音乐、动作技术基本协调。 

及格（60-69） 要求学生能够基本完成整套动作。 

不及格（低于60） 学生不能完成整套动作。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实践教学内容： 

(1)素质测试：按测试标准进行考核（见表 1） 

(2)华尔兹、快步铜牌组合：双人配合音乐，进行技评。 

(3)伦巴、恰恰基本动作组合、伦巴、恰恰铜牌组合（2 选 1）：分单人、双人配乐进行技评。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体育舞蹈运动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体育舞蹈运动基础知识；及时了解健美操发展动态和体育舞蹈发展趋势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舞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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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体育舞蹈分类 

第三节  体育舞蹈特点 

第四节  体育舞蹈运动意义和作用 

第五节  体育舞蹈发展简况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舞蹈理论与实践 》 

(2) 《健美操与体育舞蹈》 

5. 思考作业题：体育舞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三章  体育舞蹈 （48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体育舞蹈基本技术动作和基本身体姿态要求，学习规定套路并增加队形变

化，掌握体育舞蹈。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基本姿态、步伐、手臂、手型 

第二节  规定套路：华尔兹铜牌组合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舞蹈理论与实践 》 

(2) 《健美操与体育舞蹈》 

5. 思考作业题：体育舞蹈基本技术有哪些？ 

第四章   素质训练（8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体育舞蹈基本技术动作和基本身体姿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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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形体姿态 

第二节  柔韧 

第三节  力量 

第四节  控制力 

第五节  表现力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舞蹈理论与实践》 

(2) 《健美操与体育舞蹈》 

5. 思考作业题：体育舞蹈的专项素质有哪些？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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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课程教学大纲 

（Martial Art） 

大纲撰稿人：高  媛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10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课程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64（6 理论/实践 58）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它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

多元化的价值功能，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了当今大学生的广泛青睐，是学校体育教

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武术运动对人体有着多方面的良好影响，对外能利关节，强筋骨，壮体魄，

对内能理脏腑，通经脉，调精神。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和三十二式太极剑。简化太极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推行的简易太极拳套路。它是国家体委（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于 1956 年在杨式太极拳的基础

上，删去繁难和重复的动作，选取 24 式，编成“简化太极拳”。三十二式太极剑是太极拳系统的一

种剑术套路，它具有太极拳的运动特点与健身价值。三十二式太极剑是国家体委（现为国家体育

总局）于 1957 年，邀请太极拳专家李天骥从杨式太极剑套路中择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二个式子

改编而成。通过武术专项课技术教学，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武术运动技术和方法，提高学生对武术

的兴趣，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水平，增进身心健康，为以后的自我锻炼和健身奠定有利基础；通过

专项理论课教学进一步了解中华武术的内涵，从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

养。 

Martial art，the traditional sport of the Chinese nation，has experienced viciss- itudes of life for 

thousands of years.With its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fun- ction，it has a broad mass base in 

our country and has been widely popular in today's college students.Meanwhil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 ion. Wushu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human body.On the external，it 

can benefit joint，strengthen bones and muscles，enhance physique；On the internal，it can benefit the 

vi- scera，fluent meridians，regulate spiri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are twenty-four simplified Taijiquan and thirty- two Style Taiji Sword.The Simplified Taijiquan 

which was extended after the establi- 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simple Taijiquan. In 

1956，on the basis of the Yang Style Tai Chi，the National Sports Commission （now the State Sports 

http://baike.baidu.com/view/8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5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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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 al Administration） deleted some difficult actions and repetitive movements，selected 24 actions 

as "simplified taijiquan". The thirty-two Style Tai Chi Sword has Taijiqu- an’s mo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itness value. In 1957，on the basis of Taijiquan expert Li Tianji from the Yang Style Tai Chi 

Sword routine，the National Sports Commissio- n （now the State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akes thirty-two representative actio- ns as thirty-two Style Taiji Sword. Martial arts technology 

teaching can let the studen- ts master some martial arts technology and methods，enhanc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martial arts，improve the level of physical fitness of students and their physical-mental 

health，establish favorable foundation for future self exercise and fitness；Martial arts special theory 

teaching can make student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Chin- ese martial arts and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m，improve student's culture.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 

节 

内    容 总学时 理 论 学

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武术运动概述 2   2    0 

二 体育基础理论   2   2    0 

三 武术专项理论   2   2    0 

四 武术基本技战术   40   0   40 

五 武术基本身体素质   10   0   10 

六 武术考试   8   0   8 

七 体育理论考试   0   0  网上考试 

3. 课程教学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武术专项课技术教学，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武术运动技术和方法，提高学生对武术的兴趣，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水平，增进身心健康，为以后的自我锻炼和健身奠定有利基础；通过专项理论

课教学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武术的内涵，从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4.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

生勤学苦练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掌握课外体育锻炼的方法，能进行自我评价、自我调整锻炼计划，

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鼓励学生树立锻炼意识，养成

锻炼习惯。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技战术的能力。 

(3) 实践课程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技战术的练习与运用，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

的课外练习要求。真正实现体育教学课内外一体化。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 推荐教材： 

《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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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2) 参考文献： 

《武术》 蔡仲林等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武术史》张耀庭主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 

《武术文论》 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中心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成绩评定： 

(1) 学生以2--4人一组，前后站立；听音乐进行考试。  

(2) 太极拳评分标准最高为100分。    

(3) 根据演练技巧及错误动作进行扣分。     

标准： 

(1) 手型、手法、步型、步法、腿法符合规格要求。每出现一次轻微错误扣2分，每出现一次

显著错误扣3分，每出现一次严重错误扣5分；一个动作同时出现多种错误时，扣6---10分。   

(2) 运劲顺达、力点准确、连贯圆活、手眼身法步配合协调：凡与要求轻微不符者，扣1—3

分，显著不符者扣4—6分，严重不符者，扣7—10分；神态自然、意识集中、速度适宜、风格突出，

与要求轻微不符者，扣1—3分，显著不符者，扣4--6分，严重不符者，扣7—10 分；没有完成套

路：学生没有完成套路中途退场者，不予评分。遗忘：每出现一次遗忘，根据不同程度，扣1—3

分。失去平衡：每出现一次摇晃扣1分，每出现一次附加支撑扣2分，连续出现附加支撑扣3分。  

(3) 重做：凡考生因动作遗忘、失误等原因造成考试中断者，可重做一次，扣10分（从90分

打起）。  

(4) 套路考试时间（以24太极拳的音乐时间为准）：所做动作应与音乐相符。凡完成套路超

出或不足规定时间达1秒至5秒扣2分，达5.1秒至10秒扣3分，依次类推。  

(5)70--79合格；80--89良好；90分以上优秀。 

第二学期太极剑同上 

8. 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1) 武术运动概述 

(2) 武术运动基本技术 

(3) 武术运动基本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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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武术运动技战术运用 

(5) 武术运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9. 课程网站：优酷网，搜索：yyjyccyc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武术运动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学生掌握武术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武术运动的基本发展

趋势和主要运动特点，着重了解武术运动的锻炼价值，以客观的态度理解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武术运动的起源 

第二节  武术运动的发展现状 

第三节  武术运动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武术运动的健身价值 

第五节  武术运动的文化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2)《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3)《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5. 思考作业题：中国武术运动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2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体育运动的基本原理、运动方法、运动强度控制、运动量的掌握。

学会自学、自练、自我评价。掌握健康的概念，明确健康的意义，掌握运动损伤的急救方法，明

确体育锻炼对健康的作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健康的概念与内容 

第二节  体育锻炼的健身价值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心理 

第四节  体育卫生与保健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营养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张洪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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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知识通》 李 强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5. 思考作业题：如何编写一份课余体育锻炼计划？ 

第三章  武术专项理论（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掌握武术运动的基本理论，掌握武术的竞赛与裁判法，了解武术运动

的基本技术与战术，以及与武术运动相关的专项身体素质。掌握武术运动的运动损伤与自我保护，

武术运动锻炼计划的制定。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武术运动的竞赛与裁判法 

第二节  武术运动的技战术分析 

第三节  武术运动的运动损伤与预防 

第四节  武术运动锻炼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师生互动，教师提问、举例、引导等形式进行教学，并运用现

代教学设备（视频、录像、ppt）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2)《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3)《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5. 思考作业题：武术运动主要有哪些锻炼价值？ 

第四章  武术基本技战战术  （40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战术：(1)手法：拳、掌、勾；(2)步法：弓步、马步、

仆步、虚步、歇步、跳步；(3)腿法：正蹬腿、正踢腿、侧蹬腿、侧踢腿；(4)基本剑法：点、刺、

劈、扫、带、抽、截、抹、撩、击、挂、托、拦 

2. 教学内容：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战战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然后再纠错、再示范、辅助

练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4. 阅读材料： 

(1)《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2)《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3)《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5. 思考作业题：武术运动发展的趋势？  

第五章  武术基本身体素质 （10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武术专项教学和比赛，提高学生的武术技术、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 

2. 教学内容： 

(1) 力量训练 

(2) 速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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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力素质 

(4) 灵敏素质 

(5) 平衡控制 

(6) 韧素质 

(7) 协调素质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练习、辅助练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要求学生完成布置的运动量，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布置课后锻炼的内容。 

4. 阅读材料： 

(1)《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2)《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3)《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5. 思考作业题：武术运动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第六章  武术考试（4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考试了解学生对太极拳、太极剑的掌握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

针对性的改进方案，制定课后练习的计划。 

2. 教学内容（考核内容）： 

(1) 24式简化太极拳 

(2) 32式太极剑 

3. 考试方法：单人演练，教师考核。 

4. 阅读材料： 

(1)《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2)《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3)《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5. 思考作业题：体育学习态度与体育成绩的关系。 

第七章  体育理论考试（网上考试） 

1. 教学要求：通过体育理论考试，了解学生对体育锻炼方法的掌握情况，对武术专项理论的

掌握情况，加强理论学习。 

2. 考试内容： 

(1) 体育基础知识 

(2) 武术运动专项知识（起源、发展、技术要领、竞赛规程、组织裁判法等） 

3. 考试方法：按时在网上进行考试，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 

4. 阅读材料： 

(1)《武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5年。 

(2)《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 

(3)《太极拳研究》唐豪，顾留馨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9第二版。 

5. 思考作业题：武术专项理论学习与武术技术水平提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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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课程教学大纲 

（Physique） 

大纲撰稿人：汪孝英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17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一年级学生 

【学分数】2                                【学时数】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形体舞蹈是形体训练和舞蹈的结合。在音乐的伴奏下借用芭蕾基础练习等手段训练身体基本

姿态；选用形体姿态操、垫上操、形体韵律操等练习，舒展肢体，灵活四肢，优美身姿；同时，

穿插一些针对上肢、胸部、肩部、臀部、大腿、小腿、足踝等不同部位的练习，在实践中引导学

生掌握科学锻炼方法，持之以恒，以实现修身塑形，强身健体的目的。 

Physical dance is a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training and dance，In the accompaniment of music to 

use ballet basic practice and other means to train the basic posture；Selecting Body Posture Exercise，

Mat exercise，body rhythm exercises and other exercises，stretching limbs，flexible limbs，graceful 

figure；At the same time，interspersed for the upper limbs，chest，shoulders，buttocks，thighs，calves，

ankles and othe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ractice，in practice to guid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scientific 

exercise methods，consistent，to achieve the goal of body shape repair，fitness.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 2  

二 形体美与科学锻炼 2 2  

三 身体基本姿态练习 6 0 6 

四 成套技术练习 38  38 

五 身体素质练习 12  12 

六 考试 4 0 4 

合计 64 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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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形体美的内涵，掌握科学锻炼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培养学生的体育意

识，增强身体素质；加强学生对自身正确姿态的感受与控制的能力，提高肢体的灵活性与舒展度；

在规定的课时内，熟练掌握形体舞蹈的成套动作。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知识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结合随堂答疑。将理论融合到实践课的教学中，

理论联系实际，讲授基本原理与方法。 

(2) 实践课的教学，通过选编有针对性的舞蹈组合和成套的形体操动作及简单实用的素质练

习手段，运用直观法、分解法、小团体学习法、重复练习法等教学手段，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因

材施教，循序渐进，在掌握技术动作的过程中，在优美音乐的伴奏下，体验美的姿态，提升美的

理解力，提高身体素质。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形体练习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形体训练钢轮》.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配乐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1) 90——100分 整套动作熟练、准确、舒展到位；自然流畅；身体姿态优美；动作与音乐配

合完全一致；有很好的表现力。 

(2) 80——89分 整套动作熟练、正确、协调舒展；身体姿态较优美，动作与音乐配合一致，

有较好的表现力。 

(3) 70——79分 整套动作基本熟练、正确、连贯（其间稍有失误），身体姿态一般，动作与

音乐配合基本一致。 

(4) 60——69分 基本能独立完成成套动作，动作完成质量不高（其间失误在三次以下），身

体姿态欠缺，与音乐配合不够一致。 

(5) 60分以下  整套动作多处不正确，姿态差，动作不连贯，不能独立完成动作。 

8. 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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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体美与科学锻炼 

(2) 身体基本姿态练习 

(3)成套技术练习 

(4) 身体素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二章  形体美与科学锻炼（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了解现代人体形态美的标准，明确科学形体训练的重

要性。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人体的体型之美、姿态美  

第二节  形体训练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正常人形体健康的标准 

第四节  科学锻炼注意事项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 

4. 阅读材料：《形体美》。 

5. 思考作业题：形体练习应包含哪些内容，具体有何种作用？ 

第三章  身体基本姿态练习（6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练习，建立正确的站立、行走身体基本姿态，为套路学习奠定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芭蕾手型、臂型、手位练习  

第二节  身体姿态组合练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

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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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材料：《形体练习教程》。 

5. 思考作业题：身体各部位正确的感知觉的形成原理及其作用。 

第四章  成套技术练习（38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二套完整的形体操，能配乐独立完成。 

2. 主要内容：形体韵律操/垫上操/形体姿态操（根据场地条件，灵活选用）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

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形体训练纲论》. 

5. 思考作业题：头颈和躯干部位在形体美占有何种位置？ 

第五章  身体素质（12学时） 

1. 教学要求：执行《公共体育》课程的统一要求。 

2. 主要内容：与《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内容一致。 

3. 教学方法：运用身体素质练习常用的持续法、巡回法、游戏法等发展身体素质。 

4. 阅读材料：《体育与健康》. 

5. 思考作业题：身体素质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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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课程教学大纲 

（football） 

大纲撰稿人：朱  诚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14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足球项目的技术基础课程，它主要介绍了足球运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战术。课程

内容针对足球运动初学者，突出了简单易学，知识面广，实用性强的特点。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足球运动概述、足球基本技战术、足球比赛组织和裁判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学会足球

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战术，有足球运动能力及足球比赛欣赏能力，从而建立正确的体育意识，

养成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This course is the foundation courses of football program，which introduces the basic theory and 

tactical of the football. The course highlights the easiness of learning，extensive knowledge，practice for 

beginners. Course content includes：introduction of football as a sports，the basic techniques and 

tactics，football games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feree methods. Through this course，students can learn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basic techniques and tactics，acquire football athletic ability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football games，thus to develop a good habits of exercising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lifelong physical exercises.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足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2 0 

二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 2  

三 足球基本技术 20 0 20 

四 足球基本战术 4 0 4 

五 身体素质练习 2  2 

六 考试 2 0 2 

合计 32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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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足球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有了解，提高学生

对足球运动规律的认识。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是耐

力素质，使身体的基本活动能力得到进一步地提高。充分利用足球这项勇敢者的运动，培养学生

勇敢顽强、团结互助的精神。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足球》采用浙江省大学足球选项教材 

《大学体育标准教程》林志超等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 

参考文献： 

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足球，杨一民主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跟专家练足球，杨一民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8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晨跑：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 

(1) 往返运球[10%]（第一学期） 

①测试场地：足球场，10 米×5 米区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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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测试方法：听教师口令后，从起始线开始快速运球，绕过距离起始线 10 米处的标志桶后运

球返回，以脚踩球于起始线上结束。 

③评分方法：教师计时，球动开表，球踩到线上停表。根据评分标准打分，测试两次，记录

其最佳成绩。 

分数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时间（秒） 

男 

≤ 6.2 6.3-7.0 7.1-8.2 8.3-9 9.1-10.1 

10.2-10.9 11-11.7 11.8-12.3 12.4-13.3 13.4-14.1 

时间（秒） 

女 

≤ 7.2 7.3-8.0 8.1-9.2 9.3-10 10.1-11.1 

11.2-11.9 12-12.7 12.8-13.3 13.4-14.3 14.4-15.1 

(2)运球踢准[20%]（第一学期） 

①测试场地：足球场，20 米×6 米区域。球门距起始线 14 米，传球区 3 米×2 米，距起始线 2

米。把球门分成宽度相同的三个区域（如图）。 

 

②测试方法：听教师口令后，在起始线上运球，进入传球区内，用脚内侧踢地滚球的方式将

球踢进距起始线 14 米处的足球门，每人 5 球。 

③评分方法：教师计分，在传球区内进行传球得分有效，踢进球门中间区域得 1 分，踢进球

门两侧区域得 2 分，累计相加得出最后分数。测试两次，记录其最佳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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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球分数 10 9 8 7 6 5 4 3 2 1 

得分 10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 绕杆运球[20%]（第二学期） 

①测试场地：足球场，划定 25 米×5 米区域。起点距第一个杆距离 4 米，其余杆距 2 米，起

点距终点 20 米（如图）。 

 

②测试方法：听教师口令后，从起始线开始运球出发，依次绕过间隔 2 米的 8 个标志杆，以

运球过终点线结束。 

③评分方法：教师计时，对照评分标准给予相应成绩，测试三次，记录最佳成绩，漏杆1次时

间加2秒（有漏杆的绕杆运球成绩最高80分），漏杆2次及以上则成绩无效。 

分数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时间（秒） 

男 

≤ 9.3 9.4-10.0 10.1-11.0 11.1-12.0 12.1-12.8 

12.9-13.9 14-14.7 14.8-15.8 15.9-16.9 17-18 

时间（秒） 

女 

≤ 10.3 10.4-11.0 11.1-12.0 12.1-13.0 13.1-13.8 

13.9-14.9 15-15.7 15.8-16.8 16.9-17.9 18-19 

(2) 射门[20%]（第二学期） 

①测试场地：足球场，把球门分成宽度相同的三个区域（如图）。 

 

②测试方法：听教师口令后，在罚球点上进行射门，用脚背踢半高球的方式将球踢进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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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5球。 

③评分方法：教师计分，空中进门的球得分有效，地滚球无效，踢进球门中间区域得 1 分，

踢进球门两侧区域得 2 分（碰到门框门柱的球得 2 分），累计相加得出最后分数。测试两次，记

录其最佳成绩。 

射门分数 10 9 8 7 6 5 4 3 2 1 

得分（男）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得分（女） 10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8. 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1) 足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3) 足球基本技术 

(4) 足球基本战术 

(5) 身体素质练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足球运动概述及裁判法（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足球基本理论知识和裁判法，了解足球发展形态

和主要特点。重在对足球技术与理论的正确思考，以客观态度理解足球发展过程和裁判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足球技战术的内容和分类 

第三节  足球运动的特点和功能  

第四节  足球文化的发展 

第五节  足球比赛裁判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足球》。 

(2) 《足球比赛规则和裁判法》。 

5. 思考作业题：足球运动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2学时） 

1.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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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三章  足球基本技术（20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足球的基本技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踢球 

第二节  接球 

第三节  掷界外球 

第四节  运球 

第五节  头顶球 

第六节  抢截球 

第七节  守门员技术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足球》。 

(2) 《跟专家练足球》。 

5. 思考作业题：如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各种足球技术？ 

第四章  足球基本战术（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足球的基本战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二过一配合” 

第二节  接应与跑位 

第三节  选位与盯人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足球》. 

5. 思考作业题：足球战术的实施要点是什么？ 

第五章  身体素质练习（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耐力跑 

第二节  立定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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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体育》。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 138 — 
 

公  共  课 

 

《瑜伽》课程教学大纲 

（Yoga） 

大纲撰稿人：高  金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18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公共体育 

【学分数】 2                             【学时数】32（理论 2/实践 30）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瑜伽是起源于古印度的一种健身养生术，作为一种时尚的健身方式能帮助我们塑造完美形

体，还有助于我们回归宁静和自信，是身心兼修的项目形式，同时适合任何年龄和性别的人来练

习。本课程主要介绍了瑜伽的基本理论和锻炼方法，从调息（瑜伽呼吸法）、调身（瑜伽体式）、

调心（瑜伽语音冥想）三个方面锻炼学生身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瑜伽的基本理论，

能够自我练习，能够运用瑜伽去锻炼身体、陶冶情操。 

Yoga originated in ancient India，It is a fitness methods，as a fashionable way to fitness will help 

us create the perfect body，but also help us to return to a quiet and confident，the project is a minor 

form of physical and mental，and suitable for any age and gender of people to practice.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theory of yoga and exercise methods，from pranayama （yoga breathing），building 

the body （yoga postures），spherical （voice yoga meditation） three aspects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exercise. Through this course，students learn the basic theory of yoga，self practice，the ability 

to use yoga to exercise the body，cultivate character.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瑜伽概述 2 2 0 

二 瑜伽呼吸法 4 0 4 

三 瑜伽入静法 4  4 

四 瑜伽热身 4 0 4 

五 基本体式学习 1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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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六 曼陀罗唱诵 4 0 4 

七 考试 2 0 2 

合计 32 2 30 

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瑜伽的学习，公共体育的学生能了解瑜伽基本知识、利用呼吸法自我调节呼吸，并初步

掌握瑜伽的基本体式和练习方法。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帮助学生控制身体姿态、养成好的锻炼习惯，并有效控制自己的情

绪。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初级瑜伽教材》.国际瑜伽联盟协会、亚洲瑜伽协会通用教材。 

参考文献： 

《瑜伽之光》.当代中国出版社.艾扬格著.王晋燕等译.2011.11 

《蕙兰瑜伽》.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张蕙兰 柏忠言.2012.3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 30%；第二学期占 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10% 

(3) 晨跑：占总成绩 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 30%。（12 分钟跑占 20%；立定三级跳远 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 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 10% 

7. 实践教学内容考试： 

(1) 呼吸、坐姿、手印练习 

(2) 入静练习：呼吸、扣齿、动舌、咽津、发声等。 

(3) 瑜伽热身 练习 

(4) 体式练习 

(5) 冥想练习 

专项成绩评定标准：拜日式 A、B（占 30 分）呼吸和动作同步性（占 30 分）；动感、精确

的体位姿势（占 20 分）；身体的力量和灵活度（占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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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100 分 整套动作熟练、准确、舒展到位；自然流畅；身体姿态优美；动作与音乐

配合完全一致；有很好的表现力。 

(2) 80——89 分 整套动作熟练、正确、协调舒展；身体姿态较优美，动作与音乐配合一致，

有较好的表现力。 

(3) 70——79 分 整套动作基本熟练、正确、连贯（其间稍有失误），身体姿态一般，动作与

音乐配合基本一致。 

(4) 60——69 分 基本能独立完成成套动作，动作完成质量不高（其间失误在三次以下），身

体姿态欠缺，与音乐配合不够一致。 

(5) 60 分以下  整套动作多处不正确，姿态差，动作不连贯，不能独立完成动作。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瑜伽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瑜伽基本理论知识，了解瑜伽发展形态和主要特

点。重在对瑜伽技术与理论的正确思考。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瑜伽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瑜伽的内容和分类 

第三节  瑜伽特点和功能  

第四节  瑜伽同其它体育项目的区别 

第五节  瑜伽学习的注意事项及常见误区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

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蕙兰瑜伽》； 

(2) 《瑜伽之光》。 

5. 思考作业题：瑜伽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第二章  瑜伽呼吸法 （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练习，掌握呼吸方法，提高呼吸质量，养成腹式呼吸和完全式呼吸的好习

惯，为入静的学习奠定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胸式呼吸   

第二节  腹式呼吸 

第三节  完全式呼吸 

第四节  单鼻孔交替呼吸  

第五节  清凉调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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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蕙兰瑜伽》； 

(2)《瑜伽之光》。 

5. 思考作业题：为什么学习瑜伽要从控制呼吸开始？ 

第三章  瑜伽入静（4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入静、为控制情绪、平衡心态、语音冥想奠定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瑜伽呼吸入静 

第二节  瑜伽叩齿入静 

第三节  瑜伽动舌入静 

第四节  瑜伽咽津入静   

第五节  瑜伽发声入静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蕙兰瑜伽》； 

(2)《瑜伽之光》。 

5. 思考作业题：为什么情绪的稳定是从入静开始的？ 

第四章  瑜伽热身操（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一套瑜伽热身，预防瑜伽练习过程中骨骼、肌肉或韧带的损伤，平稳练习

体式的心态。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颈关节运动 

第二节  肩关节运动 

第三节  肘关节运动 

第四节  腕关节运动 

第五节  指关节运动 

第六节  髋关节运动 

第七节  膝关节运动 

第八节  踝关节运动 

第九节  趾关节运动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阅读材料：《瑜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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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作业题：简述瑜伽热身的重要性。 

第五章  瑜伽体式（12学时） 

1. 教学要求：初步掌握瑜伽体式修习方法，重视呼吸和体式的配合，做到身体协调、提高自

身的觉察力。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坐姿学习 

第二节  站姿学习 

第三节  手印学习 

第四节  基本体式学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蕙兰瑜伽》； 

(2)《瑜伽之光》。 

5. 思考作业题：体式学习的注意事项。 

第六章  曼陀罗唱诵（4学时） 

1. 教学要求：初步了解和掌握曼陀罗唱诵的方法，学会释放压力，向内看，获得内心的宁静，

寻找真正“自我”的价值观。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曼陀罗唱诵对打开七个脉轮的重要性 

第二节  练习瑜伽语音冥想：学会向内看，放松身心 

第三节  学习曼陀罗唱诵技法 

第四节  领会瑜伽提示的人生意义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蕙兰瑜伽》； 

(2)《瑜伽之光》。 

5. 思考作业题：我所要追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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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课程教学大纲 

（Roller Skating） 

大纲撰稿人：张少云   大纲审稿人：黄忠兴  张  辉 

 

【课程代码】06020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一、二年级学生 

【学分数】 1                             【学时数】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轮滑运动是一项具有较强的锻炼和欣赏价值，有利于减肥和健康的体育项目。经常参加轮滑

运动可以不断增强体质、发展运动能力，对于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增强四肢和躯干的肌肉力量、

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能力。学会轮滑后可参与旱冰场、真冰溜冰场运动打下基础，让你尽情

享受时尚运动的快乐。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直道滑行、弯道滑行、一两种停车技术等技术。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学会轮滑基本技术动作。 

Rodeo sports is a sport with strong exercise and appreciation value，conducive to weight loss and 

health. Regular participation in Roller Skating improves physical fitness，develops exercise ability，

improves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strengthens muscle strength of limbs and torso，and improves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body. Learn to roller skating can participate in roller skating，ice skating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vement，so that you enjoy the joy of fashion sport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Straight Lane sliding，curve sliding，one or two technologies such as park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students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roller skating. 

2. 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轮滑运动理论 2 2 0 

二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2 2  

三 速滑基本技术 24 0 24 

四 自由滑基本战术 24 0 24 

五 身体素质练习 8  8 

六 考试 4 0 4 

合计 64 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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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轮滑专项的教学和科学的体育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促进人际交往，提高羽毛球

运动技战、术水平，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促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是耐力素质，

使身体的基本活动能力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

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思维，

鼓励学生树立创新意识。 

(2) 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教法与技术课教学与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

骤，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 实验课由课内外相结合完成阅读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实验内容等要求由学生自主完成，

并完成实验报告。 

5.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1)《轮滑运动》.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第1版） 

(2)《运动健身丛书：轮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参考文献：(1)《轮滑入门ABC：高速连拍图解版》，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6.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为技术考试，采用学生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执行。总成绩的评定由几下

几块组成： 

(1) 专项技术：第一学期占总成绩30%；第二学期占40% 

(2)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10% 

(3) APP：占总成绩10% 

(4) 身体素质：占总成绩30%。（12分钟跑占20%；立定三级跳远10%） 

(5) 其他：第一学期体质测试占20%；第二学期体育理论10% 

7. 专项考核项目、成绩评定标准与方法 

项目要求 

分值 

向前滑行

（100 米或视

教学场地条

件定） 

葫芦滑行 

（20 米） 

*双脚平行

滑行 

（10 米） 

*蹲式滑行 

（10 米） 

**单脚支撑，另

一脚尖点地滑行

（10 米） 

**A 型刹停 

**T 型刹停 

（刹停区域 2 米） 

95 
姿态优美，滑行流畅 

技术娴熟，滑行流畅 

 

保持低重心，动作协调，滑

行顺畅 

 

9 米 9 米 9 米 

刹停在规定的区

域内，技术动作自

然，预判正确 

90 8.5 米 8.5 米 8.5 米 

85 8 米 8 米 8 米 

http://www.amazon.cn/%E8%BF%90%E5%8A%A8%E5%81%A5%E8%BA%AB%E4%B8%9B%E4%B9%A6-%E8%BD%AE%E6%BB%91-%E5%91%A8%E5%BB%BA%E6%9E%97/dp/B00F3ZUR9Q/ref=sr_1_12?s=books&ie=UTF8&qid=1383516059&sr=1-12&keywords=%E8%BD%AE%E6%BB%91
http://www.amazon.cn/%E8%BD%AE%E6%BB%91%E5%85%A5%E9%97%A8ABC-%E9%AB%98%E9%80%9F%E8%BF%9E%E6%8B%8D%E5%9B%BE%E8%A7%A3%E7%89%88-%E6%88%90%E5%8D%93/dp/B004OQE6F6/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383516059&sr=1-2&keywords=%E8%BD%AE%E6%BB%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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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 

分值 

向前滑行

（100 米或视

教学场地条

件定） 

葫芦滑行 

（20 米） 

*双脚平行

滑行 

（10 米） 

*蹲式滑行 

（10 米） 

**单脚支撑，另

一脚尖点地滑行

（10 米） 

**A 型刹停 

**T 型刹停 

（刹停区域 2 米） 

80 

技术动作各环节完成较为

连贯 

技术动作各环节完成连贯 

 

上体较为放松，滑行的连贯

性尚可 

 

基本完成 

 

滑行过程身体偶有失调、跌

倒 

滑速较慢，滑行过程身体有

数次失调、跌倒 

 

未能完成规定的滑距 

7.5 米 7.5 米 7.5 米 

75 7 米 7 米 7 米 

刹停基本在规定

的区域附近，技术

动作较自然，预判

尚可 

70 6.5 米 6.5 米 6.5 米 

65 6 米 6 米 6 米 

60 5.5 米 5.5 米 5.5 米 

55 5 米 5 米 5 米 刹停在规定的区

域外，技术动作紧

张，预判力弱 50 5 米以下 5 米以下 5 米以下 

备注：1、*、**各类均为二选一，无标符号项目为必考项目。。 

   2、每人两次考核机会。 

   3、所有考核项目重点关注完成的滑距和技术动作与身体姿态情况wu，时间作为参考。 

8.其他内容 

(1)轮滑运动概述及裁判法 

(2)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3)轮滑速滑基本技术 

(4)轮滑自由滑基本技术 

(5)身体素质练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轮滑运动概述及裁判法（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轮滑基本理论知识和裁判法，了解轮滑发展形态

和主要特点。 

2. 主要内容： 

(1) 轮滑运动发展概况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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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滑规则、裁判法和组织竞赛。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课后阅读、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互动形式进行教学，运

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轮滑》. 

(2) 《轮滑比赛规则和裁判法》. 

5. 思考作业题： 

(1) 轮滑运动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2) 轮滑运动的作用？ 

第二章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2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和对运动损伤的初步急救方法。

重在了解科学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初步的医学监督。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体育健身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节  运动损伤的原因和初步处理方法 

3. 教学方法： 

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运用多

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体育与健身》. 

(2) 《体育与保健》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简单的运动处方？ 

第三章  轮滑速滑基本技术（2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轮滑速滑的基本技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轮滑安全防护及护具使用 

第二节 站立与滑行的基本姿势，摔倒与站起 

第三节 身体的平衡（静态、动态） 

第四节 直线滑行 

第五节 曲线滑行 

第六节 刹停（A、T 型） 

第七节 基本技术、步法综合练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运用多媒体等辅助手段来完成教学任务。 

4. 阅读材料： 

(1) 《轮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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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跟专家练轮滑》. 

5. 思考作业题： 

(1) 如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身体重心转移技术？ 

(2) 学好轮滑技术的关键点是什么？ 

第四章  轮滑自由滑基本技术（2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使学生掌握 轮滑自由滑的基本战术，并能在实践中运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葫芦滑行（前、后） 

第二节  弧线滑行 

第三节  向后滑行 

第四节  单脚支撑，另一脚尖点地滑行 

第五节  转体变向滑行（转体 180 度）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跟我学轮滑》。 

5. 思考作业题：参与轮滑运动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第五章  身体素质练习（8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与探究，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项素质：动态平衡、反应移动、柔韧等练习 

第二节  耐力素质：中长跑 

第三节  力量素质：上肢、手腕、腹背肌、下肢力量练习   

3. 教学方法：运用课堂讲解、示范、纠错、提示、设问、举例、引导、沟通等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 

4. 阅读材料： 

(1) 《田径》 

(2) 《轮滑运动的专项耐力、力量训练》 

5. 思考作业题：如何通过体育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轮滑专项考试（4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专项考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检验教与学的具体成效，以便发现问题，

及时改正，不断提高轮滑专项教学质量。 

2. 考核内容与方法：详见前述 9.专项考核项目、成绩评定标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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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教学大纲 

Military Theories 

大纲撰稿人：黄忠兴      大纲审稿人：张  辉 

 

【课程编号】761002302                        【课程性质】公共必修 

【学时学分】16/ 1                             【适用专业】全校所有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军训技能训练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我校的一门必修课。课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

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

我国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保卫者服务。 

This course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our school. In the course of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Comrade Jiang Zemin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building as a guide，in accordance with the education should be geared to the 

needs of modernization，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requirements，to adapt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reserve forces，

to train qualifi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defenders of service. 

2. 课程内容与课时安排 

教学内容 理论 实验 上机 合计 

第一部分 中国国防 3    

第二部分 军事思想 3    

第三部分 战略环境 3    

第四部分军事高技术 3    

第五部分 信息化战争 2    

考试 2    

合计 16 

3. 课程目标 

(1) 使学生了解我国国防的历史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现状，熟悉国防法规的基本内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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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动员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内容与要求；使学生了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初步掌握我军

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我军的性质、任务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2) 使学生掌握战略基本理论，了解世界战略格局的概况，正确分析我国的周边环境，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使学生了解军事高技术概况，明确高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树立"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观点，激发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  

(3) 使学生了解信息化战争的特点，明确科技与战争的关系，树立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思想。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 PPT 和视频相结合。 

5. 课程资源： 

(1) 参考文献：《孙子兵法》、《战争论》《论持久战》 

陈益民著，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6 

周春明，徐萍著，军事理论教程.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张世彤，张庄庄 主编. 军事理论教程（附光盘）.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6 

(2) 课程网站：正在建设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本课程总评成绩由以下方式给出，即 

总评成绩 = 平时成绩×30% +作业 20%+考试成绩×50%， 

其中： 

平时成绩由出勤、课堂提问等组成。 

考试中采用开卷笔试或者闭卷机试形式，考试试时间为 9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掌握军事理论有关内容的理解、了解五章内容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很强的爱国

热情和国防意识 

良好（80-89） 
掌握军事理论有关内容的理解、基本了解五章内容内在的逻辑关系，有较强的

爱国热情和国防意识 

中等（70-79） 
基本掌握军事理论有关内容的理解、基本了解五章内容内在的逻辑关系，有较

强的爱国热情和国防意识 

及格（60-69） 基本掌握军事理论有关内容的理解、基本了解五章内容内在的逻辑关系 

不及格（低于 60） 没有掌握军事理论有关内容的理解、基本不了解五章内容内在的逻辑关系 

 

二、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章  中国国防（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我国国防历史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现状，熟悉国防法规的基本内容，明确

国防动员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内容与要求，增强依法建设国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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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1)国防概述：我国国防历史；主要启示；(2)国防法规国防法规体系；公民国防权利

和义务；(3)国防建设；国防领导体制国防建设成就；国防建设目标和政策；(4)我国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民兵。 

3. 教学方法：PPT 教学；重点：了解我国国防历史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现状。难点：明确国

防动员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内容与要求。 

4. 学习资料： 

(1) 陈益民著，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2) 周春明，徐萍著，军事理论教程.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3) 张世彤，张庄庄 主编. 军事理论教程（附光盘）.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4) 时事：今日关注。 

(5)《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2012。 

5. 思考题：国防教育的地位、目的、方针、和原则有哪些？ 

第二部分  军事思想（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初步掌握我军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我

军的性质、任务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2. 内容：(1)军事思想概述：形成与发展；体系与内容；主要代表著作；(2)毛泽东军事思想：

科学含义；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3)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含义；主要内

容；地位作用(4)江泽民论国防与军队建设：主要内容；指导作用。(5)胡锦涛论国防与军队建设：

主要内容；指导作用(6)习近平论国防与军队建设：主要内容；指导作用 

3. 教学方法：PPT 教学；重点：了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初步掌握我军军事理论的

主要内容，明确我军的性质、任务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难点：

了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初步掌握我军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我军的性质、任务和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4. 学习资料： 

(1) 陈益民著，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2)《孙子兵法》、《战争论》、《论持久战》。 

(3) 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6 

5. 思考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含义有哪些？ 

第三部分  战略环境（3课时） 

1. 要求：掌握战略基本理论，了解世界战略格局的概况，正确分析我国的周边环境，增强国

家安全意识。 

2. 内容：(1)战略环境概述；(2)国际战略格局：现状和特点；发展趋势(3)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演变与现状；发展趋势；国家安全观 。 

3. 教学方法：PPT 教学重点：掌握战略基本理论，了解世界战略格局的概况。难点：正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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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国的周边环境，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4. 学习资料： 

(1) 陈益民著，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6 

(2) 周春明，徐萍著，军事理论教程.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3) 张世彤，张庄庄 主编. 军事理论教程（附光盘）.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4) 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6 

5. 思考题：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有哪些内容？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第四部分  军事高技术（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军事高技术的概况，明确高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树立"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观点，激发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 

2. 内容：(1)军事高技术概述：概念和分类；发展趋势；(2)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制导技术；

伪装技术；侦察监视技术；电子对抗；航天技术。 

3. 教学方法：PPT 教学；重点：了解军事高技术的概况。难点：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观点。 

4. 学习资料： 

(1) 陈益民著，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6 

(2) 周春明，徐萍著，军事理论教程.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3) 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6 

(4)《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2012 

5. 思考题：结合实际，谈谈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第五部分  信息化战争（支撑课程目标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信息化战争的特点，明确科技与战争的关系，树立为国防建设、增强综合

国力的理想。 

2. 内容：(1)信息化战争概述：演变历程；发展趋势(2)信息化战争的特 点：近来几场局部战

争简介(3)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的要求。 

3. 教学方法：PPT教学；要点：了解信息化战争的特点。难点：明确科技与战争的关系。 

4. 学习资料： 

(1) 陈益民著，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6 

(2) 周春明，徐萍著，军事理论教程.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3) 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6 

5. 思考题：信息化战争的产生与形成有哪些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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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基础读写（非体美及文创）》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大纲主撰人：段凯莉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 081000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 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本科（非体育，美术及文创） 

各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64（32/32） 

【建议修读学期】第一学期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必修课程之一，旨在帮助学生学好英语语言知识，

训练学生读和写的基本语言技能，加强学生读写方面的英语应用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为进入高级阶段的学习打好基础。通过第一学期的学习，大部分学生可

以达到大学英语四级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basic obligatory courses orientated to all the undergraduates 

（non-English major） in our university. Its target i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advanced English by helping them to learn English language knowledge，training their basic language 

skills in reading and writing，intensifying their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cultivating 

their logical thinking，guiding them to develop their independent learning.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most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level can reach the CET-4 standard.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课内学完《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 2》中的 5 个单元和《西方文化英语教程》

中的 3 个单元，其余单元作为学生课外阅读补充材料。具体安排如下（如遇节假日等特殊情况冲

课可酌情减少一个单元）：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综合教程 2》Unit1 8 4 4 

二 《综合教程 2》Unit3 8 4 4 

三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Unit1 8 4 4 

四 《综合教程 2》Unit4 8 4 4 

五 《综合教程 2》Unit5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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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六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Unit9 8 4 4 

七 《综合教程 2》Unit6 8 4 4 

八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Unit10 8 4 4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提高阅读、写作和翻译技能，发展读写译方

面的英语应用能力，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增强文化素养，同时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以英语的实际使用为导

向，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应

用能力为重点，在完成本

课程学习后能比较熟练

地运用相关语言知识和

技能进行英语交流，并能

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文化素养。 

通过对语言知识的分析和掌握，语言技能的训练

和应用，学生基本能用英语组织和表达思想。 

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

提高阅读、写作和翻译技能。 

通过任务、活动和练习等设置，学生能用基本的

阅读、写作和翻译技巧进行基本的交流。 

帮助学生发展读写译方面的英语

应用能力。 

通过课内外各类语言素材和主题材料的阅读，学

生能具有基本的思维能力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并

能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 

帮助学生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增

强文化素养。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主要采取“基于内容的语块教学”模式，每单元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读、写、译等语言活

动。利用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网络学习平台、网络课程、互联网、电子课件等现代化教育

技术，通过课堂内外教师讲解、学生练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个性化辅导、学生自主学

习等多种方式开展英语教学，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 2》，刘正光、稂建中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殷企平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课程网站：http：//course.sflep.com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期末学校统一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能熟练地运用所学的读写译技能完成相关的语言活动，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强。 

良好（80-89） 能比较熟练地运用所学的读写译技能完成相关的语言活动，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强。 

中等（70-79） 能基本运用所学的读写译技能完成相关的语言活动，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及格（60-69） 不能较好地运用所学的读写译技能完成相关的语言活动，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弱。 

不及格（低于 60） 不能运用所学的读写译技能完成相关的语言活动，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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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40%）+期中成绩（20%）+期末成绩（40%） 

(4) 过程考核： 

过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和期中成绩。平时成绩分为课堂表现和作业两大部分。课堂表现包括

到课率，课堂活动参与度，小组活动，课内展示等；作业包括课内外书面作业，网络或平台作业，

课堂小测验等。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Unit 1  （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训练阅读技巧（Understanding a complicated concept），

翻译技巧（Parallel structures）和写作技巧（Developing extended definition paragraphs）。 

2. 主要内容：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综合教程 2》Unit1 Text A）。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Text A 课后练习，词汇微课，Text B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What attitude should young people take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lease 

give some examples about what we can do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it 2  （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训练阅读技巧（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specific patter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翻译技巧（Present progressive tense，Future action）和写作技巧

（Developing general-to-specific paragraphs）。 

2. 主要内容：Smart Technology，Smart Life （《综合教程 2》Unit3 Text A）。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Text A 课后练习，词汇微课，Text B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Besides the places mentioned in the text，other cities like Songdo in South Korea，

Rio in Brazil，and London in UK are also famous for their smart city projects. What do you think we 

can learn from them to build smart cities in China?  

Unit 3 （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了解三位著名艺术家和他们的画作，以及画作和音乐的

相互关系。 

2. 主要内容：Fine Arts and Music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Unit1 Reading B）。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Reading B 课后练习，Reading A 和 Reading C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How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interrelated in the artwork? 

Unit 4（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训练阅读技巧（Understanding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

翻译技巧（Ways of expressing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Ways of expressing concession）和写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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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Developing cause-and-effect paragraphs）。 

2. 主要内容：Great Men，Great Minds （《综合教程 2》Unit4 Text A）。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Text A 课后练习，词汇微课，Text B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For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help others financially，college students，for example，

what could they do for charity? 

Unit 5（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训练阅读技巧（Understanding chronological order），翻

译技巧（“There be” construction，Infinitives）和写作技巧（Developing paragraph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2. 主要内容：Studying Abroad （《综合教程 2》Unit5 Text A）。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Text A 课后练习，词汇微课，Text B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Nowadays，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universities，

or high schools，even primary schools，abroa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trend? 

Unit 6 （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了解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衰史，以及希腊文明的特征。 

2. 主要内容：The Rise and Fall of Greco-Roman Civilization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Unit9 

Reading B）。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Reading B 课后练习，Reading A 和 Reading C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What are the factors to the fall of Rome? 

Unit 7（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训练阅读技巧（Understanding Spatial order），翻译技

巧（Expressions of travelogue，Spatial expressions）和写作技巧（Developing paragraphs in spatial 

order）。 

2. 主要内容：Experiencing the Charm of Nature （《综合教程 2》Unit6 Text A）。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Text A 课后练习，词汇微课，Text B 课文及课后练习。 

5. 思考题：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tence “Paradise depends more on your 

perception than on the location itself” ? Why? 

Unit 8（8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重点词汇和短语，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日常和文化生活。 

2. 主要内容：Renaissance （《西方文化英语教程》Unit10 Reading B）。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完成各类教学活动。 

4. 学习资料：Reading B 课后练习，Reading A 和 Reading C 课文及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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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Big Three Names” in the High Renaissance?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序 

号 

实验（实践）

项目名称 
主 要 内 容 学时 

实验（实

践）属性 
类型 组织方式 

考核 

要求 

1 小组展示 
根据各单元主题开展各

种形式的小组活动 
8 基础 综合 

学生自主开展，教

师指导反馈 

过程 

考核 

2 线上线下作业 
读写译相关的纸质、平

台或网络作业 
16 基础 综合 

学生自主开展，教

师指导反馈 

过程 

考核 

3 课外阅读 

教材中课内未学习的剩

余单元或原版报刊杂志

小说等 

8 基础 综合 
学生自主开展，教

师指导反馈 

过程 

考核 

 



 

— 157 — 
 

公  共  课 

 

《大学英语基础读写（体美及文创）》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大纲主撰人：叶  蕾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00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体育、美术及文创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64（32/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课程主要内容为《新编》第一二册主要单元，主要针对体育美术专业

大一学生，通过本课程读写可达到大学英语三级中阅读和写作的通过水平，并为进入下一阶段英

语各类课程打好基础，增强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学生

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有效使用英语。 

This is a compulsory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 designed for first-year Sport majors and Fine Arts 

majors. The course covers 8 units of New College English Book 1 and Book 2.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sections in College English 

Test Band 3，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ore advanced English courses，and acquir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at will enable them to learn by themselves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新编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一单元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 4 4 

二 新编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 More than Words 8 4 4 

三 新编大学英语第一册第四单元 Fresh Start 8 4 4 

四 新编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五单元 Animal World 8 4 4 

五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一单元 Love 8 4 4 

六 
新 编 大 学 英 语 第 二 册 第 二 单 元 Communication 

Problems 
8 4 4 

七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三单元 Born to Win 8 4 4 

八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册第六单元 Food 8 4 4 

3.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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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读写可达到大学英语三级中阅读和写作的通过水平，并为进入下一阶段英语各类

课程打好基础，增强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学生在学习、

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有效使用英语。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通过讨论、展示、作业反馈以及课外自主学习来进行教学。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新编大学英语 1 和新编大学英语 2，浙江大学编著，应慧兰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2) 课程网站：www.heep.cn/nce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能熟练的运用词汇、语法、篇章等语言知识进行阅读和写作； 

良好（80-89） 能比较熟练的运用词汇、语法、篇章等语言知识进行阅读和写作； 

中等（70-79） 能运用词汇、语法、篇章等语言知识进行阅读和写作，但理解有一定偏差，表达受到限制 

及格（60-69） 运用词汇、语法、篇章等语言知识进行阅读和写作，但理解出现较严重偏差，表达不流畅 

不及格（低于 60） 运用词汇、语法、篇章等语言知识进行阅读和写作，但理解有较严重偏差，表达严重受限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40% +期中 20%+ 期末 40% 

(4) 过程考核：小测验；作业；课堂参与；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写作大纲、第一稿、修改。 

2. 主要内容：Personal Relationships Text A The Gift of Life。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老友记》片段。 

5. 思考题：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saw a woman being attacked in the street? 

第二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提高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 

2. 主要内容：More than Words Text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Words。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 

5. 思考题：How to improve your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skills? 

第三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主题句、支撑细节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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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Fresh Start Text A Fresh Start。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Adjusting to College 阅读。 

5. 思考题：How to mak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第四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写作中用具体例子支撑主题句。 

2. 主要内容：Animal World Text A Do Animals Have a Culture。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Call of the Wild 节选。 

5. 思考题：Imagine a dialogue between a reporter and an animal expert about the discovery of a 

new animal. 

第五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用具体细节塑造人物。 

2. 主要内容：Love Text A A Good Heart to Lean On。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尼克胡哲演讲。 

5. 思考题：How would you live your life if you were a disabled person? 

第六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使用类比。 

2. 主要内容：Communication Problems Text A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Men from Mars Women From Venus 节选阅读。 

5. 思考题：Think about possible way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第七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写作中的分类表达。 

2. 主要内容：Born to Win Text A Born to Win。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Steve Jobs Commencement Speech。 

5. 思考题：Describe a successful person and discuss what contributed to his/her success. 

第八章   

1. 教学要求：完成词汇和篇章的学习，学习写作中表示逻辑关系的表达。 

2. 主要内容：Food Text A Food and Culture。 

3. 教学方法：讲解；讨论；练习。 

4. 学习资料：Chinese Cuisine Translation Workshop。 

5. 思考题：How does food likes and dislikes reflect different ways of life? Could you offer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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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序 

号 

实验（实践）

项目名称 
主 要 内 容 学时 

实验（实

践）属性 
类型 组织方式 

考核 

要求 

1 小组展示 
根据各单元主题开展

各种形式的小组活动 
8 基础 综合 

学生自主开展，教

师指导反馈 

过程 

考核 

2 线上线下作业 
读写译相关的纸质、

平台或网络作业 
16 基础 综合 

学生自主开展，教

师指导反馈 

过程 

考核 

3 课外阅读 

教材中课内未学习的

剩余单元或原版报刊

杂志小说等 

8 基础 综合 
学生自主开展，教

师指导反馈 

过程 

考核 

 

 

 

 

 

 

 

 

 

 

 

 

 

 

 



 

— 161 — 
 

公  共  课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非体美及文创）》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大纲主撰人：陆夏琴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03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全校                     【适用专业】本科（非体育、美术及文创） 

各学院 

【学分数】 2                         【学时数】48（16/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为非英语专业的一年级本科生设置的公共必修课。该课程教学旨在提高学生英语听

说的交际能力。本课程结合了听力、口语课程的一些基本功能，通过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等英

语视听说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解能力。

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

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This basic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e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non-English majors. It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listening，view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in their future 

career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will als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improve 

their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一 Orientation（导学） 2 2  

二 College Life 2 2 / 

三 Skills for Speech 4 / 在线 2+课外 2 

四 Entertainment 2 2 / 

五 Skills of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4 / 在线 2+课外 2 

六 E-learning 2 2 / 

七 How to be Persuasive 4 / 在线 2+课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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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八 Learning How to Learn 2 2 / 

九 The Power of Gestures 4 / 在线 2+课外 2 

十 Employment 2 2 / 

十一 Adding Visual Aids 4 / 在线 2+课外 2 

十二 Ways to Success 2 2 / 

十三 The Magic of Storytelling 4 / 在线 2+课外 2 

十四 Are We Safe on the Internet 2 2 / 

十五 Trust Your Voice 4 / 在线 2+课外 2 

十六 Three Elements of Effective Speaking 4 / 在线 2+课外 2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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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通

过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学，学生应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实

际使用英语进行涉外交际的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的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使

他们在今后的工

作和社会交往中

能用英语有效地

进行口头信息交

流。 

通过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课程的学习，基于多模

态语言输入和体验式语

言输出，培养学生的听

说技能，提高学生的跨

文化交流能力，增强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其综合文化素养，以

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

际交流的需要 

听力理解能力： 

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一般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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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节目，语速为每分钟 130 词

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有关细节。能运用基本

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能够。  

口语表达能力： 

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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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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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单词和 500 个词组为积极词汇，即要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

础上学会口头熟练运用。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课程教学旨在提高学生英语听说的交际能力。本课程结合了听力、口语课

程的一些基本功能，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采用多媒体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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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等英

语视听说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解能力。

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

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本课程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在教学中以实践和训练为主，最大限度为学生

提供实践机会。 

(1) 课堂活动包括视听原文，两人对话，主题讨论小组角色扮演等具体形式，力求丰富有趣，

重点突出。 

(2) 在听力训练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总结和提高听力技巧。 

(3) 教学中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采用互动式交际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

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使学生由被动接受信息为主动参与交际。 

(4) 要求课堂和课外练习的有机结合，教师必须对学生课外的练习内容和方式予以指导，对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 

(5) 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辅助教学，使大学英语视听说课教学更加形象、直

观、生动、活泼。 

5. 课程资源： 

教材名称：《大学体验英语视听说教程》 

作者：张敬源 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4 年 8 月出版 

教材类型：“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采取听力和口语独立考试的模式。听力考试采用传统听力考试的形式，总分 100 分；口语考

试现场口语考试，总分 100 分。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听：能听懂语速正常，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新闻报道，报告讲座等，能理解要点和主

要细节。 

说：能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比较流利的交谈，基本没有表达的困难。能就熟悉的话题

连贯地发表意见和看法。 能清晰、流利地叙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现象。 

良好（80-89） 

听：能听懂语速稍慢（每分钟150字左右）的对话、短文、报告等，能理解要点和细节。 

说：能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交谈，虽有些困难，但不影响交际。能就熟悉的话题作较

连贯的发言。能较清晰、流利地叙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现象。 

中等（70-79） 

听：能听懂语速稍慢（每分钟130词左右）的对话、短文、报告等，能理解要点。 

说：能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简单的交谈。能就熟悉的话题作简短的发言。能简单地叙

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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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及格（60-69） 

听：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基本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慢速英语节目。 

说：能勉强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简单的交谈和简短的发言。 能勉强用英语叙述或描述

一般性事件和现象。过程中错误比较多。 

不及格（低于 60） 
听：无法听懂英语授课和简单的日常英语谈话。 

说：不具备口头交际能力 

(3)成绩构成：总评成绩＝听力考试成绩×40%＋口语考试成绩×15%+线上成绩×30%+线下成绩

×15% 

 

二、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Unit 1 Book I：College Life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听懂有关大学生活的对话和文章，能谈论大学生活

相关的话题。 

2. 主要内容：College life；preparation and plan for college life；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college life。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2 Dreams。 

第二章 Unit 3 Book I：Entertainment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娱乐爱好相关的词汇，能听懂相关的对话，并能就

娱乐生活进行描述和展开讨论。 

2. 主要内容：Leisure and life balance；leisure activities；how to live a well-balanced life；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leisure and lifestyle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4 Financial Intelligence。 

第三章  Unit 5 Book I：E-Learning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与在线学习相关的词汇，能听懂相关的篇章，并就此

主题展开讨论。 

2. 主要内容：What is E-learning；merits and demerits of online courses and mobile learning 。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6 Volunteering。 

第四章  Unit 7 Book I：Learning How to Learn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与学习方法相关的常见词汇和句型，能进行简单描述，

并能听懂相关的文本。 

2. 主要内容：How one may employ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learn well；ways one can memorize 

well；what constitute right academic environment for individuals；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academic pursuit。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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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8 Modern Women。 

第五章  Unit 2 Book II：Employment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听懂与就业相关的文本，掌握和职业、求职面试和职业

发展相关的词汇，并能就此展开讨论。 

2. 主要内容：Interview tips and employment skills；different jobs and how to be ready for an 

interview；career paths；useful words an expressions about job interview。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10 Advertising。 

第六章  Unit 5 Book II：Ways to Success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听懂与成功相关的文本，掌握相关词汇句型，并能就此

话题展开讨论。 

2. 主要内容：Various definitions of success；the keys to succes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success。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12 All on the Mind。 

第七章  Unit 8 Book II：Are We Safe on the Internet?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听懂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文本，掌握相关的词汇，并能就

此话题展开讨论。 

2. 主要内容：How to protect us on the Internet；effective ways of protecting our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s；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Internet safety。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7 Finding Happiness。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序 

号 

实验（实践） 

项目名称 
主 要 内 容 学时 

实验（实践）

属性 
类型 

组织 

方式 

考核 

要求 

 听说训练 参见本表下方内容 共 32 基础 其他 集体 考试 

第一次 Chapter 1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本线上课程的性质，构成，要求；了解提高口语和听

力的方向及技巧。 

2. 主要内容： 

课程简介 （The Introduction for Academ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美国演讲课 123 （To Make a Speech that Will Wow Your Audience）； 

听说技能在美国课堂的重要性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mportant Skills in American 

Classes）； 

提高听说能力小建议 （Tips for Improv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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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主学习资料：论坛区提高听说能力相关资料。 

第二次  Chapter 2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四级听力考试题型，要求及做题技巧；学会在讨论中

使用同意或不同意的技巧并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交流技巧---赞同与反对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Skills of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听力技巧---短文听力 （Listening Skills--- Short Passage Listening）； 

听力技巧---对话 （Listening Skills---Conversation）； 

听力技巧---新闻听力 （Listening Skills---News Listening）。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TED 讲座，四级听力训练。 

第三次  Chapter 3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大学生活相关的词汇，及掌握演讲说服力的三大要

素并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演讲技巧---说服力的秘密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How to be Persuasive）； 

词汇系列---图书馆 （Vocabulary Series---Library）； 

词汇系列---大学 （Vocabulary Series---University）。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电影 accepted，四级听力训练。 

第四次  Chapter 4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大学生活相关的词汇，掌握演讲中使用手势及使用

有吸引力的开头的技巧，并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演讲技巧---传递神奇时刻（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Delivering Wow 

Moment）； 

演讲技巧---手势的力量（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The Power of Gestures）； 

词汇系列---学科及学生种类 （Vocabulary Series---Subjects and Types of Students）； 

词汇系列---运动 （Vocabulary Series---Sports）。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四级听力训练。 

第五次  Chapter 5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大学生活相关的词汇，掌握演讲中使用视觉辅助的

技巧并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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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技巧--- 视觉辅助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Adding Visual Aids）； 

词汇系列---花费 （Vocabulary Series---Expenses）； 

词汇系列---论文 （Vocabulary Series---Thesis）。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四级听力训练。 

第六次  Chapter 6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社会生活相关的词汇，掌握演讲中运用故事的技巧

并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演讲技巧 ---故事的魔力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The Magic of 

Storytelling）； 

词汇系列---社会生活 （Vocabulary Series---Social Life）。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四级听力训练。 

第七次  Chapter 7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专业词汇，及掌握演讲中如何适应，改善自己的声音

并增强信心，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演讲技巧---信任自己的声音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Trust Your Voice）； 

词汇系列---新闻传媒 （Vocabulary Series---News Media）； 

词汇系列---动植物 （Vocabulary Series---Animals and Plants）。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四级听力训练。 

第八次  Chapter 8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专业词汇，及掌握演讲中如何使用停顿，音量，重音

等技巧来吸引观众并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演讲技巧---有效演说三要素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Three Elements of 

Effective Speaking）； 

词汇系列---医学用语 （Vocabulary Series---Medicine）。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论坛讨论，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四级听力训练。 

课外实践：听 TED 讲座，做四级听力训练，准备演讲稿，演讲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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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基础听说》（体美文创版本）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大纲主撰人：蒋  婕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0300 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全校                        【适用专业】美术、体育、文创学院 

【学分数】2                            【学时数】48（16/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为美术、体育、文创学院的一年级本科生设置的公共必修课。该课程教学旨在提高

学生英语听说的交际能力。本课程结合了听力、口语课程的一些基本功能，通过对学生进行听力、

口语等英语视听说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

解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

英语有效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This basic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e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Fine arts，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 creativeness. It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listening，view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in their future career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will als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improve their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一 Fresh start 4 / 课内 2+课外 2 

二 Personal relationship 2 2 / 

三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4 / 课内 2+课外 2 

四 More than words 2 2 / 

五 Choices in life 4 / 课内 2+课外 2 

六 Romantic stories 2 2 / 

七 Holidays and special days 4 / 课内 2+课外 2 

八 Love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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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九 Communication problems 4 / 课内 2+课外 2 

十 Born to win 2 2 / 

十一 Dreams 4 / 课内 2+课外 2 

十二 Food 2 2 / 

十三 Culture 4 / 课内 2+课外 2 

十四 Money 2 2 / 

十五 Shopping 4 / 课内 2+课外 2 

十六 Test 2 2 /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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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通

过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学，学生应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实

际使用英语进行涉外交际的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需要。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的英

语综合应用能

力，使他们在今

后的工作和社

会交往中能用

英语有效地进

行口头信息交

流。 

通过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课程的学习，基于多模态

语言输入和体验式语言

输出，培养学生的听说技

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

流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提高其综合文

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

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听力理解能力： 

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听懂一般性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听

懂日常和涉外业务中使用的结构简单、发音清楚、语速较慢（每

分钟 100 词左右）的英语材料，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

有关细节。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  

口语表达能力： 

能在学习过程中用英语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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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量： 

认识 4100 个英语单词（包括入学时要求掌握的 1600 个单词）以

及由这些单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对其中 2000 个左右的单词能正

确拼写，英汉互译。学生还应结合专业英语学习，认识 500 个专

业英语词汇。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课程教学旨在提高学生英语听说的交际能力。本课程结合了听力、口语课

程的一些基本功能，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采用多媒体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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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通过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等英语视听说技能的训练，提高

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解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本课程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在教学中以实践和训练为主，最大限度为学生

提供实践机会。 

(1) 课堂活动包括视听原文，两人对话，主题讨论小组角色扮演等具体形式，力求丰富有趣，

重点突出。 

(2) 在听力训练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总结和提高听力技巧。 

(3) 教学中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采用互动式交际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

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使学生由被动接受信息为主动参与交际。 

(4) 要求课堂和课外练习的有机结合，教师必须对学生课外的练习内容和方式予以指导，对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 

(5) 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辅助教学，使大学英语视听说课教学更加形象、直

观、生动、活泼。 

5. 课程资源： 

(1) 教材： 

名称：《新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book 1、2 

作者：何莲珍 主编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2 年 6 月第三版 

教材类型：“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学参考书：《新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新编大学英语》网络课件，NCE online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采取听力和口语独立考试的模式。听力考试采用传统听力考试的形式，总分 100 分；口语考

试现场口语考试，总分 100 分。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听：能听懂语速正常，内容稍长的对话、短文、新闻报道，报告讲座等，能理

解要点和主要细节。 

说：能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比较流利的交谈，基本没有表达的困难。能就

熟悉的话题连贯地发表意见和看法。能清晰、流利地叙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

现象。 

良好（80-89） 

听：能听懂语速稍慢（每分钟100字左右）的对话、短文、报告等，能理解要点

和细节。 

说：能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交谈，虽有些困难，但不影响交际。能就熟悉

的话题作较连贯的发言。能较清晰、流利地叙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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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中等（70-79） 

听：能听懂语速稍慢（每分钟100词左右）的对话、短文、报告等，能理解要点。 

说：能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简单的交谈。能就熟悉的话题作简短的发言。

能简单地叙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现象。 

及格（60-69） 

听：能听懂英语授课，能基本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慢速英语节目。 

说：能勉强用英语就熟悉的话题进行简单的交谈和简短的发言。 能勉强用英语

叙述或描述一般性事件和现象。过程中错误比较多。 

不及格（低于 60） 
听：无法听懂英语授课和简单的日常英语谈话。 

说：不具备口头交际能力 

(3) 成绩构成：总评成绩＝听力考试成绩×40%＋口语考试成绩×20%+平时成绩×40% 

(4) 过程考核： 

过程考核包括课堂表现和作业两大部分。课堂表现包括到课率，课堂活动参与度，小组活动，

课内展示等；作业包括课内外书面作业，网络或平台作业，课堂小测验等 

 

二、理论及课内教学内容 

第一章  Unit 4 Book I：Fresh Start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简单地描述步入人生新的阶段的希望和可能碰到的

困难和解决办法，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大学和高中阶段的不同方面。。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二章  Unit 1 Book I：Personal relationship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人际关系方面的相关词汇，能对人际关系进行简单的

描述，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三章  Unit 2 Book I：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记忆和遗忘特征的相关的词汇，能对生活中的事件进

行简单的描述，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记忆和遗忘特征的相关的词汇和句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四章  Unit 3 Book I：More than words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人际交流交往方面的手段，能进行简单描述，并能听

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交流和沟通方面的相关词汇和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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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五章  Unit 7 Book I：Choices in life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对人生中的种种情况进行合理的描述及选择理由，并能听

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人生的种种选择。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六章  Unit 8 Book I：Romantic stories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浪漫的相关的词汇，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浪漫故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七章  Unit 9 Book I：Holidays and special days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节假日相关的词汇，对自己喜欢的节假日进行简单

的描述，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和节假日相关的词汇及句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八章  Unit 1 Book II：Love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会谈论自己对爱这个主题的看法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爱-人生的永恒主题。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九章  Unit 2 Book II：Communication problems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日常生活交流中出现的问题的相关的词汇，能进行简

单的交流，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关于日常生活交流中出现的问题的词汇及句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十章  Unit 3 Book II：Born to win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成功和失败的相关的词汇，能进行简单描述，并能

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和人生的成功和失败的相关的词汇及表达方式。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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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Unit 5 Book II：Dreams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梦的研究等相关的词汇，能对相关话题进行简单描

述，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梦境的研究。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十二章  Unit 6 Book II：Food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食物相关的词汇，对自己喜欢的食物进行简单的描

述，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和食物以及喜好相关的词汇及句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十三章  Unit 7 Book II：Culture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中西方文化中遇见的各种问题相关的词汇，能进行

简单描述，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和中西方文化中相关的词汇及表达方式。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十四章  Unit 8 Book II：Money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金钱的使用和态度等方面的词汇，能进行简单描述，

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关于金钱的词汇和句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第十五章  Unit 9 Book II：Shopping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购物方面的相关词汇，能简单描述购物的建议和选择，

并能听懂相关的对话。 

2. 主要内容：和购物相关的词汇和句型。 

3. 教学方法：精听、模仿、对话、讨论、角色扮演。 

4. 自主学习资料：本单元剩余的内容及网络课件，NCE online。 

说明：每个学期的具体教学内容可以根据美术、体育专业学院的外出实践的情况适当减少。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序 

号 

实验（实践）项

目名称 
主 要 内 容 学时 

实验（实践）

属性 
类型 

组织 

方式 

考核 

要求 

 听说训练 
参见第一和第二页上课程学时

及以下内容与安排表 
共 32 基础 其他 集体 

过程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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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大学生活相关的词汇，能流利的介绍大学生活的方

方面面 

2. 主要内容： 

(1) 词汇系列---大学 （Vocabulary Series---University）； 

(2) 视听说教程的 unit 4 book1 部分内容。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4 book 1 剩余内容。 

第二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三级听力考试题型，要求及做题技巧； 

2. 主要内容： 

(1) 听力技巧---短文听力 （Listening Skills--- Short Passage Listening）； 

(2) 听力技巧---对话 （Listening Skills---Conversation）。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三级听力训练。 

第三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社会生活相关的词汇，能流利的阐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 

2. 主要内容： 

(1) 词汇系列---社会生活 （Vocabulary Series---Social Life）； 

(2) 视听说教程的 unit 7 book1 部分内容。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7book 1 剩余内容。 

第四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和节假日相关的词汇，能流利地介绍中外节日的习俗。

2. 主要内容： 

(1) 中外节日的对比和文化内涵； 

(2) 视听说教程 Unit 9 Book I 的部分内容。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视听说教程 Unit 9 Book I 的剩余内容。 

第五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演讲中使用手势及使用有吸引力的开头的技巧，并通

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听力。 

2. 主要内容： 

演讲技巧---传递神奇时刻（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Delivering Wow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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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技巧---手势的力量（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from TED---The Power of Gestures）。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TED 演讲。 

第六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并理解 dream 的两次含义：梦境与梦想，重点学习关

于梦想的内容。 

2. 主要内容： 

(1) 视频 Martin Luther King：I Have a Dream； 

(2) 视听说教程 unit5 book II dream 的部分内容。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视听说教程 dream 的剩余内容。 

第七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关于中西文化的相关词汇，通过学习 TED 演讲提高

听力。 

2. 主要内容： 

(1) 视听说教程 Unit 7 Book II 的部分内容； 

(2) TED 演讲：Change our culture，change our world。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视听说教程 Unit 7 Book II 的剩余内容。 

第八次  

1.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关于购物的相关词汇以及能够实际运用购物对话的内容。 

2. 主要内容： 

(1) 英语购物情景对话； 

(2) Unit 9 Book II：Shopping 的部分内容。 

3. 教学方法：视频讲解，测试，答疑。 

4. 自主学习资料：Unit 9 Book II：Shopping 的剩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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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Business English） 

大纲主撰人：王剑晖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36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院、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法学院、阿里巴巴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之一，属于“专门用途类”英语课程，重

点培养学生在国际商务环境下的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和世界经济

发展水平日趋加快的背景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对商务英语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以提高

他们今后在工作、学习和国际交流过程中的综合能力。本课程内容涵盖商务口语、商务阅读、商

务写作和商务翻译四大块，其中商务口语包括商务交际英语、商务谈判英语、商务电话英语和商

务会议英语等。 

Business English is one of the extended courses of College English designed for non-English 

majors. It belongs to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er’s 

communicative skil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ituations. With the reform on market economy and the 

adv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course aims at a grasp of general knowledge of business which 

is conducted in the language of English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earner’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s both at work and study in future. This course covers four parts of 

speaking，reading，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peaking is particularly practiced which includes English for 

regular business situations，negotiations，business conversations on the phone and business meeting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一 Job Interviews 工作面试 6 6  

二 At a Meeting 商务会议 6 6  

三 Company Presentations 公司介绍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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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四 Product Presentations 产品介绍 6 6  

五 Trade Fairs 交易会 6 6  

六 Making Inquiries 询盘 6 6  

七 Placing an Order 下订单 6 6  

八 Terms of Payment 支付方式 6 6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在大学英语基础听说读写的基础上，巩固、扩大学生的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了解经贸英语知识，并提高听、说、读、写、译方面的基本能力；掌握商务英语中的会

话内容、基本词汇、专业术语、基本句型以及商务英语沟通技巧。培养学生在具体的商务工作环

境中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包括能够用英语建立及保持商务联系，能够用英语作为语言工具提供

及获取商务信息，能够使用英语处理日常商务工作等。侧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及在各种商务活

动及日常业务中英语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这门课程还具有延伸性，与其他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如商务写作、外贸函电、外贸进出口实务等）的教学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互相支撑。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

写、译的能力，帮助学生了解其专

业或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最新发

展，丰富他们的相关知识体系，培

养他们的国际化视野。 

本课程旨在将商务实践与英语语言

技能有机结合，通过讲授商务英语

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为学生打下坚

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本课程主要包括商务英语语言知

识模块和商务技能应用模块，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询盘、报

盘、下订单等外贸的基本流程以及

商务英语的术语有所了解，同时还

能掌握商务英语口语及写作的基

本词汇及句型。 

以英语的实际使用为导向，以培养

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重点，同时

增强学生的相关专业或职业的英语

交流和使用能力。 

本课程强调以学生自主参与、教学

互动、边学边用的教学模式，以小

组展示、实战演练、案例分析等灵

活多样的形式为学生创造模拟的商

务交际情景，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

举一反三地操练英语语言技能并逐

步提高商务操作能力。 

本课程注重实用性和操作性，让学

生在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熟练掌握商务英语活动中的基本

英语表达，并提高学生提供与获取

商务信息，以及进行商务谈判等商

务活动的能力。 

大学英语旨在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

识和交际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文

化素质。 

本课程将介绍商务活动相关的文化

礼仪知识，帮助学生在国际商务活

动中跨越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

提高他们的跨文化沟通交际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西方

的商务礼仪文化有所了解，并能对

商务活动中文化冲突的现象进行

分析。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结合商务案例及外贸流程，通过讲授概念与理论，实战演练，模拟商务谈判，课堂讨

论，案例分析，外贸函电写作，课后阅读与练习等多项教学手段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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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英语课程配有大量的背景听力资料，要求学生多听多练。本课程采用交际法教学， 

(2) 本课程提供了大量的商务背景和商务情景，要求每位学生积极参与练习本书中的一些活

动，包括阅读、听和写，还有讨论、解决问题和角色扮演。  

(3) 熟悉商务英语规范用语，掌握相关商贸业务的知识。  

(4) 掌握一些术语的规范使用和翻译。  

(5) 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学生勇于开口，积极参加和完成口语练习。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商务英语视听说》马海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倾听天下 国际商务英语听力（专业版）》雷博肖（德）斯洛特斯（德）著 樊晓菲 游履

译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10  

《柯林斯商务英语》系列 Ian Badger 商务印书馆 2014 

《跨文化商务交流案例分析》窦卫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2) 课程网站： 

http：//www.businessknowhow.com/ 

BBC learning English：English at Work 

http：//www.bbc.co.uk/learningenglish/english/features/english-at-work 

Australian Network：The Business of English  

http：//www.australiaplus.com/international/learn-english/the-business-of-english-series/7388288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闭卷笔试、口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 Pass with Distinction（90-100） 
不无故缺勤，课堂参与非常积极，作业按时完成质量高，合理

安排自主学习时间，期末笔试成绩 85 分以上 

良好 Pass with Merit（80-89） 
不无故缺勤，课堂参与积极，作业按时完成，合理安排自主学

习时间，期末笔试成绩 80 分以上 

中等 Pass with Average Performance （70-79） 
不无故缺勤，上课认真，作业按时完成，期末笔试成绩 70 分

以上 

及格 Pass （60-69） 不无故缺勤，上课认真，作业按时完成，期末笔试 50 分以上 

不及格 Fail （低于 60） 
无故缺勤 3 次及以上；平时考核不合格；不参加期末笔试或者

口试；期末笔试低于 50； 

(3) 成绩构成： 

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占课程总评分 40%；期末笔试占课程总评分 40%；期

末口试占课程总评分 20% 

(4) 过程考核： 

平时考核包括考勤、课后作业与课堂表现。 

http://www.businessknowhow.com/
http://www.bbc.co.uk/learningenglish/english/features/english-at-work
http://www.australiaplus.com/international/learn-english/the-business-of-english-series/738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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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Job Interviews 工作面试 

1. 教学要求： 

(1) Get to know：What the interview procedure is like； 

(2)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view； 

(3) How to prepare answers to FAQs. 

2. 主要内容： 

(1) What is an interview? 

(2) Types of interview. 

(3) Top 5 FAQs in job interviews and tips on how to answer them. 

(4) Inappropriate questions in job interviews. 

(5)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1 

(2) http：//www.best-job-interview.com/ 

5. 思考题： 

(1) W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facing a job interview? 

(2) What are the problems facing most people when they prepare for a job interview? 

第二章  At a Meeting 商务会议 

1. 教学要求： 

(1) To know：Basic vocabulary related to meetings； 

(2) Basic aspects of meeting planning； 

(3)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o：Chair a meeting；Ask for and give opinions；Agree and 

disagree with an idea；Make suggestions. 

2. 主要内容： 

(1) Functions of a meeting. 

(2) Meeting Agendas. 

(3) How to take minutes. 

(4) Featur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meetings. 

(5)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4 

(2) http：//www.businessknowhow.com/growth/business-meeting.htm 

http://www.best-job-interview.com/
http://www.businessknowhow.com/growth/business-mee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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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 

(1) How to make a business meeting productive? 

(2) What makes a good chairperson? 

第三章  Company Presentations 公司介绍 

1. 教学要求： 

(1) Be able to：Identify the structure of a company presentation； 

(2)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o：talk about a company profile；answer general questions about 

a company；give a brief self-introduction；give an introduction to a company presentation. 

2. 主要内容： 

(1) Elements of an effective company presentation. 

(2) Give presentations on certain companies. 

(3) General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 company profile and talk about the profile. 

(4)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6 

(2) http：//www.wikihow.com/Create-Successful-Corporate-Presentations. 

5. 思考题： 

(1) As far as speaking techniques are concerned，what do a company presentation and a public 

speech have in common? 

(2) How to make your company presentation attractive and informative? 

第四章  Product Presentations 产品介绍 

1. 教学要求： 

(1) Be able to：Identify the structure of a product presentation 

(2)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o：describe a product；compare the features of products；ask 

for information about a product；make a brief product presentation. 

2. 主要内容： 

(1) How to create a product presentation （objectives，points to consider，outline and helpful hints 

(2) Impressive product presentations home and abroad. 

(3)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7 

(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ian-de-haaff/5-secrets-of-all-successful-product-presentations 

_b_8052404.html?utm_hp_ref=technology&ir=Technology 

(2) http：//www.infrasystems.com/product-presentations.html 

http://www.wikihow.com/Create-Successful-Corporate-Presentations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ian-de-haaff/5-secrets-of-all-successful-product-presentations_b_8052404.html?utm_hp_ref=technology&ir=Technology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rian-de-haaff/5-secrets-of-all-successful-product-presentations_b_8052404.html?utm_hp_ref=technology&ir=Technology
http://www.infrasystems.com/product-present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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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roduct presentations and advertisements? 

(2) Do you agree that a product presentation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wordplay? 

第五章  Trade Fairs 交易会 

1. 教学要求： 

(1) Be able to：Understand what a trade fair is about； 

(2) Know how to participate in a trade fair； 

(3) Know how to conduct business at a trade fair. 

2. 主要内容： 

(1) Famous trade fairs in China 

(2) Research and preparationbefore the show 

(3) Presentation and business at the show  

(4) Review and report after the show 

(5)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 9 

(2) http：//www.cantonfair.org.cn/ 

5. 思考题： 

(1) What do exhibitors and visitors do in a trade fair? 

(2)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doing business at a trade fair and at a 

physical store? 

第六章  Making Inquiries 询盘 

1. 教学要求： 

(1) Be able to：Comprehend basic vocabulary related to inquiries； 

(2)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basic elements of making inquiries； 

(3)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o：make an inquiry；answer an inquiry；request a quotation；

make an order；respond to an offer 

2. 主要内容：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nquiries 

(2) The basic procedure of an inquiry 

(3) Trade terms：CIF，FOB，FAS 

(4) Case Analysis 

(5)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http://www.cantonfai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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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 10 

(2) https：//wenku.baidu.com/view/a351728fff00bed5b8f31d1a.html 

(3) https：//wenku.baidu.com/view/0de8c3e076c66137ef06190f.html 

5. 思考题： 

(1) Have you ever bought and sold things on line? How did you negotiate with the other party? 

(2) Besides commission，what other ways can you think of to win the favor of a prospective 

client? 

第七章  Placing an Order 下订单 

1. 教学要求： 

(1) Be able to：Understand the general process of placing an order； 

(2) Place an order after negotiating terms； 

(3) Talk about some matters related to orders and contracts 

2. 主要内容： 

(1) Vocabulary 

(2) Procedures of placing an order and signing a contract 

(3)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an order and a contract 

(4) Basic forms of Business letters 

(5)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4. 学习资料： 

(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 11 

(2) https：//www.thoughtco.com/business-english-placing-an-order-1210209 

(3) https：//www.thoughtco.com/business-letter-writing-placing-orders-1210165 

5. 思考题： 

(1) Talk about the force of law of an order and a contract. 

(2) What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to when drafting a contract? 

第八章  Terms of Payment 支付方式 

1. 教学要求： 

(1) Be able to：Talk about different methods of payment 

(2)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an L/C transaction； 

(3) Recommend the use of an L/C 

2. 主要内容： 

(1) Basic methods of pay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 The flow charts of these methods of payment 

(3) Language Focu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操练。 

https://wenku.baidu.com/view/a351728fff00bed5b8f31d1a.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0de8c3e076c66137ef06190f.html
https://www.thoughtco.com/business-english-placing-an-order-1210209
https://www.thoughtco.com/business-letter-writing-placing-orders-121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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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 

(1)《商务英语视听说》unit 12 

(2)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393479/ 

(3) http：//www.en8848.com.cn/BEC/waimao/wmjxdh/170221.html 

(4) https：//wenku.baidu.com/view/f6b596cf6137ee06eff918c6.html?from=search 

5. 思考题： 

(1) Which one runs the biggest exchange collection risk and which the smallest? 

(2) Are “terms of payment” and “payment terms” the same?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393479/
http://www.en8848.com.cn/BEC/waimao/wmjxdh/17022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6b596cf6137ee06eff918c6.html?fr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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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English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大纲主撰人：赵  锐  胡乔立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2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院、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法学院、  阿里巴巴商学院、经管学院 

【学分数】 3                             【学时数】总学时：理论 48 

【建议修读学期】 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根据社会市场需求，以培养掌握外语与电子商务知识的复合型涉外商务人才为目标。

以英语为载体传授专业知识，注重英语应用能力培养，兼顾专业知识的系统性。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跨境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发展趋势及前景，认识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跨境电

子商务的模式，了解目前国内外几种常用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及相关知识。通过全面的实践操作

使学生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把教学的着力点放在

引导学生的“学和做”上，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职业迁移能力与创新能力。在强化外语技

能的同时，为学生电子商务相关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The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foreign language and knowledge in 

e-commerce as required，focusing on the English application proficiency and the systematic business 

knowledg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acquire the basic theories，trend and prosp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and get to know its traits，models，as well as the common platforms and relevant 

knowledge. The all-round practice enables students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in which “learning and doing” is emphasized to improve 

students’ability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The course，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English can help students lay solid found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nd in the meantime 

strengthen their command in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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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网店选品（Product Selecting） 6 6  

二 网络营销（Marketing On-line） 6 6  

三 客户管理（Customer Management） 6 6  

四 国际支付（International Payment） 6 6  

五 物流管理（Logistics Management） 6 6  

六 电商管理（E-commerce Management） 6 6  

七 法律法规（Laws and Regulations） 6 6  

八 电商发展（E-commerce Development） 6 6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以备成为能够完成跨境

电商贸易中各项任务的专业人才。外语和商务专业知识技能的储备，使拥有外语专业背景的学生

将来无论是从事跨境电商工作，还是使用跨境电商服务时都具有标准化的电商英语语言认知和交

流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通过阅读系统了解跨境电商

的概念、特点、平台及基础的操作流程 

全部章节的基本概念与实

践技能，以及必备商务知识 

掌握跨境电商相关知识，正确运用商

务话语 

能力要求：能够进行基础性的跨境商务

操作，并正确运用外语进行相关口语，

书面的商务活动 

通过指导性的训练，进行相

关的阅读和上机实践 

能够进行跨境商务实际操作和有效的

跨境商务沟通 

素质要求：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

化沟通能力 

完成课内外学习任务，培养

跨文化商务意识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跨境电商从业

人员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基础知识讲授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在“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中，重点强化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和商务实践能力。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结合线上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操作等教

学手段。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建议教材：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参考书目： 

王群等. 跨境电商专业英语.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 8 月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商务专业为培训考试办公室编. 跨境电商英语教程.中国商务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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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非等.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 月 

马龙海等.商务英语视听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柯丽敏. 跨境电商案例解析. 中国海关出版社，2016 年 

(2) 课程网站：实践网址：www.aliexpress.com 卖家后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平时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按时且高质量的完成课内外任务，能熟练而准确运用

外语进行跨境电商相关模块的操作。期末总评成绩 90 分以上。 

良好（80-89） 
平时主动参与到课堂交流中，课堂表现良好，按时完成课堂以及课后作业。较好的掌

握跨境电商外语知识及完成商务沟通。期末总评成绩 80 分以上 

中等（70-79） 
平时能较为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交流中，课堂表现较好。基本能按时完成课堂以及课后

作业。能够良好地进行基本层次的的跨境电商外语运用。期末总评成绩 70 分以上 

及格（60-69） 
平时课堂表现不够级级主动，勉强完成课内外相关任务。基本具备跨境电商外语沟通

能力。期末总评成绩 60 分以上 

不及格（低于 60） 
平时不主动参与到课堂交流中，课堂表现不佳。没有按时完成课堂以及课后作业。无

法利用外语完成跨境电商各项工作。期末总评成绩 60 分以下。 

(3) 成绩构成：平时 40% 实践 20%，期末考试 4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出勤等。 

出勤率 25% （无故未请假缺席一次扣 5 分，迟到 2 次扣 5 分） 

网络作业及平时作业完成情况 25% 

Quiz 或期中测试 25% （如既有 quiz，又有期中考试，各占 12.5%） 

课堂表现 25%（可包括课前演讲，课堂发言，小组活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论：本课程主要从在线产品选择、线上营销、线上客户管理、国际支付、物流管理、电商

管理、跨境电子贸易法律法规、电商发展等方面进行跨境电商英语的教学并利用各种形式的作业

引导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实践。课程涉及 8 个章节，每章围绕一个主题，包括四篇课文。课后内容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词汇语法与篇章阅读、听说训练、文化 tips、应用文写作等。 

一、导学与网点选品（6 课时） 

1. 教学要求：跨境电商英语课程介绍，明确课程考核标准，学习目标等。 掌握该章节主题

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有能力进行阅读和商务沟通。 

2. 主要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概述、特点、分类，了解跨境电商平台

的选择；了解跨境电商的选品原则，判断目标市场用户需求和流行趋势；掌握不同商务文化背景

下特殊商品的特定规则。 

3. 教学方法：讲授、学生讨论及小组实践 

4. 学习资料： 

http://www.aliex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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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群等（2016）《跨境电商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第 6 章）.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 《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5. 思考题： 

(1) If you are starting e-commerce business，which products do you think you can make the biggest 

margin on? Why? 

(2) How to find legal and effective product resources? 

二、网络营销（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主要了解跨境电商网络营销的常见方式，并正确运用

主题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文章阅读与应用文写作等。 

2. 主要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跨境网络营销推广的方式，理解速卖通营销、直通车、SNS

营销；了解各大平台上促销活动（限时特卖）、新品推介、网络营销 e-marketing（创意营销）等

主要的网络营销手段。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 

4. 学习资料： 

(1) 王群等（2016）《跨境电商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第 9、10、11 章）.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5. 思考题： 

(1) Does marketing equal sales? Explain what marketing is and what it includes. 

(2) How dose virtual reality lead to better store experience? 

三、客户管理（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主要了解了解跨境电子商务的客户服务内容，掌握客

户服务原则；了解海外客户的沟通习惯。掌握该章节主题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文章阅读与应用

文写作等。 

2. 主要内容：通过相关文献和阅读材料，使学生了解跨境电子商务的客户服务内容，掌握客

户服务原则；了解海外客户的沟通习惯。了解客户体验，如何提升服务能力；理解信用评价的规

则以及如何解决差评问题；了解跨境电商的纠纷处理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培养客户忠诚度

问题。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上机实践。 

4. 学习资料： 

(1) 王群等（2016）《跨境电商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第 14、15 章）.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5. 思考题： 

(1) Are there any rules or etiquette for onlin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hat are they? 

(2) How to make e-commerce communication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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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支付（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主要了解境内外各跨境电商平台的支付方法和账户设

置，并掌握与该章节主题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文章阅读与应用文写作等。 

2. 教学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境内外各跨境电商平台的支付方法；跨境支付的账户设置；收款

账户的类型；创建、绑定和修改支付宝收款账户的流程；注册和激活支付宝；支付宝账户认证流

程；以及跨境支付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并结合多媒体设备，校内实验室进行课堂实践 

4. 学习资料： 

(1)《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2) 丁晖（2017）《跨境电商多平台运营实战基础》（A Basic Guide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actice on Multi-platforms）（第 9 章）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5. 思考题： 

(1) Please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the online payment.  

(2) Which payment do you like best and why? 

五、物流管理（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境内外跨境电商平台常采用的物流方式，及该章

节主题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文章阅读与应用文写作等。 

2. 主要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国际物流及其它快递、海外仓储集货的物流方式、国际物

流与物流服务商的选择、熟悉国际运费计算方法；物流方案查询方法；国际邮政小包线上发货操

作方法。海外仓设置的方法及如何申请 VAT 税号。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利用多媒体设备、校内实验室与网络平台进行小组实践

等 

4. 学习资料： 

(1)《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2) 王群等（2016）《跨境电商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第 12、13 章）.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3) 丁晖（2017）《跨境电商多平台运营实战基础》（A Basic Guide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actice on Multi-platforms）（第 8 章）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is FBA?  

(2)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attitude toward complaints of delivery delays? How to deal with a 

wrong delivery? 

六、电商管理（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了解该章节主题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及商务应用

文的写作等。 

2. 主要内容：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不同的跨境电商平台，进行跨境

网络调研、利用英语撰写调研报告、进行行业数据分析，并根据调研报告进行个性化推荐（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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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商品给客户），撰写市场分析报告。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 

4. 学习资料： 

(1)《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2) 丁晖（2017）《跨境电商多平台运营实战基础》（A Basic Guide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actice on Multi-platforms）（第 6 章）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ar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e-commerc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s you’ve read? 

(2)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speeches given at the WICs? 

七、法律法规（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阅读有关跨境电商的法律法规，学生能够在掌握与该章节主题相关英语词

汇与表达的基础上，进行应用文写作和必要的商务沟通等。 

2. 主要内容：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与规则体系的特殊性，了解跨

境电子商务征税，网上争议解决，消费者保护，跨境网络安全，跨境数据保护与隐私规则等。了

解国际商务组织及其权责范围。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 

4. 学习资料：《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most of the complaints and claim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2) How to decide the compensation? What are the proper ways to deal with an online complaint 

or claim? 

八、电商发展与总复习（6 课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主要了解境内外跨境电商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并掌

握该章节相关英语词汇与表达，文章阅读与应用文写作等。 

2. 主要内容：通过本章学习帮助学生了解跨境电商试验区的发展及其技术标准、业务流程、

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帮助学生了解新零售及其在商品生产、流通、与销

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其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体验。并进行期末总复习。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小组实践等 

4. 学习资料： 

(1)《实用电子商务英语教程》（自编） 

(2) 柯丽敏（2016）《跨境电商案例分析》（模块 5）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3) 网络文献资料 

5. 思考题： 

(1) How do you understand Alibaba’s new retail concept? 

(2) What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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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Legal English） 

大纲主撰人：孙琴青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3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院、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法学院、阿里巴巴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学分数】 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法律英语》是依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大学英语应用提高阶段在专业英语方面的教学

要求，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形式的需要，以培养更多既有法律专业知识

又精通外语的法律人才的需求，所开设的本科公共必修课程。 

本课程以美国法为教学核心内容，包括英语法律术语、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英美律

师职业介绍、英美主要部门法、世贸组织规则、法律写作等等。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riteria of the College English，Legal English is a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aimed at training law talents who are both good at English and familiar with foreign legal 

systems.  

This course is centered on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including legal terminology，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and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introduction of legal profession，department laws，WTO rules，and legal writing，etc.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美国法律制度、职业、教育 9 9  

二 美国司法系统、宪法 6 6  

三 美国部门法 12 12  

四 世贸组织规则 3 3  

五 美国诉讼程序 6 6  

六 法律英语写作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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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历时一个学期，其教学目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在法律领域里应用英语的能力。在教

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阅读一些精选的法律类英语文章，了解英美法律制度，掌握法学基本概念

和基本理论以及专业术语。在教学过程中着重于扩大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将专业知识与英语知识

很好地结合，进行大量操练，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以及专业写作能力。同时，本课程采

用个人发言和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以增加学生的语言实践机会，提高英语口头交际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理解专业词汇的表达 
通过阅读法律文章以及听力口语操

练，加强词汇的学习和记忆 
扩大专业词汇量 

阅读查阅相关英美法律文献 
大量阅读课内外法律文章，进行内容

结构方面的理解练习和案例分析 

了解英美法律体制，提高专业文献

阅读理解能力 

学会法律相关应用文写作 

讲解法律英语写作特有的语法和术

语，进行课内外操练法律信件和案件

陈述的写作 

提高专业写作能力 

与英语国家人士就法律案件进行

基本交流 

通过个人发言和小组讨论，熟练专业

词汇和表达方式 
提高英语口语交流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1）中英文讲授法：背景知识介绍，阅读与词汇讲解，听力口语写作训练或课堂模

拟；2）案例分析法；3）课堂讨论法；4）电影教学法；5）课外自学法；6）模拟审判法 

教学手段：1）运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给学生展示法律英语的特点；2）增加听力与听

写训练，了解一些地道的法律英语；3）进行写作训练，学会专业英语应用文的写作；4）组织学

生观看英文电影，让学生通过影片了解美国法律制度；5）讨论案例、分析法律争议点，理解所做

判决；6）模拟审判，了解美国上诉程序及技巧。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何家弘《法律英语——美国法律制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 7 月。 

Jeremy Walenn 原著，《大学专门用途英语》改编组改编《法律英语教程》，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2 年 3 月。 

张法连《大学法律英语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9 月。 

(2) 课程网站：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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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能高质量按时完成课前预习课后作业，积极参与课内小组讨论，个人发言质量高。熟

记专业词汇，专业文章阅读理解能力强，专业应用文写作通顺流畅。 

良好（80-89） 

基本能高质量按时完成课前预习课后作业，积极参与课内小组讨论，个人发言质量比

较高。专业词汇大量增加，专业文章阅读理解能力比较强，专业应用文写作比较完整

通顺。 

中等（70-79） 

课前预习与课后作业完成一般，比较被动参与课内小组讨论，个人发言质量一般。专

业词汇不够熟练，专业文章阅读理解能力一般，专业应用文写作基本完整，但不够准

确流畅。 

及格（60-69） 
课前预习与课后作业完成比较差，被动参与课内小组讨论，不喜欢个人发言。专业词

汇不够熟练，专业文章阅读理解能力比较差，专业应用文写作不够完整准确。 

不及格（低于 60） 
课前预习与课后作业基本不完成，基本不参与课内小组讨论，不作个人发言。专业词

汇不熟练，专业文章阅读理解能力差，专业应用文写作支离破碎。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40%，期末笔试占 60%。 

(4) 过程考核：课堂出勤率 10%，课堂发言表现 10%，平时作业 10%，小测验 1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论（或绪论、概论等）（1 课时）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为本门课的学习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提高学习效率。 

2. 主要内容：介绍开设本课程的背景意义、课程性质与特点、教学内容安排、学习方法与要

求、相关参考书及本课程的考核方式。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课程导论。 

5. 思考题：What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Legal English? 

第一章  Legal System 法律制度（2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法律制度，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美国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特点。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个人发言。 

4.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 

(1) Why is common law often referred to as Anglo-American law. 

(2) Is the common law system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 law system? Is there any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第二章  Legal Profession 法律职业（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法律职业及其要求，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法律职业概况，以及各种律师的分类和资格。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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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The process of engaging a lawyer. 

第三章  Legal Education 法律教育（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法律教育体制的特点以及教学培养理念特点，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法律教育概况，学位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特点。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main functions of law schools in the US? 

(2) What ar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case method in teaching law? 

(3) What does legal hierarchy mean? 

第四章  Judicial System 司法系统（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以及各级法官的特点，掌握专业词

汇。 

2. 主要内容：美国司法系统的特点，区分各级法院的不同，以及法官的任命和权力。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Comparison of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court systems. 

第五章  Constitution 宪法（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宪法，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宪法的地位以及基本原则。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In what places does the US constitution embody the principles of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checks and balance? 

第六章  Administrative Law 行政法（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行政法的特点，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行政法形成的历史发展，组成部分及其特点和作用。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ree main divisions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2) What are the functions that are perform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e but not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第七章  Criminal Law 刑法（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刑法，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刑法的司法管辖权、主要问题、罪刑以及刑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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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Issues about Hinckley case. 

第八章  Property Law 财产法（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财产法的特点，以及律师在不动产交易中的角色，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财产法的起源和特点，财产的分类，律师的作用。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What is the process of buying a house in America？ 

第九章  Family Law 家庭法（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家庭法以及家庭法院的的特点，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家庭法的特点，家庭诉讼案件的种类以及管辖权。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个人发言。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Comparison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procedures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第十章  WTO Rules 世贸组织规则（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世贸组织的特点与程序，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世贸组织的成员、成立背景、基本宗旨、争议解决程序以及地位影响。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Import monopoly and mark-up. 

第十一章  Civil Procedure 民事诉讼程序（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审判体系、审判程序以及证据规则。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观看英文原版影片选段：《永不妥协》。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影片《永不妥协》。 

5. 思考题：电影中的案例分析。 

第十二章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诉讼程序（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美国刑事诉讼程序，掌握专业词汇。 

2. 主要内容：美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抗辩式诉讼程序和控告式诉讼程序的区别，以及证

据标准。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小组模拟练习。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补充读物。 

5. 思考题：How many standards of proof are critical legal standards and what are they? 

第十三章  Introduction to Legal Writing 法律写作概论（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法律写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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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法律写作的必要性、目的、分类以及语法规则。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写作练习。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课后改错练习。 

5. 思考题：What ar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writing? 

第十四章  Writing E-mails 电邮写作（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法律电邮写作的特点。 

2. 主要内容：法律电邮写作在格式和内容方面的独特要求。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写作练习。 

4. 学习资料：课文和课后改错练习。 

5. 思考题：电邮写作练习。 

第十五章  Writing Letters 信函写作（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法律信函写作特点。 

2. 主要内容：法律信函写作的必要性、准备工作、信函主体部分的特点。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写作练习。 

4. 学习资料：课文、信函写作样本和课后练习。 

5. 思考题：信函写作练习。 

第十六章  Briefing Cases 写案例摘要（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写案例摘要的特点与要求。 

2. 主要内容：写案例摘要的作用和必要性，写案例摘要的步骤和内容组成部分。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写作练习。 

4. 学习资料：课文和案例摘要样本。 

5. 思考题：案例摘要写作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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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英语阅读》课程教学大纲 

（Medical English Reading） 

大纲主撰人：周  建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37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院、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法学院、阿里巴巴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等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医学英语阅读是一门公共必修课，目的是使大学本科生借助大学基础英语，通过专业英语的

学习，继续巩固和提高英语语言能力。本课程是医学英语入门课程之一，通过原版医学文献的阅

读，学习医学英语词汇的构词法和熟记一定数量的词根及词缀，掌握医学英语的阅读技能，熟悉

医学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最终能够以医学英语为工具，独立阅读相关的医学文献，从事

医学的学习、研究和实践。 

Medical English Reading is a common compulsory course. Thi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n overall view and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les of medical 

English，to learn word formation of medical English such as root，prefix and suffix，and master reading 

skills of medical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prepared for reading 

professional medical literature independently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carrying out medical stud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习 实践学时 

Unit 1 Human Anatomy 8 8  

Unit 2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8 8  

Unit 3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8 8  

Unit 4 Physiology 8 8  

Unit 5 Medical Immunology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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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习 实践学时 

Unit 6 Medical Microbiology 8 8  

Unit 7 Pathology 8 8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本科生在大学英语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提高英语的语言能力，掌握医

学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能够以医学英语为工具，独立阅读相关的医学文献，从事医学的

学习、研究和实践。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获取语言知识 医学词根、词缀  掌握医学英语基本特点及表达习惯 

运用语言能力 医学文献阅读、翻译 以医学英语为工具，独立阅读相关医学文献 

提升专业素养 医学文献检索、信息提取 以医学英语为工具，从事医学学习、研究和实践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采取课堂讲授、讨论与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廖荣霞 《医学英语基础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参考书： 

Barbara Janson Cohen Medical Terminology：An Illustrated Guide （seventh Edition）  

Publisher：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4 

卢凤香 《医学英语词汇学习新途径》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3 

廖荣霞 《英文 SCI 生物医学论文写作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2) 课程网站：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医学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能够以医学英语为工具，独立阅读相关的医学

文献。准时出勤，课堂表现积极，按时完成作业。 

良好（80-89） 
较好掌握医学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基本能够以医学英语为工具，独立阅读相关的

医学文献。准时出勤，课堂表现良好，按时完成作业。 

中等（70-79） 
基本掌握医学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能在老师辅助下阅读相关的医学文献。准时出

勤，课堂表现良好，能按时完成作业。 

及格（60-69） 
基本掌握医学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能在老师辅助下阅读相关的医学文献。准时出

勤，课堂表现一般，基本能按时完成作业。 

不及格（低于 60） 没有达到基本的教学目标要求或迟到、早退累计五次及以上或旷课三次及以上 

(3) 成绩构成：期末成绩 60%，平时成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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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程考核：出勤 10%，课堂表现 10%，作业 2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Unit 1 Human Anatom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P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Muscle 

Text b Anatomy of Breathing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skeletal muscle in terms of contraction? 

(2) Why is cardiac muscle far more resistant to fatigue than skeletal muscle? 

(3) In which body parts can we find smooth muscle? 

Unit 2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P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Integumentary System 

Text b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ing Human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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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major functions of skin? 

(2) How many layers make up the epidermis according to the text? What are they? 

(3)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appearance between eccrine sweat glands and apocrine sweat 

glands? 

Unit 3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P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Enzymes：regulation of activities 

Text b Recombinant DNA and Technology Involves Isol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DNA to Make 

Chimeric Molecules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y is enzyme important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basis of disease? 

(2) What proteins are synthesized as proproteins according to the text?  

(3) How are catalytically inactive proenzymes activated? Explain by taking prochymotrypsin as an 

example? 

Unit 4  Physiolog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P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A Society of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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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 Erythrocytes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at ca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a human liver cell and an ameba illustrate? 

(2) Does the word “tissue” mean differently in “connective tissue” and “cardiac tissue”? What 

does it mean? 

(3) According to what criterion are human cells categorized into about 200 types? 

Unit 5  Medical Immunolog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P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Cells Involved in the Immune Response 

Text b Introduction to Immunology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y are the two main functional classes of lymphocytes named as B lymphocytes and T 

lymphocytes? 

(2) Why are T cells important to cell-mediated immunity? 

(3) What cells can function as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according to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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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6  Medical Microbiolog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Introduction to Pathogens 

Text b Hepadnaviruses：Hepatitis b Virus and Hepatitis d Virus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at qualities of the human body make it a good place for many microorganisms to live? 

(2)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imary pathogens and the normal flora? 

(3) Why can primary pathogens survive and multiply in the human body despite the self-protection 

systems of the host organism? 

Unit 7  Pathology 

1. 主要内容： 

Lead-in 

i.Preparation 

ii.Reading 

Text a Healing and Repair 

Text b Classification of Neoplasms 

iii.Video watching and speaking 

iv. Writing 

iv.Autonomous learning 

2. 教学要求： 

掌握：本单元中所涉及的词缀（词根，前缀，后缀）及相关医学术语 

熟悉：本单元阅读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医学问题 

了解：本单元中相关医学英语的表述方法与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及网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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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参考在线课堂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88148992.html。 

5. 思考题： 

(1) What factors dictate the occurrence of regeneration? 

(2) Why does removal of the entire endometrial lining result in infertility? 

(3) Among labile，stable and permanent cells，which one or ones in postnatal life have no 

possibility to restore the injured tissues they are in?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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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Sports English） 

大纲主撰人：张  虹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4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院、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法学院、阿里巴巴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等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公共必修课，通过大量阅读体育领域的文献资料，培养学生较强的体育英语阅读能

力，掌握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词汇和常用术语。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扩大专业词汇量，加深

对体育领域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加强听、说、读、写、译等各项英语语言技能的综合训练，

从而提高学生在体育领域的英语应用能力。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one，it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strong ability in reading sports 

English and help them grasp the vocabulary and term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major through 

reading a lot of documents in sports. Through this course，students can expand their vocabulary，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in sports field，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English 

language skill training in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writing and translation，so a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bility in sports field.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1 Orientation + The Olympics 课程概述+ 奥运会 3 3 
 

2 Football 足球 6 6 
 

3 Basketball 篮球 6 6 
 

4 Table Tennis 乒乓球 6 6 
 

5 Athletics 田径 6 6 
 

6 Swimming 游泳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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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7 Gymnastics 体操 6 6 
 

8 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 6 6 
 

9 Students’ presentation + Revision 学生报告+复习 3 3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体育英语课将体育领域的主要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有机地结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对体育学专业的英语术语有系统的了解，并掌握常用体育词汇。本课程着重于提高学生对体育专

业英文材料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对体育专业文章中英语复杂句型的分析能力，从而具备对体育

专业英文材料进行简单翻译和写作的能力。此外，学习本课程后，学生具备一定的体育英语听说

能力，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的沟通，能够听懂体育类的英语新闻。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掌握与体育专业相关的英语词汇

和术语，发展学生的听力理解和思维能力。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的基本功。 

系统了解体育学专业的英语术

语，并掌握常用体育词汇。 

培养学生阅读、翻译体育专业材料的能力

和体育专业知识的口头表达能力。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的运用能力。 

具备对体育英语材料的阅读、简

单翻译和写作的能力，以及一定

的体育英语听说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等手段，课堂内教师讲授，学生讨论，小组活动等为主，

课外学生阅读与练习以及加大自主学习强度进行课堂内容的巩固。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体育英语》 何庆忠、张惠珍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杜思民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2) 课程网站：蓝鸽平台，盖诺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无旷课，无迟到早退，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按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合理安排

课外自主学习，期末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全勤，能比较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合理安排课外自主学习，期末卷

面成绩良好。 

中等（70-7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2 次。课堂上能举手发言，能

按时完成课程作业，有较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一般。 

及格（60-6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不捣乱课堂，能按时完

成课程作业，自主学习习惯一般，期末卷面成绩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有旷课和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并有玩手机，睡觉等现象。不能按时认

真完成课程作业，无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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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明确平时成绩与课程总成绩之间比例） 

总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 

平时成绩 40%+期末考试 60%= 课程总成绩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括四部分，各占 25%。第一部分为考勤，第二部分为课堂表现，

第三部分为课程作业，第四部分为单元测验。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总论 

Orientation + The Olympics 课程概述+ 奥运会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the Olympics  

(2) the Olympic Spirit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Olympics 

2. 主要内容： 

(1)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2) The history of the Olympics. 

(3) A great figure：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 UNIT1 、补充阅读材料、附加练习。 

5. 思考题： 

(1)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oubertin?  

(2) What is the role and mi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第二章  Football 足球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football 

(2) the field，equipment and rules of football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football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world football 

(2) A great figure：Diego Maradona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1、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UNIT2。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main rules of football? 

(2)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Chinese Men’s Footbal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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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Basketball 篮球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basketball 

(2) the rules，equipment and violations of basketball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basketball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Basketball Games 

(2) A great figure：Michael Jeffrey Jordan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2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UNIT 3。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basketball? 

(2) Who is your favorite basketball player? 

第四章  Table Tennis 乒乓球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table tennis 

(2) the key rules for playing table tennis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table tennis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able Tennis 

(2) A great figure：Deng Yaping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4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UNIT 4。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key rules of table tennis? 

(2) hat qualities do you think a table tennis player need to have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第五章  Athletics 田径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track and field 

(2) the events of track and field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track and field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rack 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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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great figure：Sergei Bubka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8、《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UNIT 5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events of track and field? 

(2)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utdoor and indoor competitions?  

第六章  Swimming 游泳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swimming 

(2) the four basic swimming strokes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swimming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Swimming 

(2) A great figure：Michael Fred Phelp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9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UNIT 7。 

5. 思考题：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strokes，namely，butterfly，backstroke，

breaststroke and freestyle?  

第七章  Gymnastics 体操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gymnastics 

(2) women’s events and men’s events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gymnastics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Gymnastics 

(2) A great figure：Li Ning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10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UNIT 11。 

5. 思考题：To achieve high scores，the gymnasts tend to make their routines very difficult. Do 

you think the more difficult the moves，the better? 

第八章  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  

(1) the history of figure sk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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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ovements of figure skating 

(3)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figure skating 

2. 主要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Figure Skating 

(2) The Development of figure Skating in China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观看、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 UNIT 17、补充资料、附加练习。 

5. 思考题：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element of pair skating? 

第九章  Students’ presentation + Revision 学生报告+复习 

1. 教学要求： 

Get to know：how to make an oral presentation about sports 

2. 主要内容： 

(1)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about sports 

(2) Review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个人报告。 

4. 学习资料：《体育英语》、《体育英语听力教程 1》、自学笔记。 

5. 思考题：What have you learned in this course? Please give some suggestions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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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读写进阶（非体美及文创）》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Reading and Writing） 

大纲主撰人：林  盛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5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本科（除体育、美术及 

文创）各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公共必修课，是一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后的拓展课。本课程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阅读大量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章，掌握相应的

阅读方法、翻译和写作技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语言应用能力，为他们今

后的专业学习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and one of the extended English courses which aims at further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Students will read various kinds of articles and 

master related reading，writing and translating skills through the course. It helps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ir competence in using English，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academic studie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Introduction 2 2  

二 Unit 1 Experiencing a Changing World 6 6  

三 Unit 2 Conflicting Ideas in Higher Education 6 6  

四 Unit 3 Interpreting Leadership 6 6  

五 Unit 4 Art Inspirations 6 6  

六 Unit 5 Sparkles of Literature 6 6  

七 Unit 6 Life As You See It 6 6  

八 Unit 7 Volunteering---A Way of Self-Elevation 6 6  

九 Mid-term & Revision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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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知识水平和实践运用能力，掌握英语学习高级阶段的

读、写译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可以达到英语六级阅读、写作和翻译水平。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以英语的实际使用

为导向，以培养学生

的英语应用能力为

重点，使学生在学

习、生活、社会交往

和未来工作中能有

效地使用英语，满足

个人、学校和社会发

的需要。 

通过阅读与讲授不同题

材，不同体裁的文章，扩

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他

们对文章的理解和欣赏

能力； 

通过分析与写作练习，提

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

力。 

能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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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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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少于 150 词的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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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基本通顺、达意，无重大语言

错误。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利用多媒体教室、自主网络学习平台、互联网、电子课件、光盘\微课视频等现代化手段，结

合课堂讲解、课堂练习、课堂和课外师生互动等方式进行英语教学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使用教材：《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 3》，刘正光、邓媛主编，第一版，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阅读教程 3》，束定芳，第一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参考书目：《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西方文化英语教程》，殷企平主编，第三版 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2016 

(2) 课程网站： 

盖诺英语教学平台，蓝鸽英语教学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无旷课，无迟到早退，课堂表现优秀，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

程作业，有优秀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全勤，课堂表现良好，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有良好的自主

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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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中等（70-7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2 次。课堂表现较好，能

举手发言，能按时完成课程作业，有较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一般。 

及格（60-6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不捣乱课堂，能按

时完成课程作业，自主学习习惯一般，期末卷面成绩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有旷课和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并有玩手机，睡觉等现象。不能按

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无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较差。 

(3) 成绩构成： 

每学期组织期中和期末教学考核。学生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期中占 20%组成。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括四部分，各占 25%。第一部分为考勤（包括迟到早退，缺课，遵守课堂纪律等）；

第二部分为网络作业与平时作业完成情况（其中作文不少于 3 次）；第三部分为听写或 quiz（一

学期不少于 4 次）；第四部分为课堂表现（课堂发言、小组活动等）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Introduction  2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课程内容，教师要求，明确一学期要完成的任务。 

2. 主要内容：新学期导学。 

3. 教学方法：讲授。 

4. 阅读材料：无。 

5. 思考作业题：What’s your plan for the new semester? 

Unit One  Experiencing a Changing World（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主题句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1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1 Text B &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1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Cell phones --- a blessing or a CURSE? Can we get away from it? 

Unit Two Conflicting Ideas in Higher Education（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提纲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2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2 Text B &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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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What’s your views on taking a liberal education? 

Unit Three  Interpreting Leadership(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文章开头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3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3 Text B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3。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What matters in being a great leader? 

Unit Four Art Inspirations(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文章正文的技巧以及从句翻译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4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4 Text B &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4。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Translation of a paragraph on Chinese painting. 

Unit Five Sparkles of Literature(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文章结尾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5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5 Text B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5。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Introducing a great piece of literature 

Unit Six Life As You See It(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应用文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6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6 Text B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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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Experience of battling difficulties in the university 

Unit Seven Volunteering---A Way of Self-Elevation(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摘要和关键词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目标综合教程 3》Unit 7 Text A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7 Text B &《新目标阅读教程 3》Unit 7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What’s your attitude towards being a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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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读写进阶（体美及文创）》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Reading and Writing） 

大纲主撰人：林  盛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5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体育、美术及文创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公共必修课，是一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后的拓展课。本课程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阅读大量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章，掌握相应的

阅读方法、翻译和写作技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语言应用能力，为他们今

后的专业学习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and one of the extended English courses which aims at further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Students will read various kinds of articles and 

master related reading，writing and translating skills through the course. It helps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ir competence in using English，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academic studie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Introduction 1 1  

二 Book 2 Unit 7 Culture 9 9  

三 Book 2 Unit 9 Shopping 9 9  

四 Book 3 Unit 1 Personality 9 9  

五 Book 3 Unit 2 Myths and Legends 9 9  

六 Book 3 Unit 4 Career Planning 9 9  

七 Mid-term & Revision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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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知识水平和实践运用能力，掌握英语学习高级阶段的

读、写译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可以达到英语四级阅读、写作和翻译水平。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以英语的实际使用

为导向，以培养学生

的英语应用能力为

重点，使学生在学

习、生活、社会交往

和未来工作中能有

效地使用英语，满足

个人、学校和社会发

的需要。 

通过阅读与讲授不同

题材，不同体裁的文

章，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培养他们对文章的

理解和欣赏能力； 

通过分析与写作练习，

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提高他们的语言

运用能力。 

能够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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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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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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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译文基本流畅，

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利用多媒体教室、自主网络学习平台、互联网、电子课件、光盘\微课视频等现代化手段，结

合课堂讲解、课堂练习、课堂和课外师生互动等方式进行英语教学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使用教材：《新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应惠兰主编，第三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应惠兰主编，第三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参考书目：《大学英语自主阅读》，覃朝宪、张家政主编，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 课程网站： 

盖诺英语教学平台，蓝鸽英语教学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无旷课，无迟到早退，课堂表现优秀，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

程作业，有优秀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全勤，课堂表现良好，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有良好的自主

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良好。 

中等（70-7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2 次。课堂表现较好，能

举手发言，能按时完成课程作业，有较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一般。 

及格（60-6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不捣乱课堂，能按

时完成课程作业，自主学习习惯一般，期末卷面成绩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有旷课和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并有玩手机，睡觉等现象。不能按

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无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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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 

每学期组织期中和期末教学考核。学生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期中占 20%组成。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括四部分，各占 25%。第一部分为考勤（包括迟到早退，缺课，遵守课堂纪律等）；

第二部分为网络作业与平时作业完成情况（其中作文不少于 3 次）；第三部分为听写或 quiz（一

学期不少于 4 次）；第四部分为课堂表现（课堂发言、小组活动等）。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Introduction（1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课程内容，教师要求，明确一学期要完成的任务。 

2. 主要内容：新学期导学。 

3. 教学方法：讲授。 

4. 阅读材料：无。 

5. 思考作业题：What’s your plan for the new semester? 

Unit Seven  Culture（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应用文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编大学英语 2》Unit 7 In-class Reading。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7 After-class Readings。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eople? Give your reasons. 

Unit Nine  Shopping(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应用文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编大学英语 2》Unit 9 In-class Reading。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9 After-class Readings。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How do you think about on-line shopping? 

Unit One  Personality(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主题句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编大学英语 3》Unit 1 In-class Reading。 



 

— 217 — 
 

公  共  课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1 After-class Readings。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What’s your advice to pessimists? 

Unit Two  Myths and Legends(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写

作提纲的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编大学英语 3》Unit 2 In-class Reading。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2 After-class Readings 。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Write a story 

Unit Four Career Planning(9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该单元主题内容及相关词汇，能读懂理解与主题相关得内容，掌握从

句翻译和应聘信写作技巧。 

2. 主要内容：《新编大学英语 3》Unit 4 In-class Reading。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活动，网络平台学习，个性化辅导。 

4. 阅读材料：Unit 4 After-class Readings 。 

5. 思考作业题： 

(1) 课后习题 

(2) Write an application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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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大纲 

（Audio-visual-oral Advanced English） 

大纲主撰人：刘  冰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05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适用于所有本科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通过使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工具，学习和欣赏外国原版情景剧、短剧、电影新闻等，

增强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对原著英语文化，最地道英语的表达法的了解。以能够在真实环境

下进行基本的会话交流水平。高级英语视听说课程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也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English cultures and to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in fluent English by appreciating original English movies，sitcoms，plays and news with 

the aids of modern teaching tools such as multi-media，internet. The course can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in English，but als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preparation for the class 6 6  

二 Travelling：The Exciting Street of Barcelona 6 6  

三 Myth：The Hidden Treasures of Egypt 6 6  

四 Animals：Snake Detective 6 6  

五 Outer space：Space Walk 6 6  

六 Life：The Amazing Human Body 6 6  

七 Screen Talk 6 6  

八 Revision 6 6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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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结合了听力、口语课程的一些基本功能，通过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等英语视听说技

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解能力。以英语录音、

录像、电影短片等形式进行教学，经过系统的训练，使学生有较好的语言实际运用的能力和较强

的视听说水平。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将来个人发展、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对真实语言材料和各类视听

材料的理解能力和听说能力。 

通过对相关主题的介绍以及技

能的训练，促进学生了解视听说

学习重点并且提高听说能力。 

提高视听说能力。  

通过各词汇模块的学习扩展学

生词汇量。 

扩展词汇量，尤其是平时口语交流

中会出现的词汇。 

加深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使学生

具有参加国际交流的基本语言能力。 

通过在课堂中组织小组讨论、演

讲等活动锻炼学生的口头陈述

能力 

学会参与小组讨论，运用各种提问

技巧和会话策略就相关专业类话

题进行简单的口头陈述、演讲。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良好健全的个性品

格、能适应学习型社会及国际竞争需要

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通过相关话题内容的输入，教师

在课堂中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

思考，不仅要掌握知识，也要去

运用知识，挑战知识。 

开拓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独立

思考和思辨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小组讨论、展示、多媒体。 

5. 课程资源：《全新版大学英语视听阅读》第三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无旷课、按时完成作业，小组活动参与度高，口语流利，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无旷课，基本按时完成作业，小组活动参与度较高，口语较流利，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良好 

中等（70-79） 无旷课，基本按时完成作业，小组活动参与度一般，口语基本流利，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良好 

及格（60-69） 无旷课，作业完成情况一般，小组活动参与度不高，口语尚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及格 

不及格（低于 60） 偶有旷课，不按时完成作业，小组活动参与度不高，口语不流利，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及格 

(3) 成绩构成：本课程考核方式是考试，课程考核的评分标准为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

占 40%，期中考试占 10%，口语考试占 20%。 

(4) 过程考核：小组作业评定、课堂单元测试、网络平台作业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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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论（或绪论、概论等）    

1. 教学要求：提高视听说技能，扩展英语知识及文化。 

2. 主要内容：讲授大学英语《视听阅读》第三册。 

3. 教学方法：讲授、交流、表演、小组活动等。 

4. 学习资料：《视听阅读》第三册。 

5. 思考题：视听说在英语实际应用中的作用。 

第一章  Preparation for the Class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为本门课的学习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提高学习效率。 

2. 主要内容：讲授本门课的课程性质，要求，主要内容，学习目标等。 

3. 教学方法：讲授，交流。 

4. 学习资料：提供阅读书目。 

5. 思考题：如何学好本门课程。 

第二章  Travelling：The Exciting Street of Barcelona     

1. 教学要求：了解旅游的相关词汇及表达方法，能够听懂、看懂、表达相关主题的话题。 

2. 主要内容：以 The Exciting Street of Barcelona 这篇文章为样本，介绍旅游方面的相关知识。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讨论、表演等。 

4. 学习资料；The Exciting Street of Barcelona 

5. 思考题：国际旅游路线设计。 

第三章  Myth：The Hidden Treasures of Egypt    

1. 教学要求：了解神秘世界或世界奇迹方面的相关词汇及表达方法，能够听懂、看懂、表达

相关主题的话题。 

2. 主要内容：以 The Hidden Treasures of Egypt 这篇文章为样本，介绍神秘世界方面的相关知

识。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讨论、表演等。 

4. 学习资料：The Hidden Treasures of Egypt 

5. 思考题：寻找世界奇迹 

第四章  Animals：Snake Detective    

1. 教学要求：了解动物方面的相关词汇及表达方法，能够听懂、看懂、表达相关主题的话题。 

2. 主要内容：以 Snake Detective 这篇文章为样本，介绍动物方面的相关知识。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讨论、表演等。 

4. 学习资料：Snake Detective 

5. 思考题：英语设计动物保护宣传资料。 

第五章  Outer space：Space Walk     

1. 教学要求：了解宇宙的相关词汇及表达方法，能够听懂、看懂、表达相关主题的话题。 

2. 主要内容：以 Space Walk 这篇文章为样本，介绍宇宙方面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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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讨论、表演等。 

4. 学习资料：Space Walk。 

5. 思考题：太空漫步设想，进行科学探索。 

第六章  Life：The Amazing Human Body    

1. 教学要求：了解生命的相关词汇及表达方法，能够听懂、看懂、表达相关主题的话题。 

2. 主要内容：以 The Amazing Human Body 这篇文章为样本，介绍人体方面的相关知识。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讨论、表演等。 

4. 学习资料：The Amazing Human Body. 

5. 思考题：人体各个器官如何工作。 

第七章  Screen Talk 

1. 教学要求：了解看电影学英语的相关知识。 

2. 主要内容：通过电影片段讲解看电影学英语的方法策略。 

3. 教学方法：讲授、小组讨论、表演等。 

4. 学习资料：部分电影片段。 

5. 思考题：如何利用平时时间看电影学英语。 

第八章  Revision 

1. 教学要求：了解本学期所学知识结构及框架。 

2. 主要内容：复习相关知识点及重点。 

3. 教学方法：讲授。 

4. 学习资料：所有章节的相关知识。 

5. 思考题：准备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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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综合》课程教学大纲 

（IELTS for Academics） 

大纲主撰人：胡乔立  王安安  楼津津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6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所有本科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总学时 48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该课程以雅思英语的考试题型出发，以雅思英语听、说、读、写四方面为主要教学内容，循

序渐进地提升学生在雅思考试中的听、说、读、写技能。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

内容包括了很多真实的国外学习场景和生活场景，对学生今后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有实际的帮助. 

课程分为听、说、读、写四个模块，每个模块都由教师详细讲解题型特点，给出各类题型的

例题，提供解题策略，语言技巧及考试特别注意事项，从而帮助学生实现雅思成绩的提高.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IELTS Academic Module and takes the four skills covered in IELTS：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 as the main teaching content. The course aims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students'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with graded tasks.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al-life scenarios involving day-to-day English and academic English，this course 

also offers greater professional academic mobility. 

The course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IELTS Listening；IELTS Speaking；IELTS Reading 

& IELTS Writing. The teachers of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each section of 

IELTS Academic Module，the example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questions candidates can expect to 

find in each section，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skills and strategies needed for each type of question 

and study tips and test tips that can help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best score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雅思听力 12 12  

二 雅思阅读 12 12  

三 雅思写作 12 12  

四 雅思口语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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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雅思考试的题型和涉及的知识点有全面的了解，英语听，说，

读，写的语言技能有全面的提高，并加强对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了解，从而从雅思考试技能，英

语语言综合应用和相关知识储备方面为将来出国留学，游学等作好准备。(2)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

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提升学生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所需的英语听力能力 雅思听力 雅思英语听力能力提升 

提升学生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所需的英语学术文章和一

般报刊文章的阅读能力 
雅思阅读 雅思英语阅读能力提升 

提升学生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所需的英语学术写作能力 雅思写作 雅思英语写作能力提升 

提升学生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所需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 雅思口语 雅思英语口语能力提升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面授，结合校内英语教学平台和校外网络系统进行实践教学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剑桥雅思真题》4-11；《剑桥雅思官方指南》 

(2) 课程网站：British Council；无忧雅思网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具备了较为出色地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良好（80-89） 
具备了基本的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且在某一或某几方面

表现出色 

中等（70-79） 
具备了基本的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但仍在某些或某几方

面有欠缺。 

及格（60-69） 勉强能够完成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但不足之处非常多。 

不及格（低于 60） 不具备在英语国家独立求学和生活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3) 成绩构成：雅思听力 25%，雅思阅读 25%，雅思写作 25%，雅思口语 25%；其中雅思听

力的成绩构成包括平时 50%和期末考试 50%；雅思阅读的成绩构成包括平时 50%和期末考试 50%；

雅思写作的成绩构成包括平时 50%和期末考试 50%；雅思口语的成绩构成包括平时 50%和期末考

试 50%。 

(4) 过程考核：雅思听力的平时成绩构成包括随堂词汇拼写和认读 20%，课堂模块化模拟测

试 20%，完成课堂即兴任务 10%。雅思阅读的平时成绩构成包括出勤 10%，平时作业 30%，随堂

检测 10%。雅思写作的平时成绩构成包括出勤 10%，平时作业 30%，随堂检测 10%。雅思口语的

平时成绩构成包括出勤 10%，平时作业 10%，随堂检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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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雅思听力 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听力的总体特点，掌握 sectionI 的解题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听力 section1 的命题特点及相关题型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6，7，8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二章  雅思阅读 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阅读的总体概况，掌握解题的总体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阅读的题型解析和解题的总体思路。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4，5，6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三章  雅思写作 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写作的总体概况，掌握解题总体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写作的题型解析和解题的总体思路。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四章  雅思口语 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口语的总体概况，掌握解题总体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口语的题型解析和解题的总体思路。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五章  雅思听力 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听力的总体特点，掌握 sectionII 的解题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听力 section2 的命题特点及相关题型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7，8，9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六章  雅思阅读 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阅读的总体特点，掌握判断题题型的解题思路。 

2. 主要内容：雅思阅读判断题题型的解析及相关真题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4，5，6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七章  雅思写作 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作文一的总体特点，掌握解题思路。 

2. 主要内容：作文一解题思路和练习。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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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八章  雅思口语 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良好应对雅思口语第一部分简介和回答。 

2. 主要内容：雅思口语简洁和回答分析和针对性练习。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九章  雅思听力 I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听力的总体特点，掌握 sectionIII 的解题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听力 section3 的命题特点及相关题型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8，9，10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十章  雅思阅读 I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阅读的总体特点，掌握标题题型和 summary 题型的解题思路。 

2. 主要内容：雅思阅读标题题型和 summary 题型的解析及相关真题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5，6，7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十一章  雅思写作 I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写作的总体特点，掌握写作议论文解题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写作第议论文命题特点及写作练习。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十二章  雅思口语 III（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较好应对雅思口语第二部分个人陈述。 

2. 主要内容：雅思口语个人陈述分析和练习。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十三章  雅思听力 IV（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听力的总体特点，掌握 sectionIV 的解题思路和难重点。 

2. 主要内容：雅思听力 section4 的命题特点及相关题型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9，10，11 加教师自编资料。 

第十四章  雅思阅读 IV（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雅思阅读的总体特点，掌握细节题题型和配对题题型的解题思路。 

2. 主要内容：雅思阅读细节题题型和配对题题型的解析及相关真题分析讲解。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剑桥雅思 5，6，7 加教师自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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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雅思写作 IV（3 课时） 

1. 教学要求：进一步使学生了解雅思写作议论文的写作思路。 

2. 主要内容：雅思写作议论文的写作思路和范文分析。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第十六章  雅思口语 IV（3 课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可以比较好应对雅思口语双向讨论。 

2. 主要内容：双向讨论题型分析和针对性练习。 

3. 教学方法：面授加校内英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及课堂真题实践。 

4. 学习资料：教师自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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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读写》课程教学大纲 

（Academic Reading and Writing） 

大纲主撰人：管凌云  张俊贤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7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院 

【学分数】3 分                          【学时数】48（30/18）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大学英语基础英语的后续拓展课程，不仅是要求学生学习英语，还需要使学生通过

学术语境的英语学习培养一定的学术素养，掌握国际学术规范和方法以及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

如逻辑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比较性思维等。把英语读写技能的学习集中在学术活

动层面，为学生未来的学术交流、研究生学习或出国留学等发展奠定语言基础。课程以生命科学，

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类通识内容和通识题材为主，如环境、地理、数学、经济等等；通过分主题

学习，从中学习和训练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分析、如何整合、如何判断、如何利用等能力，主要

学习学术阅读及学术写作的能力。鼓励以学科团队合作的共同学习模式，引导学生将所学技能与

自身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完成对应的项目研究任务，从做中巩固所以学，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

生学术综合能力。 

The academic English course is motivated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for success 

in college coursework and professional careers. Many are preparing for graduate entrance exams，

IELTS，TOFEL or preparing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the 

students will learn：How to read academic texts；Ways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what you read；How to 

write in an academic style；Methods of preparing for tests；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new vocabulary；

Note-taking and study technique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在线课程/线下实践 

 Orientation & sample reading 6 4 2 

一 Unit 1 Using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ideas 6 4 2 

二 Unit 2 Sourcing information for your project 6 4 2 



 

— 228 — 
 

公  共  课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在线课程/线下实践 

三 Unit 3 Developing your project 6 4 2 

四 Mid-term presentation 3  3 

五 Unit 4 Developing a focus 6 4 2 

六 
Unit 5 introductions ， conclusions and 

definitions 
6 4 2 

七 Unit 6 Incorporating data and illustratins 6 4 2 

八 Final Presentation 3  3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以内容为主线，以培养学术交流能力为目的，系统训练读、写、思各方面的学术技能，全面

提高学生有效、得体地使用英语进行学业学习与学术交流的能力。该课程教学目标参照 2017 年《大

学生学术英语等级量表》制定。 

 

学术阅读能力： 

能掌握基本阅读技能，如跳读、略读、根据上下文推测意思等。除此之外，1） 能读懂一般

科普人文的学术文章和专业导读性文章（如长度在 2000 词左右），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50 词；

2）能学会批判性阅读技能，如能区别文章的事实和观点，正确判断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进行文献的分析、综合和评价。3）能掌握各种语篇修辞手段（如定义、分类、比较、对照、因果

等）。 

学术写作能力： 

能掌握基本写作技能，如主题句/支撑句、衔接技能和句子变化技巧等。除此之外，1）能对

段落/文章进行读后摘要写作，能对多篇文章进行综述写作；2）能写定义、分类、举例、描写、

比较、对照、因果、阐释和评价等功能的段落；3）能写较短但必须有其他文献支撑的学术小文章

（300 词左右）；4） 能就专业相关的话题写一篇文献综述报告（500 词以上）；5）能撰写用于

参加学术会议所递交的发言摘要（200 词左右）；5）能合理引用文献资源（如归纳大意，直接引

用，转写语句），掌握避免各种学术剽窃的策略和方法。 

学术词汇要求： 

能掌握词汇学习的各种策略，包括词根词缀和上下文猜词义技巧等。除此之外，1）接受性词

汇量达到 8，000 个单词左右（见《上海通用学术英语教学参考词表》）；2）能在口头及书面表

达中使用 BNC3，000 词族（其中包括 570 个学术词族）中的最常见的词；3）能掌握本学科或专

业领域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学术词汇。 

学习策略要求： 

包括如何管理学习时间，安排学习计划和检查学习进度。除此之外，1）能充分利用学校图书

馆和网络期刊库提供的资源进行学习；2）能运用文献搜索的技能搜索与专业学习相关的信息；3）

能分析和综合从各个渠道得到的信息；4）能运用小组活动形式进行学习，培养独立自主的学习能

力，在合作学习的环境里建立英语学习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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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学术英语阅读能力 批判性阅读 掌握准确阅读／归纳／分析／评价信息 

学术英语写作能力 议论文／学术论文写作 掌握学术写作基本技能和基本规范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基于内容的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文本（authentic texts），运用真实语言（authentic language），

进行真实的交际活动（authentic tasks）. 

(2) 项目研究法 （Project-learning） 

项目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把语言作为获取信息的中介，把信息作为语言学习的资源，通过

驱动性问题来激发学习活动，重视学习共同体的存在，鼓励合作学习，并通过多种认知工作和信

息资源来学习并促进认知发展。 

(3) 小组合作学习法（Collaborative Learning） 

根据授课主题，要求学生分工合作，搜索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制作幻灯，在课堂

展示。通过小组成员的展示和听众的提问、评价环节，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的理解、提高了语言

的综合运用能力，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4) 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课外学习材料及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材料，以进一步巩固所学学术英语

的知识和技能，自主完成各项教学任务。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核心阅读材料，必须提供经典的文献和前沿的文献） 

《学术英语阅读》（John Slagh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Joan McCormack & John Slaght），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美国大学写作》第九版，John Langa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Rules of Writers，Diana Hacker & Nancy Sommers，Bedford/St.Martin’s 

The Elements of Style，William Strunk Jr/ E.B.White，Longman 

(2) 课程网站：（写明课程网址） 

www.economist.com 

https：//www.newscientist.com 

http：//iwrite.unipus.com 

浙江省精品课程开放平台（线上课程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http://www.economist.com/
https://www.newscientist.com/
http://iwrite.uni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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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平时成绩前 15%并期末卷面 80 分以上 

良好（80-89） 平时成绩前 15%-45%并期末卷面 70 分以上 

中等（70-79） 平时成绩前 45%-85%并期末卷面 65 分以上 

及格（60-69） 平时成绩前 85%-100%并期末卷面 60 分以上 

不及格（低于 60） 平时成绩为末尾 5%并期末卷面 60 分以下 

(3) 成绩构成：（明确平时成绩与课程总成绩之间比例） 

总评成绩的构成：60%平时分+40%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构成：课堂考勤与课堂参与 5%；在线学习及作业 20%；学术词汇测评 10%；中期

报告 10%；期末报告 15%  

(4) 过程考核： 

教 学 评 估 

 

 形成性评估  

（教师评估+小组自评+同学互评） 

 终结性评估 

（教师评估） 

                 

   过程管理与监控 60%    期末考试 40% 

 

 

 

课 堂

互 动

与 

回 答

问题 

 

 

学

术

词

汇

测

评 

   

 

网络  

作 业

与 

自主 

学习 

 

 

专 业 主

题 口 语

陈 述 演

示 

（中期）  

 

 

Project 

Proposal 

（期末） 

期末考试 

（笔试） 

学术阅

读 

理解 

学 术

英 语

词汇 

学 术

逻 辑

练习 

学 术

写作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课程导论 

orientation                                3 学时 

sample reading                             3 学时 

第一章 Using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ideas(6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学术读写和通用读写的区别；了解书本的使用；了解课程概况及学习目的；

深入思考社会不同群体存在的意义；掌握描述性长句写作技巧。 

2. 主要内容：通过学术文章的阅读，讨论学术写作中提供证据的重要性，学习不同的方式来

整合信息，练习如何归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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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目标： 

(1) 通过对主题文章的阅读，学会如何深入思考每篇中社会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今后发展的

趋势，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概述； 

(2) 学术阅读技能：selective reading for source material，note-taking；summarizing；skimming 

& scanning； 

(3) 学术写作技能：stages of writing a summary or paraphrase； 

(4) 实践：practice summary。 

4. 教学方法：课堂授课+在线课程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第二章  Sourcing information for your project（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阅读，了解如何区分 evaluative 和 critical 写作，学习如何进行学术引用，

学习如何从网站选择信息和材料。 

2. 主要内容： 

(1) Identifying evaluative writing 

(2) writing a thesis statement 

(3) Descriptive and evaluative writing 

(4) Finding information 

(5) Analyzing websites 

(6) Acknowleging your sources 

3. 教学目标： 

(1) look at how a project is structured 

(2) learn to identify evaluative or critical writing 

(3) practice academic referencing 

(4) practice selecting information from websites 

4. 教学方法：课堂授课+在线课程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第三章  Developing your project(6 学时) 

1. 教学要求：学习基本的学术要求，包括如何引用如何标注，如何防止抄袭，以准备 project。 

2. 主要内容： 

(1) Preparing for tutorials 

(2) Quotations，paraphrases and plagiarism 

(3) Avoid plagiarism 

(4) Working with abstracts 

3. 教学目标： 

(1) learn about plagiarism and how to avoid it 

(2) learn about the features of abstracts and their purpose 

4. 教学方法：课堂授课+在线课程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中期 Presentation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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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汇报：Mini-Ted 口语阐述一个新概念／新想象／新理论 

第四章  Developing a focus(6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单元中，要求了解如何选择主题，如何写标题，如何计划 project。 

2. 主要内容： 

(1) Choosing a topic for your extended essay 

(2) Developing a topic 

(3) Establishing a focus 

(4) Establishing a working title 

3. 教学目标： 

(1) learn how to choose a topic 

(2) practice narrowing down the topic to establish a focus 

(3) come up with a working title 

(4) consolidate some of the skills you have been developing while completing project 

4. 教学方法：课堂授课+在线课程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第五章  Introductions，conlusions and definitions（6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单元中，要求了解如何介绍/总结/定义。 

2. 主要内容： 

(1) Features of introductions/conclusion/definition 

(2)the language in introduction/conclusion/definition 

(3) identify the thesis statement 

3. 教学目标： 

(1) analyze introductions/conclusion/definition 

(2) identify the language in introductions/conclusion/definition 

4. 教学方法：课堂授课+在线课程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第六章 Incorporating data and illustrations(6 学时) 

1. 教学要求：本单元中，要求了解如何运用数据，如何举例。 

2. 主要内容： 

(1) the purpose of data 

(2) Assess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3) working with data 

3. 教学目标： 

(1) learn how to choose and use data 

(2) practice using the language of data 

4. 教学方法：课堂授课+在线课程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 

期末 Proposal（3 学时） 

小组汇报：根据小组专业背景，口语介绍一个研究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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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听说》课程教学大纲 

（Academ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大纲主撰人：陈忆玮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 ID】081048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适用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理论 48）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立足于两大学生欲出国留学必须通过的语言测试---雅思与托福，充分结合 VOA、BBC、

TED 等视听材料，侧重于听力技巧、演讲技巧、讲座记录总结及在此基础上的口语输出能力的培

养和演练，力图提高学生对真实语言材料的理解能力与反应速度，为学生准备出国留学以及参与

国际学术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This course focuses on developing students’academ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vocabulary，and pronunciation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who 

intend to further their study abroad and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teraction. Students will be 

exposed to authentic materials like the listening tests from IELTS and TOFEL，TED lectures，VOA and 

BBC. They will also have opportunities to acquire skills of note-taking，topic-presenting，group 

discussing，summarizing，public speaking. Practice exercises include group interaction，role play，

projects，whole group discussion，public speaking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his is an advanced 

level course by completion o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2. 课程的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preparation for the class 2 2  

二 Take challenges 4 4  

三 Set up a goal 6 6  

四 Be creative 6 6  

五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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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六 Start a movement 6 6  

七 Men and nature 6 6  

八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6 6  

九 Revision 6 6  

  48 48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对雅思与托福听力题型的讲解，使学生能正确评估自己的听力水平，做好应对高难度听

力考试的思想准备；通过对听力考试技巧的讲解，使学生能掌握破解各种题型的要诀，学会推断

讲话者的态度，区别不同的口音及语速，从而更有信心的去面对出国留学的语言考试；通过大量

的讲座视听类材料训练学生识别讲座目的、主题、内容范围、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及话语标记

作用，听懂口讲、音频、视频等不同方式的讲课，识别讲话中的非语音信号等基本学术听力微技

能，记录讲座大意或重点和作简短小结的能力；通过参与课内各形式的口语活动，学会参与小组

讨论，运用各种提问技巧和会话策略就相关专业类话题进行简单的口头陈述、演讲并能应对各种

提问。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对真实语言材料和各类视听

材料的理解能力和听说能力 

通过对雅思、托福内容的介绍以及技

能的训练，促使学生了解这两大主流

的留学语言考试并提高听说能力。 

了解两大主流的留学语言考试，提

高听说能力 

加深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使

学生具有参加国际交流的基本语言能

力。 

通过讲座听力微技能的培训，TED

讲座，BBC，VOA 等语料的输入，

使学生能听懂全英文的讲座 

识别讲座目的、主题、内容范围、

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及话语标

记作用，听懂口讲、音频、视频等

不同方式的讲课。 

通过讲座听力微技能的培训，使学

生具有记笔记、做 summary 的能力。 

识别讲话中的非语音信号等基本

学术听力微技能，记录讲座大意或

点和作简短小结的能力。 

通过在课堂中组织小组讨论、演讲

等活动锻炼学生的口头陈述能力 

学会参与小组讨论，运用各种提问

技巧和会话策略就相关专业类话

题进行简单的口头陈述、演讲。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良好健全的个性

品格、能适应学习型社会及国际竞争

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通过 TED 讲座内容的输入，教师在

课堂中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不仅要掌握知识，也要去运用知识，

挑战知识。 

开拓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独立

思考和思辨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观看视频课完成平台作业与课堂讲授、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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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学术英语视听说》 杨惠中 Patricia A. Dunkel and Phyllis L. Lim 

(2) 课程网站：本课程在线课程制作完毕后，将挂在浙江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

平台上。Http：//zjedu.moocollege.com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能高质量完成在线学习任务，积极参加课内小组活动，发言质量高，有自己的见解；熟

记各模块词汇，掌握一定听力技巧，听力水平较高，课内口语展示语音语调标准，演讲

时娴熟、流畅、大方、自信。 

良好（80-89） 
能较好完成在线学习任务，积极参加课内小组活动，发言流畅，熟记各模块词汇，掌握

一定听力技巧，有一定听力水平，课内口语展示语音语调较好，演讲时较流畅、自然。 

中等（70-79） 

能基本完成在线学习任务，参加课内小组活动，能代表小组发言，能基本记住各模块词

汇，掌握一定听力技巧，能听懂 VOA 慢速类难度英语材料，课内口语展示语音语调一

般，不够流畅、自然。 

及格（60-69） 

没有全部完成在线学习任务且质量不高，参加课内小组活动，但没有代表小组发言或只

能简单发言，部分掌握各模块词汇，听懂 VOA 慢速类难度英语材料有困难，课内口语

展示语音语调较弱，不够流畅、自然。 

不及格（低于 60） 

没有全部完成在线学习任务且质量较低，无故缺勤 3 次以上，不参加课内小组活动，未

代表小组发言，没有去记忆各模块词汇，听懂 VOA 慢速类难度英语材料有困难，课内

口语展示语音语调较弱，几乎无法完成任务。 

(3) 成绩构成：在线学习任务 20%；课内口语展示 20%；课堂表现：20%；期末考试 4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占 60%，包括在线学习任务 20%、课内口语展示 20%、课堂表现：

20%。学生需在线完成学习任务，观看视频的时间，完成习题或测试的质量，参与论坛讨论的积

极性，都会在后台生成纪录，折合成一个总的成绩。学期末会要求学生进行口语展示。 

课堂表现主要涵盖出勤率，参加小组活动的积极性以及课堂发言。由教师给出成绩。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preparation for the class(2 学时)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为本门课的学习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提高学习效率。 

2. 主要内容：讲授本门课的课程性质，要求，主要内容，学习目标等。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课程导论，学习任务单）。 

5. 思考题：如何有效安排时间，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第二章  Take challenges（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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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视频 3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了解雅思听力考试的构成，各题型的解题技巧，了解 BBC 节目

及相关资源，增加有关学科、学生、课程的听力词汇，学会识别讲座主题、目的、演讲者态度。 

口语微技能：回答问题的能力与技巧。 

2. 主要内容：记笔记中缩写的技巧；回答问题的能力与技巧。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及自编材料。 

第三章  Set up a goal（6 学时） 

（在线视频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了解如何处理听力考试中的数字、地址、图表等微技能，学会正

确的精听技巧；学会技巧的去理解讲座内容。 

口语微技能：小组讨论中同意与不同意等话语策略。 

2. 主要内容：听力技巧：词汇听写技巧；笔记中的符号简介。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及自编材料。 

第四章 Be creative（6 学时） 

（视频课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学会辨别听力材料中的连读现象，掌握预测内容的技能和两种准

备雅思听力考试的听写方法；初步学会记录讲座大意及重点。 

口语微技能：学会就某一主题做口头陈述，演讲能力的提升。 

2. 主要内容：听力技巧：字母数字题，地图题的识别，记笔记技巧：讲座各部分内容的相互

关系及话语标记作用以及讲话中的非语音信号。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及自编材料。 

第五章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6 学时） 

（在线视频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学会辨别听力文本与题干的同义词替换，了解雅思考试听力各题

型的解题技巧；初步学会辨识不同的英语口音。 

口语微技能：了解造成中式口音的几大问题，改善语音面貌。 

2. 主要内容：听力技巧：巧做选择题和完成句子题；记笔记技巧：根据标记词判断新章节。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及自编材料。 

第六章  Start a movement（6 学时） 

（在线视频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了解雅思考试各题型的解题技巧；口语微技能：学习在小组讨论

中运用各种提问技巧和会话策略。 



 

— 237 — 
 

公  共  课 

2. 主要内容：听力技巧：表格题和总结题；不同口音的辨别。记笔记技巧：判断总结词，列

表记录信息。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及自编材料。 

第七章  Man and nature（6 学时） 

（在线视频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雅思考试听力技巧总复习；口语微技能：根据笔记在课堂中进行

讨论。 

2. 主要内容：听力技巧：雅思听力总复习，记笔记技巧：判断因果关系，记录反问句。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及自编材料。 

第八章  The spread of knowledge（6 学时） 

（在线视频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听力微技能：托福听力概述，题型介绍；口语微技能：语篇复述能力的提升。 

2. 主要内容：听力技巧：基本信息理解题；记笔记技巧：记录日期数字，提纲记录法。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材料。 

第九章  Revision（6 学时） 

（在线视频 4 个+平台作业+课堂互动+课内口语活动）  

1. 教学要求：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与技巧的掌握程度，口语展示与评分。 

2. 主要内容：对各章内容进行复习。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互动。 

4. 学习资料：在线视频学习资源，教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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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大纲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大纲主撰人：段林远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39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院， 

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政治与社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美术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理论）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跨文化交际课程是一门大学英语公共必修课。本课程主要介绍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对汉语、英语及其运用的影响。课程通过讲座、学生讨论、

案例分析、影视欣赏、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增加对中西方风俗习惯、社会礼仪、宗教

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汉语、英语的语言特征等的了解，提供在处理跨文化交际中所需的基本知

识和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其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帮助学生

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原则、技巧等，从而提高学生外语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培

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designed for the four-year college students. It is the compulsory 

course of College English.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lecture，seminar，case-study，video-watching，the 

course focuses on interpret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exploi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introduc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t helps the learner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religions，

values，customs，social etiquettes，thus enhancing their comprehensive 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一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6 6 

二 Cultural Values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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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三 Verbal Communication 6 6 

四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6 6 

五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 9 9 

六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iquette 6 6 

七 Cultural Shock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6 6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一方面使学生对中西方社会历史文化有较全面深入理解，从而开阔其视野，

提高其文化素养。另一方面使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原则、内容、案例及技巧等，旨

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能够在今后的跨文化交际实践中

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从而为其学习生活中涉及的跨文化交际、将来从事国际商务实践工作提供

有益的指导。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

有较为深入理解 

中西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

社会礼仪、风俗习惯等的差异 
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其文化素养 

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原则、

内容及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因文化差异而

产生的问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文

化冲突相关概念；处理文化冲

突的原则、策略 

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

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通过布置学习任务、课堂讲座（启发、讲解、点评等）、学生讨论（材料陈述、分析、

评价等）、影视欣赏与分析等形式，将理论和案例（书面、视听等）分析相结合，对西方国家较

为典型的主流文化现象进行描述、阐释、讨论，并于我们本国文化进行对比，帮助学生了解东西

方社会文化差别，提供在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问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以此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胡超主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14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lineal Davis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Action （中西文化之鉴—-跨文化交际教程），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01 

参考书目 

廖华英主编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 2010 

许力生主编 《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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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网站：http：//blog.sina.com.cn/u/2520958980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建议采取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平时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认真完成各项作业，很好掌握所学内容。平时、期

中、期末平均成绩在 90-100 分。 

良好（80-89） 
平时能主动参与课堂活动，较认真完成各项作业，较好掌握所学内容。平时、

期中、期末平均成绩在 80-89 分。 

中等（70-79） 
平时有参与课堂活动，能完成各项作业，掌握大部分所学内容。平时、期中、

期末平均成绩在 70-79 分。 

及格（60-69） 
平时有参与课堂活动，基本完成各项作业，能掌握基本的学习内容。平时、期

中、期末平均成绩在 60-69 分。 

不及格（低于 60） 
平时不怎么参与课堂活动，不能完成各项作业，没能掌握基本的学习内容。平

时、期中、期末平均成绩在 60 分以下。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40%）和期末试卷成绩（60%）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包括到课率，

课堂表现，课程作业，平时测验等。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括到课率（10%），课堂表现（10%），课程作业（10%），平时

测验（1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6 学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概念内涵。 

2. 主要内容： 

(1) Culture （definition of culture，High-context culture & Low-context culture） 

(2) Communication 

(3)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3. 教学方法：课堂讲座（启发、讲解、点评等）、学生讨论（材料陈述、分析、评价等）。 

4. 学习资料： 

(1)胡超主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14。 

(2)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5. 思考题： 

(1) 语言、文化、交际之间关系。 

(2) 跨文化交际过程模式。 

第二章  Cultural Values（9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材料阅读、案例分析、影视欣赏等手段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中西方价值观、

思维方式的差异，避免交流障碍。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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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erican Values 

(2) Chinese Values 

(3) Comparing Cultural Value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座（启发、讲解、点评等）、学生讨论（材料陈述、分析、评价等）、

影视欣赏与分析等形式，将理论和案例（书面、视听等）分析相结合，对中西方国家较为典型的

主流文化现象进行描述、阐释、讨论，帮助学生了解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别。 

4. 学习资料： 

(1)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2) lineal Davis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Action （中西文化之鉴—跨文化 交际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01。 

(3) 自行打印阅读资料。 

5. 思考题：中西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三章  Verbal Communication（6 学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理解英语中带有文化内涵的词汇、谚语、禁忌语。 

2. 主要内容： 

(1)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2)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Proverbs 

(3) Taboos 

3. 教学方法：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成果课堂展示、讨论、老师点评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英汉

语中带有文化内涵的词汇、谚语、禁忌语。 

4. 学习资料： 

(1) 胡超主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14。 

(2)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3) 网上等其它途径收集的相关资料。 

5. 思考题：怎样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禁忌？ 

第四章  Nonverbal Communication（6 学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手势语、时间、空间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含义。 

2. 主要内容： 

(1) Body Language 

(2) Time 

(3) Space 

3. 教学方法：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成果课堂展示、讨论、老师点评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手势

语、时间、空间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含义。 

4. 学习资料： 

(1) 胡超主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14。 

(2)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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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上等其它途径收集的相关资料。 

5. 思考题：非言语交际的功能的特点是什么？ 

第五章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9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生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基本的生活礼仪，如问候、宴请

宾客等。 

2. 主要内容： 

(1) Form of Address 

(2) Greeting 

(3) Initiating Conversation and Conversation Topic 

(4) Visiting 

(5) Parting 

(6) Compliments and Compliment Response 

3. 教学方法：课堂讲座、观看视频、学生演示、案例分析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跨文化交际过

程中基本的生活礼仪，如问候、宴请宾客等。 

4. 学习资料： 

(1) 胡超主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14 

(2)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3) 网上等其它途径收集的相关资料 

5. 思考题： 

(1) 比较中美在称呼语使用上差异。 

(2) 中美在宴请宾客时的行为差别。 

第六章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iquette（6 学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商务的基本礼仪和规则，如着装、交换礼物、商务会议安排、

商务规则等。 

2.主要内容：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ard Exchange Etiquette 

(2) Gift Exchange Etiquette 

(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ressing Code 

(4) Business Seating Arrangement 

(5) Business Table Manners 

3. 教学方法：课堂讲座、观看视频、学生演示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商务的基本礼仪和规

则，如着装、交换礼物、商务会议安排、商务规则等。 

4. 学习资料： 

(1)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2) 网上等其它途径收集的相关资料 

5.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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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商务会议交换礼物的相关规则是什么？ 

(2) 国际商务会议的坐位安排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第七章  Cultural Shock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6 学时） 

1.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如何处理跨文化

交际中因文化冲突产生的问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2. 主要内容：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Shock 

(2) Symptoms of Culture Shock 

(3) Stages of Culture Shock 

(4) Dealing with Culture Shock 

(5)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3. 教学方法：课堂讲座（启发、讲解、点评等）、学生讨论（材料陈述、分析、评价等）、

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如何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因文化冲突

产生的问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4. 学习资料： 

(1) 胡超主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2014 

(2) 周小勇主编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4 

(3) 网上等其它途径收集的相关资料 

5. 思考题： 

(1) 文化冲突经历哪几个阶段？ 

(2) 如何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因文化冲突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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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教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English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echniques） 

大纲主撰人：汤晓风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51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院， 

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政治与社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美术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理论）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教育与教学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教育与教学英语》是针对全校师范生开设的了解中西方

学习理论与课堂教学理论，开展适切的课堂教学实践的英语类通识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学生

如何学的基本理论与案例分析、教师如何教的基本理论与案例分析，并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开

展相应课堂教学基本技能的基础性训练。本课程以帮助学生了解学习的科学性规律及中西方课堂

教学的优秀成果为主要任务，加强师范生在英语课堂上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加深师范生对所在

学科课堂教育教学的理解。该课程的创设有利于提升我校师范生在教育职业语境下的英语语言应

用能力，拓宽学科教育的国际化视野，为未来社会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打好基础。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interested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teaching skills，the 

content of which includes current learning theories， classroom teaching theories， and some 

correspondent teaching techniques training. It is hoped that the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overall language competence through exploration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fields and expand their 

academic interest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Students 12 12 0 

二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16 16 0 

三 Classroom strategies 2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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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习者应能领会专业外语的主要特点，应用英语较熟练使用课堂教学用

语，掌握教育职业术语的英汉互译，初步掌握学习与教学的基本理论，进一步了解中西方课堂教

学的优秀成果，在专业英语文献的查询与研读过程中拓宽学科教育的国际化视野等。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和熟悉相关《教

育与教学英语》课程的专业英语文献 

科学安排系统化的教育与

教学英语教学活动 

通过丰富的语言学习活动，帮助学生

掌握教育心理学及学科教学法领域核

心术语及一般的学术词汇，以英语作

为媒介增加学生们对学习理论与教学

理论形成与发展及中西方优秀课堂教

学成果的了解。 

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和熟悉相关《教

育与教学英语》课程的专业英语文献 

合理选择《教育与教学英

语》英语术语与词汇 

有效呈现该课程所涉及的专业术语和

学术英语词汇。 

增强学生教育与教学英语的实际运用技

巧和能力 

注重英语技能与教师技能，

提高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知

识学习的有机结合。 

有机融合英语语言学习与专业知识、

学科教学技能的学习和培养。 

增强学生教育与教学英语的实际运用技

巧和能力 

通过学习报告和测试来巩

固检验学习效果 

兼顾英语语言的输入和产出，培养学

生的综合语言技能。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启发式讲解及任务型教学为主，辅以多媒体及互联网资源的使用，通过与学生有效

互动、发现式学习及开展相应的课堂教学实践，加强对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的了解，进一步有效

吸收中西方课堂教学优秀成果，加深对本学科教育教学的了解。 

5. 课程资源： 

(1)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 

Jeanne Ellis Ormrod. Educational psychology：developing learners（7th edition） Beijing：China 

Renm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课程网站：https：//eric.ed.gov/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面掌握教育与教学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生词汇，能以英语作为媒介阅

读专业书籍，熟练地进行学术交流。 

良好（80-89） 
较好地掌握教育与教学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生词汇，能以英语作为媒介

阅读专业书籍，较熟练地进行学术交流。 

中等（70-79） 基本掌握教育与教学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生词汇，能以英语作为媒介阅

https://eric.e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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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读专业书籍，进行简单地学术交流。 

及格（60-69） 
掌握了部分教育与教学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能以英语作为媒介

阅读简单专业书籍，进行简单地学术交流。 

不及格（低于 60） 
掌握了少部分教育与教学专业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完全无法以

英语作为为媒介阅读简单专业书籍，进行简单地学术交流。 

(3) 成绩构成：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包括作业与课堂表现，占课程总评分

50%，期末考查占课程总评分 5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50%，含课堂表现 10%，期中测验和平时作业 20%，小

组报告 10%，出勤 1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Part 1 students 12 periods   

第一章  Cognitive development(6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is development? 

(2) What is the brai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3) What is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4) What is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2. 主要内容： 

(1) Underst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development 

(2) Knowing the brai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3) Understanding implications of Piaget’s and Vygotsky’s theory for teachers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Task-based approach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2014.p28-67。 

5. 思考题： 

(1) What is cognitive development?  

(2) What are implications of Piaget’s and Vygotsky’s theory for teachers? 

第二章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learning needs(6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is intelligence? 

(2) What ar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3) What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4) What are learning and thinking styles? 

(5) What are students who are gifted and talented?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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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derstanding what is intelligence. 

(2) Understanding what are multiple intelligence. 

(3) Knowing what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4) Understanding what are learning and thinking styles. 

(5) Understanding students who are gifted and talented.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Task-based approach.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2014.p114-163. 

5. 思考题：What are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learning needs？ 

Part 2 learning and motivation（16periods） 

第三章  cognitive views of learning（5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are the elements of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2) What are the cognitive views of memory? 

(3) What is long-term memory? 

2. 主要内容： 

(1) Knowing the elements of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2) Understanding the cognitive views of memory  

(3) Understanding long-term memory.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2014.p280-314. 

5. 思考题：What are cognitive views of learning? 

第四章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5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is metacognition? 

(2) What are learning strategies? 

(3) What is problem solving? 

2. 主要内容： 

(1) Understanding what is metacognition? 

(2) Understanding what are learning strategies? 

(3) Knowing what is problem solving?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Discovery method.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2014.p316-351. 

5. 思考题：What is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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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The learning sciences and constructivism（6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are the learning sciences? 

(2) What ar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3) How to use cooperative learning? 

2. 主要内容： 

(1) Understanding what are the learning sciences. 

(2) Understanding knowing what ar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3) Understanding how to use cooperative learning.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2014.p354-393.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learning sciences and constructivism? 

(2) How to use cooperative learning? 

Part 3 Classroom strategies(20 periods) 

第六章  motivation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8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is motivation?  

(2) What are needs? 

(3) What are beliefs and self-perceptions? 

(4) What are interests，curiosity，emotions and anxiety? 

2. 主要内容： 

(1) Knowing what is motivation?  

(2) Knowing what are needs? 

(3) Knowing what are beliefs and self-perceptions? 

(4) Knowing what are interests，curiosity，emotions and anxiety?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Task-based approach.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2014.p428-468. 

5. 思考题： 

(1) How to build on students ‘interests and curiosity? 

(2) How to encourage self-worth? 

(3) How to cope with anxiety? 

第七章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9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What are the teaching aim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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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is planning? 

(3) What are the teaching procedures? 

(4) What ar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5) What are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6) How to take students diversity into account? 

(7) Is homework a valuable use of time? 

2. 主要内容： 

(1) Understanding teaching aim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2) Understanding planning 

(3) Understanding teaching procedures  

(4) Knowing how to make use of homework a valuable use of time  

(5) Knowing and practicing how to lead-in. 

(6) Knowing and practicing how to design questions. 

(7) Knowing and practicing how to use teacher talk.  

(8) Knowing and practicing ways for demonstration.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Task-based approach. 

4. 学习资料：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twelfth edition. 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p506-544。 

5. 思考题： 

(1) What are e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for teaching? 

(2) How to 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acher expectations? 

第八章  Creating a prod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3 periods) 

1. 教学要求： 

(1) How to create a setting conductive to learning? 

(2) What are coordinating efforts with others? 

(3) How to deal with misbehaviors? 

(4) How to address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at school? 

2. 主要内容： 

(1) Understanding how to create a setting conductive to learning. 

(2) Knowing what are coordinating efforts with others. 

(3) Understanding how to deal with misbehaviors. 

(4) Understanding how to address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at school. 

3. 教学方法：PPP（presentation，practice and production）. 

4. 学习资料：Jeanne Ellis Ormrod. Educational psychology：developing learners（7
th edition） 

Beijing：China Renm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p459-500. 

5. 思考题：How to create a prod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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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 

大纲主撰人：卢美艳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12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政治与社 

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美术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理论）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英美文化》是一门面向全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本课程以展现英美两国政治、

社会、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地道、易读英文素材为媒介，重点描述和分析两国的国家地理、人文

特征、教育宗教与社会服务等基本情况，帮助学生理解英国历史发展对其现今社会、宗教与政治

制度的影响，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结构多元化的历史渊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了解英美

风貌、体验人文风情，进一步提高英语运用能力；同时还能增加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

际能力，最终达到拓展学生人文知识、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目的。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non-English major. It is to focus o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including the country，the people，the political system，religion，beliefs 

and values，education etc. The ultimate goal，however，is to help students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avoid cultural conflicts and thus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1 The Country of the U. K. 3 3  

2 The People of the U. K. 3 3  

3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 K. 3 3  

4 The British Economy 3 3  

5 Religion in Britain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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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6 British Beliefs and Values 3 3  

7 Education in Britain 3 3  

8 Social Services in Britain 3 3  

9 The Country of America 3 3  

10 The People of America 3 3  

11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America 3 3  

12 
The Capitalist Economy and Business 

Civilization of America 
3 3  

13 Religion in America 3 3  

14 American Beliefs and Values 3 3  

15 Education in America 3 3  

16 Social Services in America 3 3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该门课程旨在通过介绍和学习英美文化知识，帮助学生了解英美文化，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和国际公民意识，调节他们的自身文化身份及思

维定势，增强他们运用英语这门工具自由地与世界各国人士进行相互交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完成教材指定篇章的阅读和理解 英美文化基础知识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积极参加口语讨论和体验文化 英美文化课堂讨论及线上资源 
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和国际公民

意识 

促动学生勤思考，勤参与课堂内讨论与

阅读反思 

英美文化课外阅读材料及反思

作业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讲座分析、微课学习和文化体验的方法，即师生将根据不同文化内涵，采用不同

方式，尽可能多地深入文化内部，不同内容可以或读或听或视，当然师生的讲解、讨论、点评都

是不可缺少的形式，还可借用视听的现代技术，帮助学生“虚拟考查”英美文化，感受不同的异域

风情并领会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的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使用教材：《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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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英国卷》，毕继万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美国卷》，倪世雄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课程网站：校园教学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能非常好的理解英美文化 

良好（80-89） 能比较好的理解英美文化 

中等（70-79） 能基本理解英美文化 

及格（60-69） 能勉强理解英美文化 

不及格（低于 60） 无法基本理解英美文化 

(3) 成绩构成：课程成绩将按三个方面计算：视频课成绩（30%）；平时成绩 （30%）；期

末卷面成绩（40%）。 

(4) 过程考核：形成性考核，即平时成绩，即对学生学习过程和阶段性学习效果的综合评价，

满分 100 分，占课程总成绩的 30%，包括学生课堂出勤（20％），各项教学活动（40％），特别

是课堂 presentation 和 discussion，以及课外作业占（40％），侧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和管理，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论 Introduction（1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本课程的学习目标等课程概况。 

2. 主要内容：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要求等。 

3. 教学方法：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 《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is culture? 

(2) What are the main concepts of cultural studies? 

第一章  The Country of the U. K.（2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geographical and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UK. 

2. 主要内容：an overview of the British geography。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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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K.? 

(2) What are the main concepts of cultural studies? 

第二章  The People of the UK.（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ethnic composition in the UK. 

2. 主要内容：population，regionalism，languages.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atterns of immigration in the UK before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2) Why is there regionalism in the UK? 

第三章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 K.（3 学时） 

1. 教学要求：Know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British government. 

2. 主要内容：principles of government，parliament，government.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key principles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2) What kind of roles does the Queen play for her country? 

第四章  The Economy of the U. K.（3 学时） 

1. 教学要求：Know the d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 of the UK economy. 

2. 主要内容：past and present，economic structure，economic geography.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Compare the pas and present status of the UK economy. What are some important 

reasons that led to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第五章  Religion in the U. K.（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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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Britain，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politics.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UK? 

(2) What are the current trends of religious life in the UK? 

第六章  British Beliefs and Values（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basic British beliefs and values of the UK. 

2. 主要内容：politeness and the class system，irony，humor and sportsmanship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y are the British considered conservative? 

(2)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ritish sense of humor? 

第七章  The Education of the U. K.（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UK. 

2. 主要内容：state education，independent schools，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What ar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the UK.? 

第八章  Social Services of the U. K.（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welfare state” 

2. 主要内容：social security，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What were workhouses designed for? 

(2)How important is the family doctor in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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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The Country of the USA（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geographical and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USA. 

2. 主要内容：An Overview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y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nation with an abundance of geography，but 

a shortage of history. What does it mean? 

第十章  The People of the U. K.（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2. 主要内容：in search of the American dream，the national character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y is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ed a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2) To immigrants，what does the American dream mean? 

第十一章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SA（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2. 主要内容：political principles，the Presidency，Congress，the Judiciary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Why do we say that the power of the U.S. President is by no means limitless? 

第十二章  Capitalist Economy and Business Civilization（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2. 主要内容：the cult of the businessman，capital and labor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What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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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apitalism? 

第十三章  Religion in America（3 学时） 

1. 教学要求：Learn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in American life. 

2. 主要内容：the intensely religious nation，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new trends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en and how did America become increasingly pluralistic in religion? 

(2) In contemporary America，what has been the most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American 

religious life in term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and why? 

第十四章  American Beliefs and Values（3 学时） 

1. 教学要求：Have a general idea about religious and social values in America. 

2. 主要内容：Individualism and privacy，equality and informality，achievements，action，work 

and materialism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As a long-held value，equality has evolved over time in American experience. Discuss briefly 

how equality has developed in America. 

(2) What could be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ality and informality? 

第十五章  Education in America（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mericans attach to education. 

2. 主要内容：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guiding ideals，social forces and issues。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思考题: 

(1) What is the result of American education’s aim to provide equality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excellence? 

(2) What are the main functions of American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passing on knowledge t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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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Social Services of USA（3 学时） 

1. 教学要求：Understand American values in social services. 

2. 主要内容：American values in social welfare，public social services，housing. 

3.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4. 学习资料： 

(1) 《英美文化基础教程》，王恩铭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英美文化基础教程》，朱永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思考题： 

(1) What are the general assumptions of Americans about social welfare? 

(2)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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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大纲 

（Selected Readings from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大纲主撰人：许  巍   张  锐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06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语学院                   【适用专业】人文，教育，社科， 

文创，美术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总学时 48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为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英美文学史上代表作家的简

要介绍和作品选读。本课程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思潮和流派等对英

美作家作品中的艺术特色、主题思想、人物刻画、语言风格和文化意义等进行分析和解读。本课

程帮助学生通过阅读所选的作家作品，感受英语的鲜活语境及其丰富的文字表达，提高语言水平

的同时更为深入理解英语所展示的不同时代与地域中的文化、历史及社会风貌，提升经典阅读的

审美鉴赏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This course is an obligatory course for non-English majors. It covers the close reading of literary 

works by famous English writers as well as the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glo-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ose literary works in terms of characters，language styles，artistic features，

thematic content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which are considered and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s of 

literary trends and cultural movements. By getting students involved in appreciating and reading the 

works，the course aims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and to help them obtain the aesthetic view of classical literary texts and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es，social realities，and cul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ages as revealed by 

those Anglo-American literary work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绪论 2 2  

二 欧洲古典文学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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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三 文艺复兴时期与莎士比亚 9 9  

四 浪漫主义时期诗歌 6 6  

五 十九世纪小说与戏剧 12 12  

六 二十世纪英美诗歌与小说 12 12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增强对西方文学及社会文化历史的了解、掌握文学的基本知识和

文学欣赏的基本要素，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的基本功和表达能力、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

文学原著的能力。提高学生经典阅读的审美鉴赏水平，促进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发展和人文修养

的提升。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满足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强化

学生文化和跨文化意识，扩展学

生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提升学生

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 

带领学生阅读英美经典名著、精读教材指定的

作品篇章或节选，同时结合相关经典影视作

品，帮助学生了解作品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背

景，领会作家创作的文化意义和内涵。 

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社

会文化历史的了解，使学生

掌握文学的基本知识和文

学欣赏的基本要素 

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注重

发展学生通用语言能力，进一步

增强其学术英语交流能力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以使学生在日常

生活、专业学习等不同领域或语

境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流。 

介绍相关文学思潮流派，结合作家生平经历，

引进文学术语，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内容、学

会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并努力掌握正确评价

文学作品的标准和方法、增强对作品中表现的

社会生活和人物感情的理解。鼓励学生积极参

加课堂的讨论、能用英语表达自己对英美文学

阅读中的见解与观点。 

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的基本

功和表达能力、培养学生阅

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

著的能力。 

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策略的形

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有助

于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培养国际

意识，提高人文素养。  

配合课堂内容，布置小组任务。指导学生进行

相当量的阅读、思考与探讨：体验优美而丰富

文学语言的同时，学会从当代的时代境况或从

中国的历史语境切入文学文本所反映的问题，

鼓励学生贯穿古今中外、从不同角度看待现象

和问题。让学生体会到经典文学的魅力及其与

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提高学生经典阅读的审美

鉴赏水平，促进学生综合文

化素质的发展和人文修养

的提升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利用多媒体教室、自主网络学习平台、校英语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推送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结合课堂讲解与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视频、学生小组展示、课堂和课外师生互动等方式进行任务

式、项目式和研讨式等教学方法。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元素，积极创建多元的教学与学习环境，建

立网上交互学习平台，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改造和拓展教学内容，提供课堂教学与现代信息技

术结合的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形成以教师引导和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教学常

态，努力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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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Greenblatt，Stephen.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2005. 

Baym，Nina.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02.  

常耀信，《英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戴桂玉，《新编英美文学欣赏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李公昭，《美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罗良功、刘芳，《英美文学欣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田祥斌、王秀银，《欧美文学名篇选读》，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 

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王玉括，《20 世纪美国小说赏析》，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年。 

徐贲，《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虞建华，《英语短篇小说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张强，缪惠莲，《当代英美影视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 课程网站：英语学习网站上的英美文学内容；www.gutenberg.org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课堂表现活跃、能用英语流利地表达观点、互动性好，平时测试、作业完成

情况优秀，很好地掌握相关的文学常识，英语写作能力强，具备鉴赏、解读和理解

经典作品的能力。 

良好（80-89） 

基本全勤，课堂表现较积极、能用英语清楚地发言和表达观点、有一定的互动性，

平时测试、作业完成情况较优秀，掌握相关的文学常识，英语写作能力较强，具备

一定的鉴赏、解读和分析作品的能力。 

中等（70-79） 

基本全勤，主动参与课堂展示、讨论等活动，基本能用英语清楚地表达观点、有互

动性，平时测试、作业完成情况不错，基本掌握相关的文学常识，具备一定的英语

写作能力、文本解读和作品赏析的能力。 

及格（60-69） 

无故缺课次数少于 4 次，学习态度认真，愿意用英语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平时

测试、作业完成情况一般，掌握一些文学常识，英语写作水平、作品解读和欣赏的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不及格（低于 60） 
无故缺课 4 次及以上，学习态度不认真，没有参与课堂的任何活动，没有掌握相关

的文学常识，英语表达能力差，没有及时完成平时作业，期末笔试成绩不及格。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 50%，期末笔试成绩 50% 

(4) 过程考核：上课出勤率 25%，课堂表现（演讲，发言及小组讨论）30%，平时作业 45%。 

http://www.gutenber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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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论（或绪论、概论等）（2 学时） 

1. 教学要求：领会经典阅读的重要性，清楚欧美文学发展的脉络，把握课程设置脉络。 

2. 主要内容：介绍欧洲文学的源流；介绍英美文学在欧洲文学中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介

绍本课程的学习重点、学习要求、考试要求等。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与学生提问相结合。 

4. 学习资料：《新编英美文学欣赏教程》导论部分；《阅读经典》序言和前言部分 

5. 思考题： 

(1).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2) H ow do we appreciate Literature? 

第一章  欧洲古典文学（7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该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及其对后来英

美文学发展的影响。 

2. 主要内容：英雄史诗《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阅读《伊利亚特》第三部部分和《俄狄

浦斯王》节选部分，并讨论作品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 

3.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结合影视作品欣赏和课堂讨论。 

4. 学习资料：《欧美文学名篇选读》Chapters 1-2 

5. 思考题： 

(1) How did Trojan elders in Homer’s epics describe Helen when they saw her coming towards 

the tower? 

(2) What kind of person is Oedipus in your mind after you read the excerpt of the ancient Greek 

tragedy Oedipus the King?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与莎士比亚（9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认识该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主张，及其对同时代及后世英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了

解该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与作品；深入阅读最重要的文学家莎士比亚的戏剧与诗

歌，了解其文学生涯、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思想意义等；

培养学生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2. 主要内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概述；介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和诗歌；介绍莎士比亚

生平、戏剧创作生涯和艺术成就；阅读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

《威尼斯商人》中的著名选段；阅读欣赏莎士比亚的 14 行诗：Sonnet 18 与 Sonnet 29。 

3.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与学生展呈相结合；观赏 BBC 的莎剧片断，以帮助学生理解；体验

莎剧：学生参与表演，以增进对莎剧的感悟。 

4. 学习资料：《欧美文学名篇选读》Chapters 3；《莎士比亚故事集》 

5.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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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w do you understand Hamlet’s famous delay of action in the play Hamlet? 

(2)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love between Romeo and Juliet? 

(3) What are the theme and the rhetorical devices of Shakespeare’s Sonnet 18？ 

第三章  浪漫主义时期诗歌 (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阅读欣赏英美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能力；了解诗歌

的基本要素；了解该时期重要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 

2. 主要内容：浪漫主义时期概述；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介绍；选读威廉·布莱克

的 The Chimney Sweeper 、华兹华斯的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罗伯特·彭斯的 A Red，Red 

Rose 等著名诗作；同时结合注释，读懂所选作品，了解其主要意象、思想意境、语言风格等，培

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结合音频举行表演朗诵，体验英美浪漫主义诗歌

的丰富内容与美感。 

4. 学习资料：《欧美文学名篇选读》Chapter 6 

5. 思考题： 

(1) What kind of social reality has been reflected in William Blake’s poem “The Chimney 

Sweeper”? 

(2) What rhetorical devices have been used in Robert Burns’ poem “A Red，Red Rose”? 

(3) Wordsworth is a poet of nature. How do you interpret nature in his poem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4) What does the West Wind generally symbolize in Shelley’s poem “Ode to the West Wind”? 

第四章  十九世纪小说（12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对十九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对这个时

期的主要艺术形式——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以及对该时代主要作家的生平、观点

及其代表作的主题、结构、语言、人物刻画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并通过作品选读加深体会感受，

增强对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能力。 

2. 主要内容：阅读并讲解以下小说或戏剧的片断：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Thomas Hardy’s Tess of D’Urbervilles；Nathaniel Hawthorne s The Scarlet Letter.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并结合由小说作品改编的电影视频资料，让学生

进行模仿配音，以加深对作品及其人物的理解； 

4. 学习资料：《欧美文学名篇选读》Chapter 7 

5. 思考题： 

(1) Mild satire can be easily found in Jane Austen’s seemingly matter-of-fact description of very 

ordinary family conversations. Find out the sentences in the selection that employs satire. 

(2)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love between Jane Eyre and Mr. Rochester? 

(3) Does Angel still love Tess after her confession to him? 

(4) What does “the scarlet letter” stand for in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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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十世纪英美诗歌与小说（12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二十世纪初期至中叶美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

景，认识该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等。了解该时期英美主要作家的文学生涯、创作意图、艺术

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和语言风格等；同时结合注释，读懂所选作品，了解其

思想内容和写作特色。  

2. 主要内容：阅读并讲解以下诗歌和小说的片断：David Herbert Lawrence’s Women in Love，

William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Ernest Hemingway’s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Ezra Pound’s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学生展呈与体验性的诗朗诵与小说配音实践 

4. 学习资料：《欧美文学名篇选读》Chapter 8 

5. 思考题： 

(1) What is Birkin’s idea on humanity? 

(2) What events cause some of the townspeople to say “Poor Emily” in Section III of the story A 

Rose for Emily? 

(3) What kinds of objects are found in the room once it is opened in the end of A Rose for Emily? 

(4)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image used in the short poem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5) Why does the author use this title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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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英语阅读》课程教学大纲 

（A Quality Reading of Selected English Articles From Internet Resources） 

大纲主撰人：胡新华  汪  敏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38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政治与社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美术学院各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 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性质为《大学英语》拓展类的专业选修课，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资源，培养学

生独立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让学生接触第一手的现代语言，增加语言感知的敏锐性，提高英

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加社会认知能力，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和掌握多学科知识，提高综合人文素

质。学生通过本课程能拓宽视野，了解国际时事，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加强

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skills in reading English articles from Internet 

resources，to help them to perceive the difference in language styles of these resources，to sharpen the 

students’ sensitivity of language perception，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to uplift the students’ cog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and to cultiva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The course also seeks to inform students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such areas of political policies，economic development，cultural phenomena，as well as science & 

technology. By assigning different collaboration groups the tasks of tracking hot spots and surfing the 

Internet for related information，the course is supposed to boost students’ self-learning，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一 
课程导学； 

初涉有趣的互联网文章 
3 3  

二 英美主流新闻媒体报刊网站初探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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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三 
时政新闻； 

新闻标题的结构及特点 
6 6  

四 
财政经济； 

新闻导语的功能、种类及结构 
6 6  

五 
军事科技； 

不同的新闻写作体裁的特点 
6 6  

六 
人物轶事； 

互联网报刊英语语法特征 
6 6  

七 
艺术时尚； 

报刊英语词汇特色 
6 6  

八 
体育娱乐； 

互联网报刊中的修辞 
6 6  

九 
社会问题； 

互联网媒体的政治倾向性 
6 6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①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常见网络英语报刊词汇，网络报刊文章标题的翻译，学会看

懂较简单的英美网络报刊文章，提高阅读和理解英美报刊的能力，了解外文常见报刊网站的语言

风格与特色，培养独立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②学习现代语言，增加语言感知的敏锐性，提高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加社会认知能力，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和掌握多学科知识，提高综合人文

素质；③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讨论，了解国际时事，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加强

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④通过分组学习，查阅资料，

跟踪热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自治、合作和管理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

的能力 

网站报刊英语的词汇特色和语法

特征 
掌握常见网络英语报刊词汇 

提高综合人文素质 不同新闻写作体裁的特点 
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和掌握多学

科知识 

增加社会认知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

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 

八个章节不同涉及以下方面的广

泛的阅读材料：时政新闻、财政

经济、军事科技、人物轶事、艺

术时尚、体育娱乐、社会问题 

了解国际时事，了解各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面授；课堂讨论；读书报告；小组任务；阅读清单；Presentation 等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美英报刊文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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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Government & Politics，by Jay M. Snafritz，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3 

The American Natio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Second Ed.，by John A. Garrat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3 

Th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by John E. Findling，Greenuood Press，2011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by Elizabeth Krowl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Politics in England，by Richard Rose，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12 

(2) 课程网站： 

国外的英语报纸网站 

USA Today；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Los Angeles Times；The Financial Times；The Guardian 

国外的英语杂志网站： 

时事类：US News and World Report；Time；Newsweek  

财经类：Fortune；The Forbes；The Economist 

综合类：Reader’s Digest；National Geographic 

人物类：People；Vanity Fair 

高级知识分子类：The New Yorker；The Atlantic Monthly；The New Republic 

时尚类：Elle；Cosmopolitan 

娱乐类：Entertainment；Buffy；Total Movie 

家政类：Lady’s Home Journal；American Style；Light &Taste； 

Food & Wine；Good Housekeeping 

流行音乐类：Spin；Rolling Stone；Music.com 

科幻类：Scientific American；Star Wars Insider  

指南类：TV Guide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具备扎实的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熟练了解西方主流媒体；阅读英美主流媒体

的文章时表现出很强的分析及思辨能力 

良好（80-89） 
具备较强的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比较了解西方主流媒体；阅读英美主流媒体

的文章时表现出较强的分析及思辨能力 

中等（70-79） 
具备一定的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对西方主流媒体有一定的了解；阅读英美主

流媒体的文章时表现出一定的分析及思辨能力 

及格（60-69） 
勉强具备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对西方主流媒体稍有了解；阅读英美主流媒体

的文章时分析及思辨能力相对一般 

不及格（低于 60） 
基本不具备阅读网络外刊的基本功；基本不了解西方主流媒体；阅读英美主流媒

体的文章时欠缺分析及思辨能力 

(3) 成绩构成：平时考核与期终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包括课堂表现、读书报告、小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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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课程总评分的 50%，期末考核站课程总评分的 5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中，出勤率占 10%，课堂表现占 10%，小测验占 20%，读书报告 1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绪论：课程导学&初涉有趣的互联网文章（3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概论，让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特点、要求。 

2. 主要内容：网络报刊阅读知识和实践初步。 

3. 教学方法：面授；划分学习小组；小组讨论；布置课外阅读任务。 

4. 学习资料：Reader’s Digest 的网络时文。 

5. 思考题：阅读英美报刊网络需要具备那些基本功？ 

第一章  英美主流新闻媒体报刊网站初探（3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并掌握新闻英语的基础知识，懂得如何有目的有重点地

去阅读美英报刊网站的文章，同时也要了解阅读外文报刊时需注意的问题。 

2. 主要内容：什么是新闻；新闻主要涉及的内容；美国报刊网站；英国报刊网站。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The Los Angeles Times 和 The Guardian 的网络时文。 

5. 思考题： 

(1) 你知道英美主流媒体主要有哪些吗？ 

(2) 你知道如何安装这些主流媒体的手机应用 App 吗？ 

第二章： 英美时政新闻类文章及其标题结构特点（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时政新闻类文章，理解中英文新

闻标题的差异，懂得基本的新闻标题的翻译方法，掌握新闻标题的特点及结构，同时熟练掌握阅

读理解新闻标题的技巧。 

2. 主要内容：西方时政新闻类文章阅读；英语新闻标题的特点结构；中英文新闻标题的差异；

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 

3. 教学方法：课堂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4. 学习资料：用手机应用软件下载 BBC news，The Guardian，ABC news，CNN news，The New 

York Times 等英美主流媒体的文章。 

5. 思考题：你知道英语时政新闻类文章标题的特点吗？ 

第三章  英美财经类文章&新闻导语的功能（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财政类文章；使学生了解导语的

功能、种类及其结构特点，懂得导语与标题之间的关系，掌握如何阅读新闻的基本技巧，熟练掌

握新闻的基本结构。 

2. 主要内容：西方时政新闻类文章阅读；导语的功能种类结构；导语与标题之间的关系；消

息主体及其结构。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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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The Economist 和 Fortune 的网络时文。 

5. 思考题： 

(1) 你知道英美主流财经类媒体主要有哪些吗？ 

(2) 在阅读这些财经类文章时，该如何利用新闻导语？ 

第四章  西方军事科技类文章阅读&不同写作体裁的特点（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军事科技类文章；使学生了解不

同写作体裁的特点，懂得如何辨别区分不同种类的新闻，掌握基本的关于不同题材的阅读方法，

熟练掌握一些常见新闻词汇。 

2. 主要内容：西方军事科技类文章阅读；新闻摘要；新闻报道；评论；特写；专栏作家和特

稿。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4. 学习资料：来自 Nature 的普及类新闻通讯稿；来自 Newsweek 的世界军事报告。 

5. 思考题：理解不同的新闻写作体裁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第五章  西方人物意识类文章阅读&不同写作体裁的特点（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人物轶事类文章；使学生了解网

络报刊英语语法与文学及其他学术性创作的不同，懂得各种报刊英语语法的特征，掌握对结构复

杂、松散、冗长的句子的理解和分析，熟练掌握一些常见语态、时态和句式的变化。 

2. 主要内容：西方互联网媒体人物轶事类文章阅读；互联网英语语言在语态、时态、句式、

省略、插入语、前置定语、名词短语等方面的特点。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4. 学习资料：来自 TIME 的风云人物专题报道文章。 

5. 思考题： 

(1) 网络媒体类英语语言相较纸媒英语语言有何不同？ 

(2) 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第六章  互联网英语网站艺术时尚类文章阅读&艺术类报刊英语词汇特色（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艺术时尚类文章；使学生了解英

语新闻的语言特点、词汇结构，掌握其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知识。 

2. 主要内容：艺术时尚类文章阅读；新闻英语的词汇特色；缩略语，专有名词，新词，生造

词，时髦词，俚语；新闻词的文化背景知识；新闻英语的简洁性和生动性。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4. 学习资料：来自 Cosmopolitan 和 The New Yorker 的艺术评论类文章。 

5. 思考题： 

(1) 如何对待日新月异的英语网络新词？ 

(2) 英语网络新词有哪些特点? 

第七章  互联网英语网站的体育娱乐类文章阅读&英语新闻报道中的修辞（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体育娱乐类文章；使学生了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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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报刊英语的常见修辞形式及其作用。 

2. 主要内容：西方互联网媒体体育娱乐类文章阅读；媒体英语中常见的明喻，暗喻，拟人，

借代，矛盾，头韵，双关，夸张，对照等修辞。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4. 学习资料：来自 Los Angeles Times 的体育专题报道；来自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最新

影评。 

5. 思考题： 

(1) 网络英语媒体为何喜用修辞？ 

(2) 这些修辞有何作用？ 

第八章  互联网英语网站的社会问题类文章阅读&报刊的政治倾向性（6 学时） 

1. 教学要求：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接触英美主流媒体社会问题类文章；使学生了解报

刊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倾向性。 

2. 主要内容：西方互联网媒体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类文章阅读；美英等西方国报刊所谓的“自

由办报”精神的实质；报刊的政治倾向性。 

3. 教学方法：面授；小组讨论；阅读实践。 

4. 学习资料：来自 The New York Times 和 The Guardian 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专题报道。 

5. 思考题：如何面对西方新闻主流媒体中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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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English for Psychology Science） 

大纲主撰人：杨  雪  李思兰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9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政治与社 

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美术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 理论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大学英语拓展课程，课程主要是以经典原版心理学教材或

经典专著的文章为主要内容进行研读，采用教师提问，引导，分析；采取学生思考，归纳，讨论

的主要授课方式，并辅助一定量的听说和口译技能训练，帮助学生对心理学的英语术语有所了解，

拓展学生的心理学专业知识，以英语作为媒介增加学生们对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心理

学的门类，现代心理学派别的代表心理学家，著名心理效应的了解，强调英语听、说、读、写、

译基本技能在心理学专业和学术背景下的协调应用和全面发展，旨在继续满足提高学生的英语语

言水平和熟悉心理学专业英语的双重需要。 

The course focuses on the articles from the classic and original psychology textbooks or classic 

monographs. The main way to tea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er’s questioning，guidance，analysis and 

students’ thinking，induction，discussion，assis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students' psycholog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his course takes English as a medium to increas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sychology，the category of modern psychology，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psychologists，as well as famous psychological effects. This course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language skills ---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writing and translating that are used in psychology 

or academic background. The course aims to meet the students’ dual needs to improve English 

language level and get familiarized with Psychology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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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验、实践学时 

1 Introduction 2 2  

2 What Is Psychology? 6 6  

3 Branches of psychology 6 6  

4 Psychology in practice 6 6  

5 Psychology and computers 6 6  

6 Dreams and personality 6 6  

7 Thoughts and language 6 6  

8 Memory 6 6  

9 Mid-term & Revision 4 4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完成大学英语基础读写和听说学习后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所开设的大学英语拓展课

程，主要为了继续满足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和熟悉心理学专业英语的双重需要。在教学过

程中，有以下四个教学目标：一通过丰富的语言学习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学领域核心术语以及

一般的学术词汇，以英语作为媒介增加学生们对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心理学的门类，

现代心理学派别的代表心理学家，著名心理效应和心理学研究现状的了解；二有效呈现心理学专

业所涉及的专业术语和学术英语词汇；三有机融合语言学习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培养；四

兼顾英语语言的输入和产出，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技能。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和

熟悉心理学专业英语 

科学安排系统化的心理学英

语教学活动 

通过丰富的语言学习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学

领域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以英语作为

媒介增加学生们对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现

代心理学的门类，现代心理学派别的代表心理学

家，著名心理效应和心理学研究现状的了解； 

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和

熟悉心理学专业英语 

合理选择心理学英语术语和

词汇 

有效呈现心理学专业所涉及的专业术语和学术

英语词汇 

增强学生心理学专业英语的

实际运用技巧和能力 

注重英语技能提高与心理学

专业知识学习的有机结合 

有机融合语言学习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培

养 

增强学生心理学专业英语的

实际运用技巧和能力 

通过学习报告和测试来巩固

检验学习效果 

兼顾英语语言的输入和产出，培养学生的综合语

言技能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本课程中，以启发式讲解为主，多媒体的使用为辅，并尽量通过多提问调动学生的能动性，

把语言传授和文化传授相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结构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和集中训练

心理学专业词汇，致力于扫除专业和学术词汇障碍；第二部分集中训练专业知识背景下的听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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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技能，强调专业和语言学习过程中基本信息输入的质和量这两个要素；第三部分是上一环节

的延续和发展，重点训练专业和语言学习过程中信息加工和产出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第四部分为

口语或写作练习，强化产出技能训练。 

5. 课程资源： 

使用教材： 

《心理学英语教程》，Jane Short 原著，《大学专门用途英语》改编组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参考教材： 

《心理学与生活》，Richard Gerrig / Philip Zimbardo 原著，王垒，王甦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 年。 

《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张厚粲等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 

《大学博雅英语系列教程.“博雅”学科英语》，田朝霞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牛津专业英语基础丛书--心理学专业英语基础--图示教程》，Grahame Hill 主编，耿文秀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面掌握心理学专业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能熟练以英语作为媒介

阅读专业书籍，进行学术交流。 

良好（80-89） 
较好地掌握心理学专业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能较熟练地以英语作

为媒介阅读专业书籍，进行学术交流。 

中等（70-79） 
基本地掌握心理学专业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能以英语作为媒介阅

读简单专业书籍，进行简单地学术交流。 

及格（60-69） 
掌握了部分心理学专业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能以英语作为媒介阅

读简单专业书籍，进行简单地学术交流。 

不及格（低于 60） 
掌握了少部分心理学专业英语核心术语以及一般的学术词汇，完全无法以英语作

为媒介阅读简单专业书籍，进行简单地学术交流。 

(3) 成绩构成： 

平时考核、期中考试、期终考试相结合，平时考核占课程总评分 40%，期中考试占课程总评

分 20%，期终考试占课程总评分 40%。 

(4) 过程考核：（明确平时成绩的具体构成、如何进行过程监控）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出勤 10%，平时作业 10%，小组报告 10%，课堂表现和口语

任务 1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Introduction（2 学时） 

1. 主要内容：Lead-in。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53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19.htm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C5%BA%F1%F4%D3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D6%D0%B9%FA%C7%E1%B9%A4%D2%B5%B3%F6%B0%E6%C9%E7_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B4%F3%D1%A7%B2%A9%D1%C5%D3%A2%D3%EF%CF%B5%C1%D0%BD%CC%B3%CC.%A1%B0%B2%A9%D1%C5%A1%B1%D1%A7%BF%C6%D3%A2%D3%EF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C%EF%B3%AF%CF%BC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D%E2%D3%EF%BD%CC%D1%A7%D3%EB%D1%D0%BE%BF%B3%F6%B0%E6%C9%E7_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C5%A3%BD%F2%D7%A8%D2%B5%D3%A2%D3%EF%BB%F9%B4%A1%B4%D4%CA%E9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Grahame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Hill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9%A2%CE%C4%D0%E3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9%CF%BA%A3%CD%E2%D3%EF%BD%CC%D3%FD%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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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要求：学生熟悉课程内容，教师要求，明确一学期要完成的任务。 

3. 教学方法：Lecture。 

4. 学习资料：无。 

5. 思考题：What’s your plan for the new semester? 

第二章 What is Psychology?（6 学时） 

1. 主要内容： 

(1) Definition of psychology 

(2) Introduction to branches of psychology 

2. 教学要求： 

Vocabulary focus：Words from general English with a special meaning in psychology 

Prefixes and suffixes 

Listening focus：Preparing a lecture 

Predicting lecture content from the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lecture organization 

Speaking focus：Making lecture notes 

Speaking from notes 

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 

(1)《心理学英语教程》 

(2)《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3) YoudaoDictionary http：//dict.youdao.com/ 

(4) Online Psychology Bookshttp：//www.ixinqing.com/bookMedical 

5. 思考题： 

(1) How to organize a lecture ? 

(2) Words from general English with a special meaning in psychology. 

第三章  Branches of psychology(6 学时) 

1. 主要内容： 

Pure and applied science 

Process and person approaches 

Developmental，educational，occupational，biological，forensic  

2.教学要求： 

Vocabulary focus：English-English dictionaries using 

Reading focus：Using research questions to focus on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 text 

Using topic sentences to get an overview of the text 

Writing focus：Writing topic sentences 

Summarizing a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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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 

(1)《心理学英语教程》 

(2)《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3) YoudaoDictionary http：//dict.youdao.com/ 

(4) Online Psychology Bookshttp：//www.ixinqing.com/bookMedical 

5. 思考题： 

(1) How to write topic sentences. 

(2) How to summarize a text. 

第四章  Psychology in practice(6 学时) 

1. 主要内容： 

Professional practice；occupation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Phobias 

Mental disorders 

2. 教学要求： 

Vocabulary focus：Stress patterns in multi-syllable words 

Prefixes 

Listening focus：Predicting lecture content 

Making lecture notes 

Speaking focus：Reporting research findings 

Formulating questions 

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 

(1)《心理学英语教程》 

(2)《心理学与生活》 

(3)《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5. 思考题： 

(1) Try to introduce some famous psychologists. 

(2) How to report research findings? 

第五章  Psychology and computers(6 学时) 

1. 主要内容： 

Using computers for research 

Using computers to develop cognitive models 

Computers and diagnosis of mental illness 

Virtual reality 

2.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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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focus：Computer jargon 

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Verb and noun suffixes 

Reading focus：Identifying topic development within a paragraph 

Using the Internet effectively 

Evaluating Internet search results 

Writing focus：Reporting research findings 

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 

(1)《心理学英语教程》 

(2)《心理学与生活》 

(3)《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5. 思考题： 

(1) How to use computers as the assistant for research?     

(2) How to evaluate Internet search result? 

第六章  Dreams and personality(6 学时) 

1. 主要内容： 

Approaches to dreams 

Freud 

Jung 

Models of consciousness and personality 

2. 教学要求： 

Vocabulary focus：word sets：synonyms，antonyms，etc 

The language of trends 

Common lecture language 

Listening focus：understanding ‘signpost language’ in lectures 

Using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 in note-taking 

Speaking focus：making effective contributions to a seminar 

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 

(1)《心理学英语教程》 

(2)《心理学与生活》 

(3)《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5. 思考题： 

(1) Try to draw a word tree. 

(2) How to use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 in note-taking?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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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Thoughts and language（6 学时） 

1. 主要内容： 

Development ofthoughtsand language across cultures 

Models of consciousness and personality 

2. 教学要求： 

Vocabulary focus：Synonyms，replacement subjects，etc.，for sentence-level paraphrasing 

Reading focus：Locating key information in complex sentences 

Writing focus：Reporting findings from other sources：paraphrasing 

Writing complex sentences 

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心理学英语教程》、《心理学与生活》、《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5. 思考题：Sentence structures。 

第八章  Memory(6 学时) 

1. 主要内容： 

Models of memory 

Input –transfer—storag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emory 

Theories about forgetting 

Memory and hypnosis 

2. 教学要求： 

Vocabulary focus：compound nouns 

Fixed phrases from psychology 

Fixed phrases from academic English 

Common lecture language 

Listening focus：Understanding speaker emphasis 

Speaking focus：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3. 教学方法：Explanation；discussion；exemplification；listening practice。 

4. 学习资料： 

(1)《心理学英语教程》 

(2)《心理学与生活》 

(3)《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 

5. 思考题 Collect fixed phrases from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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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综合》课程教学大纲 

（Academic English） 

大纲主撰人：辛  静  沈莉娟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50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人文学院、教育学院、政治与社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美术学院 

【学分数】3 分                              【学时数】48 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属于通识课，为大学英语基础英语的后续拓展课程。课程以人文社科类通识内容和通识

题材为主，如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律、经济、管理等等；通过分主题学习，从中学习和训

练获取信息、分析、整合、判断和利用等能力，综合学习学术阅读、学术听力、学术口语及学术写

作的能力。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学术语境的英语学习培养一定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英语应用能力，以应

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形势下我国人才培养目标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The Course is designed for a sixteen-week term，meeting 3 classroom sessions per week after 

taking the General English courses. The target students are those from Humanities Department，

Education Department，Politics and Sociology Department，Culture Innovation Department and Fine 

Arts Department.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measurably build on students’ Academic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by engaging them in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that are relevant 

to real-world encounters in university and professional workplace environment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Orientation 3 3 

一 Unit 1Economics 9 9 

二 Unit 2 Business Ethics 9 9 

三 Mid-term Presentation 3 3 

四 Unit 3 Psychology 9 9 

五 Unit 4 Environment 9 9 

六 Final Presentation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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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以内容为主线，以培养学术交流能力为目的，系统训练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学术技能，

全面提高学生有效地、得体地使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与学术交流的能力。听过本课程的教学，使

学生具有阅读和评价一般学术文章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的能力、搜索文献和引用资料的能力、

大致理解学术讲座的能力、撰写一般议论文的能力、做展示和陈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英语学术阅读能力 批判性阅读和思考 掌握学术英语阅读技巧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英语学术听力能力 专业学术讲座、TED 演讲 掌握听讲座的策略，培养做笔记的能力 

英语学术口语能力 学术讨论、演讲展示 参与学术讨论和发言的能力、做学术演讲的能力 

英语学术写作能力 议论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 掌握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和论文写作能力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将阅读与写作教学紧密结合，以读促写，同时结合听说训练，

同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掌握学术技能。运用多媒体现代化教育技术，采用课堂教

学和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辅以项目研究法、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达到教学目的和课程目标。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主教材：《学术英语》（综合），季佩英、范晔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参考书： 

《学术写作英语》，Ken Hyland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John Langan 著，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演讲的艺术》Stephen E.Lucas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http：//www.economist.com 

http：//iwrite.unipus.cn 

http：//ted.com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平时成绩前 15%并期末卷面 80 分以上 

良好（80-89） 平时成绩前 15%-45%并期末卷面 70 分以上 

中等（70-79） 平时成绩前 45%-85%并期末卷面 65 分以上 

及格（60-69） 平时成绩前 85%-100%并期末卷面 60 分以上 

不及格（低于 60） 平时成绩为末尾 5%并期末卷面 60 分以下 

(3) 成绩构成：满分 100 分，平时成绩 50%，期末终结性评级 50% 

http://www.economist.com/
http://iwrite.unipus.cn/
http://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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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程考核：形成性评价（平时成绩）50% 包括：到课率与课堂参与 10%；平时作业完成

情况 10%；中期口头报告 10&；小论文写作 10%；期末口头报告 10% 

教学评估手段 

 

形成性评估  终结性评估 

 

过程管理与监控 50% 
 

期末考试 50% 

 

 

 

学 期

学 术

小 论

文 写

作 

 

 

 

 

课 堂

互动 

与 

回 答

问题 

 

 

 

 

 

网络 

作 业

与 

自主 

学习 

 

 

 

专 业

主 题

口 语

陈 述

演 示

（ 期

中） 

 

 

 

 

Project  

Proposal 

（期末） 

期末考试 

（笔试） 

学 术

英 语

听力 

学 术

英 语

词汇 

学 术

阅 读

理解 

学 术

写作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课程导论 

Orientation 3 学时 

第一章 Economics(9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并学习学术英语词汇，进行学术英语听说读

写技能的训练。 

2. 主要内容： 

(1) Text A Giving Thanks for the “Invisible Hand” 

(2) Listening，Speaking & Writing 

3. 教学内容： 

(1) 通过课内课外阅读，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如 the invisible hand，signaling 

theory，antitrust law，comparative advantage 等。 

(2) 阅读技能：概括文章大意和识别重要的 supporting points；理解长难句。 

(3) 听力技能：预测演讲的主要内容。 

(4) 口语技能：礼貌有效的询问信息和澄清；学会访谈和在 presentation 中报告访谈结果。 

(5) 写作技能：如何选题（选择学期小论文合适的、可操作的题目）和论文框架。 

第二章 Business Ethics（9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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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要求：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商务概念，并学习学术英语词汇，进行学术英语听说读写

技能的训练。 

2. 主要内容： 

(1) Text A 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 

(2) Listening，Speaking & Writing 

3. 教学内容： 

(1) 通过课内课外阅读，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商务概念，如 profit maximization，free enterprise，

creative capitalism，social responsibility，economic model，socioeconomic model，business ethnics 等。 

(2) 阅读技能：概括文章大意和识别重要的 supporting points；理解长难句。 

(3) 听力技能：掌握演讲中的要点。 

(4) 口语技能：礼貌地打断。 

(5) 写作技能：论文的开头和结尾。 

中期 Presentation 3 学时  小组汇报 

第三章  Psychology（9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并学习学术英语词汇，进行学术英语听说读

写技能的训练。 

2. 主要内容 

(1) Text A Two Ways of Looking at Life 

(2) Listening，Speaking & Writing 

3. 教学内容： 

(1) 通过课内课外阅读，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如 optimist，pessimist，personality，

character traits 等。 

(2) 阅读技能：概括文章大意和识别重要的 supporting points；理解长难句；对比和比较 

(3) 听力技能：识别重要的 supporting points 

(4) 口语技能：提出一个清晰、准确、可信的论点 

(5) 写作技能：论文的主体 

第四章  Environment(9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关于环境的概念，并学习学术英语词汇，进行学术英语听

说读写技能的训练。 

2. 主要内容： 

(1) Text A The Green Movement at 50：What Next? 

(2) Listening，Speaking & Writing 

3. 教学内容： 

(1) 通过课内课外阅读，了解掌握一些重要的关于环境的概念，如 environmentalism，ecology，

biodiversity，black carbon，ecosystem，environmental science，ecosphere，carbon dioxide 等。 

(2) 阅读技能：概括文章大意和识别重要的 supporting points；理解长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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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听力技能：如何处理不熟悉的词汇 

(4) 口语技能：在学术口语中进行反驳 

(5) 写作技能：避免抄袭和学写摘要 

期末Proposal 3 学时 

小组汇报：根据小组专业背景，口语介绍一个研究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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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英美——穿越时空之旅》课程教学大纲 

（Impressions of the UK and the USA） 

大纲主撰人：王  畇   戴无嫣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41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所有（非体育、美术 

及文创）各学院 

【学分数】3                          【学时数】48 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读写、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印象英美—穿越时空之旅》是一门文化类课程，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

旨在通过介绍英美文化知识，为学习者打开了解英美国家的一扇窗口。本课程顺着英语语言这条

脉络，带领学习者走近当今使用英语的两大国家—英国和美国，逐步了解英美文化的各个方面。

课程内容包括英美语言文化、地理历史、媒体文学、艺术美食、礼仪节日等，为全面了解英美文

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搭建了东西沟通的知识通道。本课程借助《印象英美——穿越时空之

旅》慕课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创建包括电子课件、视频、音频等多模态学习环境。

同时，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即学生通过学习平台在课前进行系统自学；继而在课上进行

面对面教授模式——通过练习、测试、课上提问、探讨、小组成果汇报等方式实现翻转课堂的教

学，从而达到低阶认知目标到高阶认知目标的转换。 

Impressions of the UK and the USA is a compulsory cultural course tailored for non-English 

majors. It aims to open a window for the learners to have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s of diverse aspects and appre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This course cover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geography，history，media，literature，art，food，etiquette，

festivals and the like，providing decent amount of cultural knowledge for learner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s. More impressively，this course is MOOC-based and creates a 

multi-functional learning context that learners have access to abundant teaching materials of various 

forms. Depending on the B-learning teaching method，students begin their learning by tasks on the 

MOOC platform，continue to have a face-to-face teaching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by means of 

exercise，quizzes，discussions，presentations，group work to achieve gradually from expected goal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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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ally-creative goals.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 

学时 

理论学时 

（线下学习 75%） 

实验、实践学时 

（线上学习 25%） 

一 
伟大的美国先贤：奇闻轶事串讲（Anecdotes：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6 6  

 

二 

美国大选：往昔今朝笑看风云 

（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6 6  

三 
国际通用语：英语的故事 （Lingua Franca：The Story 

of English） 
  3 

四 
美国梦：传奇往事 （American Dream：A History of 

Legend） 
6 6  

五 

美国治国理念溯源：制宪会议之“伟大的妥协” 

（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 The Great 

Compromise） 

6 6  

六 
浮光掠影：英伦风情  （A Glance at the British 

Landscape） 
  3 

七 

穿越美国：印象之旅  （Transamerica：A First 

Impression） 之偏见地图之共和党大本营得州案例

分析 

6 6  

八 

穿越美国：印象之旅  （Transamerica：A First 

Impression） 之偏见地图之民主党大本营得州案例

分析 

6 6  

九 
大学巡礼：英美教育一览 （An Overview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s） 
  1.5 

十 

生活在英美：礼仪与风俗 （Living in the UK and the 

USA：Etiquettes and Customs） 

 

  1.5 

十一 
品味文化：英美美食之旅 （Food Tour in Britain and 

America：A Taste of Culture） 
  1.5 

十二 
视觉盛宴：神奇的英美艺术之旅 （A Journey of Fine 

arts in the UK and USA） 
  1.5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英美两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国家，了解英美文化，有助了解西方世界主流文化，更好融入全

球化浪潮。本课程通过生动丰富的课程编排，为学习者呈现真实多元的英美文化知识，透过文化

现象指导学习者深入了解英美文明，并加深对英美文化的解读和反思，并学习他们先进的文化为

建设祖国提供智慧借鉴。，希望鼓励年轻学子形成“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奋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

繁荣强大而努力。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学生达成低阶认知目标（对基本知识点的

掌握）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进一步引导和同伴互助，进一步内化知识，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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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学生逐步达到高阶认知目标，实现课程的创造品质和生成品质。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提高人文科

学素养； 

英语的故事 

英美基本概况 

英美教育体系 

英美美食、礼仪和风俗 

英美经典艺术形式 

教学目标 1：掌握八个章节所涵盖

的基本知识点，建立对英美两国文

化的基本认知； 

(2)培养学生具有基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分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高阶认知能

力； 

对英美特殊文化现象进行深

入剖析和探究 

教学目标 2：在掌握英文文化基本

知识点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

深入思考和探索； 

(3)积累交叉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跨文化意

识和交际能力。 

相关课堂讨论、口头汇报、研

究报告、小论文等 

教学目标 3：树立跨文化意识，培

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英美文化相

关话题产生语言输出。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角色体验，在多模态学习环境

中进行翻转课堂的教学。首先要求学生在慕课平台上完成相关章节的视频学习，参与学习社区的

讨论，并完成相关课后练习；第二，在面对面的课堂教授中，学生通过做练习和测试的方式检测

对基本知识的掌握，达成低阶认知目标，同时积极参与课堂提问和讨论；第三，课后学习平台上

相关章节的拓展资料学习，参与讨论区同伴讨论和是师生互动，并完成老师布置的小组作业；最

后，在课堂进行小组成果汇报，同伴互评和教师点评，达成“生成性、创造性的”高阶认知目标。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英美文化基础教程（Essential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s）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核心阅读材料：详见慕课平台拓展资料部分。 

(2) 课程网站：www.icourses.cn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的评价方式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悉英美主流文化，对英美两国地理、政治、历史、教育、习俗等主要文化知识有全

面的认识，能对英美文化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反思，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

并能够就英美文化相关话题产生高质量的语言输出； 

良好（80-89） 

对英美主流文化较为熟悉，对英美两国地理、政治、历史、教育、习俗等主要文化知

识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能对英美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解读和反思，有较好的跨文化意

识和交际能力，并能够就英美文化相关话题产生较高质量的语言输出； 

中等（70-79） 

对英美主流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英美两国地理、政治、历史、教育、习俗等主要文

化知识有一定的认识，能对英美文化进行一定的解读和反思，具备基本的跨文化意识

和交际能力，并能够就英美文化相关话题产生一定量的语言输出； 

http://www.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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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及格（60-69） 

对英美主流文化有一些概念，对英美两国地理、政治、历史、教育、习俗等主要文化

知识有一定的认识，但能对英美文化进解读和反思欠缺，有跨文化意识和简单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并能够就英美文化相关话题产生简单的语言输出； 

不及格（低于 60） 

对英美主流文化概念模糊，对英美两国地理、政治、历史、教育、习俗等主要文化知

识的掌握呈现碎片化，缺乏对英美文化进解读和反思的能力，基本不具备有跨文化意

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英美文化相关话题产生语言输出呈碎片化。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 70%；期末考核 3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含： 

①慕课平台任务：单元测试 10%；讨论区参与 15% 

②个人思考任务、个人成果展示、小组讨论任务、小组展示 45%  

期末考核方式：案例分析、学期论文、基于项目的成果展示、微视频汇报、笔试等形式 3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伟大的美国先贤：奇闻轶事串讲 

（Anecdotes：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1. 教学要求：了解主要美国先贤，他们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对后来美国做出的贡献。 

2. 主要内容：了解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

逊；及前三次美国总统竞选及上述人物的关系。 

3. 教学方法：翻转课堂。 

4. 学习资料：教材相关章节、活页，视频，参考文献等拓展资料。 

5. 思考题：亚当斯密与托马斯杰弗逊之间的关系折射出美国的治国理念是什么？ 

第二章  美国大选：往昔今朝笑看风云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1. 教学要求：了解现代美国大选的基本过程、历届美国总统的共同点及有趣史实。 

2. 主要内容：了解现代美国大选的基本过程（包括“选举人团”和“赢者通吃”这两个概念）、

总统的竞选条件、副总统的主要作用（从历时的角度看演变过程）、历届美国选举中的一些共同

点和变化，从而了解相关宪法修订案；对比 2016 年总统竞选和 1788-89 年总统竞选。 

3. 教学方法：翻转课堂 

4. 学习资料：教材相关章节、活页，视频，参考文献等拓展资料 

5. 思考题：普选票获胜是否代表一定能当选美国总统？ 

第三章  国际通用语：英语的故事 

（Lingua Franca：The Story of English） 

1. 教学要求：掌握教学单元中重点知识点，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索，能够运用英语进行

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并进行文本的输出。 

2. 主要内容：本章将带你了解目前世界通用语——英语，介绍英语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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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具体讲述英语如何从一个岛国漂洋过海成为世界普遍使用的语言，以及英语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代表人物和历史故事，并展望在国际化背景下的新世界英语的未来和各种变体。 

3. 教学方法：慕课平台线上教学：观看线上视频，完成测试，参与讨论区互动； 

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 

(1)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Share your English learning stories with us. 

What are your gains and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English?  

(2)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which sounds more attractive to you and why?  

第四章  美国梦：传奇往事 （American Dreams：A History of Legend） 

1. 教学要求：了解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美国内战这段历史。 

2. 主要内容：了解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殖民地反抗新国家的诞生，及西进运动版图形成

的重大历史篇章。 

3. 教学方法：翻转课堂。 

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殖民史对独立后的美国在治国理念上的影响是什么？ 

第五章  美国治国理念溯源：制宪会议之“伟大的妥协”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The Great Compromise） 

1. 教学要求：了解制宪会议的主要内容及美国治国之本：精英治国和平民治国之间的   妥

协和平衡。 

2. 教学内容：了解制宪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制宪会议涉及的主要人物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伟大的妥协：康涅狄格妥协案：民主政治的灵魂；治国理念溯源：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

逊的恩怨情仇。  

3. 教学方法：翻转课堂。 

4. 学习资料：教材相关章节、活页，视频，参考文献等拓展资料。 

5. 思考题： 

(1) 为什么要召开制宪会议？ 

(2) 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及詹姆斯·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

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3)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第六章  浮光掠影：英伦风情 （A Glance at the British Landscape）  

1. 教学要求：掌握教学单元中重点知识点，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索，能够运用英语进行

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并进行文本的输出。 

2. 教学内容：本章将带领学习者走近英语的发源地——英国。讲解关于英国的相关政治和地

理概念，并依次介绍四个组成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通过这章课程，让

学习者真切感受一个往昔强国的历史命运与沉浮。 

3. 教学方法：慕课平台线上教学：观看线上视频，完成测试，参与讨论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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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 

(1) What is your dream place to travel in Britain and why? 

(2) Introduce one of the countries in Britain in about 5-6 sentences and talk about some famous 

people from that country.  

第七章  穿越美国：印象之旅（Transamerica：A First Impression） 

之偏见地图：共和党大本营得州案例分析 

1. 教学要求：深度解读共和党大本营得州。 

2. 教学内容：了解得州的前身、独立史及与墨西哥的关系、得州人的性格；了解美国奴隶制

的历史，蓄奴州和废奴州的角力及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共和党大本营；政策倾向极为保守：

反堕胎，反同性恋。 

3. 教学方法：翻转课堂。 

4. 学习资料：教材相关章节、活页，视频，参考文献等拓展资料。 

5. 思考题：小布什曾在当总统前任得州州长两届（第二届当了一年竞选美国总统），思考他在任

期间的政策，及所反应出的政党背景。 

第八章：穿越美国：印象之旅 （Transamerica：A First Impression） 

之偏见地图之民主党大本营得州案例分析 

1. 教学要求：深度解读共和党大本营得州。 

2. 教学内容：了解加州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加州人的特点、种族歧视问题、及从加州大

学看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构成。 

3. 教学方法：翻转课堂。 

4. 学习资料：教材相关章节、活页，视频，参考文献等拓展资料。 

5. 思考题：为何叫“金州”：淘金时代的历史。 

第九章  大学巡礼：英美教育一览 

（An Overview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s） 

1. 教学要求：掌握教学单元中重点知识点，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索，能够运用英语进行

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并进行文本的输出。 

2. 主要内容：本章内容包括英美知名高校巡礼、英美教育制度介绍、如何申请国外学校，以

及国际重要考试的相关介绍。 

3. 教学方法：慕课平台线上教学：观看线上视频，完成测试，参与讨论区互动。 

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 

(1) Which is your dream university to go for further education in Britain or America and why?  

(2) Introduce briefly about how to apply to universities overseas.  

第十章  生活在英美：礼仪与风俗 

（Living in the UK and the USA：Etiquettes and Customs）    

1. 教学要求：掌握教学单元中重点知识点，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索，能够运用英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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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并进行文本的输出。 

2. 主要内容：本章带领学习者了解到英美国家人士如何相互问候介绍、西餐礼仪如何、以及

西方婚礼的特色、还有如何给予小费。 

3. 教学方法：慕课平台线上教学：观看线上视频，完成测试，参与讨论区互动。 

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 

(1) What are good table manners?  

(2) What are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tiquettes and customs? 

第十一章  品味文化：英美美食之旅 

（Food Tour in Britain and America：A Taste of Culture）      

1. 教学要求：掌握教学单元中重点知识点，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索，能够运用英语进行

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并进行文本的输出。 

2. 主要内容：本章介绍生动有趣的英美美食文化，包括英国的下午茶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

等，为了解和融入西方文化提供一扇窗口。 

3. 教学方法：慕课平台线上教学：观看线上视频，完成测试，参与讨论区互动； 

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 

(1) What’s your favorite western food and why? 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do you think 

between western food and Chinese food?  

(2)  Do you like tea or coffee? If tea，why? If coffee，which type of coffee would you like most 

and why?  

第十二章  视觉盛宴：神奇的英美艺术之旅 

（A Journey of Fine arts in the UK and USA） 

1. 教学要求：掌握教学单元中重点知识点，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索，能够运用英语进行

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并进行文本的输出。 

2. 主要内容：本章中将带学习者领略经典西方艺术中的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通过对代表

人物和代表作品的介绍和赏析，提高学习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 

3. 教学方法：慕课平台线上教学：观看线上视频，完成测试，参与讨论区互动； 

4. 学习资料：慕课平台提供的视频资料、拓展资料及社区交互平台、课本教材及活页 

5. 思考题： 

(1) What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ience of art and the art of science?  

(2) Herbert Spencer once said，“Music must take rank as the highest of the fine arts，- as the one 

which，more than any other，ministers to human welfare.” Do you agree with him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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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阶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Elementary English） 

大纲主撰人：卢已均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51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课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民体专业 

【学分数】4                          【学时数】64 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公共必修课，是英语学习者的入门课程，课程从基本的发音、重音和语调开始，逐

步学会使用英语中的基本词汇、语法及句型结构，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本课程适

合于零起点或英语基础差，欲在短期内掌握英语基础的学习者，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

所学的知识。 

This course is a public compulsory one and a introductory curriculum for English learners. It starts 

with the basic pronunciation，accent and intonation，and then gradually helps the students to learn to use 

the basic vocabulary，grammar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English，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further study. This course is suitable for the beginners and those who want to master the 

English foundation in the short term，and it will also help the students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knowledge which they have learned.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1-18 课：物品，国籍，工作，颜色 14 14  

二 19-30 课：there be 句型；表示地点和方位 10 10  

三 31-42 课：现在正在进行的行为和将来的计划 10 10  

四 43-54 课：喜欢和想要；天气和国籍 10 10  

五 55-66 课：疾病和健康；日常活动 10 10  

六 67-72 课：过去的行为 10 1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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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教材所涉及的英语语音、语调、基础语法、词法和句法；能

对英语形成基本的语感，熟悉标准的英语发音系统，拥有简单的英语听力能力；能能进行简单的

日常对话，掌握近百个口语常用句型，掌握近五百个日常会话所需单词；掌握一般现在时，现在

进行时，一般过去时等基本时态，能进行简单阅读和模仿写写作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零起点的民体学生掌握基本的英语基

础知识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的基本功。 

能掌握教材所涉及的英语语音、语

调、基础语法、词法和句法 

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的运用能力。 
掌握日常对话所需基本单词和句型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利用多媒体等手段，课堂内教师讲授，学生讨论为主，课外学生练习以及加大自主学习强度

进行课堂内容的巩固。 

5. 课程资源： 

(1)《新概念英语一》上半册 

(2) 课程网站：蓝鸽平台；盖诺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无旷课，无迟到早退，课堂表现优秀，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

程作业，有优秀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全勤，课堂表现良好，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有良好的自主

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良好。 

中等（70-7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2 次。课堂表现较好，能

举手发言，能按时完成课程作业，有较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一般。 

及格（60-6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不捣乱课堂，能按

时完成课程作业，自主学习习惯一般，期末卷面成绩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有旷课和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并有玩手机，睡觉等现象。不能按

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无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较差。 

(3) 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和口试组成。平时成绩 40%+口试成绩

20%+笔试成绩 4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括四部分，各占 25%。第一部分为考勤（包括迟到早退，缺课，遵

守课堂纪律等）；第二部分为听写（每次课都有听写成绩记录）；第三部分为背诵（一学期至少完

成 20 篇课文的背诵）；第四部分为单元测试成绩（每单元会有测试，一学期共有 4 次单元测试）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1-18 课：物品，国籍，工作，颜色  

1. 教学要求：能熟悉含有 be 动词的一般疑问句，陈述句和否定句和特殊疑问句；能掌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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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词和形容词 

2. 主要内容：语法：一般疑问句②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特殊疑问句：对国籍，工作进行提问；

名词所有格；名词复数 词汇：名词和形容词教学 情境对话：寻找物品；谈论工作以及国籍；描

述人。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be 动词的不同形式和句式；你还能说出那些国籍和工作的英语单词？ 

第二章 19-30 课：there be 句型；表示地点和方位   

1. 教学要求：能熟练区别单数的复数名词，并能用 there be 句型造句。 

2.主要内容：语法：there be 句型；where 引导的问句；must 的用法 词汇：表示地点的介词

短语 情景对话：询问哪里有什么东西；描述一个房间。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写下一段描述自己卧室的英文吗？ 

第二章  19-30 课：there be 句型；表示地点和方位 

1. 教学要求：能熟练区别单数的复数名词，并能用 there be 句型造句。 

2. 主要内容：语法：there be 句型；where 引导的问句；must 的用法 词汇：表示地点的介词

短语 情景对话：询问哪里有什么东西；描述一个房间。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写下一段描述自己卧室的英文吗？ 

第三章  31-42 课：现在正在进行的行为和将来的计划 

1. 教学要求：掌握现在进行时和一般将来时，能谈论正在进行的行为以及谈论将来的计划。 

2. 主要内容：语法：现在进行时 be + doing；动词 + ing be going to 表示将来的用法；不定

代词 any 和 some；双宾语 词汇：掌握基本动词 情景对话：谈论正在进行的行为以及谈论将来

的计划。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用学过的句型制定未来的计划吗？ 

第四章  43-54 课：喜欢和想要；天气和国籍 

1. 教学要求：掌握一般现在时的基本用法。 

2. 主要内容：语法：情态动词 can；一般现在时；选择疑问句 词汇：掌握基本动词和国籍

的单词 情景对话：谈论日常行为。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用学过的句型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 

第五章  55-66 课：疾病和健康；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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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要求：复习巩固一般现在时，掌握和疾病有关的单词和句型。 

2. 主要内容：语法：复习一般现在时；情态动词 must；并列连词 so；时间表达。 词汇：时

间副词和动词。情景对话：谈论如何保持健康。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用学过的句型谈谈如何保持健康吗？ 

第六章  67-72 课：过去的行为 

1. 教学要求：掌握一般过去时初步。 

2. 主要内容：语法：一般过去时。 词汇：掌握基本的过去式动词 情景对话：谈论过去发生

的事。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用学过的句型谈谈发生过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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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Intermediate English） 

大纲主撰人：卢已均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52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民体专业 

【学分数】4                                【学时数】64 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初阶英语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公共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打下较好的语言学习基础，培养自主学习

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具有初步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和阅读能力。该课

程能帮助学生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具备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并为后续阶段高层次的英语学习奠定

一定的基础。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one. It will help students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language 

learning，form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literacy，so that 

they have the preliminary ability to use English，especially in listening and reading ability.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master basic English communication ability which is useful in their future work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stage of high-level English learning..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73-88 课：一般过去时和副词；have 的用法；现在完成时 14 14  

二 89-106 课：一般将来时和宾语从句 14 14  

三 107-116 课：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不定代词 12 12  

四 117-132 课：时态和情态动词 12 12  

五 133-144 课：从句和被动语态 12 12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认知 1500 个英语单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熟练掌握其

中的 800 个高频词汇；能听懂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的结构简单、发音清楚、语速较慢（每分钟 80

词左右）的英语对话和不太复杂的陈述，理解基本正确；能用英语进行一般的课堂交际，并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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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动中进行简单的交流。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零起点的民体学生掌握基本的英语基础

知识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的基本功。 

能掌握教材所涉及的英语语音、语

调、基础语法、词法和句法 

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的运用能力。 

掌握日常对话所需基本单词和句

型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利用多媒体等手段，课堂内教师讲授，学生讨论为主，课外学生练习以及加大自主学习强度

进行课堂内容的巩固。 

5. 课程资源： 

(1) 教材：《新概念英语一》下半册 

(2) 课程网站：蓝鸽平台；盖诺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无旷课，无迟到早退，课堂表现优秀，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程

作业，有优秀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全勤，课堂表现良好，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有良好的自主学

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良好。 

中等（70-7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2 次。课堂表现较好，能举

手发言，能按时完成课程作业，有较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一般。 

及格（60-6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不捣乱课堂，能按时

完成课程作业，自主学习习惯一般，期末卷面成绩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有旷课和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并有玩手机，睡觉等现象。不能按时

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无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较差。 

(3) 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和口试组成。平时成绩 40%+口试成绩

20%+笔试成绩 4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括四部分，各占 25%。第一部分为考勤（包括迟到早退，缺课，

遵守课堂纪律等）；第二部分为听写（每次课都有听写成绩记录）；第三部分为背诵（一学期至

少完成 20 篇课文的背诵）；第四部分为单元测试成绩（每单元会有测试，一学期共有 4 次单元测

试）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73-88 课：一般过去时和副词；have 的用法；现在完成时  

1. 教学要求：能掌握一般过去时和副词，能了解 have 不同用法和搭配，掌握现在完成时的

基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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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语法：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形式；have 的用法。词

汇：动词；have 的短语。 情境对话：能谈论过去发生的但对现在有影响的行为。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区别是什么？ 

第二章  89-106 课：一般将来时和宾语从句 

1. 教学要求：掌握一般将来时的基本用法和简单的宾语从句。 

2. 主要内容：语法：will 的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的时间；宾语从句。 词汇：动词。 情景

对话：谈论将来会发生的行为。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be going to 和 will 表示将来有什么区别？ 

第三章  107-116 课：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不定代词 

1. 教学要求：掌握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能灵活运用不定代词。 

2. 主要内容：语法：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any/some/every/no+one/where/body/thing

的不定代词的用法。词汇：掌握形容词和副词。 情景对话：能进行比较。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形容词和比较级和最高级有什么区别？ 

第四章  117-132 课：时态和情态动词 

1. 教学要求：掌握英语基本时态，掌握 must，can，may 这些情态动词的不同用法。 

2. 主要内容：语法：过去进行时；过去完成时；定语从句；情态动词表示猜测。词汇：情态

动词和连词。情景对话：猜测。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must，may，can 的区别是什么？ 

第五章  133-144 课：从句和被动语态 

1. 教学要求：掌握宾语从句和被动语态。 

2. 主要内容：语法：宾语从句；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被动语态。 词汇：动词和名词。 情

景对话：谈论对未来的猜想。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英语中为什么喜欢用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经常用在什么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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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English） 

大纲主撰人：卢已均     大纲审核人：俞霞君 

 

【课程代码】081053001                  【课程修习类型】公共必修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民体专业 

【学分数】4                           【学时数】64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                   【先修课程】初阶英语，中阶英语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公共必修课，通过对句型结构的分析及对短语基本用法的讲解，使学习者能真正在

听说读写中运用地道的句型。从而系统地掌握基础语法知识和各种句型，同时加强了写作能力和

阅读理解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打下良好的语言学习基础，掌握适合自身的语言学习

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并为后阶段高层次的英语学习提供基础、途径

和方法。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one，which will help students grasp the boring grammar and apply the 

authentic sentence pattern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s 

and the basic usage of the phrases，so that learners can grasp the grammatical knowledge and various 

sentences patterns systematically，thus strengthening the writing and reading ability. Through this 

course，students will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language learning，master their own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s，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literacy，

providing the foundation，the way and the method for the high level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post-stage.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1 Lesson1A private conversation 私人谈话 2 2  

Lesson2 Breakfast or lunch?早餐还是午餐? 2 2  

Lesson3 Please send me a card 请给我寄一张明信片 2 2  

Lesson4 An exciting trip 激动人心的旅行 2 2  

Lesson5 No wrong numbers 无错号之虞 2 2  

Lesson6 Percy Buttons 珀西·巴顿斯 2 2  



 

— 297 — 
 

公  共  课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Lesson7 Too late 为时太晚 2 2  

Lesson8 The best and the worst 最好的和最差的 2 2  

Lesson9 A cold welcome 冷遇 2 2  

Lesson10 Not for jazz 不适于演奏爵士乐 2 2  

Lesson11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礼尚往来 2 2  

Lesson12 Goodbye and good luck 再见，一路顺风 2 2  

Lesson13 The Greenwood Boys 绿林少年 2 2  

Lesson14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会讲英语吗? 2 2  

Lesson15 Good news 佳音 2 2  

Lesson16 A polite request 彬彬有礼的要求 2 2  

Lesson17 Always young 青春常驻 2 2  

Lesson18 He often does this! 他经常干这种事! 2 2  

Lesson19 Sold out 票已售完 2 2  

Lesson20 One man in a boat 独坐孤舟 2 2  

Lesson21 Mad or not? 是不是疯了? 2 2  

Lesson22 A glass envelope 玻璃信封 2 2  

Lesson23 A new house 新居 2 2  

Lesson24 It could be worse 不幸中之万幸 2 2  

Lesson25 Do the English speak English? 英国人讲的是英语吗? 2 2  

Lesson26 The best art critics 最佳美术评论家 2 2  

Lesson27 A wet night 雨夜 2 2  

Lesson28 No parking 禁止停车 2 2  

Lesson29 Taxi! 出租汽车 2 2  

Lesson30 Football or polo? 足球还是水球? 2 2  

Lesson31 Success story 成功者的故事 2 2  

Lesson32 Shopping made easy 购物变得很方便 2 2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英语形成基本的语感，熟悉标准的英语发音系

统。认知 1500 个英语单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熟练掌握其中的 800 个高频词汇。掌握

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如词类、词组、构词法；名词的数、格、性；动词的分类、时态、语态；

助动词、情态动词等等；了解一般的惯用法，在听、说、读、写中能正确运用所学语法知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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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懂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的结构简单、发音清楚、语速较慢（每分钟 80 词左右）的英语对话和不

太复杂的陈述，理解基本正确。能用英语进行一般的课堂交际，并能在日常活动中进行简单的交

流。能阅读初等难度的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理解正确。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培养一定词汇和语法基础的民体

学生较高层次的写作和阅读能力。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的基本功。 

在听、说、读、写中能正确运用所学语法

知识。 

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训练和

提高学生英语的运用能力。 

能听懂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的结构并能阅

读初等难度的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利用多媒体等手段，课堂内教师讲授，学生讨论为主，课外学生练习以及加大自主学习强度

进行课堂内容的巩固。 

5. 课程资源： 

(1) 教材：《新概念英语二》 

(2) 课程网站：蓝鸽平台；盖诺平台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全勤，无旷课，无迟到早退，课堂表现优秀，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

程作业，有优秀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优秀。 

良好（80-89） 
全勤，课堂表现良好，能积极举手发言，能按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有良好的自主

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良好。 

中等（70-7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2 次。课堂表现较好，能

举手发言，能按时完成课程作业，有较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一般。 

及格（60-69） 
缺课的时候能按照学校要求做好请假，但请假次数不超过 3 次。不捣乱课堂，能按

时完成课程作业，自主学习习惯一般，期末卷面成绩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有旷课和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不能积极参与，并有玩手机，睡觉等现象。不能按

时认真完成课程作业，无自主学习习惯，期末卷面成绩较差。 

(3)成绩构成：总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和口试组成。平时成绩 40%+口试成绩 20%+

笔试成绩 40% 

(4)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括四部分，各占 25%。第一部分为考勤（包括迟到早退，缺课，遵

守课堂纪律等）；第二部分为听写（每次课都有听写成绩记录）；第三部分为背诵（一学期至少

完成 20 篇课文的背诵）；第四部分为单元测试成绩（每单元会有测试，一学期共有 4 次单元测试）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Lesson1  A private conversation 私人谈话     

1. 教学要求：熟读课文，掌握课文中的词汇与短语；了解、熟悉课文；学会用简单陈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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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了解在剧院看戏礼仪，培养良好情操。 

2. 主要内容：回顾与复习一般过去时；词语的记忆和使用；用英语概括课文主要内容；语法

简单陈述句的理解和使用。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游戏。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What should we do in a theatre? 

Lesson 2  Breakfast or lunch?早餐还是午餐?  

1. 教学要求：学习新单词和短语；了解“It”的用法；掌握一般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的用

法；掌握感叹句（what 和 how）的使用。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讲解；摘要写作；关键句型；一般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

时。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what 和 how 引导的感叹句有什么区别？ 

Lesson 3  Please send me a card 寄张明信片  

1. 教学要求：灵活运用主系表结构战网一般过去式的三种句型；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掌

握双宾在句中的使用。 

2. 主要内容：一般过去时的句型；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双宾在句中的用法。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还知道哪些动词的过去式？ 

Lesson 4  An exciting trip 激动人心的旅行 

1. 教学要求：掌握易于混淆的词语；了解现在完成时概念；掌握现在完成时的结构和用法。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现在完成时定义和用法。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分享一段旅行经历。 

Lesson 5  No wrong numbers 无错号之虞 

1. 教学要求：掌握动词过去分词的变化规则；了解关于 way 和 space 的词组；理解一般现在

时与现在完成时之间的区别和用法。 

2. 主要内容：动词过去分词的变化规则和运用；关于 way 和 space 的词组；一般过去时和现

在完成时区别。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复述课文。 

 

Lesson 6  Percy Buttons 珀西·巴顿斯 



 

— 300 — 
 

公  共  课 

1. 教学要求：掌握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用法；了解短语动词的概念和用法；提高听、说、读

的能力。 

2. 主要内容：课文理解；关键句型：A，The and Some；短语动词的概念和用法。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复述课文。 

Lesson 7  Too late 为时太晚 

1. 教学要求：掌握介词的用法；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过去进行时的概念和构成；掌握过去进

行时和一般过去时的区别。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介词的用法；课文理解；过去进行时构成；过去进行时 VS 一

般过去时。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看图背课文。 

Lesson 8  The best and the worst 最好的和最差的 

1. 教学要求：能够正确读写及运用新单词，了解跟 every 相关的复合不定代词；掌握词组的

意思并能在句子中熟练运用；掌握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变化规则；理解文章的主题

思想，增强阅读理解能力。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跟 every 相关的复合不定代词；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描述一场比赛。 

Lesson 9  A cold welcome 冷遇 

1. 教学要求：掌握引导时间状语的介词；背诵并默写课文；熟记本课单词、词组和课文语言

点；理解并记忆课文的内容；进一步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时间状语的介词（at，in，on…）的用法。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归纳时间相关的短语。 

Lesson 10  Not for jazz 不适于演奏爵士乐 

1. 教学要求：了解文中钢琴的由来；掌握被动语态的用法；学习双重所有格；背诵并默写课

文；熟记本课单词、词组和课文语言点。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被动语态的构成和用法；双重所有格；与被动语态的 made 连用

的几个介词。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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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谈谈你熟悉的乐器。 

Lesson 11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礼尚往来 

1. 教学要求：本课生词及初中英语单词；熟练背诵课文；复习一般现在时 VS 一般过去时 VS

现在进行时 VS 过去进行时 VS 现在完成时；掌握句型：动词+名词/代词+不定式及连词构成的复

合句。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句型：动词+名词/代词+不定式；复习一

般现在时 VS 一般过去时 VS 现在进行时 VS 过去进行时 VS 现在完成时。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你曾经借钱或者被借钱的经历。 

Lesson 12  Goodbye and good luck 再见，一路顺风 

1. 教学要求：了解一般将来时的定义；掌握一般将来的构成和运用；掌握句型“be+adv.”结构；

熟练朗读课文。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精讲课文；一般将来时的定义和构成；句型“be + adv.”结构。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知道一般将来时的几种不同形式吗？ 

Lesson 13  The Greenwood Boys 绿林少年 

1. 教学要求：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学生可以扩充一些常见的词汇量和短语；理清文中乐队的行

程并用目标语言描述其关键点；掌握将来进行时的用法。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语法点：将来进行时的用法；语言点：用将来进行时来简单陈述

时间或事件表；对听力材料即文本内容信息的摄取和整理。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谈谈你喜欢的乐队。 

Lesson 14  Do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讲英语吗?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掌握过去完成时态的用法；学会区分一些单词和短语的用

法（不定代词）。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的读音、含义及用法；课文讲解；过去完成时态的用法；过去完成

时 VS 现在完成时；词语和短语辨析：不定代词（neither，either，both）。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思考一下 British English 和 American English 的区别。 

Lesson 15  Good news 佳音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定义；掌握直接引语和间接引

语的用法及转换；了解课文文化背景。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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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你的 good news。 

Lesson 16  A polite request 彬彬有礼的要求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了解条件状语从句的定义；了解西方停车文化背景；掌

握条件状语从句的用法。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条件状语从句的定义及用法；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How to obey traffic rules? 

Lesson 17  Always young 青春常驻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情态动词 must 和 have to 的含义；掌 握 情 态 动 词

must 和 have to 的用法；了解课文文化背景。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情态动词 must 和 have to 的定义

及用法；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对“young”的看法。 

Lesson 18  He often does this!他经常干这种事!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熟练运用过去完成时态；掌握 have 的用法。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Have 的用法；过去完成时态的运用。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Do you like dogs？ Why or why not？ 

Lesson 19  Sold out 票已售完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掌握情态动词 can，could，may 的用法（请求和推测）；

了解文化背景。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情态动词 can，could，may 的定

义及用法；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用本课学到的情态动词编一个情景对话吗？ 

Lesson 20  One man in a boat 独坐孤舟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课文大意；掌握动词 ing 形式做主语和宾语的用法；

了解文化背景。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ing 形式做主语和宾语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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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有些动词后加不定式和家动名词的不同含义；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What’s your hobby？ 

Lesson 21  Mad or not?是不是疯了?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课文大意；熟练运用不同时态的被动语态；了解文化

背景。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被动语态；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讨论：Do you like to live near airport? Why? 

Lesson 22  A glass envelope 玻璃信封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课文大意；掌握常见动词搭配的介词；了解文化背景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常见动词搭配的介词；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游戏。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Lesson 23  A new house 新居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课文大意；熟练运用一般将来时态、将来进行时、过

去完成时、间接引语、条件状语从句、情态动词及被动语态；了解文化背景。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讲解；摘要写作；关键句型；复习各种时态。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角色扮演对话。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你的宿舍。 

Lesson 24  It could be worse 不幸中之万幸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课文大意；复习第 2 至 23 课的重难点；了解文化背

景。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讲解；摘要写作；复习 SD2-23。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你近日发生的比较幸运的事情。 

Lesson25  Do the English speak English?讲的是英语吗?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理解课文大意；了解书信写作的格式；掌握并列句中的语

序。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书信写作。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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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英语书信格式和中文有什么不同？ 

Lesson 26  The best art critics 最佳艺术评论家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理解课文大意；掌握询问职业的句子；了解英

文当中的引号的作用。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询问职业的句子；英文当中的引

号的作用；文本内容。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What do you want to be？ 

Lesson 27  A wet night 雨夜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理解课文大意；掌握主动语态变被动语态的方

法；熟练运用几种常用时态的被动语态。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课文讲解；信头各部分的顺序；

主动语态变被动语态的方法；几种常用时态的被动语态。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你能续写这篇课文吗？ 

Lesson 28  No parking 禁止停车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理解课文大意；复习书信写作；熟练运用现在

完成时态；了解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的用法。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课文讲解；复习现在完成时态；

复习书信写作；定语从句。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Lesson 29  Taxi!出租汽车!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区分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了解表语从句

的结构。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课文讲解；对比一般过去时和

现在完成时；表语从句的结构。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你对交通工具的看法。 

Lesson 30  Football or polo?足球还是水球?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了解水球的文化背景；掌握 the，some 和 any

的用法；掌握英语中姓名和地名前面不加冠词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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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课文讲解；the，some 和 any 的

用法；姓名和冠词（a，the）的联系。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Lesson 31  Success story 成功者的故事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掌握过去进行和 used to 的使用；了解关于如

何在商业成功的男人开始的故事。 

2. 主要内容：词汇和短语的读音、含义、用法及拓展知识；课文讲解；过去进行和 used to 

的使用。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小组讨论。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说一个名人成功的故事。 

Lesson 32  Shopping made easy 购物变得很方便 

1. 教学要求：掌握新单词和短语含义及用法；掌握 as + adj./adv.+as.的使用；掌握英语中与

过去比较的方式；了解在大商店发生的故事。 

2. 主要内容：生词和短语；课文理解；摘要写作；as + adj./adv.+as.的用法；与过去比较的方

式。 

3. 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视频观看并模仿。 

4. 学习资料：自学笔记；附加练习。 

5. 思考题：用英语谈谈你进入大学后的变化，要用到课文中学到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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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大纲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大纲主撰人：张晓贤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4000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课 

【开课学院】 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 

 

一、课程说明 

1. 课程介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该课程主要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

大学生认识健康心理对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增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和途径，帮助大学生

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有效开发心理潜能，培养创新精神。 

Mental health education，as a required course designed for all the undergraduates，mainly helps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and realizes that the important of the mental health 

when they grow up. at the same time，fosters students' good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excellent quality 

of self-respect，self-love and autonomy，develops psychological potential effectively，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y this course. 

2. 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大学生心理健康导论 2 2  

二 大学生的学习心理 2 2  

三 大学生的情绪极其管理 2 2  

四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2 2  

五 大学生的人格培养 2 2  

六 大学生的恋爱与性心理 2 2  

七 大学生的挫折应对与压力管理 2 2  

八 大学生的生命教育 2 2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阐述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并帮助学生掌握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的方法和途径。该课程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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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内容； 

目标 2：了解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及常见的心理问题； 

目标 3：了解大学生的学习心理并掌握良好学习习惯的方法； 

目标 4：了解大学生情绪发展及常见的情绪困扰； 

目标 5：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目标 6：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 

目标 7：了解大学生常见的挫折并学会应对的方法； 

目标 8：掌握培养良好人格的方法。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初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 大学生心理健康导论 教学目标 1、2 

了解学习心理，学会学习 大学生的学习心理 教学目标 3 

学会处理情绪、恋爱及人际交往问题 

大学生的情绪极其管理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大学生的恋爱与性心理 

教学目标 4、5、6 

正确应对压力，塑造良好的人格 
大学生的挫折应对与压力管理 

大学生的人格培养 
教学目标 7、8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讨论、实践 

5. 课程资源： 

(1)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马伟娜，《大学生心理健康八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马建青，《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李梅、黄丽，《大学生心理健康十二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2 年 

赵丽琴，《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夏小林，《大学生心理健康》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郑日昌，《大学生心理健康——自主与自助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张大均、吴明霞，《大学生心理健康》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刘峰、蔡迎春，《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灵成长之旅》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完全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知识、理论及方法，能较好地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良好（80-89） 较好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知识、理论及方法，能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中等（70-79） 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知识、理论及方法，不能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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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及格（60-69） 基本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知识、理论及方法，不能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不及格（低于 60） 没有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知识、理论及方法，不能指导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 40%+期末成绩 6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出勤+课堂表现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大学生心理健康导论（2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心理与心理健康的标准，明确健康是身心健康的统一，掌握心理健康的标

准；知悉大学生心理发展点；了解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学会用具体方法应对。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你对心理健康知多少——认识心理健康 

第二节  你对自身心理发展知多少——认识我们的心理发展特点 

第三节  如何判断自身心理健康与否——掌握我们的心理健康标准 

第四节  心理健康的法宝——维护我们的心理健康 

第五节  你能识别和处理心理危机吗——应对我们的心理危机 

3. 教学方法：教授、案例教学、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马斯洛等著，林方等编译.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 年 

(2) 艾里希·弗洛姆 著，李健鸣等译.爱的艺术.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 

(3) 许宜鸣.重塑心灵. 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9 年 

(4) 马建青.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5. 思考题：如何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第二章  大学生的学习心理（2 学时） 

1. 教学要求：认识大学生的学习特点、知悉该如何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动机、 掌握大

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方法、学会如何培养创新能力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你对学习知多少——了解我们的学习心理 

第二节  是什么使你不断学习——激发与培养我们的学习动机 

第三节  你真的会学习吗——养成我们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四节  你的创新能力怎样——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刘电芝，田良臣. 高效率学习策略指南.科学出版社，2011 年 



 

— 309 — 
 

公  共  课 

(2) 阿代尔，著，邓敏强，柯祥河译.时间管理.海南出版社，2008 年 

(3) 丹尼尔·戈尔曼.每个人都有创造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 思考题： 

(1) 大学的学习与高中学习有何不同？ 

(2) 你将如何应对大学的学习？ 

第三章  大学生的情绪极其管理（2 课时） 

1. 教学要求：知悉情绪的概念、功能及与健康的关系、了解大学生情绪的发展特点及常见情

绪困扰、认识情商，并利用具体方法提高情商、成为自我情绪的主人，成为别人眼中的社交之星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你对情绪知多少——了解情绪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为什么你会不开心——认识我们的情绪困扰 

第三节  快乐的秘籍是什么——体验情商管理的力量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团体活动、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李江雪.大学生情绪管理与辅导.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王晓华.情商：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理论导刊，2009(8)：90-92 

(3) 西武.哈佛情商课. 新世界出版社.2009 年 

(4) 杨瑾.大学生情绪管理与压力应对策略.社科纵横，2011，26(7)：161-163 

5. 思考题： 

(1) 根据所学内容，谈谈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分别给自己带来哪些影响？举例说明。 

(2) 根据自身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管理策略。 

第四章  大学生人的人际交往（2 学时） 

1. 教学要求：知悉什么是人际交往及其有趣的现象、了解大学生人际交往中存在的 普遍现

象、掌握影响人际吸引的主要因素、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提高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交往知多少——认识人际交往 

第二节  进行人际交往的——了解我们的人际交往 

第三节  己更受欢迎——提升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团体活动、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樊富珉.团体心理辅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2) 黄士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 米尔顿·赖特著，周智文译.倾听和让人倾听：人际交往中的有效沟通心理学.新世界出版社，

2009 年 

(4) 莫里克·罗森伯格，丹尼尔·希尔弗特著，段鑫星，吴国莎译.最靠谱的行为观察术——人际

交往中识人相处之道.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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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 

(1) 在恋人与寝室同学之间，如何分配相处时间？ 

(2) 如何赢得好人缘？ 

(3) 如何有效处理人际冲突？ 

第五章  大学生的人格培养（2 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人格的概念及其结构和特征、知悉大学生气质、性格的特点、认识大学生

常见的不良人格特征、掌握培养自尊、自信、坚韧等积极人格品质和塑造自己的健全人格的方法

措施。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同——认识人格 

第二节  你对自身人格特点知多少——知悉我们的人格特点 

第三节  大学生如何完善自我——培养我们的自我意识 

第四节  如何拥有健全的人格——培养我们的健全人格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海伦·帕尔默.九型人格.华夏出版社，2006 年。 

(2) 杨白群.成长心灵给力人生——大学生心理健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 思考题： 

(1) 谈一谈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 

(2) 如何培养自己的健全人格？ 

第六章  大学生的恋爱与性心理（2 课时） 

1. 教学要求：大学生恋爱心理的特点、如何提高恋爱能力、如何提高性行为的调节能力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你对恋爱知多少——认识我们的恋爱心理 

第二节  你的恋爱状况如何——提升我们的恋爱能力 

第三节  你对性行为知多少——认识和调适我们的性行为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芦淼.不一样的恋爱心理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 

5. 思考题： 

(1) 如何提高自身的恋爱能力? 

(2) 如何处理失恋的困扰? 

第七章  大学生的挫折应对与压力管理（2 课时） 

1. 教学要求：知悉挫折、压力的特征和遇到挫折、压力后人们的生理、心理、行为反应、了

解大学生常见的挫折和引发的心理防御、掌握挫折耐受性的提高方法和压力管理的方法、在日常

生活中会运用应对挫折和压力的方法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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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你对挫折与压力知多少——认知挫折与压力 

第二节  为什么偏偏是我——了解我们常见的挫折 

第三节  遇到挫折怎么办——提升我们的耐挫能力 

第四节  面对压力应该怎么办——有进行压力管理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团体活动、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张丽萍，周广亚.大学生抗挫折心理能力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

138-142. 

(2) 格雷格·里德著，王丽译. 恰到好处的挫折：在最深的绝望，遇见最美的意外.北京时代华

文书局.2015 年 

(3) 赵波，陆晓花.大学生压力应对与管理策略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0，7：36-40. 

5. 思考题：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如何更好应对压力与挫折？ 

第八章  大学生的生命教育（2 课时） 

1. 教学要求：知悉人生和人生境界、思考人生价值及其实现、认识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分析

生命危机并从危机实现人生成长。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你对生命知多少——认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第二节  你如何看待生命——知悉我们的生命意识与心理危机 

第三节  你能识别和处理心理危机吗——应对我们的心理危机 

3.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团体讨论。 

4. 学习资料： 

(1) 露易丝·海.生命的重建.中国宇航出版社，2008 年。 

(2) 胡军，王怡心.胡适论人生.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 年。 

5. 思考题： 

(1) 你遭遇过哪些心理危机？ 

(2) 你认为自己该怎么做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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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A1》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大纲主撰人：郑德印      大纲审核人：韩征 

 

【课程代码】02490206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应用）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工程、科学教育、地理信息等理工科各专业 

【学分数】5                              【学时数】80（80、0；0） 

【建议修读学期】第 1 学期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高等数学 A1》是面向杭州师范大学理工科类专业的本科生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

包括一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不定积分与定积分以及常微分方程，是学习后续课程

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的数学基础，是大学理工科各专业专业学习不可缺少的前置课程。在培养

理工科专业人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传授高等数学知识和方法，

同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

和自学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dvanced Mathematics A1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which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limit 

and continuous of one variable function，derivative，differentiation，indefinite integral，definite integral 

and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This course is an essential bas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follow-up 

courses and obtain furth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course in 

majo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nd plays an important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lent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is course is to impart advanced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methods，at the same time，through each link of teaching，to train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abstract thinking，logical reasoning，graphic thinking，operational capability，

self-study，as well as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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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一 函数与极限 13 13 0 

二 导数与微分 14 14 0 

三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13 13 0 

四 不定积分 15 15 0 

五 定积分 15 15 0 

六 定积分的应用 5 5 0 

七 常微分方程 5 5 0 

 合计 80 80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理解极限、连续的概念，掌握求极限的基本方法和极限、连续的理论与应用。  

目标 2：理解导数与微分概念，熟练掌握求导公式与求导方法以及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

用。 

目标 3：理解积分的概念，熟练掌握积分公式与基本积分方法以及积分理论与应用。 

目标 4：了解常微分方程概念，会解简单的分离变量方程、一阶和二阶线性方程。  

②能力方面  

目标 5：具备基本的极限、导数、微分、积分的计算能力。  

目标 6：具有使用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的理论进行理论论证的能力。  

目标 7：具有使用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8：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目标 9：培养学生运用一元函数微积分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10：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 

②掌握扎实的一元微积分学和常微分方程的知识； 

③掌握一元微积分学和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和思想

方法。 

①微积分发展历史的介绍，文献的阅

读等；②各种一元微积分学和常微分

方程问题的解决和方法的运用；③极

限、连续、导数、积分、常微分方程

的重要定理。 

教学目标 

1、2、3、4 

2. 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数学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论证能力。 

①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

方程等问题的解决，促使学生能力的

提升；②通过例题和作业的分析，加

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推理能力的

训练。 

教学目标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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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3. 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野，开放包

容，与时 

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科学

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

讨论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介绍微积

分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新成果，要

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8、9、10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数学概念的教学，建议实例法引入概念，增加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数学概念

不是过于抽象、难于理解，这也为数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数学的应用奠定基础。对于新的数

学概念、性质和运算，建议使用对比法，对比已有的概念、性质和运算，这样有利于学生消化吸

收，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问题一环扣一环，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  

(3) 每一章应当有一次习题课，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处理作业和解疑释难。采用讨论法展

开习题课的教学，有助于师生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弱点、难点等问题，也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4) 要合理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多媒体展示的直观性好，合理使用可以让抽象的

数学概念形象化，难于想象和描述的空间图形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数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运算性，这些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还是有效的。  

(5) 学生作业和课后答疑互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要提供多种答疑互动的方式，QQ、微

信、手机、Email 等。 

(6)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上不能过分形式化。在讲授传

统内容时，应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

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7) 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教专业对数学工具的侧重或特殊需要，以便在内容组织与例题选择

上予以关照，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研究专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高等数学》（上）（第七版），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高等数学》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同济第六版，同济大学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练》 原著 B.吉米多维奇，张天德、蒋晓芸编，山东科技技术出版社。 

《高等数学同步测试卷》（上册.同济六版）张天德。天津科技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① 《高等数学》课程网页： 

http://www.hep-st.com.cn/bookquery/bookinfo.jsp?p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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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② 杭师大教务处幕课教学平台：《高等数学微课》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③ 玩课网《高等数学》翻转课堂教学平台：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④ 杭师大数学系微课教学网页：http：//math.hznu.edu.cn/mov/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采用期末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查、测验相结合的形式。期末考试实行教考

分离。采用Ａ、Ｂ卷（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平行班期末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流水

批改试卷。期中与单元测试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同时也鼓励教师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尝试其它考核方法，但须征得学校和学院的同意。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理解本课程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

能力和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

能力。很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良好（80-89） 

理解本课程的重要概念，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论证能力

和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中等（70-79） 

理解本课程的部分概念，能掌握部分知识点、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应用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

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够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

迟到和早退现象。 

及格（60-69） 

掌握握部分概念、部分知识点、部分理论和一些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一些

理论论证和一些实际应用的计算，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基本能

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不及格（低于 60） 

重要概念、知识点、理论和思想方法不熟悉或了解不完全，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

际应用能力较差。没有较好的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含到课情况、作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和课堂表现等内容，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任

课教师自己掌握。平时成绩的各项内容都要有记录，并及时公布，得到学生的确认，期末考试前

公布平时成绩。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教学要求：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时对难度较大的部分基础理论，不追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http://math.hznu.edu.cn/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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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严格的论证和推导，只作简单说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大纲以外的内容。注重基

本运算的训练，但不考虑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注重通性通法的讲解，但不考虑技巧性特强或

很特殊的性质和方法。 

说明：教学内容按教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

“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能”等词表述，最低要求用“知道”等词表述。

“知道”内容，期末考试不考。 

2.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13 学时）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14 学时）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3 学时） 

第四章  不定积分（15 学时） 

第五章  定积分（15 学时）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5 学时） 

第七章  微分方程（5 学时） 

3. 教学方法：倡导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玩课网翻转课堂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而课堂

上教师重点解疑释难，同时课后又辅以线上答疑辅导和练习测验。这样必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下，高等数学课时被大幅缩减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较好的解

决方案。另外，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入 PPT、视频、网页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延

伸课堂教学内容。教师应当深入浅出，通过直观说明、几何意义、几何图形、举例、对比等手段，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经典的理论同化、典型的方法融化、重要的思想方

法一般化，让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数学能力确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 学习资料：B..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包括复合函数、反函数、隐函数的概念。  

(2) 了解函数的性质：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 

(3) 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了解初等函数、分段函数的概念。 

(4) 知道数列极限（ N  ）的定义和函数极限（ ,X    ）的定义，了解数列、函数的

描述性定义。理解函数左极限与右极限的概念以及函数极限存在与左极限、右极限的关系。 

(5) 了解极限的基本性质，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知道单调有

界准则，熟练掌握两个重要极限，并会利用它们求极限。 

(6) 理解无穷小量、无穷大量以及无穷小阶的概念。掌握等价无穷小代换求极限的方法。会

求函数图形的水平和铅直渐近线。 

(7)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8) 了解连续函数的性质、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零点定理，知道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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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最大、最小值定理和介值定理）。 

2. 主要内容： 

(1)  函数的概念及表示法，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复合函数、反函数、

分段函数和隐函数，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初等函数，函数关系的建立。 

(2) 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定义及其性质，函数的左极限和右极限，无穷小量和无穷大量的

概念及其关系，无穷小量的性质及无穷小量的比较，极限的四则运算，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

单调有界准则和夹逼准则，两个重要极限。函数图形的水平和铅直渐近线。 

(3) 函数在一点连续的概念，间断点的类型，连续函数的运算法则，复合函数的连续性，反

函数的连续性，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3. 教学方法： 

一元微积分学是用极限的方法来研究函数的一门学科，一元函数是一元微积分课程的主要研

究对象，教学中建议： 

(1) 第一节主要讲解中学没学过或不完整的内容，如复合函数、反函数、三角函数、反三角

函数、分段函数等。 

(2) 数列极限（ N  ）的定义和函数极限（ ,X    ）的定义是难点，可以略去不讲。 

(3) 求极限是重点，重点讲解等价无穷小代换、使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的方法。 

(4) 函数连续是微积分的基本条件，理解连续的概念对后续学习很重要，要注意不连续的各

种情况。 

(5)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几个性质，理论性较强，仅要求了解零点定理。 

(6)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极限思想，欧

拉与数 e.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1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导数的概念、几何意义及物理意义，会求平面曲线的切线方程与法线方程、会用导

数描述一些物理量。理解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会用定义求部分基本初等函数导数，

尤其是求分段函数连结点处导数。 

(2) 熟练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了解反函数的求导法则，隐函数与

参数方程所得的函数的导数（包括对数求导法），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导数公式， 

(3) 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掌握几个基本函数

（ , ,sin ,cos ,lnxx e x x x 等）的 n 阶导数公式，会求一些简单函数的 n 阶导数。知道两个函数乘

积的 n 阶导数的莱布尼兹公式。 

(4) 理解微分的概念，掌握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一阶微分形式不变性。知道微分的近似计

算。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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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数的概念及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平面曲线的切线与法线，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

间的关系。 

(2) 导数的四则运算，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复合函数、反函数和隐函数以及参数方程所确

定的函数的导数，高阶导数，*两个函数乘积的 n 阶导数的莱布尼兹公式。 

(3) 微分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微分的运算法则及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3. 教学方法： 

本章节的重点是求导数的方法，难点是复合函数与参数函数二阶导数，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

引导学生掌握求导过程中的原则和技巧： 

(1) 导数定义式（特别是强调分段函数连结处的导数要用定义求）。 

(2) 可导必连续，但连续不一定可导；强调不连续必不可导。 

(3) 复合函数求导，隐函数求导要强调 y 是 x 的函数，幂指函数的求导方法。 

(4) 用参数方程表示的函数的二阶导数公式
 2

2

t

t

yd y

dx x


 。 

(3) 理解导数与微分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利用共同点很容易得出微分的运算公式，可以让学

生自己推出。但一定尽可能说明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之处。 

(4) 利用一阶微分形式不变性可以对隐函数、复合函数求微分（导数）。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创立，牛顿与莱布尼兹

之争。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罗尔（Rolle）定理和拉格朗日（Lagrange）定理，知道柯西（Cauchy）定理。并能

运用定理证明一些等式、不等式。 

(2) 掌握用洛必达（L’Hospital）法则求不定式极限的方法。 

(3) 知道一些简单函数的泰勒公式及麦克劳林公式。 

(4)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应

用问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会用单调性证明一些不等式。 

(5) 会用导数判断平面曲线的凹凸性，会求拐点。 

2. 主要内容： 

(1) 微分中值定理（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柯西定理）。 

(2) 洛必达（L’Hospital）法则， 

(3) *泰勒公式 

(3) 函数单调性的判别，函数的极值，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函数图形的凹凸性、拐点。 

3. 教学方法：本章节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中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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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解中值定理时要注意几何的直观性，注意培养学生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逐步推广和

扩展定理的能力，同时注意这些定理是充分性的命题。 

(2) 注意未定型函数求极限的条件，归纳求极限的方法。 

(3) 在单调性教学中注意与中学数学知识的联系。 

(4) 本章的重点是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和洛必达法则。难点是证明题，“中值”问题的证明，

不等式与等式的证明等等。选择适当的题目，讲解或练习，让学生理解“中值”的作用以及辅助函

数的作法，是突破难点的有效方法。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发展史。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四章  不定积分（1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原函数、不定积分概念，熟练掌握不定积分基本公式，会灵活应用这些公式直接积

分。 

(2) 掌握第一换元法（凑微分法）与第二换元法、分部积分法，能顺利计算常见类型的不定

积分。有理函数的积分不作一般性的探讨，通过举例说明计算过程。仅要求掌握常见类型的不定

积分计算，涉及到的变量代换也是常见类型的代换，如三角代换、倒代换、简单无理根式的代换

等。不要求学生掌握特殊的、技巧性特强的积分计算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基本不定积分公式。 

(2) 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3. 教学方法： 

(1) 本章节的重点之一是不定积分的概念，教师应强调不定积分与微分的互逆关系。 

(2) 另一重点与难点是不定积分的计算，特别是湊微分法与分部积分法要重点训练。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

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提供单元复习题。 

第五章  定积分（1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定积分的定义与几何意义，了解定积分的性质（特别是积分中值定理）。 

(2) 理解变上限定积分，会求其导数，熟练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了解定积分与不定

积分的联系。 

(3) 能灵活应用定积分的换元法与分部积分法求定积分。 

(4) 了解反常积分的定义，会求简单的反常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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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1) 定积分的概念，几何意义及物理意义，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包括定积分中值定理） 

(2) 积分变上限函数及其导数，原函数存在定理，牛顿—莱布尼茨（Newton-Leibniz）公式。 

(3) 定积分的换元与分部积分法。 

(4) 反常积分定义，反常积分的牛顿——莱布尼兹公式，p-积分与 q-积分的敛散性。 

3. 教学方法： 

(1) 本章节的重点是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要注意它与不定积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

又有着许多相似的计算方法。 

(2) 基本积分公式的思想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是教学难点，

教师在推导过程中应着重于其思想内涵。 

(3) 反常积分的定义是利用极限将无限转化为有限的经典实例，也是高等数学的重要思想方

法，这是培养学生数学能力，树立正确的数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好的内容。 

(4)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发展史。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定积分微元法（或元素法），会求直角坐标系下的平面图形的面积，会求旋转体体积

以及平行截面面积已知的立体体积，知道平面曲线弧长的计算方法。 

(2) 了解定积分的物理应用，会求简单的变力做功、液体的压力。 

2. 主要内容： 

(1) 定积分的微元法思想。 

(2) 在直角坐标系中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体积。 

(3) 定积分在物理上的有关应用：变力做功、液体的压力。 

3. 教学方法： 

(1) 定积分微元法是定积分应用的基础，教学中应讲透其原理及微元的取法与计算，进而将

面积、体积、功、压力转化为定积分。 

(2) 在各类应用中重难点是取微元，要讲解清楚过程与步骤，应多练习。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应用。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七章  微分方程（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微分方程及其阶、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的概念。 



 

— 321 — 

公  共  课 

(2) 掌握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及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了解齐次方程及其求解过

程，了解用变量代换求解微分方程的思想。 

(3) 知道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4) 会解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5) 会解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以及它们的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特解

与通解。 

2. 主要内容： 

(1)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 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3)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简单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自由项为多项

式、指数函数以及它们的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3. 教学方法： 

微分方程是一元微积分学的实际运用，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很好的教学内容，

也是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有力证据，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 

(1) 可分离变量方程是一种可求解的一阶微分方程的基本类型，学生应当熟练掌握。作适当

的变量代换，将微分方程转化为易于求解的微分方程，这一方法本大纲仅要求掌握齐次方程的转

化求解，其它类型思想方法类似，学生可以自学。 

(2)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与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是本章节的重点，难点是二阶常系数非齐

次线性微分方程，教学时注意分类。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分方程的发展史及其应用。数

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说明： 

(1) 该大纲对应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一大纲，但由于课时限制，内容略少于数学一，

要求也低于数学一的要求。 

(2) 根据每年新生报到与军训时间的不同，第一学期的实际上课时数有可能减少，教学时应

该适当减少教学内容或更改教学计划。 

(3) 由于课时限制，加*者和教学要求中冠以“知道”者为选讲内容，考试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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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A2》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大纲主撰人：郑德印      大纲审核人：韩征 

 

【课程代码】024092062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应用）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工程、科学教育、地理信息等理工科各专业 

【学分数】4                       【学时数】64（64、0；0） 

【建议修读学期】 第 2 学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A1 024092062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高等数学 A2》是面向杭州师范大学理工科类专业的本科生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

包括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学、重积分、曲线曲面积分、无穷级数，是学习后

续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的数学基础，是大学理工科各专业专业学习不可缺少的前置课程。

在培养理工科专业人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传授高等数学知识和

方法，同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

算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dvanced Mathematics A2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which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vector 

algebra，space analytic geometry，multivariable differential calculus，multiple integral，curvilinear 

integral，surface integral，and infinite series. This course is an essential bas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follow-up courses and obtain furth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course in majo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nd plays an important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lent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is course is to impart 

advanced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methods，at the same time，through each link of teaching，to train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abstract thinking，logical reasoning，graphic thinking，operational capability，

self-study，as well as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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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八 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 10 10 0 

九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14 14 0 

十 重积分 14 14 0 

十一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 14 14 0 

十二 无穷级数 12 12 0 

 合计 64 64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会运用向量方法解决空间点、线、面问题。会求简单的空间曲线、曲面方程。  

目标 2：理解多元函数特别是二元函数的微积分概念，掌握求（偏）导数、全微分、二重积

分、三重积分方法以及它们的应用。 

目标 3：理解线面积分的概念，掌握线面积分的计算方法以及它们的应用。 

目标 4：了解无穷级数概念，能判断一些级数的敛散性以及绝对与条件收敛性，会求幂级数

的和函数，能将某些函数展开为幂级数。  

②能力方面  

目标 5：具备基本的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和幂级数的计算能力。  

目标 6：具有使用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和幂级数的理论进行理论论证的能力。  

目标 7：具有使用多元函数微积分和无穷级数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8：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目标 9：培养学生运用多元函数微积分和级数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10：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  

②掌握扎实的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

和幂级数的知识；  

③掌握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和幂级

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 

①微积分发展历史的介绍，文献的阅读等；②各种

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和幂级数问题的解决和

方法的运用；③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和幂级

数的重要定理。 

教学目标 

1、2、3、4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数学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论证能力。 

①多元函数微积分、数项级数和幂级数等问题的解

决，促使学生能力的提升；②通过例题和作业的分

析，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推理能力的训练。 

教学目标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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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

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

职业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

方法进行教学；介绍微积分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

新成果，要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8、9、10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数学概念的教学，建议实例法引入概念，增加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数学概念

不是过于抽象、难于理解，这也为数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数学的应用奠定基础。对于新的数

学概念、性质和运算，建议使用对比法，对比已有的概念、性质和运算，这样有利于学生消化吸

收，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问题一环扣一环，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 

(3) 每一章应当有一次习题课，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处理作业和解疑释难。采用讨论法展

开习题课的教学，有助于师生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弱点、难点等问题，也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4) 要合理的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多媒体展示的直观性好，合理使用可以让抽象

的数学概念形象化，难于想象和描述的空间图形展现在你眼前，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数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运算性，这些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还是有效的。  

(5) 学生作业和课后答疑互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要提供多种答疑互动的方式，QQ、微

信、手机、Email 等。 

(6)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上不能过分形式化。在讲授传

统内容时，应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

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7) 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教专业对数学工具的侧重或特殊需要，以便在内容组织与例题选择

上予以关照，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研究专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高等数学》（下）（第七版），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高等数学》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同济第六版，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练》 原著 B.吉米多维奇，张天德、蒋晓芸编，山东科技技术出版社。 

《高等数学同步测试卷》（下册.同济六版）张天德。天津科技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① 《高等数学》课程网页： 

http://www.hep-st.com.cn/bookquery/bookinfo.jsp?p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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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② 杭师大教务处幕课教学平台：《高等数学微课》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③ 玩课网《高等数学》翻转课堂教学平台：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④ 杭师大数学系微课教学网页：http：//math.hznu.edu.cn/mov/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采用期末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查、测验相结合的形式，期末考试实行教考

分离。采用Ａ、Ｂ卷（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平行班期末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流水

批改试卷。期中与单元测试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同时也鼓励教师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尝试其它考核方法，但须征得学校和学院的同意。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理解本课程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论

证能力和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

习的能力。很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

退现象。 

良好（80-89） 

理解本课程的重要概念，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论证能

力和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中等（70-79） 

理解本课程的部分概念，能掌握部分知识点、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

键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应用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基本具备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够参与课堂教学，无旷

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及格（60-69） 

掌握握部分概念、部分知识点、部分理论和一些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一

些理论论证和一些实际应用的计算，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基

本能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不及格（低于 60） 

重要概念、知识点、理论和思想方法不熟悉或了解不完全，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

实际应用能力较差。没有较好的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布置的学习

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含到课情况、作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和课堂表现等内容，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任

课教师自己掌握。平时成绩的各项内容都要有记录，并及时公布，得到学生的确认，期末考试前

公布平时成绩。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http://math.hznu.edu.cn/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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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教学要求：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时对难度较大的部分基础理论，不追

求严格的论证和推导，只作简单说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大纲以外的内容。注

重基本运算的训练，但不追求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 

说明：教学内容按教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

“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能”等词表述，最低要求用“知道”等词表述。

“知道”内容，期末考试不考。 

2. 主要内容： 

第八章  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10 学时） 

第九章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14 学时） 

第十章  重积分（14 学时） 

第十一章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14 学时） 

第十二章  无穷级数（12 学时） 

3. 教学方法：倡导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玩课网翻转课堂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而课堂

上教师重点解疑释难，同时课后又辅以线上答疑辅导和练习测验。这样必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下，高等数学课时被大幅缩减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较好的解

决方案。另外，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入 PPT、视频、网页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延

伸课堂教学内容。教师应当深入浅出，通过直观说明、几何意义、几何图形、举例、对比等手段，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经典的理论同化、典型的方法融化、重要的思想方

法一般化，让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数学能力确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 学习资料：B..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八章  空间解析几何与向量代数（10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掌握向量的运算（线性运算、数量积、

向量积），会求两向量的夹角，了解两向量平行与垂直的条件。 

(2) 掌握平面与直线方程及其求法，了解平面与平面、平面与直线、直线与直线的相互关系

（平行、垂直、相交）。会求点到平面的距离，知道点到直线的距离的求解方法。 

(3) 了解曲面方程的意义，了解球面、柱面、旋转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会求简单的柱面和

旋转曲面方程，知道椭球面、锥面、抛物面、双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 

(4) 了解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和参数方程。了解空间曲线在坐标平面上的投影，并会求该投

影线的方程。 

2. 主要内容： 

(1) 向量的概念，向量的线性运算，向量的数量积和向量积，*向量的混合积，两向量垂直、

平行的条件，两向量的夹角，向量的坐标表达式及其运算，单位向量，方向数与方向余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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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面方程、直线方程，平面与平面、平面与直线、直线与直线的夹角以及平行、垂直的

条件，点到平面的距离，*点到直线的距离。 

(3) 曲面方程和空间曲线方程的概念，旋转曲面，柱面，*二次曲面。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和

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线方程。 

3. 教学方法： 

三维向量空间是分析多元函数的基点，空间想像能力也是数学要培养的一种能力，从二维向

三维发展在思维上是一种飞跃，同时也是教与学上的难点。 

(1) 三维空间向量学生在高中阶段已经有所接触，教学可采用自学与讲解相结合的方式，重

点讲学生没有接触过的内容，以期使学生了解整个向量空间的概况。 

(2) 对曲面的教学可以采用多媒体直观教学，让学生对空间图形有具体的想象，对理解各种

曲面有帮助。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

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九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知道有界闭

区域上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2) 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了解

全微分形式不变性，会求多元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知道隐函数存在定理，会求多元隐函

数的偏导数，对方程组的情形，不要求使用行列式的公式法。 

(3) 了解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及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并会求它们的方程。 

(4) 知道方向导数和梯度的概念。 

(5) 了解多元函数极值和条件极值的概念，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最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

法求条件极值，会求解一些较简单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2. 主要内容： 

(1) 多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的概念，*有界闭区域上

多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2)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和全微分，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多元复合函数、隐函

数的求导法，二阶偏导数，*方向导数和梯度。 

(3) 空间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 

(4) 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极值，多元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其简单应用。 

3. 教学方法：本章节是将原有的一元思维方式拓展到多元思维方式，思维上它是一个质的飞

跃，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 

(1) 注意比较、分析一元与多元函数微分学中概念、理论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 328 — 

公  共  课 

(2) 复合函数求偏导数是本章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可利用画变量之间关系图，帮助学生正

确求导，从而做到不重不漏。 

(3) 复合函数的高阶偏导数，以讲二阶为主，例题不宜过难、过繁。 

(4) 拉格朗日乘数法是解决条件极值的有效方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应重点讲解。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

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十章  重积分（1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概念，了解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性质，知道二重积分的中

值定理。 

(2) 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 

(3) 会计算三重积分（直角坐标、柱面坐标）。 

(4) 会用重积分求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平面图形的面积、体积、曲面面积、质量、质心、

形心等）。 

2. 主要内容： 

二重积分与三重积分的概念、性质、计算和应用。 

3. 教学方法：本章节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分，三重积分化为三次积分。 

(1) 注意比较定积分与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清楚积分区域与化多次积分的关系。图示直观

教学是化重积分为多次积分的关键。 

(2) 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是难点，积分区域用极坐标表示是关键。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

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十一章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1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性质，知道两类曲线积分的关系，会计

算两类曲线积分。 

(2) 了解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会求二元函数全微分的原函数，重点掌握使用格

林公式计算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方法。 

(3) 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和性质，知道两类曲面积分的关系，会计算两类曲面积分。 

(4) 重点掌握使用高斯公式计算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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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性质及计算，*两类曲线积分的关系，格林（Green）公式，平面曲

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二元函数全微分的原函数。 

(2) 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性质及计算，*两类曲面积分的关系，高斯（Gauss）公式。 

3. 教学方法： 

(1) 本章的重点是两类四种积分的概念、格林公式和高斯公式。在教学中要通过实例引导学

生理解不同类型积分的来历和物理意义，让学生掌握每一种积分的计算方法，特别是使用格林公

式、高斯公式计算对坐标的曲线积分、曲面积分。 

(2) 本章的难点是对坐标的曲面积分概念及其计算，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突破这一难点。

对这一难点不作过高的要求，仅要求学生会算常规的、简单的曲面积分。 

(3) 不要求学生掌握两类曲线积分的关系和两类曲面积分的关系，当然使用这一转化关系计

算线面积分的方法不要求掌握。 

(4)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

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提供单元复习题。 

第十二章  无穷级数（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常数项级数收敛、发散以及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掌握级数的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

要条件，掌握几何级数与 p-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条件。 

(2) 掌握正项级数收敛性的比较审敛法和比值审敛法，会用根值审敛法。 

(4) 了解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审敛法。 

(3) 了解任意项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以及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 

(4) 知道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及和函数的概念，理解幂级数的收敛半径和收敛区间的概念，

并掌握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的求法， 

(5)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和函数的连续性、逐项求导和逐项积分），会求

一些幂级数在收敛区间内的和函数，并会由此求出某些数项级数的和。  

(6) 掌握
1

, , sin , cos , ln(1 )
1

xe x x x
x




等常见函数的麦克劳林（Maclaurin）展开式，会用它

们将一些简单函数间接展开为幂级数。 

2. 主要内容： 

(1) 常数项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概念，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与收敛的必要

条件，几何级数与 p-级数及其收敛性。 

(2) 正项级数收敛性的判别法，交错级数与莱布尼茨定理，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

敛。 

(3) 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的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指开区间）和

收敛域，幂级数的和函数，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简单幂级数和函数的求法，常见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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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3. 教学方法： 

本章节的重难点是无穷级数敛散性的判断、幂级数求和以及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1) 注意强调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及其逆否命题。 

(2) 在讲解几何级数、调和级数、p-级数的敛散性基础上，讲透比较、比值和根值审敛法的本

质，增强学生对级数敛散性的认识。 

(3) 幂级数求和是一个重点。几何级数的和
0

1
,( 1 1)

1

n

n

x x
x





   


 是基本和式，教学中应

予以重视，对此式求导、求积分、变量代换等运算所得级数是常见的幂级数形式，有很多应用，

要让学生熟悉各种变形以及求和的方法。 

(4) 函数展开为幂级数是幂级数求和的逆过程，也是一个重点。要提醒学生注意其收敛区域，

对推导函数 , sin , cos , ln(1 )xe x x x 麦克劳林展开式的过程，可以通过求幂级数和函数的方法回

避麦克劳林公式，简化过程。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利用常见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间接展开法，进

而可以求出某些数项级数的和。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无穷级数的发展史，无穷级数在

研究函数性质与数值逼近上的作用。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说明： 

(1) 该大纲对应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一大纲，但由于课时限制，内容略少于数学一，

要求也低于数学一的要求。 

(2) 由于课时限制，加*者和教学要求中冠以“知道”者为选讲内容，考试不考。 

(3) 根据当时学期长短可进行适当的调整教学内容。  

附件 1：理论课程（含有实验的理论课）教学大纲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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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B1》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大纲主撰人：郑德印      大纲审核人：韩征 

 

【课程代码】1102490104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生物科技、制药、环境科学、经济学、心理学、食品安全等专业 

【学分数】4                        【学时数】64（64、0；0） 

【建议修读学期】第 1 学期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高等数学 B1》是面向杭州师范大学化学、生物、经济、金融、环境、管理、心理等专业的

本科生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包括一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不定积分与定

积分，是学习后续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的数学基础，是大学工科、经济、金融、管理、环

境、心理各专业专业学习不可缺少的前置课程。在培养这些专业人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传授高等数学知识和方法，同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

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dvanced Mathematics B1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which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 in chemistry，biology，economics，finance，environment，management and psychology 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limit and continuous of one variable 

function，derivative，differentiation，indefinite integral and definite integral. This course is an essential 

bas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follow-up courses and obtain furth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course in major of engineering，chemistry，biology，economics，finance，

environment，management and psychology，and plays an important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is course is to impart advanced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methods，at the same time，through each link of teaching，to train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abstract thinking，logical reasoning，graphic thinking，operational capability，self-study，as well as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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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一 函数与极限 13 13 0 

二 导数与微分 13 13 0 

三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13 13 0 

四 不定积分 12 12 0 

五 定积分 13 13 0 

 合计 64 64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理解极限、连续的概念，掌握求极限的基本方法和极限、连续的理论与应用。  

目标 2：理解导数与微分概念，熟练掌握求导公式与求导方法以及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

用。 

目标 3：理解积分的概念，熟练掌握积分公式与基本积分方法以及积分理论与应用。 

②能力方面  

目标 4：具备基本的极限、导数、微分、积分的计算能力。  

目标 5：具有使用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的理论进行理论论证的能力。  

目标 6：具有使用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7：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目标 8：培养学生运用一元函数微积分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9：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②掌握扎实的一元微

积分学的知识；  

③掌握一元微积分学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 

①微积分发展历史的介绍，文献的阅读等；②

各种一元微积分学问题的解决和方法的运用；

③极限、连续、导数、积分的重要定理。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数学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②具备

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论证能力。 

①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等问题的解

决，促使学生能力的提升；②通过例题和作业

的分析，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推理能力

的训练。 

教学目标 

4、5、6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野，开

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

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

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介绍微积分学发展前沿、

趋势和最新成果，要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

等。 

教学目标 

7、8、9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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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概念的教学，建议实例法引入概念，增加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数学概念

不是过于抽象、难于理解，这也为数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数学的应用奠定基础。对于新的数

学概念、性质和运算，建议使用对比法，对比已有的概念、性质和运算，这样有利于学生消化吸

收，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问题一环扣一环，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  

(3) 每一章应当有一次习题课，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处理作业和解疑释难。采用讨论法展

开习题课的教学，有助于师生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弱点、难点等问题，也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4) 要合理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多媒体展示的直观性好，合理使用可以让抽象的

数学概念形象化，难于想象和描述的空间图形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数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运算性，这些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还是有效的。  

(5) 学生作业和课后答疑互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要提供多种答疑互动的方式，QQ、微

信、手机、Email 等。 

(6)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上不能过分形式化。在讲授传

统内容时，应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

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7) 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教专业对数学工具的侧重或特殊需要，以便在内容组织与例题选择

上予以关照，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研究专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高等数学》（上）（第七版），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高等数学》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同济第六版，同济大学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练》 原著 B. 吉米多维奇，张天德、蒋晓芸编，山东科技技术出版

社。 

《高等数学同步测试卷》（上册.同济六版）张天德。天津科技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①《高等数学》课程网页：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②杭师大教务处幕课教学平台：《高等数学微课》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③玩课网《高等数学》翻转课堂教学平台：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④ 杭师大数学系微课教学网页：http：//math.hznu.edu.cn/mov/ 

http://www.hep-st.com.cn/bookquery/bookinfo.jsp?pid=191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http://math.hznu.edu.cn/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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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采用期末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查、测验相结合的形式。期末考试实行教考

分离。采用Ａ、Ｂ卷（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平行班期末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流水

批改试卷。期中与单元测试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同时也鼓励教师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尝试其它考核方法，但须征得学校和学院的同意。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理解本课程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

能力和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

能力。很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良好（80-89） 

理解本课程的重要概念，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论证能力

和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中等（70-79） 

理解本课程的部分概念，能掌握部分知识点、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应用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

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够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

迟到和早退现象。 

及格（60-69） 

掌握握部分概念、部分知识点、部分理论和一些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一些

理论论证和一些实际应用的计算，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基本能

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不及格（低于 60） 

重要概念、知识点、理论和思想方法不熟悉或了解不完全，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

际应用能力较差。没有较好的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含到课情况、作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和课堂表现等内容，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任

课教师自己掌握。平时成绩的各项内容都要有记录，并及时公布，得到学生的确认，期末考试前

公布平时成绩。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教学要求：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时对难度较大的部分基础理论，不追

求严格的论证和推导，只作简单说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大纲以外的内容。注重基

本运算的训练，但不考虑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注重通性通法的讲解，但不考虑技巧性特强或

很特殊的性质和方法。 

说明：教学内容按教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

“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能”等词表述，最低要求用“知道”等词表述。

“知道”内容，期末考试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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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13 学时）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13 学时）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3 学时） 

第四章  不定积分（12 学时） 

第五章  定积分（13 学时）  

3. 教学方法：倡导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玩课网翻转课堂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而课堂

上教师重点解疑释难，同时课后又辅以线上答疑辅导和练习测验。这样必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下，高等数学课时被大幅缩减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较好的解

决方案。另外，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入 PPT、视频、网页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延

伸课堂教学内容。教师应当深入浅出，通过直观说明、几何意义、几何图形、举例、对比等手段，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经典的理论同化、典型的方法融化、重要的思想方

法一般化，让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数学能力确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 学习资料：B..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包括复合函数、反函数、隐函数的概念。  

(2) 了解函数的性质：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 

(3) 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了解初等函数、分段函数的概念。 

(4) 知道数列极限（ N  ）的定义和函数极限（ ,X    ）的定义，能直观理解极限的

概念，直观理解函数左极限与右极限的概念以及函数极限存在与左极限、右极限之间的关系，并

能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加深对极限思想的理解。 

(5) 了解极限的基本性质，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知道单调有

界准则，熟练掌握两个重要极限，并会利用它们求极限。 

(3) 理解无穷小量、无穷大量以及无穷小阶的概念。掌握等价无穷小代换求极限的方法。会

求函数图形的水平和铅直渐近线。 

(4)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5) 了解连续函数的性质、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零点定理，知道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有

界性、最大、最小值定理和介值定理）。 

2. 主要内容： 

(1)  函数的概念及表示法，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复合函数、反函数、

分段函数和隐函数，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初等函数，函数关系的建立。 

(2) 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及其性质，函数的左极限和右极限，无穷小量和无穷

大量的概念及其关系，无穷小量的性质及无穷小量的比较，极限的四则运算，极限存在的两个准

则：*单调有界准则和夹逼准则，两个重要极限。函数图形的水平和铅直渐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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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函数在一点连续的概念，间断点的类型，连续函数的运算法则，复合函数的连续性，反

函数的连续性，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3. 教学方法： 

一元微积分学是用极限的方法来研究函数的一门学科，一元函数是一元微积分课程的主要研

究对象，教学中建议： 

(1) 第一节主要讲解中学没学过或不完整的内容，如复合函数、反函数、三角函数、反三角

函数、分段函数等。 

(2) 数列极限（ N  ）的定义和函数极限（ ,X    ）的定义是难点，可以略去不讲。 

(3) 求极限是重点内容，重点讲解等价无穷小代换、使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的方法。 

(4) 函数连续是微积分的基本条件，理解连续的概念对后续学习很重要，要注意不连续的各

种情况。 

(5)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几个性质，理论性较强，仅要求了解零点定理。 

(6)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极限思想，欧

拉与数 e.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导数的概念，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会求平面曲线的切线方程与法线方

程。了解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会用定义求分段函数连结点处导数。 

(2) 熟练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基本初等函数导数公式，能熟练地

求初等函数的导数。知道反函数的求导法则，会求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二

阶导数（包括对数求导法）。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了解几个基本函数

（ , ,sin ,cos ,lnxx e x x x 等）的 n 阶导数公式，会求一些简单函数的 n 阶导数。知道两个函数乘

积的 n 阶导数的莱布尼兹公式。 

(4) 理解微分的概念，了解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一阶微分形式不变性，会求函数的微分。

知道微分的近似计算。 

2. 主要内容： 

(1) 导数的概念及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平面曲线的切线与法线，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

间的关系。 

(2) 导数的四则运算，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复合函数、反函数和隐函数以及参数方程所确

定的函数的导数，高阶导数，*两个函数乘积的 n 阶导数的莱布尼兹公式。 

(3) 微分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微分的运算法则及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3. 教学方法： 

本章的重点是导数与微分的概念以及求函数的（高阶）导数，难点是求复合函数导数、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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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方程所确定函数的二阶导数。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引导学生掌握求导过程中的原则和方法，养

成良好的求导习惯。 

(1) 导数定义式（特别是强调分段函数在分段点处的导数要用定义求）； 

(2) 可导必连续，但连续不一定可导；强调不连续必不可导。 

(3) 复合函数求导，隐函数求导要强调 y 是 x 的函数，幂指函数的求导方法； 

(4) 用参数方程表示的函数的二阶导数公式
 2

2

t

t

yd y

dx x


 ；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创立，牛顿与莱布尼兹

之争。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罗尔（Rolle）定理和拉格朗日（Lagrange）定理，知道柯西（Cauchy）定理。并能

运用定理证明一些等式、不等式。 

(2) 掌握用洛必达（L’Hospital）法则求未定式极限的方法。 

(3) 知道一些简单函数的泰勒公式及麦克劳林公式。 

(4)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函数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

单应用问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会用单调性证明一些不等式。 

(5) 会用二阶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函数图形的拐点。 

2. 主要内容： 

(1) 微分中值定理（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柯西定理）。 

(2) 洛必达（L’Hospital）法则， 

(3) *泰勒公式 

(3) 函数单调性的判别，函数的极值，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函数图形的凹凸性、拐点。 

3. 教学方法：本章节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中应： 

(1) 讲解中值定理时要注意几何的直观性，注意培养学生由浅入深、由特殊到一般的扩展能

力，同时注意这些定理是充分性的命题。对应的证明题较难，要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 

(2) 注意未定型函数求极限的条件。归纳求极限的方法。 

(3) 在单调性教学中注意与中学数学知识的联系。 

(4) 本章的重点是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和洛必达法则。难点是证明题，“中值”问题的证明，

不等式与等式的证明等等。选择适当的题目，讲解或练习，让学生理解“中值”的作用以及辅助函

数的作法，是突破难点的有效方法。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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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发展史。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四章  不定积分（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原函数、不定积分概念，熟练掌握不定积分基本公式，会灵活应用这些公式直接积

分。 

(2) 掌握第一换元法（凑微分法）与第二换元法、分部积分法，能顺利计算常见类型的不定

积分。 

(3) 会求简单有理函数、简单的三角函数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有理函数的积分不

作一般性的探讨，通过举例说明计算方法。仅要求掌握常见类型的不定积分计算，涉及到的变量

代换也是常见类型的代换，如三角代换、倒代换、简单无理根式的代换等。不要求学生掌握特殊

的、技巧性特强的积分计算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基本不定积分公式。 

(2) 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3) 有理函数、三角函数的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3. 教学方法： 

(1) 本章节的重点之一是不定积分的概念，教师应强调不定积分与微分的互逆关系。 

(2) 另一重点与难点是不定积分的计算，特别是湊微分法与分部积分法要重点训练。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在各学科中的应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提供单元复习题。 

第五章  定积分（1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定积分的定义与几何意义，了解定积分的性质（特别是积分中值定理）。 

(2) 理解变上限定积分，会求其导数，熟练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了解定积分与不定

积分的联系。 

(3) 能灵活应用定积分的换元法与分部积分法求定积分。 

(4) 了解反常积分的概念，会计算简单的反常积分。 

2. 主要内容： 

(1) 定积分的概念，几何意义及物理意义，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包括定积分中值定理） 

(2) 积分变上限函数及其导数，原函数存在定理，牛顿—莱布尼茨（Newton-Leibniz）公式。 

(3) 定积分的换元与分部积分法。 

(4) 反常积分概念与计算，反常积分的牛顿——莱布尼兹公式，p-积分与 q-积分的敛散性。 

3. 教学方法： 

(1) 本章节的重点是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要注意它与不定积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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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着许多相似的计算方法。 

(2) 基本积分公式的思想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是教学难点，

教师在推导过程中应着重于其思想内涵。 

(3) 反常积分的定义是利用极限将无限转化为有限的经典实例，也是高等数学的重要思想方

法，这是培养学生数学能力，树立正确的数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好的内容。 

(4)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在各学科中的应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说明： 

(1) 该大纲对应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二大纲，但内容和要求略有出入。 

(2) 根据每年新生报到与军训时间的不同，第一学期的实际上课时数有可能减少，教学时应

该适当减少教学内容或更改教学计划。 

(3) 由于课时限制，加*者和教学要求中冠以“知道”者为选讲内容，考试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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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B2》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大纲主撰人：郑德印      大纲审核人：韩征 

 

【课程代码】1102490104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生物科技、制药、环境科学、经济学、心理学、食品安全等专业 

【学分数】4                   【学时数】64（64、0；0） 

【建议修读学期】第 2 学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B1 11024901041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高等数学 B2》是面向杭州师范大学化学、生物、经济、金融、环境、管理、心理等专业的

本科生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包括定积分的应用、微分方程、多元函数微分学、二重积

分和无穷级数，是学习后续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的数学基础，是大学工科、化学、生物、

经济、金融、环境、管理、心理各专业专业学习不可缺少的前置课程。在培养这些专业人才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传授高等数学知识和方法，同时通过各个教学环

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dvanced Mathematics B2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which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 in chemistry，biology，economics，finance，environment，management and psychology 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definite integral，differential 

equation，multivariable differential calculus，double integral and infinite series. This course is an 

essential bas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follow-up courses and obtain furth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course in major of engineering，chemistry，biology，economics，

finance，environment，management and psychology，and plays an important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is course is to impart advanced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methods，at the same time，through each link of teaching，to train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abstract thinking，logical reasoning，graphic thinking，operational capability，

self-study，as well as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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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六 定积分的应用 8 8 0 

七 微分方程 12 12 0 

八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16 16 0 

九 二重积分 14 14 0 

十 无穷级数 14 14 0 

 合计 64 64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能使用定积分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空间几何体的体积以及简单的物理问题。 

目标 2：了解常微分方程概念，会解简单的分离变量方程、一阶和二阶线性方程。 

目标 3：理解多元函数特别是二元函数的微积分概念，掌握求（偏）导数、全微分、二重积

分的方法以及它们的应用。 

目标 4：了解无穷级数概念，能判断一些级数的敛散性以及绝对与条件收敛性，会求幂级数

的和函数，能将某些函数展开为幂级数。  

②能力方面  

目标 5：具备基本的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计算能力。  

目标 6：具有使用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理论进行理论论证的能力。  

目标 7：具有使用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8：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目标 9：培养学生运用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目标 10：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  

②掌握扎实的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

程、无穷级数的知识；  

③掌握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

穷级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 

①微积分发展历史的介绍，文献的阅读等；②各

种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问题

的解决和方法的运用；③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

分方程、无穷级数的重要定理。 

教学目标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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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数学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论证能力。 

①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等问

题的解决，促使学生能力的提升；②通过例题和

作业的分析，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推理能

力的训练。 

教学目标 

5、6、7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

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

职业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

学方法进行教学；介绍微积分学发展前沿、趋势

和最新成果，要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8、9、10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数学概念的教学，建议实例法引入概念，增加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数学概念

不是过于抽象、难于理解，这也为数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数学的应用奠定基础。对于新的数

学概念、性质和运算，建议使用对比法，对比已有的概念、性质和运算，这样有利于学生消化吸

收，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问题一环扣一环，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  

(3) 每一章应当有一次习题课，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处理作业和解疑释难。采用讨论法展

开习题课的教学，有助于师生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弱点、难点等问题，也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4) 要合理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多媒体展示的直观性好，合理使用可以让抽象的

数学概念形象化，难于想象和描述的空间图形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数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运算性，这些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还是有效的。  

(5) 学生作业和课后答疑互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要提供多种答疑互动的方式，QQ、微

信、手机、Email 等。 

(6)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上不能过分形式化。在讲授传

统内容时，应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

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7) 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教专业对数学工具的侧重或特殊需要，以便在内容组织与例题选择

上予以关照，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研究专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高等数学》（下）（第七版），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高等数学》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同济第六版，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http://www.hep-st.com.cn/bookquery/bookinfo.jsp?p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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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练》 原著 B.吉米多维奇，张天德、蒋晓芸编，山东科技技术出版社。 

《高等数学同步测试卷》（下册.同济六版）张天德。天津科技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① 《高等数学》课程网页：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② 杭师大教务处幕课教学平台：《高等数学微课》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③ 玩课网《高等数学》翻转课堂教学平台：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④ 杭师大数学系微课教学网页：http：//math.hznu.edu.cn/mov/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采用期末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查、测验相结合的形式，期末考试实行教考

分离。采用Ａ、Ｂ卷（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平行班期末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流水

批改试卷。期中与单元测试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同时也鼓励教师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尝试其它考核方法，但须征得学校和学院的同意。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理解本课程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论

证能力和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

习的能力。很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

退现象。 

良好（80-89） 

理解本课程的重要概念，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论证能

力和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中等（70-79） 

理解本课程的部分概念，能掌握部分知识点、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

键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应用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基本具备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够参与课堂教学，无旷

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及格（60-69） 

掌握握部分概念、部分知识点、部分理论和一些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一

些理论论证和一些实际应用的计算，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基

本能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不及格（低于 60） 

重要概念、知识点、理论和思想方法不熟悉或了解不完全，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

实际应用能力较差。没有较好的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布置的学习

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含到课情况、作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和课堂表现等内容，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任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http://math.hznu.edu.cn/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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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自己掌握。平时成绩的各项内容都要有记录，并及时公布，得到学生的确认，期末考试前

公布平时成绩。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教学要求：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时对难度较大的部分基础理论，不追

求严格的论证和推导，只作简单说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大纲以外的内容。注

重基本运算的训练，但不追求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 

说明：教学内容按教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

“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能”等词表述，最低要求用“知道”等词表述。

“知道”内容，期末考试不考。 

2. 主要内容：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8 学时） 

第七章  微分方程（12 学时） 

第八章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16 学时） 

第九章  二重积分（14 学时） 

第十章  无穷级数（14 学时） 

3. 教学方法：倡导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玩课网翻转课堂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而课堂

上教师重点解疑释难，同时课后又辅以线上答疑辅导和练习测验。这样必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下，高等数学课时被大幅缩减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较好的解

决方案。另外，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入 PPT、视频、网页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延

伸课堂教学内容。教师应当深入浅出，通过直观说明、几何意义、几何图形、举例、对比等手段，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经典的理论同化、典型的方法融化、重要的思想方

法一般化，让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数学能力确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 学习资料：B..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8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定积分微元法（或元素法），会求直角坐标系下的平面图形的面积，会求旋转体体积

以及平行截面面积已知的立体体积，知道平面曲线弧长的计算方法。 

(2) 了解定积分的物理应用，会求简单的变力做功、液体的压力。 

2. 主要内容： 

(1) 定积分的微元法思想。 

(2) 在直角坐标系中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体积。 

(3) 定积分在物理上的有关应用：变力做功、液体的压力。 

3. 教学方法： 

(1) 定积分微元法是定积分应用的基础，教学中应讲透其原理及微元的取法与计算，进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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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体积、功、压力转化为定积分。 

(2) 在各类应用中重难点是取微元，要讲解清楚过程与步骤，应多练习。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发展史及其应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七章  微分方程（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微分方程及其阶、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的概念。 

(2) 掌握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及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了解齐次方程及其求解过

程，了解用变量代换求解微分方程的思想。 

(3) 知道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4) 会解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5) 会解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以及它们的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特解

与通解。 

2. 主要内容： 

(1)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 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3)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简单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自由项为多项

式、指数函数以及它们的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3. 教学方法： 

微分方程是一元微积分学的实际运用，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很好的教学内容，

也是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有力证据，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 

(1) 可分离变量方程是一种可求解的一阶微分方程的基本类型，学生应当熟练掌握。作适当

的变量代换，将微分方程转化为易于求解的微分方程，这一方法本大纲仅要求掌握齐次方程的转

化求解，其它类型思想方法类似，学生可以自学。 

(2)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与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是本章节的重点，难点是二阶常系数非齐

次线性微分方程，教学时注意分类。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分方程的发展史及其应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八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16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

知道有界闭区域上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2) 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知道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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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全微分形式不变性，会求多元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会求全微分，知道隐函数存在定

理，会求多元隐函数的偏导数，对方程组的情形，不要求使用行列式的公式法。 

(3) 了解多元函数极值和条件极值的概念，掌握多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了解二元函

数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会求简单多元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会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 

2. 主要内容： 

(1) 多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的概念，*有界闭区域上

多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2)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和全微分，*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多元复合函数、隐函

数的求导法，二阶偏导数。 

(3) 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极值，多元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 教学方法： 

本章节是将原有的一元思维方式拓展到多元思维方式，思维上它是一个质的飞跃，教师在教

学中应注意： 

(1) 注意比较、分析一元与多元函数微分学中概念、理论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2) 复合函数求偏导数是本章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可利用画变量之间关系图，帮助学生正

确求导，从而做到不重不漏。 

(3) 复合函数的高阶偏导数，以讲二阶为主，例题不宜过难、过繁。 

(4) 拉格朗日乘数法是解决条件极值的有效方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应重点讲解。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九章  二重积分（1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了解二重积分的基本性质，知道二重积分的中值定理。 

(2) 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 

(3) 会用二重积分求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平面图形的面积、质量、质心、形心等）。 

2. 主要内容： 

二重积分的概念、性质、计算和应用。 

3. 教学方法： 

本章节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分。 

(1) 注意比较定积分与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清楚积分区域与化多次积分的关系。图示直

观教学，借助于几何图形，分析二重积分化为二次积分的过程。 

(2) 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是重难点，积分区域用极坐标表示是关键。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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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十章  无穷级数（1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常数项级数收敛、发散以及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掌握级数的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

要条件，掌握几何级数与 p-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条件。 

(2) 掌握正项级数收敛性的比较审敛法和比值审敛法，知道根值审敛法。 

(4) 了解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审敛法。 

(3) 了解任意项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以及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 

(4) 知道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及和函数的概念，理解幂级数的收敛半径和收敛区间的概念，

并掌握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的求法， 

(5)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和函数的连续性、逐项求导和逐项积分），会求

一些幂级数在收敛区间内的和函数，并会由此求出某些数项级数的和。  

(6) 掌握
1

, , sin , cos , ln(1 )
1

xe x x x
x




等常见函数的麦克劳林（Maclaurin）展开式，会用它

们将一些简单函数间接展开为幂级数。 

2. 主要内容： 

(1) 常数项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概念，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与收敛的必要

条件，几何级数与 p-级数及其收敛性。 

(2) 正项级数收敛性的比较审敛法和比值审敛法，*根值审敛法，交错级数与莱布尼茨定理，

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3) 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的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指开区间）和

收敛域，幂级数的和函数，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简单幂级数和函数的求法，常见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4)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3. 教学方法： 

本章节的重难点是无穷级数敛散性的判断、幂级数求和以及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1) 注意强调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以及其逆否命题。 

(2) 在讲解几何级数、调和级数、p-级数的敛散性基础上，讲透比较、比值（根值可不讲）审

敛法的本质，增强学生对级数敛散性的认识。 

(3) 幂级数求和是一个重点。几何级数的和
0

1
,( 1 1)

1

n

n

x x
x





   


 是基本和式，教学中应

予以重视，对此式求导、求积分、变量代换等运算所得级数是常见的幂级数形式，有很多应用，

要让学生熟悉各种变形以及求和的方法。 

(4) 函数展开为幂级数是幂级数求和的逆过程，也是一个重点。要提醒学生注意其收敛区域。

对推导函数 , sin , cos , ln(1 )xe x x x 麦克劳林展开式的过程，可以通过求幂级数和函数的方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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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麦克劳林公式，简化过程。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利用常见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间接展开法，进

而可以求出某些数项级数的和。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无穷级数的发展史，无穷级数在

研究函数性质与数值逼近上的作用。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说明： 

(1) 该大纲对应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二大纲，内容和要求略有出入，数学二没有无

穷级数这一章。 

(2) 由于课时限制，加*者和教学要求中冠以“知道”者为选讲内容，考试不考。 

(3) 根据当时学期长短可进行适当的调整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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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C1》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大纲主撰人：郑德印      大纲审核人：韩征 

 

【课程代码】02490204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经济、金融、管理、营销、电子商务、医学等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48（48、0；0） 

【建议修读学期】第 1 学期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学正日益成为各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高等数

学是近代数学的基础，是理工科各专业和经济、金融、管理等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在

现代科学技术、经济、金融、管理、人文科学中应用最广泛的一门课程。因此学好这门课程对学

生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本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的第一门重要的数学基础课。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处理数学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同时为后续课

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以微积分学为核心内容，首先介绍了微积分的研究对象——函数，微积分研究的重要

基础——极限。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元函数微积分学的连续、导数、微分、不定积分概念、

理论和方法，探究了相关理论的应用。通过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积分的基本理论

与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数学知识基础；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

象能力、计算能力、抽象概括能力、自学能力，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养成科学地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thematic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ans and tool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the 

basis of modern mathematics，it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the students in major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such as economic，financial，management，and also a course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i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economic management，humanities. Therefore，learning this course is 

critical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course is the first important basic mathematics 

courses after students enter the university. Through the learning，students can master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and the same 

time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courses. 

The calculus as the core content in this course，the calculus research object---function，cal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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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mportant basis---limit are introduced firstly. Then，on the basis of this，the concept，theory and 

method of continuous，derivative，differential and indefinite integral of single variable calculus are 

established，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theory is explored. Through learning the cours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s of calculus are mastered by students，the necessar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base are lay，students’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spatial imagination ability，

computing ability，abstract general ability，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are cultivated，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s applied. Scientific way to analyze problems and to solve 

problems of thinking are also developed，students' awareness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creativity are cultivated.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一 函数、极限、连续 12 12 0 

二 导数与微分 12 12 0 

三 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12 12 0 

四 不定积分 12 12 0 

 合计 48 48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理解极限、连续的概念，掌握求极限的基本方法和极限、连续的理论与应用。  

目标 2：理解导数与微分概念，熟练掌握求导公式与求导方法以及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

用。 

目标 3：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熟练掌握积分公式与基本积分方法以及积分理论与应用。 

②能力方面 

目标 4：具备基本的极限、导数、微分、不定积分的计算能力。  

目标 5：具有使用极限、连续、导数、微分、不定积分的理论进行理论论证的能力。  

目标 6：具有使用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7：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目标 8：培养学生运用一元函数微积分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9：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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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②掌握扎实的

极限、连续、导数、微分、不定积分的知

识；③掌握极限、连续、导数、微分、不

定积分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 

①微积分发展历史的介绍，文献的阅读等；②各种极

限、连续、导数、微分、不定积分问题的解决和方法

的运用；③极限、连续、导数、微分、不定积分的重

要定理。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数学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论证能力。 

①极限、连续、导数、微分、不定积分等问题的解决，

促使学生能力的提升；②通过例题和作业的分析，加

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推理能力的训练。 

教学目标 

4、5、6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

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

职业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方

法进行教学；介绍微积分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新成

果，要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7、8、9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数学概念的教学，建议实例法引入概念，增加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数学概念

不是过于抽象、难于理解，这也为数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数学的应用奠定基础。对于新的数

学概念、性质和运算，建议使用对比法，对比已有的概念、性质和运算，这样有利于学生消化吸

收，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问题一环扣一环，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  

(3) 每一章应当有一次习题课，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处理作业和解疑释难。采用讨论法展

开习题课的教学，有助于师生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弱点、难点等问题，也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4) 要合理的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多媒体展示的直观性好，合理使用可以让抽象

的数学概念形象化，难于想象和描述的空间图形展现在你眼前，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数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运算性，这些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还是有效的。  

(5) 学生作业和课后答疑互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要提供多种答疑互动的方式，QQ、微

信、手机、Email 等。 

(6)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上不能过分形式化。在讲授传

统内容时，应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

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7) 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教专业对数学工具的侧重或特殊需要，以便在内容组织与例题选择

上予以关照，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研究专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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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应用数学基础《微积分》，第四版，赵树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配套《微积分》教材指导用书，各种经济专业《高等数学》相关练习集。 

《高等数学》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同济第六版，同济大学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同步测试卷》（上册.同济六版）张天德。天津科技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① 《高等数学》课程网页：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② 杭师大教务处幕课教学平台：《高等数学微课》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③ 玩课网《高等数学》翻转课堂教学平台：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④ 杭师大数学系微课教学网页：http：//math.hznu.edu.cn/mov/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采用期末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查、测验相结合的形式。期末考试实行教考

分离。采用Ａ、Ｂ卷（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平行班期末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流水

批改试卷。期中与单元测试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同时也鼓励教师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尝试其它考核方法，但须征得学校和学院的同意。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理解本课程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论

证能力和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

习的能力。很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

退现象。 

良好（80-89） 

理解本课程的重要概念，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论证能

力和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中等（70-79） 

理解本课程的部分概念，能掌握部分知识点、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

键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应用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基本具备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够参与课堂教学，无旷

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及格（60-69） 

掌握握部分概念、部分知识点、部分理论和一些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一

些理论论证和一些实际应用的计算，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基

本能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不及格（低于 60） 

重要概念、知识点、理论和思想方法不熟悉或了解不完全，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

实际应用能力较差。没有较好的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布置的学习

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http://www.hep-st.com.cn/bookquery/bookinfo.jsp?pid=191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http://math.hznu.edu.cn/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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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含到课情况、作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和课堂表现等内容，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任

课教师自己掌握。平时成绩的各项内容都要有记录，并及时公布，得到学生的确认，期末考试前

公布平时成绩。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教学要求：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时对难度较大的部分基础理论，不追

求严格的论证和推导，只作简单说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大纲以外的内容。注重基

本运算的训练，但不考虑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注重通性通法的讲解，但不考虑技巧性特强或

很特殊的性质和方法。 

说明：教学内容按教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

“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能”等词表述，最低要求用“知道”等词表述。

“知道”内容，期末考试不考。 

2.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函数、极限、连续（12 学时）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12 学时） 

第三章  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2 学时） 

第四章  不定积分（12 学时） 

3. 教学方法：倡导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玩课网翻转课堂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而课堂

上教师重点解疑释难，同时课后又辅以线上答疑辅导和练习测验。这样必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下，高等数学课时被大幅缩减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较好的解

决方案。另外，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入 PPT、视频、网页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延

伸课堂教学内容。教师应当深入浅出，通过直观说明、几何意义、几何图形、举例、对比等手段，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经典的理论同化、典型的方法融化、重要的思想方

法一般化，让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数学能力确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 学习资料：B..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一章  函数、极限、连续（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函数的概念，掌握函数的表示法，会建立应用问题的函数关系。 

(2) 了解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 

(3) 理解复合函数及分段函数的概念，了解反函数及隐函数的概念。 

(4) 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了解初等函数的概念。 

(5) 了解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包括左极限与右极限）的概念。知道数列极限（ N  ）的

定义和函数极限（ ,X    ）的定义，能理解极限的描述性定义，直观理解函数左极限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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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的概念以及函数极限存在与左极限、右极限之间的关系，并能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加深对极限

思想的理解． 

(6) 了解极限的基本性质与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知道单调有界准则，掌握极限的四则运算

法则，掌握利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的方法。 

(7) 理解无穷小量的概念和基本性质，掌握无穷小量的比较方法，了解无穷大量的概念及其

与无穷小量的关系。掌握等价无穷小代换求极限的方法。会求函数图形的水平和铅直渐近线。 

(8) 理解函数连续性的概念（含左连续与右连续），会判别函数间断点的类型。 

(9) 了解连续函数的性质、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零点定理，会应用零点定理，知道闭区间上

连续函数的性质（有界性、最大、最小值定理和介值定理）。 

2. 主要内容： 

(1) 函数的概念及表示法，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复合函数、反函数、

分段函数和隐函数，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初等函数，函数关系的建立。 

(2) 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及其性质，函数的左极限和右极限，无穷小量和无穷

大量的概念及其关系，无穷小量的性质及无穷小量的比较，极限的四则运算，极限存在的两个准

则：*单调有界准则和夹逼准则，两个重要极限。函数图形的水平和铅直渐近线。 

(3) 函数连续的概念，间断点的类型，初等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3. 教学方法： 

一元微积分学是用极限的方法来研究函数的一门学科，一元函数是一元微积分课程的主要研

究对象，教学中建议： 

(1) 第一节主要讲解中学没学过或不完整的内容，如复合函数、反函数、三角函数、反三角

函数、分段函数等。 

(2) 数列极限（ N  ）的定义和函数极限（ ,X    ）的定义是难点，可以略去不讲。 

(3) 求极限是重点，重点讲解等价无穷小代换、使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的方法。 

(4) 函数连续是微积分的基本条件，理解连续的概念对后续学习很重要，要注意不连续的各

种情况。 

(5)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几个性质，理论性较强，仅要求了解零点定理。 

(6)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极限思想，欧

拉与数 e.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导数的概念，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知道导数的经济意义，了解函数的可导性与连

续性之间的关系，会求平面曲线的切线方程与法线方程。 

(2) 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导数公式、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及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能熟练

地求初等函数的导数。知道反函数的求导法则，会求分段函数的导数，会求隐函数的导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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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求导法）。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会求简单函数的高阶导数。 

(4) 了解微分的概念、导数与微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一阶微分形式不变性，会求函数的微分。 

2. 主要内容： 

(1) 导数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经济意义，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平面曲

线的切线与法线。 

(2) 导数的四则运算，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复合函数、反函数和隐函数的微分法，高阶导

数。 

(3) 微分的概念，微分的四则运算及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3. 教学方法：本章的重点是求导方法，难点是反函数、复合函数和隐函数求导。在教学过程

中应注意引导学生掌握求导过程中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1) 导数定义式（特别是强调分段函数在分段点处的导数要用定义求）； 

(2) 可导必连续，但连续不一定可导；强调不连续必不可导。 

(3) 复合函数求导，隐函数求导要强调 y 是 x 的函数，幂指函数的求导方法； 

(4)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创立，牛顿与莱布尼兹

之争。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三章  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罗尔（Rolle）定理和拉格朗日（Lagrange）定理，掌握这两个定理的简单应用。知

道柯西（Cauchy）定理 

(2) 掌握用洛必达（L’Hospital）法则求未定式极限的方法。 

(3) 掌握函数单调性的判别方法，了解函数极值的概念，掌握函数极值、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求法及其应用。 

(4) 会用二阶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函数图形的拐点。  

2. 主要内容： 

(1) 微分中值定理（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柯西定理）。 

(2) 洛必达（L’Hospital）法则， 

(3) 函数单调性的判别，函数的极值，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函数图形的凹凸性、拐点。 

3. 教学方法：本章节的理论性较强，在教学中应： 

(1) 讲解中值定理时要注意几何的直观性，注意培养学生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逐步推广和

扩展定理的能力，同时注意这些定理的条件是充分的而非必要。对应的证明题较难，要注意学生

的接受能力。 

(2) 注意未定型函数求极限的条件，归纳求极限的方法。 

(3) 在单调性教学中注意与中学数学知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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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章的重点是洛必达法则和导数的应用。难点是中值定理及其应用，涉及到的证明题较

难，可选择适当的题目，讲解或练习，让学生理解、体会此类问题的思维过程。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发展史。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四章  不定积分（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积分公式，会灵活应用

这些公式直接积分。 

(2) 掌握第一换元法（凑微分法）与第二换元法、分部积分法，能顺利计算常见类型的不定

积分。 

(3) 会求简单有理函数、简单的三角函数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有理函数的积分不

作一般性的探讨，通过举例说明计算方法。仅要求掌握常见类型的不定积分计算，涉及到的变量

代换也是常见类型的代换，如三角代换、倒代换、简单无理根式的代换等。不要求学生掌握特殊

的、技巧性特强的积分计算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基本积分公式。 

(2) 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3) 有理函数、三角函数的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3. 教学方法： 

(1) 本章节的重点之一是不定积分的概念，教师应强调不定积分与微分的互逆关系。 

(2) 另一重点，也是难点是不定积分的计算，特别是湊微分法与分部积分法要重点训练。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在各学科中的应用。数学

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提供单元复习题。 

 

说明： 

(1) 该大纲对应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三大纲，但内容和要求略出入。 

(2) 根据每年新生报到与军训时间的不同，第一学期的实际上课时数有可能减少，教学时应

该适当减少教学内容或更改教学计划。 

(3) 由于课时限制，加*者和教学要求中冠以“知道”者为选讲内容，考试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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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C2》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大纲主撰人：郑德印      大纲审核人：韩征 

 

【课程代码】02490204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经济、金融、管理、营销、电子商务、医学等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48（48、0；0） 

【建议修读学期】第 2 学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C1 024902041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学正日益成为各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高等数

学是近代数学的基础，是理工科各专业和经济、金融、管理等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在

现代科学技术、经济、金融、管理、人文科学中应用最广泛的一门课程。因此学好这门课程对学

生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本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的第一门重要的数学基础课。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处理数学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同时为后续课

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在学完《高等数学 C1》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定积分和多元函数的连续、偏导数、全微

分、二重积分以及无穷级数和简单常微分方程的求解，同时探究了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应用。通过

高等数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积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必要

的数学知识基础；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计算能力，抽象概括能力，自学能

力，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养成科学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thematic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ans and tool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the 

basis of modern mathematics，it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the students in major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such as economic，financial，management，and also a course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i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economic management，humanities. Therefore，learning this course is 

critical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course is the first important basic mathematics 

courses after students enter the university. Through the learning，students can master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and the same 

time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completing 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C1"，this course continues to stud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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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partial derivative，full derivative，double integrals and infinite series and to solve simpl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t the same time，applications of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explored. Through learning the cours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the basic theory and basic methods of 

calculus are mastered by students，the necessar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base are lay，students’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spatial imagination ability，computing ability，abstract general ability，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are cultivated，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s applied. Scientific way to 

analyze problems and to solve problems of thinking are also developed，students' awareness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creativity are cultivated.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五 定积分 12 12 0 

六 多元函数微分学 10 10 0 

七 二重积分 5 5 0 

八 无穷级数 12 12 0 

九 微分方程 9 9 0 

 合计 48 48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理解定积分的概念，掌握定积分的理论和计算方法，会使用定积分计算和平面图形

的面积、空间几何体的体积以及简单的物理问题。 

目标 2：了解常微分方程概念，会解简单的分离变量方程、一阶和二阶线性方程。 

目标 3：理解多元函数特别是二元函数的微积分概念，掌握求（偏）导数、全微分、二重积

分的方法以及它们的应用。 

目标 4：了解无穷级数概念，能判断一些常见级数的敛散性以及绝对与条件收敛性，会求一

些简单的幂级数的和函数，能将某些简单函数展开为幂级数。  

②能力方面  

目标 5：具备基本的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计算能力。  

目标 6：具有使用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理论进行某一些简单

的理论证明的能力。  

目标 7：具有使用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8：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的计算能力。  

目标 9：培养学生运用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思想方法分析和

解决某一些简单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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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0：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历史；②掌握扎实的定

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

级数的知识；③掌握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

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基本理论和思

想方法。 

①微积分发展历史的介绍，文献的阅读等；②各

种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

级数问题的解决和方法的运用；③定积分、多元

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的重要定理。 

教学目标 

1、2、3、4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数学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论证能力。 

①定积分、多元函数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无穷

级数等问题的解决，促使学生能力的提升；②通

过例题和作业的分析，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论

证推理能力的训练。 

教学目标 

5、6、7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

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职业

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

学方法进行教学；介绍微积分学发展前沿、趋势

和最新成果，要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8、9、10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数学概念的教学，建议实例法引入概念，增加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使得数学概念

不是过于抽象、难于理解，这也为数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数学的应用奠定基础。对于新的数

学概念、性质和运算，建议使用对比法，对比已有的概念、性质和运算，这样有利于学生消化吸

收，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问题一环扣一环，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

效率。  

(3) 每一章应当有一次习题课，梳理知识、强调重点、处理作业和解疑释难。采用讨论法展

开习题课的教学，有助于师生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弱点、难点等问题，也易于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4) 要合理的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多媒体展示的直观性好，合理使用可以让抽象

的数学概念形象化，难于想象和描述的空间图形展现在你眼前，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

要注意到数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运算性，这些方面传统教学方法还是有效的。  

(5) 学生作业和课后答疑互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要提供多种答疑互动的方式，QQ、微

信、手机、Email 等。 

(6) 高等数学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是必要的，但在教学上不能过分形式化。在讲授传

统内容时，应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

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7) 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所教专业对数学工具的侧重或特殊需要，以便在内容组织与例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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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予以关照，培养学生以数学为工具研究专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经济应用数学基础《微积分》，第四版，赵树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配套《微积分》教材指导用书，各种经济专业《高等数学》相关练习集。 

《高等数学》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同济第六版，同济大学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同步测试卷》（上册.同济六版）张天德。天津科技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①《高等数学》课程网页：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②杭师大教务处幕课教学平台：《高等数学微课》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③玩课网《高等数学》翻转课堂教学平台：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④杭师大数学系微课教学网页：http：//math.hznu.edu.cn/mov/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本课程为考试课程，采用期末闭卷笔试与平时考查、测验相结合的形式，期末考试实行教考

分离。采用Ａ、Ｂ卷（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平行班期末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流水

批改试卷。期中与单元测试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同时也鼓励教师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尝试其它考核方法，但须征得学校和学院的同意。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理解本课程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

能力和熟练的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

能力。很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良好（80-89） 

理解本课程的重要概念，掌握全部知识点、重要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论证能力

和运算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中等（70-79） 

理解本课程的部分概念，能掌握部分知识点、重要理论和基本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应用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

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较好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够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

迟到和早退现象。 

及格（60-69） 

掌握握部分概念、部分知识点、部分理论和一些思想方法，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一些

理论论证和一些实际应用的计算，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基本能

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http://www.hep-st.com.cn/bookquery/bookinfo.jsp?pid=191
http://libguides.hznu.edu.cn/content.php?pid=407892&sid=3339117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www.wanke001.com/Course/Course.aspx?CourseID=45
http://math.hznu.edu.cn/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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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不及格（低于 60） 

重要概念、知识点、理论和思想方法不熟悉或了解不完全，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论证和实

际应用能力较差。没有较好的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包含到课情况、作业情况、平时测验成绩和课堂表现等内容，各部分所占比例由任

课教师自己掌握。平时成绩的各项内容都要有记录，并及时公布，得到学生的确认，期末考试前

公布平时成绩。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1. 教学要求：适当注意数学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同时对难度较大的部分基础理论，不追

求严格的论证和推导，只作简单说明。不同专业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大纲以外的内容。注重基

本运算的训练，但不追求过分复杂的计算和变换。 

说明：教学内容按教学要求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

“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能”等词表述，最低要求用“知道”等词表述。

“知道”内容，期末考试不考。 

2. 主要内容： 

第五章  定积分（12 学时） 

第六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10 学时） 

第七章  二重积分（5 学时） 

第八章  无穷级数（12 学时） 

第九章  微分方程（9 学时） 

3. 教学方法：倡导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玩课网翻转课堂教学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而课堂

上教师重点解疑释难，同时课后又辅以线上答疑辅导和练习测验。这样必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不断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下，高等数学课时被大幅缩减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较好的解

决方案。另外，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入 PPT、视频、网页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延

伸课堂教学内容。教师应当深入浅出，通过直观说明、几何意义、几何图形、举例、对比等手段，

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经典的理论同化、典型的方法融化、重要的思想方

法一般化，让学生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数学能力确实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 学习资料：B..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五章  定积分（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基本性质，了解定积分中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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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积分上限函数并会求它的导数，掌握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3)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4) 会利用定积分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和函数的平均值。 

(5) 了解反常积分的概念，会计算反常积分。 

2. 主要内容： 

(1) 定积分的概念和基本性质，定积分中值定理。 

(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导数，牛顿—莱布尼茨（Newton-Leibniz）公式。 

(3)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 

(4) 反常（广义）积分概念与计算。 

(5) 定积分的应用：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和函数的平均值，*经济应用问题。 

3. 教学方法： 

(1) 本章节的重点是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要注意它与不定积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

又有着许多相似的计算方法。 

(2) 基本积分公式的思想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是教学难点，

教师在推导过程中应着重于其思想内涵。 

(3) 反常积分的定义是利用极限将无限转化为有限的经典实例，也是高等数学的重要思想方

法，这是培养学生数学能力，树立正确的数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好的内容。 

(4)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在各学科中的应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六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10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

知道有界闭区域上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2) 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会求多元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会求全

微分，会求多元隐函数的偏导数。 

(3) 了解多元函数极值和条件极值的概念，掌握多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了解二元函

数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会求简单多元

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会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 

2. 主要内容： 

(1) 多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的概念，*有界闭区域上

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2) 多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与计算，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与隐函数求导法，二阶偏导数，

全微分。 

(3) 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极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3. 教学方法：本章节是将原有的一元思维方式拓展到多元思维方式，思维上它是一个质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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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 

(1) 注意比较、分析一元与多元函数微分学中概念、理论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2) 复合函数求偏导数是本章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可利用画变量之间关系图，帮助学生正

确求导，从而做到不重不漏。 

(3) 复合函数的高阶偏导数，以讲二阶为主，例题不宜过难、过繁。 

(4) 拉格朗日乘数法是解决条件极值的有效方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应重点讲解。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七章  二重积分（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与基本性质。 

(2) 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 

(3) 知道无界区域上较简单的反常二重积分及其计算。 

2. 主要内容：二重积分的概念、基本性质和计算，*无界区域上简单的反常二重积分。 

3. 教学方法：本章节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分。 

(1) 注意比较定积分与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清楚积分区域与化多次积分的关系。图示直

观教学，借助于几何图形，分析二重积分化为二次积分的过程。 

(2) 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是重难点，积分区域用极坐标表示是关键。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积分的产生与发展，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八章  无穷级数（1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级数的收敛与发散、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了解级数的基本性质及级数收敛的必要

条件，掌握几何级数及 p 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条件。 

(2) 掌握正项级数收敛性的比较判别法和比值判别法。 

(3) 了解任意项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以及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了解交错级数

的莱布尼茨判别法。  

(4) 会求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 

(5)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和函数的连续性、逐项求导和逐项积分），会求

简单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和函数。 

(6) 了解
1, sin , cos , ln(1 ) (1 )xe x x x x  ， 的麦克劳林（Maclaurin）展开式，能利用这些展



 

— 364 — 

公  共  课 

开式将简单的函数展开为幂级数。 

2. 主要内容： 

(1) 常数项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概念，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与收敛的必要

条件，几何级数与 p-级数及其收敛性。 

(2) 正项级数收敛性的比较判别法和比值判别法，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交错

级数与莱布尼茨定理。 

(3) 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指开区间）和收敛域，幂级数的和函数，幂级数在其

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简单幂级数的和函数的求法，常见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4) 将函数展开成幂级数的间接展开法。 

3. 教学方法： 

本章节的重难点是无穷级数敛散性的判断、幂级数求和以及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1) 注意强调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以及其逆否命题。 

(2) 在讲解几何级数、p-级数的敛散性基础上，讲透比较、比值判别法的本质，增强学生对级

数敛散性的认识。 

(3) 幂级数求和是一个重点。几何级数的和
0

1
,( 1 1)

1

n

n

x x
x





   


 是基本和式，教学中应

予以重视，对此式求导、求积分、变量代换等运算所得级数是常见的幂级数形式，有很多应用，

要让学生熟悉各种变形以及求和的方法。 

(4) 函数展开为幂级数是幂级数求和的逆过程，要提醒学生注意其收敛区域。对推导函数

, sin , cos , ln(1 )xe x x x 麦克劳林展开式的过程，可以通过求幂级数和函数的方法回避麦克劳林

公式，简化过程。要求学生会利用常见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间接展开法。 

(5)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无穷级数的发展史，无穷级数在

研究函数性质与数值逼近上的作用。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九章  微分方程（9学时） 

1. 教学要求： 

(1) 了解微分方程及其阶、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的概念。 

(2) 掌握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3) 会解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4) 知道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及解的结构定理，会解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或者它们

的积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2. 主要内容： 

(1)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 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齐次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3) *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及解的结构定理，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简单的二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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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自由项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或者它们的积）。 

3. 教学方法：微分方程是一元微积分学的实际运用，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很

好的教学内容，也是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有力证据，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 

(1) 可分离变量方程是一种可求解的一阶微分方程的基本类型，学生应当熟练掌握。作适当

的变量代换，将微分方程转化为易于求解的微分方程，这一方法本大纲仅要求掌握齐次方程的转

化求解，其它类型思想方法类似，学生可以自学。 

(2)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与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是本章节的重点，难点是二阶常系数非齐

次线性微分方程，教学时注意分类。 

(3) 安排一次习题课，系统地复习整章的重点内容，处理作业和习题中的问题，归纳总结解

题技巧和方法。 

4. 学习资料：B. . 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精选精解。微分方程的发展历史及其应用，

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在高等数学中的运用。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说明： 

(1) 该大纲对应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三大纲，内容和要求略有出入。 

(2) 由于课时限制，加*者和教学要求中冠以“知道”者为选讲内容，考试不考。 

(3) 根据当时学期长短可进行适当的调整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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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大纲主撰人：杨朝勇      大纲审核人：何济位 

 

【课程代码】024906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信工类、经济类、物理类、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总学时 48（48/0）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或二春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是一门面对不同专业开设的课程。它主要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

向学生讲授概率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原理、运用技能。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随

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与数字特征、大数定律及中心极限定理、参数估计、假设

检验。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It mainly studies the statistical 

regularity of stochastic phenomena，and teaches student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statistics，

basic theory，basic principles and skills. The basic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nclude random events and 

their probabilities，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and numerical features of random variables，law of large 

numbers and central limit theorem，parameter estimation，hypothesis test.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实验学时 

一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8 8 0 

二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2 12 0 

三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6 6 0 

四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6 6 0 

五 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 6 6 0 

六 参数估计 5 5 0 

七 假设检验 5 5 0 

 合计 48 48 0 

3.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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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学好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大数定律与

中心极限定理、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基础知识，深刻理解和掌握课程中的定义、定理、定律、

性质、法则和公式。不仅要记住以上概念和规律的条件和结论，而且要知道它的基本思想和概率

统计意义，以及它与其它概念、规律之间的联系和用途。 

能力方面：掌握基本技能，能够根据法则、公式正确地进行运算，培养思维能力，能够对研

究的对象进行观察、比较、抽象和概括。 

素质方面：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自觉地用所学的知识去观察生活，建立简单的概

率统计模型，解决生活中有关的概率统计问题。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掌握较为系统的核心知识

和基础理论。 

学好随机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及

其分布、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等基础知识 

深刻理解和掌握课程中的定义、定

理、定律、性质、法则和公式。不

仅要记住以上概念和规律的条件和

结论，而且要知道它的基本思想和

概率统计意义，以及它与其它概念、

规律之间的联系和用途。 

能力要求：具有扎实的概率论基础，

具有严格的逻辑推理能力。 

掌握基本技能，能够根据法则、公

式正确地进行运算。 

培养思维能力，能够对研究的对象

进行观察、比较、抽象和概括。 

素质要求：具有严格逻辑思维、良好

的概率统计学科素养。 

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拓展学生专业

视野。介绍概率统计发展前沿、趋

势和最新科技成，要求学生进行课

外文献阅读。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自

觉地用所学的知识去观察生活，建

立简单的概率模型，解决生活中有

关的概率问题。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内容的教学，要着重使学生充分理解概念的内涵以及其数学思想、掌握基本方法、了

解重要结论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因此，课程教学的组织与安排及具体方法和手段的确

定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为原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教师讲授

和学生的训练相结合，广泛采用启发、讨论、课堂演练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

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生积极学相结合。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 

【理工类专业选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简明版）》，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科类专业选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袁荫棠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盛骤，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陈希孺，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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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网站： 

[1]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笔试、闭卷）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知

识进行相关理论计算，能举一反三，基本具备了概率统计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很好地完成

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作业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了

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知

识进行相关理论计算，初步具备了概率统计计算和推理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

置的各项作业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建立了认真、严

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中等（70-79） 

熟练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

相关理论计算，了解了概率统计基本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作业任务。

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

量的概念，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及格（60-69） 

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部分关键知识进行

相关理论计算，了解概率统计基本概念。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作业。能参与课堂教学，

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初

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不太熟悉或了解很不完全，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

相关理论计算能力较差。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

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建立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

量的概念，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本课程的总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和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4) 过程考核： 

课后作业：教师批阅给分； 

学生考勤：通过点名和抽查形式记录学生到课情况，包括是否缺课、迟到、早退等； 

课堂表现：课堂回答问题以及专题讨论表现。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8学时） 

1. 教学要求：正确理解随机现象和随机试验概念；理解概率的直观定义和概率的公理化定义；

熟练掌握并运用随机事件和概率的运算法则；能灵活运用古典概率模型求解问题；理解条件概率

的概念；能灵活运用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求解应用题；熟练掌握并运用事件的独

立性。 

2. 主要内容 



 

— 369 — 

公  共  课 

(1) 随机事件 

(2) 概率 

(3) 概率的加法法则 

(4) 条件概率与乘法法则 

(5) 独立试验概型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第一章 

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一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二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1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掌握离散随机变量和连续随机变量的定义；学会离散随

机变量分布列的计算；掌握连续随机变量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的转换；掌握二维随机变量边际分

布的计算以及独立性的等价条件；学会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的计算。 

2. 主要内容： 

(1) 随机变量的概念 

(2) 离散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3) 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函数 

(4) 连续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第二、三章 

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二、三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三章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多维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联合密度函数，边际分布函数，以及独立性的

判断。 

2. 主要内容： 

(1) 二维随机变量以及分布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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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件分布与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四版），第三章 

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二、四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数学期望和方差的定义和性质，学会数学期望和方差的计算；了解协方差

和相关系数的定义和简单计算。 

2. 主要内容： 

(1) 数学期望 

(2) 方差 

(3) 协方差和相关系数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第四章 

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四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五章  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6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总体、样本、统计量、样本均值、样本方差、样本矩的概念；了解
2

 分

布、t 分布和 F 分布的概念。 

2. 主要内容： 

(1)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2) 常用的统计分布 

(3) 抽样分布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第五章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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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六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六章  参数估计（5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估计量的评价标准；掌握点估计方法中最大似然估计的估计方法；掌握正

态总体数学期望和方差的区间估计方法。 

2. 主要内容： 

(1) 点估计概述 

(2) 点估计的常用方法 

(3) 置信区间 

(4) 单正态总体均值的置信区间(1) 方差已知 (2) 方差未知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第六章 

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七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第七章  假设检验（5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了解两类错误的定义；掌握一个正态总体的数学期

望和方差的假设检验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假设检验的概念 

(2) 单正态总体的假设检验：关于均值的检验假设检验 

3. 教学方法：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

生积极学相结合。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生自学、课外交流、习题、答疑、单元测试或期

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课堂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到课率 90%以上。要求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作业本每周上交一次。每周两次答疑时间，每次二小时。 

4. 学习资料： 

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简明版）》（第五版），第七章 

盛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第八章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5. 思考题：每节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每单元可提供适当的复习题。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0016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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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 A3》课程教学大纲 

（Gilbert Strang3） 

大纲主撰人：何济位      大纲审核人：俞晓岚 

 

【课程代码】024903063                【课程修习类型】 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信息与服务工程类、物理等 

【学分数】3                          【学时数】48（48、0；0）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线性代数是高校数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不仅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

供了必备的知识基础，而且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因此教好和学好线性代数课

程已成为各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教学工作。目前线性代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数学基础课程，线性

代数的知识已成为在现代科学的各学科研究发展中最活跃的和被广泛应用的基础数学知识。 

Linear Algebra is an important public basic course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education，which 

provides the required basic knowledge for follow-up specialized courses study and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education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near algebra wel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aching work. Now，linear algebra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mathematics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turned into the most active knowledge in various 

subje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modern science and has been the broadly applied knowledge of 

foundation mathematic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行列式 8 8  

二 矩阵 12 12  

三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10 10  

四 线性方程组 5 5  

五 矩阵对角化 10 10  

六 二次型 3 3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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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有以下几方面的教学目标： 

①基本知识层面 

目标 1：掌握解决线性问题的基本工具，包括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基本运

算工具。 

目标 2：掌握向量线性关系以及向量空间的基本理论及其逻辑体系。 

②理论应用能力层面 

目标 3：掌握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基本工具分析与解决基本线性问题能力。 

目标 4：综合应用理论知识能力、以矩阵理论为核心的综合分析线性问题能力。 

③综合素质层面 

目标 5：理解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基本数学思维以及逻辑体系，培养综合分析能

力。 

目标 6：培养批判性学习与自主探究性学习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基本知识层面： 

(1) 掌握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

基本工具； 

(2) 掌握向量线性关系与向量空间基本理论。 

(1) 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基

本运算规则与解法； 

(2) 向量组的线性关系、向量空间的基与维

数。 

教学目标 

1，2，3，4 

理论应用能力层面： 

(1) 利用基本工具解决线性问题的能力； 

(2) 理论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强化逻辑推理能力 

(1) 矩阵对角化、实对称矩阵正交相似标准型

问题 

(2) 二次型的标准型、正定二次型 

教学目标 

3，4，5 

综合素质层面： 

讲解典型定理的具体论证过程、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的课程推进过程，培养探究性自主学习能力、

以及基本数学思维。 

(1) 典型定理论证过程与逻辑体系的详细讲

解； 

(2)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如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问题、矩阵对角化问题、正定矩阵判别问题

等。 

教学目标 

3，4，5，6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应采用理论讲授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基本方法进行教学。既要加强理论知识的教学，

又要加强运用理论知识的训练，还应加强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把讲授与训练结合起来，

就是把理论知识与具体运用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把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把—般概念与具体实例

结合起来。 

5. 课程资源： 

教材：《线性代数》，周勇、朱砾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 

《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David C. Lay 著，第三版（英文版），电子工业出版

社；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Lee W. Johnson，etc，，第五版（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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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代数解题方法》，许甫华、张贤科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Gilbert Strang's，第四版。 

电子资源：校慕课平台《线性代数 A》课程。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作业完成情况优秀、慕课平台以及上课积极参与讨论、无缺课、期末考试优秀 

良好（80-89） 作业完成情况好、慕课平台以及上课积极参与讨论、无缺课、期末考试良好 

中等（70-79） 作业完成情况较好、慕课平台以及上课参与讨论、无缺课、期末考试合格 

及格（60-69） 作业完成情况一般、慕课平台以及上课基本参与讨论较少、无缺课、期末考试基本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作业完成情况差、慕课平台以及上课不参与互动讨论、有缺课现象、期末考试不合格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占课程总评分的 30%--40%；期未闭卷考试，占课程总评分的 60%--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由以下三部分组成：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课后作业逐次打分）、课堂表现（登记课堂

提问与回答问题情况）、慕课平台自学与讨论情况。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行列式（8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二阶与三阶行列式  

第二节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第三节  行列式的主要性质 

第四节  行列式按一行（列）展开 

第五节  克莱姆法则 

2.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行列式、上（下）三角形行列式，对角形行列式，余子式，代数余子式等重要

概念； 

(2) 理解并掌握行列式的运算性质，并会用行列式的性质和行列式按行（列）展开定理以及

一些常用的计算行列式的方法（如建立递推关系式等）计算行列式的值； 

(3) 了解克莱姆法则使用的前提条件，并会运用克莱姆法则求解某些特殊线性方程组；同时

注意利用克莱姆法则求解线性方程组的局限性和解题过程的复杂性，为下一章引进矩阵概念，并

利用增广矩阵的行初等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的解做好铺垫。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http://math.mit.edu/linear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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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1.6 节，38 到 43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二章  矩阵（12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矩阵的概念 

第二节  矩阵的运算 

第三节 逆矩阵 

第四节  分块矩阵 

第五节  矩阵的秩与矩阵的初等变换 

2. 基本要求： 

(1) 理解矩阵的概念，了解单位矩阵、对角矩阵、数量矩阵、三角矩阵、对称矩阵、正交矩

阵； 

(2) 掌握矩阵的加减法、数乘、乘法、转置及它们的运算法则； 

(3) 了解方阵的方幂和方阵乘积的行列式，及其上下三角块矩阵的行列式的计算方法； 

(4) 理解矩阵可逆和伴随矩阵的概念，掌握可逆矩阵的性质及其可逆矩阵的逆矩阵用伴随矩

阵的表示公式； 

(5) 理解矩阵分块的方法，并掌握分块矩阵的运算法则，及其上（下）三角块矩阵的行列式

的计算方法。 

(6) 了解矩阵的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的概念，及其初等矩阵的性质（即初等矩阵的逆矩阵是

同型的初等矩阵），并掌握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其矩阵行（列）最简形式的

定义； 

(7) 理解矩阵秩的概念，及其矩阵（行、列）等价的概念；掌握初等变换不改变矩阵秩的性

质，并会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的逆矩阵；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3.6 节，118 到 121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三章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10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n 维向量 

第二节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第三节 向量空间的基、维数与坐标 

2.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向量组的线性组合、向量的线性表示、向量组等价以及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

性无关等概念。 

(2) 掌握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有关性质和判别法。 

(3) 理解 n 维向量空间、基、维数、坐标、过渡矩阵等概念，并会求过渡矩阵；掌握求 n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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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空间的基和维数的方法，以及求基变换与坐标变换公式的方法。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4.8 节，171 到 177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四章  线性方程组（5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高斯消元法 

第二节  齐次线性方程组 

第三节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2. 基本要求： 

(1) 理解线性方程组 Ax b 求解与对它的增广矩阵 ( )Ab 中的系数矩阵 A 的化为行最简形式

之间的联系，并掌握利用增广矩阵求线性方程组解的方法； 

(2) 掌握线性方程有唯一解、无穷多解和无解的判别方法，及其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

充要条件。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的概念；掌握齐次线性方程组基础解系的求法

和通解表示方法，及其非齐次线性方程组通解的求法。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2.4 节，63 到 68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五章  相似矩阵（10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第二节  相似矩阵 

2. 基本要求： 

(1) 掌握向量内积、长度、夹角、正交，以及单位向量、正交向量组、规范正交组（基）、

正交矩阵等概念及其性质，掌握线性无关向量组的施密特（Schmidt）正交化方法。 

(2) 理解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及性质，掌握求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方法。

理解相似矩阵的概念，性质及矩阵与对角阵相似的充要条件，掌握用相似变换化矩阵为对角阵的

方法。 

(3) 掌握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性质，以及用正交变换化实对称矩阵为对角阵的

方法。 

3. 教学方法：典型例题解析、课堂讲授 

4. 学习资料：教材及参考书目中相应章节，慕课平台资源。 

5. 思考题：课后练习 

第六章  二次型（3时） 

1.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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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 

第二节 二次型的标准型  

2. 基本要求：初步了解二次型的矩阵表示、二次型的标准型、初等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

等。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

（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学习资料：教材及参考书目中相应章节，慕课平台资源。 

5. 思考题：课后练习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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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 B3》课程教学大纲 

（Linear Algebra B3） 

大纲主撰人：何济位      大纲审核人：俞晓岚 

 

【课程代码】024903053              【课程修习类型】 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生环学院、材化学院等相关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32、0；0）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线性代数是高校数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不仅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

供了必备的知识基础，而且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因此教好和学好线性代数课

程已成为各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教学工作。目前线性代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数学基础课程，线性

代数的知识已成为在现代科学的各学科研究发展中最活跃的和被广泛应用的基础数学知识。 

Linear Algebra is an important public basic course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education，which 

provides the required basic knowledge for follow-up specialized courses study and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education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near algebra wel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aching work. Now，linear algebra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mathematics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turned into the most active knowledge in various 

subje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modern science and has been the broadly applied knowledge of 

foundation mathematic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行列式 8 8  

二 矩阵 10 10  

三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7 7  

四 线性方程组 4 4  

五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3 3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有以下几方面的教学目标： 

①基本知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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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掌握解决线性问题的基本工具，包括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基本运

算工具。 

目标 2：掌握向量线性关系以及向量空间的基本理论及其逻辑体系。 

②理论应用能力层面 

目标 3：掌握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基本工具分析与解决基本线性问题能力。 

目标 4：综合应用理论知识能力、以矩阵理论为核心的综合分析线性问题能力。 

③综合素质层面 

目标 5：理解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基本数学思维以及逻辑体系，培养综合分析能

力。 

目标 6：培养批判性学习与自主探究性学习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基本知识层面： 

(1) 掌握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

基本工具； 

(2) 掌握向量线性关系与向量空间基本理论。 

(1) 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二次型

等基本运算规则与解法； 

(2) 向量组的线性关系、向量空间的基与

维数。 

教学目标 

1，2，3，4 

理论应用能力层面： 

(1) 利用基本工具解决线性问题的能力； 

(2) 理论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强化逻辑推理能力 

（1）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求解及其应

用； 

（2）特征值特征向量的基本求法。 

教学目标 

3，4，5 

综合素质层面： 

讲解典型定理的具体论证过程、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的课程推进过程，培养探究性自主学习能力、

以及基本数学思维。 

(1) 典型定理论证过程与逻辑体系的详细

讲解； 

(2)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如线性方程组的

求解问题等。 

教学目标 

3，4，5，6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应采用理论讲授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基本方法进行教学。既要加强理论知识的教学，

又要加强运用理论知识的训练，还应加强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把讲授与训练结合起来，

就是把理论知识与具体运用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把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把—般概念与具体实例

结合起来。 

5. 课程资源： 

教材：《线性代数》，周勇、朱砾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 

《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David C. Lay 著，第三版（英文版），电子工业出版

社；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Lee W. Johnson，etc，，第五版（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

社； 

《高等代数解题方法》，许甫华、张贤科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Gilbert Strang，第四版。 

http://math.mit.edu/linear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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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校慕课平台《线性代数 B》课程。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作业完成情况优秀、慕课平台以及上课积极参与讨论、无缺课、期末考试优秀 

良好（80-89） 作业完成情况好、慕课平台以及上课积极参与讨论、无缺课、期末考试良好 

中等（70-79） 作业完成情况较好、慕课平台以及上课参与讨论、无缺课、期末考试合格 

及格（60-69） 作业完成情况一般、慕课平台以及上课基本参与讨论较少、无缺课、期末考试基本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作业完成情况差、慕课平台以及上课不参与互动讨论、有缺课现象、期末考试不合格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占课程总评分的 30%--40%；期未闭卷考试，占课程总评分的 60%--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由以下三部分组成：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课后作业逐次打分）、课堂表现（登记课堂

提问与回答问题情况）、慕课平台自学与讨论情况。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行列式（8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二阶与三阶行列式  

第二节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第三节  行列式的主要性质 

第四节  行列式按一行（列）展开 

第五节  克莱姆法则 

2.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行列式、上（下）三角形行列式，对角形行列式，余子式，代数余子式等重要

概念； 

(2) 理解并掌握行列式的运算性质，并会用行列式的性质和行列式按行（列）展开定理以及

一些常用的计算行列式的方法（如建立递推关系式等）计算行列式的值； 

(3) 了解克莱姆法则使用的前提条件，并会运用克莱姆法则求解某些特殊线性方程组；同时

注意利用克莱姆法则求解线性方程组的局限性和解题过程的复杂性，为下一章引进矩阵概念，并

利用增广矩阵的行初等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的解做好铺垫。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1.6 节，38 到 43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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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矩阵（10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矩阵的概念 

第二节  矩阵的运算 

第四节 逆矩阵 

第五节 矩阵的秩与矩阵的初等变换 

2. 基本要求： 

(1) 理解矩阵的概念，了解单位矩阵、对角矩阵、数量矩阵、三角矩阵、对称矩阵、正交矩

阵； 

(2) 掌握矩阵的加减法、数乘、乘法、转置及它们的运算法则； 

(3) 了解方阵的方幂和方阵乘积的行列式，及其上下三角块矩阵的行列式的计算方法； 

(4) 理解矩阵可逆和伴随矩阵的概念，掌握可逆矩阵的性质及其可逆矩阵的逆矩阵用伴随矩

阵的表示公式； 

(5) 了解矩阵的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的概念，及其初等矩阵的性质（即初等矩阵的逆矩阵是

同型的初等矩阵），并掌握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其矩阵行（列）最简形式的

定义； 

(6) 理解矩阵秩的概念，及其矩阵（行、列）等价的概念；掌握初等变换不改变矩阵秩的性

质，并会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的逆矩阵；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3.6 节，118 到 121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三章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7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n 维向量 

第二节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第三节 向量空间的基、维数与坐标 

2.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向量组的线性组合、向量的线性表示、向量组等价以及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

性无关等概念。 

(2) 掌握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有关性质和判别法。 

(3) 理解 n 维向量空间、基、维数、坐标、过渡矩阵等概念，并会求过渡矩阵；掌握求基变

换与坐标变换公式的方法。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4.8 节，171 到 177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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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线性方程组（4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高斯消元法 

第二节  齐次线性方程组 

第三节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2. 基本要求： 

(1) 理解线性方程组 Ax b 求解与对它的增广矩阵 ( )Ab 中的系数矩阵 A 的化为行最简形式

之间的联系，并掌握利用增广矩阵求线性方程组解的方法； 

(2) 掌握线性方程有唯一解、无穷多解和无解的判别方法，及其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

充要条件。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的概念；掌握齐次线性方程组基础解系的求法

和通解表示方法，及其非齐次线性方程组通解的求法。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2.4 节，63 到 68 页。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五章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3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2. 基本要求：理解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掌握求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方

法。 

3. 教学方法：典型例题解析、课堂讲授 

4. 学习资料：教材及参考书目中相应章节，慕课平台资源。 

5. 思考题：课后练习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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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 C3》课程教学大纲 

（Linear Algebra C3） 

大纲主撰人：俞晓岚      大纲审核人：何济位 

 

【课程代码】024903043                  【课程修习类型】 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经济、电子商务等 

【学分数】2                            【学时数】32（32、0；0）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线性代数是高校数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不仅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

供了必备的知识基础，而且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因此教好和学好线性代数课

程已成为各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教学工作。目前线性代数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数学基础课程，线性

代数的知识已成为在现代科学的各学科研究发展中最活跃的和被广泛应用的基础数学知识。 

Linear Algebra is an important public basic course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education，which 

provides the required basic knowledge for follow-up specialized courses study and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education for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near algebra wel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aching work. Now，linear algebra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mathematics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turned into the most active knowledge in various 

subje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modern science and has been the broadly applied knowledge of 

foundation mathematic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行列式 8 8  

二 矩阵 12 12  

三 线性方程组 12 12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有以下几方面的教学目标： 

①基本知识层面 

目标 1：理解线性方程组的有关概念以及求解方法。理解线性方程组、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的有关概念以及求解方法。掌握利用行列式、矩阵为工具解决线性方程组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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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掌握向量线性关系以及向量空间的基本理论及其逻辑体系。 

②理论应用能力层面 

目标 3：掌握利用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等基本工具分析与解决基本线性问题的能力。 

目标 4：通过线性代数的学习，使学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包括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培养、训练和提高，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和数学知识的拓宽提供必要

的基础。为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提供适用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手段。 

③综合素质层面 

目标 5：理解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基本数学思维以及逻辑体系，培养综合分析能

力。 

目标 6：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基本知识层面： 

(1) 掌握行列式、矩阵等基本工具； 

(2) 掌握向量线性关系与向量空间基本理论。 

(1) 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等基本概念和运

算方法； 

(2) 向量组的线性关系、向量空间的基本概念； 

教学目标 

1，2，3，4 

理论应用能力层面： 

(1) 利用基本工具解决线性问题的能力； 

(2) 理论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强化逻辑推理能

力； 

(1) 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有关问题； 

(2) 教学过程注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教学目标 

3，4，5 

综合素质层面： 

培养探究性自主学习能力、严谨的数学思维以

及理解抽象事物的能力。 

(1) 典型定理论证过程与逻辑体系的详细讲解，

习题讲解注重过程分析； 

(2) 抽象概念的讲授中注重结合具体实例。 

教学目标 

3，4，5，6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应采用理论讲授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基本方法进行教学，既要加强理论知识的教学，

又要加强运用理论知识的训练，还应加强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注重讲授与训练相结合，

即注重理论知识与具体运用相结合。注重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通过具体实例讲解一般抽象概念。 

5. 课程资源： 

教材：经济应用数学基础《线性代数》（第四版），赵树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参考书： 

《线性代数》，周勇、朱砾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David C. Lay 著，第三版（英文版），电子工业出版

社；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Lee W. Johnson，etc，，第五版（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

社； 

《高等代数解题方法》，许甫华、张贤科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Linear Algebra》，Gilbert Strang，第四版。 

课程网站： 

http://math.mit.edu/linear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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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务处 MOOC 课教学平台：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期末闭卷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作业完成情况优秀、课堂表现优秀、无缺课、期末考试优秀 

良好（80-89） 作业完成情况好、课堂表现良好、无缺课、期末考试良好 

中等（70-79） 作业完成情况较好、课堂表现一般、无缺课、期末考试合格 

及格（60-69） 作业完成情况一般、课堂表现一般、无缺课、期末考试基本合格 

不及格（低于 60） 作业完成情况差、课堂表现差、有缺课现象、期末考试不合格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占课程总评分的 30%--40%；期未闭卷考试，占课程总评分的 60%--7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由以下两部分组成：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课后作业逐次打分）、课堂表现（登记到课

率、课堂提问与回答问题情况）。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行列式（8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二阶与三阶行列式  

第二节 n 阶行列式 

第三节  行列式的性质 

第四节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第五节  克莱姆法则 

2.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行列式、上（下）三角形行列式，对角形行列式，余子式，代数余子式等重要

概念； 

(2) 理解并掌握行列式的运算性质，并会用行列式的性质和行列式按行（列）展开定理以及

一些常用的计算行列式的方法（如建立递推关系式等）计算行列式的值； 

(3) 了解克莱姆法则使用的前提条件，并会运用克莱姆法则求解某些特殊线性方程组；同时

注意利用克莱姆法则求解线性方程组的局限性和解题过程的复杂性，为下一章引进矩阵概念，并

利用增广矩阵的行初等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做好铺垫。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1.6 节。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 386 — 

公  共  课 

第二章  矩阵（12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矩阵的概念 

第二节  矩阵的运算 

第三节  几种特殊的矩阵 

第四节  分块矩阵 

第五节  逆矩阵 

第六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 

第七节  矩阵的秩 

2. 基本要求： 

(1) 理解矩阵的概念，了解单位矩阵、对角矩阵、数量矩阵、三角矩阵、对称矩阵； 

(2) 掌握矩阵的加减法、数乘、乘法、转置及它们的运算法则； 

(3) 了解方阵的方幂和方阵乘积的行列式； 

(4) 理解矩阵可逆和伴随矩阵的概念，掌握可逆矩阵的性质以及可逆矩阵的逆矩阵用伴随矩

阵表示的公式； 

(5) 理解矩阵分块的方法，并掌握分块矩阵的运算法则； 

(6) 了解矩阵的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的概念，以及初等矩阵的性质（即初等矩阵的逆矩阵是

同型的初等矩阵），并掌握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之间的对应关系； 

(7) 理解矩阵秩的概念；掌握初等变换不改变矩阵秩的性质，并会用初等变换求可逆矩阵的

逆矩阵；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3.6 节。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第三章  线性方程组（12学时） 

1.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线性方程组的消元解法 

第二节  向量与向量组的线性组合 

第三节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第四节  向量组的秩 

第五节  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2. 基本要求： 

(1) 正确理解向量组的线性组合、向量的线性表示、向量组等价以及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

性无关等概念。 

(2) 掌握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有关性质和判别法。 

(3) 理解向量组的秩以及极大无关组，掌握极大无关组的求法。 

(4) 理解线性方程组 Ax b 求解与对它的增广矩阵 ( )Ab 中的系数矩阵 A 的化为行最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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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并掌握利用增广矩阵求线性方程组解的方法； 

(5) 掌握线性方程有唯一解、无穷多解和无解的判别方法，以及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

充要条件。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的概念；掌握齐次线性方程组基础解系的求法和全部

解（即通解）的表示方法，以及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全部解的表示方法。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采用现代多媒体和传统方法结合，组织课堂讨

论。要求学生课堂听课，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含课内作业和课外作业）。 

4. 阅读材料：《线性代数简明教程》，陈维新编，科学出版社，2.4，4.5 节。 

5. 思考作业题：课本习题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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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AI》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s AI） 

大纲主撰人：侯红生      大纲审核人：叶全林 

 

【课程代码】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理科综合班 

【学分数】3 学分                          【学时数】48（48/0） 

【建议修读学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大学物理 A》是为数学类等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将从宏观

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运动作为主线，来介绍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包括机械运动，热

现象，波动光学，电磁运动，相对论及量子运动等基础知识。同时，课程将紧密结合各专业的自

身特点，介绍物理学最新进展以及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应用，以满足学生对基础知识教育和科学素

质培养的需要。 

"College Physics A" is a required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and etc. Viewed from macro to micro motion，from low speed to high speed motion，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various motions of matter in natural word. Specifically，it includes particle 

kinematics，Newton’s laws，momentum and angular momentum，work and energy，rotation of a rigid 

body about a fixed axis，introduction to special relativity，temperature and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static electric fields and electric potential，capacitance and dielectric，

magnetic fields due to currents，magnetism of matter，induction and inductance，Maxwell’s equations，

electromagnetic waves，oscillations and waves，light interference，diffraction，and polarization，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Meanwhile，the course will also introduce some recent 

progresses in physics and some applications in high-tech，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majors，to meet the 

students’ requir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Students who take 

the course will learn the laws of physics that govern the movement of matter and fields，and the ways to 

study their movement.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other following courses. 

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零 绪论 3 3 0 

一 质点运动学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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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二 质点动力学 20 10 10 

三 刚体的转动 15 6 9 

四 狭义相对论基础 6 3 3 

五 气体分子动理论 10 4 6 

六 热力学基础 14 8 6 

七 真空中的静电场 15 6 9 

八 导体和电介质中的静电场 7 4 3 

 合计 96 48 48 

（*） 本章次并不真正代表教科书上的章节。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建立从微观、宏观、宇观的物质运动的基本物理图像，掌握研究

物质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科学的宇宙观，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深刻理解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为后续学习打下较深厚的物理基础。 

课程的基本要求是： 

①通过大学物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然界物质的基本运动规律，比较系统地掌握大学物理

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的方法，并能应用到比较复杂的问题中； 

②激发学生的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充分发挥物理学在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的作用，结合一些物理学史介绍，使

学生了解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实验-理论-再实验-再理论的无穷尽的探索过程，了解微观物理学对

现代科学技术重大影响和各种应用，并为以后继续学习有关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系统学习和掌握物理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研究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掌握从微观、宏观、宇观的物质运动的基本物

理图像，理解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能力要求：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 

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物理学

中的研究的方法 

培养和训练学生在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方面

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质要求：了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和发展动态，并具备适应相邻专业

工作的基本能力素质 

课程介绍了物理学的最新

进展和发展动态 

了解研究物质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科学的宇宙观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具体方法和手段的确定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

效果为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实验和视频演示、学生

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尝试目前国内外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同伴教学法，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

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生积极学相结合。 

5. 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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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大学基础物理学》，张三慧，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大学物理学》，陈曙，科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简明教程（第 2 版）（赵近芳，王登龙），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吴泽华、陈治中、黄正东，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应用物理》，蒲利春 张雪峰，科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卢德馨，高等教育出版社； 

《University Physics》，Dexin Lu，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尔斯物理学》（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胡新珉，人民卫生出版社。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掌握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并能熟练应用它们解决比较复杂的物

理问题。 

良好（80-89） 理解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能够应用它们解决一般性的物理问题。 

中等（70-79） 系统了解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方法。 

及格（60-69） 了解最基本的物理学概念和原理，喜欢物理。 

不及格（低于 60） 完全不了解物理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对物理没有兴趣。 

(3) 成绩构成： 

总成绩=期末考试（60%）+ 平时成绩（4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组成： 

①课堂测验（至少 1 次，占平时成绩 50%）  

②作业（至少 5 次，占平时成绩 20%） 

③考勤（占平时成绩 20%） 

④课堂表现以及课后答疑 （占平时成绩 10%）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随堂测验、课堂提问、习题讲解以及课后答

疑等方式，与学生进行紧密的互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绪论（3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了解物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绪论（讲授，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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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本绪论部分。 

5. 思考作业题：无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4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质点、参考系、运动方程、位移、速度、加速度等基本概念，能够从运动

学方程获得运动的相关信息；掌握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基本规律并能实际应用；掌握抛体运动和圆

周运动；熟悉曲线运动的矢量描写；了解运动描述的相对性和伽利略的经典时空观。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质点运动的描述（讲授＋讨论＋例题，1.5课时） 

第二节  圆周运动和一般曲线运动（讲授＋提问＋讨论，2课时） 

第三节  运动描述的相对性（讲授＋提问，0.5课时） 

本章重点：通过运动学方程获取质点运动的信息，如速度、加速度、轨迹。难点：自然坐标

系及其运用；曲线运动的矢量描述。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一章运动学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二章  质点动力学之牛顿运动定律（2课时） 

1.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牛顿运动三定律，能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及其微分形式解决比较复杂的

实际问题；理解常见力的基本特点，了解基本力；了解非惯性系中牛顿运动定律的使用和惯性力。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牛顿运动定律（讲授＋提问，0.5课时） 

第二节  常见力和基本力（自学） 

第三节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讲授＋提问＋讨论＋例题，1课时） 

第四节  非惯性系和惯性力（讲授＋提问＋思考，0.5课时） 

本章重点：牛顿运动三定律的具体应用。难点：非惯性系和惯性力。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一章牛顿运动定律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二章  质点动力学之动量和角动量（4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动量、冲量概念，掌握并能应用质点（系）动量定理；熟练掌握动量守恒

定律并能应用；了解火箭的原理；理解质心和质心运动定理；理解质点的角动量概念和角动量守

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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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冲量  质点（系）动量定理（讲授，1课时） 

第二节  质心（讲授＋提问＋思考，0.5课时） 

第三节  动量守恒定律和质心运动定理（讲授＋讨论＋例题，1课时） 

第四节  变质量物体运动方程（自学） 

第五节  火箭飞行（自学） 

第六节  质点的角动量和角动量守恒（讲授＋讨论＋提问，1.5课时） 

第七节  对称性和守恒律（自学） 

本章重点：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及其应用。难点：质心运动定理，质点的角动

量及其守恒律的应用。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二章运动的守恒量和守恒律中动量和角动量部分及

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二章  质点动力学之功与能（4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功的概念，掌握变力做功；熟练掌握质点动能定理及应用；掌握保守力做

功和相关势能，了解引力势能；掌握质点系的功能原理；掌握机械能守恒定律并能熟练应用，理

解能量守恒定律；掌握碰撞的物理过程和基本分析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功 动能 动能定理（讲授＋提问＋例题，1.5课时） 

第二节  保守力  成对力的功  势能（含引力势能）（讲授＋提问＋思考，1.5课时） 

第三节  质点系的功能原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讲授＋提问＋例题，1课时） 

第四节  碰撞（自学） 

本章重点：功的计算，质点（系）动能定理；保守力及其势能，机械能守恒定律。难点： 

变力做功；成对保守力做功以及势能计算；机械能守恒的条件。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二章运动的守恒量和守恒律中功和能部分及其参考

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三章  刚体的定轴转动（6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刚体的运动形式；掌握力矩、转动惯量等基本概念；掌握刚体定轴转动定

律，定轴转动的转动动能和动能定理，并能熟练运用；了解刚体定轴转动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

恒定律；了解刚体的平面平行运动。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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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刚体模型及其运动的描述（讲授＋提问，1课时） 

第二节  力矩  转动惯量  定轴转动定律（讲授＋例题，2课时，结合转动惯量实验提出具体

要求，布置一定的思考题目） 

第三节  定轴转动中的功能关系（讲授＋提问，1.5课时） 

第四节  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讲授＋讨论，1课时） 

第五节  刚体平面平行运动（讲授，0.5课时） 

第六节  刚体进动（自学） 

本章重点：刚体定轴转动的基本规律及其运用。难点：力矩；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及刚体

平面平行运动。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三章刚体运动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四章  狭义相对论基础（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和洛伦兹坐标变换公；理解狭义相对论时空观；了

解狭义相对论动力学基础。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狭义相对论基本原理  洛伦兹变换（讲授＋讨论，2课时） 

第二节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讲授＋讨论，1课时） 

第三节  狭义相对论动力学基础（自学） 

本章重点：狭义相对性基本原理，洛伦兹变换。难点：洛伦兹变换的具体应用。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四章狭义相对论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

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五章  气体分子动理论（4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热运动描述的基本方法，理解理想气体模型和状态方程；了解分子运动和

统计规律；掌握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公式，并理解温度的概念；理解并掌握能量均分定理；了

解麦克斯韦速率分布的基本规律以及分子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概念。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热运动的描述   理想气体模型和状态方程（讲授，0.5课时） 

第二节  分子热运动和统计规律（讲授，0.5课时） 

第三节  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公式（讲授＋提问，1课时） 

第四节  能量均分定理  理想气体的内能（讲授＋提问，1课时） 

第五节  麦克斯韦速率分布（讲授＋思考，0.5课时） 

第六节  分子碰撞和平均自由程（讲授，0.5课时） 

本章重点：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公式；能量均分定理。难点：自由度概念；麦克斯韦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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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本第五章气体动理论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六章  热力学基础（8课时） 

1. 教学要求：熟悉功、热量和内能等基本概念；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理解准静态过程；掌

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各种准静态过程的应用；了解循环过程和卡诺循环；了解自然过程

的方向和不可逆性的相互依存；了解卡诺定理；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统计意义；了解热力学概

率和自然过程的方向；了解玻尔兹曼熵公式与熵增加原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热力学第零定律和第一定律（讲授＋提问，1课时） 

第二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理想气体准静态过程的应用（讲授＋例题，2课时） 

第三节  循环过程   卡诺循环（选讲＋自学，1.5课时） 

第四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讲授＋讨论，1课时） 

第五节  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   卡诺定理（选讲＋自学，1课时） 

第六节  熵  玻尔兹曼关系（选讲＋自学，1课时） 

第七节  熵增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意义（讲授+讨论，0.5课时） 

第八节  耗散结构（自学） 

本章重点：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在各种准静态过程中的应用。难点：可逆过程和不可逆过程

的判断；对熵的理解。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六章热力学基础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七章  真空中的静电场（6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电荷的基本属性；掌握库仑定律；理解电场强度，电场线和电通量等概念；

掌握高斯定理并能熟练运用；掌握电场力做功；理解静电场的环路定理；掌握电势的概念；了解

电场强度和电势梯度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物质的电结构   库仑定律（讲授＋讨论，1课时） 

第二节  静电场   电场强度（讲授，1.5课时） 

第三节  静电场的高斯定理（讲授＋讨论＋例题，1.5课时） 

第四节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电势（讲授，1.5课时） 

第五节  电场的强度和电势梯度的关系（选讲＋自学，0.5课时） 

本章重点：点电荷库仑定律；电场强度；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电势。难点：电通量；电场

强度和电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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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七章静止电荷的电场中真空中的静电场部分及其参

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八章  导体和电介质中的静电场（4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静电感应和静电平衡条件；理解静电平衡的导体上的电荷分布；能进行有

导体时静电场的分析和计算；了解静电屏蔽；熟悉电容器和电容；了解电介质的极化、电位移和

有介质时的高斯定理；掌握电场中的能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讲授＋讨论，1.5课时） 

第二节  电容器的电容（选讲＋自学，0.5课时） 

第三节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选讲＋自学，0.5课时） 

第四节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电位移（选讲＋自学，1课时） 

第五节  静电场的能量（讲授，0.5课时） 

本章重点：导体处于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电荷分布规律。难点：有导体时静电场的分析和计

算；电介质极化；电位移和有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七章静止电荷的电场中静电场中导体和电介质部分

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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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AII》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s AII） 

大纲主撰人：侯红生      大纲审核人：叶全林 

 

【课程代码】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理科综合班 

【学分数】3 学分                      【学时数】总学时 48 

【建议修读学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AI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大学物理 A》是为数学类等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将从宏观

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运动作为主线，来介绍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包括机械运动，热

现象，波动光学，电磁运动，相对论及量子运动等基础知识。同时，课程将紧密结合各专业的自

身特点，介绍物理学最新进展以及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应用，以满足学生对基础知识教育和科学素

质培养的需要。 

"College Physics A" is a required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and etc. Viewed from macro to micro motion，from low speed to high speed motion，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various motions of matter in natural word. Specifically，it includes particle 

kinematics，Newton’s laws，momentum and angular momentum，work and energy，rotation of a rigid 

body about a fixed axis，introduction to special relativity，temperature and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static electric fields and electric potential，capacitance and dielectric，

magnetic fields due to currents，magnetism of matter，induction and inductance，Maxwell’s equations，

electromagnetic waves，oscillations and waves，light interference，diffraction，and polarization，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Meanwhile，the course will also introduce some recent 

progresses in physics and some applications in high-tech，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majors，to meet the 

students’ requir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Students who take 

the course will learn the laws of physics that govern the movement of matter and fields，and the ways to 

study their movement.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other following courses. 

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1 恒定电流和磁场 12 6 6 

2 电磁感应 1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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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3 电磁场理论 6 3 3 

4 机械振动 8 4 4 

5 机械波 7 4 4 

6 光的干涉 11 5 6 

7 光的衍射 9 5 4 

8 光的偏振 6 3 3 

9 量子物理基础 16 8 8 

10 原子核物理 7 4 3 

     

 合计 96 48 48 

（*） 本章次并不真正代表教科书上的章节。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建立从微观、宏观、宇观的物质运动的基本物理图像，掌握研究

物质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科学的宇宙观，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深刻理解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为后续学习打下较深厚的物理基础。 

课程的基本要求是： 

①通过大学物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然界物质的基本运动规律，比较系统地掌握大学物理

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的方法，并能应用到比较复杂的问题中； 

②激发学生的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充分发挥物理学在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的作用，结合一些物理学史介绍，使

学生了解物理学家对物理结构的实验-理论-再实验-再理论的无穷尽的探索过程，了解微观物理学

对现代科学技术重大影响和各种应用，并为以后继续学习有关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系统学习和掌握物理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研究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掌握从微观、宏观、宇观的物质运动的基本物

理图像，理解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能力要求：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 

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物理学

中的研究的方法 

培养和训练学生在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方面

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质要求：了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和发展动态，并具备适应相邻专业

工作的基本能力素质 

课程介绍了物理学的最新

进展和发展动态 

了解研究物质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科学的宇宙观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具体方法和手段的确定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

效果为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实验和视频演示、学生

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尝试目前国内外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同伴教学法，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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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生积极学相结合。 

5. 课程资源：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大学基础物理学》，张三慧，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大学物理学》，陈曙，科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简明教程（第 2 版）（赵近芳，王登龙），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吴泽华、陈治中、黄正东，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应用物理》，蒲利春 张雪峰，科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卢德馨，高等教育出版社； 

《University Physics》，Dexin Lu，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尔斯物理学》（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胡新珉，人民卫生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掌握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并能熟练应用它们解决比较复杂的物理

问题。 

良好（80-89） 理解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能够应用它们解决一般性的物理问题。 

中等（70-79） 系统了解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方法。 

及格（60-69） 了解最基本的物理学概念和原理，喜欢物理。 

不及格（低于 60） 完全不了解物理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对物理没有兴趣。 

(3) 成绩构成： 

总成绩=期末考试（60%）+ 平时成绩（4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组成： 

①课堂测验（至少 1 次，占平时成绩 50%）  

②作业（至少 5 次，占平时成绩 20%） 

③考勤（占平时成绩 20%） 

④课堂表现以及课后答疑 （占平时成绩 10%）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随堂测验、课堂提问、习题讲解以及课后答

疑等方式，与学生进行紧密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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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 1章  恒定电流和磁场  （6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电流，电流密度和电源电动势等基本概念；了解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掌

握磁感应强度和磁通量；掌握毕奥-萨伐尔定律并能计算给定电流分布下的磁场；理解稳恒磁场的

高斯定理；掌握安培环路定理并能熟练运用；掌握洛伦兹力并能分析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

了解霍耳效应；掌握安培力和在磁场中的通电线圈所受的力矩；了解磁场中的磁介质；了解有介

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以及磁场强度的概念。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恒定电流（选讲＋自学，1课时） 

第二节  磁感应强度（讲授＋提问，1课时） 

第三节  毕奥－萨伐尔定律（讲授＋讨论＋例题，1.5课时） 

第四节  稳恒磁场的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讲授＋例题，1.5课时） 

第五节  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自学） 

第六节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选讲＋自学，0.5课时） 

第七节  磁场中的磁介质（自学） 

第八节  有磁介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   磁场强度（选讲＋自学，0.5课时） 

第九节  铁磁质（自学） 

本章重点：利用毕奥－萨伐尔定律计算通电导线周围的磁场；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难点：

利用毕奥－萨伐尔定律计算通电导线周围的磁场。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本第八章恒定电流的磁场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2章  电磁感应（6课时）  

1. 教学要求：熟悉电磁感应现象及其特点；熟练掌握并能应用法拉第定律和楞次定律；掌握

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掌握涡旋电场及规律；了解自感和互感，掌握磁场中的能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电磁感应定律（讲授＋提问，1课时） 

第二节  动生电动势（讲授＋提问＋例题，2课时） 

第三节  感生电动势  感生电场（选讲＋自学，1.5课时） 

第四节  自感和互感（选讲＋自学，0.5课时） 

第五节  磁场的能量（讲授＋讨论，1课时） 

本章重点：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应用。难点：动生和感生电动势的计算。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九章电磁感应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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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3章  电磁场理论（3课时） 

1. 教学要求：熟悉位移电流假说和麦克斯韦方程组；了解电磁波的性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位移电流（讲授＋讨论，1.5课时） 

第二节  麦克斯韦方程组（讲授＋提问，1课时） 

第三节  电磁波的传播（讲授，0.5课时） 

本章重点：麦克斯韦方程组及其涵义。难点：位移电流假设。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九章麦克斯韦方程组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4章  机械振动（4课时） 

1.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简谐振动的规律并能应用；了解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和共振现象；了

解简谐振动的合成。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简谐振动的动力学描述（讲授＋讨论＋例题，1课时） 

第二节  简谐振动的运动学描述（讲授，1课时） 

第三节  简谐振动的能量（讲授，0.5课时） 

第四节  阻尼振动  受迫振动和共振（选讲＋自学，0.5课时） 

第五节  电磁振荡（自学） 

第六节  简谐振动的合成（讲授＋讨论，1课时） 

第七节  振动的分解  频谱（自学） 

本章重点：简谐振动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描述。难点：从动力学角度判断物体（或质点）是否

作简谐振动。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章机械振动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5章  机械波（4课时） 

1. 教学要求：熟悉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掌握平面简谐波规律并能应用；掌握波的能量，了

解波的强度公式；了解惠更斯原理以及波的反射和折射现象；了解波的叠加原理并会分析波的干

涉以及驻波的形成；掌握多普勒效应。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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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机械波的产生和传播（讲授，0.5课时） 

第二节  平面简谐波的函数（讲授＋讨论＋例题，1.5节课） 

第三节  波动方程和波速（自学） 

第四节  波的能量和波的强度（讲授＋自学，0.5节课） 

第五节  声波  超声波  次声波（自学） 

第六节  电磁波（自学） 

第七节  惠更斯原理  波的反射和折射（自学） 

第八节  波的叠加原理  波的干涉和驻波（选讲＋自学＋讨论，0.5节课） 

第九节  多普勒效应（讲授＋提问，1节课） 

本章重点：平面简谐波方程及其运用。 难点：驻波的形成及其特征；多普勒效应。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一章机械波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6章  光的干涉（5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相干光、光程与光程差等概念；掌握光干涉的分析方法；能对双缝干涉、

薄膜干涉（等厚干涉）进行分析；了解迈克尔逊干涉仪。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光源   单色光   相干光（讲授，0.5课时） 

第二节  杨氏双缝干涉（讲授＋讨论＋例题，2课时） 

第三节  光程和光程差（讲授＋提问，0.5课时） 

第四节  薄膜干涉（讲授＋讨论＋例题，2课时，结合牛顿环实验提出具体要求，布置一定的

思考题） 

第五节  迈克尔逊干涉仪（自学） 

本章重点：光程差；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现象及其分析。难点：利用光程差来分析薄膜干涉（等

厚干涉）所形成的条纹。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二章光的干涉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7章  光的衍射（5课时） 

1. 教学要求：熟悉光的衍射现象和惠更斯-菲涅耳原理；掌握单缝的夫琅禾费衍射；了解圆孔

的夫琅禾费衍射和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了解光栅衍射。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光的衍射现象   惠更斯－菲涅耳原理（讲授，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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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单缝的夫琅禾费衍射（讲授＋讨论＋例题，2课时） 

第三节  圆孔的夫琅禾费衍射   分辨本领（讲授＋讨论，1课时） 

第四节  光栅衍射（讲授＋例题，1.5课时） 

第五节  X射线衍射（自学） 

本章重点：单缝夫琅禾费衍射及其规律。难点：对单缝夫琅禾费衍射条纹的分析。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二章光的衍射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8章  光的偏振（3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自然光和偏振光概念；熟悉起偏和检偏；掌握马吕斯定律；了解反射和折

射时光的偏振；了解光的双折射。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光的偏振状态（讲授＋讨论，1课时） 

第二节  起偏和检偏   马吕斯定律（讲授，1课时） 

第三节  反射和折射时光的偏振（讲授，1课时） 

第四节  光的双折射（自学） 

本章重点：偏振光的概念和特点。难点：反射和折射时的光的偏振规律；双折射。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二章光的偏振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9章  量子物理基础（8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热辐射特点和普朗克的量子假设；掌握光电效应和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

了解康普顿效应；掌握德布罗意波和波粒二象性；掌握不确定关系；理解波函数和薛定谔方程；

能对运用薛定谔方程处理简单的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热辐射  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假设（讲授，1课时） 

第二节  光电效应  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讲授＋提问，1.5课时） 

第三节  康普顿效应（讲授，1课时） 

第四节  德布罗意波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讲授，0.5课时） 

第五节  不确定关系（讲授＋提问，0.5课时） 

第六节  波函数及其统计解释   薛定谔方程（讲授＋提问，2课时） 

第七节  一维定态薛定谔方程的应用（讲授＋讨论＋例题，1.5课时） 

第八节  电子的自旋（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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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光电效应的基本规律及其解释；薛定谔方程及其应用。难点：

德布罗意波和波粒二象性的理解；不确定关系；薛定谔方程的应用。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三章早期量子理论和量子力学基础及其参考书相

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 10章  原子核物理（3＋3课时） 

1. 教学要求：熟悉原子核的基本性质；掌握原子核的结合能；了解聚变和裂变；了解原子核

的放射性衰变；了解核反应。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原子核的基本性质（讲授，1课时） 

第二节  原子核的结合能   裂变和聚变（讲授＋提问，1课时） 

第三节  原子核的放射性衰变（讲授，1课时） 

第四节  粒子物理简介（选讲） 

第五节  宇宙学简介（自学） 

本章重点：原子核的基本性质；原子核的结合能。难点：关于原子结合能的计算。 

3. 教学方法：结合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4. 阅读材料：教材《普通物理》第六版第十五章原子核物理部分及其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作业题： 

每次课后从教材和参考教材中精选 3-4 个作业题，同时每章中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 

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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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University Physics Experiment） 

大纲主撰人：叶全林      大纲审核人：侯红生 

 

【课程代码】200373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理工类各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32（2/30）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一、课程简介  

《大学物理实验》是面向全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它与

大学物理理论课程有紧密的联系。本课程内容涉及与大学物理课程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等内容相关的实验。本课程将加深学生对理论课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实

验知识，在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诸方面得到较为系统、严格的训练。本课程进而能培养学生基本

的实验能力、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为各专业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今后从事科

技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University Physics Experiment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course of University Physics. This course contains 

experiments related to mechanics，thermal physics，electromagnetism，optics and so o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students can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to the theoretical course. More 

importantly，students can obtai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experiment，and get more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training in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skills etc.. This course will further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experimental ability，good experimental habits and rigorous truth-seeking scientific style，which 

will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follow-up courses and to work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 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物理量的测量，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

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并能运用物理学原理和物理实验方法来研究物理现象和规律，加深对

物理学原理的理解。 

(2) 培养与提高学生从事科学实验的素质。其中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怕困难，主动进取的探索精神；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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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以及在实验过程中相互协作，共同探索的团队合作精神。 

(3) 培养学生进行综合实验、设计研究实验的能力，以及自主学习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提高

学生的创新素质。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①做实验前，学生必须做好预习（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内容等），并准备好测量数

据表格等。 

②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每次实验前，任课教师要向学生介绍该实验所配置仪

器的使用方法，实验测量的要点及注意事项。 

③实验中分组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如实记录实验数据；实验完毕，将实验记录交教师审核签

名，整理好实验仪器，方能离开实验室。 

④学生应按要求认真撰写实验报告，独立完成。报告要按时上交，报告后面要附上有教师签

名的数据记录原稿。教师要认真批改学生实验报告，并做好成绩记录。 

⑤任课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实验动手情况，对实验中遇到的问题，需引导学生去观察、思考、

分析并解决实验中的问题。 

 

三、主要仪器设备 

天平、螺旋测微器，游标卡尺、毫安表、伏特表、杨氏模量仪、光杠杆系统、声速测量仪、

双踪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直流电源、直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6 位电阻箱、滑线变阻器、

检流计、电表改装与校准实验仪、牛顿环实验仪、钠光灯、移测显微镜、金属杆线胀系数测量仪、

静电场描绘仪、滑线式惠斯登电桥、分光计、三棱镜、刚体转动实验仪、多功能计数计时毫秒仪

等。 

 

四、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实验理论课 

⑴学习物理实验课程的意义，学习物理实验

方法、实验室规则； 

⑵了解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误差知识、数

据处理方法。 

2 基础 综合 1 必做 

2 长度与密度的测定 

⑴了解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的构造，掌握

它们的原理、正确读书和使用方法； 

⑵学习直接测量、间接测量的误差计算与数

据处理； 

⑶学习天平的使用，并掌握密度的测量方法。 

3 基础 综合 2 必做 

3 
制流电路与分压电

路 

⑴了解电学基本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⑵掌握制流电路与分压电路的连接方法、性

能和特点； 

⑶熟悉电学实验的操作规程和安全知识。 

3 基础 综合 2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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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4 静电场的描绘 

⑴学习用模拟法研究和描绘描绘静电场的电

位分布；  

⑵加深对场强和电势概念的理解。 

3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5 示波器的使用 

⑴了解示波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⑵熟悉示波器的调节和使用，学会用示波器

观察电信号波形； 

⑶掌握用示波器测量电信号的频率和电压的

方法； 

⑷学习李萨如图形产生的原理并观测它。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6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

量 

⑴掌握刚体转动定律； 

⑵学习测定刚体转动惯量的原理和方法； 

⑶学习作图法求得物理量。 

3 
专业

基础 

设计

研究 
2 必做 

7 
拉伸法测金属丝的

杨氏模量 

⑴学习用静态拉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模

量； 

⑵掌握光杠杆法测定长度微小变化的原理，

并掌握其使用； 

⑶学习用逐差法处理数据。 

3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8 电表的改装及校准 

⑴学习电表基本原理和改装的方法，并学会

校准曲线的描绘和应用； 

⑵熟悉电表的规格和用法； 

⑶了解电表内阻对测量的影响，掌握电表级

别的定义。 

3 
专业

基础 

设计

研究 
2 必做 

9 
牛顿环测透镜曲率

半径 

⑴观察等厚干涉现象，巩固干涉概念，了解

干涉的应用； 

⑵掌握牛顿环干涉条纹的调节并用它测量凸

透镜曲率半径的方法； 

⑶熟练使用读数显微镜。 

3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10 声速的测定 

⑴了解超声波产生和接收的原理，加深对共

振、相位等概念的理解； 

⑵理解并掌握用共振干涉法和相位比较法测

量声速的原理和技术； 

⑶进一步熟悉示波器和信号源的使用方法，

培养综合应用仪器设备的能力。 

3 
专业

基础 
综合 2 选做 

11 
金属杆线胀系数的

测量 

⑴观测金属杆膨胀的规律，掌握金属杆线胀

系数的物理意义； 

⑵进一步熟练光杠杆法测定长度微小变化； 

⑶学习用作图法求物理量。 

3 
专业 

基础 
综合 2 选做 

12 
用惠斯登电桥测电

阻 

⑴掌握用惠斯登电桥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⑵掌握滑线式惠斯登电桥测电阻；  

⑶了解电桥灵敏度的概念以及提高电桥灵敏

度的几种方法。 

3 
专业 

基础 

设计

研究 
2 选做 



 

— 407 — 

公  共  课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3 
分光计的调整与棱

镜顶角的测量 

⑴了解分光计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⑵掌握分光计的调节要求和方法； 

⑶用分光计测定三棱镜的顶角。 

3 
专业

基础 

设计

研究 
2 选做 

五、成绩考核 

1.考核方式：考查 

2.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操作熟练、规范，实验报告撰写规范等 

良好（80-89） 实验操作比较熟练，实验报告撰写规范等 

中等（70-79） 实验操作比较熟练，实验报告撰写比较规范等 

及格（60-69） 基本掌握实验方法和操作，实验报告撰写比较规范等 

不及格（低于 60） 旷课，不按要求操作实验，实验报告撰写不规范等 

3.成绩构成： 

本课程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40%，主要是按课堂实验操作情

况予以评定，期末成绩占 60%，主要是按每个实验报告的成绩取平均予以评定。也可将这个总成

绩统一归为实验成绩。 

4.过程考核： 

过程考核将由出勤情况、课前预习情况、实际操作的熟练和规范程度、实验态度、实验严谨

性等方面构成。过程考核是平时成绩的评定依据。过程监控可通过出勤签到、提问、实验遇到困

难时的处理方式的观察、实验数据的审核签字等手段来实现。 

 

六、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1.建议教材 

金清理，黄晓虹. 基础物理实验[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2.参考书目 

[1] 覃以威，文国富，陆安山，陈伟华. 大学物理实验(1) [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 陆廷济，胡德敬，陈铭南. 物理实验教程[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 

[3] 谢行恕，康士秀，霍剑青. 大学物理实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4]李玉琮，赵光强，林智群. 大学物理实验[M].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2 

 

七、其他说明 

暂无 



 

— 408 — 

公  共  课 

 

《大学物理 C》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s C） 

大纲主撰人：周能吉      大纲审核人：侯红生 

 

【课程代码】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理学院                【适用专业】化学、材料、生科、环境科学专业 

【学分数】3 学分                  【学时数】总学时 48 

【建议修读学期】第二学期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大学物理 C 是为化学、材料、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以物质运动形式为主线，介绍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波动光学和量子运动的基本

知识，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各种基本运动的物理框架。同时，结合各专业的自身

特点，课程内容力求体现相关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以及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应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应使学生获得系统的物理基础知识；掌握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研究的方法；培养和训练

学生在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College Physics C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emistry，

materials，life science，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so on. With the mater movement pattern as the main 

line， the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echanical movement， thermal motion，

electromagnetic motion，wave optics and quantum motion，and builds the framework of physics for 

various basic movements from macro to micro，from low speed to high speed. Meanwhile，combining 

with the ow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major，the curriculum content strives to reflect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ysic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Through this course，students 

can obtain systematic physical knowledge;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principle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physics; train the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 scientific experiment，calculation and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2.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学时 

 绪论 2 

一 牛顿力学基本规律 8 

二 流体的运动 2 

三 振动与波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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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学时 

四 分子动理论与热力学 6 

五 静电场和直流电 6 

六 稳恒磁场 6 

七 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 8 

八 量子物理简介 2 

合计  48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根据专业特点要适时介绍一些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以及物理学对现代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对物理的学习兴趣。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建立从微观、宏观、宇观的物质运动的基本物理图像，掌握研究

物质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和科学的宇宙观，全面提高学生的科

学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深刻理解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为后续学习打下较深厚的物理基

础。 

课程的基本要求是： 

①通过大学物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然界物质的基本运动规律，比较系统地掌握大学物理

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研究的方法，并能应用到比较复杂的问题中； 

②激发学生的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充分发挥物理学在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的作用，结合一些物理学史介绍，使

学生了解物理学家对物理结构的实验-理论-再实验-再理论的无穷尽的探索过程，了解微观物理学

对现代科学技术重大影响和各种应用，并为以后继续学习有关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系统学习和掌握物理

学的基础理论知识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研究物

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掌握从微观、宏观、宇观的物质运动的基本

物理图像，理解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 

能力要求：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 

课程系统地介绍了物理学中的

研究的方法 

培养和训练学生在科学实验、计算和思维方

面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素质要求：了解物理学的最新进

展和发展动态，并具备适应相邻

专业工作的基本能力素质 

课程介绍了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和发展动态 

了解研究物质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辩证唯

物主义世界科学的宇宙观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具体方法和手段的确定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

效果为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实验和视频演示、学生

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尝试目前国内外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同伴教学法，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上，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



 

— 410 — 

公  共  课 

课堂讲解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教师认真教与学生积极学相结合。 

5. 课程资源：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大学物理学（少课时版）》，杨建宋，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大学物理学》，陈曙，科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简明教程（第 2 版）（赵近芳，王登龙），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吴泽华、陈治中、黄正东，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应用物理》，蒲利春 张雪峰，科学出版社； 

《大学基础物理学》，张三慧，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卢德馨，高等教育出版社； 

《University Physics》，Dexin Lu，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尔斯物理学》（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胡新珉，人民卫生出版社。 

(2) 课程网站：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jpk/course/layout/frame/index.jsp?courseId=1322 

选择教学资源，选择大学物理 C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掌握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并能熟练应用它们解决比较复杂的物

理问题。 

良好（80-89） 理解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能够应用它们解决一般性的物理问题。 

中等（70-79） 系统了解物理学基本规律、概念、原理以及方法。 

及格（60-69） 了解最基本的物理学概念和原理，喜欢物理。 

不及格（低于 60） 完全不了解物理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对物理没有兴趣。 

(3) 成绩构成： 

总成绩=期末考试（60%）+ 平时成绩（4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组成： 

①课堂测验（至少 1 次，占平时成绩 50%）  

②作业（至少 5 次，占平时成绩 20%） 

③考勤（占平时成绩 20%） 

④课堂表现以及课后答疑 （占平时成绩 10%）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随堂测验、课堂提问、习题讲解以及课后答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jpk/course/layout/frame/index.jsp?courseId=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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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等方式，与学生进行紧密的互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论（或绪论、概论等）（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明确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科学思维。 

第二节  复习大学物理相关的数学基础。 

第一章  牛顿力学基本定律（8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对物体运动状态的描述方法（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功的计算和功能原

理、动量和动量守恒定律、角动量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以及机械能守恒定律。 

理解惯性系和非惯性系、保守力与非保守力等概念。 

了解刚体平动和转动、刚体转动定理以及常见刚体的转动惯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质点的运动规律。              （2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二节  牛顿运动规律。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三节  三大守恒定律。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四节  刚体的定轴转动。              （2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五节  物体的弹性。                  （自学） 

本章重点：牛顿第二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本章难点：运动、速度和力的矢量描述方法。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一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43 页 1-1，1-3，1-6，1-8，1-11，1-12，1-13   

思考题： 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二章  流体的运动（2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理想流体的特征、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及它们的应用。 

理解层流与湍流概念。 

了解牛顿粘滞定律、雷诺判据。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理想流体的稳定流动。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二节  伯努利方程。                      （1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三节  粘性流体的流动。                   （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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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伯努利方程； 

本章难点：伯努利方程的应用。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二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61 页 2-1，2-3，2-6，2-7，2-9 

思考题：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三章  振动与波动（8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简谐振动和平面简谐波动方程、矢量圆表示法以及多普勒效应。 

理解简谐振动的特征量（振幅、相位和周期）、简谐波的特征量（波速、频率和波长）、两个

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以及波的干涉。 

了解阻尼振动、共振、半波损失、惠更斯原理以及振动和波的能量公式。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简谐振动。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二节  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及共振。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三节  简谐波。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四节  惠更斯原理与波的叠加。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五节  驻波。                      （选讲） 

第六节  多普勒效应。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七节  声波、超声波和次声波        （选讲） 

本章重点：简谐振动的特点、简谐波、波的干涉和多普勒效应。 

本章难点：简谐振动的速度和加速度方向、简谐振动的矢量圆表示方法、波的传播速度与某

质点振动速度的区别以及波速、波长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三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89 页 3-5，3-8，3-10，3-17，3-20 

思考题： 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四章  分子动理论与热力学（6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并熟练应用于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过程的计算中，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

程、压强公式和能量公式。 

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宏观过程的不可逆性和热力学概率之间的关系。 

了解熵的概念、熵增加原理、毛细现象以及气体栓塞现象的原理、液体表面能以及表面活性



 

— 413 — 

公  共  课 

物质的作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热力学基础。              （3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二节  分子动理论。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三节  液体表面现象。            （1 学时，讲授+提问） 

本章重点：热力学第一定律和应用、热循环过程、理想气体的压强、温度和体积的关系，理

想气体分子的压强公式。 

本章难点：功、热量和内能之间的转换、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它的微观解释、温度和压强的

微观解释。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四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121 页 4-1，4-3，4-6，4-8，4-11，4-15，4-21，4-23，4-27 

思考题： 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五章  静电场和直流电（6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点电荷的库伦定理、静电场的叠加原理、高斯定理以及电势的计算。 

理解静电场的能量公式、静电场下导体的静电平衡以及电荷的分布、复杂电路中的基尔霍夫

定律。 

了解电容器性质以及 RC 电路充放电过程、静电场的特性。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静电场。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二节  高斯定理。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三节  电势。                  （1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四节  电偶极子和电偶层。      （自学） 

第五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        （1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六节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选讲） 

第七节  电容器                  （0.5 学时，讲授+提问） 

第八节  恒定电流                （0.5 学时，讲授+提问） 

本章重点：高斯定理和电势、基尔霍夫定律和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 

本章难点：电场的概念、高斯定理的应用以及基尔霍夫定律中电流、电动势的方向。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五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166 页 5-3，5-4，5-5，5-7，5-10， 5-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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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六章  稳恒磁场（6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磁场中的高斯定理、毕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律、安培力和洛伦兹力的计算。 

理解带点粒子在磁场中的受力和运动、霍尔效应等。 

了解楞次定理、动生和感生电动势、物质的磁性和磁化机制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磁现象和基本规律。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二节  载流回路的磁场。                （1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三节  磁场的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四节  磁场与力。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五节  具体应用。                      （1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六节  电磁感应和暂态过程              （选讲） 

第七节  磁化与铁磁质                    （选讲） 

第八节  地球和人体磁场                  （自学） 

本章重点：磁感应强度，电流的磁场和安培环路定律； 

本章难点：电流的磁场方向的判断，安培环路定律的应用。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六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194 页 6-2，6-3，6-7， 6-9，6-14 

思考题：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七章  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8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单球面折射、共轴球面折射系统、透镜成像规律、眼睛的屈光不正及其矫正、杨氏双缝

干涉、偏振光以及马吕斯定律等。 

理解光学显微镜的分辨本领、光程和光程差、夫琅禾费单缝衍射的基本原理和半波带法。 

了解放大镜和光学显微镜原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几何光学。                     （2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二节  光的干涉。                     （3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三节  光的衍射。                     （2 学时，讲授+讨论+例题） 

第四节  光的偏振。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五节  光的本性。                     （自学） 

本章重点：球面和透镜成像公式、光的干涉和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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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难点：球面和透镜成像公式中的符号、光的干涉和衍射图样的区别及原因。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七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 

作业习题：教材第 249 页 7-2，7-7，7-9，7-13，7-25 

思考题：从自编思考题中挑选 5 个有针对性题目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 

第八章  量子物理简介（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光电效应、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玻尔的氢原子理论以及康普顿散射效应、

黑体辐射规律、普朗克能量子假设和波粒二象性以及测不准关系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量子概念的提出和确定。              （0.5 学时，讲授+提问） 

第二节  氢原子的波尔理论。                  （1 学时，讲授+提问） 

第三节  量子力学基础。                      （0.5 学时，讲授+提问） 

第四节  X 射线。                            （选讲） 

第五节  激光和激光器。                      （选讲） 

第六节  原子核和核磁共振                    （选讲） 

本章重点：光的量子性，氢原子理论和物质的波动性质。 

难点：量子化的概念，测不准关系。 

3. 教学方法：结合 ppt、演示实验视频等讲解，书写与多媒体相结合，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

合。 

4. 学习材料：教材第八章及参考书相关内容。 

5. 思考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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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AⅠ》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AI） 

大纲主撰人：张义建      大纲审核人：刘训高 

 

【课程代码】174B001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工程与科学、食品安全、药学 

【学分数】2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 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 AI 是生物类各专业学生的基础课之一，是从事化学、化工、生物、制药等相关学科

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是培养从事生物、制药等技术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后继专业课程的基础。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反应基本原理，物质结构基本理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掌握化学四大平衡原理及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的基本理论，掌握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稳定性

及其应用。初步具有分析复杂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Basic Chemistry AI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various biology majors. It prepares students for a 

research career in chemistry，chemical engineering，biology and pharmaceutics. It set up an essential part 

in building holistic education for technical professions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and pharmaceutics. It is 

also a core course for further major courses. 

This course encompasses basic chemical reaction principles，basic theory on chemical structur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four major equilibrium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n atomic structure and molecular structure. It als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coordinate complex，their stability and applications. It help students to build analytical skill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 

（二）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一 气体和溶液 2 学时 2 学时 

二 化学热力学初步（自学） 0 0 

三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 2 学时 2 学时 

四 解离平衡 6 学时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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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五 氧化还原反应 6 学时 6 学时 

六 原子结构 6 学时 6 学时 

七 分子结构 4 学时 4 学时 

八 配位化合物 6 学时 6 学时 

（三）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1) 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气体和溶液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理解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和溶液的拉乌尔定律

并会进行相关的计算。 

目标 2：掌握化学四大平衡原理，会进行相关的计算。 

目标 3：掌握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会用相关理论解释化合物的性

质。 

目标 4：掌握配合物的定义、命名、基本理论及其在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并会进行相

关的分析和计算。 

(2) 能力方面 

目标 5：具备查阅文献资料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目标 6：具备推理、分析和熟练运算的能力。 

目标 7：具备基本的无机化学实验操作技能。 

(3) 素质方面 

目标 8：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目标 9：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能力。 

目标 10：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态度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

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基础化学的研究内容、 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②气体和溶液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计算应用；四大平

衡（弱电解质解离、沉淀溶解、氧化还原、配位解

离）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计算分析应用；原子结构

和分子结构的基本概念和有关理论的分析应用。 

③化学基础知识在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 

教学目标 

1、2、3、4 

2. 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化学思

维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精神、 动

手实践、 终身学习能力。 

①基础化学常规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计处理

方法训练； 

②安排自学章节，通过文献资料查阅，独立分析、

练习，合作讨论完成学习。 

教学目标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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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3. 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

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

职业精神。 

运用先进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方

法促进学生掌握基础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介绍

基础化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新科技成果，要求学

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8、9、10 

（四）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 

理论课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上主讲基本知识点、知识点 

间的关联以及思路，部分内容实施讨论式的翻转课堂教学。 课外要求学生借助课程网站和

SPOC 

课平台上的教学视频、教学材料、习题，巩固课堂知识，按教师要求归纳所学章节知识点，

预 

习后续内容，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学生还可利用网站上的课外资料，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

了解前沿知识。 

教学手段采用教学视频、多媒体素材展示与板书推演相结合的方式。公式推导，习题讲解 

采用板书推演，概念、定义，资料采用多媒体展示，主要知识点学生提前预习，课堂开展讨

论、讲解和提问。 

（五）课程资源 

1.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1)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2) ）《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4) 《无机化学例题与习题 》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5) 《General Chemistry 》Jean B.Umland，Jon M. Bellama，2001. 

(6) 《Basic Inorganic Chemistry》F.Albert Cotton，Geoffrey Wilkioson，Paul L Gaus，1995. 

(7)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F.Albert Cotton，Geoffrey Wilkioson，1999. 

(8) “无机化学学报”、“化学进展”、 “inorganic chemistry”、“ inorganic synthesis” 等国内外化

学权威期刊上相关文献。 

2.课程网站： 

(1) 浙江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http：//zjedu.moocollege.com/ 

(2) 学校教务处 MOOC 课教学平台：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3) 学校教务处网络教学平台：http：//221.12.26.222/skyclass/C59/Asp/root/index.asp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六）学生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 

http://zjedu.moocollege.com/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221.12.26.222/skyclass/C59/Asp/root/index.asp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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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分为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 

期中考试范围为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章内容。 

期末考试范围为第六、第七、第八章内容（会涉及前几章知识点的应用）。 

2.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相关理论计算，很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积极参与

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具备了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相关理论计算，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 训练任务。 能参与

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较好地具

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中等（70-79） 

熟练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

行相关理论计算，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

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

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及格（60-69） 

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部分关键知识进

行相关理论计算。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

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初步具备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不太熟悉或了解很不完全，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

行相关理论计算能力较差。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

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建立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本课程是考试课程，设期中和期末两次闭卷考试。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期中和期末三部分

组成，其比例为平时：期中：期末＝3：3：4。其中平时成绩由课后书本作业、课外自学总结归纳、

课堂讨论等三部分构成，其比例为 5：3：2。 

(4) 过程考核： 

①课后书本作业：教师批阅给分。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完成时间等； 

②课外自学总结归纳：自学内容指教师布置的自学章节，总结归纳指课堂上教师布置的归纳

内容。给分依据：自学报告、归纳内容完成情况； 

③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情况。给分依据：参与讨论次数和主动性。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气体和溶液（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道尔顿分压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其应用；理解稀溶液的依数性及

其应用。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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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气体（1 学时） 

溶液（1 学时）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总结归纳相结合，着重介绍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道尔

顿分压定律及其应用，由生活中的实例引入稀溶液的依数性及其应用。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一章§1.1－1.2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章§2.1－2.2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章§1.1-1.2 和§1.5-1.6 内容。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16：2、4、5、7、9、10、12、13、14 

第二章  化学热力学初步（0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热力学能、焓、熵和吉布斯自由能等状态函数的概念；理解热力学第一定

律、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的基本内容；掌握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标准摩尔熵变和标准摩尔

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各种计算方法；会用吉布斯自由能变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并了解温度对吉布

斯自由能变的影响。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一些常用术语（0 学时）  

第二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0 学时）  

第三节  热化学（0 学时）  

第四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0 学时） 

第五节  吉布斯自由能及其应用（0 学时）  

3. 教学方法：教师提要求，引导学生自学，自主总结归纳，完成课后习题，教师着重答疑。

重点内容包括热力学能、焓、熵和吉布斯自由能等状态函数的概念，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和第三定律的基本内容，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标准摩尔熵变和标准摩尔吉布斯自由能变的

各种计算方法，吉布斯自由能变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二章§2.1－2.5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三章§3.1－3.3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章§2.1-2.4 内容。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41：1、3、4、5、14、17、20 

第三章  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度（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经验平衡常数和标准平衡常数以及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的

关系；掌握不同反应类型的标准平衡常数表达式，并能从该表达式来理解化学平衡的移动；掌握

运用多重平衡规则对化学平衡等的有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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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化学平衡（1 学时）  

第二节  化学平衡的移动（1 学时） 

第三节  化学反应速率及其表示法（0 学时） 

第四节  浓度对反应速度的影响（0 学时） 

第五节  反应物浓度对反应时间的关系（0 学时） 

第六节  温度对反应速度的影响（0 学时） 

第七节  催化剂对反应速度的影响（0 学时）  

3. 教学方法：采取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教学方法。着重介绍经验平衡常数和标准

平衡常数以及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介绍影响化学平衡的移动的因素及相

关的应用和计算。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三章§3.1－3.2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章§5.1－5.4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章§3.7-3.9 内容。 

5. 思考题：教材：P66：1、2、3、5、7、10、12、13、14 

第四章  解离平衡（6学时） 

1. 教学要求：熟悉弱电解质解离平衡的计算，了解活度、离子强度等概念；明确近代酸碱理

论的基本概念；掌握缓冲溶液的原理和计算；掌握溶度积概念、沉淀溶解平衡的特点和相关计算。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酸碱理论（1 学时）  

第二节  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2 学时）  

第三节  强电解质溶液（0 学时） 

第四节  缓冲溶液（1 学时）  

第五节  沉淀溶解平衡（2 学时）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总结归纳相结合。着重介绍近代酸碱理论的基本概念，

活度、离子强度等概念，弱电解质解离平衡的计算，缓冲溶液的原理和计算，溶度积概念、沉淀

溶解平衡的特点和相关计算。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四章§4.1－4.5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八章§8.1－8.3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章§4.1-4.6 内容。 

5. 思考题：教材：P96：2、3、5、6、7、10、12、15、18、20、21、22、24、25、2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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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氧化还原反应（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能配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理解电极电势的

概念，能用能斯特公式进行相关计算；掌握电极电势在有关方面的应用；了解原电池电动势与吉

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掌握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1 学时）  

第二节  氧化还原方程式配平（1 学时）  

第三节  电极电势（1 学时）  

第四节  电极电势的应用（2 学时）  

第五节  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1 学时）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总结归纳相结合。着重介绍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电极电势的概念，电极电势在有关方面的应用及用能斯特公式进行相关计算，介绍原电池电动势

与吉布斯自由能变的关系，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五章§5.1－5.5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十章§10.1－10.5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七章§7.1-7.4 内容。 

5. 思考题：教材：P120：2、3、4、5、7、8、11、14、15、16、17、18、20、21、22、23、

26 

第六章  原子结构（6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核外电子运动的特殊性——波粒二象性；能理解波函数角度分布图、电子

云角度分布图和电子云径向分布图；掌握四个量子数的量子化条件及其物理意义；掌握电子层、

电子亚层、能级和轨道等的含义；能运用包里不相容原理、能量最低原理和洪特规则写出一般元

素的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式和价电子构型；理解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表的关系，元素性质（原子半

径、电离能、电子亲合能和电负性等）与原子结构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1 学时） 

第二节  氢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1 学时）  

第三节  多电子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2 学时）  

第四节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2 学时）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总结归纳相结合。着重介绍四个量子数的量子化条件及

其物理意义，电子层、电子亚层、能级和轨道等的含义，元素的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式和价电子构

型，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表的关系，元素性质（原子半径、电离能、电子亲合能和电负性等）与

原子结构的关系。  

4. 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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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六章§6.1－6.4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六章§6.1－6.6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五章§5.1-5.4 内容。 

5. 思考题：教材：P141：6、7、8、9、10、12、15、16、17、18、22、23、24 

第七章  分子结构（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离子键理论的基本要点，理解决定离子化合物性质的因素及离子化合物的

特征；掌握电子配对法及共价键的特征；能用轨道杂化理论来解释一般分子的构型；能用价层电

子对互斥理论预言一般主族元素分子的构型；了解分子间力的概念；了解氢键的形成和特征。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离子键（0.5 学时）  

第二节  共价键（0.5 学时）  

第三节  杂化轨道理论（1 学时）  

第四节  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1 学时）  

第五节  分子轨道理论（0 学时） 

第六节  金属键（0 学时） 

第七节  分子的极性和分子间力（0.5 学时）  

第八节  离子极化（0.25 学时） 

第九节  氢键 （0.25 学时）  

3. 教学方法：课堂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的教学方法。着重介绍离子键理论的基

本要点，轨道杂化理论，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分子间力的概念、氢键的形成和特征。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七章§7.1－7.4，§7.7－7.9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七章§7.1－7.4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章§6.1-6.5 内容。 

5. 思考题：教材：P165：3、4、5、6、7、11、16、17、18 

第八章  配位化合物（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定义、类型和结构特点；理解配位化合物价键理论的

主要论点，并能用以解释一些实例；理解配位离解平衡的意义及有关计算；掌握螯合物的特点，

了解其应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和定义（0.5 学时） 

第二节  配位化合物的类型和命名（0.5 学时） 

第三节  配位化合物的异构现象（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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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配位化合物的化学键本性（2 学时）  

第五节  配位离解平衡（1 学时）  

第六节  螯合物的稳定性（1 学时） 

第七节  配体对中心原子的影响和配体反应性（0 学时） 

第八节  配合物在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0 学时）  

3. 教学方法：课堂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的教学方法。着重介绍配位化合物的组

成、定义、类型和结构特点，配位化合物价键理论的主要论点，配位离解平衡的意义及有关计算，

螯合物的特点及其应用 。  

4. 学习资料： 

(1) 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第八章§8.1－8.8 内容。 

(2) 参考书：《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十一章§11.1－11.4 内容。 

(3)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三章§13.1-13.5 内容。 

5. 思考题：教材：P193：1、2、3、5、6、7、15、16、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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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AⅠ》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I） 

大纲主撰人：张义建      大纲审核人：刘训高 

 

【课程代码】174B00121               【课程修习类型】   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工程与科学、食品安全、药学 

【学分数】2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AI》是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实验训练，学生必须了解实验室规则

和实验安全守则，学习许多实验常用仪器的性能、用途及正确的操作方法，学会某些常数的测定

及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制备原理和方法，掌握重要无机化合物的性质，加深对化学基本原理及基础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地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及无机化学实验的基

本操作技能，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实验操作能

力、数据处理能力和仪器设备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查阅资料、分析、解决问题等实际工作能力。

为后续的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I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chemistry majors. Through the exercise 

in this course，students could learn large amount of facts in chemistry. It helps study of theoretic 

knowledge offered in Basic Chemistry AI and allow students to utilize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experiments. This course focus on training basic experiment practices and skill building. It fosters 

students’ hands on experiment skills，helps them build basic skills in chemistry experiments：observation 

skills，experiment performance，data analysis and use of equipment. On top of basic experiments and 

skill building，this course offers a myriad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emphasize on building 

applicable skillsets. It will also introduce students to literature review e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It 

sets good fundament for further courses.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1) 知识方面 

目标 1.：熟悉实验室规则和实验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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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掌握基础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操作技能，熟悉常用仪器的性能、用途及正确

的操作方法。 

目标 3：学会某些常数的测定、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制备原理和方法，加深对化学基本原理及

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目标 4.：从实验获得感性认识，深入理解和应用基础化学理论课中的概念、理论，并能灵活

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 

(2) 能力方面 

目标 5：掌握基础化学实验中常用仪器设备的规范操作和灵活应用能力。 

目标 6：培养具有耐心仔细的观察力和科学严谨的分析能力。 

目标 7：培养在准确诚实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基础上，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解释实验现象，

合理处理实验数据，做出正确结论的综合能力。 

(3) 素质方面 

目标 8：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相互协作

的团队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等科学品德和科学精神。 

目标 9：具有较高科学素养，能用科学的思维对待所遇到的事物和不同情况，去分析判断。 

目标 10：培养敏感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能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充分体现。 

 

三、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

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实验室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教育。 

②指导学生从实验获得感性认识，深入理解和应

用《基础化学 AI》理论课中的概念、理论，并能

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 

教学目标 

1、2、3、4 

2. 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化学思

维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精神、 动

手实践、 终身学习能力 

①基础化学常规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计处

理方法训练； 

②强化加热、溶解、搅拌、沉淀、过滤、蒸发与

结晶、试剂的取用和称量等基本操作的训练。 

③通过课外文献查阅，设计实验培养学生自学能

力。 

教学目标 

4、5、6、7 

3. 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

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

职业精神。 

分组进行实验，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设计微型实验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和节俭意识。以

实验数据处理 

训练为手段，促进学生建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教学目标 

8、9、10 

 

四、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布氏漏斗和吸滤瓶、抽气水泵、电动离心机、蒸发皿、烧杯、、酒精灯、试管及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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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架、洗瓶、微型离子交换柱等。 

 

五、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人

数 

项目

要求 

1 氯化钠的提纯 

掌握提纯氯化钠的原理和方法，学习溶

解、沉淀、减压过滤、蒸发浓缩等基本

操作 

4 
专业 

基础 
综合 1 必做 

2 气体常数的测定 

学习并掌握直接称量法。学习测量气体

体积的操作 ：装置的安装、检漏、量

气管液面的观察与读数。 

4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3 
硫代硫酸钠的制

备 

学习硫代硫酸钠的制备方法。 

练习水浴加热、常压过滤等基本操作。 
4 

专业 

基础 
综合 1 必做 

4 
硫酸亚铁铵的制

备 

学习复盐的制备及特性，掌握水浴加

热、蒸发、浓缩等基本操作。 
4 

专业 

基础 
综合 1 必做 

5 
水溶液中的解离

平衡 

掌握缓冲溶液的配制及其性质，学习同

离子效应和盐类水解以及抑制水解的

方法。试验沉淀的生成、溶解及转化的

条件。 

4 
专业 

基础 
验证 1 必做 

6 
碘化铅溶度积的

测定 

掌握离子交换法的一般原理和使用离

子交换树脂的基本方法。学习微型实验

的方法。 

4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7 氧化还原反应 

学习原电池的装置以及浓度对电极电

势的影响，掌握常见氧化还原反应及其

影响因素。 

4 
专业 

基础 
验证 1 必做 

8 
配合物的生成和

性质 

了解配位平衡及与其它平衡的关系，了

解配离子的稳定性及其应用。 
4 

专业 

基础 
验证 1 必做 

 

六、成绩考核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为考查课程，采用平时实验成绩和期末操作考试总评成绩。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加热、溶解、搅拌、沉淀、过滤、蒸发与结晶、试剂的取用和称量等基本操作，

能很好的理解和掌握每个实验的原理和方法，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很好地

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很好的完成每一份实验报告。积极参与课堂

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具备了独立思考、合作

学习的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加热、溶解、搅拌、沉淀、过滤、蒸发与结晶、试剂的取用和称量等基本操作，

能较好的理解和掌握每个实验的原理和方法，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较好地

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较好的完成每一份实验报告。积极参与课堂

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具备了独立思考、合作

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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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中等（70-79） 

部分掌握加热、溶解、搅拌、沉淀、过滤、蒸发与结晶、试剂的取用和称量等基本操作，

能部分理解和掌握每个实验的原理和方法，能较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能完成

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实验报告。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

退现象。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具备了独立思考、合作学习的能力。 

及格（60-69） 

部分掌握加热、溶解、搅拌、沉淀、过滤、蒸发与结晶、试剂的取用和称量等基本操作，

能理解和掌握部分实验的原理和方法，能部分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基本完成了

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大部分实验报告。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

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具备了独立思考、合作学习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不能完全掌握加热、溶解、搅拌、沉淀、过滤、蒸发与结晶、试剂的取用和称量等基本操

作，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没有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

务，没有能完成每一份实验报告。参与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

没有具备独立思考、合作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本课程是实验考查课程，设期末实验独立操作考核。 

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实验成绩和期末操作考核二部分组成， 

其比例为平时：期末＝7：3。 

平时成绩比例：预习准备（15%） 实验操作（50%）实验报告（30%） 

仪器洗涤、整理、破损及值日工作（5%） 

4. 过程考核： 

(1) 预习：教师批阅给分。 

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包含目的、原理、内容、步骤、数据、格式等； 

(2) 实验操作与结果：实验过程教师给学生打分。 

给分依据：①操作是否规范、熟练；②内容完成是否完整；③实验现象、数据、结果是否符

合要求； 

(3) 实验报告：教师批阅给分。 

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包括书写格式、内容完整、现象解释、数据处理、问题解答。 

(4) 操作考核：独立完成完整的实验操作内容，当场完成实验报告。 

给分依据：实验目的明确，步骤合理，操作规范，数据全面，结果正确。 

 

七、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1. 建议教材 

(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第五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 

2. 参考书目 

(2)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3) 《无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4) 《无机化学 》（第二版）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5) 《简明无机化学 》宋天佑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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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AI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AII） 

大纲主撰人：雷金化      大纲审核人：邱瑾 

 

【课程代码】174B002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药学 

【学分数】2                        【学时数】总学时 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AI、基础化学实验 AI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介绍 

基础化学 AII 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药学等各专

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 是从事化学、化工、环境保护、检验和质控等相关学科科技工作者必须

具备的基础化学知识。它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是研究物质化学组成的表征和测量

的科学，主要任务是鉴定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和测量有关组分含量。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误差和数据处理基本理论，四大滴定分析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技术。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分析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掌握滴定分析法，培养学生初步具备分析复杂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Basic Chemistry AII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students from biosciences，bio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s，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food quality and safety，pharmacy and so on. It i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s who engaged in chemica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es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 It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of chemistry. And it is the science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composition of matter 

chemistry. The main task is to identify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material，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levant component content. 

（二）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一 绪论 1 

四 误差与实验数据的处理 3 

五 化学平衡与滴定分析法概论 2 

六 酸碱滴定法 11 

七 络合滴定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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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八 氧化还原滴定法 5 

九 沉淀滴定法 1 

（三）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1) 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分析工作中有关误差和数据处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并能初步处理分析

实验数据。 

目标 2：以误差为主线，掌握四大滴定的基本原理、有关化学平衡处理方法及四大滴定相互

间的联系，掌握各类滴定操作方法及结果计算。 

目标 3：了解分析化学中复杂样品常用的分离与富集方法。 

(2) 能力方面 

目标 4：具备样品分析过程中有效数字记录、判断和运算的能力；初步具备复杂样品中获取

有效信息和大量分析数据处理的能力。 

目标 5：具备滴定分析法实验操作的能力。 

目标 6：初步具备复杂样品化学分析法方案设计、文献查阅和方案实施的能力。 

(3) 素质方面 

目标 7：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目标 8：培养学生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目标 9：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态度。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

质规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

法。 

①分析化学研究内容、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②误差（相对误差、绝对误差、偏差、算术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准确度和精密度概念、关系和计算；有

效数字表达；数据统计处理方法；滴定法（酸碱滴定

法、氧化还原滴定法、配位滴定法和沉淀滴定法）；

副反应系数概念和计算。 

③以“误差”为中心，理解误差与各知识点的关系，总

结四大滴定法的共性、掌握滴定曲线变化规律，影响

滴定误差因素和准确滴定判断依据，掌握误差计算方

法等。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化学

思维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

动手实践、终身学习能力。 

①分析化学常规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计处理方

法训练；  

②通过文献查阅，初步进行复杂样品分析方案设计及

实践等。 

教学目标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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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

际视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

与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

奉献的职业精神。 

运用MOOC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方

法，结合社会上广为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进行案例教

学；以实验数据统计处理训练为手段，促进学生建立

准确的量的概念，介绍分析化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

新科技成果，要求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7、8、9 

（四）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课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上主讲基本知识点、知识点间

的关联以及思路，部分内容实施讨论式的翻转课堂教学。课外要求学生借助课程网站和 SPOC 课

平台上的教学视频、教学材料、习题，巩固课堂知识，按教师要求归纳所学章节知识点，预习后

续内容，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学生还可利用网站上的课外资料，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了解分

析前沿知识。 

教学手段以多媒体教学手段为主，传统教学手段为辅。 

（五）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分析化学》（第四版）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参考文献  

(1)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五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 《分析化学》（第五版）华东理工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年。 

(3) 《分析化学》（第五版）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4) 《分析化学–核心教程》孟凡昌，潘祖亭编，科学出版社，2005年。 

(5) 《分析化学》（化学分析部分） 林树昌，胡乃非，曾泳维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6) 《分析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刘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7) 《分析化学中的离子平衡》，周性尧，任国建编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 

(8) 《Analytical Chemistry》（Fifth Edition），Gary D. Christian，John Wiley &Sons，Inc.，1994。 

(9) 《分析化学前沿》，高鸿主编，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 《21世纪的分析化学》，汪尔康主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David S.Hage，James D. Carr，2011.  

(12) “Analytical chemistry”、“J. Chromatogr. A（B）”、“RSC advances”、“Anal. Methods”、

“Analyst”、“Chromatographia”、“分析化学”等国内外分析化学权威期刊上相关文献。 

2.课程网站： 

(1) 分析化学精品课程网：http：//jpkc.zj-ol.com/index.html#5670  

(2) 浙江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http：//zjedu.moocoll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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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教务处MOOC课教学平台：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4) 学校教务处网络教学平台：http：//221.12.26.222/skyclass/C59/Asp/root/index.asp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六）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成绩评定，分为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期中考试内容：第一章、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期末考试内容：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知识

进行相关理论计算，能举一反三，基本具备了设计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能力。很好地完成了

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

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知识

进行相关理论计算，初步具备了设计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

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建立了认真、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中等（70-79） 

熟练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相

关理论计算，了解了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设计方法。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

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及格（60-69） 

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部分关键知识进行相

关理论计算，了解了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设计方法。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

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不太熟悉或了解很不完全，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相

关理论计算能力较差。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

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建立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

念，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本课程是考核课程，设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期中和期末三部分组成，

其比例为平时：期中：期末＝20：30：50。 

(4) 过程考核： 

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作业构成，占 80%；剩余 20%由课堂表现构成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分析化学的分类、了解分析过程一般步骤及分析

结果的表示方法。 

2. 主要内容：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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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0.25 学时） 

第二节  分析化学的内容（0.5 学时） 

第三节  分析化学发展简史（0.15 学时） 

第四节  分析化学的发展趋势（0.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1.1~1.4  

第四章  误差与实验数据的处理（3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有效数字的意义和位数确定；有效数字修约规则；有效数字运算规则；有

效数字在分析中应用。掌握系统误差、偶然（随机）误差的概念和产生原因。理解误差（绝对误

差、相对误差）、偏差（绝对偏差、相对偏差、平均偏差、相对平均偏差、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

差、平均值的标准偏差）的概念及计算式；准确度与误差的关系、精密度与偏差的关系，准确度

与精密度的关系。了解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的特点和规律；随机误差区间概率的计算方法和

应用，置信度与置信区间的概念和关系（已知总体标准偏差和已知样本标准偏差两种情况）；掌握

一组数据中可疑值的取舍（Q 检验法）。了解一些减小误差和偏差，以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误差的基本概念（1 学时） 

第四节  提高分析结构准确度的方法（1 学时） 

第五节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4.1、4.4、4.5 

5. 思考作业题：P113-116  3，8，10，11，12，13，25，26，28 

第五章  化学平衡与滴定分析法概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滴定分析的过程和方法特点，理解化学计量点、指示剂、滴定终点、滴定

剂、标准溶液及滴定误差等概念；掌握滴定反应的条件；理解四种滴定方式（直接滴定、返滴定、

转换滴定和间接滴定）。掌握物质量浓度和滴定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掌握物质量浓度与滴定度间

的关系。掌握标准溶液直接配制和间接配制的方法；掌握标准溶液标定中常用的基准试剂及对基

准试剂的要求。掌握四大滴定中有关反应的计量关系及浓度或含量的基本计算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定量分析的步骤和要求（0.2 学时） 

第二节  分析化学中的溶液平衡（0.2 学时） 

第三节  滴定分析法概论（0.4 学时） 

第四节  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0.4 学时） 

第五节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浓度的标定（0.4 学时） 

第六节  滴定分析中的计算（0.4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 434 — 

公  共  课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5.1-5.6 

5. 思考作业题：P137  15，16，17，18，19，20，23，24，25，26 

第六章  酸碱滴定法（11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质子酸碱理论的基本概念、酸碱反应的平衡常数和共轭酸碱对中 Ka 与 Kb

的关系。掌握质子条件的建立方法；掌握酸碱平衡体系中物质各型体分布情况、分布系数的定义

和计算。掌握各酸碱类型中[H
+
]的计算公式和方法（强酸碱、一元弱酸碱、多元弱酸碱、两性物

质、强酸与弱酸的混合溶液），理解缓冲溶液的缓冲原理、缓冲溶液的分类及各类型缓冲溶液 pH

值计算方法；了解缓冲容量与缓冲范围的概念，缓冲溶液的选择原则和配制方法。掌握指示剂的

作用原理、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以及影响指示剂变色范围的因素。掌握强酸碱间滴定及强酸碱与弱

碱酸间滴定的滴定曲线、滴定突跃范围的概念和意义，掌握影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直接

准确滴定一元弱酸碱的可行性判断依据；掌握多元酸碱分步滴定的判断依据及滴定到各化学计量

点的 pH 值计算方法和指示剂的选择。着重掌握弱酸的间接滴定方法和混合碱的滴定分析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酸碱质子理论（1 学时） 

第二节  水溶液中弱酸（碱）各型体的分布（1 学时） 

第三节  酸碱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4 学时） 

第四节  酸碱缓冲溶液（0.5 学时） 

第五节  酸碱指示剂（0.5 学时） 

第六节  强酸（碱）和一元弱酸（碱）的滴定（2 学时） 

第七节  多元酸碱的滴定（1 学时） 

第八节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6.1-6.8 

5. 思考作业题：P198-202  3，4，9，11，13，14，15，18，20，21，22，23，，24，26，27，

28，，30，31，32，36，，38，40，41，43，44 

第七章  络合滴定法（9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 EDTA 及其二钠盐的结构和性质、EDTA 与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的特点和

性质；掌握配合物的形成常数（稳定常数）、离解常数（不稳定常数）、累积形成常数和累积离解

常数等概念和计算公式，配位剂的质子化常数；掌握溶液中各级配合物的分布情况及分布系数的

计算公式。掌握配位滴定中的副反应（配位副反应、酸效应、共存离子副反应）及副反应系数的

概念和计算公式；掌握配合物条件形成常数的计算公式。了解配位滴定滴定曲线的绘制方法、化

学计量点时金属离子浓度的计算方法以及影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配位滴定中金属指示剂

的作用原理、变色点、变色范围及变色点的应用；了解金属指示剂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种常

用金属指示剂。掌握直接准确滴定金属离子的条件判断依据；掌握配位滴定中满足准确滴定条件

时酸度的选择和控制及酸效应曲线的意义和应用。掌握混合离子分步滴定的可行性判断依据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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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酸度的方式进行混合离子选择性滴定的方法；了解使用掩蔽剂来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方法

及有关计算。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0.3 学时） 

第二节  溶液中各级络合物型体的分布（1 学时） 

第三节  络合滴定中的副反应和条件形成常数（3 学时） 

第四节  EDTA 滴定曲线及其影响因素（1 学时） 

第五节  络合滴定指示剂（0.4 学时） 

第六节  终点误差和准确滴定的条件（1 学时） 

第七节  提高络合滴定选择性的方法（2 学时） 

第八节  络合滴定的方式和应用（0.3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7.1-7.8 

5. 思考作业题：P249-253  1，13，14，17，19，20，22，23，25，26，27，30，32，34，

35，36 

第八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5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能斯特公式、电极电位及条件电极电位的概念和计算；掌握影响条件电极

电位的因素及氧化还原反应的平衡常数。了解可逆氧化还原反应滴定曲线的绘制方法、掌握化学

计量点电极电位的计算方法、滴定突跃范围和影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氧化还原指示剂的

作用原理、变色范围和变色点；了解其它指示剂的类型和作用原理。理解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

法和碘量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了解硫酸铈法和溴酸钾法。掌握氧化还原结果计算的一般方法。

了解对氧化还原滴定预处理剂的要求和常用的预处理氧化剂和还原剂。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氧化还原平衡（0.5 学时） 

第二节  氧化还原反应的速率（0.5 学时） 

第三节  氧化还原滴定曲线（0.5 学时） 

第四节  氧化还原滴定中的指示剂（0.5 学时） 

第五节  氧化还原滴定前的预处理（1 学时） 

第六节  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方法（1 学时） 

第七节  氧化还原滴定结果的计算（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8.1-8.7 

5. 思考作业题：P290-293  17，18，20，26，27，32，37，38 

第九章  沉淀滴定法（1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沉淀滴定法的条件和银量法的概念及应用对象。掌握莫尔法、佛尔哈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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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杨斯法指示终点的原理、滴定条件和应用范围。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0.1 学时） 

第二节  确定终点的方法（0.8 学时） 

第三节  沉淀滴定法应用示例（0.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9.1-9.3 

5. 思考作业题：P300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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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AI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II） 

大纲主撰人：雷金化      大纲审核人：邱瑾 

 

【课程代码】174B0022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药学 

【学分数】2                         【学时数】课程总学时 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AI、基础化学实验 AI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AII 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药学等

各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与基础化学 AII 密切配合，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课程重

在使学生掌握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建立起“量”的概念，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严谨科学作风

的培养，提倡创新精神。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II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students from biosciences，

biotechnology，environmental sciences，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food quality and safety，pharmacy 

and so on. 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basic chemistry AII，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quantity"，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rigorous scientific style，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1) 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天平称量、溶液配制、滴定等操作方法。 

目标 2：掌握分析工作中有关误差和数据处理的方法，能初步处理分析实验数据。 

(2) 能力方面 

目标 3：具备样品分析过程中有效数字记录、判断和运算的能力；初步具备复杂样品中获取

有效信息和大量分析数据处理的能力。 

目标 4：具备滴定分析法实验操作的能力。 

(3) 素质方面 

目标 5：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目标 6：培养学生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 438 — 

公  共  课 

目标 7：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态度。 

 

三、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

规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天平称量练习 

②酸碱滴定实验 

③配位滴定实验 

④氧化还原滴定实验 

教学目标 

1、2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化学思

维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动

手实践、终身学习能力。 

①分析化学常规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计处理

方法训练；  

②通过文献查阅，初步进行复杂样品分析方案设计

及实践等。 

教学目标 

3、4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

视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

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

的职业精神。 

实验数据统计处理训练为手段，促进学生建立准确

的量的概念 

教学目标 

5、6、7 

 

四、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滴定管、容量瓶、移液管、锥形瓶、碘量瓶、烧杯、量筒等 

 

五、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清点仪器 

分析化学实验基本要求 

了解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要求，清

点仪器，学会仪器洗涤方法。 
2 

专业 

基础 
验证性 1 必做 

2 天平称量练习 
熟悉电子天平结构，掌握称量方法

和天平使用规则。 
4 

专业 

基础 
验证性 1 必做 

3 
NaOH溶液的浓度标定，

食醋中 HAc 含量的测定 

掌握 NaOH 溶液的浓度标定方法及

弱酸的滴定原理和方法。 
6 

专业 

基础 
验证性 1 必做 

4 
HCl 溶液的浓度标定 

工业纯碱总碱度测定 

掌握 HCl 溶液的浓度标定方法，掌

握强酸滴定二元弱碱的滴定过程。 
7 

专业 

基础 
验证性 1 必做 

5 
EDTA 的标定 

自来水总硬度的测定 

掌握配位滴定测定水硬度的方法，

掌握配位滴定指示剂 EBT 终点的正

确判断。 

6 
专业 

基础 
验证性 1 必做 

6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标定

及葡萄糖含量的测定 

掌握碘量法测葡萄糖的方法及标定

Na2S2O3 标准溶液的方法。 
7 

专业 

基础 
验证性 1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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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考核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考查每次实验的完成情况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前认真预习，结合理论学习教材，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操

作严格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

实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做好实验结

果的分析讨论。 

良好（80-89） 

实验前认真预习，结合理论学习教材，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操

作严格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

实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较好地进行

实验结果的分析讨论。 

中等（70-79） 

实验前认真预习，结合理论学习教材，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操

作比较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

实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较好地进行

实验结果的分析讨论。 

及格（60-69） 

实验前进行了预习。实验操作基本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

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实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及

时提交实验报告。 

不及格（低于 60） 

实验前没有预习。实验操作不规范，没有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实验记录不能准确把握有效

数字。实验过程喧哗吵闹，实验台脏乱差。实验结束器材没有及时复原。没有按时提交实

验报告。 

3. 成绩构成： 

按平时实验的四个方面表现评定成绩：(1) 实验预习 20%，(2)  实验操作习惯与能力 20%，

(3) 实验结果与计算 30%，(4) 实验报告 20%，(5) 实验操作考核 10%。 

4. 过程考核： 

以每一个实验的完成情况为标准，考察实验预习、实验原理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数据

及实验报告等方面。 

 

七、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科书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编写组编（第四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年 4 月第四版 

（二）参考书 

《分析化学实验》武汉大学编（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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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AII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AIII） 

大纲主撰人：徐存进      大纲审核人：陶兰 

 

【课程代码】174B003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环境科学 

【学分数】2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AI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主要讲授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合成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知识。通

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具有

初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composition，structure，property，transformation and synthesis of organic 

compounds，along with the related theor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student will be able to 

master the basal knowledge，theory and skill of organic chemistry，and have the initial problem-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绪论 2 2 0 

二 烷烃 2 2 0 

三 不饱和烃 5 5 0 

四 环烃 6 6 0 

五 旋光异构 3 3 0 

六 卤代烃 4 4 0 

七 醇、酚、醚 4 4 0 

八 醛、酮、醌 4 4 0 

九 羧酸及其衍生物 2 2 0 

 合计 32 32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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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各类化合物命名、结构、分类及基本化学反应。 

目标 2：理解各反应的反应机理。 

目标 3：了解各类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及其常用制备方法。 

②能力方面 

目标 4：能根据化合物的化学性质，设计出一些简单化合物的合成路线。 

目标 5：具备用简单化学方法鉴别常见有机化合物的基本能力。 

目标 6：具备根据简单化合物的有关性质来推测该化合物结构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7：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

规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分类及基本化

学反应。 

②理解各反应的反应机理。 

③了解各类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及其常用制备方法。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主探究学习的能

力； 

②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 

掌握良好的思维品质，批判地学习和接受知识和信

息；能鉴别和推测简单化合物的能力 

教学目标 

4、5、6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

视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

与实践的科学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方

法及案例教学 

教学目标 

7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5. 课程资源：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有机化学》（第四版），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参考书： 

《有机化学》（第三版），曾昭琼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有机化学基础》（第二版），胡宏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基础有机化学》（第三版），邢其毅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课程网站：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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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很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

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

的能力。 

中等（70-79） 

熟练掌握部分关键知识点和部分关键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

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

习的能力。 

及格（60-6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

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不太熟悉，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

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

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 50%，期末考试成绩 5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由平时考勤、网络教学平台学习、平时作业、平时测验成绩构成，其比例为 1：1：

4：4。 

平时考勤采取点名、点人数或让学生干部提供未到学生名单等形式进行考勤，核实并记录迟

到、缺课、早退学生名单。 

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网络会自动给出学习时间、次数。  

平时作业：教师批阅给分。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平时测验成绩：教师批阅给分。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共价键、反应类型；了解有机化学的发展及有机化合

物的特点。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1 学时 

第二节  有机化学的特点和分类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1 章，p1-10，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1.3，1.4，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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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烷烃（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烷烃的系统命名、构象、卤代反应；了解自由基反应机理；了解烷烃的同

系列和同分异构，物理性质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烷烃的的结构和命名                              1 学时 

第二节  烷烃的构象和性质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2 章，p12-27，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2.2，2.3，2.4，2.9，2.11，2.14，2.15，2.16 

第三章  不饱和烃（5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次序规则与烯烃顺/反、Z/E 命名法，烯烃与酸、卤素的加成，马氏规则，

碳正离子的稳定性，烯烃的硼氢化-氧化水解，丙烯的 α-卤代，由 KMnO4 氧化产物或臭氧化还原

分解产物推定烯烃结构；炔烃的命名、炔烃的催化氢化和部分氢化，炔烃与 HX 亲电加成，水化，

末端炔烃的鉴定。了解双烯合成，1，2-和 1，4-加成；了解亲电加成反应的历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烯烃                                            2 学时 

第二节  炔烃                                            2 学时 

第三节  双烯烃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3 章，p30-48，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3.1，3.3，3.4，3.6，3.8，3.9，3.11，3.13，3.14，3.17，3.19，3.20，3.21，3.22 

第四章  环烃（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环烃的命名，环己烷的椅式构象，多元取代芳烃衍生物的命名，芳烃的亲

电取代（如硝化、卤代、磺化、F-C 酰基化/烷基化），定位效应，芳环上已有取代基时的亲电取代；

了解环张力学说，了解芳烃亲电取代反应的机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脂环烃                                         2 学时 

第二节  芳香烃                                         4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4 章，p51-76，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4.3，4.4，4.5，4.6，4.7，4.8，4.10，4.11，4.12，4.13，4.14，4.15 

第五章  旋光异构（3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旋光活性，比旋光度，手性与对称因素，对映体、非对映异构体、外消旋

体、内消旋体，Fischer 投影式，R/S 命名规则。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含一个手性碳原子的旋光异构                         2 学时 

第二节  含两个手性碳原子的旋光异构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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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5 章，p80-94，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5.4，5.5，5.6，5.7，5.9，5.10，5.11 

第六章  卤代烃（4学时） 

1. 教学要求： 

掌握卤代烃的分类、结构、系统命名及其化学性质（与水、醇钠、氨、氰化钠、硝酸银等反

应），格氏试剂的制备；了解 SN2、SN1 的机理；理解烷基结构对亲核取代反应的影响。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卤代烃命名和性质                                  2 学时 

第二节  亲核取代反应的历程                                2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6 章，p97-107，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6.1，6.4，6.5，6.6，6.7，6.8，6.9，6.12，6.13 

第七章  醇、酚、醚（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醇的结构、分类、异构和系统命名，醇与活泼金属、HX 反应，Lucas 试剂

鉴定 C3-C6 伯、仲、叔醇，醇的脱水、氧化；了解二元醇的特殊反应。 

掌握酚的结构、分类和命名，酚的化学性质（酸性、酚醚的生成、与 FeCl3 的显色反应）；理

解苯环上取代基对酚类酸性的影响。 

掌握醚的结构、分类和系统命名，醚的化学性质；了解环氧乙烷的性质及过氧化物的生成。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醇                                              2 学时 

第二节  酚                                              1 学时 

第三节  醚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7 章，p130-152，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8.1，8.4，8.5，8.6，8.9，8.10，8.11 

第八章  醛、酮、醌（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醛酮的结构及系统命名，醛酮的化学性质（与 HCN、格氏试剂、氨的衍

生物、醇等的亲核加成反应，金属氢化物还原，克莱门森还原，卤仿反应，羟醛缩合反应，坎尼

扎罗反应），醛酮的鉴别；了解亲核加成反应的历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醛、酮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1 学时 

第二节  醛、酮的性质                                   3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8 章，p156-176，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9.1，9.3，9.4，9.5，9.6，9.7，9.8，9.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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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羧酸的结构、分类和系统命名，羧酸的化学性质（酸性、羧基中羟基的取

代反应、还原反应、α-H 的卤代反应）；理解影响羧酸酸性的因素；了解二元羧酸的受热反应； 

掌握羧酸衍生物的命名及化学性质（水解、醇解、氨解、克莱森酯缩合）。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羧酸                                          1 学时 

第二节  羧酸衍生物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9 章，p181-202，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10.1，10.2，10.3，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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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AII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III） 

大纲主撰人：陶兰      大纲审核人：王民 

 

【课程代码】174B0032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工程、食品安全与管理 

【学分数】0.5                                【学时数】16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实验 AⅠ等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AIII（有机化学实验）是与基础化学 AIII（有机化学）课程相匹配的、独立设

置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是一门以有机化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技能应用型课程。学生不仅需要掌

握有机化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且还需要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及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通过

实验，培养学生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验中所遇到问题的能力。同时它也是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的一个重要环节。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III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s an independent compulsory 

course corresponding to Basic Chemistry AIII （Organic Chemistry）. By preparing simple organic 

compounds，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be skilled at basic theories and skills including heating，stirring，

distillation，refluxing，fractionating distillation，extraction，rinsing，filtration （including vacuum 

filtration），recrystallization purification; master the determination of physical constants of simple 

organic compounds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on during laboratories.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对有机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理解，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方法

和技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

学习后继课程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及实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简单有机物的制备和纯化过程，学习加热、搅拌、蒸馏、萃取与分液、干燥、重结晶、

减压过滤、有机物物理性质测定等有机实验基本操作规范和技术，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良好的实验习惯。 

①知识培养目标 

目标 1：了解熔点仪、阿贝折射仪、旋光仪、循环水泵等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目标 2：掌握常用有机玻璃仪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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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掌握蒸馏、萃取、干燥、减压过滤等方法的原理及操作。 

②能力培养目标 

目标 4：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动手、观察、查阅、记忆、思维、想象和表达能力，培

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所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目标 5：具有一定的归纳整理分析实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③素质培养目标 

目标 6：通过培养知识素质、能力素质，使学生具有学习、交流、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目标 7：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三、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律，把

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常见有机化合物液体、固体制备及分离

纯化实验操作训练。 

②固体、液体有机化合物的鉴别与纯度检

测实验。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 

通过实验预习、操作实训、实验过程观察

与质疑、实验报告等教学过程，锻炼学生

科学探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标 

4、5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野，开

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

科学精神。 

通过对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的观察记录、

质疑释疑，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勇于探究

的科学精神。通过实验过程中 2 人一组的

配合，培养学生团结合作、协调沟通的能

力。 

教学目标 

6、7 

 

四、主要仪器设备 

电热套、电磁搅拌加热器、循环水真空泵、电热干燥箱、升降台、水浴锅、显微熔点仪、阿

贝折光仪、旋光仪、0.01 g 电子天平、有机化学实验常用玻璃仪器等。 

 

五、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粗制乙酸乙酯的

提纯 

理论：液体有机物的纯化。 

操作：洗涤、分液、干燥和精制蒸馏等。 
3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2 
乙酸乙酯折光率

测定 

理论：液体有机物的结构与纯度与折光率的

相关性 

操作：阿贝折光率仪的使用方法 

2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3 
乙酰水杨酸的制

备 

理论：酯化反应 

操作：回流反应，固体有机物减压过滤与洗

涤 

4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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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4 
粗制苯甲酸的重

结晶提纯 

理论：水作溶剂重结晶提纯 

操作：饱和溶液的制备、活性炭脱色、热过

滤等。 

3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5 
苯甲酸的熔点测

定 

理论：固体有机物的熔点与结构、纯度相关 

操作：显微熔点仪的使用方法，固体有机物

熔点测定方法 

2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6 
葡萄糖水溶液旋

光度的测定 

理论：葡萄糖水溶液的旋光性 

操作：旋光仪的使用方法，葡萄糖水溶液旋

光度的测定 

2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六、成绩考核 

1.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考查方式，以平时成绩（到课率、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完整充实，撰写工整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准

确无误。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

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90 

良好（80-8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完整，撰写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正确。较好

地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

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80和<90。 

中等（70-7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基本完整，填写较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基本

正确。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

通、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70和<80。 

及格（60-6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基本完整，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较多的问题。

综合评定成绩≥60和<70。 

不及格（低于 6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不完整，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严重错误或报告

全文抄袭现象明显；无故缺课。综合评定成绩<60。 

3.成绩构成： 

本课程采用考查方式，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成绩中的几个部分组成。 

本课程成绩的综合评定由三个部分组成：实验预习 20%，实验操作和实验结果 30%，实验报

告 50%。 

4. 过程考核： 

实验预习：学生针对每次实验及其相关操作技术的内容进行提前预习，并书写预习报告，老

师课堂上抽查提问。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实验操作：教师通过课堂提问、观察等方式判定每位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现场打分。依据：

操作规范性。 

实验结果评价：每次实验结束前现场打分。依据：实验数据记录的真实性及产品的性状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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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注 1：凡发现实验记录中有臆造、涂改、抄袭者，或重复实验未经同意一律以 0 分计） 

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后，学生撰写并上交实验报告，老师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和完成时

间等进行判定。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注 2：未经同意缺课或因故请假但未补做实验者，成绩即为不及格，必须重修） 

 

七、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1.建议教材 

（一）教科书 

《基础化学实验 AIII/BIII 课程教材》，杭师大 材化学院 有机教研组，2018 年 1 月 

（二）参考书 

(1) 《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2) 《有机化学实验》（第一版），章鹏飞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 

(3) 《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曾昭琼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 年 5 月 

2.课程网站： 

杭州师范大学网络教学综合平台：http：//e-learning.hznu.edu.cn 

 

八、其他说明 

http://e-learning.hz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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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BI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BII） 

大纲主撰人：雷金化      大纲审核人：邱瑾 

 

【课程代码】174217002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理学各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总学时 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BI、基础化学实验 BI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介绍 

基础化学 BII 是科学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 是从事科学教育等相关学科科技工作者

必须具备的基础化学知识。它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是研究物质化学组成的表征和

测量的科学，主要任务是鉴定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和测量有关组分含量。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误差和数据处理基本理论，四大滴定分析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技术。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分析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掌握滴定分析法，培养学生初步具备分析复杂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Basic Chemistry AII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students from biosciences，bio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s，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food quality and safety，pharmacy and so on. It i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s who engaged in chemica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es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 It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of chemistry. And it is the science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composition of matter 

chemistry. The main task is to identify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material，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levant component content. 

 （二）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一 绪论 1 

四 误差与实验数据的处理 3 

五 化学平衡与滴定分析法概论 2 

六 酸碱滴定法 11 

七 络合滴定法 9 

八 氧化还原滴定法 5 

九 沉淀滴定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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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1) 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分析工作中有关误差和数据处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并能初步处理分析

实验数据。 

目标 2：以误差为主线，掌握四大滴定的基本原理、有关化学平衡处理方法及四大滴定相互

间的联系，掌握各类滴定操作方法及结果计算。 

目标 3：了解分析化学中复杂样品常用的分离与富集方法。 

(2) 能力方面 

目标 4：具备样品分析过程中有效数字记录、判断和运算的能力；初步具备复杂样品中获取

有效信息和大量分析数据处理的能力。 

目标 5：具备滴定分析法实验操作的能力。 

目标 6：初步具备复杂样品化学分析法方案设计、文献查阅和方案实施的能力。 

(3) 素质方面 

目标 7：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目标 8：培养学生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目标 9：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态度。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

在本质规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

方式、方法。 

①分析化学研究内容、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②误差（相对误差、绝对误差、偏差、算术平均偏差、标

准偏差）、准确度和精密度概念、关系和计算；有效数字表

达；数据统计处理方法；滴定法（酸碱滴定法、氧化还原

滴定法、配位滴定法和沉淀滴定法）；副反应系数概念和计

算。 

③以“误差”为中心，理解误差与各知识点的关系，总结四

大滴定法的共性、掌握滴定曲线变化规律，影响滴定误差

因素和准确滴定判断依据，掌握误差计算方法等。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

化学思维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精

神、动手实践、终身学习能力。 

①分析化学常规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计处理方法训

练；  

②通过文献查阅，初步进行复杂样品分析方案设计及实践

等。 

教学目标 

4、5、6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

和国际视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

探究与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

事业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运用MOOC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方法，

结合社会上广为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进行案例教学；以实

验数据统计处理训练为手段，促进学生建立准确的量的概

念，介绍分析化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新科技成果，要求

学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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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课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上主讲基本知识点、知识点间

的关联以及思路，部分内容实施讨论式的翻转课堂教学。课外要求学生借助课程网站和 SPOC 课

平台上的教学视频、教学材料、习题，巩固课堂知识，按教师要求归纳所学章节知识点，预习后

续内容，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学生还可利用网站上的课外资料，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了解分

析前沿知识。 

教学手段以多媒体教学手段为主，传统教学手段为辅。 

（五）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分析化学》（第四版）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参考文献 

(1)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五版）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 《分析化学》（第五版）华东理工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教研组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7年。 

(3) 《分析化学》（第五版）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4) 《分析化学–核心教程》孟凡昌，潘祖亭编，科学出版社，2005年。 

(5) 《分析化学》（化学分析部分） 林树昌，胡乃非，曾泳维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6) 《分析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刘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7) 《分析化学中的离子平衡》，周性尧，任国建编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 

(8) 《Analytical Chemistry》（Fifth Edition），Gary D. Christian，John Wiley &Sons，Inc.，1994。 

(9) 《分析化学前沿》，高鸿主编，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 《21世纪的分析化学》，汪尔康主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David S.Hage，James D. Carr，2011.  

(12) “Analytical chemistry”、“J. Chromatogr. A（B）”、“RSC advances”、“Anal. Methods”、

“Analyst”、“Chromatographia”、“分析化学”等国内外分析化学权威期刊上相关文献。 

2.课程网站 

(1) 分析化学精品课程网：http：//jpkc.zj-ol.com/index.html#5670  

(2) 浙江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http：//zjedu.moocollege.com/  

(3) 学校教务处MOOC课教学平台：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4) 学校教务处网络教学平台：http：//221.12.26.222/skyclass/C59/Asp/root/index.asp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六）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成绩评定，分为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期中考试内容：第一章、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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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期末考试内容：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知识

进行相关理论计算，能举一反三，基本具备了设计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能力。很好地完成了

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

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知识

进行相关理论计算，初步具备了设计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

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建立了认真、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中等（70-79） 

熟练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相

关理论计算，了解了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设计方法。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

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及格（60-69） 

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部分关键知识进行相

关理论计算，了解了实际样品分析方案的设计方法。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

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初步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不太熟悉或了解很不完全，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行相

关理论计算能力较差。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教学积极

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建立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

念，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本课程是考核课程，设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期中和期末三部分组成，

其比例为平时：期中：期末＝20：30：50。 

(4) 过程考核： 

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作业构成，占 80%；剩余 20%由课堂表现构成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分析化学的分类、了解分析过程一般步骤及分析

结果的表示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0.25 学时） 

第二节  分析化学的内容（0.5 学时） 

第三节  分析化学发展简史（0.15 学时） 

第四节  分析化学的发展趋势（0.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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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教材 1.1~1.4 

第四章  误差与实验数据的处理（3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有效数字的意义和位数确定；有效数字修约规则；有效数字运算规则；有

效数字在分析中应用。掌握系统误差、偶然（随机）误差的概念和产生原因。理解误差（绝对误

差、相对误差）、偏差（绝对偏差、相对偏差、平均偏差、相对平均偏差、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

差、平均值的标准偏差）的概念及计算式；准确度与误差的关系、精密度与偏差的关系，准确度

与精密度的关系。了解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的特点和规律；随机误差区间概率的计算方法和

应用，置信度与置信区间的概念和关系（已知总体标准偏差和已知样本标准偏差两种情况）；掌握

一组数据中可疑值的取舍（Q 检验法）。了解一些减小误差和偏差，以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误差的基本概念（1 学时） 

第四节  提高分析结构准确度的方法（1 学时） 

第五节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4.1、4.4、4.5 

5. 思考题：作业题 P113-116  3，8，10，11，12，13，25，26，28 

第五章  化学平衡与滴定分析法概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滴定分析的过程和方法特点，理解化学计量点、指示剂、滴定终点、滴定

剂、标准溶液及滴定误差等概念；掌握滴定反应的条件；理解四种滴定方式（直接滴定、返滴定、

转换滴定和间接滴定）。掌握物质量浓度和滴定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掌握物质量浓度与滴定度间

的关系。掌握标准溶液直接配制和间接配制的方法；掌握标准溶液标定中常用的基准试剂及对基

准试剂的要求。掌握四大滴定中有关反应的计量关系及浓度或含量的基本计算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定量分析的步骤和要求（0.2 学时） 

第二节  分析化学中的溶液平衡（0.2 学时） 

第三节  滴定分析法概论（0.4 学时） 

第四节  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0.4 学时） 

第五节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浓度的标定（0.4 学时） 

第六节  滴定分析中的计算（0.4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5.1-5.6 

5. 思考题：作业题 P137  15，16，17，18，19，20，23，24，25，26 

第六章  酸碱滴定法（11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质子酸碱理论的基本概念、酸碱反应的平衡常数和共轭酸碱对中 Ka 与 Kb

的关系。掌握质子条件的建立方法；掌握酸碱平衡体系中物质各型体分布情况、分布系数的定义

和计算。掌握各酸碱类型中[H
+
]的计算公式和方法（强酸碱、一元弱酸碱、多元弱酸碱、两性物

质、强酸与弱酸的混合溶液），理解缓冲溶液的缓冲原理、缓冲溶液的分类及各类型缓冲溶液 pH



 

— 455 — 

公  共  课 

值计算方法；了解缓冲容量与缓冲范围的概念，缓冲溶液的选择原则和配制方法。掌握指示剂的

作用原理、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以及影响指示剂变色范围的因素。掌握强酸碱间滴定及强酸碱与弱

碱酸间滴定的滴定曲线、滴定突跃范围的概念和意义，掌握影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直接

准确滴定一元弱酸碱的可行性判断依据；掌握多元酸碱分步滴定的判断依据及滴定到各化学计量

点的 pH 值计算方法和指示剂的选择。着重掌握弱酸的间接滴定方法和混合碱的滴定分析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酸碱质子理论（1 学时） 

第二节  水溶液中弱酸（碱）各型体的分布（1 学时） 

第三节  酸碱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4 学时） 

第四节  酸碱缓冲溶液（0.5 学时） 

第五节  酸碱指示剂（0.5 学时） 

第六节  强酸（碱）和一元弱酸（碱）的滴定（2 学时） 

第七节  多元酸碱的滴定（1 学时） 

第八节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6.1-6.8 

5. 思考题：作业题 P198-202  3，4，9，11，13，14，15，18，20，21，22，23，24，26，

27，28，30，31，32，36，38，40，41，43，44 

第七章  络合滴定法（9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 EDTA 及其二钠盐的结构和性质、EDTA 与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的特点和

性质；掌握配合物的形成常数（稳定常数）、离解常数（不稳定常数）、累积形成常数和累积离解

常数等概念和计算公式，配位剂的质子化常数；掌握溶液中各级配合物的分布情况及分布系数的

计算公式。掌握配位滴定中的副反应（配位副反应、酸效应、共存离子副反应）及副反应系数的

概念和计算公式；掌握配合物条件形成常数的计算公式。了解配位滴定滴定曲线的绘制方法、化

学计量点时金属离子浓度的计算方法以及影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配位滴定中金属指示剂

的作用原理、变色点、变色范围及变色点的应用；了解金属指示剂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种常

用金属指示剂。掌握直接准确滴定金属离子的条件判断依据；掌握配位滴定中满足准确滴定条件

时酸度的选择和控制及酸效应曲线的意义和应用。掌握混合离子分步滴定的可行性判断依据及用

控制酸度的方式进行混合离子选择性滴定的方法；了解使用掩蔽剂来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方法

及有关计算。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0.3 学时） 

第二节  溶液中各级络合物型体的分布（1 学时） 

第三节  络合滴定中的副反应和条件形成常数（3 学时） 

第四节  EDTA 滴定曲线及其影响因素（1 学时） 

第五节  络合滴定指示剂（0.4 学时） 

第六节  终点误差和准确滴定的条件（1 学时） 

第七节  提高络合滴定选择性的方法（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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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络合滴定的方式和应用（0.3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7.1-7.8 

5. 思考题：作业题 

P249-253  1，13，14，17，19，20，22，23，25，26，27，30，32，34，35，36 

第八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5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能斯特公式、电极电位及条件电极电位的概念和计算；掌握影响条件电极

电位的因素及氧化还原反应的平衡常数。了解可逆氧化还原反应滴定曲线的绘制方法、掌握化学

计量点电极电位的计算方法、滴定突跃范围和影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氧化还原指示剂的

作用原理、变色范围和变色点；了解其它指示剂的类型和作用原理。理解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

法和碘量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了解硫酸铈法和溴酸钾法。掌握氧化还原结果计算的一般方法。

了解对氧化还原滴定预处理剂的要求和常用的预处理氧化剂和还原剂。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氧化还原平衡（0.5 学时） 

第二节  氧化还原反应的速率（0.5 学时） 

第三节  氧化还原滴定曲线（0.5 学时） 

第四节  氧化还原滴定中的指示剂（0.5 学时） 

第五节  氧化还原滴定前的预处理（1 学时） 

第六节  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方法（1 学时） 

第七节  氧化还原滴定结果的计算（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8.1-8.7 

5. 思考作业题：P290-293  17，18，20，26，27，32，37，38 

第九章  沉淀滴定法（1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沉淀滴定法的条件和银量法的概念及应用对象。掌握莫尔法、佛尔哈德法

和法杨斯法指示终点的原理、滴定条件和应用范围。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 （0.1 学时） 

第二节  确定终点的方法（0.8 学时） 

第三节  沉淀滴定法应用示例（0.1 学时） 

3. 教学方法：能采用启发式、提问式、讨论式等一些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注重基础，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学习资料：教材 9.1-9.3 

5. 思考题：作业题 P300   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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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BII》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BII） 

大纲主撰人：雷金化      大纲审核人：邱瑾 

 

【课程代码】174217202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理学各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B I、基础化学实验 B I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BII 是科学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与基础化学 BII 密切配合，具有一

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课程重在使学生掌握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建立起“量”的概念，注重学

生实际工作能力和严谨科学作风的培养，提倡创新精神。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B II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students from biosciences，

biotechnology，environmental sciences，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food quality and safety，pharmacy 

and so on. 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basic chemistry B II，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quantity"，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rigorous scientific style，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1) 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天平称量、溶液配制、滴定等操作方法。 

目标 2：掌握分析工作中有关误差和数据处理的方法，能初步处理分析实验数据。 

(2) 能力方面 

目标 3：具备样品分析过程中有效数字记录、判断和运算的能力；初步具备复杂样品中获取

有效信息和大量分析数据处理的能力。 

目标 4：具备滴定分析法实验操作的能力。 

(3) 素质方面 

目标 5：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目标 6：培养学生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 

目标 7：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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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

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天平称量练习 

②酸碱滴定实验 

③配位滴定实验 

④氧化还原滴定实验 

教学目标 

1、2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扎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化学思维

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动手

实践、终身学习能力。 

①分析化学常规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计处

理方法训练；  

②通过文献查阅，初步进行复杂样品分析方案设

计及实践等。 

教学目标 

3、4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

践的科学精神和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职业

精神。 

实验数据统计处理训练为手段，促进学生建立准

确的量的概念 

教学目标 

5、6、7 

 

四、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滴定管、容量瓶、移液管、锥形瓶、碘量瓶、烧杯、量筒等 

 

五、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清点仪器 

分析化学实验基本要

求 

了解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要求，清点

仪器，学会仪器洗涤方法。 
2 

专业 

基础 

验证

性 
1 必做 

2 电子称量练习 
熟悉电子天平结构，掌握称量方法和

天平使用规则。 
4 

专业 

基础 

验证

性 
1 必做 

3 

NaOH 溶液的浓度标

定，食醋中 HAc 含量

的测定 

掌握 NaOH 溶液的浓度标定方法及弱

酸的滴定原理和方法。 
6 

专业 

基础 

验证

性 
1 必做 

4 
HCl 溶液的浓度标定 

工业纯碱总碱度测定 

掌握 HCl 溶液的浓度标定方法，掌握

强酸滴定二元弱碱的滴定过程。 
7 

专业 

基础 

验证

性 
1 必做 

5 
EDTA 的标定 

自来水总硬度的测定 

掌握配位滴定测定水硬度的方法，掌

握配位滴定指示剂 EBT 终点的正确

判断。 

6 
专业 

基础 

验证

性 
1 必做 

6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标

定及葡萄糖含量的测

定 

掌握碘量法测葡萄糖的方法及标定

Na2S2O3 标准溶液的方法。 
7 

专业 

基础 

验证

性 
1 必做 

 



 

— 459 — 

公  共  课 

六、成绩考核 

1.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考查每次实验的完成情况 

2.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前认真预习，结合理论学习教材，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操作

严格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实

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做好实验结果的

分析讨论。 

良好（80-89） 

实验前认真预习，结合理论学习教材，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操作

严格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实

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较好地进行实验

结果的分析讨论。 

中等（70-79） 

实验前认真预习，结合理论学习教材，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实验操作

比较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实

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认真写好实验报告，较好地进行实验

结果的分析讨论。 

及格（60-69） 

实验前进行了预习。实验操作基本规范，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认真地做好记录。实验

记录能准确把握有效数字。实验过程安静，实验台整洁。实验结束能做到器材复原。及时提

交实验报告。 

不及格（低于 60） 

实验前没有预习。实验操作不规范，没有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实验记录不能准确把握有效数

字。实验过程喧哗吵闹，实验台脏乱差。实验结束器材没有及时复原。没有按时提交实验报

告。 

3.成绩构成： 

按平时实验的四个方面表现评定成绩：(1)  实验预习 20%，(2)  实验操作习惯与能力 20%，

(3)  实验结果与计算 30%，(4)  实验报告 20%，(5) 实验操作考核 10%。 

4.过程考核： 

以每一个实验的完成情况为标准，考察实验预习、实验原理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实验数据

及实验报告等方面。 

 

七、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科书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编写组编（第四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 年 4 月第四版 

（二）参考书 

《分析化学实验》武汉大学编（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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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BⅢ》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BⅢ） 

大纲主撰人：徐存进      大纲审核人：陶兰 

 

【课程代码】174217003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理学各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二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BI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主要讲授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合成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知识。通

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具有

初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composition，structure，property，transformation and synthesis of organic 

compounds，along with the related theor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student will be able to 

master the basal knowledge，theory and skill of organic chemistry，and have the initial problem-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绪论 2 2 0 

二 烷烃 2 2 0 

三 不饱和烃 5 5 0 

四 环烃 6 6 0 

五 旋光异构 3 3 0 

六 卤代烃 4 4 0 

七 醇、酚、醚 4 4 0 

八 醛、酮、醌 4 4 0 

九 羧酸及其衍生物 2 2 0 

 合计 32 32 0 

3.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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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掌握各类化合物命名、结构、分类及基本化学反应。 

目标 2：理解各反应的反应机理。 

目标 3：了解各类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及其常用制备方法。 

②能力方面 

目标 4：能根据化合物的化学性质，设计出一些简单化合物的合成路线。 

目标 5：具备用简单化学方法鉴别常见有机化合物的基本能力。 

目标 6：具备根据简单化合物的有关性质来推测该化合物结构的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7：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

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分类及

基本化学反应。 

②理解各反应的反应机理。 

③了解各类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及其常用制备方

法。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 

掌握良好的思维品质，批判地学习和接受知识

和信息；能鉴别和推测简单化合物的能力 

教学目标 

4、5、6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

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

践的科学精神。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

教学方法及案例教学 

教学目标 

7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5. 课程资源：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有机化学》（第四版），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参考书： 

《有机化学》（第三版），曾昭琼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有机化学基础》（第二版），胡宏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基础有机化学》（第三版），邢其毅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课程网站：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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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很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

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

的能力。 

中等（70-79） 

熟练掌握部分关键知识点和部分关键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

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

习的能力。 

及格（60-6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

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不太熟悉，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

堂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

学习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 50%，期末考试成绩 5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由平时考勤、网络教学平台学习、平时作业、平时测验成绩构成，其比例为 1：1：

4：4。 

平时考勤采取点名、点人数或让学生干部提供未到学生名单等形式进行考勤，核实并记录迟

到、缺课、早退学生名单。 

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网络会自动给出学习时间、次数。  

平时作业：教师批阅给分。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平时测验成绩：教师批阅给分。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共价键、反应类型；了解有机化学的发展及有机化合

物的特点。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1 学时 

第二节  有机化学的特点和分类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1 章，p1-10，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1.3，1.4，1.5，1.7 

第二章  烷烃（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烷烃的系统命名、构象、卤代反应；了解自由基反应机理；了解烷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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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和同分异构，物理性质等。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烷烃的的结构和命名                              1 学时 

第二节  烷烃的构象和性质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2 章，p12-27，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2.2，2.3，2.4，2.9，2.11，2.14，2.15，2.16 

第三章  不饱和烃（5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次序规则与烯烃顺/反、Z/E 命名法，烯烃与酸、卤素的加成，马氏规则，

碳正离子的稳定性，烯烃的硼氢化-氧化水解，丙烯的 α-卤代，由 KMnO4 氧化产物或臭氧化还原

分解产物推定烯烃结构；炔烃的命名、炔烃的催化氢化和部分氢化，炔烃与 HX 亲电加成，水化，

末端炔烃的鉴定。了解双烯合成，1，2-和 1，4-加成；了解亲电加成反应的历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烯烃                                            2 学时 

第二节  炔烃                                            2 学时 

第三节  双烯烃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3 章，p30-48，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3.1，3.3，3.4，3.6，3.8，3.9，3.11，3.13，3.14，3.17，3.19，3.20，3.21，3.22 

第四章  环烃（6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环烃的命名，环己烷的椅式构象，多元取代芳烃衍生物的命名，芳烃的亲

电取代（如硝化、卤代、磺化、F-C 酰基化/烷基化），定位效应，芳环上已有取代基时的亲电取代；

了解环张力学说，了解芳烃亲电取代反应的机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脂环烃                                          2 学时 

第二节  芳香烃                                          4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4 章，p51-76，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4.3，4.4，4.5，4.6，4.7，4.8，4.10，4.11，4.12，4.13，4.14，4.15 

第五章  旋光异构（3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旋光活性，比旋光度，手性与对称因素，对映体、非对映异构体、外消旋

体、内消旋体，Fischer 投影式，R/S 命名规则。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含一个手性碳原子的旋光异构                        2 学时 

第二节  含两个手性碳原子的旋光异构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5 章，p80-94，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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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题：5.4，5.5，5.6，5.7，5.9，5.10，5.11 

第六章  卤代烃（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卤代烃的分类、结构、系统命名及其化学性质（与水、醇钠、氨、氰化钠、

硝酸银等反应），格氏试剂的制备；了解 SN2、SN1 的机理；理解烷基结构对亲核取代反应的影响。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卤代烃命名和性质                                2 学时 

第二节  亲核取代反应的历程                              2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6 章，p97-107，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6.1，6.4，6.5，6.6，6.7，6.8，6.9，6.12，6.13 

第七章  醇、酚、醚（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醇的结构、分类、异构和系统命名，醇与活泼金属、HX 反应，Lucas 试剂

鉴定 C3-C6 伯、仲、叔醇，醇的脱水、氧化；了解二元醇的特殊反应。 

掌握酚的结构、分类和命名，酚的化学性质（酸性、酚醚的生成、与 FeCl3 的显色反应）；理

解苯环上取代基对酚类酸性的影响。 

掌握醚的结构、分类和系统命名，醚的化学性质；了解环氧乙烷的性质及过氧化物的生成。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醇                                             2 学时 

第二节  酚                                             1 学时 

第三节  醚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7 章，p130-152，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8.1，8.4，8.5，8.6，8.9，8.10，8.11 

第八章  醛、酮、醌（4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醛酮的结构及系统命名，醛酮的化学性质（与 HCN、格氏试剂、氨的衍

生物、醇等的亲核加成反应，金属氢化物还原，克莱门森还原，卤仿反应，羟醛缩合反应，坎尼

扎罗反应），醛酮的鉴别；了解亲核加成反应的历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醛、酮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1 学时 

第二节  醛、酮的性质                                     3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8 章，p156-176，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9.1，9.3，9.4，9.5，9.6，9.7，9.8，9.10，9.12 

第九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羧酸的结构、分类和系统命名，羧酸的化学性质（酸性、羧基中羟基的取

代反应、还原反应、α-H 的卤代反应）；理解影响羧酸酸性的因素；了解二元羧酸的受热反应； 

掌握羧酸衍生物的命名及化学性质（水解、醇解、氨解、克莱森酯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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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羧酸                                           1 学时 

第二节  羧酸衍生物                                     1 学时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有机化学》（第四版），第 9 章，p181-202，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思考题：10.1，10.2，10.3，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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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BⅢ》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BⅢ） 

大纲主撰人：陶兰      大纲审核人：王民 

 

【课程代码】174217203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理学各专业 

【学分数】0.5                                【学时数】16 

【建议修读学期】二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实验 BⅠ等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BⅢ（有机化学实验）是与基础化学 BⅢ（有机化学）课程相匹配的、独立设

置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是一门以有机化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技能应用型课程。学生不仅需要掌

握有机化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且还需要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及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通过

实验，培养学生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验中所遇到问题的能力。同时它也是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的一个重要环节。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B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s an independent compulsory 

course corresponding to Basic Chemistry BⅢ （Organic Chemistry）. By preparing simple organic 

compounds，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be skilled at basic theories and skills including heating，stirring，

distillation，refluxing，fractionating distillation，extraction，rinsing，filtration （including vacuum 

filtration），recrystallization purification; master the determination of physical constants of simple 

organic compounds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on during laboratories.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对有机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理解，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方法

和技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

学习后继课程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及实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简单有机物的制备和纯化过程，学习加热、搅拌、蒸馏、萃取与分液、干燥、重结晶、

减压过滤、有机物物理性质测定等有机实验基本操作规范和技术，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良好的实验习惯。 

(1) 知识培养目标 

目标 1：了解熔点仪、阿贝折射仪、旋光仪、循环水泵等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目标 2：掌握常用有机玻璃仪器的使用方法； 

目标 3：掌握蒸馏、萃取、干燥等方法的原理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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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培养目标 

目标4：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动手、观察、查阅、记忆、思维、想象和表达能力，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所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目标5：具有一定的归纳整理分析实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3) 素质培养目标 

目标 6：通过培养知识素质、能力素质，使学生具有学习、交流、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目标 7：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 

 

三、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的发展前沿； 

②掌握扎实的化学学科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律，

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常见有机化合物液体、固体制备及分离纯化实

验操作训练。 

②固体、液体有机化合物的鉴别与纯度检测实

验。 

教学目标 

1、2、3 

2.能力要求： 

①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 

②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 

通过实验预习、操作实训、实验过程观察与质疑、

实验报告等教学过程，锻炼学生科学探究、提出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标 

4、5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和国际视野，

开放包容，与时俱进；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

的科学精神。 

通过对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的观察记录、质疑释

疑，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

通过实验过程中 2 人一组的配合，培养学生团结

合作、协调沟通的能力。 

教学目标 

6、7 

 

四、主要仪器设备 

电热套、电磁搅拌加热器、循环水真空泵、电热干燥箱、升降台、水浴锅、显微熔点仪、阿

贝折光仪、旋光仪、0.01 g 电子天平、有机化学实验常用玻璃仪器等。 

 

五、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粗制乙酸乙酯的

提纯 

理论：液体有机物的纯化。 

操作：洗涤、分液、干燥和精制蒸馏等。 
3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2 
乙酸乙酯折光率

测定 

理论：液体有机物的结构与纯度与折光率的

相关性 

操作：阿贝折光率仪的使用方法 

2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3 
乙酰水杨酸的制

备 

理论：酯化反应 

操作：回流反应，固体有机物减压过滤与洗

涤 

4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4 
粗制苯甲酸的重

结晶提纯 

理论：水作溶剂重结晶提纯 

操作：饱和溶液的制备、活性炭脱色、热过

滤等。 

3 
专业

基础 
综合 2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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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5 
苯甲酸的熔点测

定 

理论：固体有机物的熔点与结构、纯度相关 

操作：显微熔点仪的使用方法，固体有机物

熔点测定方法 

2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6 
葡萄糖水溶液旋

光度的测定 

理论：葡萄糖水溶液的旋光性 

操作：旋光仪的使用方法，葡萄糖水溶液旋

光度的测定 

2 
专业

基础 
验证 2 必做 

 

六、成绩考核 

1.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考查方式，以平时成绩（到课率、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进行考核。 

2.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完整充实，撰写工整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准确

无误。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

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90 

良好（80-8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完整，撰写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正确。较好地

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

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80和<90。 

中等（70-7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基本完整，填写较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基本正

确。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量的概念，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

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70和<80。 

及格（60-6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基本完整，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较多的问题。综

合评定成绩≥60和<70。 

不及格（低于 6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不完整，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严重错误或报告全

文抄袭现象明显；无故缺课。综合评定成绩<60。 

3.成绩构成： 

本课程采用考查方式，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成绩中的几个部分组成。 

本课程成绩的综合评定由三个部分组成：实验预习 20%，实验操作和实验结果 30%，实验报

告 50%。 

4. 过程考核： 

实验预习：学生针对每次实验及其相关操作技术的内容进行提前预习，并书写预习报告，老

师课堂上抽查提问。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实验操作：教师通过课堂提问、观察等方式判定每位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现场打分。依据：

操作规范性。 

实验结果评价：每次实验结束前现场打分。依据：实验数据记录的真实性及产品的性状与质

量。 

（注 1：凡发现实验记录中有臆造、涂改、抄袭者，或重复实验未经同意一律以 0 分计） 

实验报告：实验完毕后，学生撰写并上交实验报告，老师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和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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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进行判定。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注 2：未经同意缺课或因故请假但未补做实验者，成绩即为不及格，必须重修） 

七、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1.建议教材 

（一）教科书 

《基础化学实验 AIII/BIII 课程教材》，杭师大 材化学院 有机教研组，2018 年 1 月 

（二）参考书 

(1) 《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2) 《有机化学实验》（第一版），章鹏飞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 

(3) 《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曾昭琼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 年 5 月 

2.课程网站： 

杭州师范大学网络教学综合平台：http：//e-learning.hznu.edu.cn 

 

八、其他说明 

http://e-learning.hz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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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C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C1） 

大纲主撰人：张义建      大纲审核人：沈良 

 

【课程代码】174B004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类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或一春             【先修课程】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介绍 

基础化学 CI 是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之一，是临床、口腔、预防医学等相关专业学生

学习后续相关课程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稀溶液、电解质溶液和缓冲溶液基础理论，掌握原子结构及

元素周期律，近代物质结构基础，氧化还原和电化学，配位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以及基

础化学四大平衡理论及相关计算应用；了解滴定分析和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基本概念及应用方法。 

Basic Chemistry CI is one of the basic required courses to medical speciality，and it is the 

basis knowledge for the students in correlative specialities like clinic，stomatolog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to study the subsequent courses. 

By studying of Basic Chemistry CI，students can learn principle and basic knowledge about dilute 

solution theory，electrolyte solution theory，buffer solution theory，atom structure and periodic law of 

elements，latter-day basic structure of matter，oxidation-reduction and electrochemistry，coordination 

chemistry，chemical equilibrium and calculation. Students can also know the basic concept and the 

application about the titrimetric analysis and spectrophotometry through the studying..    

（二）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一 绪论 1 1 

二 稀薄溶液的依数性质 3 3 

三 电解质溶液 4 4 

四 缓冲溶液 3 3 

八 氧化还原与电极电势 4 4 

九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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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十 共价键与分子间力 4 4 

十一 配位化合物 4 4 

十二 滴定分析 3 3 

十三 可见分光光度法和紫外分光光度法 2 2 

（三）课程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1) 知识方面 

目标 1：掌握溶液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理解溶液的拉乌尔定律并会进行相关的计算。 

目标 2：掌握基础化学四大平衡原理和滴定分析及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与应用，会进行相关

的计算。 

目标 3：掌握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会用相关理论解释化合物的性

质。 

目标 4：掌握配合物的定义、命名、基本理论及其在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并会进行相

关的分析和计算。 

(2) 能力方面 

目标5：具备对一般无机化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计算的能力。  

目标6：具备正确的科学思维和良好的自学能力。  

目标7：初步具备查阅文献资料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3) 素质方面 

目标 8：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目标 9：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沟通讨论和相互合作的学习态度 

目标 10：具有较高科学素养，能用科学的思维对待所遇到的事物和不同情况，去分析判断。 

2.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①了解化学学科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②掌握扎实的基础化学知识； 

③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体系和内在本质规

律，把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 

①基础化学的研究内容、 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②溶液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溶液的拉乌尔定律。化

学平衡、解离平衡的基本概念及各种因素对平衡移

动的影响。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原子结构和

分子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配合物的定义、

命名、基本理论及其在医学、药学等方面的应用。 

③滴定分析及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与应用 

教学目标 

1、2、3、4 

2. 能力要求： 

①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及化学思维能力； 

②注重培养课外自学能力及查阅文献资料

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 

①要求归纳小结每章基本概念及重点内容，自主建

构知识体系； 

②安排自学章节，通过文献资料查阅，独立分析、

练习，合作讨论完成学习。 

教学目标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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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3. 素质要求： 

①要求学生自学每章后面与医学相关的辅

助材料，了解课程内容与医学专业的相互

联系； 

②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 

于探究与实践的科学精神和为 

医学事业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运用现代教学手段，采用合作学习、讨论式教学方

法促进学生掌握基础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介绍

基础化学发展前沿、趋势和最新科技成果，要求学

生进行课外文献阅读等。 

教学目标 

8、9、10 

（四）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课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上主讲基本知识点、知识点间

的关联以及思路，讲清重点分析难点；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外注

重自学能力的培养，要求归纳小结每章基本概念及重点内容，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同时要求学生

自学每章后面与医学相关的辅助材料，了解课程内容与医学专业的相互联系，为后续专业课程的

学习打好基础。 

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展示与板书相结合的方式。 

（五）课程资源 

1.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教材：《基础化学》（第八版）魏祖期、刘德育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年。 

2.参考书： 

(1) 《现代化学基础》（第二版）胡忠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2) 《化学原理和无机化学》（第一版）王夔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 年 

(3) 《分析化学》（第八版）李发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年 

(4) 《医学化学》（第二版）徐春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5) 《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 南京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3.课程网站： 

浙江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http：//zjedu.moocollege.com/ 

学校教务处 MOOC 课教学平台：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学校教务处网络教学平台：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六）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相关理论计算，很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积极参与

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具备了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全部关键知识点、熟练掌握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熟练地利用所学关键

知识进行相关理论计算，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 训练任务。 能参与

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较好地具

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http://zjedu.moocollege.com/
http://hzn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e-learning.hznu.edu.cn/eol/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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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中等（70-79） 

基本掌握了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

行相关理论计算，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

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基本具备独立思考、相

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及格（60-69） 

了解部分关键知识点、部分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能够利用所学部分关键知识进行

相关理论计算。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能参与课堂教学，基

本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建立了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初步具备独立思考、

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关键概念和相关计算公式不太熟悉或了解很不完全，利用所学关键知识进

行相关理论计算能力较差。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

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建立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 

3.成绩构成： 

本课程为考查课，学生学业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二部分组成，其比例为 

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70%） 

4.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由课后书本作业、每章课后归纳小结、课堂讨论等三部分构成，其比例为 5：3：2。 

课后书本作业：教师批阅给分。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完成时间等； 

课外自学总结归纳：自学内容指教师布置的自学章节，总结归纳指课堂上教师布置的归纳内

容。给分依据：自学报告、归纳内容完成情况； 

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情况。给分依据：参与讨论次数和主动性。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化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研究化学的目的、方法；了解现代化学与现代医

学的发展关系；掌握有效数字的概念与运算规则及量纲分析；掌握混合物的组成标度。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基础化学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 

第三节  有效数字 

第四节  量纲分析 

第五节  分散系统与混合物的组成标度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后基因组时代” 

《化学与社会》蔡苹 主编 2010 年 科学出版社  第一、二、四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2、3、5、6 

作业：习题 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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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稀薄溶液的依数性质（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溶液的渗透现象和渗透压，稀溶液的渗透压与浓度、温度的关系及计算；溶液渗

透压概念在医学中的应用——渗透浓度的概念及计算，等渗、高渗和低渗溶液，晶体渗透压和胶

体渗透压。 

(2) 熟悉：难挥发的非电解质稀溶液的蒸汽压下降、沸点升高、凝固点降低与质量摩尔浓度

的关系；利用稀溶液依数性测定溶质的相对分子质量；稀溶液依数性之间的数学关系。 

(3) 了解：溶液的蒸汽压下降、沸点升高、凝固点降低现象。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溶液的蒸汽压下降  

第二节  溶液的沸点升高和凝固点降低   

第三节  溶液的渗透压力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血液净化技术”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 

5. 思考作业题：作业：习题 1、2、3、6、8、9、10、11 

第三章  电解质溶液（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酸碱质子理论的基本概念；水的质子自递平衡，水的离子积，水溶液的 pH 值；酸

和碱的解离平衡常数及酸碱平衡的移动，共轭酸碱解离平衡常数的关系；一元弱酸或弱碱溶液 H
+

浓度和 pH 值的计算。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Ｋsp 和溶度积规则，沉淀平衡的移动。 

(2) 熟悉：电解质在溶液中的解离度；多元弱酸弱碱溶液 H
+ 浓度和 pH 值的计算；两性物质

溶液 H
+浓度和 pH 值的计算。 

(3) 了解：强电解质溶液理论要点：离子的活度和活度因子，离子强度的概论；酸碱电子理

论。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强电解质溶液 

第二节  酸碱理论  

第三节  弱酸和弱碱溶液的解离平衡 

第四节  酸碱溶液的 pH 值的计算 

第五节  难溶强电解质的沉淀溶解平衡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骨骼的形成与龋齿的产生” 

“尿结石的形成” 

“肾脏在酸碱平衡中的作用”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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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2、3、4、5 

作业：习题 8、12、14、17、18、21、24、26 

 

第四章  缓冲溶液（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缓冲溶液的概念、组成及缓冲作用原理；缓冲溶液 pH 值的计算；缓冲容量的概念

及影响缓冲容量的因素；缓冲溶液的缓冲范围；血液中的缓冲系。 

(2) 熟悉：缓冲溶液的配制原则；标准缓冲溶液。 

(3) 了解：缓冲容量的有关计算。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缓冲溶液及缓冲机制 

第二节  缓冲溶液 pH 值的计算 

第三节  缓冲容量和缓冲范围 

第四节  缓冲溶液的配制 

第五节  血液中的缓冲系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酸血症和碱血症”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三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2、 

作业：习题 3、5、6、7、12、13、16 

第八章  氧化还原反应与电极电位（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电极的类型；标准电极电位的概念和标准电极电位表；电池标准电动势与平衡常

数的关系；电极电位的 Nernst 方程式及计算；电极溶液中各物质浓度对电样电位的影响。 

(2) 熟悉：氧化值概念及确定元素氧化值的规则；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原电池的概念

和电池组成式；常用参比电极。 

(3) 了解：电极电位产生的机理；标准氢电极；电极电位的测定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氧化还原反应      

第二节  原电池与电极电位 

第三节  标准电极电位  

第四节  电极电位的 Nernst 方程式及影响电极电位的因素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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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和生物传感器” 

“纳米微电极及其应用”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3、4、14 

作业：习题 2、5、6、7、8、9、10、15、16 

第九章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多电子原子的原子轨道近似能级顺序；能量最低原理；保里不相容原理；洪特规

则；核外电子排布与元素周期表；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2) 熟悉：波函数与原子轨道：四个量子数；电子概率密度与电子云；屏蔽作用、钻穿作用

及能级交错； 

(3) 了解：原子结构的认识史；电子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原子轨道的图形。元素与

人体健康。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量子力学基础及核外电子运动特性  

第二节  氢原子结构的量子力学解释 

第三节  多电子原子的结构 

第四节  元素周期表与元素性质的周期性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元素和人体健康” 

“生命元素图谱与化学元素周期表”唐志华，广东微量元素化学，2001，8(2)  

《化学与社会》蔡苹 主编 2010 年 科学出版社  第二、四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2、3、4、5、7、13、 

作业：习题 6、8、9、10、11、12、14、15 

第十章  共价键与分子间力（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共价键的类型和特征；杂化轨道理论和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氢键的特性。 

(2) 熟悉：键参数；分子的极性和分子的极化；范德华力。 

(3) 了解；同核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能极图；分子轨道理论要点；自由基概念。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现代价键理论 

第二节  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第四节  分子间的作用力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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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 

“自由基简介” 

“神奇分子——NO”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六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2、4、5、19、13、 

作业：习题 3、6、7、15、16、18、21、23 

第十一章  配位化合物（4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配合物的概念、组成和命名；配位平衡常数和影响配位平衡移动的因素 

(2) 熟悉：螯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3) 了解：配合物的几何异构现象。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 

        一、配合物的价键理论 

第三节  配位平衡  

第四节  螯合物和生物配体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生物配体” 

“铂配合物的抗癌机制及研究进展”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七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3、4、12、 

作业：习题 2、6、13、14、15、16、17 

第十二章  滴定分析法（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概念、滴定分析的特点及酸碱滴定分析方法；标准溶液的配制、

标定及酸碱滴定的有关计算；滴定曲线（一元酸碱的滴定）；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指示剂的选

择。 

(2) 熟悉：滴定分析对化学反应的要求；滴定分析的误差处理，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3) 了解：多元酸碱的滴定；其他滴定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滴定分析原理  

第二节  分析结果的误差 

第三节  酸碱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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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自学第四节氧化还原滴定法、第五节配位滴定法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八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2、5 

作业：习题 3、4、6、7、9、13、15、 

第十三章  可见分光光度法和紫外分光光度法 （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Lambert—Beer 定律以及透光率、吸光度、摩尔吸光系数

等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2) 熟悉：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吸收光谱的意义；可见分光光度法的测定方法—标准曲

线法和标准对照法。  

(3) 了解：光的基本性质，光的加和性；分光光度计的基本构造；提高测量灵敏度和准确度

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物质的吸收光谱 

第二节  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 

第三节  可见分光光度法  

第四节  提高测量灵敏度和准确度的方法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多媒体课件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 

自学第五节紫外分光光度法简介 

《医学化学》徐春祥 主编 2008 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九章 

5. 思考作业题： 

课堂讨论：习题 1、2、3、4 

作业：习题 5、6、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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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C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I） 

大纲主撰人：钱浩      大纲审核人：张义建 

 

【课程代码】174B00421                    【课程修习类型】  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类专业 

【学分数】0.5                             【学时数】16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或一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CI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CI》是与《基础化学 CI》课程相匹配的、独立设置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本

课程主要进行实验基本操作和技能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进行化学实

验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观察能力、实验操作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仪器设备应用能力。同时它

也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后续的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I is an independent compulsory course corresponding to Basic 

Chemistry CI. This course focus on training basic experiment practices and skill building. It fosters 

students' hands on experiment skills，helps them build basic skills in chemistry experiments：mainly 

include of observation skills，experiment performance，data analysis and use of equipment.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ep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seeking 

truth from facts，strict and serious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good habits. It sets the good fundament for 

further courses.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1)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①知识方面 

目标 1.：熟悉实验室规则和实验安全注意事项。 

目标 2.：掌握基础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操作技能，学习某些无机化合物的一般制备原

理和方法， 

目标 3：熟悉常用仪器的性能、用途及正确的操作方法。掌握滴定管、刻度移液管、分析天

平、酸度计和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及规范操作 

目标 4.：从实验获得感性认识，加深理解和应用基础化学理论课中的概念、理论，并能灵活

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指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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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能力方面 

目标 5：掌握基础化学实验中常用仪器设备的规范操作和实际应用能力。 

目标 6：培养具有耐心仔细的观察力和科学严谨的分析能力。 

目标 7：培养在准确诚实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基础上，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解释实验现象，

合理处理实验数据，做出正确结论的综合能力。 

③素质方面 

目标 8：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相互协作

的团队精神。 

目标 9：具有较高科学素养，能用科学的思维对待所遇到的事物和不同情况，去分析判断。 

目标 10：培养敏感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能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充分体现。 

(2) 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掌握基础化学的基本实验技能和方法，并

能用于未来的学习和实践。 

①实验室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教育。 

②通过讲解、示范操作使学生能熟练、规范地掌握

滴定管、刻度移液管、分析天平、酸度计和分光光

度计的使用。 

教学目标 

1、2、3、4 

2. 能力要求： 

①较熟练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 

②正确诚实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的能力。 

错误!一定的数理统计分析能力。 

通过基础化学常规仪器实验操作训练，实验数据统

计处理方法训练。 

教学目标 

4、5、6、7 

3. 素质要求： 

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勤俭节约、认

真仔细的工作作风和团队的协作精神。 

通过实验的操作、观察、获取实验数据和实验数据

处理训练，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通过分

组实验，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教学目标 

8、9、10 

三、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分析天平 20 台、pH 计 10 台、722 分光光度计 10 台，基础无机和分析实验仪器 20 台套。 

四、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学会一种无机盐的基本制备方法。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2 
分析天平的使用和容

量分析操作练习 

学会电子分析天平的使用和减量法的

称量练习。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3 
盐酸标准溶液配制和

标定 
学会盐酸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 基础 验证 2 必做 

4* 草酸含量的测定 
用酸碱滴定法测定草酸的含量，本实验

是实验操作考核实验。 
2 基础 验证 2 必做 

5 
缓冲溶液的配制和性

质 

学会缓冲溶液的配制，通过实验了解缓

冲溶液的性质，并学会 PH 计的使用。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6 铁的分光光度法测定 
学会 721 分光光度计的使用，用标准工

作曲线法测定未知铁溶液的铁含量。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为操作考核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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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绩考核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为考查课。学生学业成绩分平时和考核两部分。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完整充实，书写工整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准

确。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90 

良好（80-8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基本完整，填写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正确。

能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80和<90。 

中等（70-7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不完整，填写较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不理想、分析和结论

基本正确。综合评定成绩≥70和<80。 

及格（60-6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有多处缺失，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明显问题，

重写报告后达标。综合评定成绩≥60和<70。 

不及格（低于 6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严重缺失，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严重错误或报

告全文抄袭现象明显，重写报告后还无法达标，综合评定成绩<60。 

3. 成绩构成：成绩分平时和实验操作考核两部分，比例为 7 ：3。 

平时成绩：以每次实验报告的成绩为依据，5 次实验的平均成绩折算，占总成绩的 70%. 

实验操作考试：占总成绩的 30%。 

4. 过程考核： 

实验报告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完整性和实验结果。三者比例为 2：2：1。 

实验操作考试：其中实验操作占 60%，报告完整性和实验结果占 40%。三者比例为 3：1：1。 

 

六、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1. 建议教材 

《医学基础化学实验》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编，2011。 

2. 参考书目 

《无机化学实验》徐春详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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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DIII》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DIII） 

大纲主撰人：钱浩      大纲审核人：陶兰 

 

【课程代码】175B005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类专业 

【学分数】3                              【学时数】48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 AI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重点讲授：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

构、性质，重要有机化学反应机理，有机合成转化，与医学相关的有机化学知识等。它为学习生

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化学、天然药物化学、生药学、药理学、药剂学等后续课程，以及

药学专业学生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有机化学专业基础。本课程的教学质量会直接影响本

专业的学生的质量。 

Important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s.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organic 

chemistry. Focused on teaching：naming，structure，property of organic compounds，the mechanisms of 

important organic reactions，organic synthesis and conversion and knowledge of medicine organic 

chemistry. It can provide a good foundation of organic chemistry for pharmacy students to study 

follow-up courses，such as biochemistry，pharmaceutical chemistry，pharmaceutical analysis chemistry，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pharmacognosy，pharmacology，pharmacy etc，as well a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of the cours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第一章 绪论 6 6  

第二章 烷烃 2 2  

第三章 烯烃 3 3  

第四章 炔烃和二烯烃 2 2  

第五章 环烷烃 2 2  

第六章 立体化学基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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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第七章 芳香烃 2 2  

第八章 卤代烃 2 2  

第九章 醇、酚和醚 3 3  

第十章 醛和酮 4.5 4.5  

第十一章 羧酸和取代羧酸 3 3  

第十二章 羧酸衍生物 3 3  

第十三章 碳负离子的反应 2 2  

第十四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 3 3  

第十五章 杂环化合物 3 3  

第十六章 糖类 2 2  

第十七章 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 1 1  

第十八章 萜类和甾族化合物 0.5 0.5  

第十九章 周环反应 2 2  

3.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命名、结构、性质，重要有机化学反

应机理、有机合成转化等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掌握有机分子的手性和立体化学知识。了解本课

程和后续课程的关系及一些科学研究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严谨的科学作风。为药学专业的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专业基

础。通过学习，使学生对教学内容达到“了解”、“熟悉”和“掌握”的层次要求。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具体使学生在知识、能力方面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目标 1：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命名、结构、性质及基本化学反应。 

目标 2：熟悉典型有机反应的反应机理。熟悉电子理论的基本概念，能将其应用于典型有机

反应的机理和有机化合物酸碱性的解释。 

目标 3：掌握立体异构的基本概念、立体异构体的表示和判定方法，了解各类有机化合物的

物理性质，及相关有机化学知识在药学中的应用。 

目标 4：掌握用简单化学方法鉴别常见有机化合物的能力，根据简单化合物的有关性质来推

测该化合物结构的能力。 

目标 5：了解有机化合物的波谱分析方法，包括核磁共振氢谱、红外光谱及质谱等方法的简

单工作原理，初步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结构表征方法及简单谱图解析，并能根据光谱数据推测简单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目标 6：熟悉有机反应的合成应用，能设计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路线。 

目标 7：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通过课外拓展阅读，加深了解有机化学知识在药学领域的应用。

学习小论文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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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8：培养学生循序渐进、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逐渐形成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意识与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 

掌握药学必备的有机化学基础知识和科

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实

践。 

①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命名、结构和基本

化学反应。②熟悉典型有机反应的反应机理。熟悉

电子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应用。③了解各类有机化合

物的物理性质及有机化学相关知识在药学中的应

用。了解有机化合物的波谱分析方法。 

教学目标 

1、2、3、5 

2.能力要求 

具有分析和解决基本有机化学问题的能

力。 

①识别、命名各类常用有机化合物。②将电子理论

应用于典型有机反应的机理和有机化合物酸碱性的

解释。③能运用所学有机化学知识鉴别和推导简单

化合物结构的能力。能设计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合成

路线。自主拓展学习的能力。 

教学目标 

4、5、6、7 

3.素质要求 

形成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与能力 

①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学不同章节的部分内容。

②通过课外拓展阅读。 

教学目标 

8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上讲授基本知识点、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课外要求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巩固课堂知识，预习后续内容，拓展阅读等。

课堂讲授以多媒体结合板书。 

5. 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推荐教材： 

陆涛主编，《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参考书： 

邢其毅等主编，《有机化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陆涛主编，《有机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 4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2) 课程网站：暂无。 

教学相关资料如教学大纲、教学进程表、教学课件、小论文书写指导和要求等，由任课老师

负责传给学生。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课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熟练掌握 90%以上的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很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

务。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

能力。 

良好（80-89） 

熟练掌握 80%以上的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

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较好地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

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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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中等（70-79） 

熟练掌握 70%以上的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较好地完成了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

务。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基本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

的能力。 

及格（60-69） 

熟练掌握 60%以上的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基本能完成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

能参与课堂教学，无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初步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

力。 

不及格（低于 60） 

关键知识点和关键概念不太熟悉，教师平时布置的各项学习、训练任务完成不理想。参与课堂

教学积极性不高，有旷课、迟到和早退现象。没有较好地具备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

的能力。 

(3) 成绩构成： 

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法。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比为 1：1。 

期末考试：卷面考试，占总成绩的 50%。 

(4) 过程考核：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50%，包括平时作业 20%（课后作业成绩总和），课堂小测验 20%，

小论文 10%（通过课外拓展阅读，按小论文书写指导和要求完成）。平时作业、课堂小测验、小论

文三部分平时成绩的比例为 2：2：1。 

平时作业：教师批阅给分。给分依据：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平时测验成绩：教师批阅给分。3 次课堂小测验中，成绩最好的 2 次之和。 

小论文成绩：教师批阅给分。给分依据：完整性、完成质量、学习态度。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  论（6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有机化合物、有机化学、生物分子的定义。有机化合物分子的价键理论；杂         

化轨道理论；碳原子的特性；共价键的键参数；有机反应的基本类型；均裂与异裂；同分异构现

象；有机物的结构式；有机化合物中常见的官能团；有机化合物的波谱鉴定方法。 

(2) 熟悉：有机化合物的一般特性；有机化合物的分类。主要官能团的红外光谱、核磁共振

谱，电子屏蔽效应，化学位移，峰的裂分和偶合常数，重要的核磁共振数据。简单图谱解析。 

3）了解：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和方法。质谱。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第二节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 

第三节  共价键的几个重要参数和断裂方式 

第四节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表示方法 

第五节  有机酸碱理论简介 

第六节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测定 

一、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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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波谱法测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简介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32-33：10，12。 

第二章  烷烃（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烷烃分子的化学键。烷烃的命名法（包括英文命名法）；烷烃的构象异构（乙烷、

丁烷的构象及其它烷烃构象的表示）；烷烃的化学性质。 

(2) 熟悉：烷烃的分类；烷烃的通式和同系物；碳链异构。 

(3) 了解：卤代反应的机理；烷烃的物理性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同系列和同分异构现象 

第二节  命名 

第三节  结构 

第四节  构象 

第五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六节  化学性质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55-56：2，6，7，11。 

第三章  烯烃（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烯烃的结构；诱导效应与共轭效应的内容；顺反异构产生的条件；顺反异构的命

名（顺反命名法、Z，E-命名法）。烯烃的化学性质包括各种加成反应；马氏规则；正碳离子稳定

性；亲电加成反应机理，氧化反应。 

(2) 熟悉：烯烃碳原子的杂化类型：  键的特点及与  键的区别；烯烃的命名法；烯烃的

同分异构现象（位置异构、顺反异构）。 

(3) 了解：烯烃的物理性质；烯烃的聚合反应；烯烃的来源和制备。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结构、同分异构和命名 

第二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烯烃的制备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78-79：1，6，8，10 

第四章  炔烃和二烯烃（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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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要求： 

(1) 掌握：炔烃的结构；诱导效应与共轭效应；炔烃的化学性质包括各种加成反应；亲电加

成反应机理，氧化反应及炔氢的反应；二烯烃的结构和化学性质等。 

(2) 熟悉：炔烃碳原子的杂化类型：炔烃的命名法；炔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3) 了解：炔烃的物理性质；炔烃的聚合反应；烯炔烃的来源和制备。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结构、同分异构和命名 

第二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炔烃的制备 

第五节  二烯烃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99-100：2，4，7，8，10，12，14。 

第五章  环烷烃（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闭链烃的概念和分类；环烷烃的顺反异构；环烷烃的化学性质；环已烷的构象和

构象分析。 

(2) 熟悉：脂环烃的分类和命名；环烷烃的结构和环的稳定性。 

(3) 了解：脂环烃的物理性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环烷烃的结构和环的稳定性 

第二节  命名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构象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110-111：2，4，7。 

第六章  立体化学基础（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旋光度与比旋光度；手性碳原子与手性分子；对映异构、对映体；内消旋体；    外

消旋体、非对映异构体的概念； Fischer 投影式的书写；D/L 命名法；R／S 命名法。 

(2) 熟悉：平面偏振光；旋光性；旋光性化合物。 

(3) 了解：旋光仪的基本原理；对映体和非对映异构体的性质；旋光异构体的拆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平面偏振光及比旋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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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映异构和手性 

        三、分子的对称性和手性 

第二节  对映异构和非对映异构 

        一、含一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二、含多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三、含手性轴化合物的旋光异构体 

        四、获得单一光学异构体的方法 

        五、旋光异构与生理活性 

第三节  取代环烷烃的立体异构 

        一、取代环烷烃的构型异构 

        二、取代环己烷的构象分析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137-139：5，6，8，9，11，12，14. 

第七章  芳香烃（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苯的结构；芳香烃的化学性质；苯环亲电取代的定位规律；取代定位规律的应用；

萘、蒽、菲的结构和化学性质。 

(2) 熟悉：芳香烃的分类和苯的同系物的命名；芳香烃亲电取代反应的机理；非苯芳香烃，

Huckel 规则。 

(3) 了解：共振论对苯的结构的描述，苯的取代定位规律的解释；芳香烃的来源和制备，蒽、

菲的氧化反应；致癌烃。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分类和命名 

第二节  苯的结构 

第三节  苯及其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四节  苯及其同系物的化学性质 

第五节  多环芳香烃和非苯芳香烃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168-169：1，2，3，5，6，7，8，9.。 

第八章  卤代烃（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卤代烃的概念、分类和命名；卤代烃的亲核取代反应；消除反应 Saytzeff 规则，

Grignard 试剂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概念。卤代烃的亲核取代反应机理。 

(2) 熟悉：伯、仲、叔及烯丙型、乙烯型等卤代烃的反应活性；Grignard 反应。消除反应机理。

SN1 和 SN2 反应的含义和各自的特点；取代与消除反应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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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重要的卤代烃及卤代烃的制备。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结构、分类和命名 

第二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亲核取代反应和消除反应机制 

第五节  不饱和卤代烃和芳香卤代烃 

第六节  卤代烃的制备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200-202：2，3，6，7，10，11，12。 

第九章  醇、酚和醚（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醇、酚和醚的结构、命名、一元醇的制备，一元醇的化学性质；连多醇与新制 Cu

（OH）2 的反应。酚和醚的化学性质，醇、酚和醚的制备。 

(2) 熟悉：醇、醚的分类；环醚的化学性质；重要的醇和醚（环氧乙烷等）。 

(3) 了解：一元醇、醚的物理性质；连多醇与过碘酸的反应；一元醇与氢卤酸亲核取代反应

的反应历程；一元醇分子内脱水和分子间脱水的反应历程；硫醇、硫醚、冠醚及重要的生物活性

化合物。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醇 

        一、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三、化学性质 

        四、邻二醇的特性 

        五、醇的制备 

第二节  酚 

        一、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三、化学性质 

        四、酚的制备 

第三节  醚和环氧化合物 

        一、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三、化学性质 

        四、醚的制备 

        五、冠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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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环氧化合物 

第四节  硫醇和硫醚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239-242：1，4，6，8，11。 

第十章  醛和酮（4.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醛、酮的结构、命名、制备；化学性质及其在鉴别和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2) 熟悉：醛、酮的分类，亲核加成的反应机理，影响醛、酮亲核加成反应活性的因素及不

同醛、酮反应活性的差别。不饱和醛、酮的结构、命名和化学性质。 

(3) 了解：醛、酮的物理性质；与医药有关的醛、酮。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结构、分类和命名 

第二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醛和酮的制备 

第五节  α，β-不饱和醛、酮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280-282：1，3，4，6，8，9，10，11，12。 

第十一章  羧酸和取代羧酸（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羧酸的结构、命名；化学性质；取代羧酸、羟基酸、酮酸的概念、命名。重要的

醇酸、酚酸和酮酸的结构、命名和化学性质；。 

(2) 熟悉：羧酸的分类，影响羧酸酸性强弱的因素，羧酸的制备，重要的醇酸、酚酸、酮酸

的俗名。 

(3) 了解：羧酸的物理性质; 醇酸的物理性质; 前列腺素。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结构、分类和命名 

第二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羧酸的制备 

第五节  取代羧酸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306-308：1，3，5，6，7，9，10，11，12，13。 

第十二章  羧酸衍生物（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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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要求： 

(1) 掌握：羧酸衍生物的结构，命名，化学性质和制备方法，酮型-烯醇型互变异构。  

(2) 熟悉：酯化反应历程。 

(3) 了解：羧酸衍生物的物理性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结构和命名 

第二节  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第三节  化学性质 

第四节  碳酸衍生物和原酸衍生物 

第五节  油脂、磷脂和蜡 

第六节  羧酸衍生物的制备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335-336：1，3，6，7，8，9，10，11。 

第十三章  碳负离子的反应（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 -氢的酸性和互变异构。 酯缩合等碳负离子的化学反应。 

(2) 熟悉：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3) 了解：烯胺的烷基化和酰基反应。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缩合反应 

        一、羟醛缩合型反应 

        二、酯缩合反应 

第二节  1，3-二羰基化合物的烷基化、酰基化及在合成中的应用 

        一、乙酰乙酸乙酯 

        二、丙二酸二乙酯 

三、迈克尔加成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348-349：1，2，3，4，5，6。 

第十四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3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胺的命名；胺的结构；胺的化学性质（胺的碱性、酰化反应 、磺化反应、与亚硝

酸的反应、重要的胺及其衍生物）；重氮盐的反应；偶联反应及其反应条件；酰胺的命名。 

(2) 熟悉：胺的分类；酰胺的化学性质。胺、酰胺的制备 

(3) 了解：胺的物理性质；酰胺的物理性质；重要的胺及其衍生物；重要的酰胺及其衍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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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硝基化合物 

        一、结构、分类 

        二、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三、化学性质 

第二节  胺类化合物 

        一、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物理性质及光谱性质 

        三、化学性质 

        四、胺的制备  

第三节  季铵盐和季铵碱 

第四节  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物 

        一、芳香重氮盐的反应 

        二、偶氮化合物 

第五节  卡宾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382-385：1，2，3，7。 

第十五章  杂环化合物（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杂环化合物的概念；音译命名法；五员杂环化合物（吡咯、呋喃、噻吩）的电子

结构和芳香性；化学性质；六员杂环化合物—-吡啶的电子结构、芳香性和化学性质；重要杂环母

核—-吡咯、呋喃、噻吩、噻唑、咪唑、吡啶、吡喃、嘧啶、吲哚、喹啉、嘌呤的结构。 

(2) 熟悉：杂环化合物的分类；编号规则。 

(3) 了解：重要杂环化合物的制备，五员、六员杂环化合物的重要衍生物。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分类和命名 

第二节  六元杂环化合物 

第三节  五元杂环化合物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419-420：1，2，3，5，9。 

第十六章  糖类（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糖类化合物的结构概念；分类；单糖（葡萄糖、半乳糖、甘露糖、果糖、核糖、

脱氧核糖）的结构（开链结构和构型、D，L-构型表示法、差向异构体、变旋光现象、吡喃糖、

呋喃糖）；单糖的化学性质（单糖在弱碱溶液中的互变异构反应；氧化反应（与 Tollens，Feh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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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ict 试剂的作用），溴水氧化，硝酸氧化；成苷反应）。 

(2) 熟悉：单糖和二糖 Haworth 式的书写规则。 

(3) 了解：多糖的组成和结构。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单糖 

        一、结构 

        二、化学性质 

        三、重要的单糖及其衍生物 

第二节  双糖 

第三节  多糖 

3.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437：1，2，7。 

第十七章  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1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氨基酸结构特点及通式；参与蛋白质合成的主要氨基酸的结构和类属；氨基酸的

化学性质（两性电离和等电点、成肽反应、氧化脱氨反应、脱羧反应、与茚三酮的反应）；多肽的

结构和命名；蛋白质的元素组成；结构、维持蛋白质分子结构的键（肽键、氢键、二硫键、疏水

键、盐键、范德华引力、配位键）。  

(2) 熟悉：氨基酸的分类；命名。 

(3) 了解：自然界中的肽类化合物；多肽的结构测定和末端分析；几种重要的蛋白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氨基酸 

        一、结构与分类 

        二、化学性质 

第二节  多肽和蛋白质 

        一、多肽的命名 

        二、肽键的结构特点 

        三、肽的合成简介 

        四、蛋白质的结构层次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458-459：2，4。 

第十八章  萜类和甾族化合物（0.5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萜类的结构和分类，甾族化合物的母核。  

(2) 熟悉：甾族化合物的命名编号，胆固醇的结构；Libermann-Burchard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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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重要的萜类和甾族化合物。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萜类 

        结构、分类 

第二节  甾族化合物 

        基本骨架及其编号、重要甾族化合物。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472-473：7。 

第十九章  周环反应（2学时） 

1. 教学要求： 

(1) 掌握：电环化反应、环加成反应的特点。 

(2) 熟悉：分子轨道对称性守恒原理，对称性允许和对称性禁阻。 

(3) 了解： 键迁移反应的特点，前线轨道理论。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电环化反应 

        选择规律、选择规律的理论解释。 

第二节  环加成反应 

第三节  迁移反应 

3.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自学，多媒体结合板书。 

4. 学习资料：陆涛主编的《有机化学》，第 8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5. 思考作业题：教材：P491-49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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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实验 DⅢ》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DⅢ） 

大纲主撰人：钱浩      大纲审核人：陶兰 

 

【课程代码】175B00601               【课程修习类型】  必修 

【开课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适用专业】医学类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32 

【建议修读学期】一春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实验 AⅠ，基础化学 DⅢ 

 

一、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DⅢ（有机化学实验）是与基础化学 DⅢ（有机化学）课程相匹配的、独立设

置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有机化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且还需要掌握基本

的实验技能及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验中所遇

到问题的能力。同时它也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

作习惯的一个重要环节。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 D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s an independent compulsory 

course corresponding to Basic Chemistry DⅢ （Organic Chemistry）. Students not only need to master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organic chemistry，but also need to master basic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preliminary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rough experiments，students are trained to observe 

phenomena，analyze problems and solv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experiments.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ep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seeking truth from 

facts，strict and serious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good habits. 

 

二、实验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实验课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意学生的能力培养，重点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

基本实验操作技能、正确使用实验仪器的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实验现象、正确记录、正确处理实

验数据，获得正确实验结果的能力。要求学生除了要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一些基本实验操作技术，

还要了解查阅一般化合物物理常数的途径和方法。为学生学习其它高等医学和药学课程奠定必要

的有机化学实验技术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目标 1：了解实验室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掌握常用有机玻璃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查阅一

般化合物物理常数的方法。 

目标 2：掌握重结晶、蒸馏、萃取、升华、色谱、干燥等实验方法的原理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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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了解阿贝折射仪、旋光仪、循环水泵等的原理和掌握使用方法。 

目标 4：熟悉红外光谱仪的样品制片、测量和解析。 

目标5：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动手、观察、查阅、记忆、思维、想象和表达能力，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所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目标6：具有一定的归纳整理分析实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目标 7：通过培养知识素质、能力素质，使学生具有学习、交流、协调能力。 

目标 8：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相互协作

的团队精神。 

 

三、课程教学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要求 

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实验技能和方法，并

能用于未来的学习和实践。 

实验室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教育。②通过讲解、

示范操作等使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简单液体、固

体有机化合物的制备及分离提纯的实验技术。有

机化学实验中的常用方法与操作技术原理。 红外

光谱仪的使用。有机化合物物理常数的查阅。 

教学目标 

1、2、3、4 

(2) 能力要求 

①较熟练的有机物的制备和分离提纯实验

操作技能。 

②正确诚实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分析实

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学生动手、观察、查阅和表达的能力培养。②独

立思考、独立准备和进行实验的能力。纳整理分

析实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交流、协调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 

教学目标 

5、6、7 

 

(3) 素质要求 

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勤俭节约、认

真仔细的工作作风和团队的协作精神。 

通过实验的操作、观察、获取实验数据和实验数

据处理训练，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通

过分组实验，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教学目标 

8 

 

四、主要仪器设备 

红外光谱仪 1 台套，电脑及打印输出设备 2 台套，旋光仪和折光仪各 4 台套，有机合成实验

玻璃仪器及小型设备 20 台套。 

 

五、实验课程内容和学时分配 

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1 
苯甲酸的重结

晶 

学习重结晶的原理、方法和溶剂的选择。掌握溶

解、抽滤、脱色、热过滤、结晶、减压抽滤和干

燥等基本操作。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2 熔点的测定 掌握毛细管法有机化合物溶点测定的基本操作。 2 基础 验证 2 必做 

3 
有机化合物红

外光谱测定 

掌握固体有机化合物红外光谱测定的基本操作。

包括样品的制片，红外光谱测定，仪器操作系统

的使用，谱图的处理，化学结构绘制软件的使用

等。 

4 基础 

大型

仪器

实验 

2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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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实 验 项 目 内 容 

项目 

学时 

实验 

属性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项目 

要求 

4 
从茶叶中提取

咖啡因 

通过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掌握一种天然产物的

提取、纯化的方法。掌握生物制品中有机物的连

续抽提技术和升华提纯技术。 

7 基础 综合 2 必做 

5 

旋光度的测定，

柱色谱分离染

料和薄层鉴定

阿斯匹林和咖

啡因 

了解旋光仪的基本原理，掌握旋光仪的使用方

法。学习比旋光度的计算方法及观察葡萄糖的变

旋光现象。了解柱色谱和薄层色谱的原理。练习

柱色谱和薄层色谱的操作。 

3 基础 验证 2 必做 

6 

乙酸乙酯的制

备和折光仪的

使用 

学习乙酸乙酯的制备，掌握酯化反应的原理。掌

握回流、蒸馏、萃取和干燥等操作。学习、掌握

折光仪的使用。 

6 基础 综合 2 必做 

7 

 

阿斯匹林的合

成和红外光谱

鉴定 

掌握酰基化反应的原理，掌握阿司匹林的制备和

提纯方法。药品红外光谱鉴定。 

3 

 

基础 

 

综合 

 

2 

 

必做 

 

8* 
*苯甲醇和苯甲

酸的制备 
掌握固体和液体有机化合物的纯化方法。 4 基础 验证 2 必做 

*为操作考核实验 

 

六、成绩考核 

1.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学生学业成绩分平时和考核两部分。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完整充实，书写工整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准确。

具备了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90 

良好（80-8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基本完整，填写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正确。能

独立思考、相互沟通、合作学习的能力。综合评定成绩≥80和<90。 

中等（70-7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不完整，填写较规范，实验操作、实验结果不理想、分析和结论基

本正确。综合评定成绩≥70和<80。 

及格（60-69）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有多处缺失，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明显问题，重

写报告后达标。综合评定成绩≥60和<70。 

不及格（低于 60） 
实验预习及实验报告内容严重缺失，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和结论存在严重错误或报告

全文抄袭现象明显，重写报告后还无法达标，综合评定成绩<60。 

3. 成绩构成：成绩分平时和实验操作考核两部分，比例为 7 ：3。 

平时成绩：以每次实验报告的成绩为依据，9 次实验的平均成绩折算，占总成绩的 70%。 

实验操作考试：占总成绩的 30%。 

4. 过程考核： 

实验报告成绩：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完整性和实验结果。三者比例为 2：2：1。 

实验操作考试：其中实验操作占 60%，报告完整性和实验结果占 40%。三者比例为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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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议教材及参考书目 

1.建议教材 

《有机化学实验》 第三版，兰州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参考书目 

《有机合成实验室手册》，[德]KlausSchwetlick 等编，万均等译，原著第 22 版，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0。 

 

八、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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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法律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Education Laws） 

大纲主撰人：许建美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4107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类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                    【先修课程】心理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全校师范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教育理论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教师及其专业发展、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实践、重要教育法律法规及其实践、教师的学生观等。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师范生正确认识教师职业角色、教师的专业发展，明确教师应该遵守的

职业道德规范，并能对实践中的教师行为进行正确评价，促使学生确立起正确的教师观和学生观。

本课程是师范生专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of pre-service teachers,and also an irreplaceable part of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It consists of the role of teacher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mportant education laws, and teachers’ view of students etc. The main task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pre-service teachers to have reasonable ideas of teacher and 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thics, and to abide by education laws. Thi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link o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re-service teacher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教师职业概述 2 2 0 

二 教师专业发展 2 2 0 

三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其实践 4 4 0 

四 教师的学生观 2 2 0 

五 教育法律法规及其实践 4 4 0 

五 课程考查 2 2 0 

3．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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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①学生能够明确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专业发展应该达到的水平及

其发展阶段、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②能够对实践中教师的各种职业行为进

行评价；③掌握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中的核心内容，并能够对实践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和现象运用教

育法律进行分析；④初步具有依法执教、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正确的教师观 关于教师职业角色、地位和专业发展的内容 教学目标 1.3.4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正确的学生观 课程中有关学生观与教育的内容 教学目标 1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正确职业伦理道德 有关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教学目标 1.2.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执教的能力 有关于重要教育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实践案例分析 教学目标 1.3.4.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讲授与案例讨论相结合，以理论学习、案例教学为主进行教学活动。如有可能，可适当

安排观看录像或讲座等实践活动。 

5．课程资源：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编.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习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陈大伟主编.教师职业道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付世秋等主编.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方法为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无缺课或请假情况；积极参与课程学习；能够明确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专业发展应该

达到的水平及其发展阶段、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能够对实践中教师的

各种职业行为进行评价； 掌握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中的核心内容，并能够对实践中的各种教

育问题和现象运用教育法律进行分析。 

良好（80-89） 

无缺课或缺课 1 次；积极参与课程学习；能够明确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专业发展应该

达到的水平及其发展阶段、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在对实践中教师的各

种职业行为进行评价时，不甚全面；能够比较全面地对实践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和现象运用教

育法律进行分析。 

中等（70-79） 

缺课少于两次；课程参与次数少于 3 次；能够明确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专业发展应该

达到的水平及其发展阶段、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在对实践中教师的各

种职业行为进行评价时，存在不深入全面的问题； 掌握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中的核心内容，

在对实践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和现象运用教育法律进行分析时不能灵活运用。 

及格（60-69） 

缺课少于两次；课程参与次数少于两次；能够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专业发展应该达到

的水平及其发展阶段、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在对实践中教师的各种职

业行为进行评价时，存在不能灵活运用的问题； 掌握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中的核心内容，在

对实践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和现象运用教育法律进行分析时不能做出正确判断。 

不及格（低于 60） 

缺课三次或以上；课程参与次数少于两次或无参与；不能明确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专

业发展应该达到的水平及其发展阶段、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没有掌握

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中的核心内容，在对实践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和现象运用教育法律进行分析

时不能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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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占 40%，期末成绩占 60%；平时成绩考核项目为出勤、课堂参与及期中作业表现，

期末成绩考核项目为随堂完成案例分析或论述题。 

(4) 过程考核：出勤成绩由每次课堂点名成绩决定，满分十分，缺勤（包括请假）一次扣 2

分；课堂参与由每次课后回答问题的学生登记名单决定，每积极参与一次加 2 分，总分 10 分；平

时作业成绩由完成的书面作业的质量决定。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教师职业概论（2 课时） 

1. 教学要求： 

了解教师职业产生与发展的简要历史，理解教师的职业角色，能够明确陈述教师的权力和义

务。 

2. 主要内容： 

(1) 教师的职业的历史发展 

(2) 教师的职业角色 

(3) 教师的社会地位 

(4) 教师的权力与义务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4. 学习资料：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第六章“教师职业道德概述”；第九章“教师职业道德范畴”。 

5. 思考题：简要阐述教师的职业角色。教师有哪里权力，要履行什么义务？ 

第二章  教师的专业发展（2 课时） 

1. 教学要求：明确教师专业化进程中的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能力要求、发展标准和成长途径

等。 

2. 主要内容： 

(1)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 

(2) 教师专业发展标准 

(3)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4. 学习资料：《教师职业道德》第八单元  “终身学习与教师专业发展” 

5. 思考题：从新手教师到专家教师要经历哪些阶段？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教师专业发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第三章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其实践（4 课时） 

1. 教学要求：能够明确阐述《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并能对实践中教师的各种

行为进行评价。 

2. 主要内容： 

(1) 何谓教师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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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3) 教师问题行为及其评价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4. 学习资料： 

(1) 《教师职业道德》第二单元、第三单元、第五单元； 

(2)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第八章、第十章。 

5. 思考题：我国中小学教师应该遵循哪些职业道德规范？如何规范恰当地处理与学生、学生

家长、同事以及教育管理者的关系？请列举实践中有哪些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 

第四章  学生观与教育（2 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学生观的含义，并能够明确阐述当代学生观的主要内容。 

2. 主要内容： 

(1) 何谓学生观 

(2) 当代学生观的主要内容 

(3) 教师行为及其学生观评价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4. 学习资料：《教师职业道德》第六单元“师生关系” 

5. 思考题：什么是学生观？学生观对教师职业道德有何意义？当代学生观的内容是什么？ 

第四章  教育法律法规及其实践（4 课时） 

1. 教学要求：结合教师资格考试内容，了解国家主要的教育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了解《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相关内容；理解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分析评价教师在教

育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了解有关学生权利保护的教育法规，分析评价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学生

权利保护等实际问题。 

2. 主要内容： 

(1) 我国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 

(2) 教育法律案例分析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 

4. 学习资料： 

(1) 《教师职业道德》第四单元“依法执教”； 

(2) 《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5. 思考题：我国中小学教师应该遵循哪些职业道德规范？请列举实践中有哪些违反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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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Basics of Psychology） 

大纲主撰人：程素萍      大纲审核人：马伟娜 

 

【课程代码】104102001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类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32/0） 

【建议修读学期】二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心理学基础》是教师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各专业必修的公共课程，也是国家教师资格

考试必考的科目。它研究心理学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是学习其他教育类课程的基础。其内容主

要包括：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人类心理的实质、心理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需要、动机、

意志、情绪和情感等心理动力；注意、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气质、能力和人格

等个体心理差异与特性。该课程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贴近生活，贴近基础教育，培养师范

生运用心理学知识初步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 

Psychology Base, as a main course of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is not only a compulsory public course 

of all the majors, but a necessary subject of National Teache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It studies mainly 

psychological basic theory and general rules and is the base of studying other educational courses, which 

contains primarily：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he goal of psychology, essence of human psychology,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s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impetus of need, motivation, will, mood and emotion 

cognitive processes of attention, sensation, perception, memory, thinking individual mental differences and 

traits of temperament, abilities and personality The course is close to life and basic education by means of 

kind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cultivates abilities of normal students to analyze primarily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eaching education by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绪论 4 4 0 

二 需要、动机和意志 4 4 0 

三 意识和注意 2 2 0 

四 感觉和知觉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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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五 记忆 4 4 0 

六 思维 4 4 0 

七 情绪和情感 4 4 0 

八 能力 4 4 0 

九 人格 4 4 0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A.知识目标：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基础研究的对象、目标和内容；理解个体心理发展的

动力因素，理解认知加工过程，理解个体差异，培养因材施教的意识。 

B.能力目标：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掌握激发学生动机的方法，能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初步分

析课程设计方案，能学会初步分析个体差异和因材施教。 

C.素质目标：引导学生正确地觉察和分析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特质，不断完善自己的

人格；努力做一个人格成熟、技能过硬的师范生。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系统掌握心理学基础研究的对

象、目标和内容；理解个体心理发展的动

力因素，理解认知加工过程，理解个体差

异，培养因材施教的意识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需要动机的概念和理论、 

情绪和意志 

感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 

能力气质和性格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3 

能力要求：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掌握激发

学生动机和对学生学习学习辅导的方法，

能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初步分析课程设计

方案，能学会初步分析个体差异和因材施

教。 

培养和激发动机的方法 

记忆原理及其应用 

知觉原理及其对教学的意义 

能力、气质和性格差异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教学目标 2 

素质要求：热爱祖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师范生素质，人格完善； 

更好地自我觉察，自我接纳，自我发展；更好地

理解教学和学生。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3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翻转课堂理念、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法。课前观看微视频学习知识点，课堂

采用讲授、答疑、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对知识进一步巩固和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

动机，让学生主动学习，掌握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加强对学生应用心理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学实

际问题的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 课程资源： 

(1) 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 

(2) http：//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6. 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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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①非常了解本学科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②非常熟悉本学科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 

良好（80-89） 
①较了解本学科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②较熟悉本学科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 

中等（70-79） 
①一般了解本学科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②一般熟悉本学科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 

及格（60-69） 
①基本了解本学科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②基本熟悉本学科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 

不及格（低于 60） 
①不了解本学科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②不熟悉本学科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 

(3) 成绩构成：总成绩 =线上成绩 50%+线下成绩 50% 

(4) 过程考核：线上成绩+平时成绩(根据出勤、课堂表现和参与课堂讨论的情况)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    论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使得学生能够从自我发展、

生活实际和学校教育三个方面解读人的心理和行为，对人的心理行为发生过程及其规律做出科学

解释，尤其是未来作为一名教师，能使用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2. 主要内容：《心理学基础》是在为学生提供作为教师职业所需要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

也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开设的其他教育类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只要内容包括：概论、需要

动机和意志、意识和注意、感知觉、记忆、思维、情绪和情感、能力、人格。 

3. 其它教学环节：根据学习进度和内容安排作业。 

第一章  绪论（4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了解人类心理的实质，理解不同心理学流派的

视角和观点。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第二节  脑与学习 

第三节  现代心理学主要派别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阅读材料：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作业题：用思维导图画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比较心理学流派的观点。说说心

理学研究与你的关系。 

第二章  需要、动机和意志（4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人类行为的动力，理解需要层次理论，理解动机理论，理解意志过程。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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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需要 

第二节  动机 

第三节  意志 

3. 教学方法：讲授法，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法 

4. 阅读材料：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作业题：理解动机和需要的概念及分类。简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其教育启示。

根据动机理论，分析和论述如何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如何帮助一个人确立适当具体的目标？

意志行动的特征有哪些？试述意志行动中的冲突和挫折如何培养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第三章  意识和注意（2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意识的不同状态；掌握注意的规律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意识和其他不同意识状态 

第二节  注意及其种类 

第三节  注意的四种品质 

3. 教学方法：讲授、课堂讨论 

4. 阅读材料：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作业题：注意的概念、种类、功能。影响注意的因素有哪些？注意的品质有哪些？如

何培养学生的注意力？ 

第四章  感觉和知觉（2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感知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理解知觉原理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感觉 

第二节  知觉 

3. 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案例示范 

4. 学习资料：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题：感觉及其变化的规律。知觉及其特征是什么？举例说明知觉的特征在学科教学设

计中的应用。社会知觉研究对你的启发有哪些？ 

第五章  记忆（4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记忆的结构和种类，理解遗忘的规律和影响因素，掌握促进记忆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记忆概述 

第二节  记忆结构 

第三节  长时记忆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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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如何促进记忆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学习资料：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 

http：//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题：记忆的概念、过程和分类。 简述记忆结构和各系统特点。遗忘曲线是什么？有

什么教育启示？如何初进识记？如何初进复习？ 

第六章  思维（4 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思维的概念和分类。理解思维的单元，理解思维过程，掌握创造性思维培

养思维规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思维概述 

第二节  思维的基本单元 

第三节  推理 

第一节  问题解决 

第二节  创造性思维 

3. 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案例示范 

4. 学习资料： 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题：.思维的有哪些基本材料？推理有哪些基本类型？问题解决的策略有哪些？影响问

题解决的因素有哪些？什么是创造性思维？如何培养？ 

第七章  情绪和情感（4 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情绪的构成成分，理解情绪的理论，学会识别情绪、表达情绪和调节情绪。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情绪概述 

第二节  情绪和情感的类型 

第三节  应激及其应对 

第四节  情绪与健康 

3. 教学方法：讲授、体验式团辅、讨论 

4. 学习资料：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 

http：//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题：情绪的概念、功能、及其发生机制。情绪情感的种类。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如何

调节情绪？ 

第八章  能力（4 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能力的分类、能力的理论、能力发展特点，掌握能力培养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能力概述 

第二节  能力的种类 

qq://txfile/
qq://txfile/
qq://txfile/
qq://txfile/


 

— 508 — 

公  共  课 

第三节  能力的测验 

第四节  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3. 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案例示范、讨论 

4. 学习资料： 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题：能力的概念和分类。能力理论。说明能力发展特点。一般能力和多元智力观的区

别？能力的理论对教学的启示？ 

第九章  人格（4 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人格发展特点，人格类型差异，人格发展理论，掌握因材施教方法。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人格概述 

第二节  人格的类型 

第三节  人格的评定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讨论 

4. 学习资料： 程素萍、林慧莲主编：《心理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http：

//zjedu.moocollege.com/ 心理学基础课程网站。 

5. 思考题：人格、气质、性格的比较。说明人格理论的观点和差异。人格差异研究对因材施

教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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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Basics of Pedagogy） 

大纲主撰人：蔡亚平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4101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类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32/0) 

【建议修读学期】二春             【先修课程】心理学基础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教育学》是一门面向全校师范类本科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性课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能比较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教育的基本理论，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具有正确地分析教育现象、解决

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初步形成从事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奠定

理论知识基础。 

Pedagogy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open to undergraduates from all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Students in this course will develop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bout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and 

explore teaching as a profession and career.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nalyze and solve issues in schools 

and education, and able to establish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school teaching.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教育与教育学 3 3 0 

二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3 3 0 

三 教育与人的发展 3 3 0 

四 教育目的 3 3 0 

五 教育制度 2 2 0 

六 课程 4 4 0 

七 教学（上） 4 4 0 

八 教学（下） 5 3 2 

九 德育 5 5 0 

 复习    

合计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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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第一，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充分认识到教师专业的价值； 

第二，比较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教育的基本理论，认识教育的客观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观； 

第三，具有正确地分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四，初步形成从事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 

第五，为进一步学习学科教学法和教育实习以及将来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工作奠定理论知识基

础。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教育

学科的理论与知识 

关于教育与教育学的基本知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关系，

学校教育制度，课程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教学的基本理论，德育的基

本理论。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5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教育

教学基本能力 

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技术、教学实施的基本内容、方法、途径，德育工

作的方法与途径 

教学目标 3 

教学目标 4 

教学目标 5 

教师职业所需要的人文

情怀与理想 

教育学的价值，教育目的的理论与知识，德育工作的基本特点、规律、

原则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5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对学生而言，缺乏一定的实践感悟与体验，因而，

本课程教学中，教师应以启发教学的思想为指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多媒体教学的运用，

系统讲授应结合案例教学、问题引导、微格教学等方式，促进学生的知识内化，增强学生的实践

感悟与体验，提高教学效果。 

5．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蔡亚平，《教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 

扈中平等，《现代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2) 课程网站：《教育学》http：//jyx.jpkc.cc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试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很好 

良好（80-89）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比较好 

中等（70-79）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一般 

及格（60-69）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基本完成 

不及格（低于 60） 多项或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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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明确平时成绩与课程总成绩之间比例） 

本课程是考试课。考核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

占 70%。 

(4) 过程考核：（明确平时成绩的具体构成、如何进行过程监控） 

平时成绩主要由出勤率、课堂互动、作业等构成。 

学生不应无故缺课。缺课达总课时的 1/3 者，不得参加考试。按时完成各种形式（包括网上）

的作业。按时参加期末考试。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3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教育以及教育学的含义；了解教育学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

表作；明确学习教育学的价值。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育学概念界定 

第二节  教育以及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的“名家介绍”。 

5. 复习思考题（例举）：在理解教育与学校教育概念的基础上，谈谈你对学校教育出现的认

识？试述夸美纽斯、卢梭、赫尔巴特、杜威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们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章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3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理解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

理解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能结合实际分析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 

第二节  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 

第三节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第四节  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3. 教学方法：案例式教学、讨论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的经典选读中的“教育独立议”。 

5. 复习思考题（例举）：谈谈你对教育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教

育价值观念的影响，谈谈文化对教育的制约的表现？ 

第三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3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影响人的发展的主要因素，辨证分析每一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价值；掌握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的原因及其条件；结合实际分析教育如何适应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影响人发展的因素 

第二节  教育与人的发展相适应 

http://jyx.jpkc.cc/
http://jyx.jpk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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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阅读材料：网上材料：“17 岁考上博士，神童为何肄业回家”。 

5. 复习思考题（例举）：论述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原因。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说：“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而人的形成由于教育”；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说：“人只有通过教育

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认为：“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

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

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 

请你就上述话语谈谈你对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理解？ 

第四章  教育目的（3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教育目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了解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了解全面发展

教育的组成部分。掌握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以及当前我国教育目的的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育目的概念 

第二节  教育目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及其实践 

3. 教学方法：问题引导、案例教学、讨论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的“经典选读”中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新课程争鸣”的

部分内容。 

5. 复习思考题（例举）：论述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以及所坚持的基本精神。

2004 年《中国教师》杂志对儿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调查，发现 833 名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

的学生中，由 4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主要表现为受考试折磨、没有自由、压抑、

紧张、忙碌，其中考试是他们认为童年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以至于当前一位教育家兼作家做出这

样的叹息：要想使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的前程，现在中国父母唯一要做的恰恰不是帮助

学校使孩子的考分再提高些，而是保护好自己的孩子的天赋别再受学校的侵害吧！从材料可以看

出我国当前教育目的实践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并谈谈你对此现象的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

对策？ 

第五章  教育制度（2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教育制度、学制等相关的概念；掌握我国教育史上的著名的学制；理解我

国当前教育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育制度的概述 

第二节  我国现代学制的沿革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的“新课程争鸣”的部分内容。 

5. 复习思考题（例举）：如何正确理解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强迫教育？当前我国学制改革

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http://jyx.jpkc.cc/
http://jyx.jpk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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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课程（4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课程以及与课程相关的概念；理解课程类型中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

本课程；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和整合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掌握我

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课程概述 

第二节  课程改革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的“新课程争鸣”的部分内容 

5. 复习思考题（例举）：试述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的编制原则。试述我国中小学课

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第七章  教学（上）（4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教学的概念；了解教学的意义与任务；准确把握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掌

握教学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学的概述 

第二节  教学过程 

第三节  教学原则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课程资源中的“新课程争鸣” 

5. 复习思考题（例举）：试比较教学过程中的教师中心说和学生中心说？并谈谈你的看法。

试论述现代教学观的演变趋向 

第八章  教学（下）（5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常用的教学方法及其运用要求；掌握班级授课制的概念及其优缺点；了解

课的类型与课的结构；了解教学工作一般环节，掌握教师备课的方法与评价一堂好课的标准。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学方法 

第二节  教育组织形式 

第三节  教学工作基本环节 

第四节  教学评价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微格教学实践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教学案例”中的“一堂失败的好课”、“美国普通小学的阅读课”。 

5. 复习思考题（例举）：谈谈你对当前教学方法改革趋势的理解。如何正确理解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第九章  德育（5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德育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德育的功能；掌握我国中小学德育的基本内容；

掌握中小学常用的德育方法的含义以及基本要求；了解马卡连柯、科尔伯格以及班杜拉的德育思

http://jyx.jpkc.cc/
http://jyx.jpkc.cc/
http://jyx.jpk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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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德育与现代德育观 

第二节  德育目标与内容 

第三节  德育过程与组织 

第四节  国外德育思想与流派简介 

3. 教学方法：案例式教学、讨论、讲授 

4. 阅读材料：http：//jyx.jpkc.cc 的“德育案例”材料 

5. 复习思考题（例举）：德育和公民教育的关系如何？德育过程是对学生知、情、意、行的

培养提高过程。试论述德育过程的这一基本规律。 

http://jyx.jpk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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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大纲主撰人：邹菊梅      大纲审核人：杨俊锋 

 

【课程代码】024908001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师范生 

【学分数】2                      【学时数】48（16/32） 

【建议修读学期】二春或三秋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学原理心理学基础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师范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课，是培养未来教师必须掌握的专业能力基础课

程，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特点。 

This course is publiccompulsory course in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teaching majors.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train students to catch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future teaching career.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t also emphasiz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e ability 

training.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验（践）课时 

一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3 3 0 

二 信息化教学设计 9 3 6 

三 信息化学习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6 1 5 

四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 6 2 4 

五 微课的设计与制作 6 1 5 

六 智慧课堂环境 6 2 4 

七 信息技术促进有效的教与学 6 2 4 

八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6 2 4 

总计  48 16 32 

3．课程教学目标： 

目标 1：能够理解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具备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形成一种将

教育技术应用于教学设计、教学资源、教学活动、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意识与态度；能够形成一种

不断学习技术与方法、促进专业发展和标个人发展的意识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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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能够有效利用教育技术，积极学习应用教育技术所必须的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信

息化教学设计方法、资源选择与开发的技术与方法、信息化学习环境的教学应用模式与结构、信

息化教学评价的技术与方法等教育技术基本知识与技能； 

目标 3：能够进行日常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设计与管理、信息化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管理、数字

化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与管理、信息化教学评价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以

及与同事、家长、学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就教学、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开展的合作与交流； 

目标 4：能够从社会责任角度促进学生在利用技术、资源方面能够全面、公平、健康、安全、

规范地成长。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功能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信息化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4 

灵活运用信息技术，制作数字化学习

资源 

信息化学习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

作、微课的设计与制作 

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4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信息化教学设计

和学习活动设计 

智慧课堂环境、信息技术促进有效的教与学、信息技

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教学目标 3 

教学目标 4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课堂讲授、小组专题讨论、班级报告、参观见习； 

(2) 小组合作学习：全班分若干小组，各组推选一位组长； 

(3) 利用网络 QQ 群进行交流和答疑； 

(4)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资源下载与提交作业。 

5．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2) 参考书： 

《现代教育技术》，杨凤梅、 张景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4 月出版 

《教育技术教程——信息时代教与学的理论和实践》，杨改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 月出版 

《现代教育技术》，祝智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 月出版 

(3) MOOC 学习资源： 

MOOC《现代教育技术》，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001753170 

MOOC《信息技术及教育应用》，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ZU-1002123024 

MOOC《微课设计与制作》，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icourse-1001555013 

MOOC《智慧课堂教学》，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icourse-1001978001 

MOOC《如何做创客教育》，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icourse-1002420003 

6．学生成绩评定： 

课程作业： 

(1) 选择中小学某一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并撰写教案、制作配套资源。 

http://www.amazon.cn/%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dp/B00CBOIP78/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386860737&sr=1-4&keywords=%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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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地平线报告中预测的某一项技术，做详细调研，并分析其可能的教学应用。 

课外学习要求： 

(1) 通过 MOOC 课程辅助课程学习； 

(2) 通过网站互动交流。 

本课程的考核采取总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过程性评价采取电子档案袋、作

品评价形式。期末考试占 60%，平时作业成绩占 30%，平时出勤及综合表现占 10%。期末考试采

用上机考试的形式，内容强调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和配套资源的设计制作。 

评价分量 分值范围 你的评分 

平时出勤及综合表现 10  

课程作业 1：撰写教案 10  

课程作业 2：制作配套资源 10  

课程作业 3：其它作业 10  

期末考试（教学设计部分） 30  

期末考试（资源制作部分） 30  

总分 10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总    论 

1. 教学要求：本课程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教育技术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教师专业发展内涵与

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信息时代教师的信息素养。掌握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多媒体课件设计制作，

主要涉及信息化教学设计与信息化教学评价，并推送信息化教学设计与评价的实用工具；了解常

规媒体、新媒体、新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掌握新媒体、新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以及学习活动

的创设。 

2. 主要内容：《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模块八个章节，分别是基础篇、设

计篇和应用篇三个模块，章节分为现代教育技术概述、信息化教学设计、信息化学习资源的获取

与利用、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微课的设计与制作、智慧课堂环境、信息技术促进有效的教与

学、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3. 教学方法：讲授法、实验探究法、小组讨论法、案例分析法、翻转课堂教学法等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现代教育技术》，杨凤梅、 张景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4 出版 

《教育技术教程——信息时代教与学的理论和实践》，杨改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

出版 

《现代教育技术》，祝智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8 出版 

5. 思考作业题：谈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解。 

 

http://www.amazon.cn/%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dp/B00CBOIP78/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386860737&sr=1-4&keywords=%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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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3课时） 

1．教学要求：体会教育技术支持教学与学习的有效性以及信息时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理

解教育技术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了解教育的技术变革史，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和信息化时代

教师的信息素养。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教育技术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一、教育技术的概念 

二、教育技术基础理论 

第二节  教育的技术变革史 

一、教育技术发展鸟瞰 

二、媒介技术与教育变革 

第三节  教育技术与教师专业发展 

一、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二、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三、信息时代教师的信息素养 

3. 教学方法：讲授法、翻转课堂教学法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教育技术的历史》，J. Michiael Spector、任友群，《电化教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5. 思考作业题：上届优秀作品案例观摩；小组交流：你的手机学习功能开发了吗；课程作业：

文献阅读与综述。 

第二章  信息化教学设计（9课时） 

1．教学要求：能够阐述教学设计的概念，理解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内涵；能够描述教学设计的

一般过程。能够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法进行教学设计，能够进行创客教育课例的设计，能够使用信

息化教学设计的实用工具，包括概念图、学科工具等。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信息化教学设计概述 

一、教学设计的内涵与层次 

二、教学设计工具 

三、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背景和内涵 

第二节  教学设计的基本过程 

一、前期分析 

二、学习目标分析 

三、教学策略的制定与教学媒体的选择 

四、教学方案的编写 

五、教学设计案例 

第三节  基于翻转课堂的信息化教学设计 

一、什么是翻转课堂教学法  

二、翻转课堂背后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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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布置课前自主学习任务  

四、课堂学习活动的组织  

五、翻转课堂的评价 

六、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第四节  创客课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 

一、创客课程的要素构成 

二、创客课程目标设计 

三、创客课程内容设计 

四、创客课程教学模式 

五、创客课程教学评价设计 

六、教学案例分析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操练法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MOOC《如何做创客教育》，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icourse-1002420003 

5. 思考作业题：拟写一份教学设计，一般教学设计、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创客课例设计，三

选一；教学设计工具：概念图的使用及学科工具等。 

第三章  信息化学习资源的获取与利用（6课时） 

1．教学要求： 

了解信息化学习资源包含的内容，掌握信息化学习资源的检索与利用，掌握文本、图像、音

频、视频（动画）等资源的获取途径，并能够合理运用这些资源辅助教学设计。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信息化学习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一、信息及信息素养 

二、信息检索高级技巧 

三、数字图书馆 

四、CNKI 数字图书馆资源和检索技巧 

五、开放教育资源及其应用 

六、数字资源的个人管理 

第二节  多媒体素材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一、文本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二、图像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三、音频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四、视频（动画）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五、格式转换：格式工厂的应用 

六、信息化教学助手的使用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操练法、小组合作法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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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信息技术及教育应用》，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ZU-1002123024 

5. 思考作业题：实践操作训练；小组合作收集信息化学习资源，并报告及点评：PPT 课件展

示 

第四章  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6课时） 

1．教学要求：了解多媒体课件的基本类型和制作流程，掌握演示型多媒体（PowerPoint）课

件的制作技能，并能够根据教学的需要设计和评价多媒体课件。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多媒体课件基本类型与制作流程 

一、多媒体课件基本类型 

二、多媒体课件一般制作流程 

第二节  演示型多媒体课件（PowerPoint）制作技巧 

一、课件制作基本原则 

二、模版的设计与制作 

三、导航与交互的设计与制作 

四、媒体素材的运用 

五、对象的运用 

六、动画效果运用 

第三节  多媒体课件案例分析与评价 

一、多媒体课件评价 

二、典型案例分析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操练法 

4. 学习资料：《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5. 思考作业题：选择中小学某一学科中的文本，制作 PPT 课件一例。 

第五章  微课的设计与制作（6课时） 

1．教学要求：了解微课的概念，掌握目前微课的主要类型和特点，掌握微课教学设计的方法，

并能够根据教学的需要设计制作一个微课案例。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微课概述 

一、微课的概念 

二、微课的类型与特点 

第二节  微课的设计与制作 

一、微课的教学设计 

二、微课的制作 

三、微课的评价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操练法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MOOC《微课设计与制作》，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icourse-1001555013 

5. 思考作业题：设计与制作一例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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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智慧课堂环境（6课时） 

1．教学要求：了解智慧课堂环境及其教学应用；体会环境与教育的关系；能够基于智慧课堂

教学环境进行教学设计。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智慧教室 

第二节  电子书包系统 

第三节  交互式电子白板系统 

第四节  智能录播系统 

第五节  智慧课堂教学案例解读 

第六节  环境与教育：回归教育本质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操练法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MOOC《智慧课堂教学》，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icourse-1001978001 

5. 思考作业题：拟写一份基于智慧课堂教学环境的教学设计方案。 

第七章  信息技术促进有效的教与学（6课时） 

1．教学要求：了解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和形式；了解 TPACK 的内涵，及与教师专业

发展的关系；了解教育大数据分析及在教育中的具体应用；了解地平线报告的相关内容。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第二节  TPACK 与教师专业发展 

第三节  教育类大数据分析 

第四节  地平线报告解读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翻转课堂教学法 

4. 学习资料： 

《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MOOC《现代教育技术》，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ZNU-1001753170 

5. 思考作业题：选择地平线报告中预测的某一项技术，做详细调研并在课堂上汇报。 

第八章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6课时） 

1．教学要求：了解信息化学习环境下学习活动设计的形式；掌握不同学习活动设计的要点，

包括游戏化学习活动设计、基于概念图的学习活动设计、基于社交网络的学习活动设计、基于移

动设备的学习活动设计等；能够分析评价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游戏化学习活动设计 

一、游戏化学习概述 

二、游戏化学习活动设计要点 

三、典型案例分析 

第二节  基于概念图的学习活动设计 

一、概念图在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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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第三节  基于社交网络的学习活动设计 

一、社交网络概述 

二、学习活动设计要点 

三、典型案例分析 

第四节  基于移动设备的学习活动设计 

一、移动学习的定义与特点 

二、移动学习伙伴 

三、移动智慧学习活动设计要点 

四、典型案例分析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操练法 

4. 学习资料：《现代教育技术，（第四版）》，张剑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7 月出版 

5. 思考作业题：分析一例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序

号 

实验（实践）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学时 

实验（实践） 

属性 
类型 

项目 

类型 

项目 

要求 

1 
信息化教学设计实用工具

的使用 

课堂交互、内容呈现和分享、

课堂协作类的工具 
6 实验 

专业 

基础 
验证 报告 

2 
信息化学习资源的获取与

利用 

掌握文本、图像、音频、视

频、动画的获取方法，并能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 

5 实验 专业 验证 报告 

3 
演 示 型 多 媒 体 课 件

（PowerPoint）制作技巧 

掌握 PPT 软件的模版的设计

与制作和导航与交互的设计

与制作，以及 PPT 中媒体素

材、对象、动画效果的运用 

4 实验 
专业 

基础 
验证 报告 

4 微课的设计与制作 
学会微课的教学设计；掌握

微课的制作的基本方法 
5 实验 

专业 

基础 
验证 报告 

5 智慧课堂环境 交互式电子白板的使用 4 实验 专业 验证 报告 

6 
信息技术促进有效的教与

学 

选择地平线报告中预测的某

一项技术，做详细调研。 
4 实践 专业 

调查

研究 
报告 

7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活

动设计 
综合设计一项学习过程 4 实践 专业 

设计

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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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Writing Skills Training） 

大纲主撰人：胡易知      大纲审核人：许剑春 

 

【课程 ID】26001002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公共艺术教育部                  【适用专业】师范生 

【学分数】0.5 学分                           【学时数】8（4/4） 

【建议修读学期】一秋、一春、二秋、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书写技能训练》是专业必修课程。要求学生对汉字的书写之美和中国书法的魅力有初步的

概念理解和实践体验，掌握规范书写汉字的技能。课程旨在端正学生日常写字的态度，通过课堂

教学及课后练习，学生以硬笔临习唐人小楷《灵飞经》，提高师范学生规范书写的意识。 

“Writing Skills Training” is a professional compulsory course. Students can feel the beaut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learn the skills of Chinese writing. The course is aimed at developing a writing 

habit of normal students. Students will copy the “Ling Fei Jing” of the Tang Dynasty by pen in and out 

the clas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导论：书写之美 2 1 1 

二 书写的点画解析 2 1 1 

三 书写的结字剖析 2 1 1 

四 书写的章法剖析 2 1 1 

3．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贯彻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本的教学思想，书写理论学习与书写技能训练相结合，要

求学生掌握书写方法，长期养成良好的书写态度，通过课后练习能够具备规范、美观的书写能力。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和学生实际演练、教师实地辅导相结合，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相

关录像资料、图片等，增加直观效果。 

5．课程资源： 

《唐灵飞经及其笔法》，西泠印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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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典碑帖集萃《唐人灵飞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成绩构成：总分：100 分。考勤、平时作业及表现：40%； 结课考察：60% 

(3)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包含：考勤要求全勤，平时作业硬笔临习《灵飞经》A4 大小方格纸

一张；结课考察为课上完成硬笔临习《灵飞经》A4 大小方格纸一张。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讲  导论：书写之美 

1. 教学要求：要求同学对书法字体的演变和中文的书写之美有初步的了解。导论旨在端正同

学们的写字态度，提高规范写字、写好字的意识，理解中文书写之美的缘由。简介本课临本唐人

小楷《灵飞经》，请学生尝试在课堂上以硬笔临摹。 

2. 主要内容： 

一、汉字与书法 

汉字的特性；实用书法和艺术书法的区分与关系；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的特点对照；硬笔书

法的书写材料。 

二、汉字的字体 

大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和学生实际演练、教师实地辅导相结合 

4. 学习资料：《唐灵飞经及其笔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历代经典碑帖集萃《唐人灵飞经》，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5. 思考题：自主临摹练习 

第二讲  书写的点画解析 

1. 教学要求：以《灵飞经》局部字样为例详细分析书写的点画。通过书写笔法的解构式分析，

使学生带着方法临摹范本。 

2. 主要内容： 

永字八法：一 点、二 横、三 竖、四 撇、五 捺、六 挑、七 钩、八 折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和学生实际演练、教师实地辅导相结合。 

4. 学习资料：《唐灵飞经及其笔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历代经典碑帖集萃《唐人灵飞经》，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5. 思考题：自主临摹练习《灵飞经》一张作为作业并当天上交。 

第三讲 书写的结字剖析 

1. 教学要求：从书写的结字角度进行详细剖析，以《灵飞经》局部字样为例分类讲解，使学

生从每类字中寻找结字规律，体会书写时结字之美。 

2. 主要内容： 

一、结字：疏密、开合、奇正、向背、争让、参差 

二、《灵飞经》基本结字形式归类：独体字、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



 

— 525 — 

公  共  课 

包围结构 

三、结体的规律举要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和学生实际演练、教师实地辅导相结合 

4. 学习资料：《唐灵飞经及其笔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历代经典碑帖集萃《唐人灵飞经》，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5. 思考题：自主临摹练习 

第四讲 书写的章法剖析 

1. 教学要求：以《灵飞经》局部字样为例详细分析书写的章法。通过对《灵飞经》的章法分

析，使学生带着方法临摹范本，重点多体会书写时行与行之间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一、行气 

二、《灵飞经》的结字总体特质 

三、《灵飞经》的行距特点 

四、结课考察 

3.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多媒体展示和学生实际演练、教师实地辅导相结合。 

4. 学习资料：《唐灵飞经及其笔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历代经典碑帖集萃《唐人灵飞经》，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5. 思考题：自主临摹练习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实验（实践）项目名称 主 要 内 容 学时 
实验（实践） 

属性 
类型 

书写技能训练 
以硬笔书法临习唐人小楷《灵飞经》，在

不断练习中掌握规范书写技巧。 
4 基础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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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口语表达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Skill Practice of Teacher's Oral Language) 

大纲主撰人：祖建    大纲审核人：刘小刚、洪治纲 

 

【课程代码】014000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人文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专业 

【学分数】0.5                            【学时数】16(0/16) 

【建议修读学期】二春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教师口语表达技能训练”是研究教师口语运用的一门应用语言学科，是在理论指导下培养学

生在教育、教学等工作中口语运用能力的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是培养师范专业学生教师职

业技能的必修课。通过课程学习，希望培养学生能用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进行一般口语交际

和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做到：掌握朗读和说话的技能技巧；说话清晰、流畅、得体、语态自然

大方；教学、教育口语科学、准确、简明、生动，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通过训练能顺利通过普

通话水平测试，取得相应的等级证书。 

“Skill Practice of Teacher’s Oral Language” is an applied language subject that studies the use of te

achers’ spoken language. It is a highly practical course that develops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spoken lang

uage in education, teaching, etc.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It is an obligatory course for the stude

nts of normal university to develop vocational skills. It is aimed to teach students to use standard or com

paratively standard mandarin for gene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students are requi

red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reading and speaking, and to speak clearly, fluently, decently and naturally wit

h scientific, accurate and vivid language.  Through training,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pass the Mandarin l

evel test and obtain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certificate.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课程简介、普通话水平测试内容与评分标准、测试注意事项。 2 2 2 

二 字、词的练习及难点及辨正 2 2 2 

三 朗读的基本练习，语流音变 2 2 2 

四 说话的基本练习,考查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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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目标： 

①通过学习，了解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推广普通话的意义；明确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要求，

增强语音规范意识。 

②在熟练掌握汉语拼音的基础上，能准确发音，进行声母、韵母、声调辨正，掌握语流音变

规律，具备初步的朗读技能。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力争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做一个合格的

师范生。能用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进行口语交际和教师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口头语言表达能

力打好基础。 

③热爱教师岗位，甘于奉献。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理论知识：系统掌握语文教育科学的知识和理论。 全部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① 

(1)表达能力：拥有准确表达思想的语言应用能力，包括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

和口语交流能力。(2)教学能力：了解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掌握先进

的教育理念，具有在实践中运用语文学科教学的基本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

设计、实施和评价语文教学的基本能力。 

全部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② 

师德师风及综合素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中小学

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乐于从教情怀、依法执教意识。 
全部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③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我们的教学原则是精讲多练。采用训练为主、讲解为辅的

教学方法，课上导练和课下自练相结合。注重课内教师示范，个别视听和正音，也给予学生课外

的辅导与帮助。 

5．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浙江省普通话水平测试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 

《教师口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实用口语技能训练》（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 

(2) 课程网站：暂无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知识掌握扎实，能全面、准确地利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复杂问题 

良好（80-89） 知识掌握较扎实，能较全面、较准确地利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较复杂的问题 

中等（70-79） 知识掌握一般，能较准确地利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一般问题 

及格（60-69） 知识掌握一般，能较准确地利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较浅显的问题 

不及格（低于 60） 知识掌握不扎实，不能利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问题 

(3) 成绩构成：学生出勤率，作为一个平时成绩 10%，平时作业占 20%，口语表达水平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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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占 70%，综合评定。 

(4) 过程考核：出勤率、课堂参与环节、平时作业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普通话水平测试概论（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意义、等级要求和测试准备，掌握测试测卷每一项的构

成、考测目的及对应试者的要求。 

2. 主要内容：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意义; 普通话水平测试内容和要求;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标准;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准备 

3. 教学方法：理论讲授，结合练习，分析细节。 

4. 学习资料：《浙江省普通话水平测试教程》 

5. 思考题：朗读作品 1——10 号 

第二章  字词的训练（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字词考查的重点、难点。 

2. 主要内容：怎样读好字词；字词难点分类训练；了解读好字词的基本要求，通过对测试样

卷的操练，应试者在单音节、多音节两个测试项中存在的发音问题能得到辨正。 

3. 教学方法：了解读好字词的基本要求，以样卷为练习内容，边练习边讲解，以实践发现问

题，以理论解决问题。 

4. 学习资料： 

《普通话水平测试训练教程》 段晓平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实用口语技能训练》金幼华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5. 思考题：朗读作品 11—20 号 

第三章  朗读训练（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朗读的要求和基本技巧，能熟练地朗读测试作品和其他作品。了解普通话

中的语流音变现象，能在日常和教学中正确地使用。 

2. 主要内容：朗读的要求；朗读作品训练；了解朗读在口语练习中的重要作用。掌握常见的

语流音变内容。 

3. 教学方法：讲解朗读的要求和基本技巧，以前期布置的朗读作品为例，学生练习，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讲授语流音变问题。 

4. 学习资料：《普通话水平测试训练教程》 段小平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5. 思考题：朗读作品 21—30 号 

第四章  说话训练（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说话的要求及准备的要点，能围绕一个题目组织好语言说三分钟以上。 

2. 主要内容：说话的要求，如何围绕话题做好准备，30 个考试话题的分类分析。 

3. 教学方法：讲授基本要领和技巧，请学生做说话的练习，分析解决问题。 

4. 学习资料：《教师口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 月 

5. 思考题：随即抽取话题说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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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Training to be a Class Adviser ） 

大纲主撰人：姜炳军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41103001                 【课程修习类型】必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类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24(8/16) 

【建议修读学期】三秋                    

【先修课程】《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法规》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班主任工作技能》是为准备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师范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开设本课程

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班主任工作的基本技能，提高管理班级、教育学生的能力，为其以后从事

相关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本课程的任务是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班主任工作技能所包括的内容，

掌握相应的操作规程、训练模式。 

Training to be a Class Adviser is a core curriculum for the normal students who are preparing to 

serve as head teachers. So a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teachers,this course is to train them 

to master the basic skills of being a head teacher and improve them on how to manage the class and 

educate the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the future teachers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heir working skills and then master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ng rules and training 

mode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班主任与班主任工作 2 1 1 

二 了解与研究学生 2 1 1 

三 班集体的发展与培养 4 1 3 

四 班级日常管理 6 1 5 

五 偶发事件的处理 2 1 1 

六 组织指导班级活动 2 1 1 

七 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 2 1 1 

八 家校沟通与合作 2 1 1 

九 优秀班主任报告或观摩录像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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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目标1：认识班主任的地位作用和工作意义，了解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任务和内容；明确

班主任工作的基本素养。 

目标 2：树立正确的班主任的教育思想；掌握科学的班主任工作方法；懂得如何培养和管理

班集体； 

目标 3：了解和研究学生的内容和方法；如何做各类学生的教育工作；如何开展青春期教育； 

目标 4：能够掌握协调各方面教育力量，制订班主任工作计划、进行班主任总结和对学生操

行评定。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掌握班主任的基本理论、地位和作用，

班主任的基本素养 
班主任工作导论、班主任的基本素养 

教学目标 1 

教育目标 4 

运用班集体形成的步骤，开展组建班集

体技能训练 
班集体发展阶段、组建班集体技能 教学目标 2 

运用班主任工作理论，开展了解学生、

个别教育、家校合作 

了解与研究学生的内容和方法、分类教育技能、家

校合作 
教学目标 3 

灵活运用班级管理理论，掌握管理班级、

组织指导班级活动的技能 

日常行为规范培养；组织指导班级活动、偶发事件

处理、操行评定 

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4 

4.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案例教学；讨论法；直观演示法；参观教学法；创设情境，模拟课堂。

利用多媒体、教学电影、优秀班主任讲座观摩等教学手段。 

5．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吴小海、李桂芝，班主任九项技能训练，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涂光辉、雷晓波，班主任工作技能，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漓江出版社，2005 

刘福国，班主任工作概论，重庆出版社，1991 

李庚南，班主任工作创新艺术一百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田恒平，班主任理论与实务，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王宝祥，班主任必读，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2) 课程网站：http：//www.banzhuren.com/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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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出色完成课程教学目标规定的内容 

良好（80-89） 较好完成课程教学目标规定的内容 

中等（70-79） 一般完成课程教学目标规定的内容 

及格（60-69） 基本完成课程教学目标规定的内容 

不及格（低于 60） 没有完成课程教学目标规定的内容 

(3) 成绩构成：笔试(开卷) 、平时过程性考核。分数比例：笔试 60%，平时 40%。 

(4) 过程性考核：出勤率 8 分，课堂参与 16 分，课后作业 16 分。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班主任与班主任工作（2学时） 

1. 教学要求：明确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任务和内容；树立正确的班主任的教育思想；掌握科

学的班主任工作方法。 

2. 主要内容： 

一、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任务和内容 

二、班主任的基本素养 

3. 教学方法：讲授法 

4. 学习资料：以教材为主，补充材料为辅 

5. 思考题：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班主任？你怎样理解师爱是班主任职业道德核心这一命题？

为什么不具备班主任工作技能就不能称之为合格教师？ 

第二章  了解与研究学生（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了解学生的内容和方法 

2. 主要内容： 

一、了解班级学生的内容和途径 

二、了解班级学生的主要方法 

3. 教学方法：教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教材和收集的案例 

5. 思考题：你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学生的？你给学生发一张简介表，看看学生都想你说些什

么？你愿意和学生在一起吗？在和学生交往时，你还有什么高招？ 

第三章  班集体的发展与培养（4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班集体发展的基本阶段以及相应的工作重点；掌握促进班集体发展的基本

方法， 

2. 主要内容： 

一、班集体发展的基本阶段和工作重点 

二、促进班级体发展的基本方法 

3. 教学方法：讲授，案例教学、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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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讲授，收集相关案例 

5. 思考题：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及班级情况，确定班级奋斗目标。根据案例“班长作弊怎么

办？”，运用培养使用学生干部理论分析问题及解决策略。培养优良班风的方法。你怎样引导学生

形成积极向上的班风？你觉得在班级文化建设中什么最为重要？ 

第四章  班级日常管理（6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班级日常管理的基本内容，掌握班级日常管理的技能 

2. 主要内容： 

一、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二、班级人际关系协调 

三、班主任工作计划与总结 

四、操行评定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教学法 

4. 学习资料：教材，《放牛班春天》电影片段 

5. 思考题：通过案例“规矩与方圆”或“一粒瓜子壳 1000 字说明书”，分析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

育的方法。为什么要关注班级中的非正式群体？制定班级计划和做班级总结时应注意什么？做好

操行评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第五章  偶发事件的处理 

1. 教学要求：了解偶发事件的特点，掌握偶发事件处理的原则与方法，明确班主任应具备的

相应素养 

2. 主要内容： 

一、偶发事件的特点 

二、偶发事件处理的原则与方法 

三、班主任应具备的相应素养 

3.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教材和案例 

5. 思考题：偶发事件的特点对于我们处理偶发事件有什么启示？偶发事件处理中应有怎样的

原则？班主任应该如何面对偶发事件？ 

第六章  组织指导班级活动（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班级活动的种类，掌握组织指导主题班会等班级活动的基本技能 

2. 主要内容： 

一、班级活动的种类与指导班级活动的基本方法 

三、组织指导主题班会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模拟教学法 

4. 学习资料：教材，补充材料 

5. 思考题：班级建设中可以组织哪些活动？请你设计并组织一次自拟的主题班会。请你设计

并组织一次有特色的班级活动。 

第七章  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2学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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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转化后进学生 

二、教育、培养优秀学生典型 

三、教育、提高中等生 

3.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 

4. 学习资料：教材和案例 

5. 思考题：优等生的心理特点是什么？中等生的优点和不足是什么？分析中等生形成的原

因。通过案例“爱心是后进生转化的关键”，分析转化后进生的方法。当你面对三类学生时，你是

怎么看待他们的？ 

第八章  家校沟通与合作（2学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家校沟通与合作的意义，掌握家校沟通与合作的基本方式，明确班主任所

需的相应素养 

2. 主要内容： 

一、家校沟通与合作的意义 

二、家校沟通与合作的基本方式 

三、班主任所需的相应素养 

3.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 

4. 学习资料：教材，案例 

5. 思考题：班主任在学校与家庭联系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同的家校沟通与合作方式

有怎样的优势？你能设计一次家长会吗？如何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序 

号 

实验（实践） 

项目名称 
主 要 内 容 学时 

实验（实践） 

属性 
类型 

组织 

方式 

考核 

要求 

1 班主任与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的基本素养 1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讨论 

1 了解与研究学生 了解与研究学生的方法 1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讨论 

2 班集体的发展与培养 促进班集体发展的基本方法 3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3 班级日常管理 
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班级人

际关系协调、操行评定 
5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讨论 

4 偶发事件的处理 偶发事件的处理原则与方式 1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讨论 

5 组织指导班级活动 主题班会 1 基础 实践 分组进行 报告 

6 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 后进生的转化 1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讨论 

7 家校沟通与合作 家校沟通的方式 1 基础 实践 集体活动 讨论 

8 
优秀班主任报告或观

摩录像 
关于班主任工作的反思 2 基础 演示 集体活动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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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大纲主撰人：王雁琳      大纲审核人：许建美 

 

【课程代码】104106001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类专业 

【学分数】2                              【学时数】32（32/0) 

【建议修读学期】二春                     【先修课程】教育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教育研究方法》是一门为解决教育问题、探索教育未知、创建教育理论提供基本思路与方

法的工具性学科。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教育基础理论的同时，能较深入地了解教育

研究的方法论，了解国外教育研究方法的动态，养成研究的意识和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反思的态度，

切实地掌握教育研究的常用基本方法与操作技能，为形成和增进教育研究的素质和能力打下扎实

的基础。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is a tool subject which prefers to solve education problems, explore 

the unknown area in education, create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ovide the related basic ideas and method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tudents' basic theoretical abilities of 

education, but also affords an access to them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s to build the whole 

concept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ts independent attitude towards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reflections are established. Through learning it, they can effectively master the basic methods and 

operational skills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xcellent abilitie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education research.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教育研究方法的意义和过程 3 3 0 

二 研究问题的确定 3 3 0 

三 文献的检索 3 3 0 

四 研究方案的设计 4 4 0 

五 实验研究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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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六 观察研究 3 3 0 

七 教育调查研究 6 6 0 

八 教育行动研究 3 3 0 

九 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2 2 0 

十 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 2 2 0 

3．课程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 

第一，充分认识教育研究在教育教学工作、教育改革及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教育研究意

识； 

第二，具备问题意识，能够选择适合的研究课题并设计研究方案； 

第三，掌握教育研究过程各阶段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初步形成教育研究能力； 

第四，掌握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

知识，了解基本的教育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的确定，文献的检索，研究的设计；实验研究；观

察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研究资料的整

理与分析；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 

教学目标 3 

教学目标 4 

形成初步的教育研究能力 
研究问题的确定，文献的检索，研究的设计；教育研究资料

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 

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3 

教学目标 4 

具备研究意识和严谨的研究态度 教育研究方法的意义 教学目标 1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都较强，宜采用讲述、讨论等教学方式。基本概念、理论以教师讲述

为主，发展性问题以学生讨论为主，现实问题以案例分析为主。 

5．课程资源： 

(1) 维尔斯曼，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2) 梅雷迪斯.D.高尔等，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 李秉德，教育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杨小微，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郑金洲，学校教育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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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很好 

良好（80-89）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比较好 

中等（70-79）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一般 

及格（60-69） 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基本完成 

不及格（低于 60） 多项或各项教学目标达成度：没有达到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核（7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以考勤、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为参考，期末成绩以教育研究方

案的设计为参考。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教育研究方法的意义和过程 

1. 教学要求：了解教育研究的意义；掌握教育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的概念；理解教育研

究的方法论体系；理解教育研究的过程与研究过程中的活动；了解教育研究的分类。 

2. 主要内容： 

(1) 教育研究的意义 

(2) 教育研究的过程与研究过程中的活动 

(3) 教育研究方法的界说 

(4) 教育研究的分类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本区别是什么？什么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说明二者

的关系？思考“艾小雪为什么辍学了”适合于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简述教育研究的基本过程。 

第二章  研究问题的确定 

1. 教学要求：理解选择和确定研究问题的意义；掌握选择研究问题应遵循的原则；了解教育

研究课题的来源；掌握研究问题的陈述方法；掌握建立研究假设的方法；掌握课题论证的方法；

了解课题论证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掌握撰写开题报告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1）研究问题的选择 

（2）研究问题的陈述 

（3）研究课题的论证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选一个教育研究课题，写一份研究方案。选一个研究问题，

收集相关研究成果，写一份文献综述。（要求对所引用的文献的出处进行详细的注释，文献

数量不少于 20 篇。）自拟课题，对其进行课题论证。（800-1500 字，要求对所引用的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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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进行详细的注释，文献数量不少于 10 篇。） 

第三章  文献的检索 

1. 教学要求：了解查阅文献的意义和过程；掌握集中和总结信息的方法；掌握解释和利用信

息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1) 查阅文献活动 

(2) 集中和总结信息 

(3) 解释和利用信息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拟定一个研究课题，列出你所查阅的文献资料与范围，并制作卡片。四人小组共

同协商确定一个研究课题，在组内首先进行分工，分别去检索图书文献以及利用网络进程查询，

并相互交流所得信息，写出文献综述。  

第四章  研究方案的设计 

1. 教学要求：了解研究设计的基本内容；掌握抽样的意义与方法；理解研究变量的选择；理

解变量的测量水平；理解操作定义的特征与作用；掌握操作定义设计的原则与方法；掌握研究信

度、效度的概念；理解研究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1）定量研究设计的基本内容 

（2）研究对象的确定与选择 

（3）研究变量的确定 

（4）操作定义的设计 

（5）研究设计的标准 

（6）定性研究设计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随机抽样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各自的特点。什么是研究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

二者的关系？为什么说一项研究缺乏内在效度也必然缺乏外在效度?尝试给出“学困生“、“师生关

系”、“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大学生学习氛围”等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第五章  实验研究 

1. 教学要求：掌握教育实验的概念、逻辑框架；掌握教育实验研究的特点；了解教育实验的

类型；掌握影响实验内部效度、外部效度的因素；掌握真实验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掌握准实验设

计的原理与方法。 

2. 主要内容 

（1）实验研究概述 

（2）教育实验的效度 

(3) 真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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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实验设计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结合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实际，选择一个教育问题作一份实验设计。在教育杂志上

找几篇教育实验报告，认真分析其结构。自拟课题,根据实验设计的程序和方法,拟定一个等组实验

设计。一项实验获得组别的最理想的方法是随机选择和随机分配被试。然而，采用原始的小组进

行准实验设计有时也是必需的。当我们采用原始被试组时，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第六章  观察研究 

1. 教学要求：掌握观察研究的概念、科学观察的要求；理解观察研究对研究学前儿童发展与

教育的实用性；了解观察研究的类型；掌握叙述性观察研究及其运用；掌握取样观察研究及其运

用；掌握观察评定法的特点及运用。 

2. 主要内容： 

（1）观察研究概述 

（2）叙述性观察研究及其运用 

（3）取样观察研究及其运用 

（4）观察评定法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设计一份教育观察计划。选一个教育问题，设计一份时

间取样观察记录表。选一个教育问题，设计一份事件取样观察记录表。选一个你感兴趣的教育问

题来进行观察，在对观察材料进行整理基础上，写出一份观察报告。 

第七章  教育调查研究 

1. 教学要求：理解调查研究的含义；掌握调查研究 的形式；掌握问卷设计的方法；了解调

查研究实施的一般程序；掌握影响问卷回收率、有效率的因素；理解调查研究优势与局限。 

2. 主要内容： 

(1) 调查研究概述 

(2) 问卷设计 

(3) 问卷调查研究的实施 

(4) 访谈调查研究的实施 

(5) 调查研究的评价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选一个教育问题，设计一份调查问卷。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设计一份教育访

谈计划。选一个教育问题，设计一份访谈提纲。选一个你感兴趣的教育问题来进行访谈，在对访

谈材料进行整理基础上，写出一份调查报告。 

第八章  教育行动研究 

1. 教学要求：理解行动研究的特点和价值；掌握行动研究的过程：计划——事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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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掌握行动研究的途径及其操作要领 

2. 主要内容： 

(1) 教育行动研究概述 

(2) 教育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 

(3) 从一个案例看行动研究的基本过程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设计一份在学校开展行动研究的方案，并在小组内进行讨论。选个你感兴趣的教

育问题，到中小学去找一个老师或学生为对象，就这个问题开展叙事研究。 

第九章  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2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教育研究资料分析和成果形成部分的基本内容；掌握教育研究资料分析的

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 

2. 主要内容： 

(1) 教育研究数据的整理 

(2)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第十章  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 

1. 教学要求：理解研究报告的一般要求；掌握研究报告的基本结构与撰写技巧；了解研究报

告的评价；掌握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 

2. 主要内容： 

(1) 教育研究成果表述的一般要求 

(2) 教育研究成果的撰写 

(3) 教育研究成果的评价 

(4) 教育研究学术伦理要求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实例进行讨论。 

4. 学习资料：教材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教育成果表述的一般要求有哪些？请选择一小课题，撰写一篇教育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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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智慧与教学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Teaching wisdom and teaching art） 

大纲主撰人：周俊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0000015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生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 春秋                  【先修课程】教育学、心理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教学智慧与教学艺术属于教师教育类选修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智慧型教师与教学智慧、

教学艺术的类型与形成、教学风格与教学艺术、提升教学智慧与艺术的课堂观察技术、提升教学

智慧与艺术的教学案例研究五个专题。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旨在让学生认识到教学智慧与教育艺

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了解智慧型教师的特征和成长路径，初步掌握课堂观察

技术和课例研究的方法。本课程的开设，将会有效促进学生教育素养的提升，开阔学生的视野，

将教育基本原理与教育实践有机融合起来，为他们成为一名合格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打好基础。 

Teaching wisdom and teaching art are belonging to educational elective course of teacher. The 

course mainly includes intelligent teachers with Teaching wisdom, the type and form of teaching art, 

teaching style and teaching art, the course observation technique of improving Teaching wisdom and 

teaching art, the teaching case research of improvingTeaching wisdomand teaching art. The main 

mission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realize the importantrole and value of Teaching wisdom and 

teaching art in education teaching process, to know the characteristic and growth path of the intelligent 

teachers, to preliminary grasp the way of course observation technique and teaching case research. 

Setting this course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the student’s education quality and expand their horizons. 

Meanwhile, the course can organically merge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which lay a 

basis for them to be a qualified and excellen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智慧型教师与教学智慧 3 3 0 

二 教学艺术的类型与形成 3 3 0 

三 教学风格与教学艺术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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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四 提升教学智慧与艺术的课堂观察技术 3 3 0 

五 提升教学智慧与艺术的教学案例研究 3 3 0 

六 考查 1 0 1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能使学生初步了解教学智慧与教育艺术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通过课堂

观察、课堂教学案例研究的手段来反思、分析课堂教学智慧与艺术的意识和能力，提升学生教育

教学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了解教学智慧与教育艺术的基本知识，具

备教学机智 

教学智慧与教学艺术的界定 

课堂教学艺术的类型 

教学风格理论 

教学目标 1 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

技能及其在实践中的模拟应用 

具备课堂观察和反思的意识和能力 
课堂观察技术 

教学案例研究 

教学目标 2 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

技能及其在实践中的模拟应用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讲授为主，辅以讨论、案例教学、研究性学习、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 

5．课程资源： 

(1) 李如密，《课堂教学艺术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8. 

(2) 吴江林等，《课堂观察 LICC 模式（课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程。考核方式为开卷考查为主，辅之以课堂表现。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积极参与课堂；全面掌握教学智慧和教学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答题观点正确，完整，有条

理，有创意。 

良好（80-89） 
积极参与课堂；较好掌握教学智慧和教学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答题观点正确，完整，有条

理。 

中等（70-79） 能够参与课堂；能基本掌握教学智慧和教学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答题观点基本正确完整。 

及格（60-69） 课堂参与一般；基本掌握教学智慧和教学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答题观点勉强正确完整。 

不及格（低于 60） 课堂参与消极；不能掌握教学智慧和教学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答题观点不正确，不完整。 

(3) 成绩构成：总成绩=平时成绩 40%+期末开卷考查 60%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主要由出勤率和课堂表现构成，详情由老师和课代表记录在教学工

作记录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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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讲  智慧型教师与教学智慧（3课时） 

1.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教学智慧的含义、教学智慧的内涵，以及运用教学机智，化解课

堂教学困境，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方法。 

2. 主要内容 

（1）时代呼唤智慧型教师 

（2）教学智慧的内涵 

（3）课堂教学智慧的十大表现 

（4）教学机智 

3.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4. 学习资料： 

（苏）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6. 

（加）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12. 

5. 思考题：为什么教师需要教学智慧？教学智慧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讲  课堂教学艺术的类型与形成（3课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认识课堂教学艺术的基本含义、了解教学艺术的构成、类型，以及提

升课堂教学艺术的途径。 

2. 主要内容： 

（1）对课堂教学艺术的基本认识 

（2）课堂教学艺术的构成 

（3）课堂教学艺术新理念 

（4）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的修炼 

3.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4. 学习资料：李如密，《课堂教学艺术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8. 

5. 思考题：为什么教师需要有教学艺术？课堂教学艺术新理念有哪些？ 

第三讲  教学风格与教学艺术（3课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认识教学风格的特征、类型；让学生了解教学风格形成的基本过程，

掌握创造教学风格的基本方法。 

2. 主要内容： 

(1) 教学风格的本质与特点 

(2) 教学风格的类型 

(3) 教学风格形成的过程与阶段 

(4) 创造教学风格的基本方法 

3.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4. 学习资料：李如密，《课堂教学艺术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8. 

5. 思考题：教学风格与教学艺术有什么关系？如何创造教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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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提升教学智慧与艺术的课堂观察技术（3课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认识课堂观察价值和意义；了解课堂观察的指标和内容；初步掌握定

性和定量观察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2. 主要内容： 

(1) 有效教学的指标 

(2) 课堂观察的意义和内容 

(3) 课堂观察的准备 

(4) 课堂观察技术的两大类型及应用 

3.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4. 学习资料：吴江林等,《课堂观察 LICC 模式（课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5. 思考题：你眼中的有效课堂是怎样的？如何开展课堂观察？ 

第五讲  提升教学智慧与艺术的教学案例研究（3课时） 

1. 教学要求：帮助学生认识教学案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了解教学案例的主要类型；初步掌

握开展教学案例研究的要素和方法，促进学生教学反思能力的提升。 

2. 主要内容： 

(1) 教学案例研究的定义 

(2) 教学案例研究对于提升教学智慧与艺术的意义 

(3) 开展教学案例研究的要素 

3.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课堂讨论、案例教学。 

4. 学习资料： 

(1) 周俊，教育管理热点案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2) 胡兴宏主编，怎样写课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 

5. 思考题：开展教学案例研究有什么意义？开展教学案例研究的要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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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Student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大纲主撰人：赵静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0000007                【课程修习类型】通识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师范类各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三春、三秋 

【先修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面向所有本科生的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本课程主要内容为学

生心理健康的发展与教育，属于交叉学科，以《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和

《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知识为基础。本课程以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与教育的重要议题为核心内容，

包括学习、情绪、人格与社会性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为开展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奠定基

础。本课程主要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了解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问题。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掌握分析和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 

Student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s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designed for all the 

undergraduates.The cours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urses of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including learning,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ity. It is the basi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 children. The course mainly helps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know the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Students should master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概述 3 3 0 

二 学习心理健康教育 3 3 0 

三 情绪心理健康教育 3 3 0 

四 情绪行为异常儿童的发展与教育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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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五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3 3 0 

六 答疑 1 1 0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学生能够树立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树立正确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观；

2. 能够掌握基本的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3.了解重要的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议题；4. 

初步掌握分析和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方法。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树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所需要的正确的心

理健康教育思想和观点 

绪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概述及其他章涉及的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思想的内容 
教学目标 1 

掌握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所需的理论知识 
第一章至第四章涉及的心理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相关知识 
教学目标 1.2 

了解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议题 
第一章至第四章涉及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要议题的讨论 
教学目标 1.3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所需要的基本技能 
第一章至第四章涉及的解决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基本方法和技术 
教学目标 1.4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讨论、实践 

5．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小学生心理健康与辅导》郭黎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中学生心理辅导》伍新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 课程网站：无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端正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和正确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观；完全掌握基本的心理学和

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充分了解重要的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议题；较好掌握分析和解

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方法。 

良好（80-89） 

端正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和正确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观；较好掌握基本的心理学和

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比较了解重要的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议题；初步掌握分析和解

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方法。 

中等（70-79） 

端正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和正确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观；掌握基本心理学和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了解重要的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议题；初步掌握分析和解决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基本方法。 

及格（60-69） 

端正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和正确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观；基本掌握基本心理学和心

理健康教育知识；基本了解重要的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议题；初步掌握分析和解决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方法。 



 

— 546 — 

公  共  课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不及格（低于 60） 

不端正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和正确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观；没有掌握基本心理学和

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不了解重要的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议题；没有掌握分析和解决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方法。 

(2) 成绩构成：包括平时分数（30%）和期末考核（70%） 

(3)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以考勤、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为参考，期末成绩以案例分析和

论述为参考。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概述（3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和内涵；理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目标及主要内容。 

2. 主要内容： 

(1) 心理健康的概念 

(2) 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 

(3)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概述 

3. 教学方法：讲授法为主，在讲授的基础上适当穿插生活中的实际案例，采用多媒体呈现相

关的图片资料或影像资料，帮助学生理解相应的知识内容。 

4. 学习资料：教材第一章及相关材料。 

5. 思考题：什么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第一章  学习心理健康教育（3课时） 

1. 教学要求： 

了解与学习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掌握学习困难的概念、内涵和分类；了解学习困难的观点与

取向；学习困难的鉴别、评估及教育干预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学习及学习心理 

(2) 学习困难的定义、分类及成因 

(3) 学习困难学生的鉴别、评估与干预 

3.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为主，在讲授的基础上适当穿插生活中的实际案例，采用多媒体呈现相关的图片资料

或影像资料，帮助学生理解相应的知识内容。 

4. 学习资料： 

教材、文献及相关视频材料（印度教育影片：地球上的星星）。 

5. 思考题： 

如何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评估与教育干预？ 

第二章  情绪心理健康教育（3课时） 

1. 教学要求： 



 

— 547 — 

公  共  课 

了解与情绪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掌握情绪、压力与应激的概念与内涵；了解情绪的理论及情

绪与健康的关系；理解儿童情绪发展的特点及时间进程。 

2. 主要内容： 

(1) 情绪 

(2) 情绪与健康的关系 

(3) 压力与应激 

3.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为主，在讲授的基础上适当穿插生活中的实际案例，采用多媒体呈现相关的图片资料

或影像资料，帮助学生理解相应的知识内容。 

4. 学习资料： 

教材、文献及相关视频材料（儿童情绪管理影片：头脑总动员）。 

5. 思考题： 

如何认识情绪？ 

儿童情绪发展有哪些特点和规律？ 

第三章  情绪行为异常儿童的发展与教育（3课时） 

1. 教学要求： 

了解情绪行为异常的概念、分类及成因；理解情绪行为异常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了

解情绪行为异常学生的鉴别、评估及干预方法。 

2. 主要内容： 

(1) 焦虑症学生的发展与教育 

(2) 强迫症学生的发展与教育 

(3) 抑郁症学生的发展与教育 

3. 教学方法： 

讲授法为主，在讲授的基础上适当穿插生活中的实际案例，采用多媒体呈现相关的图片资料

或影像资料，帮助学生理解相应的知识内容。 

4. 学习资料： 

教材、文献及相关视频材料。 

5. 思考题： 

如何认识焦虑症、强迫症和抑郁症？ 

如何对情绪行为异常的儿童进行评估和教育干预？ 

第四章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与教育（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与人格及人际关系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掌握人格、自我概念及社会性的概

念与内涵；了解人格及社会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理解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特点及时间进程；理

解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2. 主要内容： 

(1) 人格的心理学知识 

(2) 自我概念的内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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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格、社会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4) 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3. 教学方法：讲授法为主，在讲授的基础上适当穿插生活中的实际案例，采用多媒体呈现相

关的图片资料或影像资料，帮助学生理解相应的知识内容。 

4. 学习资料：教材、文献及相关视频材料。 

5. 思考题：如何认识自我概念？儿童的自我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社会性及其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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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Seminar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 

大纲主撰人：容中逵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0000028                   【课程修习类型】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教师教育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二三春秋                【先修课程】无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系杭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

国教育史两部分，主要介绍中、外教育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及其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历史流变

情况。该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教师的专题讲授和学生的自主学习，促使学生在了解把握中、外

教育发展基本历史的基础上，增强学生运用教育理论分析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 

This curriculum is an elementary course whose contents consist of two parts,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Both of them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thoughts, which aim to enlarge the scholastic scope of the students, help th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historical rout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capability of 

analyzing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中国 

教育 

史部 

分 

第一讲  中国教育实践史专题 3 3 0 

第二讲  中国教育制度史专题 2 2 0 

第三讲  中国教育思想史专题 3 3 0 

外国 

教育 

史部 

分 

第四讲  西方教育实践史专题 3 3 0 

第五讲  西方教育制度史专题 2 2 0 

第六讲  西方教育思想史专题 3 3 0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 使学生掌握中、外教育历史发展的基本历史，学生能够明确阐述中外

教育发展的大致历史发展脉络；2. 能够对中外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教育制度进行阐述并作



 

— 550 — 

公  共  课 

出分析评价；3. 能够对中外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教育思想进行阐述并作出评价；4. 初步具

有通过中外教育发展史的学习，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能力，为未来从事教师

职业并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奠定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了解中外教育实践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基本情况 中外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简况 教学目标 1.4 

了解中外主要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基本

情况 
中外教育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教育制度 教学目标 2 

了解中外主要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基本

主张 

中外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教育思

想家及其教育思想 
教学目标 3 

掌握运用教育历史知识分析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

能力 
当前相关教育思想、制度的具体分析 教学目标 1.2 3.4.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具体的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和学生自学等法。 

(1) 备课应做到：认真钻研教材、编写教学大纲，广泛参考各种资料，抓住“三基”，明确每个

章节的基本要求、重  点、难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合理科学的安排教学内容，写出

比较详细的教案；尽可能吸收当前国内外传播科学的新成就，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三是争取机会

到开设本课程已有一定历史的高等院校学习进修。 

(2) 上课应做到：讲授观点正确，概念清楚，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并注意形象、生动；注

意教学方法的改革，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注重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

能力，调动学习积极性；语音清晰流畅，讲普通话，板书清楚，书写规范；重视对学生自学习惯

的培养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学会学术资料的检索和总结，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和表达自己观点的基础能力；要鼓励其他学生积极发表意见，引起争论。 

(3) 作业应做到：教师应根据教学要求和课程性质，规定学生必须完成书面作业一次，为期

末教学检查的文献综述；教师批改作业要及时、认真，保质保量、全收全改。学生平时作业成绩

应占课程学习成绩的 50％。 

(4) 课外辅导应做到：教师主讲兼辅导，采用平时在课堂上回答疑难问题，期中考试和期末

考试前个别答疑的形式，对个别学习基础差的应予以单独辅导。 

5．课程资源：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 肖建彬：《中国教育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3) 王天一：《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4) 单中惠：《外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试采取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以考试为主要考核方式。 

(2)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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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真正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的知识，了解中外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并能运用理论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 

良好（80-89） 
良好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的知识，了解中外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并能运用理论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 

中等（70-79） 
基本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的知识，了解中外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并能运用理论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 

及格（60-69） 
勉强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的知识，了解中外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勉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 

不及格（低于 60） 
未能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的知识，未能了解中外教育史的发展脉络，未能运用理论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 

(3) 成绩构成： 

本课程期末进行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平时考核占总成绩 30％。 

(4) 过程考核： 

平时考核采用考勤、提问、作业等方式；期末采用限时、闭卷、笔试的考试方式。为此，需

要筹建本课程试题库，并在期末考试后，进行试卷分析。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 

第一讲  中国教育实践史专题（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理解中国教育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2. 主要内容： 

(1) 先秦时期教育实践史 

(2) 秦汉物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实践史 

(3) 隋唐宋元时期教育实践史 

(4) 明清时期教育实践史 

(5) 民国时期教育实践史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郭齐家，中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5. 思考题：试述“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及局限性 

第二讲  中国教育制度史专题（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及主要政策。 

2. 主要内容： 

(1) 中国教育文教政策史 

(2) 中国人才选拔制度专题史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83%AD%E9%BD%90%E5%AE%B6&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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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专题史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郭齐家，中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5. 思考题：试述科举制度的主要措施及其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第三讲  中国教育思想史专题（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中国历史上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先秦“三圣”教育思想 

(2) 汉唐宋明“四杰”教育思想 

(3) 近世“三雄”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郭齐家，中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5. 思考题：试述孔子对教育所做的主要贡献。 

第四讲  外国教育实践史专题（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外国教育的特点。 

2. 主要内容： 

(1) 奴隶社会时期外国教育实践发展 

(2) 封建社会时期外国教育实践发展 

(3) 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外国教育实践发展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3) 王天一、戴本博，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 思考题：试述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第五讲  外国教育制度史专题（2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理解中国教育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2. 主要内容： 

(1) 外国教育管理制度专题 

(2) 外国学校教育制度专题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83%AD%E9%BD%90%E5%AE%B6&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83%AD%E9%BD%90%E5%AE%B6&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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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 

(1)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3) 王天一、戴本博，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 思考题：试述义务教育制度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历史作用。 

第六讲  外国教育思想史专题（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西方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古希腊“三杰”教育思想 

(2) 近代“四尊”教育思想 

(3) 现代“三侠”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3) 王天一、戴本博，外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 思考题：试述自然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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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教育改革动态》课程教学大纲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Dynamic） 

大纲主撰人：金岳祥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0000003                   【课程修习类型】限定性选修课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全校师范类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二三春秋                【先修课程】教育学基础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全校师范类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教育理论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

学习，可以比较全面地学习和了解 20 世纪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改革，明晰 21 世纪教育改革的社

会背景，把握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态和基本走向。这对于开阔教育眼界、拓展教育视野、

借鉴国际经验、把握教改方向、提高教育素养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also an irreplaceable part of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you can compar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education reform, the clarity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reform, grasp the contemporary basic education reform, the 

main dynamic and trend of the world. This has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education vision, expanding education vision, drawing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grasping 

the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and improving education quality.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节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当代国际教育改革动态综述 2 2 0 

二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 3 3 0 

三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 3 3 0 

四 日本基础教育改革 3 3 0 

五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 3 3 0 

六 国际教师教育改革 2 2 0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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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第一，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学习和了解 20 世纪世界各

国的教育改革，明晰 21 世纪各国教育改革的社会背景，把握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态和基本

走向；第二，使学生能够研究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现状、经验与

问题，综合比较各国教育改革的影响因素，把握教育改革的动态与发展趋势。  

(2) 课程目标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初步了解 20 世纪世界

各国教育改革动因、动

向、动态 

当代国际教育改革动

态综述 

1.了解 20 世纪教育改革经历的主要阶段及其特征 

2.知晓 20 世纪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3.明晰 20 世纪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成就 

4.明确 20 世纪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掌握英、美、日等发达

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动

因、动向、动态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 

日本基础教育改革 

1.了解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 

2.知悉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 

3.掌握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政策内容和基本经验 

明晰高等教育改革国

际基本经验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 

1.了解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2.学习国际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内容 

3.掌握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国际经验 

把握国际教师教育改

革的经验、走向 
国际教师教育改革 

1.了解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特征 

2.掌握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3.明晰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问题 

4.掌握国际教师教育的改革走向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教师坚持以激发学习兴趣、强化理论素养、培养独立学习、合作学习为目的，除

运用讲授教学法外，尝试案例教学、研究性教学、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师利用学校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室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教师展示形象生

动的直观画面，强化直观教学和演示教学的效果；展现优秀的课堂教学案例，让学生对中小学课

堂有更加直观的认识；使学生在观摩、研究中潜移默化地渗透理论和方法的教学。 

5．课程资源： 

(1) 王承绪.英国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 王承绪.战后英国教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5) 顾明远、孟繁华.国际教育新理念.海口：海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6)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的教育历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7) 徐辉.当代世界教育改革.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方法为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 

(2)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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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1、分析有道理：论文要求围绕给定的主题，层层深入、理性剖析，寻找题目的新颖之处和创

作者的独特观点。 

2、格式要正规：论文格式、字体、注释和字数等要达到考卷要求，不符合规定格式的文章经

修改仍未达到标准的，要扣分。行文要流畅，用句用语要准确，错别字较多的，要扣分。 

3、“引用”有价值：选择、阅读和引用的参考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是论文评分的标准之一。参

考网络文献的，必须来自于正规网站的文献资料。凡是有抄袭资料的，要扣分，严重抄袭的，

给予不及格。 

良好（80-89） 

中等（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低于 60） 

(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40%，期末成绩占 60%；平时成绩考核项目为出勤、课堂参与及

作业表现，期末成绩考核项目为随堂完成案例分析或论述题。 

(4)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堂作业等情况，出勤成绩由每次课

堂点名成绩决定，满分十分，缺勤（包括请假）一次扣 2 分；课堂参与由每次课后回答问题的学

生登记名单决定，每积极参与一次加 2 分，总分 10 分；平时作业成绩由完成的书面作业的质量决

定。学生累计缺课 2 次，本课程总评成绩为 0 分。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当代国际教育改革动态综述 

1. 教学要求：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科技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教育不断改革，其改革强度和影

响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促进了教育的现代化、民主化、终身化和国际化。在 20 世纪百年教育发

展的历程中，无论是教育理论创新，还是教育实践探索，都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财富，同

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 21 世纪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与借鉴。 

2. 主要内容： 

(1) 20 世纪教育改革经历的主要阶段及其特征；  

(2) 20 世纪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3) 20 世纪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成就； 

(4) 20 世纪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5) 20 世纪教育改革对新世纪教育发展提供的启示。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相结合  

4. 学习资料： 

(1)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的教育历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2) 徐辉.当代世界教育改革.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5. 思考题：20 世纪世界教育改革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遗产。选择并查阅某一个国家 20

世纪教育改革的文献资料，写一篇 800 字的文献综述。 

第二章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 

1. 教学要求：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英国是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经济的成功带动

了英国教育的改革，梳理英国百年教育发展的历程，探索英国教育改革的历史逻辑，明晰英国教

育改革的目标与内容，拓展英国教育改革的趋势，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本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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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内容： 

(1)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  

(2)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  

(3)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与内容；  

(4) 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趋势与启示；  

(5) 英国 2020 基础教育改革政策。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交流相结合  

4. 学习资料： 

(1) 王承绪.英国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 王承绪.战后英国教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5. 思考题：《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反映了中国和英国两种教育模式的显著差异，这是

不是就说明中国教育比英国强呢？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 

1. 教学要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学习和研究美国教

育改革绕不开 20 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探究美国 20 世纪各级各类教育和基本学制，提

炼美国教育的特征，分析美国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中美教育的跨文化研究，探索美

国教育改革成功的秘诀，为本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借鉴。 

2. 主要内容： 

(1)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状况；  

(2) 美国各级各类教育制度；  

(3) 美国基础教育的特征；  

(4)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问题；  

(5)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相结合  

4. 学习资料：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的教育历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5. 思考题：收看《两百万分钟—美、中、印高中教育考察》，请你谈谈中美教育的巨大差异

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因素。 

第四章  日本基础教育改革 

1. 教学要求：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积

极向外拓展、对内学习和研究美国，学习与研究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分析当代日本基础

教育改革，展示日本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探索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秘诀，提炼日本基础教育改

革的成功经验。 

2. 主要内容： 

(1) 当代日本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2) 当代日本的基础教育改革；  

(3) 当代日本中小学的课程与教学。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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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资料：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的教育历程.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5. 思考题：如何看待中日教育差异？日本的小学、中学一律是没有空调的，日本的孩子，一

年四季都穿短裤短裙，上学时，日本妈妈在孩子后面喊：“少穿点！”，而中国的妈妈总是在后面

喊：“多穿点！”，日本妈妈常说“孩子送幼儿园就是来让他们得病的。。。。。。。” 

第五章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 

1. 教学要求：经济全球化，技术更新加快，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不均，高等教育面临质量、公

平与效率的巨大挑战，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与高等学校急需寻找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良策，国

际视野、本土行动，以为本国高等教育提供鲜活的国际经验和佐证材料。 

2. 主要内容： 

(1)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 

(2)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3)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相结合  

4. 学习资料：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的教育历程.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5. 思考题：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具有什么样的时代使命？  

第六章  国际教师教育改革 

1. 教学要求：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节奏加快，社会变革的新进展要求教师能够把握未来，

各级各类教师存在差距，审视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与先进经验，考察国际教师教育改革与

发展中的问题，探索国际教师培养的改革走向与价值取向。 

2. 主要内容： 

(1) 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背景；  

(2) 教师教育改革的特征和趋势；  

(3) 我国当前教师教育改革的走向。  

3.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相结合  

4. 学习资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  

顾明远、孟繁华.国际教育新理念.海口：海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思考题：一封辞职信引发热评，辞职的理由仅有 10 个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

人评这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作者为 2004 年 7 月入职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女

心理教师。如此任性的辞职信，领导最后真批准了。结合《教育的意义》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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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法律问题案例研究》教学大纲 

（Case Study of Legal Issues in School Education） 

大纲主撰人：王雁琳      大纲审核人：许建美 

 

【课程代码】100000007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师范类各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二三春秋               【先修课程】教育学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学校教育法律问题案例研究》是面向全校师范生开设的教师教育类选修课，是为适应依法

治国和依法治教的需要而设置的。本课程主要介绍依法治教的内涵，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与

义务，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和处理，教育法律救济等内容。本课程以案说法，结合学校教育活动

中的典型案例教育案例，通过学生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提高

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Case Study of Legal Issues in Schoo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Elective coursews of Teacher 

Education for all normal students，and it is offered to satisfy the need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ruling the education by law.The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meaning of ruling the education by 

law,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chools,teachers and students,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injury accident 

among students,legal remedies in education and so on. The course is introduces the above knowledgeby 

analysing some cas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among students to some typical cases in 

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the course tries t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o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using knowledge to solve problem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依法治教概述 2 2 0 

二 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3 3 0 

三 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3 3 0 

四 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3 3 0 

五 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问题 3 3 0 

六 学校教育中的法律救济 2 2 0 

http://www.baidu.com/link?url=l6-NwrX0OhduMz64yqeD9FJT7DL8UYkOLb5q6gwDzci_ruKKPhE7EevDA5itPKO8EJyj0S6eUFKBuhKOmThbBI2_rIleiiP7wa4Hx0WNlCO
http://www.baidu.com/link?url=1lwz2ElPaw9sY-OpVKwJd3dQ9TnAz9zvydXPuTDwvj9VKt-ndx_dv8tNdjbGwdm50limSSOZIRE_nwjFpaKctdd3LXM1vrYYtW4PJ81J-B_
http://www.baidu.com/link?url=NFSz0TcxLLSILeZygGTmfMyiEpop2Ob4vvVTiqjXWAWUaLc1CgER3ow2xLsqHZwCE7ZVWDjQbNyZqrYEEyPsK4uWJaUn5dsIUp1nI7ki-PyTjuGLoU6sKeTDFOmrAw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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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教学目标： 

（2）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树立和提高依法治教和依法执教的意识； 

第二、使学生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掌握有关教育法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法

律制度； 

第三、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分析学校教育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维护学校和

师生的合法权益，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活动的质量。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掌握教育法学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原理 

学校的权利与义务，教师的权利与义务，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学

校教育活动的法律责任类型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学校教育的

法律救济 

教学目标 1 

教学目标 2 

具备运用教育法学的基础知

识分析学校教育实践问题的

能力 

学生伤害事故中的学校和教师以及其他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和

归责原则，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问题的防范和处理 

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3 

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治

教和依法执教的意识 

依法治教概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和归

责原则 
教学目标 1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都较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讲述、讨论与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

由教师选择典型的案例，组织学生围绕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使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的基本概念、

理论，提高其对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案例进行正确分析的能力。 

5．课程资源： 

(1) 瞿瑛，学校教育法律问题案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 黄崴，教育法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李晓燕，教育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陈恩伦，教育法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5) 杨颖秀，教育法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  

(6) 张维平，教育法学基础，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成绩构成：包括平时分数（50%）和期末考核（50%） 

(3) 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以考勤、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为参考，期末成绩以案例分析和

为参考。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讲  依法治教概述（2学时） 

1. 教学要求：理解依法治教的内涵；明确依法治教的途径。 



 

— 561 — 

公  共  课 

2. 主要内容： 

(1) 什么是依法治校 

(2) 怎样依法治校 

(3) 教育行政权的实施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相关的视频案例进行讨论，帮助学生深刻理解

依法治教和依法执教的必要性 

4. 学习资料：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视频材料。 

5. 思考题：依法治教和以法治教有什么区别？怎样才能做到依法治教？ 

第二讲  学校的权利与义务（3课时） 

1. 教学要求：明确学校的法律地位，理解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2. 主要内容： 

(1) 学校的法律地位 

(2) 学校的权利 

(3) 学校的义务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相关的视频案例进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学校

的权利和义务 

4. 学习资料：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视频材料。 

5. 思考题：学校法人有什么特点？学校的义务有哪些？ 

第三讲  教师的权利与义务（3课时） 

1. 教学要求：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理解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2. 主要内容： 

(1) 教师的法律地位 

(2) 教师的权利 

(3) 教师的义务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相关的视频案例进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教师

的权利和义务 

4. 学习资料：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视频材料。 

5. 思考题：教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学校在教师管理中采取“末位淘汰”是否合法？ 

第四讲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3课时） 

1. 教学要求：明确学生的法律地位，理解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2. 主要内容： 

(1) 学生的法律地位 

(2) 学生的权利 

(3) 学生权利的法律保障 

(4) 学生的义务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相关的视频案例进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自身

的权利和义务 



 

— 562 — 

公  共  课 

4. 学习资料：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视频材料。 

5. 思考题：学生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学校对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学生是否可以开除？

为什么？ 

第五讲  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问题（3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掌握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措施。 

2. 主要内容： 

(1)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法律问题 

(2)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法律问题 

(3) 生伤害事故的防范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相关的视频案例进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学生

伤害事故的类型和责任划分 

4. 学习资料：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视频材料。 

5. 思考题：学校是否应该承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责任？在哪些情况下学校不需要对学生伤害

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讲  学校教育中的法律救济（2课时） 

1. 教学要求：理解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掌握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措施。 

2. 主要内容： 

(1) 法律救济概述 

(2) 教育申诉制度 

(3) 学校教育问题的司法救济 

3. 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组织学生结合相关的视频案例进行讨论，帮助学生

理解法律救济的特征以及教育法律救济的原则和途径 

4. 学习资料：相关的参考资料及视频材料。 

5. 思考题：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有哪些？比较这些途径的优缺点。教师在提起申诉时要注意

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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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动态》课程教学大纲 

（Trends of contemporary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大纲主撰人：容中逵     大纲审核人：王雁琳 

 

【课程代码】100000020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教师教育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春秋                    【先修课程】课程与教学论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基础教育改革动态》是一门教师教育专业选修课，适用于教师教育各专业学生学习。学习

者要结合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文本，通过对 2001 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学习，较

系统地了解和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理念、主要举措和实施动向，较系统分析此次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在理论探讨与实践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更进措施，增强对现行相关教育政策

的分析力与判断力。基于课程特点、目的和要求，在教学中主要采用讲授法和讨论法，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Trends of contemporary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is a selective subject for the students 

who will be teachers in future. It introduces the ideas, contents and steps of what the Basic Educational 

Reform enforced in 2001. With theses introduction and study, it can make the students well know the 

phenomena,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what basic education has been and will be like. It also can enforce 

the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form.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形成过程 3 3 0 

二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 3 3 0 

三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举措 4 4 0 

四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动开展和实施推广 3 3 0 

五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前景预测 3 3 0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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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形成过程 2.了解当前我国基

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3.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举措。4.思考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其如何解决。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起的历史背景及其

当前 
新中国成立后的基础教育改革历史流变 教学目标 1 

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

念。 

阐述讲解当前我国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

理念 
教学目标 2 

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举

措 

阐述讲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举

措 
教学目标 3 

思考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其如何

解决 

分析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

题 

教学目标

1.2.3.4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 课堂讨论 

5．课程资源： 

(1)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基字[2001]17 号文件。 

(2)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容中逵：《力度与限度的博弈：基础教育改革的支配逻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能够系统了解并把握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动向并具有自己的观点 

良好（80-89） 能够系统了解并把握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动向 

中等（70-79） 了解并把握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动向 

及格（60-69） 部分了解并把握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动向 

不及格（低于 60） 不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动向 

(3)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 40%    期末成绩 60% 

(4) 过程考核： 

课堂回答问题     课堂 PPT 展示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形成过程（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形成过程 

2. 主要内容： 

(1)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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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状态和基本情形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基字[2001]17 号文件。 

(2)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容中逵：《力度与限度的博弈：基础教育改革的支配逻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5. 思考题：为什么要发起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第二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 

2. 主要内容： 

(1)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时代定位问题 

(2)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空间定位问题 

(3)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定位问题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基字[2001]17 号文件。 

(2)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容中逵：《力度与限度的博弈：基础教育改革的支配逻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5. 思考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是什么？ 

第三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举措（4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举措 

2. 主要内容： 

(1)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课程结构与类型问题 

(2)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课程实施问题 

(3)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课程评价问题 

(4)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课程管理问题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基字[2001]17 号文件。 

(2)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容中逵：《力度与限度的博弈：基础教育改革的支配逻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5. 思考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举措施有哪些？ 

 

第四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具体运作和实施推广（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推广和具体运作 

2. 主要内容： 

(1)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认知前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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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条件问题 

(3)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措施保障问题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基字[2001]17 号文件。 

(2)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容中逵：《力度与限度的博弈：基础教育改革的支配逻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5. 思考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如何实施推广的？ 

第五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前景预测（3课时） 

1. 教学要求：了解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哪些问题并分析其成因 

2. 主要内容： 

(1) 存在哪些问题？ 

(2) 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 

(3)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4) 应当如何来进行基础教育改革？ 

3.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 

4. 学习资料： 

(1)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基字[2001]17 号文件。 

(2)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容中逵：《力度与限度的博弈：基础教育改革的支配逻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5. 思考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如何来

进行基础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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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人际沟通的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The ar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大纲主撰人：李双玲    大纲审核人：孙德芳 

 

【课程代码】295017001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三秋            【先修课程】教育学、心理学等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教师人际沟通的能力是师范生的看家本领，是教师基础素质的一部分。它是学生专业成长的

最重要的核心素养，属于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师生沟通的意义；第二

章；人际交往效应与师生沟通；第三章；积极聆听的艺术。第四章；师生沟通中常见的沟通错误

和障碍；第五章；学生挫折的化解；第六章，表扬学术的艺术和批评学生的原则。 

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the key skill , which is part of 

teachers` quality.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re qualities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t belongs 

to optional course.The main items of the course is, Chapter On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Chapter Two,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promoting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Chapter Three, the common errors and obstacles in 

communication ;Chapter Four,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in oral language; Chapter Five，Body language 

in communication; Chapter Six,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apter Seven ,the art of active listening ;Chapter Eight，the communications in classes; 

Chapter Night, the communications after classes; Chapter Ten, the art of praising; Chapter Eleven, the 

principles of criticizing the wrong behavior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师生沟通的意义：师生沟通与教育效能 3 3 0 

二 人际交往效应与师生沟通 3 3 0 

三 积极聆听的原理与技巧 2 2 0 

四 师生沟通中的常见的障碍和错误 2 2 0 

五 学生挫折的化解 2 2 0 

六 表扬学生的艺术和批评学生的原则； 4 4 0 



 

— 568 — 

公  共  课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使学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技巧，为美好生活和事业铺设通往成功和幸

福的道路。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富有爱心和同情心 
沟通的意义 

教学目标 1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善于交流和沟通 

积极聆听的原理与技巧  ；师生沟通中的常见的障碍和

错误；师生沟通中的常见的障碍和错误；学生挫折的化

解；表扬学生的艺术和批评学生的原则； 

教学目标 2 

掌握沟通的技巧与能力 

4．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采用讲授与讨论思考相结合的方法。学思结合。 

手段：课堂发言与独立思考作业 

5．课程资源： 

(1) 《师生沟通的艺术》，屠荣生、唐思群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二版 

(2) 《学与教的心理学》，皮连生 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3) 《如何聆听，怎样沟通》，简.韦拉 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第一版 

(4) 最强沟通术（The Master of Communication）,[美]戴尔 卡内基，王剑译，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6 第一版 

(5) 积极情绪的力量，[美] 芭芭拉 弗雷德里克森 （Barbara Fredrickson）著，王珺译，阳志

平审校 

(6) 倾听和让人倾听：人际交往中的有效沟通心理学. 米尔顿•赖特著，周智文译，新世界出

版社，2009 年 

(7) 最靠谱的行为观察术——人际交往中识人相处之道，莫里克•罗森伯格，丹尼尔•希尔弗特

著，段鑫星，吴国莎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8) 恰到好处的挫折：在最深处的绝望，遇见最美的意外，格雷格•里德著，王丽译，北京时代华文

书局，2015年 

课程网站： 学校教务处教学平台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考查 

(2) 评价标准：（明确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标准，可从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阐述）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课程理念掌握优秀，并且能在师生沟通中很好的运用。善于反思和总结。 

良好（80-89） 课程理念掌握良好，并会较好的运用原理，在师生沟通实践中运用良好 

中等（70-79） 课程理念掌握，会运用原理反思师生沟通中的正确和错误言行 

及格（60-69） 课程理念掌握，拥有一定的理念与实践结合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及格（低于 60） 理念掌握不全，反思能力弱，沟通能力没有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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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百分之 50•，期末占百分之 50.总分 100 分） 

(4) 过程考核：上课发言与平时作业，占总分百分之五十，期末作业占总分百分之五十。总

分为 100 分。 打分均为 100 分。发言加作业共三次以上为 100 分。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  师生沟通与教育效能（3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师生关系良好的法宝，为沟通成功创造条件 

2.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师生关系与教育效能 

第二节  打破“好教师”与“好学生”的神话  

3. 教学方法：讲授法 

4. 学习资料：【好教师可以避免的 20 个课题错误】，【美】Elizabeth Breaux,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5. 思考题：什么是新时期的好老师？好学生？ 

第二章  人际交往效应与师生沟通（3 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人际沟通的原理与技巧 

2.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事倍功半的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  

第二节  不可忽视的“动机效应”  

第三节   营造自己人效应  

第四节  “影响力此消彼长”效应  

3. 教学方法：讲授与思考发言相结合 

4. 学习资料：《师生沟通的艺术》，屠荣生、唐思群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

二版 

5. 思考题：设计一次谈话，运用自己人效应。设计一次运用自己人效应的谈话。 

第三章  积极聆听的原理与技巧(2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积极聆听的原理与技巧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什么是积极聆听  

第二节  怎样积极聆听  

3. 教学方法：讲授与思考发言相结合 

4. 学习资料：《师生沟通的艺术》，屠荣生、唐思群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

二版 

5. 思考题：分析一次师生谈话，思考是否运用了积极聆听的原理。设计一次与学生的积极谈

话，运用积极聆听的原理。 

第四章  师生沟通中的障碍和错误（2 课时） 

1. 教学要求：明白师生沟通中哪些障碍和错误，并且避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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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 

第一节  师生沟通中常见的错误  

第二节  师生沟通中的语言错误  

第三节  师生沟通中的沟通模式错误  

3. 教学方法：讲授与思考发言相结合 

4. 学习资料： 

《师生沟通的艺术》，屠荣生、唐思群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第二版 

《如何聆听，怎样沟通》，简.韦拉 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第一版 

5. 思考题：师生沟通中常见的错误有哪些，请列举。 

第五章  学生挫折的化解（2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学生可能你会遇到的挫折，并指导如何去化解的方法 

2.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学生受挫的原因 

第二节  形形色色的受挫反应  

第三节   学生受挫的化解与疏导 

3. 教学方法：讲授与思考发言相结合 

4. 学习资料：恰到好处的挫折：在最深处的绝望，遇见最美的意外，格雷格•里德著，王丽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 

5 .思考题：当学生遇到挫折的时候，教师如何去化解。 

第六章  表扬与批评的原则与策略（4课时） 

1. 教学要求：掌握师生沟通中的表扬与批评的原则与策略 

2.教学内容： 

第一节  表扬和奖励的是一条原则  

第二节 批评学生的六步进阶法  

3. 教学方法：讲授与思考发言相结合 

4. 学习资料：最强沟通术（The Master of Communication）,[美]戴尔 卡内基，王剑译，安徽

人民出版社，2012.6 第一版 

5. 思考题：分析 一次表扬的案例与一次批评的案例，并评价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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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The Topics on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大纲主撰人：肖正德      大纲审核人：孙德芳 

 

【课程代码】100000013                    【课程修习类型】选修 

【开课学院】教育学院                     【适用专业】师范类各专业 

【学分数】1                              【学时数】16(16/0) 

【建议修读学期】二三春秋                 【先修课程】教育学基础 

 

一、课程说明 

1.课程介绍 

本课程隶属教师教育类通识课程，主要讲授我国各主要历史阶段社会各因素与教育发展状况

的相互关系；各主要历史阶段文教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各主要历史阶段的教育制度和

学校管理的措施；各主要历史阶段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活动及教育思想。 

This course is subordinate to the general knowledge course of teacher education, 

mainly tea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main historical stages of China , the basic cont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ain historical stages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policy,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measures of school management in the main historical stages and the famous 

educationis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educa tional ideas in the mainly historical stages.  

2.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实践学时 

一 先秦时期的教育 3 3  

二 秦汉时期的教育 2 2  

三 唐宋时期的教育 3 3  

四 明清时期的教育 2 2  

五 近代教育 3 3  

六 现代教育 3 3  

3．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掌握我国各个历史阶段教育制度和学校发展的基本状况；阐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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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要历史阶段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活动及教育思想；运用中国教育史的基本知识，观照与分析

当下教育实践，初步养成古为今用、以史鉴今的能力。 

(2) 课程目标对培养要求的支撑： 

培养要求 课程支撑点 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要求：掌握中国教育制度

史、中国学校发展史和中国教

育思想史的基本知识。 

中国主要历史阶段文教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中国主

要历史阶段社会诸因素与学校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学校管理的

措施；中国著名教育思想家的生平与基本教育思想。 

教学目标 

能力要求：运用中国教育史的

基本知识，观照与分析当下教

育实践，初步养成古为今用、

以史鉴今的能力。 

运用中国教育制度史、中国学校发展史和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基

本知识，观照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学校变革与教师学生发展、

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鲜活实践，遵循历史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运用中国教育史知识分析当今教育实践，从中得到启发，初步

养成古为今用、以史鉴今的能力。 

教学目标 

4.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之以课堂讨论与自学。教师讲授主要是讲重点、释难点，讲思路、授方

法，让学生学会学习。 

5．课程资源： 

(1) 推荐教材及参考文献： 

①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孙培青、李国均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2) 课程网站： 

http：//course.jingpinke.com/details/contents?uuid=8a833999-221c4794-0122-1c479506-02ed&cou

rseID=S0601060&column=content 

6．学生成绩评定： 

(1) 考核方式：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 

(2) 评价标准： 

考核等级 评价标准 

优秀（90-100） 

1.观点明确；论据充足；论述深刻论证严谨，有一定的独创性； 

2.结构完整；层次清晰，文理通顺，表达准确，格式规范； 

3.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强。 

良好（80-89） 

1.观点明确；内容充足；论证严谨，有一定的理论性； 

2.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表达准确，格式规范； 

3.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 

中等（70-79） 

1.观点明确；内容完善；有一定的理论性； 

2.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语言流畅，格式规范； 

3.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 

及格（60-69） 
1.观点明确；内容较为充足；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2.结构较为完整；层次比较清晰。 

不及格（低于 60） 
1.内容抄袭； 

2.结构混乱；层次不分；文理不通；格式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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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30%，考核成绩 70%。 

(4) 过程考核：考勤 10%，课堂发言 10%，平时作业 10%。 

 

二、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专题一  秦汉时期的教育 

1. 教学要求：了解秦汉时期的文教政策；理解；比较 

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的异同；谈论稷下学宫的办学特色及其对当今兴办高校的启示；理解《学

记》的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2) “六艺”教育 

(3) 孔子教育思想 

(4) 墨子教育思想 

(5) 稷下学宫 

(6) 《学记》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 

(1) 教授法 

(2) 讨论法 

(3) 教育文献分析法 

4. 学习资料：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一章《原始时期的教育》；第二章《夏、商、西周与春 

秋时期的教育》；第三章《战国时期教育》。 

5. 思考题：论述六艺教育内容及其特色。比较孔子和墨子教育思想的异同。论述《学记》的

教学思想。论述稷下学宫的办学特色及其对当今兴办高校的启示。 

专题二  先秦时期的教育 

1. 教学要求：了解我国古代学校的产生于与发展；了解汉代的官学和私学的发展；理解汉代

的察举 

取士制度；理解汉代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讨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秦汉的文教政策 

(2)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 

(3) 汉代的察举取士制度 

(4) 汉代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5)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 

(1) 教授法 

(2) 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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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文献分析法 

4. 学习资料：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四章《秦汉时期教育》。 

5. 思考题：评述汉代的文教政策。评述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专题三  唐宋时期的教育 

1. 教学要求：了解唐代的文教政策；评析科举制度；理解韩愈教育思想；理解我国古代书院

的发展及其书院的教学特色；理解朱熹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理解唐代的文教政策 

(2) 科举制度 

(3) 韩愈教育思想 

(4) 宋代的书院 

(5) 朱熹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 

(1) 教授法 

(2) 讨论法 

(3) 教育文献分析法 

4. 学习资料：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六章《隋唐时期教育》；第七章《宋辽金元时期

教育》。 

5. 思考题：如何评价科举制？论述韩愈的教育思想。简述北宋三次兴学运动。论述书院的教

学特征及其当代借鉴。论述朱熹的大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目的、内容及方法。简述朱子读书法。 

专题四  明清时期教育 

1. 教学要求：了解明清的文教政策；理解八股取士；理解社学、义学和私学教育发展；理解

王守仁 

教育思想；理解黄宗曦教育思想；理解王夫子的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明清的文教政策 

(2) 八股取士 

(3) 社学、义学和私学教育 

(4) 王守仁教育思想 

(5) 黄宗曦教育思想 

(6) 王夫子的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 

(1) 教授法 

(2) 讨论法 

(3) 教育文献分析法 

4. 学习资料：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八章《明朝的教育》；第九章《清初至鸦片战争

前的教育》。 



 

— 575 — 

公  共  课 

5. 思考题：评述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评述黄宗曦的教育思想。评述王夫子的教育思想。 

专题五  近代教育 

1. 教学要求：了解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理解维新教育；比较近代学制；理

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理解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2) 维新教育 

(3) 近代学制 

(4)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5)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3. 教学方法： 

(1) 教授法 

(2) 讨论法 

(3) 教育文献分析法 

4. 学习资料：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十章《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第十一章《维新

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教育》。 

5. 思考题：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是什么？试析清末学制的性质。简述《壬

子·癸丑学制》的内容和性质。评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当今启示。 

专题六  近代教育 

1. 教学要求：了解五四时期教育改革；理解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理解职业教育思潮；理解杨

贤江教育思想；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解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 

2. 主要内容： 

(1) 五四时期教育 

(2) 平民主义教育思潮 

(3) 职业教育思潮 

(4) 杨贤江教育思想 

(5)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6) 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 

3. 教学方法： 

(1) 教授法 

(2) 讨论法 

(3) 教育文献分析法 

4. 学习资料：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十二章《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第十三章《新

文化运动时期和 20 世纪 20 年代教育》；第十四章《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5. 思考题：评述平民教育思潮。评述职业教育思潮。简述《六三三学制》的内容和特点。杨

贤江的教育思想。试析陶行知“生活教育”论。试析陈鹤琴“活教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