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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A（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1E1 英文名称：Calculus A（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和性质，掌握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计

算方法，掌握无穷小与无穷大概念，理解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函数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的求导法则和求导方法，理解函数

的微分。 

目标 3：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导数在函数极限、单调性、极值、最值及

在曲线凹凸性判定方面的应用。 

目标 4：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和积分方法。 

目标 5：理解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掌握微积分基本公式和定积分积分方法，

掌握用微元法计算一些几何量。 

目标 6：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掌握求解一阶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和二阶常

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二、课程内容 

（一）函数、极限与连续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函数的极限，极限的性质。 （2课时） 

1.2无穷小的概念与性质，无穷大的概念，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关系，无穷小

比较。 （2课时） 

1.3 极限的运算法则。 （2课时） 

1.4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2课时） 

1.5函数连续的概念，函数的间断点，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导数与微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二个实例，导数的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2课时） 

2.2 函数的和、差的求导法则，函数的积、商的求导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

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的概念，高阶导数的运算。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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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隐函数及其求导法，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2.4微分的概念，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 （2课时） 

3.2 x a 时

0

0 型未定式， x a 时



 型未定式，其它类型不定式。 

 （2课时） 

3.3 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极值。 （2课时） 

3.4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课时） 

3.5 曲线的凹凸性，曲线的拐点。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四）不定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原函数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定义，不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基本积分公式

与简单积分法。 （2课时） 

4.2第一类换元积分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4课时） 

4.3分部积分法。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五）定积分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5.1 引例，定积分的定义，定积分的性质。 （2课时） 

5.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2课时） 

5.3第一类换元积分，第二类换元积分，分部积分。 （2课时） 

5.4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2课时） 

5.5 微元法，平面图形的面积，体积。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六）微分方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2课时） 

6.3线性微分方程及其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2课时） 

习题课。（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等数学》（机电类）上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第七版上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7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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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考勤、平时表现等。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函数、极限与

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微分方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泰英、孔峰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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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函

数极限定义性

质，掌握极限

运算法则和方

法，掌握无穷

小 无 穷 大 概

念，理解函数

连续性 

目标 2：理解

导数的概念，

掌握函数的

求导法则和

求导方法，理

解函数的微

分 

目标 3：理解微

分中值定理，

掌握导数在函

数极限、单调

性、极值、最

值及在曲线凹

凸性判定方面

应用 

目标 4:理解

不定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

掌握不定积

分基本公式

和积分方法 

目标 5:理解

定积分定义，

掌握微积分

基本公式和

积分方法，掌

握用微元法

计算几何量 

目标 6：理解

微分方程概

念，掌握求解

一阶微分方

程和二阶常

系数非齐次

线性方程 

1.1函数的极限和性质 √      
1.2 无穷小概念与性
质，无穷大概念，无穷
小无穷大关系，无穷小
比较 

√    

 

 

1.3极限的运算法则 √      
1.4 极限存在准则，两
个重要极限 

√      

1.5 函数连续概念，函
数间断点，初等函数的
连续性 

√    
 

 

2.1 导数定义和几何意
义，可导与连续关系 

 √     

2.2函数的和、差、积、
商的求导法则，复合函
数的求导法则 

 √ √  
 

 

2.3 高阶导数的概念，
高阶导数的运算 

 √ √    

2.4 隐函数求导法，参
数方程确定函数的求
导法 

 √ √  
 

 

2.5 微分概念，微分基
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     

3.1 罗尔定理，拉格朗
日定理，柯西定理 

  √    

3.2洛必达法则   √    
3.3 函数的单调性，函
数的极值 

  √    

3．4函数最大值最小值   √    
3.5 曲线的凹凸性，曲
线的拐点 

  √    

4.1 不定积分定义，基
本积分公式与简单积
分法 

   √ √  

4.2 第一类换元积分
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 √  

4.3分部积分法    √ √  
5.1 定积分定义，定积
分的性质 

    √  

5.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
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  

5.3 第换元积分法，分
部积分法 

    √  

5.4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  
5.5 平面图形面积，体
积 

    √  

6.1微分方程基本概念      √ 
6.2 可分离变量微分方
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6.3 线性微分方程及其
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
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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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A（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1E2         英文名称：Calculus A（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向量和空间直角坐标系，掌握向量的运算，理解曲面及空间曲

线方程，掌握常用曲面的方程及图形，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程及其求法，

会利用平面和直线的相互关系解决有关问题。 

目标 2：理解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

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几何

应用和极值。 

目标 3：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4：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计算两类曲线积分的方法，

掌握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目标 5：理解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和运算性质，掌握函数幂级数的展开方法。 

二、课程内容 

（八）空间解析几何及向量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8.1 向量概念，向量的线性运算，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坐标运算，向量

的模、方向角、投影。 （2课时） 

8.2 两向量的数量积，两向量的数量积。 （2课时） 

8.3曲面方程的概念，旋转曲面，柱面，二次曲面。 （2课时） 

8.4 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

影。 （2课时） 

8.5平面的点法式方程，平面的一般方程，两平面的夹角。 （2课时） 

8.6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对称式方程和参数方程，两直线的夹角，直线与

平面的夹角。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九）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9.1二元函数的定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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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高阶偏导数。 （2课时） 

9.3全微分的定义。 （2课时） 

9.4复合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2课时） 

9.5 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两个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9.6 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 （2课时） 

9.7多元函数的极值，多元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重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0.1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性质。 （2课时） 

10.2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4课时） 

10.3 曲面的面积。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一）曲线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

弧长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3课时）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

坐标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3课时） 

11.3 格林公式，格林公式的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二）无穷级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2.1无穷级数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 （2课时） 

12.2正项级数及审敛法，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4课时） 

12.3函数项级数的一般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幂级数的运算性质。 

 （2课时） 

12.4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4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等数学》（机电类）下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第七版下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7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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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考勤、平时表现等。 

4.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解析几何

及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曲线积分、无穷级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朱泰英、孔峰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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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向量

和空间直角坐标

系，掌握向量的

运算，理解曲面

及 空 间 曲 线 方

程，掌握平面方

程和直线方程，

并能解决有关空

间问题。 

目标 2：理解二

元函数及极限

与连续，掌握偏

导数和全微分，

掌握多元复合

函数和隐函数

偏导数求法，掌

握微分学应用

和极值 

目标 3：理解二重

积 分 概 念 和 性

质，掌握二重积

分的计算方法及

其应用 

目标 4:理解两

类曲线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掌

握计算两类曲

线积分的方法，

掌握格林公式

及其应用 

目标 5:理解级

数概念，掌握正

项级数和任意

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

收敛域性质，掌

握幂级数展开

方法 

8.1向量概念及线性运算，

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

模、方向角、投影 

√    

 

8.2向量数量积和数量积 √     

8.3曲面方程概念，旋转曲

面，柱面，二次曲面 
√ √ √  

 

8.4 空间曲线一般方程和

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

面上的投影 

√    

 

8.5 平面点法式方程和一

般方程，两平面夹角 
√ √   

 

8.6 空间直线一般方程、对

称式和参数方程，直线及直

线与平面夹角 

√ √   

 

9.1二元函数定义、极限及

其连续性 
 √    

9.2 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

算法，高阶偏导数 
 √   

 

9.3全微分定义及应用  √    

9.4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

全微分形式不变性 
 √   

 

9.5二元隐函数求导法   √    

9.6曲线切线与法平面，曲

面切平面与法线 
 √   

 

9.7多元函数极值、最大值

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   

 

10.1 二重积分的概念，二

重积分的性质 
  √  

 

10.2 二重积分直角坐标及

极坐标计算方法 
  √  

 

10.3曲面的面积，质心   √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

概念、性质、计算 
   √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

概念、性质、计算 
   √ 

 

11.3格林公式及应用    √  

12.1级数概念和性质     √ 

12.2 正项级数、交错级数

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

件收敛 

    √ 

12.3 函数项级数概念，幂

级数及收敛域和性质 
    √ 

12.4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

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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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B（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1F1         英文名称：Calculus B（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经管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和性质，掌握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计

算方法，常见经济函数，掌握无穷小与无穷大概念，理解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函数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的求导法则和求导方法，理解函数

的微分，导数在经济中的应用。 

目标 3：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导数在函数极限、单调性、极值、最值及

在曲线凹凸性判定方面的应用，最值在经济中的应用。 

目标 4：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和积分方法。 

目标 5：理解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掌握微积分基本公式和定积分积分方法，

定积分的经济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函数、极限与连续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集合、函数、反函数、复合函数 （2课时） 

1.2基本初等函数、经济函数 （2课时） 

1.3数列与函数的定义、极限 （2课时） 

1.4无穷小、无穷大、极限运算法则 （2课时） 

1.5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2课时） 

1.6 无穷小的比较 （2课时） 

1.7 函数的连续性，连续函数的运算 （2课时） 

1.8 间断点，闭区间连续函数的性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导数与微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 导数的概念，几何意义，求导法则，基本求导公式 （2课时） 

2.2反函数及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2课时） 

2.3高阶导数的概念，高阶导数的运算 （2课时） 

2.4隐函数求导法，参数方程确定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2.5微分概念，导数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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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中值定理 （2课时） 

3.2洛必达法则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3.3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极值 （2课时） 

3.4曲线的凹凸性，曲线的拐点 （2课时） 

3.5 函数最值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四）不定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不定积分定义，基本积分公式与简单积分法 （2课时） 

4.2换元积分法（一） （2课时） 

4.3换元积分法（二） （2课时） 

4.4分部积分与简单有理积分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五）定积分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定积分的概念、性质、基本公式 （2课时） 

5.2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 （2课时） 

5.3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 （2课时） 

5.4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与经济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经济数学--微积分》吴传生，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第七版上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7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作业等。 

6.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函数、极限与

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等。 

7.  

五、附件 

 

制定人： 郭鹏，熊恺平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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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函数极

限的描述性定义和

性质，掌握函数极

限的运算法则和计

算方法，常见经济

函数，掌握无穷小

与无穷大概念，理

解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函

数导数的概念，

掌握函数的求

导法则和求导

方法，理解函数

的微分，导数在

经济中的应用。 

目标 3：理解微分

中值定理，掌握导

数在函数极限、单

调性、极值、最值

及在曲线凹凸性判

定方面的应用，最

值在经济中的应

用。 

目标 4:理解

不定积分的

概 念 和 性

质，掌握不

定积分基本

公式和积分

方法。 

目标 5:理解定

积分定义，掌握

微积分基本公

式和积分方法，

定积分的经济

应用。 

1.1集合、函数、反函数、

复合函数 
√    

 

1.2基本初等函数、经济函

数 
√    

 

1.3数列与函数的定义、极

限 
√    

 

1.4无穷小、无穷大、极限

运算法则 
√    

 

1.5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

要极限 
√    

 

1.6 无穷小的比较 √     

1.7 函数的连续性，连续函

数的运算 
√    

 

1.8 间断点，闭区间连续函

数的性质 
√    

 

2.1 导数的概念，几何意

义，求导法则，基本求导公

式 

 √   
 

2.2 反函数及复合函数的

求导法则 
 √ √  

 

2.3高阶导数的概念，高阶

导数的运算 
 √ √  

 

2.4隐函数求导法，参数方

程确定函数的求导法 
 √ √  

 

2.5微分概念，导数在经济

分析中的意义 
 √   

 

3.1中值定理   √   

3.2洛必达法则   √   

3.3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

极值 
  √  

 

3．4 曲线的凹凸性，曲线

的拐点 
  √  

 

3.5 函数最值在经济分析

中的应用 
  √  

 

4.1不定积分定义，基本积

分公式与简单积分法 
   √ √ 

4.2换元积分法（一）    √ √ 

4.3换元积分法（二）    √ √ 

4.4 分部积分与简单有理

积分 
    √ 

5.1定积分的概念、性质、

基本公式 
    √ 

5.2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     √ 

5.3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     √ 

5.4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与

经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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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B（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1F2         英文名称：Calculus B（2）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管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B（1）》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

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几何

应用和极值。 

目标 2：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一阶、二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掌握一阶、二阶差分方

程的求解方法。 

目标 4：理解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和运算性质，掌握函数幂级数的展开方法。 

 

二、课程内容 

（八）多元函数微分学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8.1多元函数定义、概念 （2课时） 

8.2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全微分 （2课时） 

8.3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2课时） 

8.4隐函数求导法 （2课时） 

8.5多元函数极值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九）二重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9.1二重积分(一) （2课时） 

9.2二重积分（二）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10.1微分方程一般概念，分离变量法 （2课时） 

10.2一阶线性微分方程解法 （2课时） 

10.3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的结构，二阶齐次微分方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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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课 （2课时） 

10.4二阶非齐次微分方程 （2课时） 

10.5差分与差分方程，一阶差分方程的解法 （2课时） 

10.6二阶差分方程的解法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一）无穷级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1.1常数项级数概念和性质 （2课时） 

11.2等比级数及其应用，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 （2课时） 

11.3正项级数审敛法 （2课时） 

11.4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2课时） 

11.5函数项级数概念，幂级数及收敛域和性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复习课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经济数学--微积分》吴传生（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第七版下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7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表现、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多元函数微分法

及其应用、二重积分、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无穷级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玲，仝兆佳  审核人： 郭鹏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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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二元函数

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

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

微分的概念，掌握多元

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

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

元函数微分学几何应用

和极值。 

目标 2：理解二

重积分概念和

性质，掌握二重

积分的计算方

法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一阶、

二阶线性微分方程

的求解方法，掌握

一阶、二阶差分方

程的求解方法。 

 

目标 4:理解无穷级

数的概念和性质，

掌握正项级数和任

意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其收

敛域和运算性质，

掌握函数幂级数的

展开方法。 

8.1多元函数定义、概念 √    

8.2 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

全微分 
√   

 

8.3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    

8.4隐函数求导法  √    

8.5多元函数极值 √    

9.1二重积分(一)  √   

9.2二重积分（二）  √   

10.1微分方程一般概念，分离变

量法 
  √ 

 

10.2一阶线性微分方程解法   √  

10.3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的解的结构，二阶齐次微分方程 
  √ 

 

10.4二阶非齐次微分方程   √  

10.5差分与差分方程，一阶差分

方程的解法 
  √ 

 

10.6二阶差分方程的解法   √  

10.7差分方程的简单应用   √  

11.1常数项级数概念和性质    √ 

11.2等比级数及其应用，无穷级

数的基本性质 
   √ 

11.3正项级数审敛法    √ 

11.4 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

条件收敛 
   √ 

11.5函数项级数概念，幂级数及

收敛域和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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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数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4P1         英文名称：Discrete Mathemat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信息学院各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命题逻辑的各种概念和基本定理，掌握逻辑联结词及真值表，

掌握命题公式的类型和判定，掌握命题逻辑的等值演算及 24个公式，掌握命题

逻辑逻辑公式范式的定义和求法，学会用数学的思想解决逻辑的问题，掌握推理

的定义，掌握推理规则及推理定律。 

目标 2：掌握一阶逻辑的各种概念和基本定理，掌握一阶逻辑公式的定义，

掌握合式公式的解释，掌握一阶逻辑 14个等值式，会求前束范式。 

目标 3：掌握集合的基本概念和幂集，掌握集合的基本运算公式和集合元素

的计数方法，学会用文氏图解决集合中元素的计算问题，掌握集合笛卡儿积和二

元关系的计算，并了解关系的各种性质。 

目标 4：掌握有向图和无向图的数学定义，掌握图的基本概念，掌握图的通

路回路和图的连通性，掌握图的矩阵表示，掌握图的着色，掌握图的最短路径及

Dijkstra算法，学会利用握手定理计算图的边数和顶点数。掌握欧拉图的定义和

判定方法，掌握哈密顿图的定义，并了解二部图和平面图的概念。 

目标 5：掌握无向树的定义，掌握生成树和最小生成树的概念，掌握树的顶

点数和边数的关系，掌握有向树的概念和根树的应用，学会求最小生成树和最优

二元树的算法，掌握最优二元树在通信编码中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命题逻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1命题符号化及联结词。 （2课时） 

1.2命题公式的定义、命题公式的赋值及分类。 （1课时） 

1.3命题公式的等值演算的定义、等值演算的公式及应用。 （2课时） 

1.4命题公式范式的定义，掌握主析取范式和主合取范式的求法及应用。 

 （3课时） 

1.5-1.6掌握联结词的全功能集，掌握用主析取范式及奎因莫克拉斯基方法

求组合电路的最简展开式。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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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推理理论，掌握推理规则及推理定律。 （2课时） 

1.8 命题逻辑习题课。 （2课时） 

（二）一阶逻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一阶逻辑的基本概念，掌握一阶逻辑命题符号化。 （2课时） 

2.2了解一阶逻辑合式公式的定义，掌握合式公式的解释，判断合式公式的

类型。 （2课时） 

2.3掌握一阶逻辑等值演算的定义和公式，用等值演算公式求前束范式。 

 （2课时） 

2.4 一阶逻辑习题课。 （2课时）  

（三）集合论 关系与函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3.3 集合的基本概念，幂集，掌握集合的基本运算公式，集合元素的计

数方法，文氏图的概念与应用。 （2课时） 

4.1集合的笛卡儿积与二元关系的定义。 （1课时） 

4.2-4.3 关系的运算与关系的性质。 （1课时） 

（四）图的基本概念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5.1  无向图及有向图的定义、握手定理及应用、图的各种概念、图的同构。 

 （2课时） 

5.2  图的通路、回路及图的连通性的概念及判定、点割集、边割集。 

 （2课时） 

5.3  图的矩阵表示、无向图的关联矩阵、有向图的关联矩阵、邻接矩阵、

可达矩阵。 （2课时） 

5.4 图的最短路径及 Dijkstra算法、图的着色及应用。 （2课时） 

5.5 图的基本概念习题课。 （2课时） 

（五）特殊的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6.3 二部图的概念、欧拉图的定义和判定、哈密顿图的定义。 （2课时） 

（六）树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7.1 无向树的概念及等价定义、生成树及最小生成树、避圈法。 （2课时） 

7.2 有向树的概念、根树、最优二元树、最佳前缀码的应用。 （2课时） 

7.3 树的习题课。（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离散数学》（第五版）耿素云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离散数学》（第三版），曲婉玲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1 

2. 《离散数学习题解答》（第五版），耿素云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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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离散数学及其应用》（第 7 版）肯尼思 H.罗森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01 

4. 《离散数学》（第 1 版），杨炳儒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程考勤、课程作业以及平时表现等。 

2.期末考试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命题逻辑、一阶

逻辑、集合论的概念与计算、关系的定义和性质、图的基本概念、特殊的图

及其应用、树的基本概念和应用等。 

 

 

 

制定人： 武文佳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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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命题

逻辑的各种概念

和基本定理 

目标 2：掌握一

阶逻辑的各种概

念和基本定理 

目标 3：掌握集

合的基本概念和

二元关系 

目标 4:掌握图

的基本概念、

性质及其应用 

目标 5：掌握树

的基本概念及

其应用 

1.1命题符号化及联结词 √     

1.2命题公式及分类 √     

1.3等值演算 √     

1.4范式 √     

1.5联结词全功能集 √     

1.6组合电路 √     

1.7 推理理论 √     

2.1一阶逻辑基本概念  √    

2.2 一阶逻辑合式公式及解

释 
 √    

2.3 一阶逻辑等值式与前束

范式 
 √    

3.1-3.2 集合的基本概念，

基本运算 
√  √   

3.3集合中元素的计数   √   

4.1 集合的笛卡儿积与二元

关系 
  √   

4.2 关系的运算   √   

4.3 关系的性质   √   

5.1无向图及有向图    √  

5.2 通路、回路、图的连通

性 
   √  

5.3图的矩阵表示    √  

5.4最短路径和着色    √  

6.1-6.3二部图，欧拉图， 

哈密顿图 
   √  

7.1无向树及生成树     √ 

7.2根树及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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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英文名称：Complex Function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课程代码：533005A1 

学分/学时：3 学分/48 学时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B、微积分 

后续课程：信号与系统分析，数字信号处理等 

 

一、课程性质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是电气与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工程中必备的数学知识和基本理论、基

本分析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专

业学习和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该课程为后续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原理、

电路、集成电路设计等课程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 

课程目标 1、掌握复数的代数表示与几何表示(三角表达式与指数表达式),掌

握复数的四则运算与乘幂、方根运算。能将复变函数的极限转化为相应实变函数

的极限并计算。知道复变函数连续性的定义。 

课程目标 2、理解可导函数与解析函数的概念。会用定义求简单复变函数的

导数。掌握复变函数的求导法则。理解复变函数可导与解析的充要条件，会用该

条件判断复变函数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知道复变函数中指数函数、对数函数、

幂函数、三角函数的定义以及各自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并掌握导数公式。 

课程目标 3、掌握积分的参数方程法。理解柯西古萨基本定理、闭路变形原

理与复合闭路定理，会用它们计算积分。掌握柯西积分公式与高阶导数公式。理

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并会用它们计算积分，掌握洛朗级数和留数的计算方

法。 

课程目标 4、理解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掌握几类初等函数的

拉普拉斯变换。理解并能运用拉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质、微分性质、位移性质、

延迟性质等，并会利用它们求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会用部分分式法求拉普拉斯

逆变换。理解卷积的概念与基本性质，会用卷积定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掌握利

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的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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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数与复变函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主要讲复数的概念，复数的四则运算及共轭运算；复数的各种表示方法；辐

角定理；复平面、模与辐角的概念，复球面、无穷远点及扩充复平面的概念；复

变函数以及映射的概念，复变函数与而二元实函数的关系；复变函数的极限与连

续的概念、性质，熟悉复变函数数的极限和连续性与实变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之

间的区别与联系。 （对应毕业要求：1.1,2.2） 

重点掌握熟练掌握复数的各种表示法；乘积与商的模与辐角定理，方根运算

公式；。 

（二）解析函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主要讲复变函数的导数以及解析函数的概念，掌握连续、可导、解析之间的

关系及求导方法；函数可导与解析的判别法，柯西-黎曼方程。 

 （对应毕业要求：1.1, 2.2）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连续、可导、解析之间的关系及求导方法。函数可导与

解析的判别法，掌握并应用柯西-黎曼方程。 

（三）复变函数的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主要讲复积分定义，复积分计算的一般方法；柯西-古萨定理；变上限函数的

性质，复不定积分与原函数的概念，牛顿莱不尼茨公式；复合闭路原理，柯西积

分公式及高阶导数公式；共轭调和函数的求法。 （对应毕业要求：1.1, 2.2）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复积分计算的一般方法，柯西-古萨定理，西积分公式，共

轭调和函数的求法。 

（四）复变函数项级数和留数模块对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主要讲复数列的极限概念，级数理论、级数的性质，阿贝尔定理，泰勒展开

定理，函数展开成泰勒级数的方法；罗朗级数的概念、性质，理解罗朗展开定理，

孤立奇点的概念及其分类，掌握可去奇点、极点与本性奇点的特征，留数的概念，

计算留数的一般方法。 （对应毕业要求：1.1, 2.2）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复变函数级数收敛半径的求法，泰勒展开式，洛朗级数，

留数的计算方法。 

（五）积分变换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主要讲理解拉氏变换及其逆变换的概念，拉氏变换与傅氏变换的区别，拉氏

变换的存在定理；拉氏变换的线性、相似、积分、位移以及延迟性质，拉氏变换

的性质求函数的拉氏变换及其逆变换；复反演积分公式，应用留数计算像原函数

的方法；卷积的概念，卷积定理；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的拉氏变换解法。 

 （对应毕业要求：1.1, 2.2）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拉氏变换的性质，求常见函数的拉氏变换及逆变换，掌握

卷积定理，掌握拉氏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 

四、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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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达成目

标值 
课程目标与达成途径 

指标点 1.1：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

知识用于解决电

气工程领域的复

杂工程问题。 

0.2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

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复变函数、解析函数、复变函数积分、

洛朗级数、留数、积分变换等知识，中间穿插讲解案例，

如何利用所学解决工程问题，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主

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应用工程数学应用的不同领

域。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

巩固。 

指标点 2.2:能够

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

基本原理，适当表

述电气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建立模型并求解。 

0.1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1、课程目标 2、课程目标 3、课程

目标 4 

达成途径：讲授复变函数、解析函数、复变函数积分、

洛朗级数、留数、积分变换等内容，通过案例的形式讲

授所学知识如何在工程中应用；通过学生查阅资料、自

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环节了解工程数学应用的不同领域。

并通过课堂提问/讨论、作业及答疑、实验等进一步巩固。 

五、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综合考核方式，即： 

总成绩=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平时成绩分为 2部分：作业（20%、）

平时表现（出勤率、课堂提问、课堂讨论）（20%），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类型 评价环节 
支持（评估）毕业要

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40%） 

作业 

（课后作业或小测试，教师根据情

况自定） 

1.1，,2.2 20 

平时表现 

（出勤、课堂提问、课堂讨论、查

阅资料） 

1.1，,2.2 20 

期末考试 

（60%） 

主要考核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整体

掌握程度，基本分析计算能力，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题型主要有填空题、选

择题、计算题、证明题等 

1.1，2.2 60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复变函数》西安交大 王绵森 编  高教出版社 2008年 6月 

2.《积分变换》（第五版）  东南大学 张元林 编  高教出版社 2012年 6月 

 

制定人： 郭鹏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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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5P1 英文名称：Complex Function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微积分 A(2) 

后续课程：信号与系统分析，数字信号处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复数的代数表示与几何表示(三角表达式与指数表达式),掌握复

数的四则运算与乘幂、方根运算。能将一个复变函数化为相应的二个二元实变函

数。能将复变函数的极限转化为相应实变函数的极限并计算。知道复变函数连续

性的定义。会根据定义判断复变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可导函数与解析函数的概念。会用定义求简单复变函数的导数。

掌握复变函数的求导法则。理解复变函数可导与解析的充要条件，会用该条件判

断复变函数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知道复变函数中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

数、三角函数的定义以及各自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并掌握导数公式。 

目标 3：知道复变函数积分的概念。掌握积分的参数方程法。理解柯西古萨

基本定理、闭路变形原理与复合闭路定理，会用它们计算积分。掌握柯西积分公

式与高阶导数公式。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并会用它们计算积分。 

目标 4：理解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理解单位阶跃函数与单位脉冲函数的概

念，掌握其拉普拉斯变换。掌握几类初等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理解并能运用拉

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质、微分性质、位移性质、延迟性质等，并会利用它们求函

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会用部分分式法求拉普拉斯逆变换。理解卷积的概念与基本

性质，会用卷积定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掌握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的

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复数与复变函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时） 

1.1复数的代数表示与几何表示(三角表达式与指数表达式)。复数的四则运

算与乘幂、方根运算。 （2课时） 

1.2复变函数的概念。复变函数转化为相应的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极限的概

念与计算方法。复变函数连续性的定义与判定方法。 （2课时） 

（二）解析函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可导函数与解析函数的概念。用定义求简单复变函数的导数。复变函数

的求导法则。复变函数可导与解析的充要条件，用该条件判断复变函数的可导情

况与解析情况。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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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三角函数的定义。它们的简单的运算性

质。它们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以及导数公式。 （2课时） 

习题课。 （1课时） 

（三）复变函数的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复变函数积分的概念。积分的参数方程法。 （2课时） 

3.2用柯西—古萨基本定理、闭路变形原理与复合闭路定理计算复变函数的

积分。 （2课时） 

3.3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以及利用它们计算积分的方法。 （2课时） 

3.4 利用柯西积分公式与高阶导数公式计算积分的方法。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四）积分变换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拉普拉斯变换的概念。单位阶跃函数与单位脉冲函数的概念及其拉普拉

斯变换。几类初等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2课时） 

4.2拉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质、微分性质、位移性质、延迟性质等。利用性

质求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2课时） 

4.3用部分分式法求函数的拉普拉斯逆变换。卷积的概念与基本性质。用卷

积定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 （2课时） 

4.4拉普拉斯变换的应用。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复变函数》            西安交大 王绵森 编  高教出版社 2008年 6月 

《积分变换》（第五版）  东南大学 张元林 编  高教出版社 2012年 6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李红 谢法松 编   高教出版社 2008年 6月 

2.《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张光明 郑修才 编 高教出版社 2006年 1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复数的表示方法

与运算、计算复变函数的极限、判断复变函数的解析情况与可导情况、计算

复变函数的积分、求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与逆变换、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

微分方程等 

 

制定人： 崔汉哲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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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复

数的表示方法,掌握

复数的四则运算与

乘幂、方根运算。掌

握复变函数的基本

性质函数。会计算复

变函数的极限。会根

据定义判断复变函

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

可导函数与解析

函数的概念。知道

复变函数中指数

函数、对数函数、

幂函数、三角函数

的定义。 

 

目标 3：知道复

变函数积分的概念。

掌握积分的三种方

法：参数方程法，原

函数与不定积分，闭

路积分的积分方法。 

 

目标 4:理解

拉普拉斯变换的

定义。掌握拉普拉

斯变换与逆变换。

掌握利用拉普拉

斯变换求解微分

方程的方法。 

 

1.1复数及其基本性质 √    

1.2复变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    

2.1解析函数  √   

2.2初等函数  √   

3.1积分的概念。参数方程法   √  

3.2柯西古萨基本定理及其推论   √  

3.3原函数与不定积分   √  

3.4 柯西积分公式与高阶导数

公式 
  √  

4.1拉普拉斯变换的概念    √ 

4.2拉普拉斯变换的性质    √ 

4.3拉普拉斯逆变换，卷积    √ 

4.4拉普拉斯变换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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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6B1 英文名称：Operations Research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管类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线性规划问题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和过程，掌握线性规划各种

模型转化的方法，掌握线性规划问题基、基解、基可行解、可行基概念，求解线

性规划的基本理论，掌握单纯形方法的理论和算法过程，了解大 M 法和两阶段

法 ，了解线性规划在经济管理中的一些实际应用。 

目标 2：掌握原问题与对偶问题，握对偶问题的基本性质，熟练掌握写出一

个线性规划问题的对偶问题和利用松弛定理判别原问题与其对偶问题最优解之

间的关系，掌握偶单纯形法，了解影子价格的经济意义，掌握灵敏度分中资源数

量变化的分析和目标函中价值系数的变化分析，了解技术系数的变化分析。 

目标 3：理解运输问题的一般模型，熟练运用表上作业法求解运输问题，能

够利用运输问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了解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题的概念、解法及

其理论依据。 

目标 4：理解整数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和整数规划问题的分类，了解分支定

界法，掌握割平面法，掌握分配问题的数学模型。 

目标 5：掌握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掌握目标规划的图解法，了解目标规划

的单纯形法，了 

解目标规划的层次算法。 

目标 6：了解图的基本概念，掌握避圈法和破圈法求最小支撑树的方法，掌

握最短路的 

Dijkstra 算法，掌握求最大流标号算法，了解最小费用流。 

二、课程内容 

（一）  线性规划及单纯形  (12学时) 

1.1运筹学性质、特点、知识体系、发展简史、应用范围。 （1课时） 

1.2线性规划问题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和过程,线性规划各种模型转化的方

法, 线性规划问题的可行解、最优解和标准形式的线性规划问题的基、基解、基

可行解、可行基概念。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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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线性规划的图解法，图解法得到的线性规划解的几种情况。（1课时） 

1.4线性规划的预备知识凸集和顶点，求解线性规划的基本理论。（2课时） 

1.5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用单纯形表求解线性规划问题。 （3课时） 

1.6大 M 法和两阶段法的理论和方法。 （2课时） 

1.7线性规划在经济管理中的一些实际应用。 （2课时） 

（二）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 (8学时) 

2.1 线性规划对偶理论的基本内容及经济意义。 （1课时） 

2.2 对偶问题的基本性质。 （2课时） 

2.3影子价格及其的经济意义。 （1课时） 

2.4 对偶单纯形法的计算方法。 （2课时） 

2.5 线性规划问题中几个参数变化的灵敏度分析。 （2课时） 

（三）  运输问题 (6学时) 

3.1 运输问题的一般模型，运输问题的特殊性。 （2课时） 

3.2 运用表上作业法求解运输问题，掌握确定初始可行解的西北角法、最小

元素法、Vogel法和求检验数的闭回路法、位势法等，能够利用运输问题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 （2课时） 

3.3 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题的概念、解法及其应用。 （2课时） 

（四）整数规划与分配问题 （6学时） 

4.1 整数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和整数规划问题的分类。 （1课时） 

4.2 分配问题的数学模型。 （1课时） 

4.3求解整数规划的分枝定界法，割平面法。 （2课时） 

4.4 整数规划模型的应用 （2课时） 

（五）目标规划 (6学时) 

5.1 问题的提出与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目标规划的图解分析法。 

 （2课时） 

5.2 用单纯形法求解目标规划，目标规划的层次算法。 （4课时） 

（六）图与网络分析 (10学时) 

6.1 图的基本概念，树的性质及最小部分树，用避圈法和破圈法求最小部分

树。 （2课时） 

6.2 最短路的 Dijkstra算法。 （2课时） 

6.3网络的最大流的概念，最大流最小割定理，求网络最大流的标号算法。 

 （4课时） 

6.4 最小费用流。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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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基础及应用(第六版) 》 ，胡运权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2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运筹学基础》,李荣钧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8月 

2、《实用运筹学》,郝英奇等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9月 

3、《管理运筹学（第四版）》 ，韩伯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2月 

4、《管理运筹学教程》 ，赵鹏、张秀媛、孙晚华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 3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8.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包括作业、课堂表现及考勤等)。 

9.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线性规划单纯

形、对偶问题及灵敏度分析、运输问题表上作业法，整数规划、目标规划、图与

网络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玲  ；审核人 郭鹏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赵鹏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张秀媛
http://www.gg1994.com/ProductList.do?Author=孙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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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线性规划模

型，学会线

性规划单纯

形法 

目标 2：掌握

对偶理论，

学会灵敏度

分析 

目标 3：掌握

表 上 作 业

法，利用运

输问题解决

一些实际问

题 

目标 4：掌握

整数规划模

型，学会割

平面法 

目标 5：掌握

目标规划的

数学模型，

学会图解法  

目标 6：掌握

最 短 路 算

法，学会求

最大流算法 

1.1 一般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学

模型  
√   

   

1.2 图解法  √      

1.3 单纯形法原理  √      

1.4 单纯形法的计算步骤 √      

1.5 单纯形法的进一步讨论  √      

1.6 改进单纯形法 √      

1.7 应用举例 √      

2.1 对偶问题  √     

2.2 原问题与对偶问题   √     

2.3 对偶问题的基本性质   √     

2.4 影子价格   √     

2.5 对偶单纯形法  √     

2.6 灵敏度分析  √     

3.1 运输问题的典例和数学模

型  
  √ 

   

3.2 表上作业法    √    

3.3 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题及

其应用 
  √ 

   

4.1 整 数 规 划 的 特 点 及 作

用   
   √ 

  

4.2 分配问题与匈牙利法      √   

4.3 分枝定界法     √   

4.4 割平面法    √   

4.5 应用举例     √   

5.1 问题提出与目标规划的数

学模型 
    

 √  

5.2 目标规划的图解分析法      √  

5.3 用单纯形法求解目标规

划  
   

 √  

5.4 求解目标规划的层次算法     √  

5.5应用举例     √  

6.1 图的基本概念与模型        √ 

6.2 树图和图的最小部分树       √ 

6.3 最短路问题       √ 

6.4 网络最大流       √ 

6.5 最小费用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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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A（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8B1        英文名称：University Physics A(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全校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后续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点运动学两类问题和圆周运动，学会应用动量守恒定律、机

械能守恒定律和功能原理求解质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了解转动定律和转动

惯量。 

目标 2：掌握振动方程的计算，学会用旋转矢量法求解初相位，掌握波动方

程的计算，了解光的相干条件，掌握干涉、衍射和偏振的原理和计算。 

目标 3：掌握气体动理论，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各等值过程中的应用，掌

握热机效率的计算，了解卡诺循环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目标 4：学会误差计算和实验数据处理的方法，掌握示波器的使用、扭摆法

测定物体转动惯量、分光计及其应用、温度传感器特性的研究。 

二、课程内容 

（一）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1.1绪论，微积分基础和矢量的概念，参照系、坐标系和质点的概念，描述

质点运动的物理量：位置矢量、运动方程、轨迹方程、位移、路程、速度、加速

度，两类运动学问题。 （3课时） 

1.2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及角量与线量之间的关系，质点作圆周运动时的角

速度、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法向加速度。 （2课时） 

1.3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及其适用范围，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

摩擦力。使用隔离法分析物理对象，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分析和解决基本力学问题。 

 （2课时） 

1.4动量、冲量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应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求解质

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 （2课时） 

1.5功、动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用动能定理进行有关的计算。保守力、

势能和机械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机械能守恒定律、功能原理和能量守恒定律

及其意义，并能进行有关的计算。 （4课时） 

1.6刚体模型和刚体的基本运动，刚体运动与质点运动的区别和联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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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坐标、角位移、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概念及其运动学公式。转

动定律，转动惯量的概念。 （2课时） 

1.7力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二）振动、波动和光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2.1简谐振动模型，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

率、相位、振幅的意义及确定方法，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旋转矢量法，并

能用以分析有关问题。 （3课时） 

2.2简谐振动的能量概念。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

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条件。 （1课时） 

2.3描述波动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机械波产生的条

件、波函数的各种表达式。根据已知质元的振动表达式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波形图线。 （2课时） 

2.4波的能量传播特征及平均能流、平均能流密度等概念。惠更斯原理和波

的叠加原理。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相位差和波程差的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

加后振幅加强和减弱的条件。 （1课时） 

2.5原子发光的特点，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

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装置和实验规律，干涉条纹的分布特点及其应用，并能作相

应的计算。光程概念以及光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反射时产生半波损失的条件。

薄膜等厚干涉的原理。 （4课时） 

2.6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分析单缝夫琅禾费衍

射的半波带法，能够根据衍射公式确定明、暗条纹分布。光栅衍射条纹的成因和

特点，光栅公式，确定谱线位置的方法。 （2课时） 

2.7自然光、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的意义，偏振器起偏和检偏的方法和原理。

马吕斯定律，并能正确运用它来计算有关问题。光在各向同性介质界面上反射和

折射时偏振状态的变化。布儒斯特定律，并能作相应计算。 （2课时） 

2.8振动、波动和光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三）热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其应用。理想气

体压强（压强公式不要求推导）和温度的统计意义。自由度概念，理解能量均分

定理及理想气体的内能公式。 （4课时） 

3.2准静态过程、平衡态、平衡过程、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等概念，能够

计算功、热量、内能并理解其相互关系。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热力学第一定

律在理想气体各等值过程与准静态绝热过程中的应用。 （4课时） 

3.3循环过程的意义，热机循环和致冷机循环中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特点，热

机效率的计算。卡诺循环及其效率公式，卡诺定理对提高热机效率的意义。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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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二定律的物理意义和微观统计意义。 （2课时） 

3.4热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四）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4.1绪论、测量误差与实验数据处理，包括物理实验的地位及作用，物理实

验课的基本程序及学习方法，测量误差和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4.2示波器的使用，包括使用示波器观察各种电信号的波形，测量电压信号

的大小及频率，低频信号发生器的使用。 （3课时） 

4.3扭摆法测定物体转动惯量，包括用扭摆测定几种不同形状物体的转动惯

量和弹簧的扭转常数，并与理论值进行比较，验证转动惯量平行轴定理。（3课时） 

4.4分光计及其应用，包括分光计的结构及各项调节要求，分光计测量光波

波长的原理和方法，测量纳光灯光波波长。 （3课时） 

4.5温度传感器特性的研究，包括用恒电流法和直流电桥法测量热电阻，测

量铂电阻和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特性，测量电压型、电流型和 PN结温度

传感器的温度特性。 （3课时） 

4.6实验模块的小结、复习。 （2课时） 

（五）总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学物理学》（第 2 版）上册，袁艳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2.《大学物理实验》，杨党强等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理学教程》（第 2 版）上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2.《物理学教程》（第 2 版）下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3.《普通物理学》（第 7 版）上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4.《普通物理学》（第 7 版）下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5%)及考勤作业

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点运动学两

类问题、圆周运动、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振动方程和波动方程的计算、

干涉、衍射和偏振的原理和计算、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各等值过程中的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袁艳红、杨党强、赵华、柯磊、陈锐   

审核人：柯磊  批准人：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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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质点力

学、了解刚体定轴转

动的转动定律和转动

惯量 

目标 2：学会计算振

动方程和波动方

程，掌握干涉、衍

射和偏振的原理和

计算 

目标 3：掌握气体动

理论和热力学基础 

目标 4：学会误差

计算和实验数据

处理的方法，掌

握示波器的使用

等实验 

1.1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 √    

1.2圆周运动 √    

1.3牛顿运动三定律的应用 √    

1.4 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的

计算 
√    

1.5 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

和功能原理的应用 
√    

1.6转动定律和转动惯量 √   √ 

2.1简谐振动、旋转矢量法  √  √ 

2.2简谐振动的能量和合成  √   

2.3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求解

和物理意义 
 √   

2.4波的能量和干涉  √   

2.5 杨氏双缝干涉的计算、薄膜

干涉的原理 
 √  √ 

2.6 单缝夫琅禾费衍射和光栅衍

射的计算 
 √  √ 

2.7 马吕斯定律和布儒斯特定律

的计算 
 √   

3.1气体动理论   √  

3.2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及应

用 
  √  

3.3 循环过程、卡诺循环和热力

学第二定律 
  √  

4.1 绪论、测量误差与实验数据

处理 
   √ 

4.2示波器的使用  √  √ 

4.3扭摆法测定物体转动惯量 √   √ 

4.4分光计及其应用  √  √ 

4.5温度传感器特性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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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A（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8B2        英文名称：University Physics A(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全校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A（1） 

后续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高斯定理的应用，学会电势的计算，掌握典型电容器电容的计

算方法。 

目标 2：掌握安培环路定理，学会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学会应用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掌握动生电动势的计算，了解感生电

场的基本性质。 

目标 3：学会狭义相对论中长度收缩和时间延缓的计算，掌握狭义相对论动

力学。了解黑体的概念，掌握光电效应、康普顿散射、氢原子的波尔理论、实物

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了解不确定关系。 

目标 4：学会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量方法，掌握电表改装与校准、集

成霍耳传感器的特性研究及应用、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太阳电池伏安特性的研

究。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的物理意义、点电荷的电场强度，点电荷系、任意

带电体的电场强度的计算。 （4课时） 

1.2电场线、电场强度通量的计算、高斯定理，高斯定理求解带电系统电场

强度的方法。 （4课时） 

1.3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能、电势和电势差的概念，电势的计算。 

 （3课时） 

1.4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导体达到静电平衡状态时电荷及电场强度的分布

特征，结合静电平衡条件分析静电感应、静电屏蔽等现象。 （2课时） 

1.5电容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典型电容器电容的计算方法。电容器的储能

公式，电场能量密度的概念，电场能量的简单计算。 （3课时） 

1.6电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二）磁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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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恒定电流、磁场、磁感应强度的概念。毕奥-萨伐尔定律，计算一些简单

几何形状的载流导体（如载流直导线、载流圆形导线等）产生的恒定磁场分布。 

 （3课时） 

2.2稳恒磁场的规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应用安培环路定理计

算某些具有对称性载流导体产生磁感应强度的方法。计算简单非均匀磁场中，某

回路包围面积上的磁通量。 （4课时） 

2.3安培定律，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载流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洛仑

兹力的物理意义和判断洛仑兹力方向的方法，计算运动电荷所受到的磁场力并能

分析匀强磁场中电荷运动的规律。霍耳效应的机理。 （3课时） 

2.4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物理意义，应用楞次定律准确判断感应电动势

的方向，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2课时） 

2.5动生电动势的计算，从电磁感应现象引出的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的概

念，感生电场的两条基本性质以及它与静电场的区别。 （2课时） 

2.6自感现象，简单回路的自感系数和自感电动势的计算方法，互感现象，

互感系数是回路之间电磁耦合强弱的量度，计算简单回路的互感系数及互感电动

势。 （1课时） 

2.7磁场能量及能量密度的概念，磁场能量定域于磁场中，一些简单模型的

磁场能量的计算方法。 （1课时） 

2.8磁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三）近代物理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伽利略变换式、洛伦兹坐标变换式，狭义相对论中长度收缩和时间延缓

概念，一维情况的洛伦兹速度变换式。 （2课时） 

3.2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观以及其与经典时空观的差异，狭义相对论中质量

和速度的关系，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基本方程，狭义相对论中质量和能量的关系，

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 （2课时） 

3.3热辐射及黑体的概念，黑体单色辐出度与频率的关系，普朗克公式及其

物理意义。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散射，光子概念，利用光子概念解释光电效应和康

普顿散射。 （2课时） 

3.4氢原子光谱的形成及氢原子的波尔理论。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及联系

波粒二象性的基本公式。不确定关系及其物理定义。 （2课时） 

3.5近代物理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四）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4.1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量方法介绍，主要学习计时仪器、测温仪器、

信号发生器、测量显微镜等常用测量仪器的结构原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比

较法、放大法、模拟法、干涉法、补偿法等常用测量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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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电表改装与校准，将 1mA表头改成较大量程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方法。 

 （3课时） 

4.3集成霍耳传感器的特性研究及应用，包括测量螺线管励磁电流与集成霍

耳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关系，证明励磁电流与磁感应强度成正比，测量螺线管内磁

感应强度沿螺线管中轴线的分布，并与相应的理论曲线比较，测量载流圆线圈和

亥姆霍兹线圈的轴线上的磁场分布。 （3课时） 

4.4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包括用模拟方法来测绘具有相同数学形式的物理

场，初步学会用模拟法测量和研究二维静电场。 （3课时） 

4.5太阳电池伏安特性的研究，包括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测量太

阳电池的伏—安特性。 （3课时） 

4.6实验模块的小结、复习。 （2课时） 

（五）总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学物理学》（第 2 版）下册，袁艳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3 

2.《大学物理实验》，杨党强等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理学教程》（第 2 版）上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2.《物理学教程》（第 2 版）下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3.《普通物理学》（第 7 版）上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4. 《普通物理学》（第 7 版）下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5%)及考勤作业

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高斯定理的应用、

电势的计算、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动生

电动势的计算、狭义相对论、量子物理。 

五、附件 

 

制定人：袁艳红、杨党强、赵华、柯磊、陈锐   

审核人：柯磊  批准人：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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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高斯定

理、典型电容器电容

的计算 

目标 2：掌握安培环

路定理、动生电动

势的计算 

目标 3：学会长度收

缩和时间延缓的计

算，掌握光电效应

等内容 

目标 4：学会物理

实验常用仪器及

基本测量方法，

掌握电表改装与

校准等实验 

1.1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的计算 √   √ 

1.2 电场强度通量、高斯定理的

应用 
√   √ 

1.3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的

计算 
√   √ 

1.4静电场中的导体 √    

1.5 典型电容器电容的计算、静

电场的能量 
√    

2.1磁场、毕奥-萨伐尔定律的应

用 
 √  √ 

2.2 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磁通

量的计算 
 √  √ 

2.3安培力和洛仑兹力的计算  √   

2.4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楞次

定律 
 √   

2.5 动生电动势的计算、感生电

动势的概念 
 √   

2.6自感现象和互感现象  √   

2.7磁场能量的计算方法  √   

3.1狭义相对论运动学   √  

3.2狭义相对论动力学   √  

3.3 黑体、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散

射 
  √  

3.4 氢原子理论、实物粒子的波

粒二象性、不确定关系 
  √  

4.1 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

量方法介绍 
   √ 

4.2电表改装与校准 √   √ 

4.3 集成霍耳传感器的特性研究

及应用 
 √  √ 

4.4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 √   √ 

4.5太阳电池伏安特性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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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8F1        英文名称：University Physics B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后续课程：应用电工电子基础、电子测量技术、工程力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点运动学两类问题和圆周运动，学会应用动量守恒定律、机

械能守恒定律和动能定理求解质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 

目标 2：掌握振动方程和波动方程的计算，了解光的相干条件，掌握干涉、

衍射和偏振的原理和计算。 

目标 3：了解气体动理论，掌握理想气体的概念和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热力学

过程中的应用，了解卡诺循环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目标 4：掌握高斯定理的应用，学会简单电场中场强和电势的计算，掌握典

型电容器电容的计算方法。 

目标 5：掌握安培环路定理，学会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学会应用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目标 6：学会误差计算和实验数据处理的方法，学会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

本测量方法、能够撰写详细的实验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8课时） 

1.1参照系、坐标系和质点的概念，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位置矢量、运

动方程、轨迹方程、位移、路程、速度、加速度，两类运动学问题。 （3课时） 

1.2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及角量与线量之间的关系，质点作圆周运动时的角

速度、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法向加速度。 （2课时） 

1.3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及其适用范围，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

摩擦力。使用隔离法分析物理对象，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分析和解决基本力学问题。 

 （2课时） 

1.4动量、冲量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应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求解质

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 （2课时） 

1.5功、动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用动能定理进行有关的计算。保守力、

势能和机械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机械能守恒定律、功能原理和能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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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意义，并能进行有关的计算。 （7课时） 

（二）振动、波动和光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简谐振动模型，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

率、相位、振幅的意义及确定方法，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简谐振动的能量

概念、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

条件。 （2课时） 

2.2描述波动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机械波产生的条

件、波函数的各种表达式。根据已知质元的振动表达式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波形图线。 （2课时） 

2.3波的能量传播特征及平均能流、平均能流密度等概念。惠更斯原理和波

的叠加原理。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相位差和波程差的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

加后振幅加强和减弱的条件。 （1课时） 

2.4原子发光的特点，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

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装置和实验规律，干涉条纹的分布特点及其应用，并能作相

应的计算。光程概念以及光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反射时产生半波损失的条件。

薄膜等厚干涉的规律及干涉位置的计算，等倾干涉条纹产生的原理，薄膜干涉原

理在实际中的应用。 （1课时） 

2.5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分析单缝夫琅禾费衍

射的半波带法，能够根据衍射公式确定明、暗条纹分布。光栅衍射条纹的成因和

特点，光栅公式，确定谱线位置的方法。 （1课时） 

2.6自然光、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的意义，偏振器起偏和检偏的方法和原理。

马吕斯定律，并能正确运用它来计算有关问题。光在各向同性介质界面上反射和

折射时偏振状态的变化。布儒斯特定律，并能作相应计算。 （1课时） 

（三）热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其应用。 

 （2课时） 

3.2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热力学过程中的应用。 （1.5课时） 

3.3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物理意义和微观统计意义。 （0.5课时） 

（四）电磁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的物理意义、电场线。 （2课时） 

4.2高斯定理求解带电系统电场强度的方法。 （2课时） 

4.3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的计算。 （1课时） 

4.4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电容 （1课时） 

4.5磁场、磁感应强度的概念、简单几何形状的载流导体（如载流直导线、

载流圆形导线等）产生的恒定磁场分布。（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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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载流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计算运动电荷所

受到的洛伦兹力并能分析匀强磁场中电荷运动的规律。 （1课时） 

4.7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物理意义，应用楞次定律准确判断感应电动势

的方向，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2课时） 

4.8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自感现象、互感现象、磁场能量 

 （2课时） 

（五）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5.1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量方法介绍，以及误差计算和实验数据处理

方法的介绍。主要学习计时仪器、测温仪器、信号发生器、测量显微镜等常用测

量仪器的结构原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比较法、放大法、模拟法、干涉法、

补偿法等常用测量方法。 （2课时） 

5.2用拉伸法测量金属弹性模量，了解杨氏模量的物理意义及静力学拉伸法，

掌握用光杠杆法测量微小长度的原理，学会用逐差法处理实验数据。（3课时） 

5.3电表改装与校准，测量表头内阻及满度电流，掌握将 1mA表头改成较大

量程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方法。 （3课时） 

5.4测量显微镜及其应用，包括测量显微镜的构造、原理和调节方法，学会

用测量显微镜测量曲面的曲率半径。 （3课时） 

5.5光敏电阻基本特性的测量，熟练简单光路的调整原则和方法，测量在一

定照度下，光敏电阻的电压与光电流的关系，以及在一定电压下，光敏电阻的照

度与光电流的关系。 （3课时） 

5.6实验总结，整理实验报告，讨论分析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学物理学》（第 2 版）上册，袁艳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2.《大学物理学》（第 2 版）下册，袁艳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3 

3.《大学物理实验》，杨党强等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理学教程》（第 2 版）上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2.《物理学教程》（第 2 版）下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3.《普通物理学》（第 7 版）上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4.《普通物理学》（第 7 版）下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点运动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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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圆周运动、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振动方程和波动方程的计算、

干涉、衍射和偏振的原理和计算、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热力学过程中的应用、电场

强度和电势的计算、洛伦兹力和安培力的计算、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求解感

应电动势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付丽、陈国红  审核人：  柯磊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41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质

点运动学两类

问题和圆周运

动，学会应用动

量守恒定律、机

械能守恒定律

和动能定理求

解质点在平面

内的动力学问

题  

目标 2：掌握振

动方程和波动

方程的计算，

了解光的相干

条件，掌握干

涉、衍射和偏

振的原理和计

算  

目标 3：了解

气体动理论，

掌握理想气体

的概念和热力

学第一定律在

热力学过程中

的应用，了解

卡诺循环和热

力学第二定律  

目标 4：掌

握高斯定理

的应用，学

会简单电场

中场强和电

势的计算，

掌握典型电

容器电容的

计算方法 

目标 5：掌

握安培环路

定理，学会

应用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

律计算感应

电动势，学

会应用楞次

定律判断感

应电动势的

方向 

目标 6：学会

误差计算和

实验数据处

理的方法，学

会物理实验

常用仪器及

基本测量方

法、能够撰写

详细的实验

报告  

1.1 描述质点运动的物
理量 

√   
  

 

1.2圆周运动 √      
1.3 牛顿运动三定律的
应用 

√   
  

 

1.4 动量定理和动量守
恒定律的计算 

√   
  

 

1.5 动能定理、机械能
守恒定律和功能原理的
应用 

√   
  

 

2.1简谐振动  √    √ 
2.2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
数的求解和物理意义 

 √  
  

 

2.3波的能量和干涉  √     
2.4 杨氏双缝干涉的计
算、薄膜干涉的原理和
应用 

 √  
  

√ 

2.5 单缝夫琅禾费衍射
和光栅衍射的计算 

 √  
  

√ 

2.6 马吕斯定律和布儒
斯特定律的计算 

 √  
  

 

3.1气体动理论   √    
3.2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
意义及应用 

  √ 
  

 

3.3热力学第二定律   √    
4.1库仑定律、电场强
度、电场线 

   √ 
 

 

4.2高斯定理    √   
4.3环路定理，电势    √   
4.4导体的静电平衡条
件，电容 

   √   

4.5磁场、磁感应强度     √  
4.6安培力、洛伦兹力     √  
4.7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律、楞次定律 

   
 

√  

4.8动生电动势、感生
电动势、感生电场、自
感、互感 

   
 

√  

5.1 绪论、测量误差与
实验数据处理 

   
  

√ 

5.2 用拉伸法测量金属
弹性模量 

√   
  

√ 

5.3电表改装与校准    √  √ 
5.4 测量显微镜及其应
用 

 √   
 

√ 

5.5 光敏电阻基本特性
的测量 

 √  √ 
 

√ 

5.6实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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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15P1         英文名称：Mathematical model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1），微积分（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利用数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目标 2：掌握一些常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软件实现，包括数值计算、

优化方法等。 

目标 3：学会从数学建模中去探索、学习和发现数学规律，将数学知识应用

于生活。 

目标 4：学会使用 MATLAB软件，对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求解和模拟。 

二、课程内容 

（一）数学模型介绍 (2学时) 

1.1 介绍数学模型的基本概念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和步骤。 

1.2 介绍数学模型的分类以及建立数学模型常用的数学知识。 

（二）简单模型 （2学时） 

2.1 建立数学模型求解悬崖的高度。 

2.2 建模实例：航空母舰的汇合，黄灯的持续时间，商人过河等。 

（三）矩阵博弈模型 (2学时) 

3.1二人零和纯策略矩阵博弈模型及求解。 

3.2二人非零和纯策略矩阵博弈模型及求解。 

（四）人口模型 (2学时) 

4.1 人口数量增长的逻辑斯蒂模型与马尔萨斯模型。 

4.2 数学知识：一阶线性差分方程及其求解。 

4.3 利用差分方程建立数学模型：作案时间的确定，碳-14断代，房贷问题。 

（五）经济数学模型 (2学时) 

5.1 介绍货币的时间价值的概念。 

5.2 周期性投资：年金和分期付款。 

5.3 求解投资决策模型。 

（六）风险决策模型 （2学时） 

6.1 利用最大期望收益原则求解风险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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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利用树形图求解多阶段决策问题。 

（七）敏感问题调查模型 (2学时) 

7.1 降低问题敏感性的瓦纳的随机问答法。 

7.2 利用改进的随机问答法进行敏感问题调查建模。 

（八）马氏链模型 (2学时) 

8.1 马氏链模型的分类:正则链与吸收链。 

8.2 利用马氏链模型求解健康与疾病模型。 

8.3 利用马氏链模型求解钢琴销售的存贮策略模型。  

8.4 利用马氏链模型基因遗传模型。 

（九）优化模型 (2学时) 

9.1 存贮模型：允许缺货的存贮模型、不允许缺货的存贮模型，二者的比较。 

9.2 森林救火费用最省的优化模型。 

（十）投入产出模型 (2学时) 

10.1 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矩阵模型、直接消耗系数。 

10.2 利用线性规划求解物流的调运模型。 

（十一）传染病模型 (2学时) 

11.1 一阶线性方程：传染病传播的 SI模型。 

11.2 一阶非线性方程：传染病传播的 SIS模型。 

11.3 一阶非线性方程组：传染病传播的 SIR 模型。 

（十二）捕鱼业持续收获模型 (2学时) 

12.1 鱼的种群增长模型，捕捞强度，捕鱼业持续收获的平衡点和稳定点。 

12.2 持续收获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资源的再生和过度捕捞。 

（十三）常微分方程模型 (4学时) 

13.1数学知识：自治微分方程组的稳定点与平衡点。 

13.2 多物种的种群增长模型：捕食、竞争、依存。 

（十四）其他模型 (4学时) 

14.1 不同优化目标下的钢管下料模型。 

14.2 多维数据下软件开发人员的薪金模型。 

14.3 公平的席位分配模型：比例加惯例和 Q 值法。 

14.4 无差别曲线与实物交换模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经济管理数学模型案例教程》（第 2 版），谭永基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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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模型》（第 4 版），姜启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1 

2. 《数学模型（第 4 版）习题参考解答》，姜启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01 

3. 《MATLAB 在数学建模中的应用》（第 2 版），卓金武等编著，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2014.09 

4. 《数学模型》（第 2 版），谭永基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及课堂表现。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课堂讲授的模型的

求解和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孔峰  审核人：  郭鹏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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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利用数

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目标 2：掌握一些常

用的解决实际问题

的方法和软件实

现，包括数值计算、

优化方法等。 

目标 3：学会从数学

建模中去探索、学

习和发现数学规

律，将数学知识应

用于生活。 

目标 4:学会使用

MATLAB 软件，对

建立的数学模型

进 行 求 解 和 模

拟。 

1.1 介绍数学模型的基本概念和

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和步骤。 
√    

1.2 介绍数学模型的分类以及建

立数学模型常用的数学知识。 
√    

2.1 建立数学模型求解悬崖的高

度。 
 √ √  

2.2 建模实例：航空母舰的汇合，

黄灯的持续时间，商人过河等。 
 √ √  

3.1 二人零和纯策略矩阵博弈模

型及求解。 
 √ √  

3.2二人非零和纯策略矩阵博弈

模型及求解。 
 √  √ 

4.1 人口数量增长的逻辑斯蒂模

型与马尔萨斯模型。 
 √  √ 

4.2 数学知识：一阶线性差分方

程及其求解。 
 √ √ √ 

4.3 利用差分方程建立数学模

型：作案时间的确定，碳-14 断

代，房贷问题。 

 √  √ 

5.1 介绍货币的时间价值的概

念。 
 √  √ 

5.2 周期性投资：年金和分期付

款。 
 √ √  

5.3 求解投资决策模型。 √ √ √ √ 

6.1 利用最大期望收益原则求解

风险决策模型。 
√  √  

6.2 利用树形图求解多阶段决策

问题。 
√ √ √  

7.1 降低问题敏感性的瓦纳的随

机问答法。 
 √   

7.2 利用改进的随机问答法进行

敏感问题调查建模。 
√ √ √  

8.1 马氏链模型的分类:正则链

与吸收链。 
 √ √  

8.2 利用马氏链模型求解健康与

疾病模型。 
 √ √ √ 

8.3 利用马氏链模型求解钢琴销

售的存贮策略模型。  
 √ √ √ 

8.4 利用马氏链模型基因遗传模

型。 
 √ √ √ 

9.1 存贮模型：允许缺货的存贮

模型、不允许缺货的存贮模型，

二者的比较。 

 √ √ √ 

9.2 森林救火费用最省的优化模

型。 
 √ √ √ 

10.1 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矩阵模

型、直接消耗系数。 
  √  

10.2 利用线性规划求解物流的

调运模型。 
 √ √  

11.1 一阶线性方程：传染病传播  √ √  



46 

 

的 SI模型。 

11.2 一阶非线性方程：传染病传

播的 SIS模型。 

 

 √ √  

11.3 一阶非线性方程组：传染病

传播的 SIR模型。 

 

 √  √ 

12.1 鱼的种群增长模型，捕捞强

度，捕鱼业持续收获的平衡点和

稳定点。 

√ √ √  

12.2 持续收获前提下的利益最

大化：资源的再生和过度捕捞。 
 √ √ √ 

13.1数学知识：自治微分方程组

的稳定点与平衡点。 
 √ √ √ 

13.2 多物种的种群增长模型：捕

食、竞赛、依存。 
 √   

14.1 不同优化目标下的钢管下

料模型。 
 √ √  

14.2 多维数据下软件开发人员

的薪金模型。 
√  √  

14.3 公平的席位分配模型：比例

加惯例和 Q值法。 
√  √ √ 

14.4 无差别曲线与实物交换模

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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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20P1         英文名称： The Physics of Everyday Life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经管类、国贸类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运动的基本物理量的概念及定义，学会力的分析及力的时

空累计效应的计算，了解力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振动、波动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掌握光的传播特性及波动性特

征，了解声波、光波的应用对我们生活的丰富。 

目标 3：掌握温度和热量的基本概念，掌握热传递的方法，学会热量传递的

基本计算，了解物质状态变化与热量的关系。 

目标 4：掌握电场的概念，掌握电势、电压、电流、电阻的概念，学会简单

电路的分析和计算，了解日常生活中各种电学现象的基本原理。 

目标 5：掌握狭义相对论的基础，并了解由此推导出的特异现象；掌握能量

子的概念，并了解量子物理的发展历程及经典实验。 

二、课程内容 

（一）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 课时） 

1.1 运动学基本概念：坐标系、路程、位移、速度、速率、加速度。 （2 课时） 

1.2 自由落体运动，重力加速度，运动学方程。 （2 课时） 

1.3 牛顿运动定律，生活中常见的力。 （2 课时） 

1.4 动量、冲量的概念及定义，动量守恒定律及应用。 （2 课时） 

1.5 功的概念、基本定义式，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定义，机械能守恒定律。 

 （4 课时） 

1.6 转动的角量描述，质心、转轴、转动形式描述，杠杆的应用及转动定律 

 （2 课时） 

1.7 力学相关项目实验。 （4 课时） 

（二）振动、波动、光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 课时） 

2.1 振动的基本概念，弹簧振子的描述；波动的概念、特征及描述；声波的

特性、驻波的产生条件，乐器的工作原理。 （6 课时） 

2.2 光的波动性特征，光速的测定方法，人眼感光原理；光与物质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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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光的色散及应用。 （2 课时） 

2.3 光的干涉现象及应用，衍射现象及应用，光的偏振现象及应用。 （4 课时） 

2.4 声学、光学相关项目实验。 （6 课时） 

（三）热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物质的组成，温度的含义；绝对零度的定义，磁悬浮的原理。 （2 课时） 

3.2 热量的概念，热传递的常见方法，热传递效率的计算。 （2 课时） 

3.3 热量的作用，热力学第一定律，物态变化过程中热量的计算。 （2 课时） 

3.4 热学相关项目实验。 （3 课时） 

（四）电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4.1 原子的构成，导体、绝缘体的概念，材料的极化现象及方法。（2 课时） 

4.2 电荷的相互作用，库伦定律；电场的概念，电场强度的定义，电场线，

静电场中的导体及应用。 （2 课时） 

4.3 电场中电荷的移动，电势、电压、电流、电阻的概念，欧姆定律。 

 （2 课时） 

4.4 电路符号、电路图，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复合电路。 （2 课时） 

4.5 电学相关项目实验。 （3 课时） 

（五）现代物理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5.1 狭义相对论简介，光速不变原理，同时的相对性，钟慢效应，尺缩效应。 

 （3 课时） 

5.2 量子物理简介，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能量子的提出，光电效应，波粒

二象性。 （3 课时） 

5.3 课程内容总结、习题讨论及期末测试等。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How Things Work: The Physics of Everyday Life》，Louis A. Bloomfield， 

John Wiley & Sons Inc，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大学物理实验》，杨党强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02。 

2. 《物理学与生活》中文版，托马斯 朱莉叶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2。 

3. 《Fundamentals of Physics》，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and Jearl Walker，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2015.06。 

4.  http://www.physicsclassroom.com/ 

5.  http://istarclass.org/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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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及课堂表现

等（20%）。 

11.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运动学的基本

概念及定义、振动的概念、波动的概念及应用、光的波动性特征以及光与物质相

互作用、温度与热量的概念及应用、电场与电路的概念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贾鑫  审核人： 柯磊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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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机械

运动的基本物理

量的概念及定义，

学会力的分析及

力的时空累计效

应的计算 

目标 2：掌握振

动、波动的基本

概念和特征，掌

握光的传播特性

及波动性特征 

目标 3：掌握温

度和热量的基本

概念，掌握热传

递的方法，学会

热量传递的基本

计算 

目标 4:掌握电

场的概念，掌

握电势、电压、

电流、电阻的

概念，学会简

单电路的分析

和计算 

目标 5：掌握狭

义相对论的基

础，掌握能量

子的概念 

1.1 运动学基本概念 √     

1.2 自由落体运动、重力加速

度，及运动学方程 
√     

1.3 牛顿运动定律 √     

1.4 动量、冲量、动量守恒定

律及应用 
√     

1.5 功能关系、机械能守恒定

律 
√     

1.6 转动的描述，杠杆的应用

及转动定律 
√     

1.7 力学相关项目实验 √     

2.1 振动的基本概念；波动的

概念、特征及描述 
 √    

2.2 光的波动性特征、光与物

质的相互作用 
 √    

2.3 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现

象及应用 
 √    

2.4 声学、光学相关项目实验  √    

3.1 物质的组成、温度的含

义；  
  √   

3.2 热量的概念、传递及计算   √   

3.3 热量的作用，热力学第一

定律 
  √   

3.4 热学相关项目实验   √   

4.1 原子的构成，导体、绝缘

体的概念，材料的极化 
   √  

4.2 库伦定律、电场的概念    √  

4.3 电势、电压、电流、电阻

的概念，欧姆定律 
   √  

4.4 电路符号、电路图，串联

电路和并联电路，复合电路。 
   √  

4.5 电学相关项目实验    √  

5.1 狭义相对论简介     √ 

5.2 量子物理简介     √ 

5.3 课程内容总结、习题讨论

及测验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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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程数学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42P1         英文名称：Appli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电类专业、软件专业等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初等数学、微积分 

后续课程：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原理、电路、集成电路设计、统计学原理、

大数据分析、算法分析、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数值模拟、图像处理、模式识别、

线性规划、投资组合分析、计量经济学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数学运算、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的能力和素养。 

目标 2：掌握随机事件及其概率；掌握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常见分布；掌握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目标 3： 掌握矩阵及其初等变换；掌握行列式及其计算；掌握线性方程组的

求解方法。 

目标 4： 掌握复数及复变函数；掌握解析函数及其充要条件；掌握复积分及

柯西积分公式；掌握拉普拉斯变换。 

二、课程内容 

（一）概率论模块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课时） 

1.1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的定义，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2课时） 

1.2 & 1.3(1) 频率，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性质，古典概率，条件概率。 

 （2课时） 

1.3(2) & 1.4 事件的独立性，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2课时） 

2.1随机变量，分布函数。 （2课时） 

2.2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0-1分布、伯努利试验与二项分布，泊松分

布。 （2课时） 

2.3(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2课时） 

2.3(2) 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3σ ”原则。 （2课时） 

2.4 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2课时） 

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随机变量函

数的数学期望，数学期望的性质。 （2课时） 

4.2 方差的定义，方差的计算，方差的性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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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性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课时） 

1.1 & 1.2 矩阵的定义，若干特殊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矩阵的线性运算，

矩阵的乘法运算，矩阵的转置。 （2课时） 

1.3 逆矩阵的概念，逆矩阵的性质。 （2课时） 

1.5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概念，矩阵的标准形，矩阵的标准形分解式。 

 （2课时） 

2.1 & 2.2 排列及逆序，n阶行列式的定义，代数余子式， n  阶行列式的展

开公式。 （2课时） 

2.3 & 2.4 行列式的性质，行列式的计算，范德蒙德行列式。 （2课时） 

2.5 伴随矩阵，逆矩阵公式，克拉默法则。 （2课时） 

3.1 矩阵的秩的概念，矩阵的秩的计算，行阶梯形矩阵。 （2课时） 

3.2 齐次线性方程组，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平凡解、通解。 （2课时） 

3.3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增广矩阵。 （2课时） 

4.1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义，向量组线性相关性质，线性表示、

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之间的关系。 （2课时） 

（三）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1.1 & 1.2 复数的概念，复数的表示法，复数的四则运算，复数的 n次方根，

复平面上的曲线方程，简单曲线与光滑曲线和区域。 （2课时） 

1.3 & 1.4 复变函数的概念，映射，复变函数的极限和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2.1 & 2.2 复变函数的导数与微分，解析函数的概念和解析函数的充要条件。 

 （2课时） 

2.3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三角函数和双曲函数，反三角函数与反

双曲函数。 （2课时） 

3.1 & 3.2(1)复变函数积分的定义，复变函数积分存在的条件及其计算公式，

复变函数积分的性质，柯西积分定理，解析函数的原函数及在积分计算中的应用。 

 （2课时） 

3.2(2) & 3.3 复合闭路定理，柯西积分公式。 （2课时） 

9.1 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拉普拉斯变换求法举例，拉普拉斯变换的存在定

理。 （2课时） 

9.1(1)拉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质、微分性质和积分性质。 （2课时） 

9.1(2)拉普拉斯变换的位移性质和延迟性质。 （2课时） 

9.3 & 9.4 卷积的概念，卷积定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的卷积定理法、部分

分式法和性质法。 （2课时） 

9.5 利用拉普拉斯变换计算反常积分，利用拉普拉斯变换计算常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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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朱泰英、周钢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 

《线性代数及应用》，刘三明，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第 2版）， 刘建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盛骤、谢式千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第 2版）， 刘剑平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工程数学-复变函数》（第 4 版），西安交通大学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工程数学-积分变换》（第 5版），东南大学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及作业等。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概率论，线

性代数及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五、附件 

 

 

 

制定人：  周钢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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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数学运

算、数学抽象、逻辑

推理、数学建模的能

力和素养 

目标 2：掌握随机事

件及其概率；掌握

一维随机变量及其

常见分布；掌握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目标 3： 掌握矩阵

及其初等变换；掌

握行列式及其计

算；掌握线性方程

组的求解方法；掌

握向量组线性相关

与线性无关的判断

方法 

目标 4： 掌握复

数及复变函数；

掌握解析函数及

其充要条件；掌

握复积分及柯西

积分公式；掌握

拉普拉斯变换 

1.1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的定义，

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 √   

1.2 & 1.3(1) 频率，概率的概念，

概率的性质，古典概率，条件概

率 
√ √   

1.3(2) & 1.4 事件的独立性，乘

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

式 
√ √   

2.1随机变量，分布函数 √ √   

2.2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

0-1 分布、伯努利试验与二项分

布，泊松分布 
√ √   

2.3(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

率密度，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 √   

2.3(2) 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

布，“3σ”原则 
√ √   

2.4 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

布，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 √   

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

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数学

期望的性质 

√ √   

4.2 方差的定义，方差的计算，

方差的性质 
√ √   

1.1 & 1.2 矩阵的定义，若干特

殊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矩阵

的线性运算，矩阵的乘法运算，

矩阵的转置 

√  √  

1.3 逆矩阵的概念，逆矩阵的性

质 
√  √  

1.5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概

念，矩阵的标准形，矩阵的标准

形分解式 
√  √  

2.1 & 2.2 排列及逆序，n 阶行

列式的定义，代数余子式，n  阶

行列式的展开公式 

√  √  

2.3 & 2.4 行列式的性质，行列

式的计算，范德蒙德行列式 
√  √  

2.5 伴随矩阵，逆矩阵公式，克

拉默法则 
√  √  

3.1 矩阵的秩的概念，矩阵的秩

的计算，行阶梯形矩阵 
√  √  

3.2  齐次线性方程组，齐次线性

方程组的平凡解、通解 
√  √  

3.3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增广矩

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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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

关的定义，向量组线性相关性质，

线性表示、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

之间的关系 

√  √  

1.1 & 1.2 复数的概念，复数的

表示法，复数的四则运算，复数

的 n 次方根，复平面上的曲线方

程，简单曲线与光滑曲线和区域 

√   √ 

1.3 & 1.4 复变函数的概念，映

射，复变函数的极限和函数的连

续性 

√   √ 

2.1 & 2.2 复变函数的导数与微

分，解析函数的概念和解析函数

的充要条件 

√   √ 

2.3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

数，三角函数和双曲函数，反三

角函数与反双曲函数 

√   √ 

3.1 & 3.2(1)复变函数积分的定

义，复变函数积分存在的条件及

其计算公式，复变函数积分的性

质，柯西积分定理，解析函数的

原函数及在积分计算中的应用 

√   √ 

3.2(2) & 3.3 复合闭路定理，柯

西积分公式 
√   √ 

9.1 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拉普

拉斯变换求法举例，拉普拉斯变

换的存在定理 

√   √ 

9.2(1)拉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

质、微分性质和积分性质 
√   √ 

9.2(2)拉普拉斯变换的位移性质

和延迟性质 
√   √ 

9.3 & 9.4 卷积的概念，卷积定

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的卷积定

理法、部分分式法和性质法 

√   √ 

9.5 利用拉普拉斯变换计算反常

积分，利用拉普拉斯变换计算常

微分方程 

√   √ 

复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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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程数学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42Q1         英文名称：Appli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B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商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初等数学、微积分 

后续课程：自动控制原理、电路、集成电路设计、机械结构优化设计、机器人运

动控制、统计学原理、大数据分析、算法分析、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数值模拟、

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线性规划、投资组合分析、计量经济学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数学运算、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的能力和素养。 

目标 2：掌握随机事件及其概率；掌握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常见分布；掌握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目标 3： 掌握矩阵及其初等变换；掌握行列式及其计算；掌握矩阵的秩与线

性方程组的求解方法；掌握向量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判别方法及向量组的

秩。 

二、课程内容 

（一）概率论模块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32课时） 

1.1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的定义，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2课时） 

1.2 频率，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性质，古典概率。 （2课时） 

1.3条件概率，事件的独立性。 （2课时） 

1.4 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2课时） 

2.1随机变量，分布函数。 （2课时） 

2.2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0-1 分布、伯努利试验与二项分布，泊松分

布。 （2课时） 

2.3(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2课时） 

2.3(2) 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3σ ”原则。 （2课时） 

2.4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2课时） 

3.1 联合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

变量及其联合概率密度。 （2课时） 

3.2 & 3.4 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

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定义，二维离散

型随机变量的独立性，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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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2课时） 

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随机变量函

数的数学期望，数学期望的性质。 （2课时） 

4.2 方差的定义，方差的计算，方差的性质。 （2课时） 

4.3 & 4.4 协方差的定义，协方差的性质，相关系数的定义，相关系数的性

质，原点矩和中心矩。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线性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2课时） 

1.1 & 1.2矩阵的定义，若干特殊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矩阵的线性运算，

矩阵的乘法运算，矩阵的转置。 （2课时） 

1.3逆矩阵的概念，逆矩阵的性质。 （2课时） 

1.4 分块矩阵及其运算，常用的分块形式及其应用。 （2课时） 

1.5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概念，矩阵的标准形，矩阵的标准形分解式。 

 （2课时） 

2.1 & 2.2 排列及逆序，n 阶行列式的定义，代数余子式， n  阶行列式的展

开公式。 （2课时） 

2.3 行列式的性质。 （2课时） 

2.4 行列式的计算，范德蒙德行列式。 （2课时） 

2.5伴随矩阵，逆矩阵公式，克拉默法则。 （2课时） 

3.1矩阵的秩的概念，矩阵的秩的计算，行阶梯形矩阵。 （2课时） 

3.2齐次线性方程组，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平凡解、通解。 （2课时） 

3.3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增广矩阵。 （2课时） 

4.1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义，向量组线性相关性质，线性表示、

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之间的关系。 （2课时） 

4.2 向量组的秩，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两个向量组等价。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复习。 （2课时） 

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朱泰英、周钢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 

《线性代数及应用》，刘三明，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盛骤、谢式千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8 

《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第 2版）， 刘剑平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及作业等。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概率论和线

性代数。 

五、附件 

 

制定人：  周钢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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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数学运

算、数学抽象、逻辑

推理、数学建模的能

力和素养 

目标 2：掌握随机事件及

其概率；掌握一维随机变

量及其常见分布；掌握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目标 3： 掌握矩阵及其

初等变换；掌握行列式及

其计算；掌握线性方程组

的求解方法及解的结构；

理解向量空间的概念 

1.1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的定义，随机事

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 √  

1.2  频率，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性质，

古典概率  
√ √  

1.3 条件概率，事件的独立性 √ √  

1.4 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 √  

2.1随机变量，分布函数 √ √  

2.2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0-1分布、

伯努利试验与二项分布，泊松分布 
√ √  

2.3(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 √  

2.3(2) 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3σ”

原则 
√ √  

2.4 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连续型

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 √  

3.1 联合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

及其联合分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及

其联合概率密度 

√ √ 
 

3.2 & 3.4  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函

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律，

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随

机变量的独立性的定义，二维离散型随机

变量的独立性，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独

立性  

√ √ 

 

3.5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二

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 √  

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连续型

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随机变量函数的数

学期望，数学期望的性质 

√ √ 
 

4.2 方差的定义，方差的计算，方差的性

质 
√ √  

4.3 & 4.4 协方差的定义，协方差的性质，

相关系数的定义，相关系数的性质，原点

矩和中心矩 

√ √ 
 

习题课 √ √  

1.1 & 1.2 矩阵的定义，若干特殊矩阵，

矩阵的应用举例，矩阵的线性运算，矩阵

的乘法运算，矩阵的转置 

√ 
 

√ 

1.3 逆矩阵的概念，逆矩阵的性质 √  √ 

1.4 分块矩阵及其运算，常用的分块形式

及其应用 
√  √ 

1.5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概念，矩阵的

标准形，矩阵的标准形分解式 
√  √ 

2.1 & 2.2 排列及逆序，n阶行列式的定

义，代数余子式，n  阶行列式的展开公

式 

√ 
 

√ 

2.3  行列式的性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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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列式的计算，范德蒙德行列式 √  √ 

2.5 伴随矩阵，逆矩阵公式，克拉默法则 √  √ 

3.1 矩阵的秩的概念，矩阵的秩的计算，

行阶梯形矩阵 
√  √ 

3.2  齐次线性方程组，齐次线性方程组

的平凡解、通解 
√  √ 

3.3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增广矩阵 √  √ 

4.1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

义，向量组线性相关性质，线性表示、线

性相关与线性无关之间的关系 

√ 
 

√ 

4.2 向量组的秩，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

两个向量组等价 
√  √ 

习题课 √  √ 

复习 √ √ √ 

机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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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程数学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42R1         英文名称：Appli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C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艺术类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初等数学 

后续课程：统计学原理、线性规划、投资组合分析、市场调查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数学运算、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的能力和素养。 

目标 2：掌握与数据相关的基本概念以及数据的描述方法，掌握概率分布的

基本内容。 

目标 3： 掌握矩阵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和基本运算。 

二、课程内容 

（一）统计学（概率论）模块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4课时） 

1.1 & 1.2 什么是统计学，统计学研究什么，统计的应用领域，统计的误用

与滥用，变量的定义及分类，数据的定义及分类，总体，样本，样本量，简单随

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 （2课时） 

2.1(1) 生成频数分布表，条形图，帕累托图，饼图，环形图。 （2课时） 

2.1(2) 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上机实习。 （2课时） 

2.2(1) 生成频数分布表，分组数据的直方图，未分组数据的茎叶图、箱线图、

垂线图和误差图，两个变量的散点图，多个样本的雷达图和轮廓图。 （2课时） 

2.2(2) 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上机实习。 （2课时） 

3.1(1) 平均数，中位数，分位数，数据表达方式的优缺点及合理选择。 

 （2课时） 

3.1(2) 水平的度量上机实习。 （2课时） 

3.2(1) 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离散系数。 （2课时） 

3.2(2) 差异的度量上机实习。 （2课时） 

3.3 分布形状的度量：偏态与峰态。 （2课时） 

4.1 & 4.2(1) 度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随机变量的概念，随机变量的概括

性度量。 （2课时） 

4.2(2) 离散型概率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和超几何分布。 （2课时） 

4.2(3) 连续型概率分布：均匀分布、指数分布、正态分布，数据的正态性

评判。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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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上机实习。 （2课时） 

4.3 其他几个重要的统计分布：t分布、卡方分布和 F分布。 （2课时） 

4.4  参数，统计量，抽样分布，样本均值的分布，中心极限定理，样本比

例的分布，统计量的标准误差。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线性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矩阵的定义，实矩阵，复矩阵，n阶方阵，上（下）三角矩阵，对角矩

阵，单位矩阵，n维行（列）向量，零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 （2课时） 

1.2(1) 两个矩阵相等，数与矩阵相乘，矩阵的加法，矩阵的减法，矩阵的

乘法运算，可交换矩阵。 （2课时） 

1.2(2) 矩阵的转置，对称矩阵，反对称矩阵。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复习与机动 （6课时） 

复习。 （4课时） 

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统计学》（第四版），贾俊平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线性代数及应用》，刘三明，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朱泰英、周钢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 

《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第 2版）， 刘剑平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5%，主要包括：上机实习，课堂表现、考勤及作业等。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5%，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形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统计学（概率论）和线性代数。 

五、附件 

 

制定人：  周钢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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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数学

运算、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的能力

和素养 

目标 2：掌握与数据相关的基

本概念以及数据的描述方

法，掌握概率分布的基本内

容 

目标 3： 掌握矩阵

的基本概念、基本

性质和基本运算 

1.1 & 1.2 什么是统计学，统计学研究什么，统

计的应用领域，统计的误用与滥用，变量的定义

及分类，数据的定义及分类，总体，样本，样本

量，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

抽样 

√ √ 

 

2.1(1) 生成频数分布表，条形图，帕累托图，饼

图，环形图 
√ √  

2.1(2) 用图表展示定性数据上机实习 √ √  

2.2(1)生成频数分布表，分组数据的直方图，未

分组数据的茎叶图、箱线图、垂线图和误差图，

两个变量的散点图，多个样本的雷达图和轮廓图 

√ √ 
 

2.2(2) 用图表展示定量数据上机实习 √ √  

3.1(1) 平均数，中位数，分位数，数据表达方式

的优缺点及合理选择 
√ √  

3.1(2) 水平的度量上机实习 √ √  

3.2(1) 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离散系

数 
√ √  

3.2(2) 差异的度量上机实习 √ √  

3.3 分布形状的度量：偏态与峰态 √ √  

4.1 & 4.2(1) 度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随机变量

的概念，随机变量的概括性度量 
√ √  

4.2(2) 离散型概率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和

超几何分布 
√ √  

4.2(3) 连续型概率分布：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正态分布，数据的正态性评判 
√ √  

4.2(4)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上机实习 √ √  

4.3 其他几个重要的统计分布：t分布、卡方分布

和 F分布 
√ √  

4.4 参数，统计量，抽样分布，样本均值的分布，

中心极限定理，样本比例的分布，统计量的标准

误差 

  
 

习题课 √ √  

1.1 矩阵的定义，实矩阵，复矩阵，n阶方阵，上

（下）三角矩阵，对角矩阵，单位矩阵，n维行（列）

向量，零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 

√ 
 

√ 

1.2(1) 两个矩阵相等，数与矩阵相乘，矩阵的加

法，矩阵的减法，矩阵的乘法运算，可交换矩阵 
√  √ 

1.2(2) 矩阵的转置，对称矩阵，反对称矩阵 √  √ 

1.2(3) 矩阵的概念和矩阵的运算上机实习 √  √ 

习题课 √  √ 

复习 √ √ √ 

机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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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A（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D01A1         英文名称：Calculus A（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和性质，掌握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计

算方法，掌握无穷小与无穷大概念，理解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函数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的求导法则和求导方法，理解函数

的微分。 

目标 3：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导数在函数极限、单调性、极值、最值及

在曲线凹凸性判定方面的应用。 

目标 4：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和积分方法。 

目标 5：理解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掌握微积分基本公式和定积分积分方法，

掌握用微元法计算一些几何量。 

目标 6：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掌握求解一阶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和二阶常

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二、课程内容 

（一）函数、极限与连续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2课时） 

1.1函数的极限，极限的性质。 （2课时） 

1.2无穷小的概念与性质，无穷大的概念，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关系，无穷小

比较。 （2课时） 

1.3 极限的运算法则。 （2课时） 

1.4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2课时） 

1.5函数连续的概念，函数的间断点，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导数与微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二个实例，导数的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2课时） 

2.2 函数的和、差的求导法则，函数的积、商的求导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

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的运算。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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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隐函数及其求导法，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法、相关变化率 

 （2课时） 

2.4微分的概念，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2课时） 

（三）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 （2课时） 

3.2 x a 时

0

0 型未定式， x a 时



 型未定式，其它类型不定式。（2课时） 

3.3 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极值。 （2课时） 

3.4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课时） 

3.5 曲线的凹凸性，曲线的拐点。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四）不定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原函数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定义，不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基本积分公式

与简单积分法。 （2课时） 

4.2第一类换元积分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4课时） 

4.3分部积分法。 （2课时） 

（五）定积分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5.1 引例，定积分的定义，定积分的性质。 （2课时） 

5.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2课时） 

5.3第一类换元积分，第二类换元积分，分部积分。 （2课时） 

5.4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2课时） 

5.5 微元法，平面图形的面积，体积。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六）微分方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6.1两个实例，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课时） 

6.2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2课时） 

6.3线性微分方程及其解的结构，二阶线性微分方程。（ 4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等数学》（第七版上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高等数学》（机电类）上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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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托马斯微积分》（第十版），叶其孝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20%)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函数、极限与

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微分方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鹏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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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函

数极限定义性

质，掌握极限运

算法则和方法，

掌握无穷小无

穷大概念，理解

函数连续性 

目标 2：理解

导数的概念，

掌握函数的求

导法则和求导

方法，理解函

数的微分 

目标 3：理解微

分中值定理，掌

握导数在函数

极限、单调性、

极值、最值及在

曲线凹凸性判

定方面应用 

目标 4:理解不

定积分的概念

和性质，掌握

不定积分基本

公式和积分方

法 

目标 5:理解定

积分定义，掌

握微积分基本

公式和积分方

法，掌握用微

元法计算几何

量 

目标 6：理解

微 分 方 程 概

念，掌握求解

一阶微分方程

和二阶常系数

非齐次线性方

程 

1.1函数的极限和性质 √      

1.2无穷小概念与性质，

无穷大概念，无穷小无穷

大关系，无穷小比较 

√    

 

 

1.3极限的运算法则 √      

1.4极限存在准则，两个

重要极限 
√    

 
 

1.5函数连续概念，函数

间断点，初等函数的连续

性 

√    

 

 

2.1 导数定义和几何意

义，可导与连续关系 
 √     

2.2函数的和、差、积、

商的求导法则，复合函数

的求导法则 

 √ √  

 

 

2.3高阶导数的概念，高

阶导数的运算 
 √ √  

 
 

2.4隐函数求导法，参数

方程确定函数的求导法 
 √ √  

 
 

2.5微分概念，微分基本

公式与运算法则 
 √   

 
 

3.1罗尔定理，拉格朗日

定理，柯西定理 
  √  

 
 

3.2洛必达法则   √    

3.3函数的单调性，函数

的极值 
  √  

 
 

3．4函数最大值最小值   √    

3.5 曲线的凹凸性，曲线

的拐点 
  √  

 
 

4.1不定积分定义，基本

积分公式与简单积分法 
   √ √  

4.2第一类换元积分法，

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 √  

4.3分部积分法    √ √  

5.1定积分定义，定积分

的性质 
    √  

5.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

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  

5.3换元积分法，分部积

分法 
    √  

5.4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  

5.5平面图形面积，体积     √  

6.1微分方程基本概念      √ 

6.2 可分离变量微分方

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6.3 线性微分方程及其

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非

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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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A（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D01A2         英文名称：Calculus A（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向量和空间直角坐标系，掌握向量的运算，理解曲面及空间曲

线方程，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程及其求法，会利用平面和直线的相互关系

解决有关问题。 

目标 2：理解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

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几何

应用和极值。 

目标 3：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4：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计算两类曲线积分的方法 

目标 5：理解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和运算性质，掌握函数幂级数的展开方法。 

二、课程内容 

（八）空间解析几何及向量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8.1 向量概念，向量的线性运算，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坐标运算，向量

的模、方向角、投影。 （2课时） 

8.2 两向量的数量积，两向量的数量积。 （2课时） 

8.3曲面方程的概念，旋转曲面，柱面，二次曲面。 （2课时） 

8.4 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

影。 （2课时） 

8.5平面的点法式方程，平面的一般方程，两平面的夹角。 （2课时） 

8.6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对称式方程和参数方程，两直线的夹角，直线与

平面的夹角。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九）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9.1二元函数的定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9.2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高阶偏导数。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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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全微分的定义，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2课时） 

9.4复合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2课时） 

9.5 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两个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9.6 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 （2课时） 

9.7多元函数的极值，多元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重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0.1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性质。 （2课时） 

10.2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4课时） 

10.3 重积分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一）曲线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

弧长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2课时）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

坐标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2课时） 

11.3 格林公式，格林公式的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二）无穷级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2.1无穷级数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 （2课时） 

12.2正项级数及审敛法，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4课时） 

12.3函数项级数的一般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幂级数的运算性质。 

 （2课时） 

12.4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4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总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等数学》（第七版下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机电类）下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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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马斯微积分》（第十版），叶其孝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20%)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解析几何

及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曲线积分、无穷级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鹏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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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向量

和空间直角坐标

系，掌握向量的运

算，理解曲面及空

间曲线方程，掌握

平面方程和直线

方程，并能解决有

关空间问题。 

目标 2：理解二元

函数及极限与连

续，掌握偏导数和

全微分，掌握多元

复合函数和隐函

数偏导数求法，掌

握微分学应用和

极值 

目标 3：理

解 二 重 积

分 概 念 和

性质，掌握

二 重 积 分

的 计 算 方

法 及 其 应

用 

目标 4:理解两

类曲线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掌

握计算两类曲

线积分的方法，

掌握格林公式

及其应用 

目标 5:理解级

数概念，掌握正

项级数和任意

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

收敛域性质，掌

握幂级数展开

方法 

8.1 向量概念及线性运算，空

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模、方

向角、投影 

√    

 

8.2向量数量积和数量积 √     

8.3曲面方程概念，旋转曲面，

柱面，二次曲面 
√ √ √  

 

8.4 空间曲线一般方程和参数

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

投影 

√    

 

8.5 平面点法式方程和一般方

程，两平面夹角 
√ √   

 

8.6 空间直线一般方程、对称

式和参数方程，直线及直线与

平面夹角 

√ √   

 

9.1 二元函数定义、极限及其

连续性 
 √    

9.2 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

法，高阶偏导数 
 √   

 

9.3全微分定义及应用  √    

9.4 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全

微分形式不变性 
 √   

 

9.5二元隐函数求导法   √    

9.6 曲线切线与法平面，曲面

切平面与法线 
 √   

 

9.7 多元函数极值、最大值与

最小值，条件极值 
 √   

 

10.1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

分的性质 
  √  

 

10.2 二重积分直角坐标及极

坐标计算方法 
  √  

 

10.3重积分的应用   √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

念、性质、计算 
   √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

念、性质、计算 
   √ 

 

11.3格林公式及应用    √  

12.1级数概念和性质     √ 

12.2正项级数、交错级数及其

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 

12.3函数项级数概念，幂级数

及收敛域和性质 
    √ 

12.4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函

数的幂级数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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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B（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D05A1         英文名称：Calculus B（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德泰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和性质，掌握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计

算方法，掌握无穷小与无穷大概念，理解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函数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的求导法则和求导方法，理解函数

的微分。 

目标 3：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导数在函数极限、单调性、极值、最值及

在曲线凹凸性判定方面的应用。 

目标 4：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和积分方法。 

目标 5：理解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掌握微积分基本公式和定积分积分方法，

掌握用微元法计算一些几何量。 

目标 6：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掌握求解一阶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和二阶常

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二、课程内容 

（一）函数、极限与连续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函数的极限，极限的性质。 （2课时） 

1.2无穷小的概念与性质，无穷大的概念，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关系，无穷小

比较。 （2课时） 

1.3 极限的运算法则。 （2课时） 

1.4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2课时） 

1.5函数连续的概念，函数的间断点，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导数与微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二个实例，导数的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2课时） 

2.2 函数的和、差的求导法则，函数的积、商的求导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

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的运算。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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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隐函数及其求导法，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法、相关变化率 

 （2课时） 

2.5微分的概念，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2课时） 

（三）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6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 （2课时） 

2.8 x a 时

0

0 型未定式， x a 时



 型未定式，其它类型不定式。 

 （2课时） 

2.9 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极值。 （2课时） 

2.9 曲线的凹凸性，曲线的拐点。 （2课时） 

2.10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四）不定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原函数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定义，不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基本积分公式

与简单积分法。 （2课时） 

3.2第一类换元积分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4课时） 

3.3分部积分法。 （2课时） 

（五）定积分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5 引例，定积分的定义，定积分的性质。 （2课时） 

3.6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2课时） 

3.7第一类换元积分，第二类换元积分。 （2课时） 

3.7定积分的分部积分。 （2课时） 

3.8 微元法，平面图形的面积，体积。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六）微分方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课时） 

4.2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2课时） 

4.6.线性微分方程及其解的结构，二阶线性微分方程。 （4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积分》（上册），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高等数学》（机电类）上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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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 

4. 《托马斯微积分》（第十版），叶其孝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20%)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函数、极限与

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微分方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鹏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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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函

数极限定义性

质，掌握极限运

算法则和方法，

掌握无穷小无

穷大概念，理解

函数连续性 

目标 2：理解

导数的概念，

掌握函数的求

导法则和求导

方法，理解函

数的微分 

目标 3：理解微

分中值定理，掌

握导数在函数

极限、单调性、

极值、最值及在

曲线凹凸性判

定方面应用 

目标 4:理解不

定积分的概念

和性质，掌握

不定积分基本

公式和积分方

法 

目标 5:理解定

积分定义，掌

握微积分基本

公式和积分方

法，掌握用微

元法计算几何

量 

目标 6：理解

微 分 方 程 概

念，掌握求解

一阶微分方程

和二阶线性方

程 

1.1函数的极限和性质 √      

1.2无穷小概念与性质，

无穷大概念，无穷小无穷

大关系，无穷小比较 

√    

 

 

1.3极限的运算法则 √      

1.4极限存在准则，两个

重要极限 
√    

 
 

1.5函数连续概念，函数

间断点，初等函数的连续

性 

√    

 

 

2.1 导数定义和几何意

义，可导与连续关系 
 √     

2.2函数的和、差、积、

商的求导法则，复合函数

的求导法则 

 √ √  

 

 

2.3高阶导数的概念，高

阶导数的运算 
 √ √  

 
 

2.4隐函数求导法，参数

方程确定函数的求导法 
 √ √  

 
 

2.5微分概念，微分基本

公式与运算法则 
 √   

 
 

2.6罗尔定理，拉格朗日

定理，柯西定理 
  √  

 
 

2.8洛必达法则   √    

2.9函数的单调性，函数

的极值、凹凸性 
  √  

 
 

2．10函数最大值最小值   √    

3.1不定积分定义，基本

积分公式与简单积分法 
   √ √  

3.2第一类换元积分法，

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 √  

3.3分部积分法    √ √  

3.5定积分定义，定积分

的性质 
    √  

3.6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

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  

3.7换元积分法，分部积

分法 
    √  

3.8平面图形面积，体积     √  

4.1微分方程基本概念      √ 

4.2 可分离变量微分方

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4.6 线性微分方程及其

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非

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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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B（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D05A2         英文名称：Calculus B（2）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B（1）》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

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几何

应用和极值。 

目标 2：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3：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计算两类曲线积分的方法 

目标 4：理解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和运算性质，掌握函数幂级数的展开方法。 

二、课程内容 

（六）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6.1二元函数的定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6.2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高阶偏导数。 （2课时） 

6.3全微分的定义，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2课时） 

6.4复合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2课时） 

6.5 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两个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6.8多元函数的极值，多元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4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七）重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7.1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性质。 （2课时） 

7.2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 （4课时） 

7.3 重积分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八）曲线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8.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弧

长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3课时） 

8.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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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3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九）无穷级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9.1无穷级数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 （2课时） 

9.2正项级数及审敛法，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 （2课时） 

9.3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2课时） 

9.4函数项级数的一般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幂级数的运算性质。 

 （2课时） 

9.5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总复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积分》（下册），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机电类）下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08 

4.《托马斯微积分》（第十版），叶其孝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20%)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解析几何

及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曲线积分、无穷级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鹏  审核人：  戚建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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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2：理解二元

函数及极限与连

续，掌握偏导数和

全微分，掌握多元

复合函数和隐函数

偏导数求法，掌握

微分学应用和极值 

目标 3：理解二重积

分概念和性质，掌握

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及其应用 

目标 4:理解两类

曲线积分的概念和

性质，掌握计算两

类曲线积分的方

法，掌握格林公式

及其应用 

目标 5:理解级数

概念，掌握正项级

数和任意项级数审

敛法，理解幂级数

及收敛域性质，掌

握幂级数展开方法 

6.1 二元函数定义、极限及其连

续性 
√    

6.2 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

高阶偏导数 
√   

 

6.3全微分定义及应用 √    

6.4 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全微

分形式不变性 
√   

 

6.5二元隐函数求导法  √    

6.8 多元函数极值、最大值与最

小值，条件极值 
√   

 

7.1 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

的性质 
 √  

 

7.2 二重积分直角坐标及极坐标

计算方法 
 √  

 

7.3重积分的应用  √   

8.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

性质、计算 
  √ 

 

8.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

性质、计算 
  √ 

 

9.1级数概念和性质    √ 

9.2 正项级数、交错级数及其审

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 

9.3 函数项级数概念，幂级数及

收敛域和性质 
   √ 

9.4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 



79 

 

《设计数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D07A1         英文名称：Design Mathematic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设计类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调研与预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初步的研究、定义问题、分析需求的能力。 

目标 2：能运用数学知识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目标 3：掌握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并初步了解高等数学在设计环节中的相关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高等数学部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6课时） 

1.1、函数、极限与连续 （8学时） 

1.2、导数、微分及其应用 （8学时） 

1.3、积分及其应用 （8学时） 

（二）线性代数部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2.1、矩阵及其运算 （4学时） 

2.2、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矩阵的秩 （4学时） 

2.3、线性方程求解 （4学时） 

（三）概率与统计部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3.1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4课时） 

3.2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6课时） 

3.3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6课时） 

3.4统计、统计量与统计特征值 （6课时） 

3.5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数学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学与设计》，彭澎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9 

2. 《设计数学基础》，余隋怀等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01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朱泰英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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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50%）、及作业等(5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函数、微积分、

线性代数、随机事件、随机变量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圣勤  审核人：  郭鹏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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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备初步的研究、

定义问题、分析需求的能

力。 

 

目标 2：能运用数学知

识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

析。 

 

目标 3：掌握基本的高

等数学知识，并初步了

解高等数学在设计环节

中的相关应用。 

1.1、函数、极限与连续   √ 

1.2、导数、微分及其应用   √ 

1.3、积分及其应用   √ 

2.1、矩阵及其运算 √   

2.2、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矩阵的秩 √   

2.3、线性方程求解 √   

3.1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  

3.2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  

3.3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  

3.4统计、统计量与统计特征值  √  

3.5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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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Z01A1        英文名称：Higher Mathematics 

学分/学时：6/96           适用专业：中德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数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运筹学 

 

一、课程目标 

高等数学是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该课程的主要目标如

下： 

目标 1：为后继课程提供必需的基础数学知识； 

目标 2：传授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数学思维能力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目标 3：要使学生系统的获得微积分、无穷级数与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

基本运算和分析方法，为学习专业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

础。 

二、课程内容 

(一) 函数、极限与连续 (20学时)  

内容：函数概念、初等函数，数列极限、函数极限，无穷大与无穷小，极限

存在准则、无穷小的比较，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1.基本要求 

(1) 函数 

理解函数概念，掌握函数的表示方法。 

理解复合函数的概念，了解反函数与隐函数的概念。 

了解函数的性质：有界性、单调性、奇偶性和周期性。 

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图形。 

了解初等函数的概念, 了解双曲函数与反双曲函数的概念。 

会建立简单应用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2) 极限 

理解极限的概念，了解极限的 N  ，  定义。 

理解函数左、右极限的概念以及极限存在与左、右极限之间的关系。 

掌握极限的性质（特别是不等式性质）、四则运算法则及复合运算法则。 

掌握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夹逼准则与单调有界准则，掌握两个重要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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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in
lim 1
x

x

x
 与 1

lim(1 )x

x
e

x
  及利用其求极限的方法。 

介绍数列的 Cauchy 收敛原理。 

理解无穷小、无穷大、高阶无穷小和等价无穷小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

极限。 

(3) 连续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 

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理解基本初等函数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并会判定分段函数的连续性。 

了解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最大值最小值定理。 

2.重点、难点 

重点：极限概念，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利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函数的

连续性。  

难点：极限的定义，极限存在准则。  

（二）一元函数微分学 （28学时） 

内容：导数概念及导数公式，复合函数、反函数、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

定的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函数的微分。中值定理，罗必达法则，导数的

应用。 

1.基本要求 

(1) 导数与微分 

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几何意义，函数的可导性及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会求平面曲线的切线和法线方程，了解导数作为函数变化率的实际意义，会

用导数表达一些物理量。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

式（会用导数定义讨论分段函数在分段点的可导性）。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会求一些简单

函数的n阶导数。会求反函数的导数，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

二阶导数。 

会解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相关变化率问题。 

理解微分的概念，了解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微分形式的

不变性。 

了解微分在近似计算及误差估计中的应用。 

(2) 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理解罗尔(Rolle)定理和拉格朗日(Lagrange)定理，了解如何构造辅助函数并利

用定理证明相关问题。了解柯西(Cauchy)定理。 

了解泰勒(Taylor)定理以及用多项式逼近函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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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极限的方法。 

理解函数的极值的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

求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及其较简单的最大值、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求水平、铅直和斜渐近线，

会描绘一些简单函数的图形。 

了解弧微分、曲率和曲率半径的概念，会计算曲率和曲率半径。 

2.重点、难点 

重点：导数的定义，初等函数导数的求法（一阶及二阶）。罗尔定理，拉格

朗日定理，洛必达法则，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及极值。 

难点：复合函数求导法，高阶导数的求法。泰勒定理。 

（三）一元函数积分学 (28学时) 

内容：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牛顿—

莱布尼兹公式。  

1.基本要求 

(1) 不定积分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 

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掌握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会求有理函数、三角函数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2) 定积分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 

理解定积分的性质和定积分的中值定理。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Newton)---莱

布尼兹(Leibniz)公式。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掌握建立定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微元法），会用定积分表达和计算一些几

何量和物理量（平面图形的面积、平面曲线的弧长、旋转体的体积、平行截面面

积为已知的立体体积、变力作功、引力、压力和函数平均值）。 

了解广义积分及其收敛性的概念。 

2.重点、难点 

重点：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变上限函数及其求导

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难点：换元积分法，微元法. 

（四）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14学时) 

内容：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运算。空间直线、平面方程，简单的二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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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基本要求 

(1) 空间直角坐标系与向量代数 

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掌握向量的线性运算。 

理解向量在坐标轴上的分向量与向量的坐标的概念。掌握向量、单位向量、

方向的坐标表式法以及用坐标表达式进行向量运算的方法。 

掌握向量的数量积、向量积、混合积。掌握两个向量垂直、平行的条件。 

(2) 空间平面与直线 

掌握平面方程（点法式、一般式、截距式）的求法。 

掌握直线方程（对称式、参数式、一般式）的求法。 

会利用平面、直线的相互关系（平行、垂直、相交）解决有关问题。 

(3) 二次曲面 

理解曲面方程的概念。 

了解球面、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以坐标轴为轴的旋转曲面（主要是锥

面、抛物面）方程的求法。 

了解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一般方程，会求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曲线

方程。 

2.重点、难点 

重点：空间直线、平面方程，常用的二次曲面方程。 

难点：曲面方程。 

（五）多元函数微分学 (20学时) 

内容：多元函数概念，偏导数、全微分，多元复合函数、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微分法在几何上的应用，方向导数与梯度，多元函数的极值。 

1.基本要求 

(1) 多元函数 

理解二元函数的概念，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平面区域的概念。 

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了解有界闭区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2) 偏导数与全微分 

理解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了解偏导数的几何意义。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

数及高阶偏导数的概念。 

理解二元函数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了解

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掌握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的求法。会求隐函数（包括由方程组所确定

的隐函数）的偏导数。 

 (3) 偏导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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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掌握其计算方法。 

了解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会求它们的方程。 

理解多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了解多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 

会求一些简单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2.重点、难点 

重点：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的求法，二元函

数的极值，拉格朗日乘数法。 

难点：复合函数（特别是抽象函数）、隐函数的二阶偏导数求法，方向导数

与梯度的概念，拉格朗日乘数法。 

（六）多元函数积分学 (32学时) 

内容：重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曲线、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格林公式，高

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1.基本要求 

(1) 二重积分 

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了解二重积分的性质。 

掌握二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 

(2) 三重积分 

理解三重积分的概念。 

掌握三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柱面坐标系、球面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 

(3) 曲线积分 

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性质，掌握曲线积分的计算

法。 

了解两类曲线积分之间的关系。 

熟练掌握格林(Green)公式及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会求全微分的原函

数。 

 (4) 曲面积分 

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性质，会计算曲面积分。 

了解两类曲面积分之间的关系。 

理解高斯(Gauss)公式、并会用高斯公式计算曲面积分，了解斯托克斯(Stokes)

公式。 

 (5) 应用 

了解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在几何与物理上的应用，如求体积、曲面

面积、质量、重心、转动惯量、引力及流量等。 

会利用元素法（微元法）建立某些简单的几何量和物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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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难点 

重点：二重积分和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两类曲线、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

格林公式，高斯公式。 

难点：三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柱面坐标系、球面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第

二类曲线、曲面积分，高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七）无穷级数(22学时) 

内容：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及性质，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幂级数，函数展开

成幂级数及应用，傅里叶级数。 

 1.基本要求 

(1) 常数项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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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掌握几何级数和 p 级数的敛散性。 

掌握正项级数的比较判别法，比值判别法、根值判别法。 

掌握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定理。 

了解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及两者的关系。 

    (2) 幂级数 

了解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的概念。 

掌握幂级数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指开区间）以及收敛域的求法。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连续性、逐项求导与逐项求积）。

会求一些简单幂级数的和函数。 

了解函数展开成幂级数的充分必要条件。掌握 ,sin ,cos , ln(1 )xe x x x 和

(1 )x  的麦克劳林展开式，并会利用这些展开式将一些简单的函数展开成幂级

数。 

 了解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3) 傅里叶级数 

了解用三角函数逼近周期函数的思想，了解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理解函数

展开为傅里叶级数的狄利克雷(Dirichlet)定理。 

 会将定义在 ( , )  和 ( , )l l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会将定义在 (0, )l 上的函数展开为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2.重点、难点 

重点：几何级数、 p 级数的敛散性，正项级数的比较、比值判别法，交错

级数的莱布尼兹判别法，幂级数收敛半径及收敛域的求法，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简单的幂级数和函数的求法。 

难点：正项级数的比较判别法，用间接法将函数展开为幂级数，幂级数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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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求法，泰勒级数。 

（八）常微分方程 (16学时) 

内容：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一阶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二阶

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将定义在 (0, )l 上的函数展开为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1．基本要求 

(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了解微分方程以及微分方程的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的概念。 

(2) 一阶微分方程 

掌握变量可分离的方程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会解齐次方程、伯努利方程和全微分方程。会用简单的变量代换求解某些微

分方程。 

(3) 二阶微分方程  

会用降阶法求解三类方程： ( ) // // /( ), ( , ), ( , )ny f x y f x y y f y y   。 

理解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和解的结构定理。 

掌握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了解高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

程的解法。 

会求自由项为 ( ) ,x

nP x e ( cos sin )xe A x B x   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

分方程的特解，其中 ( )nP x 为实系数 n次多项式， , , ,A B  为实数。 

了解欧拉方程。 

会建立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模型。 

2.重点、难点 

重点：可分离变量及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

程解法，自由项为 ( ) ,x

nP x e ( cos sin )xe A x B x   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

方程特解的求法。 

难点：伯努利方程和全微分方程的解法，自由项为 ( cos sin )xe A x B x   的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特解的求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同济大学 编《高等数学》(第七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清华大学 编，《高等数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编，《高等数学》，西安：西电出版社，1996. 

3．王金金等 编，《新编高等数学学习辅导》，西安：西电出版社，1998. 

 

 



89 

四、课程考核 

笔试闭卷. 

各教学环节占总分的比例:平时（作业及课堂表现等）：50%，期末考试：50%.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五、附件 

 

制定人：   张  富   审核人：  郭鹏   批准人： 朱泰英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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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为后

继课程提供

必需的基础

数学知识； 

目标 2：传授数学思想，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逐步提

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数学思

维能力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目标 3：要使学生系统的获得微积分、无穷级数与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基本运算和分析方法，

为学习专业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奠定必要

的数学基础。 

函数、极限与连续 √ √ √ 

一元函数微分学 √ √ √ 

一元函数积分学 √ √ √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

几何 
√ √ √ 

多元函数微分学 √ √ √ 

多元函数积分学 √ √ √ 

无穷级数 √ √ √ 

常微分方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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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Z01A2       英文名称：1 Higher Mathematics 

学分/学时：6/96            适用专业：中德学院各专业 

开课学院：数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运筹学 

 

一、课程目标 

高等数学是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该课程的主要目标如

下： 

目标 1：为后继课程提供必需的基础数学知识； 

目标 2：传授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数学思维能力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目标 3：要使学生系统的获得微积分、无穷级数与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

基本运算和分析方法，为学习专业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

础。 

二、课程内容 

(一) 函数、极限与连续 (20学时)  

内容：函数概念、初等函数，数列极限、函数极限，无穷大与无穷小，极限

存在准则、无穷小的比较，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1.基本要求 

(1) 函数 

理解函数概念，掌握函数的表示方法。 

理解复合函数的概念，了解反函数与隐函数的概念。 

了解函数的性质：有界性、单调性、奇偶性和周期性。 

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图形。 

了解初等函数的概念, 了解双曲函数与反双曲函数的概念。 

会建立简单应用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2) 极限 

理解极限的概念，了解极限的 N  ，  定义。 

理解函数左、右极限的概念以及极限存在与左、右极限之间的关系。 

掌握极限的性质（特别是不等式性质）、四则运算法则及复合运算法则。 

掌握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夹逼准则与单调有界准则，掌握两个重要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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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in
lim 1
x

x

x
 与 1

lim(1 )x

x
e

x
  及利用其求极限的方法。 

介绍数列的 Cauchy 收敛原理。 

理解无穷小、无穷大、高阶无穷小和等价无穷小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

极限。 

(3) 连续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 

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理解基本初等函数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并会判定分段函数的连续性。 

了解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最大值最小值定理。 

2.重点、难点 

重点：极限概念，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利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函数的

连续性。  

难点：极限的定义，极限存在准则。  

（二）一元函数微分学 （28学时） 

内容：导数概念及导数公式，复合函数、反函数、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

定的函数 

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函数的微分。中值定理，罗必达法则，导数的应用。 

1.基本要求 

(1) 导数与微分 

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几何意义，函数的可导性及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会求平面曲线的切线和法线方程，了解导数作为函数变化率的实际意义，会

用导数表达一些物理量。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

式（会用导数定义讨论分段函数在分段点的可导性）。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会求一些简单

函数的n阶导数。会求反函数的导数，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

二阶导数。 

会解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相关变化率问题。 

理解微分的概念，了解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微分形式的

不变性。 

了解微分在近似计算及误差估计中的应用。 

(2) 中值定理与导数应用 

理解罗尔(Rolle)定理和拉格朗日(Lagrange)定理，了解如何构造辅助函数并利

用定理证明相关问题。了解柯西(Cauchy)定理。 

了解泰勒(Taylor)定理以及用多项式逼近函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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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极限的方法。 

理解函数的极值的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

求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及其较简单的最大值、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求水平、铅直和斜渐近线，

会描绘一些简单函数的图形。 

了解弧微分、曲率和曲率半径的概念，会计算曲率和曲率半径。 

2.重点、难点 

重点：导数的定义，初等函数导数的求法（一阶及二阶）。罗尔定理，拉格

朗日定理，洛必达法则，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及极值。 

难点：复合函数求导法，高阶导数的求法。泰勒定理。 

（三）一元函数积分学( 28学时) 

内容：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牛顿—

莱布尼兹公式。  

1.基本要求 

(1) 不定积分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 

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掌握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会求有理函数、三角函数有理式和简单无理函数的积分。 

 (2) 定积分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 

理解定积分的性质和定积分的中值定理。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Newton)---莱

布尼兹(Leibniz)公式。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掌握建立定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微元法），会用定积分表达和计算一些几

何量和物理量（平面图形的面积、平面曲线的弧长、旋转体的体积、平行截面面

积为已知的立体体积、变力作功、引力、压力和函数平均值）。 

了解广义积分及其收敛性的概念。 

2.重点、难点 

重点：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变上限函数及其求导

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难点：换元积分法，微元法. 

（四）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14学时) 

内容：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运算。空间直线、平面方程，简单的二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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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基本要求 

(1) 空间直角坐标系与向量代数 

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掌握向量的线性运算。 

理解向量在坐标轴上的分向量与向量的坐标的概念。掌握向量、单位向量、

方向余弦的坐标表式法以及用坐标表达式进行向量运算的方法。 

掌握向量的数量积、向量积、混合积。掌握两个向量垂直、平行的条件。 

 (2) 空间平面与直线 

掌握平面方程（点法式、一般式、截距式）的求法。 

掌握直线方程（对称式、参数式、一般式）的求法。 

会利用平面、直线的相互关系（平行、垂直、相交）解决有关问题。 

 (3) 二次曲面 

理解曲面方程的概念。 

了解球面、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以坐标轴为轴的旋转曲面（主要是锥

面、抛物面）方程的求法。 

了解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一般方程，会求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曲线

方程。 

2.重点、难点 

重点：空间直线、平面方程，常用的二次曲面方程。 

难点：曲面方程。 

（五）多元函数微分学 (20学时) 

内容：多元函数概念，偏导数、全微分，多元复合函数、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微分法在几何上的应用，方向导数与梯度，多元函数的极值。 

1.基本要求 

(1) 多元函数 

理解二元函数的概念，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平面区域的概念。 

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了解有界闭区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2) 偏导数与全微分 

理解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了解偏导数的几何意义。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

数及高阶偏导数的概念。 

理解二元函数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了解

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掌握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的求法。会求隐函数（包括由方程组所确定

的隐函数）的偏导数。 

 (3) 偏导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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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掌握其计算方法。 

了解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会求它们的方程。 

理解多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了解多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 

会求一些简单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2.重点、难点 

重点：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的求法，二元函

数的极值，拉格朗日乘数法。 

难点：复合函数（特别是抽象函数）、隐函数的二阶偏导数求法，方向导数

与梯度的概念，拉格朗日乘数法。 

（六）多元函数积分学 (32学时) 

内容：重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曲线、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格林公式，高

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1.基本要求 

(1) 二重积分 

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了解二重积分的性质。 

掌握二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 

(2) 三重积分 

理解三重积分的概念。 

掌握三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柱面坐标系、球面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 

(3) 曲线积分 

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性质，掌握曲线积分的计算

法。 

了解两类曲线积分之间的关系。 

熟练掌握格林(Green)公式及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会求全微分的原函

数。 

 (4) 曲面积分 

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性质，会计算曲面积分。 

了解两类曲面积分之间的关系。 

理解高斯(Gauss)公式、并会用高斯公式计算曲面积分，了解斯托克斯(Stokes)

公式。 

 (5) 应用 

了解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在几何与物理上的应用，如求体积、曲面

面积、质量、重心、转动惯量、引力及流量等。 

会利用元素法（微元法）建立某些简单的几何量和物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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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难点 

重点：二重积分和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两类曲线、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

格林公式，高斯公式。 

难点：三重积分在直角坐标系、柱面坐标系、球面坐标系下的计算方法。第

二类曲线、曲面积分，高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七）无穷级数 (22学时) 

内容：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及性质，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幂级数，函数展开

成幂级数及应用，傅里叶级数。 

1.基本要求 

(1) 常数项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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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掌握几何级数和 p 级数的敛散性。 

掌握正项级数的比较判别法，比值判别法、根值判别法。 

掌握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定理。 

了解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及两者的关系。 

 (2) 幂级数 

了解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的概念。 

掌握幂级数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指开区间）以及收敛域的求法。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连续性、逐项求导与逐项求积）。

会求一些简单幂级数的和函数。 

了解函数展开成幂级数的充分必要条件。掌握 ,sin ,cos , ln(1 )xe x x x 和

(1 )x  的麦克劳林展开式，并会利用这些展开式将一些简单的函数展开成幂级

数。 

了解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3) 傅里叶级数 

了解用三角函数逼近周期函数的思想，了解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理解函数

展开为傅里叶级数的狄利克雷(Dirichlet)定理。 

 会将定义在 ( , )  和 ( , )l l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会将定义在 (0, )l 上的函数展开为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2.重点、难点 

重点：几何级数、 p 级数的敛散性，正项级数的比较、比值判别法，交错

级数的莱布尼兹判别法，幂级数收敛半径及收敛域的求法，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简单的幂级数和函数的求法。 

难点：正项级数的比较判别法，用间接法将函数展开为幂级数，幂级数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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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求法，泰勒级数。 

（八）常微分方程 (16学时) 

内容：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一阶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二阶

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将定义在 (0, )l 上的函数展开为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1．基本要求 

(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了解微分方程以及微分方程的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的概念。 

(2) 一阶微分方程 

掌握变量可分离的方程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会解齐次方程、伯努利方程和全微分方程。会用简单的变量代换求解某些微

分方程。 

(3) 二阶微分方程  

会用降阶法求解三类方程： ( ) // // /( ), ( , ), ( , )ny f x y f x y y f y y   。 

理解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和解的结构定理。 

掌握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了解高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

程的解法。 

会求自由项为 ( ) ,x

nP x e ( cos sin )xe A x B x   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

分方程的特解，其中 ( )nP x 为实系数 n次多项式， , , ,A B  为实数。 

了解欧拉方程。 

会建立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模型。 

2.重点、难点 

重点：可分离变量及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

程解法，自由项为 ( ) ,x

nP x e ( cos sin )xe A x B x   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

方程特解的求法。 

难点：伯努利方程和全微分方程的解法，自由项为 ( cos sin )xe A x B x   的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特解的求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同济大学 编《高等数学》(第七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清华大学 编，《高等数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编，《高等数学》，西安：西电出版社，1996. 

3．王金金等 编，《新编高等数学学习辅导》，西安：西电出版社，1998. 

四、课程考核 

笔试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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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环节占总分的比例:平时（作业及课堂表现等）：50%，期末考试：50%.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五、附件 

 

 

制定人： 张  富 审核人：  郭鹏    批准人： 朱泰英    2017  年  07月  



99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为后继

课程提供必需

的基础数学知

识； 

目标 2：传授数学思想，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

素养、数学思维能力和应用数学的

能力。 

目标 3：要使学生系统的获得微积

分、无穷级数与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理

论、基本运算和分析方法，为学习专

业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奠定

必要的数学基础。 

函数、极限与连续 √ √ √ 

一元函数微分学 √ √ √ 

一元函数积分学 √ √ √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 √ √ 

多元函数微分学 √ √ √ 

多元函数积分学 √ √ √ 

无穷级数 √ √ √ 

常微分方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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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Z02A1 英文名称：Physic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物流管理专业 

开课学院：数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后续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自动控制原理、机械工程基础、物流工程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物理学所研究的各种运动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了解物理

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初步应用。 

目标 2：掌握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学、刚体定轴转动的有关概念、定理和

定律。 

目标 3：掌握简谐振动模型和描述波动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

相互关系。 

目标 4：了解几何光学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掌握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

的原理和计算。 

目标 5：了解理想气体的宏微观模型的有关概念，掌握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热传递形式、热力学定律及其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质点运动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参照系、坐标系和质点等概念，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位置矢量、运

动方程、轨迹方程、位移、路程、速度、加速度。 （4课时） 

1.2质点运动学的两类运动学问题。 （2课时） 

1.3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及角量与线量之间的关系，质点作圆周运动时的角

速度和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4课时） 

（二）质点动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及其适用范围，常见的力：万有引力、重力、

弹性力、摩擦力。 （2课时） 

2.2使用隔离法分析物理对象，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分析和解决基本力学问题。 

 （2课时） 

2.3动量、冲量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应用动量原理、动量守恒定律求解质

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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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功、动能、保守力、势能和机械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应用动能定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功能原理、能量守恒定律进行有关的计算。 （4课时） 

（三）刚体的定轴转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刚体模型和刚体的基本运动，描述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坐标、角位移、角

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概念及其运动学公式。 （4课时） 

3.2转动定律、角动量的概念、角动量守恒定律，应用动能定理及机械能守

恒定律解决刚体定轴转动的问题。 （6课时） 

（四）机械振动和机械波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 简谐振动模型，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

率、相位、振幅，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 （2课时） 

4.2应用旋转矢量法分析有关问题，简谐振动的能量概念，两个同方向、同

频率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条件。 （4课时） 

4.3 机械波产生的条件，波动的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波函数的各种表达式，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4课时） 

4.4波的能量传播特征及能流、能流密度等概念，惠更斯原理和波的叠加原

理，波的相干条件。 （2课时） 

（五）波动光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5.1 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杨氏双缝干涉的基

本装置和实验规律，光程概念以及光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薄膜等厚干涉的规律

及干涉位置的计算。 （7课时） 

5.2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分析单缝夫琅禾费衍

射的半波带法，光栅衍射条纹的成因和特点。 （5课时） 

5.3自然光、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的意义，偏振器起偏和检偏的方法和原理，

马吕斯定律和布儒斯特定律。 （2课时） 

（六）热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理想气体温度、体积、压强的概念和意义，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及其应

用。 （2课时） 

6.2热传递形的三种形式：传导、对流、辐射，热辐射的计算。 （2课时） 

6.3准静态过程、平衡态、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等概念，功、热量、内能

的计算，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物理意义，循环

过程。 （2课时） 

（七）几何光学和气体动理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学生自主学习） 

7.1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折射、全反射、光在平面上和球面上的成像、

薄透镜成像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光学仪器：照相机、显微镜、望远镜。 

7.2气体的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理想气体压强和温度的统计意义，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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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能量均分定理及理想气体的内能公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哈里德大学物理学》上册，滕小英等改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物理学基础》，张三慧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1 

2. Fundamentals of Physics (7th Edition) (Extended Edition), 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Jearl Walker,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8.06 

3. 《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马文蔚等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5.04 

4. Workshop Physics Activity Guide, The Core Volume: Mechanics I: 

Kinematics and Newtonian Dynamics (Units 1-7), Module 1 (2nd Edition), 

Priscilla W. Laws, Wiley, 2004.03 

5. Workshop Physics Activity Guide, Mechanics II: Momentum, Energy, 

Rotational and Harmonic Motion, and Chaos (Units 8 - 15), Module 2 (2nd 

Edition), Priscilla W. Laws, Wiley, 2004.05 

6. Workshop Physics Activity Guide, Heat Temperature and Nuclear 

Radiation, Module 3: Thermodynamics, Kinetic Theory, Heat Engines, 

Nuclear Decay, and Random Monitoring (Units 16 - 18 and 28) (2nd Edition), 

Priscilla W. Laws, Wiley, 2004.05 

7. 《普通物理学》上册(第七版)，程守洙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8. 《普通物理学》下册(第七版)，程守洙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40%)和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描述质点运动的

物理量、两类运动学问题、圆周运动、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

恒定律、功能原理、转动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简谐振动、波函数、光的干涉、

光的衍射、光的偏振、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热辐射、热力学定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柯  磊  审核人：  赵  华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103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物理学

所研究的各种运动

形式，了解其在生

活中的初步应用 

目标 2：掌握质点

运动学、质点动力

学、刚体定轴转动 

目标 3：掌握简谐

振动和描述波动

的物理量的物理

意义 

目标 4:了解几

何光学，掌握光

的干涉、衍射和

偏振 

目标 5：了解气

体模型，掌握状

态方程、热传

递、热力学定律 

1.1参照系和质点等概念，描

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 
√ √    

1.2两类运动学问题 √ √    

1.3 质点作圆周运动时的角

量 
√ √    

2.1 牛顿运动定律和常见的

力 
√ √    

2.2 隔离法和牛顿运动定律

的应用 
√ √    

2.3动量、冲量、动量原理、

动量守恒定律 
√ √    

2.4功、动能、保守力、势能、

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

功能原理、能量守恒定律 

√ √    

3.1 描述刚体定轴转动的物

理量及运动学公式。 
√ √    

3.2转动定律、角动量、角动

量守恒定律 
√ √    

4.1 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

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 
√  √   

4.2旋转矢量法、简谐振动的

能量、简谐振动合成的规律 
√  √   

4.3机械波产生的条件、波函

数的物理意义 
√  √   

4.4波的能量、惠更斯原理、

波的叠加原理、波的相干条件 
√  √   

5.1相干光、杨氏双缝干涉、

光程、薄膜等厚干涉 
√   √  

5.2 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单

缝衍射、半波带法、光栅衍射 
√   √  

5.3光的偏振、马吕斯定律、

布儒斯特定律 
√   √  

6.1理想气体温度、体积、压

强、状态方程 
√    √ 

6.2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 √    √ 

6.3准静态过程、平衡态、热

量、热力学定律、循环过程 
√    √ 

7.1光的直线传播、反射、折

射、全反射、成像、光学仪器 
√   √  

7.2气体的宏微观模型、自由

度、能量均分定理、内能公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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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引进）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13P1         英文名称：Music Appreci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经贸类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本课程以审美为主线，以古今中外的优秀音乐作品为基础，扩大学

生的音乐视野。 

目标 2：音乐欣赏是感知、理解音乐、体验音乐情感的一项音乐实践活动。

课程通过提高学生的音乐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使之掌握

多方面的音乐表现形式、音乐体裁等知识，从大学生审美和人文艺术修养的实际

出发，旨在提高本校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 

目标 3：通过音乐欣赏教学和实践，并在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音乐要素知识

及中外经典音乐曲目所蕴含的价值教育理念，使学生逐步具备准确、敏锐地从整

体上感受、体验音乐表现内容的能力，逐步具备评价音乐内容和形式中所反映的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绚丽

多彩的音乐作品中学习历史、了解社会、认识生活，成为具有一定音乐欣赏水平

和人文艺术素养的大学生。 

二、课程内容 

（一）音乐欣赏导论 （4课时） 

1.1音乐的起源、涵义。 （2课时） 

1.2音乐艺术的内部结构、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 （2课时） 

（二）西方古典主义音乐赏析 （16课时） 

2.1西方古典主义音乐的涵义及艺术特征。 （6课时） 

2.2西方古典主义音乐代表人物介绍及其作品赏析。 （1课时） 

2.3古典以前时期：如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有巴赫、亨德尔。 （1课时） 

2.4“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5课时） 

2.5莫扎特《第 40号交响曲》等作品赏析。 （1课时） 

2.6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九交响曲：合唱》等作品赏析。 

 （2课时） 

（三）西方浪漫主义音乐赏析 （1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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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西方浪漫主义音乐的涵义及艺术特征。 （2课时） 

3.2西方浪漫主义音乐代表人物介绍及其作品赏析。 （4课时） 

3.3舒伯特：《军队进行曲》、《冬之旅》等作品赏析。 （2课时） 

3.4肖邦：钢琴组曲《夜曲》、《幻想即兴曲》、《革命练习曲》等作品赏析。 

 （2课时） 

3.5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仲夏夜之梦》序曲等作品赏析。 

 （2课时） 

3.6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徒劳小夜曲》等作品赏析。 

 （2课时） 

（四）西方现代主义音乐赏析 （4课时） 

4.1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涵义及艺术特征。 （2课时） 

4.2《月光曲》等经典作品赏析。 （2课时） 

（五）西方经典歌剧赏析 （6课时） 

5.1西方歌剧艺术涵义及艺术特征。 

5.2《茶花女》等经典歌剧作品片段赏析。 

（六）学生音乐实践和期末考核 （4课时） 

6.1学生音乐实践。 （2课时） 

6.2期末考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听音乐-音乐欣赏教程-影印第 7 版》，罗杰·凯密恩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音乐欣赏十五讲》（第二版），肖复兴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9 

2. 《音乐欣赏》，卢广瑞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平时表现(10%)及音乐实践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通过对音乐的欣赏和感

悟，以音乐家或具体音乐作品为切入点，完成探讨音乐审美以及音乐艺术价值的

课程论文。 

 

制定人：  苏李 审核人：   段继红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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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大学语文 

英文名称：College Chinese 

课程代码：053001P1 

学分/学时：2/32 

课程性质：选修  

适用专业：全校学生  

先修课程：无 

开课院系：文理教学部 

授课教师：段继红 

办公室：临港校区文理楼 234办公室 

联系方式：TEL:13524278557（F）;E-mail:jhduan626@163.com  

辅导答疑： 

 

一、课程学习目标  

这是一门公共素质课，是使学生能正确的运用规范现代汉语进行交流，是要

使学生通过学习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继承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培养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和综

合人文素养的一门必修课。 

目标 1：是要使学生获得较全面系统的普通话和应用文写作的知识，进一步

提高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学习和工作的需

要；培养学生能比较准确的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和文字材料，具备一定的文学鉴

赏水平，综合分析能力和较高的写作能力。 

目标 2：在学习、掌握具体的有关普通话和应用文写作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中，逐步熟悉分析语言现象的方法；在学习和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

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 

目标 3：运用学得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提高培养高尚的思想品质、道德情

操和职业道德以及普通话应用能力，能熟练地写出有较高水平的文章。 

二、课程内容     

第一单元 仁者爱人  

樊迟、仲弓问仁（《论语》） 齐桓晋文之事（《孟子》）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清·郑燮） 

TEL:13524278557（F）;E-mail:jhduan626@163.com%20@sd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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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求：赏读经典，体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政

治抱负。 

第二单元 和而不同  

《老子》二章（《老子》）  

秋水（节选）（《庄子》）  

容忍与自由（胡适） 

 基本要求：了解道家思想的精髓，并理解宽容的可贵和重要性。  

第三单元 以史为鉴  

召公谏厉王弭谤（《国语》）  

谏逐客书（秦李斯）  

过秦论（上）（西汉贾谊）  

基本要求：了解历史，并发现现实意义。 

第四单元 胸怀天下  

哀郢（战国楚屈原）  

古风（其十九）（唐李白）  

秋兴八首（其一、其四）（唐杜甫）  

第五单元 故园情深   

二月兰（季羡林）  

听听那冷雨（余光中）  

基本要求：从古往今来的先贤作品中，体会爱国的拳拳之心。 

第五单元 礼赞爱情  

蒹葭（《诗经》）  

鹊桥仙（纤云弄巧）（宋秦观）  

沈园二首（宋陆游）  

永远的蝴蝶（陈启佑）  

基本要求：诵读经典爱情诗文，体会人类最美好的情愫。 

第六单元 洞明世事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元睢景臣）  

吃饭（钱钟书）  

第七单元 亲和自然  

徐霞客传（清钱谦益）  

心灵的镜子（[日本]东山魁夷）  

基本要求：从美轮美奂的山水清音中，体会自然造化的神奇和美好。 

第八单元 关爱生命  

小狗包弟（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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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节选）（史铁生）  

最后的常春藤叶（[美国]欧亨利）  

基本要求：从经典作品对人生和生命意义的阅读中，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 

第九单元 冰雪肝胆  

纪念傅雷（施蛰存）   

拣麦穗（张洁）  

基本要求：阅读经典，从平凡的人生琐事中感受人格的崇高和温暖。 

第十单元 诗意人生  

饮酒（其五）（晋陶渊明）  

赤壁赋（宋苏轼）   

“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  

基本要求：品读大师对生活的感悟，学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三、课程教材 

教材：徐怀中：《大学语文》（第十版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参考书：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四、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平时成绩（含考勤、课堂讨论、作业、实践等内容）占 40％；期

末考试占 60％。 

考核要求：开卷考试 

以中国文学为内容，查找资料，自选主题、自拟文章。 

五、附件 

 

指定人： 段继红   审核人：   尤冬克   批准人___袁艳红__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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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引导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内涵和

对今天的指导意

义。 

 

目标 2： 

使学生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对

中华民族精神

的构建和日常

生活的重大影

响 

目标 3： 

梳理中国

哲学、文学

史、绘画

史、音乐

史，使学生

掌握知识

点 

目标 4： 

使学生了解

名家，鉴赏欣

赏经典作品

的过程中，逐

步培养艺术

鉴赏力 

目标 5： 

引导学生从

优秀的中国

传统文化中

汲取精神力

量，培养正确

的三观，精神

成人 

绪论： √     

第一单元 仁者爱人 √ √ √  √ 

第二单元 和而不同 √ √ √  √ 

第三单元 以史为鉴 √ √  √ √ 

第四单元 胸怀天下 √ √  √  

第五单元 礼赞爱情 √ √  √  

第六单元 洞明世事 √ √ √ √  

第七单元 亲和自然 √ √  √ √ 

第八单元 关爱生命 √ √ √ √ √ 

第九单元 冰雪肝胆 √ √  √ √ 

第十单元 诗意人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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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03P1           英文名称：《Ancient Civiliz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中美合作班 

开课学院: 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髓，掌握中国古典哲学、古代政

体、古代文学（如诗词文赋）、古代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以及

西方古典文化（如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繁荣）、西方文化的近代转型（文艺复兴

时期的文学艺术）、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如绘画、文学、音乐、建筑等)等

相关知识。 

目标 2：通过学习，培养学生文学艺术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

养。 

目标 3：鼓励同学主动学习，根据课外书目阅读相关内容，拓展课程知识。

围绕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以及风土人情，自由选择主题，自己撰稿并当众以演讲

形式展示出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训练其书面文字表达的能力和演讲技巧，

增强其人际交往和自信和综合文化素养，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奠定良好的文化

基础。 

二、课程内容 

概论 （3课时） 

绪论：文化的内涵 （3课时） 

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儒、道、释三位一体 （8课时） 

第二章：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取向——诗、词、文、小说、戏曲（8课时） 

第三章：中国传统艺术及审美品格古代绘画、音乐 （8课时） 

第四章：西方古典文化的代表——古希腊神话、戏剧及雕塑的繁荣 

 （6学时） 

第五章：西方文化的近代转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 （6学时） 

第六章：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绘画、文学、音乐  （6学时） 

考试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姜平主编：《中西文化概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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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平时成绩（含考勤、课堂表现、作业等）占 40％；期末考试占

60％。 

考核要求：开卷考试 

以中外文学艺术、风俗人情为内容，查找资料，自选主题、自拟文章。 

五、附件 

 

 

制定人：  段继红   审核人： 尤冬克 批准人：   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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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引导了解中

西方文化的

内涵和对今

天的指导意

义。 

目标 2： 

使学生了解

中西方文化

对不同民族

精神的构建

和日常生活

的重大影响 

目标 3： 

梳理中西方

哲学、文学

史、绘画史、

音乐史，使

学生掌握知

识点 

目标 4： 

使学生了解

名家，鉴赏

欣赏经典作

品 的 过 程

中，逐步培

养艺术鉴赏

力 

目标 5： 

引导学生从

优秀的中西

方文化中汲

取 精 神 力

量，培养正

确的三观，

精神成人 

绪论： √ √   √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儒、道、释三位一体 √ √ √  √ 

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取向 

——诗、词、文、小说、戏曲 
√ √ √  √ 

中国传统艺术及审美品格古代绘画、音乐 √ √ √  √ 

西方古典文化的代表 

——古希腊神话、戏剧及雕塑的繁荣 
√ √ √  √ 

西方文化的近代转型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 
√ √  √ √ 

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 

——绘画、文学、音乐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