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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Leg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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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8 ，其中：网络教学 14 学时 ；课外实践 10 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简述

1.课程主要内容

《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面向大学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必修课程，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价

值取向，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要内容，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

弘扬伟大的爱国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增强学法、用法的

自觉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修养和法律素养。

本课程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等方面的教育为主要内

容，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导、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的一门公共必修课。

2.学习目的和任务

学习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从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

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和加强

自我修养的能力，为逐渐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

3.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责任意识、法律精神。加强大学

生的历史使命感，凝心聚力跟党走，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树立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思想道德高尚，展现当代大学生

的风采；法律意识牢固，具有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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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1：理论素养好，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4：法律意识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了解国家法律体

系，依法办事，具有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核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知识目标：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当代大学生的成才要求；明晰人生价值

的正确判定标准；进一步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深刻理解崇高的理想信念对

大学生的意义；深刻理解道德的功能，理解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与内涵；了解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理解法律权威、法治观念的内涵和要求。

能力目标：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科学的理想信念、良好的道德情

操和规范的行为方式；增强道德意识，对职业道德有进一步的体验，为做好新时代的建设者

做好意识上的准备；增强法律意识，尊重法治权威，善用法律思维。

3．价值观目标：锤炼价值观，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高度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网络学习考核、课外实践考核三结合。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60%；网络学习考核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20%；课外实

践考核成绩（含平时表现）占课程总分的 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重点：珍惜人生新阶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难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节 适应人生新阶段

（一）认识大学生活特点，提高独立生活能力

（二）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培养优良学风

（三）确立成才目标，塑造崭新形象

第二节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一）思想道德与法律

（二）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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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重点：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难点：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第一节 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

（一）理想信念的含义与特征

（二）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一）认识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第三节 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一）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立志高远与始于足下

（三）认清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四）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第三章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

重点：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难点：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

第一节 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

（一）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二）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三）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第二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二）爱国主义及其时代价值

（三）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四） 做忠诚的爱国者

第三节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一）时代精神及其主要体现

（二）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

（三）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

第四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重点：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难点：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第一节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一）人生观的科学内涵

（二）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

（三）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四）正确认识人生价值

（五）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第二节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一）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

（二）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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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第三节 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一）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

（二）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

（三）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

第五章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

重点：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道德建设

难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

第一节 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二）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三）道德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

第三节 继承与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一）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三）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

第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一）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道德建设

（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与原则

（三）积极投身崇高向善的道德实践

第六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

重点：追求崇高道德境界

难点：大学生的择业与创业

第一节 社会公德

（一）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三）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第二节 职业道德

（一）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二）大学生的择业与创业

（三）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节 家庭美德

（一）恋爱、婚姻中的道德规范

（二）大学生的恋爱观与道德观

（三）弘扬家庭美德

第四节 个人品德

（一）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三）追求崇高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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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律体系

重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

难点：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第一节 法律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一）法律的词源与涵义

（二）法律的本质与特征

（三）法律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一）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

（二）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第三节 我国的宪法与法律部门

（一）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二）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

（三）我国的程序法律部门

第四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意义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第八章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重点：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难点：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第一节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四）加强宪法实施，落实依宪治国

第二节 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一）法治思维的含义和特征

（二）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三）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

第三节 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一）尊重法律权威的意义

（二）尊重法律权威的的基本要求

第九章 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

重点：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难点：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第一节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一）法律权利

（二）法律义务

（三）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第二节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一）政治权利与义务

（二）人身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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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产权利与义务

（四）社会经济权利与义务

（五）宗教信仰及文化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一）依法行使权利

（二）依法救济权利

（三）尊重他人权利

（四）依法履行义务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讲授、问题研讨、案例讨论、学生上

台展示、模拟情景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借助易班优课建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易班优课公共课群，供一年级学生进行网络在线拓展式学

习与学习水平自测。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网

络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各章的学

时可以根

据实际情

况进行适

当的调整。

但调整幅

度应不超

过 2学时。

总学时不

变。

第一章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2 1 3

第二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4 1 1 6

第三章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
4 2 1 7

第四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4 2 1 7

第五章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
2 1 4 7 1

第六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
2 1 1 4

第七章
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律体系
2 2 1 5

第八章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2 2 1 5

第九章
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
2 2 4

合计 24 14 10 48 1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8，2015.

（二）教学参考书

[1] 郑明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辅导读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2] 贾少英,王恩江,王京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教学案例解析.北京：九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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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3.

[3] 曹美菊，鲍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训教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1、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内涵，联系大学生的成才目标，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让学

生辩证地看待问题，深刻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增强“四个自信”。联系个人的

思想实际，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真正确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根据社会热点、学生疑难与教师科研背景、学生专业背景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灵活

采用教学手段与方法。

3、利用课程丰富的视频资源和易班优课网站进行情景式教学、互动教学、启发式教学，

发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

4、加强课堂管理，可通过在线测试与随机抽查点名等方式进行到课率检查。

（二）网络学习环节

任课老师：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

识拓展学习、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

课程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三）课外实践环节

任课老师：（1）开学初拟定与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若干主题，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实践，

形式有社会调查、人物访谈、职业体验、公益慈善活动、经典阅读、教育基地参观等。填写

一份实践计划。（2）期末收缴学生实践报告（统一收纸质，或以班级刻录光盘），批改成绩，

填写一份实践总结。

所有学生：

（1）按规定要求任选一种形式进行社会实践。

（2）（2）提交一份不少于 1500 字的个人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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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Compendium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执 笔 者：吴新奇副教授/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7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网络学习 8 学时 ； 课外实践 8 学时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后续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二、课程简述

1 课程主要内容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 1840 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

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

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走向繁荣昌

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2.课程学习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

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增强爱国主义 思想感情，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引导学生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3.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政治素质、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坚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民族精神、忧患意识，铭记历史，以史为镜，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四个自信”；理论联系实际，能用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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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

素养、政治素

质、道德品质、

责任意识、法

律精神和正确

的历史观和国

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良，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6：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主要考核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知识目标：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了解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明确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主

线与主流、本质；了解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哪些艰苦探索，

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懂得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因；了解新

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及其意义。

2.能力目标：主要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

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3.价值观目标：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否通过学习，懂得中国革命

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否明白

历史和人民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

开放；能否自觉以党的指导思想作为自己行动指南。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注重过程考核。期末考试采

用闭卷形式，平时考核包括网络学习与客观题测试（由电脑自动计分）、课外实践考核（采

用社会调查报告、读书心得、口述历史、论文、参观、访谈等多种形式，其中调查报告、论

文类作业字数要求不少于 1500字，参观、访谈等实践活动要求有相片证明或录音视频资料

佐证）、课堂作业、学习态度（通过课堂考勤体现）等几方面内容。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由课程期末考试、网络学习考核、课外实践考核三部分组成，其中课程期末

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40%；网络学习考核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30%；课外实践考核成绩（含

平时表现、考勤）占课程总分的 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讲 导论

重点：课程基本内容介绍

难点：课程学习目的与意义

第一节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目的与意义

第二节 课程主要内容与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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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重点：了解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后果

难点：正确分析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第三节 反侵略斗争失败原因及教训

第三讲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重点：了解近代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难点：认识无论农民战争、地主阶级的改良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都不能实现中国民族独立

和国家富强。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第四讲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重点：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难点：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第二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第五讲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重点：正确理解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难点：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二节 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第六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重点：抗战胜利的主要原因？

难点：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第七讲 为新中国而奋斗

重点：分析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

难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2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八讲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重点：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及取得成就

难点：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挫折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2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主要采用讲授法、互动教学法，专题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多媒体教学、视频教学等多

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个别教师尝试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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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课

堂

网

络

实

践

小

计 各讲的学

时可以根

据实际情

况进行适

当的调整。

但调整幅

度应不超

过 2学时。

总学时不

变。

第一讲 导论 2 1 1 4

第二讲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2 1 1 4

第三讲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2 1 1 4
第四讲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2 1 1 4
第五讲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2 1 1 4
第六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2 1 1 4
第七讲 为新中国而奋斗 2 1 1 4

第八讲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2 1 1 4

合计 16 8 8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侃．中国近代史． 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
[3]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 王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6] 丁永隆编．南京政府的覆亡．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1．根据社会热点、学生疑难与教师科研背景、学生专业背景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灵活

采用多媒体教学、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分享教学和课堂教学活动等多种教学手

段和方法。

2.对网络教学话题讨论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集中点评，结合学生课外观看的视频进行

课堂讲授，依托易班优课或课程网站教学资源进行混合式课堂教学，发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

体作用，积极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

3.加强课堂管理，可通过在线测试或堂上作业形式适当进行到课率检查。

（二）网络学习环节

1.教师要在开课第一周前提供给学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网络教学实施方案》，让学

生了解网络教学的目的、内容、学习任务，为学生顺利开展网络学习提供技术与方法指导。

2. 网络学习主要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通过在线测试、知识拓展学习、

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主观题作业等网络学习方式让学生掌握课程基本知识、

增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的交流，拓展学生课外知识，弥补课程教学时数的不足，促进

学生个性化学习，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3.对学生话题讨论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要回帖，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网络话题讨论，对无效

帖子或不当言论及时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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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外实践教学环节

1.课程开始后第一周发布实践教学作业指南，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2.作业可以以电子文档或纸质形式上交，任课教师在开课第一周要填写好实践教学计

划，实践作业批改完后要要填写一份实践总结。

3.实践内容要符合课程内容，体现课程特色，注意与其他思政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协同，

尽量避免实践内容与其他课程内容重复或雷同，从源头上杜绝学生实践作业重复使用。

4.实践作业可采用多种形式，其中调查报告、创新论文类作业字数要求不少于 1500字，

参观、访谈等实践活动要有相片证明或录音视频资料佐证。

5.学生课外实践可结合专业与第二课堂活动采用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PPT展播、历史微视频制作、口述历史、人物访谈、感动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故事演讲、

微课制作与展示、历史类创新论文写作、图说历史等多种形式进行。

（四）期末考试环节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考试内容着重考察学生对理论运用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考察学生网络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学习心得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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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The principle of Marxism

执笔者：邝丽华讲师/教研部主任

审核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7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8 ，其中：网络教学 14学时，课外实践 10学时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后续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理论体系概论

二、课程简述

1.主要内容

该课程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该课程在内容上紧紧围绕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

2.教学目的与任务

目的是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把握社会主义的

本质和基本特征，深刻认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坚定

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增强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责任感。

3.人才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所以要求学生学好理论，增强社会责任感，

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识别和抵制错误

思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指标 1：理论素养好，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用相

关理论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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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考试、网络学习考核、课外实践考核三结合。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50%；网络学习考核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30%；课外实

践考核成绩（含平时表现）占课程总分的 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章”为单位说明本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教学基本要求、教学安排、重点、难点，

以及为达成教学目标或核心能力培养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格式如下：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重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难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四、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一讲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重点：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难点：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物质世界和实践

1、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

2、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世界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1、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3、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三、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1、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

2、意识的能动作用

第二讲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重点：如何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难点：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互关系。掌握这一原理对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意义。

一、认识的本质及规律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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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3、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二、真理与价值

1、真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绝对性

2、真理的检验标准

3、真理和价值的辨证统一

三、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1、一切从实际出发

2、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3、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三讲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重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系问题。

难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4、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2、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5、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讲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重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与

经济危机

难点：如何深化认识现阶段劳动价值论的新特点、怎样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

值论剥削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2、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1、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2、资本主义所有制

3、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4、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1、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2、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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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重点：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实质、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后果

难点：资本输出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

一、从自由竟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1、资本主义从自由竟争到垄断

2、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2、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1、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2、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讲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重点：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

难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

2、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3、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4、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

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1、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

2、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3、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4、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曲折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1、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革命政党

2、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

第七讲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重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难点：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一、马克思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1、马克思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2、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二、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2、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3、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2、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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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讨论法：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良。

辩论法：通过辩论赛，提高学生政治觉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手段：课堂上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让学生直观、感性理解抽象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课外利用网络的易班，了解学生的思想，通过与学生的互动，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各种能

力。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网

络

课

外

习

题

小

计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

放的科学

2 2

第一讲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

发展规律
4 2 2 8

第二讲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
4 2 2 8

第三讲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

规律
2 2 1 5

第四讲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

其本质
4 2 2 8

第五讲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进程
4 2 1 7

第六讲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

发展
2 2 1 5

第七讲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

崇高的社会理想
2 2 1 5

合计 24 14 10 4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教学参考书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2]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3]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4]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5] 肖前，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

[6] 肖前，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



18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任课老师：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分享教学和课堂教

学活动等教学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完成课堂学习，加强课堂纪律管理。

（二）网络学习环节

任课老师：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

识拓展学习、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课程

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三）课外实践环节

任课老师：

（1）开学初拟定与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若干主题，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实践，填写一份

实践计划。

（2）期末收缴学生实践报告（统一收纸质，或以班级刻录光盘），批改成绩，填写一份

实践总结。

所有学生：

（1）按规定要求任选一种形式进行社会实践。

（2）提交一份不少于 1500字的个人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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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教学大纲

《HIGHLIGHTS OFMAO ZEDONG、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REE DELEGATE IMPORTANT

THOUGHT》

执 笔 者：黄颖珊副教授/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院长/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6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96 ，其中：网络教学 28 学时 ；课外实践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有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1、课程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属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其前身是《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

别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它们面临着不同的时代主题，针对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不同而提出来，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与马克

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

想。本课程对于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2、课程学习目的和任务

通过学习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历史变革、历史成就有更加深刻的

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对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有更加切实的

帮助，形成较好的理论素养、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责任意识，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指标 1：理论素养好，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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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质、责任

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关理论分析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帮助大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

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要帮助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考试（闭卷）、网络学习考核、课外实践考核三结合。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的评定由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 50%；平

时成绩由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组成，网络教学成绩占总评成绩 30%，实践教学成绩占

总评成绩 20%。根据学生的课堂出勤登记、课堂发言或讨论等酌情加扣分。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重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

难点：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科学

体系和主要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重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难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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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重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难点：三大改造的过程及其历史经验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四章 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重点：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难点：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第一节 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

一、以前苏联为鉴

二、走中国工业化道路

三、对内深化改革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重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难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三、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第六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重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根本任务、“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难点：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小康社会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和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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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三、坚持科学发展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一、“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重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

难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二、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第三节 扩大对外开放

一、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重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我国的国体、政体、全

面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新理念。

难点：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依法治国；创新社会

治理体制。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四、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一、全面依法治国

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第五节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一、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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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

重点：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实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发展

难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一、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国的边疆及海疆史

二、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思维

二、中国的民族问题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重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独立

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难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和平发展；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的依据

第二节 坚持走和平发展路道

第十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

重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新的社会阶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新时期

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巩固国防和强大军

队

难点：新的社会阶层；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一、共同富裕

二、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三节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一、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第四节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第十二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重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难点：改善党的领导；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第二节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第三节 全面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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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讲授、问题研讨、学生上台展示、多媒体

视频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借助易班优课建立《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易班优课公共课群，供学生进行网络在线练习与测试；课程

负责人借助优质课程网站进行课堂教学改革试点，以培养学生搜集资料、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团结协作等多方面能力。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网

络

课

外

习

题

小

计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

大理论成果成果
6 2 8 课堂讨论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4 2 6
3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2 2 4

4 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

的理论成果

4 2 6

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依据

4 2 6 课堂讨论

6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4 2 4 10

7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4 2 6

8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布局

10 6 10 26 课堂讨论

9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理论 2 2 4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

和国际战略

2 2 2 6

1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

4 2 6 课堂讨论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领导核心

2 2 4 8

合计 48 28 20 9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本书编写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5 年修订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教学参考书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3.
[3] 胡锦涛.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 教育部社政司. 高校“两课”教育教学热点难点问题解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专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 王东. 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 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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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秦宣. 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八、其他说明

1、网络学习环节

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识拓展学习、

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2、课外实践环节

任课老师拟定主题，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课外实践，形式有社会调查、人物访谈、

职业体验、公益慈善活动、经典阅读、教育基地参观等，提交一份 PPT及一份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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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

Situation and Policy

执 笔 者：吴智刚讲师/博士/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7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 32学时，其中：网络学习 16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⒈课程主要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严格贯彻上级

党委指导精神，立足当前国内外重要时政热点问题，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通过专题式授课，

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引导他们准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其民族自信

心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自觉抵制错误思想侵袭的能力，以维护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和

谐稳定。课程紧跟当前国内外形势，根据上级党委指导意见，通过集体备课的方式，及时调

整更新授课专题内容，保持课程授课内容的与时俱进。

2.教学目的与任务

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从国内、国际、国内外联系三个角度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

形势和新政策，使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

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加深对十九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解。

3.本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在思想认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培养学

生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

想信念，形成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

素养、政治素

质、道德品质、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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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识、法

律精神和正确

的历史观和国

家 总 体 安 全

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良，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6：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 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

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

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2. 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的教育，加强热

点、难点的正确引导，理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增强大学生

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

3. 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了解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

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原则立场，使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并结合专业学科背景等，为

自身发展理清思路，规划未来。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考试、网络学习考核相结合。其中课程期末考试依托教育

部易班网优课网络教学平台的在线考试系统，进行网络开卷考试；网络学习考核则要求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在易班网优课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识拓展学习、课程

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等，并完成网络作业，同时进行作业的互评，完成

以上作业，始认定完成网络学习考核。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50%；网络学习考核（含平时表现）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5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印发《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与中宣部委托时

事报告杂志社编写的教材《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相关内容，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我校每个学

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要点。原则上选定 3-4 个主题。具体做法如下：

1. 《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拟定教学内容，报党委宣传部审核，

经学校党委批准后，由教务处安排教学时间，教学任务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宣传部、

学生处、信息技术中心、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予以支持、配合。

2.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上第一

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动的通知》精神，各学期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将由党委书记、校长

上第一讲。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1. 课堂教学环节

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分享教学和课堂教学活动等教

学手段和方法。

2. 网络学习环节

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识拓展学习、

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28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网

络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讲 具体专题内容

根据教育部文

件以及学校党

委审议通过的

专题为准。

4 4 8 此讲机动安排

第二讲 4 4 8

第三讲 4 4 8

第四讲
4 4 8

合计 16 16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每学期使用时事报告杂志社主办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每学期新版）。

（二）教学参考书

［1］中央文献研究所,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3］金立群，林毅夫,“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4］王喜文,中国制造 2025解读：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5］刘兆佳,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6］耿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八、其他说明

（一）本课程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每学期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印发《高校“形势与政

策”教育教学要点》，并以学校党委审议通过的专题为准，故不在此列明。

（二）本课程安排分别在第 2、3学期进行，均计 16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8学时、网络

学习环节 8学时），采取网络考试。第一讲一般为校长书记讲座，机动安排，凡未受校长书

记授课的班级将由任课老师在后三个专题整体予以课时及教学内容调剂。

（三）网络学习环节

任课老师：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

识拓展学习、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

课程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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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Military Theory

执 笔 者：唐林杰博士/教研部主任

审 核 人：林瑞青副教授/副院长

编写日期：2017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6，其中：网络教学 10学时；课外实践 1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主要内容：《军事理论》课程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有关规定，根据《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

军训工作意见的通知》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面向全国普通高

校面向大一新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课程主要设置有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国际战略环

境、军事高技术、信息化战争五个基本学习模块，采用专题式教学方式。

教学目的与任务：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其目的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政治素养

和思想道德，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其任务是使新时代大学生具有正确的国防观念和

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协作精神，促进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

提高。

本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具备过硬的政

治素养过硬和较高的思想觉悟，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

的品质；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国家总体安

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核心能力）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有较好的理论素

养、政治素质、

道德品质、责任

指标 2：政治素质过硬，政治觉悟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具有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品

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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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法律精神

和正确的历史观

和国家总体安全

观。

指标 3：思想道德高尚，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风”优

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具有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团结协作精神。

指标 6：树立正确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掌握军事基本理论，弘扬中国精神，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具有主权意识和全球思维。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军事理论》课程以军事理论教学为重点，辅以军事技能训练，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军

事理论与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忧患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强组

织纪律性，以促进大学生综合国防素质的提高，更能对大学生起到政治引导、人格匡正、育

人树人的积极作用，从而适应我国当前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考试、网络学习考核、课外实践考核三结合：

课程期末考试：考试为上机开卷考试，题型有单选题、多选题与判断题；

网络学习考核：要求学生完成易班网优课网络教学平台相应网络学习模块内容，如军事

话题讨论模块、军事网络课程模块、专题在线考试模块、教学资源模块、实践课外交流模块

以及国防问卷调查模块。网络考核分值，由易班课群根据模块权值设置及相应条件自动评分。

课外实践考核：要求大学生除了完成专题式理论课、网络课堂学习之外，必须开展军事

理论课外实践，包括开展军训心得体会总结与交流、自发开展国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利用

移动国防教育公众号学习研讨、参与国内外军事热点问题的理性思考等，在实践中增强国防

意识，树立正确国防思维，培养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尚武精神。军事理论课外实践结束后，

学生提交一份个人课外实践总结报告，采取学生互评方式进行评分。

（三）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50%；网络学习考核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30%；课外实践

考核成绩（含平时表现）占课程总分的 2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讲 航天梦、强军梦、中国梦

重点：从伊拉克战争到美国重返亚太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难点：如何认识航天梦、强军梦、中国梦三者关系

一、习近平总书记的未来国家发展规划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目标

（二）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目标

（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从伊拉克战争到美国重返亚太形势解读

（一）伊拉克战争及其解读

（二）阿富汗战争及其解读

（三）美国重返亚太及其解读

三、航天梦、强军梦、中国梦三者关系

（一）中国航天梦解读

（二）中国强军梦解读

（三）航天梦、强军梦、中国梦三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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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国防概述

重点：中国国防历史对当前我国国防建设的启示

难点：大学生如何树立和培养正确的国防安全意识

一、国防的基本内容

（一）国防的基本含义

（二）国防的构成要素

（三）国防的分类

（四）现代国防内涵的变化

二、中国国防历史回顾

（一）国防的由来

（二）中国古代国防的历史发展

三、中国国防的历史启示

（一）经济发展对国防的影响

（二）政治因素对国防的影响

（三）科技水平对国防的作用

第三讲 国防法规、建设与动员

重点：我国国防法规体系的基本情况

难点：如何认识国防动员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关系

一、我国国防法规体系介绍

（一）国防法规的含义和特征

（二）我国国防法规体系的构成

（三）我国现行的主要国防法规

二、兵役法与中外兵役制度比较专题

（一）中国的兵役制度

（二）世界主要国家兵役制度分析

三、中国的国防建设

（一）我国国防领导体制的发展演变

（二）中国武装力量建设

四、国防动员在现代国防中的作用

（一）国防动员的含义与作用

（二）当代世界国防动员的特点

（三）世界国防动员的典型案例分析

第四讲 军事思想

重点：中西方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

难点：如何认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军事思想的内在关联

一、中国古代、近现代军事思想介绍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当代军事思想

二、西方古代、近现代军事思想介绍

（一）西方古代军事思想

（二）西方近代军事思想

（三）西方现代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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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战略环境

一、战略与战略环境的基本内容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构成及分类

（二）战略环境的基本含义、构成及分类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含义与类型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

（三）国际战略格局的未来发展

三、我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一）我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回顾

（二）我国地缘政治的现状分析

（三）我国当前的周边安全环境

第六讲 军事高技术

重点：军事高技术与现代战争的关系

难点：如何正确认识军事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一、军事高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一）军事高技术的基本概念

（二）军事高技术与现代战争

（三）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

二、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一）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二）侦查监视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三）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四）军事航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五）军队指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六）新概念武器的发展与应用

（七）高技术作战平台的发展与应用

三、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概述

（一）新军事变革的基本内容

（二）军事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第七讲 信息化战争

重点：当代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与特点

难点：如何认识信息化战争与国防建设两者关系

一、信息化战争的形成与演变

（一）信息化战争概述

（二）信息化战争的形成与演变

（三）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

二、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

（一）情报战

（二）电子战

重点：我国当前战略环境现状

难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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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空间战

（四）精确战

（五）心理战

三、信息化战争与国防建设关系分析

（一）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的影响

（二）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四、典型战例分析

（一）海湾战争

（二）阿富汗战争

（三）伊拉克战争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专题式教学方式，具体教学方法主要采取理论讲解、视频插播、交流讨论等形式进

行，并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进行强化。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网

络

实

践

其

它

小

计

第一讲 4 4 4 12
第二讲 2 1 1 4
第三讲 2 1 1 4
第四讲 2 1 1 4
第五讲 2 1 1 4
第六讲 2 1 1 4
第七讲 2 1 1 4

合计 16 10 10 3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曾峥．当代大学生军事教育教程(第 6 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二）教学参考书

［1］张万年. 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俞晓鹏.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

［3］程永生.军事高技术与信息化武器装备.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4］宋绍松.揭开未来战神的面纱.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5］伍任和.信息化战争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八、其他说明

（一）课堂教学环节

本课程理论课教学采用专题式教学法，将课程分解成 7个专题，分别是国防教育综合专

题、国防概述专题、国防动员及法规专题、军事思想专题、国际战略环境专题、军事高技术

专题和信息化战争专题。每位军事理论专职教师承担 1 至 2 个专题教学任务，主要在教学内

容专题化、作业布置专题化、考核内容专题化等。突出特点为每个专题重点突出、讲述系统

性、针对性强，内容信息量大，旨在加强教师专题教学水平，锻造课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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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学习环节

任课老师：依托易班网优课或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主要采取课程知识在线测试、课程知

识拓展学习、课程话题讨论、专题教学视频观看、材料分析作业等手段和方法。

所有学生：按要求在网络互动课程上拓展学习，完成拓展学习、知识测试、话题讨论、

课程作业等网络学习任务。

（三）课外实践环节

任课老师：（1）开学初拟定与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若干主题，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实践，

形式有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经典阅读、红色革命基地参观等。填写一份实践计划。（2）期

末收缴学生实践报告（统一收纸质，或以班级刻录光盘），批改成绩，填写一份实践总结。

所有学生：

（1）按规定要求任选一种形式进行社会实践。

（2）提交一份不少于 1500 字的个人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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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公共课

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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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Fundamentals of College Computers

执 笔 者：谢建勤

审 核 人：王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计算机专业本科（医、经、管、法类）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64学时，其中：实验（实训）26学时；课外 12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在校非计算机专业的本科各专业学生的计算机技术基础必修课程，总

学时为 64学时，其中课堂教学为 26学时（含期末复习），实验学时为 26学时，课外学时为

12学时，总学分为 4学分。

内容主要分为论文排版、Internet技术基础和网页制作三部分，主要包括 word应用及高

级排版、Internet基础、移动互联、云计算与大数据、物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HTML、
计算机文件管理、用 Dreamweaver CS5制作网页及网页制作中用到的多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内

容。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求学生了解 word的高级排版、Internet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基本

概念，对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流行应用有一定了解；

熟练掌握计算机文字排版、一种网页制作工具及网页制作中用到的多媒体技术。

开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学生今后在学

习、工作中使用 word、Internet及制作多媒体作品打下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牢

固建立起计算机及 Internet 的应用意识，全面了解 Internet提供的信息服务及其原理，熟练

掌握获取 Internet各种信息服务的方法，掌握计算机文字排版、一种网页创作技术及网页制

作中用到的多媒体技术。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掌握计算机文档、网络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操作技能，具备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受到计算机科学的初步训练，增强信息处理能力，能在实际工作中利用计算机解决本专

业计算机应用问题，为专业技能提供辅助。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牢固建立起计算机及 Internet 的应用意识，全面了解 Internet 提供的信息服务及其原

理，熟练掌握获取 Internet各种信息服务的方法，掌握计算机文字排版、一种网页创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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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网页制作中用到的多媒体技术。

（二）考核方式

1）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作业与笔试结合的方式，笔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2）考试着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试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

容。

3）期末考试形式：教考分离，闭卷考试，采用计算机考试系统自动、随机组卷。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其中考试成绩（40%）；平时

成绩（10%）；实验成绩（5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文字处理

重点：文档的修饰和排版，复杂表格的制作与修饰，样式的创建与应用，长文档的制作和排

版技巧。

难点：不规则表格的制作，样式的应用。长文档的制作和排版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复杂表格的制作，图片格式的设置；长文档的制作，样式的应用，大纲视图的操作，主

控文档创建，目录的生成，图表的自动编号，审阅和修订。

（一）表格和图形

（二）长文档的编辑

第 2章 Internet概述及技术基础

计算机网络的概念、网络的分类、Internet 的发展历史、Internet 在中国的发展、

Internet 的未来、Internet 的应用、Internet 对社会的影响、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组

成及分类、TCP/IP 协议、域名系统(DNS)、中文域名、Internet 的接入技术、个人上网

的方法和配置。

（一）Internet 的产生与发展

（二）Internet 的应用

（三）Internet 对社会的影响

（四）计算机网络概述

（五）计算机网络设备和传输介质

（六）局域网基础

（七）Internet 基础

（八）Internet 协议

（九）域名系统（DNS）

（十）Internet 接入技术

（十一）网络操作系统

（十二）个人计算机的配置网络

重点：Internet 的应用及对社会的影响、TCP/IP 协议。

难点：TCP/IP 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基本概

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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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移动互联网简介

重点：移动互联网的定义和特点。

难点：移动互联网的基本协议和扩展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基本概

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移动互联网的基本概念，发展现状和移动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移动互联网

概述。

（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三）移动互联网与 3G、4G

（四）移动互联网的未来趋势

第 4章 云计算与大数据

重点：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定义。

难点：云计算分类、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流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基本概

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云计算的定义、云计算的特点、云计算分类、标准化、云安全、当前的云计算应用；大

数据的定义、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流程、大数据的技术体系。

（一）云计算

（二）大数据

（三）云计算与大数据

第 5章 物联网简介

重点：物联网的定义和基本特点。

难点：物联网的 EPC 体系结构，物联网体系架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基本概

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物联网的定义和基本特点，国内外物联网发展现状，物联网的 EPC体系结构，物联网

体系架构，物联网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一）物联网概述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三）物联网的 EPC体系结构

（四）物联网体系架构

（五）物联网的应用

（六）物联网的发展趋势

第 6章 电子政务

重点：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电子政务的主要模式。

难点：电子政务的主要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基本

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电子政务的主要内容，国内外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趋势，电子政务的三种主要模式。

（一）电子政务概述

（二）电子政务的主要模式

（三）电子政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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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电子商务

重点：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电子商务要素。

难点：信息流、资金流。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基本概

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现状和前景，电子商务的主要形式，电子商务要素：信息流，物

流，资金流（网上支付）。

（一）电子商务概述

（二）电子商务要素

（三）电子商务实例

第 8章 HTML
重点：常用的 HTML 标记。

难点：<A>、<IMG>、<TABLE>、<FRAMESET>、<SCRIPT>、<STYLE>等标记。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HTML 语言的语法规则、常用的 HTML语言标记及属性。

（一）HTML初步

（二）HTML详解

（三）HTML5 简介

第 9章 HTML
重点：常用的 HTML 标记。

难点：<A>、<IMG>、<TABLE>、<FRAMESET>、<SCRIPT>、<STYLE>等标记。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HTML 语言的语法规则、常用的 HTML语言标记及属性。

（一）HTML初步

（二）HTML详解

（三）HTML5 简介

第 10章 网页设计基础

重点：网站的工作机制、文件管理和网站制作流程。

难点：网站的工作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网站的工作机制、网站的分类和常用网站制作工具，网站规划的内容和方法，网站制作

流程。

（一）概述

（二）计算机文件管理

（三）网站规划

（四）网页制作流程实例

第 11章 网页设计基础

重点：网站的工作机制、文件管理和网站制作流程。

难点：网站的工作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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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工作机制、网站的分类和常用网站制作工具，网站规划的内容和方法，网站制作

流程。

（一）概述

（二）计算机文件管理

（三）网站规划

（四）网页制作流程实例

第 12章 用 Dreamweaver制作网页

重点：建立网站，使用表格、框架为表格布局，导航设计。

难点：CSS 样式、添加网页特效。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建立网站，在网页中加入文字，文字格式设置；加入图片、动画、声音、背景；插入、

修改超级链接；加入表单；使用表格进行版面布局设计、网页的动态效果设计、网页导航设

计、使用框架组织网页、网页的总体美化和发布。

（一）基本操作

（二）编辑网页

（三）使用表格

（四）使用框架

（五）CSS样式

（六）网页标准化设计

（七）添加网页特效

（八）使用表单

（九）网站发布与测试

第 13章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重点：图形图像及动画的文件格式、利用图像及动画工具进行图像及动画处理。

难点：动画制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位图图像与矢量图形特点、图形图像的文件格式、图像制作工具的使用、动画文件的文

件格式、动画制作工具的使用。

（一）位图图像与矢量图形概述

（二）图像工具的使用及基本操作

（三）图像的编辑操作

（四）图层的应用

（五）动画与帧概述

（六）动画制作

第 14章 动画制作基础

重点：动画制作的基本概念、利用 Flash 制作各类动画。

难点：交互式动画制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和实验为主，课外作业为辅；采用师生间互动及启发性探索；注重

基本概念讲述和基本原理的分析。

动画制作的基本概念、常用工具的使用、创建各类动画。

（一）计算机动画概述

（二）Flash CS5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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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的使用

（四）编辑对象

（五）元件和实例

（六）文本的使用

（七）基本动画制作

（八）复杂动画制作

（九）创建交互式动画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第 1章 文字处理 2 2 4 8 2

2
第 2章 Internet概述

及技术基础
1 1

3
第 3 章 移动互联网

简介
0.5 0.5

4
第 4 章 云计算与大

数据
1 1

5 第 5章 物联网简介 0.5 0.5

6 第 6章 电子政务 0.5 0.5

7 第 7章 电子商务 0.5 0.5

8 第 8章 HTML 1 2 3 1

9
第 9 章 网页设计基

础
2 2

10

第 10章 用

Dreamweaver 制作网

页

7 10 4 21 5

11
第 11章 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
5 6 2 13 5

12
第12章 动画制作基

础
5 6 2 13 6

合计 26 26 12 64 19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谢建勤，陆海波．Internet及多媒体应用教程（第3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9 月．

[2] 宋翔．Word 排版技术大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9 月．

[3] 景怀宇．中文版 Photoshop CS5 实用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年 4 月．

[4] 胡崧，于慧．Dreamweaver CS5 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5] Adobe 公司著，陈宗斌译．Adobe Flash CS5 中文版经典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6] 卡斯特罗、希斯洛普著，望以文译．HTML5 与 CSS3 基础教程(第 8 版)．北京：人民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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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出版社．2014 年 5 月．

八、其他说明

（一）本课程教学环节除讲课外，还有实验课和课外学时。

实验课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课外学时用于学生完成

课外作业，同时通过自主学习巩固所学知识并拓宽视野，是课程的必要及有益补充。除了教

学安排的学时数外，要求学生课外尽量多上机实验。

（二）通过本课程的实验及课外作业，使学生的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达到如下要求：

（1）熟练使用 word进行论文排版。

（2）熟练使用一种以上网页制作工具创作网页。

（3）熟练使用图像及动画制作工具。

（三）本课程不进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以考查基本的理论和概念为主，操作性的内容主要

在实验课及课外学时中体现。期末考试占学期总成绩的 40%，采用网络考试系统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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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执 笔 者：冉清

审 核 人：王东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理工科非计算机专业本科

开课单位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64 ，其中：实验 34 学时（课外 6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程序设计基础》是理工类非计算机专业开设的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

两大部分：C语言程序设计和文字处理。C 语言程序设计部分首先介绍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

算法、基本数据类型、各种表达式，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三种基本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

循环结构，然后介绍了体现模块化程序设计特性的函数的相关内容和其他复杂的数据类型：

数组、结构体、指针。文字处理部分主要学习 word 应用及高级排版操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是使学生掌握传统的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一般方法，以 C语言为基

础，培养学生严谨的程序设计思想、灵活的思维方式及较强的动手能力；其次掌握利用 word

文字处理软件实现文档高级排版功能。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具备运用算法及程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受到

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能在科技、教育和经济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或在生产经营及管理

部门从事实际应用、开发研究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核学生对程序设计语言 C的基本概念、语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灵活运用

所学知识阅读和编写程序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并利用网络考试系统以机试形式进行。根据教学大纲命题，考

试时间为 120分钟，卷面分值 100分。

（三）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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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总评成绩按平时成绩占 10%、实验成绩 40%、期末成绩 50%的比例计算生成。

实验作业要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实验完成后要提交源程序和文档。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C语言概述（2学时）

重点：C 程序的基本结构；C程序在不同的操作系统环境下的上机步骤。

难点：理解 C 程序和 C++程序的编译、链接的作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C语言的发展及特点

一、了解 C语言的发展历史背景以及 C语言的简况及其特点。

二、了解 C语言的主要特点以及和其他高级语言的简单比较。

第 2 节 简单的 C程序介绍

一、通过对简单 C程序的分析，了解 C语言程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的语法单位。

第 3 节 运行 C程序的步骤与方法

一、运行 C程序的步骤：掌握 C程序运行的基本步骤：源程序的编辑、编译、链接和

运行。

二、上机运行 C程序的方法：掌握在 VC编译环境中运行程序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2学时）

重点：C 的数据类型、常量与变量、算术运算符和算术表达式、赋值运算符和赋值表达式、

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难点：自增、自减运算符。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C的数据类型

一、掌握 C语言中常量和变量的基本概念、符号常量的定义及使用、合法的标识符的

定义。

二、掌握整型、浮点型、字符型常量和变量的使用及其运算操作。

第 2 节 变量赋初值以及数据间的混合运算

一、掌握变量赋初值的基本方法。

二、掌握各类型数据间混合运算时的转换规则。

第 3 节 常用运算符和表达式

一、掌握算术运算符的使用和算术表达式的求值，了解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二、掌握赋值运算符的使用和赋值表达式的求值，了解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三、掌握逗号运算符的使用和逗号表达式的求值，了解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第三章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2学时）

重点：顺序结构中赋值语句、数据输出、输入。

难点：格式的输入和输出。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C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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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 C语句的类型和作用。

二、掌握 C最基本的语句赋值语句的基本特点和功能。

第 2 节 数据的输入输出

一、熟练掌握 C语言程序中数据输入、数据输出的常用控制方法，以及格式的输入和

输出方法。

二、通过程序举例，理解 C语言自顶向下的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及特点，并能将几种

顺序执行的语句灵活运用到程序设计中。

第四章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3学时）

重点：关系表达式和逻辑表达式，if 语句，switch 语句。

难点：在程序中实现多分支结构的控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

一、掌握关系运算符的运算规则和优先级别。

第 2 节 逻辑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

一、掌握逻辑运算符的运算规则和优先级别。

第 3 节 实现选择结构的控制语句以及条件运算符

一、熟练掌握用 if语句处理选择结构的方法、if语句的基本形式、选择结构的嵌套。

二、掌握条件运算符和表达式的使用。

三、掌握用 switch语句实现多分支选择结构。

四、通过程序举例，掌握选择结构的基本程序设计方法。

第五章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3学时）

重点：循环结构的概念，实现循环结构的三种语句 while、do-while、for 的使用。

难点：循环的嵌套。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循环结构的概念

一、理解循环结构的使用意义。

二、理解循环结构中的几个要素：循环变量、循环条件、循环体。

第 2 节 实现循环结构的控制语句

一、熟练掌握使用 while、do-while、for语句实现循环结构的方法。

二、掌握嵌套循环结构程序的概念和嵌套的规则

三、清楚三种实现循环结构语句的各自特点。

四、掌握循环状态的改变语句 break、continue的使用

五、会编写循环结构程序。

第六章 数组（4学时）

重点：数组的概念；一维、二维数组以及字符数组的区别和特点。

难点：二维数组、字符数组的应用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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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一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一、熟练掌握定义一维数组的方法。

二、熟练掌握引用一维数组元素的方法。

三、掌握一维数组的初始化的方法

第 2 节 二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一、熟练掌握定义二维数组的方法。

二、熟练掌握引用二维数组元素的方法。

三、掌握二维数组的初始化的方法

第 3 节 字符数组

一、熟练掌握定义字符数组、初始化字符数组、引用字符数组元素的方法。

二、理解字符串的概念和字符串结束标志的使用，字符数组与字符串的关系。

三、掌握字符串的输入输出方法。

四、掌握常用的字符串处理函数的使用。

第七章 函数（6学时）

重点：函数的定义、函数的返回值、函数的调用、函数的形式参数和实际参数之间的关系、

函数的嵌套调用、函数的递归调用、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难点：函数递归及调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函数的定义、调用和声明

一、掌握函数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函数参数、函数类型、函数值以及定义函数的方法。

二、熟练掌握函数调用的三种形式：函数语句、函数表达式和函数参数；理解函数调用

的过程、数据传递的方式以及值的返回。

三、掌握函数原型的概念并掌握使用原型对函数进行声明的方法。

第 2 节 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

一、熟练掌握函数嵌套调用的方法和函数嵌套调用的过程。

二、掌握函数递归调用的方法以及递归调用的过程。

第 3 节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一、理解局部变量的基本概念以及作用范围。

二、理解全局变量的基本概念以及作用范围。

第八章 指针（2学时）

重点：指针的概念、变量的指针和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

难点：指针的概念。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地址与指针的概念

一、深刻理解指针的概念。

二、熟练掌握取地址运算符“&”和指针运算符“*”的使用。

第 2 节 指针变量

一、熟练掌握指针变量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二、掌握指针变量做函数参数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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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构体（4学时）

重点：结构体类型变量以及结构体数组的定义、引用和初始化。

难点：结构体数组。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通过案例教学、启发

式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语法知识、掌握程序设计方法。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

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第 1 节 结构体

一、理解构造类型的概念，熟练掌握结构体类型的声明、结构体变量定义的几种基本形

式。

二、掌握结构体类型变量的引用和初始化的方式。

三、掌握结构体数组的定义和初始化。

第 2 节 用 typedef声明新类型名

一、了解用 typedef声明新类型名的基本方法。

第十章 文字处理（8学时）

重点：文档的修饰和排版，复杂表格的制作与修饰，样式的创建与应用，长文档的制作和排

版技巧。

难点：不规则表格的制作，样式的应用。长文档的制作和排版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信息量，以讲授和实验为主，

对于难点和课外学时的部分知识，提供进一步的课件、参考书籍、网络资源等辅助学生自主

学习。

第 1 节 表格和图形

一、掌握复杂表格的制作与修饰。

二、掌握图形的插入和格式设置。

第 2 节 长文档的编辑

一、掌握样式的应用。

二、掌握大纲视图的操作、主控文档创建方法。

三、掌握目录的生成、图表的自动编号。

四、掌握文档的审阅和修订。

五、掌握长文档的制作和排版技巧。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C语言概述 2 2 4 5

二
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

式
2 2 4 4

三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2 2 4 7
四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3 3 6 9
五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3 3 6 11
六 数组 4 4 8 13
七 函数 6 6 12 9
八 指针 2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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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结构体 4 4 8 4
十 文字处理 2 0 6 6 2

合计 30 28 6 64 67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谭浩强．C程序设计（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 月．

[2] 苏小红．C语言大学实用教程（第 4 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

[3] 李新华等．C 语言程序设计（第 2版）．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 年 2 月．

[4] 谭浩强．C程序设计学习辅导（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 月．

[5] 宋翔．Word 排版技术大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9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总学时为 64学时，其中课堂教学为 30学时，实验学时为 34学时，课外实验学

时为 6学时，总学分为 4分。本课程的实验内容设置以下 6 个单元：

实验一：编译环境与基本数据类型

实验二：基本程序结构

实验三：函数及程序的模块化设计

实验四：派生数据类型

实验五：小型信息管理系统

实验六：文档的排版

http://www.jingpinke.com/textbook/details?uuid=8a833999-28fcce5e-0128-fcce5e6b-02fd&objectId=oid:8a833999-28fcce5e-0128-fcce5e6b-02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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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公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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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ENGLISH

执 笔 者：吴勇

审 核 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英语本科专业

开课单位 公共英语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12

学时数 总学时 192，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高中英语课程

后续课程 职业英语、专业英语等课程

二、课程简述

《大学英语》课程是我校非英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的公共基础课，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

综合能力和素质，安排在第一、二学年的四个学期开设。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大学英语》

课程实行分级教学，第一学期修读《大学英语 1》，第二学期修读《大学英语 2》，第三学

期修读《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第四学期修读《大学英语（学术英语）》。大学

英语课程每学期 48 学时，3 学分，两学期合计 96 学时，6 学分，四学期合计 192 学时，12

学分。本课程根据教育部制订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及我校人才培养定位实际情

况确定其教学内容和制订其教学大纲。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是我校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入学时他们应已掌握基本的英语语音、

词汇及语法知识，书面和口语表达具备一定的语篇组织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接近或达到《高

中英语课程标准》8级水平，少数学生超过 8 级以上水平。

三、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兼有工

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所谓工具性，就是要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通用

英语技能（听、说、读、写、译）及专门用途英语能力（学习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获得在

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就人文性而言，就是进行跨文化教育，了解国外的

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

个人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

《大学英语》课程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

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包括：

1.通用英语技能（听、说、读、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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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文化交际能力；

3.学术英语交流能力。

在分级教学、分类指导的教学原则指导下，通过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多媒体网络和外

语自主学习相结合，使学生根据自己英语水平、语言能力和个人发展需要，利用多媒体网络

课件和参加自己感兴趣的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等来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在广泛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的同时，注意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保持和发扬传统教学方式的精髓，

使教学活动个性化、多样化和人性化，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

学生将来自身发展需要。

我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依照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及我校人才培养

定位实际要求确定教学内容。在课时不增加的情况下，除完成常规的教学内容，还应系统穿

插讲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高级听说、高级阅读、高级写作、高级翻译（笔译和口译）、

英美文学欣赏、英美报刊选读、英美国家概况、商务英语、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英语

口语与演讲、英汉互译、学术英语、职业英语、地方行业英语等拓展知识内容。同时，充分

利用高效的现代教育技术，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能力为目标，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达到我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英语水平与能力

要求。

四、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总体要求

依照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基

础目标、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基础目标针对英语高考成绩合格的学生，是本科毕业时应达

到的基本要求；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针对大学入学时英语已达到较好水平的学生，也是对学

生英语应用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所选择的要求。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目标

能够基本满足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交流的需要；能

够基本正确地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在高中阶段应掌

握的词汇基础上增加约 2,000 个单词，其中 4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习或未来工作相

关的词汇；能够基本理解语言难度中等、涉及常见的个人和社会交流题材的口头或

书面材料；能够就熟悉的主题或话题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借助网络资

源、工具书或他人的帮助，对中等语言难度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理解主旨思想

和重要细节，表达基本达意；能够使用有限的学习策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

流时，能够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并能根据交际需要运用有限的交

际策略。

提高

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就熟悉的话题使用英语进行较为独立的交流；

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在高中阶段应

掌握的词汇基础上增加约 3,000 个单词，其中 6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习或未来工作

相关的词汇；能够较好地理解语言难度中等、内容熟悉或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口

头或书面材料，理解材料内部的逻辑关系、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能够以口头和书

面形式较清楚地描述事件、物品，陈述道理或计划，表达意愿等；能够就较熟悉的

主题或话题进行较为自如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较好地使用学习策略；在与来自

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够较好地处理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并能

根据交际需要较好地使用交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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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等诸多领域中使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流；能够有

效地运用有关篇章、语用等知识；能够较好地理解有一定语言难度、内容较为熟悉

或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口头或书面材料；能够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综合、对比、

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或形成自己的认识；能够就较为广泛的主题，包括大众关

心的和专业领域的主题进行较为流利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语言符合规范；能够以口

头和书面形式阐明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道理或理论；能够通过说理使他人接受新的观

点或形成新的认识；能够恰当地使用学习策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

够处理好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并能够根据交际情景、交际场合和

交际对象的不同，恰当地使用交际策略。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语言单项技能描述如下：

级别 语言技能

基础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就日常话题展开的简单英语交谈；能基本听懂语速较慢的音、

视频材料和题材熟悉的讲座，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听懂用英语讲授的相应

级别的英语课程；能听懂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常用指令、产品或操作说明等。能运用

基本的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就日常话题用英语进行简短但多话轮的交谈；能对一般性事件和

物体进行简单的叙述或描述；经准备后能就所熟悉的话题作简短发言；能就学习或

与未来工作相关的主题进行简单的讨论。语言表达结构比较清楚，语音、语调、语

法等基本符合交际规范。能运用基本的会话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中等的英语报刊文章和其他英语材

料；能借助词典阅读英语教材和未来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和简单的专业资料，

掌握中心大意，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根据阅读目的的不同和阅读材料的难

易，适当调整阅读速度和方法。能运用基本的阅读技巧。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英语描述个人经历、观感、情感和发生的事件等；能写常见的

应用文；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以短文的形式展开简短的讨论、解释、说明等，语

言结构基本完整，中心思想明确，用词较为恰当，语意连贯。能运用基本的写作技

巧。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结构清晰、语言难度较低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

译文基本准确，无重大的理解和语言表达错误。能有限地运用翻译技巧。

提高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一般日常英语谈话和公告；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

语速中等的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其他音视频材料，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相

关细节；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或与未来工作岗位、工作任务、产品等

相关的口头介绍。能较好地运用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话题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能较好地表达个人意

见、情感、观点等；能陈述事实、理由和描述事件或物品等；能就熟悉的观点、概

念、理论等进行阐述、解释、比较、总结等。语言组织结构清晰，语音、语调基本

正确。能较好地运用口头表达与交流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公开发表的英语报刊上一般性题材的文章；能阅读与所

学专业相关的综述性文献，或与未来工作相关的说明书、操作手册等材料，理解中

心大意、关键信息、文章的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等。能较好地运用快速阅读技巧阅

读篇幅较长、难度中等的材料。能较好地运用常用的阅读策略。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的主题表达个人观点；能撰写所学专业论文的英

文摘要和英语小论文；能描述各种图表；能用英语对未来所从事工作或岗位职能、



56

业务、产品等进行简要的书面介绍，语言表达内容完整，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

句通顺。能较好地运用常用的书面表达与交流技巧。

翻译能力：能摘译题材熟悉，以及与所学专业或未来所从事工作岗位相关，语言难

度一般的文献资料；能借助词典翻译体裁较为正式，题材熟悉的文章。理解正确，

译文基本达意，语言表达清晰。能运用较常用的翻译技巧。

发展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主题广泛、题材较为熟悉、语速正常的

谈话，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主要信息；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

英语讲座和与工作相关的演讲、会谈等。能恰当地运用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较为流利、准确地就通用领域或专业领域里一些常见话题

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篇幅较长、有一定语言难度的文本或讲话；

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能参与商务谈判、产品宣传等活

动。能恰当地运用口语表达和交流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主旨大意及细节；能比较顺利地阅

读公开发表的英语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英语文献和资料，较好地

理解其中的逻辑结构和隐含意义等；能对不同阅读材料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形成

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能恰当地运用阅读技巧。

书面表达能力：能以书面英语形式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能就广泛的社会、

文化主题写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就专业话题撰写简短报告或论

文，思想表达清楚，内容丰富，文章结构清晰，逻辑性较强；能对从不同来源获得

的信息进行归纳，写出大纲、总结或摘要，并重现其中的论述和理由；能以适当的

格式和文体撰写商务信函、简讯、备忘录等。能恰当地运用写作技巧。

翻译能力：能翻译较为正式的议论性或不同话题的口头或书面材料，能借助词典翻

译有一定深度的介绍中外国情或文化的文字资料，译文内容准确，基本无错译、漏

译，文字基本通顺达意，语言表达错误较少；能借助词典翻译所学专业或所从事职

业的文献资料，对原文理解准确，译文语言通顺，结构清晰，基本满足专业研究和

业务工作的需要。能恰当地运用翻译技巧。

（二）《大学英语 1、2》课程教学要求

依照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所划分的三个层次的教学要求，结合我校人

才培养定位实际要求，在第一、二学期开设《大学英语 1、2》公共基础课程，属必修课，

每学期 48 学时，3学分，全年 96 学时，6学分。

我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包括一本招生、二本招生，二本招生又包括普通本科、国际班、

A级版、艺术班、专升本等，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差异较大，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类教学。

在第一、二学期，一本招生及二本招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

为教学目标，而英语基础较差的普通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为起点

进行教学。

（三）《大学英语3（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

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体现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特征，其课程教学要求

也分为三个级别。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以丰富学生中外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中外文化差异意识为目的。可在通用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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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内容中适当导入一定的中外文化知识，以隐形教学为主要形式，也可独立开设课程，

为学生讲授与中西文化相关的基础知识。

提高

目标

在学生已掌握的语言文化知识基础上开设，主要包括文化类和跨文化交际类课程，

帮助学生提升文化和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发展

目标

通过系统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提

升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针对我校实际情况，《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在第三学期开设。一本招生及

二本招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为教学目标，而英语基础较差

的普通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为起点进行教学。

（四）《大学英语4（学术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以英语使用领域为指向，以增强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和学术交流、

从事工作的能力，提升学生学术和职业素养为目的，包括学术英语（通用学术英语、专门学

术英语）和职业英语等。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凸显大学英语工具性特征，将特定的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相结

合，教学活动着重解决学生学科知识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语言问题，以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英

语能力为教学重点，也分为三个级别。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目标

在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初步的通用学术英语知识以及与

专业学习相关的基本英语表达。

提高

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较好地掌握通用学术英语和一定的职业英语知识，培养学生基本

达到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从事工作的能力。

发展

目标

帮助学生利用英语提高本专业学习、工作的能力，特别是在专业领域用英语进行交

流的能力。

针对我校实际情况，《大学英语（学术英语）》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一本招生及二本招

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为教学目标，而英语基础较差的普通

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为起点进行教学。

五、教学手段与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采用新的手段和方法，从以教师讲授

为中心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讨论和探索为主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

法和模式（如交际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任务教学法、问题解决法、翻转课堂模式、线上线

下互动等），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辅助力量，建立大学英语课程网络教学平台

（如 QQ、微信、朋友圈、O2O 平台等）及课程群，学生进行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和学习，使英

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不受时空限制的学习、自主学习方向发展。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应

体现英语教学的实用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结合的原则，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

教学环节依据实际情况，可采取讲授、讨论、答疑、习题、考试、课外教学、第二课堂、线

上线下互动及其它灵活形式（如情景对话、听力复述、看图说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面

试、采访、公众演讲等），贯穿于听、说、读、写、译各个教学环节。

六、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教学评估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教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

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的

有效手段。教学评估要求做到全面、客观、科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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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专业班级的教学评估以综合评估为主，包括形成性评估（平时考查成绩）和终结

性评估（期末考试成绩）两种：

平时考查成绩原则上占总评成绩的 30%，包括学生自我评估，学生相互间的评估，教师

对学生的评估等，具体形式包括平时考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随堂测验、课外活动、线

上线下互动等，以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观察、评估和监督，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

终结性评估原则上占总成绩的 70%，是指期末课程考试和能力水平考试，可采用口试、

笔试相结合的形式，主、客观题型并重，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检测并重，以检测学

生学习该课程的总体效果。考试内容应当围绕当学期学习内容为主，既要有基础知识题型，

又要有综合、提高性的题型。

积极鼓励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笔试、口试），通

过四级考试的学生在第四学期参加六级考试（笔试、口试）。条件许可时，鼓励非英语专业

英语水平较高的班级学生在第二学期参加四级考试，通过四级考试的学生在第三学期参加六

级考试。同时，积极鼓励学生有选择性地参加与专业相关的英语考试，如：剑桥商务英语考

试（BEC）、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雅思（IELTS）、托福（TOEFL）及英语导

游资格证等。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非英语专业班级的大学英语安排在第一至第四学期，教学时数为每学期 48 学时，3 学

分，四学期总计 192 学时，12 学分。课内外学习时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1：3。

除了完成规定课时内的大学英语精读、听力、阅读、语法、翻译、写作等基本教学任务

外，还要在课堂上有计划、系统地穿插讲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高级听说、高级阅读、高

级写作、高级翻译（笔译和口译）、英美文学欣赏、英美报刊选读、英美国家概况、商务英

语、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英语口语与演讲、英汉互译、学术英语、职业英语、地方行

业英语等拓展知识内容或开设相关选修课，以期提高学生英语综合水平与通用技能，从而实

现人才培养计划和目标。

教学环节依据实际情况，可采取讲授、讨论、答疑、习题、考试、课外教学、第二课堂、

线上线下互动及其它灵活形式（如情景对话、听力复述、看图说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

面试、采访、公众演讲等），贯穿于听、说、读、写、译各个教学环节。

八、学时分配

非英语专业班级的大学英语安排在第一至第四学期，教学时数为每学期 48 学时，3 学

分，四学期总计 192 学时，12 学分。课内外学习时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1：3。

在规定的课时内，除了完成大学英语精读、听力、阅读、语法、翻译、写作等基本教学

任务外，还要在课堂上有计划地、系统地穿插讲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高级听说、高级阅

读、高级写作、高级翻译（笔译和口译）、英美文学欣赏、英美报刊选读、英美国家概况、

商务英语、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英语口语与演讲、英汉互译、学术英语、职业英语、

地方行业英语等拓展知识内容或开设相关选修课，以期提高学生英语综合水平与通用技能，

从而实现人才培养计划和目标。

在安排教学计划时，要根据学生班级水平差异来确定教学内容和进度，但要注意合理性、

恰当性和渐进性，要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分类选用不同层次的、近

年出版的国家级、省部级大学英语教材。

在第一学期，主要完成《大学英语 1》课程内容，同时着手进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训练，

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与技能。此外，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中或第二课堂讲授高级听说、高级写

作和英美国家概况，旨在提高学生听说、写作能力，同时了解英美国家概况，为第二学期学

习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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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学期，主要完成《大学英语 2》课程内容，同时进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训练，

继续提高学生语言水平与技能。条件许可时，鼓励非英语专业英语水平较高的班级学生在第

二学期参加四级考试。此外，还可在课堂教学中或第二课堂讲授高级听说、高级阅读，以提

高学生听说、阅读能力。在学生对英美国家概况了解的基础上，可以讲授中西方语言与文化

知识，了解语言和文化关系，了解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如何恰当使用语言。

在第三学期，主要完成《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内容，熟悉英语国家文化，

以及中英文化的差异，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进而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进行跨文

化交际的能力。此外，本学期可根据实际情况，讲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训练、英语口语与

演讲、英语报刊选读等拓展知识，由基础知识技能教学转向跨文化英语教学。

在第四学期，主要完成《大学英语（学术英语）》课程，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和

学术交流的能力。同时，为扩大学生阅读面，了解本专业国际时讯和动态，可以讲授英汉互

译、专业英语、科技文献阅读等拓展内容，为学生以后专业学术交流、专业课程论文及毕业

论文写作等奠定基础。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序

号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大学英语 1 40 4 4 48
第一

学期

2
大学英语 2

40 4 4 48 第二

学期

3 大学英语

（跨文化交际英语）
32 8 8 48

第三

学期

4 大学英语

（学术英语）
32 8 8 48

第四

学期

合计 144 24 24 192

九、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 应惠兰等.新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学生用书)（1-4 册）.ISBN 978-7-5135-1830-7/

978-7-5135-1979-3/978-7-5135-2032-4/978-7-5135-2033-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12 年，第三版.

[2] 何莲珍等.新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学生用书）（1-4 册）.

ISBN 978-7-5135-1788-1/978-7-5135-2013-3/978-7-5135-2035-5/978-7-5135-2034-8.北

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第三版.

[3] 李 荫 华 等 . 全 新 版 大 学 英 语 综 合 教 程 ( 学 生 用 书 ) （ 1-4 册 ） .ISBN

978-7-5446-3135-8/978-7-5446-3136-5/978-7-5446-3137-2/978-7-5446-3138-9.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4] 虞 苏 美 等 . 全 新 版 大 学 英 语 听 说 教 程 ( 学 生 用 书 ) （ 1-4 册 ） .ISBN

978-7-5446-3224-9/978-7-5446-3225-6/978-7-5446-3226-3/978-7-5446-3227-0.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5] Leo Jones.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口 语 教 程 （ 学 生 用 书 ）（ 1-2 册 ） .ISBN

978-7-5446-2455-8/978-7-5446-2446-6.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6] 邓海.大学英语口语教程 1.ISBN 978-7-04-035312-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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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秋芳.跨文化口语教程.ISBN978-7-5600-5102-4(0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第一版.

[8] 刘小燕.跨文化交际教程.ISBN 978-7-0404-3844-4.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第

一版.

[9] 季佩英，范烨.学术英语(综合教程).ISBN 978-7-5135-3136-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10] 季佩英，张颖主.学术英语（社科）. ISBN978-7-5135-1711-9.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11] 蔡基刚.学术英语（理工）. ISBN 978-7-5600-8527-2.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第一版.

[12] 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一册)（学生用书）. ISBN978-7-5446-3918-7.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一版.

[13]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二册)（学生用书）. ISBN978-7-5446-3920-0.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14] 熊丽君.新潮大学英语口语教程。ISBN978-7-309-13166-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四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应 惠 兰 等 . 新 编 大 学 英 语 综 合 教 程 ( 教 师 用 书 ) （ 1-4 册 ） .ISBN

978-7-5135-2110-9/978-7-5135-2311-0/978-7-5135-2523-7/978-7-5135-2483-4.北京：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第三版.

[2] 何 莲 珍 等 . 新 编 大 学 英 语 视 听 说 教 程 （ 教 师 用 书 ）（ 1-4 册 ） . ISBN

978-7-5135-2051-5/978-7-5135-2295-3/978-7-5135-2515-2/978-7-5135-2571-8.北京：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第三版.

[3] 李 荫 华 等 . 全 新 版 大 学 英 语 综 合 教 程 ( 教 师 用 书 ) （ 1-4 册 ） . ISBN

978-7-5446-3204-1/978-7-5446-3205-8/978-7-5446-3207-2/978-7-5446-3208-9.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4] 虞 苏 美 等 . 全 新 版 大 学 英 语 听 说 教 程 ( 教 师 用 书 ) （ 1-4 册 ） . ISBN

978-7-5446-3230-0/978-7-5446-3231-7/978-7-5446-3232-4/978-7-5446-3233-1.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5]Leo Jones.大学英语基础口语教程（教师用书）（1-2 册）. ISBN 978-7-5446-2456-5/

978-7-5446-2448-0.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6]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4 年，第一版.

[7]何高大，仇如慧.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ISBN 978-7-5135-1745-4.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8]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ISBN 7-81080-387-5.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一版.

[9]陈仲利.最新英美报刊选读. ISBN 978-7-300-06746-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10]周叔麟.新编英美概况教程. ISBN 978-7-301-15085-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1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 ISBN 978-7-560-00430-3.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

[1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 ISBN 978-7-560-01782-2.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7 年，第一版.

http://search.jd.com/Search?editer=%BD%CC%D3%FD%B2%BF%B8%DF%B5%C8%BD%CC%D3%FD%CB%BE&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Search?editer=%BD%CC%D3%FD%B2%BF%B8%DF%B5%C8%BD%CC%D3%FD%CB%BE&book=Y&ar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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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ISBN 978-7-810-46277-8.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

[14]季佩英，张颖主.学术英语（社科）. ISBN978-7-5135-1711-9.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15]李向武.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程. ISBN 978-7-5643-3641-7.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一版.

[16]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一册)（教师手册）.ISBN978-7-5446-3919-4.上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一版.

[17]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二册)（教师手册）.ISBN978-7-5446-3921-7.上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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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执 笔 者：吴勇

审 核 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英语本科专业

开课单位 公共英语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3

学时数 总学时 48，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大学英语 1、2 课程

后续课程 学术英语、职业英语、专业英语等课程

二、课程简述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是我校非英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的公共基础课，

属必修课程。该课程安排在第三学期，总计 48 学时，3 学分。本课程根据教育部《大学英

语教学指南》（2014）及我校人才培养定位实际要求来确定其教学内容和制订其教学大纲。

三、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指出，大学英语课程具有人文性，体现在跨文化

教育，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意识并重。开设《跨文化交际英语》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是我校非英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属

必修课程。课程通过学习跨文化交际基础理论，分析跨文化交际案例，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并在语言学习的同时，更多关注英语国家的文化，特别是通过与汉语文化的对比，提高跨文

化交际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运用能力，相关国家文化和专业背

景知识，以及交流能力三方面。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当比较熟悉英语国家文化，以及汉

英文化的差异，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进而提高自己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的能力。

四、课程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总体要求

依照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基

础目标、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基础目标针对英语高考成绩合格的学生，是本科毕业时应达

到的基本要求；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针对大学入学时英语已达到较好水平的学生，也是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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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英语应用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所选择的要求。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目标

能够基本满足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交流的需要；能

够基本正确地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在高中阶段应掌

握的词汇基础上增加约 2,000 个单词，其中 4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习或未来工作相

关的词汇；能够基本理解语言难度中等、涉及常见的个人和社会交流题材的口头或

书面材料；能够就熟悉的主题或话题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借助网络资

源、工具书或他人的帮助，对中等语言难度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理解主旨思想

和重要细节，表达基本达意；能够使用有限的学习策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

流时，能够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并能根据交际需要运用有限的交

际策略。

提高

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就熟悉的话题使用英语进行较为独立的交流；

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在高中阶段应

掌握的词汇基础上增加约 3,000 个单词，其中 6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习或未来工作

相关的词汇；能够较好地理解语言难度中等、内容熟悉或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口

头或书面材料，理解材料内部的逻辑关系、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能够以口头和书

面形式较清楚地描述事件、物品，陈述道理或计划，表达意愿等；能够就较熟悉的

主题或话题进行较为自如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较好地使用学习策略；在与来自

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够较好地处理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并能

根据交际需要较好地使用交际策略。

发展

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等诸多领域中使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流；能够有

效地运用有关篇章、语用等知识；能够较好地理解有一定语言难度、内容较为熟悉

或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口头或书面材料；能够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综合、对比、

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或形成自己的认识；能够就较为广泛的主题，包括大众关

心的和专业领域的主题进行较为流利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语言符合规范；能够以口

头和书面形式阐明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道理或理论；能够通过说理使他人接受新的观

点或形成新的认识；能够恰当地使用学习策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

够处理好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并能够根据交际情景、交际场合和

交际对象的不同，恰当地使用交际策略。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语言单项技能描述如下：

级别 语言技能

基础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就日常话题展开的简单英语交谈；能基本听懂语速较慢的音、

视频材料和题材熟悉的讲座，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听懂用英语讲授的相应

级别的英语课程；能听懂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常用指令、产品或操作说明等。能运用

基本的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就日常话题用英语进行简短但多话轮的交谈；能对一般性事件和

物体进行简单的叙述或描述；经准备后能就所熟悉的话题作简短发言；能就学习或

与未来工作相关的主题进行简单的讨论。语言表达结构比较清楚，语音、语调、语

法等基本符合交际规范。能运用基本的会话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中等的英语报刊文章和其他英语材

料；能借助词典阅读英语教材和未来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和简单的专业资料，

掌握中心大意，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根据阅读目的的不同和阅读材料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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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适当调整阅读速度和方法。能运用基本的阅读技巧。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英语描述个人经历、观感、情感和发生的事件等；能写常见的

应用文；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以短文的形式展开简短的讨论、解释、说明等，语

言结构基本完整，中心思想明确，用词较为恰当，语意连贯。能运用基本的写作技

巧。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结构清晰、语言难度较低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

译文基本准确，无重大的理解和语言表达错误。能有限地运用翻译技巧。

提高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一般日常英语谈话和公告；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

语速中等的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其他音视频材料，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相

关细节；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或与未来工作岗位、工作任务、产品等

相关的口头介绍。能较好地运用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话题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能较好地表达个人意

见、情感、观点等；能陈述事实、理由和描述事件或物品等；能就熟悉的观点、概

念、理论等进行阐述、解释、比较、总结等。语言组织结构清晰，语音、语调基本

正确。能较好地运用口头表达与交流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公开发表的英语报刊上一般性题材的文章；能阅读与所

学专业相关的综述性文献，或与未来工作相关的说明书、操作手册等材料，理解中

心大意、关键信息、文章的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等。能较好地运用快速阅读技巧阅

读篇幅较长、难度中等的材料。能较好地运用常用的阅读策略。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的主题表达个人观点；能撰写所学专业论文的英

文摘要和英语小论文；能描述各种图表；能用英语对未来所从事工作或岗位职能、

业务、产品等进行简要的书面介绍，语言表达内容完整，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

句通顺。能较好地运用常用的书面表达与交流技巧。

翻译能力：能摘译题材熟悉，以及与所学专业或未来所从事工作岗位相关，语言难

度一般的文献资料；能借助词典翻译体裁较为正式，题材熟悉的文章。理解正确，

译文基本达意，语言表达清晰。能运用较常用的翻译技巧。

发展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主题广泛、题材较为熟悉、语速正常的

谈话，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主要信息；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

英语讲座和与工作相关的演讲、会谈等。能恰当地运用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较为流利、准确地就通用领域或专业领域里一些常见话题

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篇幅较长、有一定语言难度的文本或讲话；

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能参与商务谈判、产品宣传等活

动。能恰当地运用口语表达和交流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主旨大意及细节；能比较顺利地阅

读公开发表的英语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英语文献和资料，较好地

理解其中的逻辑结构和隐含意义等；能对不同阅读材料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形成

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能恰当地运用阅读技巧。

书面表达能力：能以书面英语形式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能就广泛的社会、

文化主题写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就专业话题撰写简短报告或论

文，思想表达清楚，内容丰富，文章结构清晰，逻辑性较强；能对从不同来源获得

的信息进行归纳，写出大纲、总结或摘要，并重现其中的论述和理由；能以适当的

格式和文体撰写商务信函、简讯、备忘录等。能恰当地运用写作技巧。

翻译能力：能翻译较为正式的议论性或不同话题的口头或书面材料，能借助词典翻

译有一定深度的介绍中外国情或文化的文字资料，译文内容准确，基本无错译、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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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字基本通顺达意，语言表达错误较少；能借助词典翻译所学专业或所从事职

业的文献资料，对原文理解准确，译文语言通顺，结构清晰，基本满足专业研究和

业务工作的需要。能恰当地运用翻译技巧。

针对我校实际情况，一本招生及二本招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

展目标为教学目标，而英语基础较差的普通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

为起点进行教学。

（二）《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安排在第三学期，总计 48 学时，3 学分。课内外

学习时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1：3。教学环节包括讲授、讨论、习题、课外教学、考试等环节，

听、说、读、写、译技能培养并重。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西不同的

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体现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特征，其课程教学要求

也分为三个级别。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目标

以丰富学生中外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中外文化差异意识为目的。可在通用英语课程

内容中适当导入一定的中外文化知识，以隐形教学为主要形式，也可独立开设课程，

为学生讲授与中西文化相关的基础知识。

提高

目标

在学生已掌握的语言文化知识基础上开设，主要包括文化类和跨文化交际类课程，

帮助学生提升文化和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发展

目标

通过系统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提

升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针对我校实际情况，一本招生及二本招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

展目标为教学目标，而英语基础较差的普通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

为起点进行教学。

五、教学手段与方法

本课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综合运用各种

教学方法（如交际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任务教学法、问题解决法、翻转课堂模式、线上线

下互动等），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辅助力量，建立《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

语）》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如 QQ、微信、朋友圈、O2O 平台等），学生进行线上线下互动交流

和个性化学习。

教学环节依据实际情况，可采取讲授、讨论、习题、课外教学、考试及其它灵活形式（如

情景对话、听力复述、看图说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面试、采访、公众演讲等），听、

说、读、写、译技能培养并重。

六、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考核评估是《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分形成性评估

和终结性评估两种：

形成性评估占总成绩的 30%，包括学生自我评估，学生相互间的评估，教师对学生的评

估等，具体形式包括平时考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随堂测验、课外活动等，以对学生学

习过程进行观察、评估和监督，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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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性评估占总成绩的 70%，是指期末课程考试和能力水平考试，可采用口试、笔试相

结合的形式，以检测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总体效果，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检测并重。

考试内容应当围绕当学期所学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中国文化知识（包括地方文化）、跨文化

交际知识、策略等展开，既要有基础知识题型，又要有综合、提高性的题型。

七、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语言与交际；文化与价值观；风俗习惯；节

假日文化；角色与关系；非言语交际；交际策略；全球化；文化休克。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是增强学生对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帮助学生解决在跨

文化交际中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际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交际情境模拟、交际失误分

析、英汉双向练习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认识语言、文化和交际三者之间的关系，加深对英语

国家文化的了解，掌握跨文化交际中常用的交际策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质量。根据我校实

际情况及为了达到文理本科通用的目的，采用以下书目作为本课程主要教材：1.刘小燕主编、

由高教社出版的、文理本科通用的《跨文化交际教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5）；2.格林编著、由外教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英语阅读教程》（第三册）（College

English Creative Reading）（2015）；3.斯诺编著、由外教社出版《跨文化交际技巧：如何

跟西方人打交道》（Encounters with Westerners: Improving Skills in English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14）为代表（当然，任课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具体情况另选

教材）。综合上述教材主要内容，本课程围绕以下八个单元内容展开，每个单元围绕一个跨

文化交际话题展开,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贯穿于每一个单元。

Unit One General Introduction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3）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Intellectual Property:

Pi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6）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Intellectual Property:
Pi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2. Analysis: Analyz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Unit Two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s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Religions
（3）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Religions/Using Information Found on the Web:

Checking is Believing
（ 4 ） 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Religions/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Interpreting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Religions
（6）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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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难点：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Religions/Using Information Found on the Web:
Checking is Believing；2. Analysis: Analyzing Religions/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Interpreting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Religions

Unit Three Culture and Value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Culture and Value
（3）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lture and Value/Netiquette: Saying the Right

Things in Emails
（4）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Culture and Value/ 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Spea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lture and Value
（6）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lture and Value/Netiquette: Saying the Right
Things in Emails；2. Analysis: Analyzing Culture and Value/ 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Spea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lture and Value

Unit F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 3） 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Language and Culture/English Words: The

Biggest Vocabulary in the World
（4）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Language and Culture/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Culture

Shock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6）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Language and Culture/English Words: The Biggest
Vocabulary in the World ； 2. Analysis: Analyzing Language and Culture/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Culture Shock；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t Five Family and Gender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Family and Gender
（ 3） 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Family and Gender/Assessing Performance:

Examinations—Frightening or Fair
（ 4 ） 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Family and Gender/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Expectation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Family and Gender
（6）Exercises

重 点和 难点 ： 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Family and Gender/Assessing Performance:
Examinations—Frightening or Fair；2. Analysis: Analyzing Family and Gender/ 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Expectation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Family
and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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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Six Customs and Festivals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
（3）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Cultural Flows along the

Silk Road: Seven Myths
（ 4 ） 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Ingroups and Outgroups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
（6）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Cultural Flows along the
Silk Road: Seven Myths ； 2. Analysis: Analyz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Ingroups and Outgroups；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stoms and Festivals

Unit Seven Culture Shock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Culture Shock
（3）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lture Shock/Personal Identification: Verichips
（ 4） 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Culture Shock/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Being an

Effect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or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lture Shock
（6）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Culture Shock/Personal Identification: Verichips；
2. Analysis: Analyzing Culture Shock/ Encounter with Westerners: Being an Effect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or；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Culture Shock

Unit Eight Globalization
（1）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2）Part I Retrieval：Recognizing Globalization
（3）Part I I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Globalization
（4）Part III Analysis: Analyzing Globalization
（5）Part IV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Globalization
（6）Exercises

重 点 和 难 点 ： 1. Comprehension: Symbolizing Globalization ； 2. Analysis: Analyzing
Globalization；3. Knowledge Utility: Investigating Globalization

八、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General Introduction 4 1 1 6
2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s 4 1 1 6
3 Culture and Value 4 1 1 6
4 Language and Culture 4 1 1 6
5 Family and Gender 4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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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ustoms and Festivals 4 1 1 6
7 Culture Shock 4 1 1 6
8 Globalization 4 1 1 6

合计 32 8 8 48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它与跨文化交际学、

文化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交际民族学、语篇分析、英汉语言与

文化等课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除了向学生介绍跨文化

交际学的定义、研究内容与方法、分析跨文化交际过程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影响它的社会文

化、环境、情景等众多因素外，还要注意打开学生思路，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努力拓宽知识

面为更好地掌握该门课程打下良好的认知基础。

十、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刘小燕.跨文化交际教程.ISBN 978-7-0404-3844-4.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第一

版.

[2]格林.跨文化交际英语阅读教程（第一版）(学生用书)（第三册）. ISBN 978-7-5446-3924-8.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3]斯诺.跨文化交际技巧：如何跟西方人打交道（第一版）（学生用书）. ISBN

978-7-5446-3602-5.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二）教学参考书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4 年，第一版.

[2] 史默伍德等. 跨文化交际英语阅读教程（第一版）(教师用书)（第三册）. ISBN

978-7-5446-3925-5.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 ISBN 978-7-560-00430-3.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

[4]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 ISBN 978-7-560-01782-2.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7 年，第一版.

[5]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ISBN 978-7-810-46277-8.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第一版.

http://search.jd.com/Search?editer=%BD%CC%D3%FD%B2%BF%B8%DF%B5%C8%BD%CC%D3%FD%CB%BE&book=Y&area=1
http://search.jd.com/Search?editer=%BD%CC%D3%FD%B2%BF%B8%DF%B5%C8%BD%CC%D3%FD%CB%BE&book=Y&ar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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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学术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ACADEMIC ENGLISH
执 笔 者：吴勇

审 核 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英语本科专业

开课单位 公共英语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3

学时数 总学时 48，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大学英语 1、2 课程、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

后续课程 职业英语、专业英语等课程

二、课程简述

《大学英语（学术英语）》课程是我校非英语专业本科基础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属必修

课程。该课程安排在第四学期，总计 48 学时，3 学分。本课程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

指南》（2014）及我校人才培养定位实际要求来确定其教学内容和制订其教学大纲。

三、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指出，大学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体现在英语听

说读写译技能、专门用途英语两方面。在专门用途英语上，学生通过学术英语、职业英语等

来获得学术领域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能力，提升学生学术和职业素养，且该能力培养要进

一步增强。

我校是以工科为主的地方本科院校，工科专业多，学生将来面临的学业深造、就业渠道

也必然以工科方向为主，开设学术英语课程也是大势所趋。

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交流能力，包括：听专业课程和专业讲座的能力；搜索、

阅读和评价专业文献的能力；撰写文献摘要、述评和专业小论文的能力；口头陈述和演示科

研成果的能力；参加学术讨论的能力。

四、课程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总体要求

依照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4），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基

础目标、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基础目标针对英语高考成绩合格的学生，是本科毕业时应达

到的基本要求；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针对大学入学时英语已达到较好水平的学生，也是对学

生英语应用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所选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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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目标

能够基本满足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交流的需要；能

够基本正确地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在高中阶段应掌

握的词汇基础上增加约 2,000 个单词，其中 4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习或未来工作相

关的词汇；能够基本理解语言难度中等、涉及常见的个人和社会交流题材的口头或

书面材料；能够就熟悉的主题或话题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借助网络资

源、工具书或他人的帮助，对中等语言难度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理解主旨思想

和重要细节，表达基本达意；能够使用有限的学习策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

流时，能够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并能根据交际需要运用有限的交

际策略。

提高

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中就熟悉的话题使用英语进行较为独立的交流；

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英语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等语言知识，在高中阶段应

掌握的词汇基础上增加约 3,000 个单词，其中 600 个单词为与专业学习或未来工作

相关的词汇；能够较好地理解语言难度中等、内容熟悉或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口

头或书面材料，理解材料内部的逻辑关系、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能够以口头和书

面形式较清楚地描述事件、物品，陈述道理或计划，表达意愿等；能够就较熟悉的

主题或话题进行较为自如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够较好地使用学习策略；在与来自

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够较好地处理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并能

根据交际需要较好地使用交际策略。

发展

目标

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未来工作等诸多领域中使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流；能够有

效地运用有关篇章、语用等知识；能够较好地理解有一定语言难度、内容较为熟悉

或与本人所学专业相关的口头或书面材料；能够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综合、对比、

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或形成自己的认识；能够就较为广泛的主题，包括大众关

心的和专业领域的主题进行较为流利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语言符合规范；能够以口

头和书面形式阐明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道理或理论；能够通过说理使他人接受新的观

点或形成新的认识；能够恰当地使用学习策略；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能

够处理好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并能够根据交际情景、交际场合和

交际对象的不同，恰当地使用交际策略。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语言单项技能描述如下：

级别 语言技能

基础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就日常话题展开的简单英语交谈；能基本听懂语速较慢的

音、视频材料和题材熟悉的讲座，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听懂用英语讲授

的相应级别的英语课程；能听懂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常用指令、产品或操作说明等。

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就日常话题用英语进行简短但多话轮的交谈；能对一般性事件

和物体进行简单的叙述或描述；经准备后能就所熟悉的话题作简短发言；能就学

习或与未来工作相关的主题进行简单的讨论。语言表达结构比较清楚，语音、语

调、语法等基本符合交际规范。能运用基本的会话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题材熟悉、语言难度中等的英语报刊文章和其他英语

材料；能借助词典阅读英语教材和未来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和简单的专业

资料，掌握中心大意，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根据阅读目的的不同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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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难易，适当调整阅读速度和方法。能运用基本的阅读技巧。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英语描述个人经历、观感、情感和发生的事件等；能写常见

的应用文；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以短文的形式展开简短的讨论、解释、说明等，

语言结构基本完整，中心思想明确，用词较为恰当，语意连贯。能运用基本的写

作技巧。

翻译能力：能借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结构清晰、语言难度较低的文章进行英汉互

译，译文基本准确，无重大的理解和语言表达错误。能有限地运用翻译技巧。

提高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一般日常英语谈话和公告；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

长、语速中等的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其他音视频材料，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

点和相关细节；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或与未来工作岗位、工作任务、

产品等相关的口头介绍。能较好地运用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话题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能较好地表达个人

意见、情感、观点等；能陈述事实、理由和描述事件或物品等；能就熟悉的观点、

概念、理论等进行阐述、解释、比较、总结等。语言组织结构清晰，语音、语调

基本正确。能较好地运用口头表达与交流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基本读懂公开发表的英语报刊上一般性题材的文章；能阅读与

所学专业相关的综述性文献，或与未来工作相关的说明书、操作手册等材料，理

解中心大意、关键信息、文章的篇章结构和隐含意义等。能较好地运用快速阅读

技巧阅读篇幅较长、难度中等的材料。能较好地运用常用的阅读策略。

书面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的主题表达个人观点；能撰写所学专业论文的

英文摘要和英语小论文；能描述各种图表；能用英语对未来所从事工作或岗位职

能、业务、产品等进行简要的书面介绍，语言表达内容完整，观点明确，条理清

楚，语句通顺。能较好地运用常用的书面表达与交流技巧。

翻译能力：能摘译题材熟悉，以及与所学专业或未来所从事工作岗位相关，语言

难度一般的文献资料；能借助词典翻译体裁较为正式，题材熟悉的文章。理解正

确，译文基本达意，语言表达清晰。能运用较常用的翻译技巧。

发展

目标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主题广泛、题材较为熟悉、语速正常

的谈话，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主要信息；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

程、英语讲座和与工作相关的演讲、会谈等。能恰当地运用听力技巧。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较为流利、准确地就通用领域或专业领域里一些常见话

题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篇幅较长、有一定语言难度的文本或讲

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能参与商务谈判、产品宣

传等活动。能恰当地运用口语表达和交流技巧。

阅读理解能力：能读懂有一定难度的文章，理解主旨大意及细节；能比较顺利地

阅读公开发表的英语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英语文献和资料，较

好地理解其中的逻辑结构和隐含意义等；能对不同阅读材料的内容进行综合分

析，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能恰当地运用阅读技巧。

书面表达能力：能以书面英语形式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能就广泛的社会、

文化主题写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就专业话题撰写简短报告或论

文，思想表达清楚，内容丰富，文章结构清晰，逻辑性较强；能对从不同来源获

得的信息进行归纳，写出大纲、总结或摘要，并重现其中的论述和理由；能以适

当的格式和文体撰写商务信函、简讯、备忘录等。能恰当地运用写作技巧。

翻译能力：能翻译较为正式的议论性或不同话题的口头或书面材料，能借助词典

翻译有一定深度的介绍中外国情或文化的文字资料，译文内容准确，基本无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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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译，文字基本通顺达意，语言表达错误较少；能借助词典翻译所学专业或所从

事职业的文献资料，对原文理解准确，译文语言通顺，结构清晰，基本满足专业

研究和业务工作的需要。能恰当地运用翻译技巧。

针对我校实际情况，一本招生及二本招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

展目标为教学目标，而英语基础较差的普通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

为起点进行教学。

（二）《大学英语（学术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学术英语以英语使用领域为指向，以增强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和学术交流、从事工作

的能力，提升学生学术和职业素养为目的。

学术英语课程凸显大学英语工具性特征，将特定的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相结合，教

学活动着重解决学生学科知识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语言问题，以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英语能力

为教学重点，也分为三个级别。

三个级别教学要求的总体能力描述如下：

级别 总体描述

基础

目标
在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初步的通用学术英语知识以及与

专业学习相关的基本英语表达。

提高

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较好地掌握通用学术英语和一定的职业英语知识，培养学生基本

达到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从事工作的能力。

发展

目标
帮助学生利用英语提高本专业学习、工作的能力，特别是在专业领域用英语进行交

流的能力。

由于学术英语的难度和要求都比较高，针对我校实际情况，该课程安排在第四学期开设，

一本招生及二本招生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专业原则上以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为教学目标，而英

语基础较差的普通本科、艺术班、专升本等专业原则上以基础目标为起点进行教学，且课内

外学习时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1：3。教学环节包括讲授、讨论、习题、课外教学、考试等环

节，听、说、读、写、译技能培养并重。

五、教学手段与方法

本课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为目标，综合运用各种

教学方法（如交际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任务教学法、问题解决法、翻转课堂模式、线上线

下互动等），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辅助力量，建立《大学英语（学术英语）》

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如 QQ、微信、朋友圈、O2O 平台等），学生进行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和个

性化学习。

教学环节依据实际情况，可采取讲授、讨论、习题、课外教学、考试及其它灵活形式（如

情景对话、听力复述、看图说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面试、采访、公众演讲等），听、

说、读、写、译技能培养并重。

六、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考核评估是《学术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分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两种：

形成性评估占总成绩的 30%，包括学生自我评估，学生相互间的评估，教师对学生的评

估等，具体形式包括平时考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随堂测验、课外活动等，以对学生学

习过程进行观察、评估和监督，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

终结性评估占总成绩的 70%，是指期末课程考试和能力水平考试，可采用口试、笔试相

结合的形式，以检测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总体效果，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检测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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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应当围绕学术英语阅读、写作、听讲座、做笔记、写论文及摘要、做学术报告、查

阅英文文献等综合知识和技能展开，既要有基础知识题型，又要有综合、提高性的题型。

七、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学术英语能力主要包括：听专业课程和专业讲座的能力；搜索、阅读和评价专业文献的

能力；撰写文献摘要、述评和专业小论文的能力；口头陈述和演示科研成果的能力；参加学

术讨论的能力。为此，教学内容也紧密围绕这几方面能力培养展开，具体包括写论文及摘要、

学术英语阅读、写作、听讲座、做笔记、做学术报告、查阅英文文献等。鉴于学术英语的专

业性较强，分类教学难度较大，针对我校不同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采用

我国著名外语专家季佩英、范烨编写的、由国家级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供

文理本科使用的《学术英语(综合教程)》（2013）为代表（当然，任课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具

体情况另选教材）。该教材共分十个单元，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专业话题，难易适中，听、说、

读、写、译技能训练贯穿于每一个单元。

Unit One Economics
（1）Listening: Prediction
（2）Speaking: Asking for Information and Clarification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Choosing a Topic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Asking for Information and Clarification；3. Choosing a Topic for
a Research Paper

Unit Two Business Ethics
（1）Listening: Finding Major Points
（2）Speaking: How to Interrupt Politely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Shaping a Research Paper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Interrupting Politely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3. Shaping
a Research Paper

Unit Three Psychology
（1）Listening: Understanding Supporting Details
（2）Speaking: Making an Argument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Writing an Introduction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Making an Argument；3. Writing an Introduction for a Research
Paper

Unit Four Environment
（1）Listening: Dealing with Unfamiliar Words
（2）Speaking: Making an Counterargument
（3）Reading: Text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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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riting: Writing Body Paragraphs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Making an Counterargument；3. Writing Body Paragraphs

Unit Five Philosophy
（1）Listening: Note-taking Forms
（2）Speaking: Turning to a New point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Avoiding Plagiarism

（5）Exercises

Unit Six Mathematics
（1）Listening: Note-taking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
（2）Speaking: Analyzing Your Audience and Purpose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Achieving Coherence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Note-taking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3. Analyzing Your
Audience and Purpose

Unit Seven Sociology
（1）Listening: Recognizing Transitional Words
（2）Speaking: Writing a Presentation Outline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Writing a Conclusion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Writing a Presentation Outline；3. Writing a Conclusion

Unit Eight Globalization
（1）Listening: Recognizing Digression
（2）Speaking: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Introduction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Writing an Abstract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Introduction；3. Writing an Abstract

Unit Nine Medicine
（1）Listening: Cornell Note-taking System
（2）Speaking: Developing a Strong Conclusion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Writing Your Reference List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Note-taking Forms；3. Turning to a New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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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Developing a Strong Conclusion；3. Writing Your Reference List

Unit Ten Language Acquisition
（1）Listening: Integrated Practice
（2）Speaking: Improving Your Delivery
（3）Reading: Texts Study
（4）Writing: Proofreading
（5）Exercises

重点和难点：1. Texts Study；2. Improving Your Delivery；3. Proofreading

八、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Economics 4 4
2 Business Ethics 3 1 1 5
3 Psychology 3 1 1 5
4 Environment 4 4
5 Philosophy 3 1 1 5
6 Mathematics 3 1 1 5
7 Sociology 3 1 1 5
8 Globalization 3 1 1 5
9 Medicine 3 1 1 5
10 Language Acquisition 3 1 1 5

合计 32 8 8 48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学术英语 ”是一门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它与中高级英语听说、

阅读、写作、翻译等课程紧密相关，同时与科技英语、语篇分析、英语文体学、论文写作、

专业英语、职业英语等课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注重学

术英语知识与技能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通用知识与专业知识并重，培养学生在专业学习

上运用英语的能力，以及学术批判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十、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 季佩英，范烨.学术英语(综合教程).ISBN 978-7-5135-3136-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2] 季佩英，张颖主.学术英语（社科）. ISBN978-7-5135-1711-9.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

[3] 蔡基刚.学术英语（理工）. ISBN 978-7-5600-8527-2.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第一版.

[4] 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一册)（学生用书）. ISBN978-7-5446-3918-7.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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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二册)（学生用书）. ISBN978-7-5446-3920-0.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向武.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程. ISBN 978-7-5643-3641-7.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一版.

[2] 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一册)（教师手册）.ISBN978-7-5446-3919-4.上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一版.

[3] 杨惠中.学术英语视听说(第二册)（教师手册）.ISBN978-7-5446-3921-7.上海：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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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公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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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必修课程教学大纲

一、《大学体育》必修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大学体育》课程是高校教学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门公共必修课。其目的是

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通过科学的教学和体育锻炼过程，使学生增强体育意识

和能力，掌握一、两种终身体育锻炼的方法，养成锻炼的习惯，全面发展身心，增强学

生体质，成为体魄强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任务是：

（一）根据大学生生理、心理特点，进一步促进学生身心正常发育和机能发展，培养正

确的身体姿势，全面发展身体素质，提高基本活动能力，增强体质，达到大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

（二）初步掌握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建立正确的体育观，增强现代体育意识，掌握科

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培养运动兴趣，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打下

良好基础。

（三）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品质，树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和审美观，具有勇敢

顽强、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二、《大学体育》必修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了解体育概述；高等学校体育；体育锻炼对人体的作用；体育锻炼的特点、原则、

内容、方法；体质测定与评价；体育保健以及选项运动概述等基本理论，懂得体育锻炼的规

律和价值，陶冶情操，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二）理解选项运动项目的基本技术、基本战术、竞赛规则、运动特点以及对锻炼身体

的作用，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增强体质。

（三）掌握一、两项运动的基本技能和锻炼方法，培养兴趣，养成习惯，促进个性发展，

达到《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良好基础。

三、《大学体育》必修课程教学大纲选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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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课程教学大纲

Basketball

执笔者：高建磊（副教授）

审核人：林宋荣（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本科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篮球课程作为大学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在篮球技、战术练习和有强烈竞争性

与对抗性的实战中增强体质并体验快乐，促进学生运动兴趣、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养

成，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

本课程分四级层，主要学习篮球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战术以及篮球运动的竞赛规

则和裁判法，其中第一级层和第二级层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培养学生篮球运动兴趣，为进一

步提高学生篮球运动水平打下良好基础；第三级层和第四级层侧重于巩固学生已有的篮球水

平，在实战中积累经验、体验篮球运动的快乐，从而调动学生参与篮球运动的积极性。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

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体质与健康的基本

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能；具有体育理论素

养、人文与艺术素养、身体与技术素养和系

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

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

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

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

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

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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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篮球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以及

篮球运动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课程注重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水平、篮球运动理论水平和技术战

术水平，将学生身心素质发展寓篮球技能提升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

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注重促进篮球运动技战术实践与生活方式结合，并将课堂竞赛情况与平时成绩挂钩。实践内

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篮球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篮球课程中相关技术与战术理论的主要技能。

目标三：具有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篮球竞赛与赛事服务的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等文件要求，进行考核

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试（或测试）内容：各学期考试（或测试）内容如下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 （2）半场一分钟运球上篮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 （2）篮下 30秒连续投篮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 （2）全场直线运球往返投篮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 （2）一分钟接球三点移动投篮

2、考试（或测试）方法和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方法和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篮球运动技能考试办法和评分标准分别如下：

①半场一分钟运球上篮

方法：持球在中线的任一点站立，听信号后开始行进间低手或单手肩上投篮，不论是否

投中，抢篮板球后向外运球至中线（以一脚触及中线的任一点）再运球上篮，不准补篮，违

例者投中不算。如此往返，计一分钟内中篮次数。

规则：左、右手上篮均可。

评分标准：

分数

投中
100 90 80 70 60 50 45

男 7 6 5 4 3 2 1
女 5 4 3 2 1

②篮下 30 秒连续投篮

方法：受试者站于篮下，听到“开始”口令后（开表），可用任何方式左边和右边交替连续

投篮，在 30秒内以命中率计算成绩。

规则：受试者不得固定一侧重复投篮，不准带球跑，否则投中无效；若在一侧投篮未中，不

得重投，须转到另一侧投篮，否则投中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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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分数

投中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男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女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③全场直线运球往返投篮

方法：受测者持球站于端线与三秒区限制线交叉点处，听到“开始”口令后（开表），可直

线运球到另一个篮下投篮，命中后从该篮下直线折回到起点篮下投篮，从此往返两次

运球投篮，当第四球投中时停表。

规则：运球前进时，不准带球跑，不准两次运球违例，每违例一次在该项考分中扣一分。每

次投篮方式不限，但须投中后才可运球返回，违者判考试失败。

评分标准：

分数

时间
100 98 96 94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男 27″ 27″5 28″ 28″5 29″ 29″5 30″ 30″5 31″ 31″5 32″ 33″

女 36″ 36″5 37″ 37″5 38″ 38″5 39″ 39″5 40″ 40″5 41″ 42″

分数

时间
76 74 72 70 68 66 64 62 60 58 56 54

男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女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分数

时间
52 50 48 46 45

男 49″ 50″ 51″ 52″ 53″

女 55″ 56″ 57″ 58″ 59″

④一分钟接球三点移动投篮

方法：以罚球线中点、罚球区半圆弧线与限制区交点（左、右各一个点）三点依次移动

接球投篮。

规则：两人一组，一人在线外点上接球投篮（投篮方式不限），另一同学抢篮板球后再

传给线外投篮的同学，投球后换下一点投篮，每个点不得连续投球，计一分钟进球数。

评分标准：

分数

投中
100 90 80 70 60 50 45

男 7 6 5 4 3 2 1

女 5 4 3 2 1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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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上对主要知识点和难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

的教学方法重点讲授。典型的实例和问题求解，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建

立正确的健康涵义。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端正的体育意识。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上对主要知识点和难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

的教学方法重点讲授。典型的实例和问题求解，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建

立良好体育意识。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合理的锻炼习惯。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上对主要知识点和难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实践环节重

点加强练习。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体能概念。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上对主要知识点和难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重点讲授。典

型问题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健康涵义。通过上述方式帮助学

生理解身心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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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上对典型的实例和问题求解，采用讨论方式

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疲劳涵义。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知识。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第六章 篮球文化概述

重点：篮球运动产生、演进与规律, 中国篮球运动, 篮球文化欣赏

难度：世界篮球运动竞技现状与发展趋势, 篮球文化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上对主要知识点和难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

的教学方法重点讲授。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篮球概念。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的篮球意识。

一、篮球运动概述

（一）篮球运动产生、演进与规律

（二）中国篮球运动

（三）世界篮球运动竞技现状与发展趋势

二、篮球文化

（一）篮球文化特点

（二）篮球文化功能

（三）篮球文化欣赏

（四）三人篮球与篮球游戏介绍

第七章 篮球技、战术基本理论

重点：篮球技术分类体系, 篮球战术分类体系

难度：篮球技术运用, 篮球战术设计与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上对典型的实例和问题求解，采用练习、纠错、讨论等方式与学生直

接交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篮球战术概念。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端正的篮球意识。

一、篮球技术基本理论

（一）篮球技术概述

（二）篮球技术基本结构原理

（三）篮球技术分类体系介绍

（四）篮球技术运用

二、篮球战术基本理论

（一）篮球战术概述

（二）篮球战术结构原理

（三）篮球战术分类体系介绍

（四）篮球战术设计与运用

第八章 篮球竞赛组织与裁判法

重点：竞赛的组织工作,比赛制度、编排方法和成绩计算方法,篮球竞赛规则

难度：裁判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临场时结合典型的实例和问题，采用讨论方式与

学生交流，引导学生理解篮球竞赛的涵义。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竞争与裁判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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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篮球运动竞赛的组织工作

(一)竞赛的意义和种类

(二)竞赛的组织工作

(三)比赛制度、编排方法和成绩计算方法

二、篮球竞赛规则和裁判方法

(一)规则分析

(二)裁判法分析

第九章 进攻技术

重点：双手胸前传球、双手头上传球, 原地单手肩上投篮,跳起投篮（单手跳投）、急停跳投,

体前变向换手运球、交叉步突破；顺步（同侧步）突破

难度：单手肩上传球、转身跳起投篮、背后运球、运球转身、单手枪篮板球

教学方法与手段：练习时对主要技术采用启发、示范、纠错的教学方法，重点抓好典型的技

术实例，分别采用分解练习和完整练习，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技术定型。通过上述方式培养

学生的篮球技术基础。

一、移动

（一）跑：变速跑、变向跑、侧身跑

（二）跳：双脚跳、单脚跳

（三）急停：跨步急停、跳步急停

（四）转身：前转身、后转身

（五）跨步：同侧步、异侧步

二、传、接球

（一）传球：双手胸前传球、双手低手传球、双手头上传球、单手肩上传球、单手胸前

传球、单手低手传球、单手背后传球、单手体侧传球、勾手传球、单（双）手反弹传球

（二）接球：双手接球、单手接球

三、投篮

（一）原地投篮：双手胸前投篮、单手肩上投篮

（二） 行进间投篮：单手肩上投篮、单手低手投篮、双手低手投篮、反手投篮、勾手

投篮。

（三）跳起投篮：原地跳起投篮（单手跳投）、急停跳投、转身跳起投篮、跳起转身投

篮

（四）补篮：双手补篮、单手补篮

四、运球

（一）直线运球：高、低运球；运球急停急起

（二）变方向运球：体前变向换手运球、体前变向不换手运球、背后运球、运球转身、

胯下运球

（三）运球组合技术：两种以上运球技术动作组合

五、持球突破

（一）交叉步突破；顺步（同侧步）突破

（二）后转身突破、前转身突破、

（三）持球运用假动作突破、急停接球突破

六、抢进攻篮板球

（一）双手枪篮板球、单手枪篮板球

（二）点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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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防守技术

重点：侧滑步、后滑步、后撤步、攻击步、交叉步、打持球队员手中球、抢防守篮板球

难度：打运球队员手中球、封断球、盖帽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上对主要技术和动作难点采用动作示范、练习纠错等教学方法重点讲

授。典型的实例和问题求解，采用讨论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篮球技术。

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篮球基本功。

一、 基本站立姿势：平步、斜步

二、 移动：后退跑、侧滑步、后滑步、滑跳步（碎步）、后撤步、攻击步、交叉步、绕步

三、 防守对手：防守无球队员、防守有球队员

四、 抢球：拉抢、转抢

五、 打球：打持球队员手中球、打运球队员手中球、打行进间投篮队员手中球、盖帽

六、 断球：横断球、纵断球、封断球

七、 抢防守篮板球：挡人抢篮板球

第十一章 进攻战术

重点：传切配合、突分配合、掩护配合、策应配合，快攻的组织方法，“8”掩护进攻法、1-3-1

进攻方法

难度：1-3-1 进攻方法，移动进攻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训练课堂上对典型的战术问题，采用与实战结合方式，引导学生建立正确

的篮球战术理念。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的战术素养。

一、进攻基础配合

传切配合、突分配合、掩护配合、策应配合

二、全队进攻战术配合

（一）快攻：

快攻的形式（长传快攻、短传结合运球推进快攻、运球突破快攻）

快攻的组织方法（发动与接应、推进、结束阶段的配合方法）

（二）进攻人盯人配合：

进攻半场人盯人防守（通过中锋进攻法、“8”掩护进攻法、综合进攻法、移动进攻法）

（三）进攻区域联防：

1-3-1 进攻方法

1-2-2 进攻方法

2-1-2 进攻方法

第十二章 防守战术

重点：挤过配合、穿过配合、绕过配合、交换防守配合，防守快攻的发动与接应，2-1-2 区

域联防

难度：“关门”配合、夹击配合、防守通过中锋进攻，3-2 区域联防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上对主要技术动作采用示范、重复训练等方法，强调技战术的实用性，

引导学生学会扎实防守。通过上述方式培养学生的战术能力。

一、防守基础配合

（一）挤过配合、穿过配合、绕过配合、交换防守配合

（二）“关门”配合、夹击配合、补防配合

二、全队防守战术配合

（一）防守快攻：防守快攻的发动与接应

防快攻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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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快攻的结束（一防二、二防三）

（二）半场人盯人防守：

选位与移动方法（强侧、弱侧）

防守进攻配合的方法（防守以掩护为主进攻、防守通过中锋进攻）

（三）区域联防：

2-1-2 区域联防

2-3 区域联防

3-2 区域联防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4 6

2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

系统的影响
2 2

3 体育锻炼与体能 30 6 36

4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

康
2 6 8

5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

用
2 2

6 运动疲劳的消除 2 4 6

7 篮球文化概述 2 2

8 篮球技、战术基本理

论
4 4

9 竞赛组织与裁判法 2 2

10 进攻技术 26 26

11 防守技术 20 20

12 进攻战术 10 10

13 防守战术 8 8

考试 12 12

合计 112 20 12 144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中国篮球协会.篮球规则.978-7-5644-1088-9.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第 1

版.

[2] 中国篮球协会.篮球裁判员手册.978-7-5644-1090-6.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

第 1 版.

[3] 王家宏．篮球．978-7-04-027519-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 2版．

八、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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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课程教学大纲

Volleyball

执笔者：章要在（副教授）

审核人：吕海（讲师）

编写日期：2018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通过本课程的技术教学与理论讲授，使学生了解排球运动发展的历史、技术、裁判知识

等基本理论；较系统的掌握排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

肌肉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

识。在培养学生对养生保健的兴趣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体育养生观，实践科学的生活方式，

进而获得身心健康的良好效益。

根据排球运动的特点，参加排球运动不仅能提高人们的力量、速度、灵活、耐力，弹跳，

反应等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并改善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状况，而且还能培养机智、果

断、沉着、冷静等心理素质。也是建设校园精神文明的一种良好手段。通过排球比赛和训练，

可以培养团结战斗的集体主义精神；锻炼胜不骄，败不馁，勇敢顽强，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等良好作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

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

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

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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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

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

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排球运动的基本技术、裁判知识、排球比

赛的观赏能力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注重提高排球运动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

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保健康复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1.考核目标

根据课程目标，主要考核学生对排球运动基本技术的掌握程度和能力。

2.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排球运动竞赛规

则执行。

3.考核内容：双手自垫球、双手自传球、正面上手发球（男生）、正面下手发球（女生）、

教学比赛。

4.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双手自垫球。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双手自传球。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正面上手发球（男生）、正面下手发球（女生）。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教学比赛。

5.排球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选项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排球技能评分标准：

A．双手自垫球

方法：受测者做双手自我垫球，垫球高度必须高于球网。

评分标准：

（1）按垫球的次数计分，每球 2 分（间中进行传球的，传球不列入计分），球落地为失

败，每人有两次机会。按最高一次成绩为本项的达标分。

（2）按裁判规则规定，持球、连击等不列入考试的计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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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双手自传球

方法：受测者在头顶上做双手自我传球，传球高度必须高于球网。

评分标准：

（1）按传球的次数计分，每球 2 分（间中进行垫球的，垫球不列入计分），球落地为失

败，每人有两次机会。按最高一次成绩为本项的达标分。

（2）按裁判规则规定，持球、连击等不列入考试的计数之内。

C.正面上手发球（男）、正面下手发球（女）

方法：男生正面上手发球，女生发球姿势不限，每人发球 10 个，男生以球落到某区的成功

率计分。（见示意图）

女生发球落点不分区，每球 10 分计算，

球不过网和出界为零分。

要求：

男生必须正面上手发球。球落在两区分

界线上，按高分计分，球不过网和出界为零

分。

D．教学比赛

方法：随意抽签或按点名册顺序分组，组成

6人一队，开展教学比赛。

评分标准：

91～100 分，技术运用熟练，失误率低。

85～90 分，技术运用熟练，失误率较高。

75～84 分，技术运用较熟练，失误率较低，。

60～74 分，技术运用较熟练，失误率较高，。

60 分以下，技术运用错误，失误率高。

（二）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与健康、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1.体育基础理论课：体育锻炼对人体的作用、体

育锻炼。

2.选项理论：排球运动概述、排球比赛视频欣赏

基本

技术

1.学习准备姿势与移动

2.垫球：学习双手自垫球

3.发球：学习正面下手发球

4.排球竞赛规则

5.竞赛规则

1.扣球：学习正面扣球

2.垫球：学习体侧垫球

3.战术：学习接发球阵形

4.传球：学习正面双手传球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

的力量。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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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级

理

论

1、排球技术分析(传球、垫球、发球)

2、排球战术分析（中一二进攻战术、边

一二进攻战术、插上进攻战术）

选项课理论

一 排球竞赛与裁判工作

1、排球竞赛规则

2、裁判法

二 比赛录像欣赏

基本

技术

1、垫球：学习背垫球、接发球

2、拦网：学习双人（多人）拦网

3、战术：学习边一二进攻战术

4、发球：正面上手发球、侧面下手发球

1、战术：插上进攻战术、网防守阵形

2、扣球：2 号位扣球

3、组合练习：发、垫、传、扣技术串

连练习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弹跳力及灵敏

性的训练。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弹跳力及灵

敏性的训练。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排球运动的健康意识，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掌握排球垫球的基本技术，及初步掌握发球的基本技术，掌握排球比赛的基本站

位，并能开展简单的排球比赛。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垫球动作的技术规格，掌握传球的基本技术、初步学习正面扣球技术。

学习排球竞赛规程。

（2）加强学生的基本素质及专项素质训练，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

增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掌握科学锻炼身体方法，培养运动兴趣，并能够以排球运动为主要健身方式，养

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

(4)结合排球运动特点对学生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排球运动理论知识。

（2）掌握正面下手发球、侧面下手发球、正面上手发球技术；学习排球裁判知识及排

球竞赛的组织过程。

（3）通过分组教学比赛和观看国际排球比赛视频录象，培养学生观赏排球比赛的能力。

同时使学生受到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情操。

（4）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强化专项素质的训练。

(5)结合排球运动特点对学生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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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能熟练运用排球运动的各项技术，了解排球比赛技术、战术的运用。

（2）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强化专项素质的训练，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3）根据排球运动的集体性原则, 提高基本战术在实战中的运用能力，培养学生齐心

协力、密切配合、团结合作的集体观念。

（4）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身心教育，结合排球运动特点对学生进行精神文明教

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10学时）

第一章 月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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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排球选项理论（6 学时）

第一章 排球运动概述（1学时）

一、排球运动的比赛方法和比赛特点；

（一）排球运动的比赛方法和比赛特点；

（二）排球运动的比赛特点；

（三）排球运动的世界大赛简介；

二、排球运动的起源、传播与繁衍；

（一）排球运动的起源；

（二）排球运动的传播；

（三）排球运动的繁衍；

三、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

（一）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

（二）我国排球运动的发展：

（三）排球运动发展态势：

重点：概念、排球比赛特点、排球运动的世界大赛简介。

难度：排球运动发展态势。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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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排球比赛视频欣赏（1学时）

一、排球竞赛基本的规则规则

二、观察运动队在比赛中的各个环节配合是否默契。

三、裁判员的判罚。

重点：运动员的配合默契、裁判员的判罚、制裁过程与程序、裁判员的手势。

难点：运动员的配合默契及判罚尺度的掌握。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第三章 排球技术分析（2学时）

一、准备姿势和移动

（一）准备姿势的三种姿势方法分析（稍蹲、半蹲、深蹲）

（二）移动步法分析（一步移动、交叉步、跑步）

二、发球技术分析

（一）正面上手发球技术分析

（二）侧面下手发球

三、正面双手垫球技术分析

（一）正面双手垫球技术分析

（二）接发球和接扣球

四、传球技术分析

（一）正面双手上手传球技术分析

（二）一般二传传球

五、扣球技术分析

正面扣球技术分析

六、拦网技术分析

单人拦网技术分析

重点：掌握排球运动的正面上手传球、正面双手垫球、接发球、正面上手发球、正面

下手发球、正面扣球、单（双）人拦网五大基本技术动作要领。

难点：传球、发球、接球、扣球、拦网正确动作要领。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第四章 排球战术（1 学时）

一、阵容配备

（一）“五一”配备

（二）“四二”配备

（三）“三三”配备的形成。

二、进攻战术

（一）“中一二”（中二传）

（二）“边一二”（边二传）

（三）“插上”（心二传）

三、防守战术

（一）单人、双人拦网的防守阵形

（二）接发球阵形、接扣球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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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阵容配备的形成。“中一二”进攻战术、单人拦网下防守战术。

难点：队员的战术意识和应变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第五章 排球竞赛与裁判工作（1 学时）

一、排球竞赛规则

（一）比赛场地与设备

（二）比赛参加者

（三）比赛方法

（四）比赛行为

（五）比赛间断与延误比赛

（六）后排自由防守队员

（七）参赛者的行为

二、裁判法

（一）比赛前的准备工作

（二）临场裁判工作

（三）比赛后的小结工作

（四）裁判员的哨音和手势

（五）裁判员的哨音

（六）裁判员的手势

（七）记录工作

重点：判罚、制裁过程与程序、裁判员的手势。

难点：判罚尺度的掌握。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排球技术分析（2学时）

一、准备姿势和移动

（一）准备姿势的三种姿势方法分析（稍蹲、半蹲、深蹲）

（二）移动步法分析（一步移动、交叉步、跑步）

二、发球技术分析

（一）正面上手发球技术分析

（二）正面下手发球、侧面下手发球

三、正面双手垫球技术分析

（一）正面双手垫球技术分析

（二）接发球和接扣球

四、传球技术分析

（一）正面双手上手传球技术分析

（二）一般二传传球

五、扣球技术分析

正面扣球技术分析

六、拦网技术分析

单人拦网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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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排球运动的正面上手传球、正面双手垫球、接发球、正面上手发球、正面

下手发球、正面扣球、单（双）人拦网五大基本技术动作要领。

难点：传球、发球、接球、扣球、拦网正确动作要领。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第二章 排球战术（2 学时）

一、阵容配备

（一）“五一”配备

（二）“四二”配备

（三）“三三”配备的形成。

二、进攻战术

（一）“中一二”（中二传）

（二）“边一二”（边二传）

（三）“插上”（心二传）

三、防守战术

（一）单人、双人拦网的防守阵形

（二）接发球阵形、接扣球阵形

重点：掌握阵容配备的形成。“中一二”进攻战术、单人拦网下防守战术。

难点：队员的战术意识和应变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第三章 排球竞赛与裁判工作（2 学时）

一、排球竞赛规则

（一）比赛场地与设备

（二）比赛参加者

（三）比赛方法

（四）比赛行为

（五）比赛间断与延误比赛

（六）后排自由防守队员

（七）参赛者的行为

二、裁判法

（一）比赛前的准备工作

（二）临场裁判工作

（三）比赛后的小结工作

（四）裁判员的哨音和手势

（五）裁判员的哨音

（六）裁判员的手势

（七）记录工作

重点：判罚、制裁过程与程序、裁判员的手势。

难点：判罚尺度的掌握。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多媒体教学与网络平台自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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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与专项理

论
16 16

第二章 体能实践 28 28

第三章 排球基本技术 54 54

第四章 排球基本战术 6 6

第五章 排球竞赛与裁判工作 4 4

考试 16 16

合计 108 12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0 0.00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技术 14 50.00 22 68.75 16 50 24 50

身体素质训练 8 28.57 2 6.25 8 25 2 25

考核 4 14.29 4 12.5 4 12.5 4 12.5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七、教材与主要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排球运动.全国体院能用教材[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年6月.

[2] 钟秉枢.跟专家练 排球[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年08月第1版.

[3] 排协.排球竞赛规则 2013-2016[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3 年 103 月.

八、其他说明

（一）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排球运动

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二）基本掌握排球运动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会

讲、会写的要求。

（三）了解《排球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基层比

赛的裁判工作。

（四）使学生基本掌握排球运动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掌握排球有关

锻炼技巧和知识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身体育与健康理论的习惯。

（五）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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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课程教学大纲

sports-football

执笔者：庞燕群（讲师）

审核人：刘永光（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足球本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

开设的公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足球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足球教学和教学比赛活动，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的学习足球的主要基本技术动作及技战术运用能力。基本具备竞赛组织和

裁判工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及柔韧等多方面身体素质，提高人的心

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的工作能力，有效的促进健康，从而达到增强体质。

足球运动是以脚支配球为主，两个队在同一场地内进行攻守的体育运动项目。足球运动

具有整体性、对抗性、多变性、艰辛性、易行性等特点，能培养人的意志力、自制力、责任

感及勇敢顽强、机智果断、坚韧不拔、勇于克服困难、团结协作的意志品质，经常从事足球

运动是全面锻炼和健全体魄的良好手段，促进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

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

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

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101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

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

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养生保健的基本原理、传统养生保健功法

练习、营养与健康、养生保健康复法、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

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

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

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行养生保健模拟操作与小组表示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

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足球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足球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足球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进行考核内容、考核

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脚内侧传接地滚球技评（脚内侧射门）、绕杆运球达标考核、定位踢远达

标考核、比赛能力考核评定、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脚内侧射门。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 2014 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脚内侧射门

(2.1)方法：平整的人工草或天然草足球场，12 米×6 米区域。球门距起始点 10 米（男

生），8 米（女生）球门尺寸（长 ×宽）1.5m×1m，同一水平线设三个小球门，球门和球门

之间相距 0.5m 球门分值为（2分、1 分，按图示）。每人一次机会，射门十次，必须用脚内

侧射门，如球碰到球门弹回算进一球，以进球数（分值）计算成绩。

（2.2)内容：脚内侧射门

（2.3）评分标准

评分方法：脚内侧达标评分标准表

得分 100 90 80 70 60 50 45 40 30 20

男 20 16 14 10 8 6 5 4 3 2

女 18 14 12 8 6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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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1 分

2分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绕杆运球达标考核。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绕杆运球达标考核

（2.1）方法：距起点线 3M 处立 5 根成一直线排列的杆（每杆间距 4M）。受试者从起点线

开始运球绕 5 根杆后再运球绕每根杆返回并将球停在起点线上，按时间评定成绩。绕杆时不

得漏杆，否则记一次考试失误。受试者三次机会，以最快一次有效成绩为准。

（2.2）内容：绕杆运球时间。

（2.3）评分标准：绕杆运球。

绕杆运球达标评分标准表（分男、女）

得分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

时 间

（男）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16＂5

时 间

（女）
16＂ 16＂5 17＂ 17＂5 18＂ 18＂5 19＂ 19＂5 20＂ 20＂5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定位踢远达标考核。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 2014 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定位踢远达标考核

（2.1）方法：受试者将放在起点线上的定位球踢起、并使球落在 10M 宽的范围内。记其

第一落点的远度。

必须将球凌空踢起、且落在 10M 宽的范围内，否则均记一次考试失误。受试者连续踢三

个球，以最远的一次有效成绩为准，同时进行技术评分。

（2.2）内容：定位球凌空踢起第一落点的远度，踢球技术能力。

（2.3）评分标准：定位踢远达标占 50%。踢球技术能力评分占 50%。

定位球踢远达标评分标准表（分男、女）

得分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远度(米)

（男）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远度(米)

（女）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比赛能力考核评定。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 2014 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比赛能力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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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方法：进行 7对 7的正式七人制比赛。

（2.2）内容：基本技术、攻防配合意识和球队中的作用。

（2.3）评分标准：比赛能力评定

（七人制）足球比赛能力评定标准表

技评标准 分数

基本技术熟练准确、攻防配合意识很好、球队中作用很突出 90—100 分

基本技术准确、攻防配合意识好、球队中作用突出 80—89 分

基本技术较准确、攻防配合意识较好、球队中作用较突出 70—79 分

基本技术尚可、有攻防配合意识、在球队中有一定作用 60—69 分

基本技术不行、攻防配合意识差、球队中作用不大 59 分以下

(二）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内容纲要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级

理论

足球运动发展概况

（一）足球运动起源

（二）足球运动特点

（三）足球运动发展趋势

（四）国际足球运动组织和赛事

技术

足球基本技术分析

（一）现代足球技术特征

（二）足球主要基本技术动作分析

（三）足球主要基本技术训练与应用

基本

技、战术

1、熟悉球性练习

2、学习运球（脚背外侧运球、脚背内

侧运球和上体左右虚晃运动假动作过

人

3、学习停球（脚内侧、脚底、胸部、

脚背正面停球、脚背外侧停球）

4、学习脚内侧踢、停球

5、传-运-射综合练习

6、跑位与接应个人战术具体应用练习

1.学习运球假动作：拨扣拉等技术结合过

人、上体左右虚晃假动作运球过人

2.学习脚背内侧踢低平球

3、学习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行进间正面

头顶球

4.学习脚内侧传接球的应用

5.学习正脚背踢球和停空中球

6.复习正脚背踢、停空中球

7.传球与转移个人战术具体应用练习

8..学习正面抢截球、盯人防守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力量练习。

3、提高柔韧练习

4、提高耐力素质练习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

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增

加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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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内容
三级 四级

理

论

1、足球运动概述、足球技术简析

2、足球比赛阵型、足球基础战术简析

1、足球规则与裁判法

2、如何欣赏足球比赛

基本

技战术

1、传球-运球-射门综合应用练习

2、学习局部攻防战术：二打一、三打二、

二打三

3、学习运球传中和包抄抢点射门

4.站位与补位个人战术具体应用练习

5.介绍边路二过一配合下底传中射门

6.介绍前场三人进攻配合

7.（七人制）后场三人防守（站位与补

位）

1、介绍阵形（七人制）和位置职责

2、学习裁判员场上执法方法

3、学习助理裁判员场上执法方法

.介绍阵地进攻中的中路.

4.介绍阵地进攻中的中路进攻配合

5.学习后居插上二过一配合

6.介绍阵地进攻中的中、边路进攻配合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力量练习。

3、提高柔韧练习

4、提高耐力素质练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

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的

协调性。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培养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引导学生爱好并参与足球运动，达到增强体质、促

进健康、锻炼顽强的意志品质、团结协作、遵守纪律等思想品德。

(2)初步掌握足球的基本技术，运球、传接球的动作要领，提高个人的控球能力，并能

在实践中合理的运用；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足球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从单一的技术动作到局部的战术配合，提高学生的进攻能力，有球和无球

的跑位意识。

（2）通过足球练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战术的技能，增进健康，提高身

体素质。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

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足球的基本理论知识。

（2）通过对足球技术的练习和运用，有球和无球的跑位意识，提高学生的控球能力，

娴熟、自如地运用各项技术。掌握进攻战术的个人与局部配合、防守战术的个人与局部配合。

（3）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主要基本技术的了解和熟悉。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通过学习足球竞赛规则和裁判能力的实习，使学生理解简要的足球竞赛规则，了

解竞赛知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的足球裁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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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单一的技术动作到局部的战术配合，过度到全队的整体的战术配合。

（3）通过练习较好地掌握足球运球、传球和射门等个人基本技术动作，能够把课堂中

学习到的基本技术、基本战术在比赛中尝试和运用，提高学生足球比赛中的整体配合能力和

比赛实战意识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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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足球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足球运动概述（2学时）

足球运动发展概况

（一）足球运动起源

（二）足球运动特点

（三）足球运动发展趋势

（四）国际足球运动组织和赛事

重点：足球运动特点和作用、足球运动起源

难点：足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足球基本技术简析（2学时）

足球基本技术分析

（一）现代足球技术特征

（二）足球主要基本技术动作分析

（三）足球主要基本技术训练与应用

重点：足球基本技术动作的地位与作用

难点：足球基本技术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足球基本战术简析（2学时）

足球基本战术分析

（一）足球比赛攻、防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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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阵形的演变和特点

（三）足球的四个时刻(本队控球时、对方控球时、由攻转守时、由守转攻时)
重点：足球比赛阵形的演变和特点、比赛攻守转换的时刻

难点：足球比赛攻、防基本原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足球规则与裁判法介绍（2学时）

足球规则与裁判法介绍

（一）足球竞赛规则主要内容介绍

（二）足球裁判法简介（裁判员职责、裁判基本方法）

重点：足球规则第一章：比赛场地、第十一章：越位、第十二章：犯规与不正当行为，裁判

员和助理裁判员的基本方法

难点：犯规动作的识别和越位的判罚原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足球基本技术（32 学时）

一、基本技术

（一）熟悉球性练习

（二）运球：脚背外侧运球、脚背内侧运球和上体左右虚晃运动假动作过人。

（三）停球：脚底停球、脚内侧停球、脚背正面停球、脚背外侧停球和胸部停球。

（四）踢球：脚内侧踢球、脚背内侧踢球和脚背正面踢球。

（五）头顶球：原地和行进间前额正面头顶球。

（六）抢截球：正面和侧面抢球。

（七）掷界外球：原地和助跑掷界外球。

二、素质练习

1、力量练习：用哑铃、跳绳、踏板或组合器械进行的各种肌肉群负重练习或走、跑、跳

等。

2、柔韧性练习：压各关节韧带、摆、振、绕、踢腿（多方向）练习、体前屈、等。

3、协调性练习：各种游戏、上、下肢不对称动作练习等。

4、耐力练习：长跑、4 分钟跑跳组合等。

重点：运球和停球、脚内侧踢球、脚背内侧踢球技术

难点：运控球和假动作过人、脚背内侧踢出空中球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足球基本战术（30 学时）

一、基础战术

（一）个人战术：跑位与接应、传球与转移、站位与补位、盯人与保护。

（二）局部战术：踢墙二过一、居后插上二过一、三打二、二防三。

二、整体战术

（一）介绍七人场制比赛阵型和位置职责、各场区的攻防和队形的保持。

（二）介绍七人场制比赛中的边路进攻配合、中路进攻配合。

（三）定位球攻防练习（任意球、角球、罚球点球、掷界外球）

（四）介绍十一人制比赛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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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跑位与接应、传球与转移、二过一战术配合、各场区的攻防和队形的保持

难点：局部攻守配合战术能力、攻防及其转换时的战术选择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七章 比赛和裁判方法实习（10 学时）

一、教学比赛（七人制）

（一）七人制足球比赛基本技、战术运用能力和打法。

（二）七人制足球教学比赛。

二、裁判方法实习（七人制比赛）

（一）裁判员：裁判员场上执法方法（跑位、笛声和手势）。

（二）助理裁判员：助理裁判员场上执法方法（跑动和旗示）。

重点：裁判员、助理裁判员职责和基本方法、七人制教学比赛中基本技、战术运用能力和基

本打法。

难点：裁判员与助理裁判员职责和配合、比赛中技战术的合理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一）基本理论学习环节中以讲授为主，重点了解足球运动的概况和特点、介绍足球基本技

战术原理、主要足球竞赛规则的讲解和分析。

（二）足球实践内容学习环节中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在课中，让学

生掌握重点，不断完善足球技术动作的具体应用能力和足球比赛中战术运用能力。

（三）裁判实践环节中，通过学习了解足球竞赛规则，初步掌握足球比赛裁判方法。

(四)实践内容考核以技术评分和达标考核方式进行，理论考核采用开卷考试形式。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4 8 12

第二章 体能实践 20 12 32

第三章
足球概述足球规则与裁判

法介绍
4 4

第四章 足球基本技、战术简介 4 4

第五章 足球基本技术 32 32

第六章 足球基本战术 28 28

第七章 比赛和裁判方法实习 20 20

考试 12 12

合计 104 20 12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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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足球基本技术 14 50.01 10 37.5 8 25

足球基本战术 2 7.14 8 25 10 37.5 10 31.25

比赛和裁判方法

实习
10 31.2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力量、柔韧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0 100 30 100 32 100

七、教材与主要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现代足球.[M].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2] 张兆才，张向阳.大学体育教程[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3] 中国足球协会.足球竞赛规则[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6.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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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课程教学大纲

Table Tennis Elective

执笔者：张学研（副教授）

审核人：曾 文 （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乒乓球选项课是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的公

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乒乓球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乒

乓球运动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掌握乒乓球运动竞赛的规则与裁判法，提高欣

赏高水平乒乓球比赛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培养利用乒乓球活动进行健

身的习惯，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的目的。

本课程采用普通高校体育选项课编制的《乒乓球》教材，并选用国际乒联颁布最新的《乒

乓球运动竞赛规则》为辅助教材进行教学。课程主要是掌握学习乒乓球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

达到科学地掌握体育与健康理论的基本方法，提高运动技能的目的，为终身体育与健康奠定

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

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

用的技能；具有体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

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

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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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乒乓球运动的基本技术、裁判知识、乒乓

球比赛的观赏能力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乒乓球运动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

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乒乓球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乒乓球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乒乓球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参照《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

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乒乓球技能：反手推挡球。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乒乓球技能：正手近台攻球。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乒乓球技能：正、反手发侧上旋、下旋球。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乒乓球技能：左推右攻。

2、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乒乓球技能：

1）反手推挡球、正手近台攻球：

考核方法：考试者必须在 30 秒钟内连续击球，男、女生每人各有两次考试机会，取最好

的一次。当一人考试时，考试者出现失误时，不停秒表，但击球次数从新计算；陪考人出现

失误时，由考试者自己决定是否重新考试，若决定不重新考试的话，以此次的成绩为准，但

记使用一次机会，若决定重新考试的话，此次机会不算；当两人同时配对考试时，无论谁失

误，均不停秒表，击球次数均从新计算。击球次数转换成绩见表 1。

评分标准：考试成绩将以对照表下限为准。

表1 反手推挡球、正手近台攻球次数与成绩换算对照表

成绩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次

数

男 35 32 28 23 18 13 10 9 8

女 30 28 25 20 15 13 10 9 8

2）正、反手发侧上旋、下旋球：

考核方法：男生在本球台左侧站位，用正手发 5 个侧上旋或侧下旋球，将球发落在对方

球台的右 1/4 区；再用反手发 5 个侧上旋或侧下旋球，将球发落在对方球台的左 1/4 区。女

生用上述方法，各发 5 个球落在对方球台的左半区和右半区。男、女生每人有两次考试机会，

取最好的一次计算技术成绩。见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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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1/4 区

左 1/4 区

图 1 (男生) 球台分区示意图 (女生)

评分标准：发球落在规定的球台区域内得 10 分，错区得 5 分，失误得 0 分，上述得分之

和为该项目考试成绩。

3）左推右攻：

考核方法：考试者在 30 秒钟内，连续完成一推一攻击球为一次数，如连续推球超过两

次不能计算该次数成绩。男、女生每人各有两次 30 秒钟考试机会，取最好的一次计入成绩。

当一人考试时，考试者出现失误时，不停秒表，但击球次数从新计算；陪考人出现失误时，

由考试者自己决定是否重新考试，若决定不重新考试的话，以此次的成绩为准，但记使用一

次机会，若决定重新考试的话，此次机会不算；当两人同时配对考试时，无论谁失误，均不

停秒表，击球次数均从新计算。击球次数转换成绩见表 2。

评分标准：考试成绩将以对照表下限为准。

表2 左推右攻次数与成绩换算对照表

成绩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次

数

男 17 16 14 12 10 8 7 6 5

女 15 14 12 10 9 8 7 6 5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级

理

论

1、乒乓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2、乒乓球比赛的欣赏

3、乒乓球装备的基本知识

4、乒乓球运动的基本知识：球拍

握法、击球路线、时间、部位、拍

形、击球点等

5、乒乓球运动规则：发球

1、乒乓球国内外重大运动赛事简介

2、乒乓球竞赛规则介绍：

（1）用语定义：回合、重发球、一分、击球、

阻挡、执拍手、执拍手、发球员、接发球员。

（2）常用规则：合法发球、合法还击、比赛

次序、重发球、一分、一局比赛、一场比赛、

发球与接发球和方位的选泽。

基本

技术

1、乒乓球运动的准备姿势、基本

步法

2、反手推挡技术

3、正手发平击球

4、反手发平击球

正手近台、中台攻球技术

正手侧身攻球技术

反手近台攻球技术

反手推挡球、正手攻球与侧身攻球、反手攻球

组合技术

右半区

左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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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

素质

1、协调性：以眼、手、身体、脚

步的协调配合为主

2、力量性：以上肢、腰、腿部的

力量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与负荷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协调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级

理论

1、乒乓球运动常见运动损伤及预

防

2、乒乓球运动特点和锻炼价值

1、乒乓球运动竞赛方法：（1）一场単打比赛

方法；（2）一场双打比赛方法；（3）团体比赛

形式；（4）团体比赛程序

2、乒乓球运动双打竞赛规则

基本

技术

1、正手发侧上、下旋球技术

2、反手发侧上、下旋球技术

3、正、反手搓球技术

1、正手加转弧圈球技术；正手前冲弧圈球技

术；反手弧圈球技术；左推右攻打法；直（横）

拍两面攻打法；发球抢攻战术、接发球战术、

拉攻战术、搓攻战术；双打基本战术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

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二级的基础上加大

强度与负荷

1、加大运动负荷和强度，以有氧训练为主，

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2、提高身体协调性

一 般 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协调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乒乓球运动，促进学生生长发育，培养终身体育意识。

（2）初步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的要领，提高单一动作的实效性，提

高自己的运动能力。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乒乓球运动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

心理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学习乒乓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掌握动作的要领；

（2）通过乒乓球运动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

提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乒乓球运动基础理论知识；

（2）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提高运用能力；

（3）了解乒乓球运动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4）培养参与乒乓球运动的习惯，为终身体育服务。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乒乓球运动的组合技术，双打技术；

（2）了解乒乓球运动的战术，提高比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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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协作意识，为学生形成锻炼习惯打下基础。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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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乒乓球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乒乓球运动基本知识（2 学时）

一、乒乓球运动起源与发展趋势

二、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概况；

三、乒乓球运动特点和锻炼价值

四、乒乓球常见运动损伤及预防

重点：介绍乒乓球运动的起源、现代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

难点：加强乒乓球运动常见损伤的预防意识。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乒乓球国内外重大运动赛事简介（2学时）

一、国内乒乓球中超倶乐比赛简介。

二、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简介。

三、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简介。

四、世界杯乒乓球比赛简介。

重点：介绍各重大乒乓球比赛的历史、比赛项目、比赛方法、成绩。

难点：分析我国运动员在世界重大乒乓球比赛中的成绩和技术水平。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乒乓球竞赛方法及竞赛规则（4 学时）

一、乒乓球竞比赛方法

（一）一场単打比赛方法。

（二）一场双打比赛方法。

（三）团体比赛形式：五场三胜制（五场单打）；五场三胜制（四场单打和一场双打）。

（四）团体比赛程序。

二、乒乓球竟赛规则

（一）用语定义：回合、重发球、一分、击球、阻挡、执拍手、执拍手、发球员、接发球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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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规则：合法发球、合法还击、比赛次序、重发球、一分、一局比赛、一场比赛、

发球与接发球和方位的选泽。

重点: 一场単打比赛方法、一场双打比赛方法、团体比赛形式、）团体比赛程序。

难点：用语定义、常用规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乒乓球运动基本动作

一、基本步法：单步、跨步、并步、交叉步、侧身步。

二、握拍法：直拍握拍、橫拍握拍。

三、基本站位：站位要点（打法类型，自身特点，对方打法）。

四、准备姿势：姿势要点（下肢，躯干，上肢）。

重点：基本站位应灵活应变，身体重心便于用力，手指握拍的灵敏调节。

难点：两脚尽量贴地面移动，注意两脚掌移动的转动，身体各部位协调。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

第二章 乒乓球运动基本技术

一、球感: 拍面托球掂球；对墙掂地反弹球；对墙 1.5 米～2.0 米掂球。

二、发球：正、反手发平击球；正、反手发侧下旋、侧上旋球等。

三、接发球：站位和判断；接发球方法：接急球、接短球、接正、反手发下旋、侧上旋球。

四、挡球和推挡球：反手挡球；反手推挡球；反手加力推。

五、攻球：正手攻球；正手侧身攻球；反手攻球。

六、搓球：正、反手搓球。

七、弧圈球：正手加转弧圈球；正手前冲弧圈球；反手弧圈球（介绍）。

八、左推右攻：推斜攻直；推直攻斜。

九、双打练习：发球区域、次序；双打配对、站立、移动；发球与接发球；双打战术。

十、快攻型打法：左推右攻打法；直（横）拍两面攻打法。

重点：基本掌握各项动作技术的基本要领，形成动作技能的正迁移。

难点：随堂教学比赛，了解学生对乒乓球技术水平运用的掌握情况。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

第三章 乒乓球运动基本战术

一、拉攻战术: 攻两角战术；攻追身战术。

二、搓攻战术：搓不同落点突击；搓转与不转结合落点变化突击；搓拉结合落点变化突击。

三、接发球战术：用拉球；快拨或快推回击；用快搓摆短回击。

四、发球抢攻战术：转与不转结合落点变化抢攻；侧上、侧下旋球结合落点变化抢攻。

重点：战术练习与技术练习要紧密结合，灵活多变适应赛场比赛需要。

难点：重视战术意识培养，加强实践能力提高，力争掌握比赛主动权。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传授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乒乓球的基本技术与基本战术，及其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

2、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培养学生机智勇敢、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体验乒乓球运动快乐，

3、加强安全伤害教育。增进学生预防伤害观念，开展自我医务监督与自我保健的对策。

http://www.wiki8.com/ziwo_11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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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重点了解乒乓球运动概况及发展趋势，技术基本原理与特点、技战术与竞赛规则。

2、掌握乒乓球基本技术，了解各技术要点和学习难点，掌握各项技术练习方法及手段。

3、学会所学的技战术运用到实战比赛中，了解乒乓球竞赛规则，掌握比赛裁判法。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16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12 44

第三章 专项理论 8 8

第四章 基本技术 80 64

第五章 基本战术 4 4

考试 8 8

合 计 116 20 144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唐建军.乒乓球运动教程，7-81100-408-9.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第

1版.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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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课程教学大纲

Badminton

执笔者：曾思麟（副教授）

审核人：白志红（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羽毛球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

开设的公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羽毛球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羽毛球教学和实践活动，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学习羽毛球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

肌肉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

识。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通过羽毛球教学

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学习羽毛

球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

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肌肉

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

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

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

健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

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

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

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了解羽毛球运动的特点及锻炼价值，竞赛

的基本规则。积极参与羽毛球运动，掌握基本的羽毛球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竞赛的组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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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羽毛球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羽毛球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羽毛球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1）身体素质；

（2）羽毛球技术:达标(60%)和技评(40%)
（3）羽毛球基础理论

第一学期考核：

1、考核内容：

（1）身体素质；

（2）正手发高远球技术：达标和技评

2、考试方法：

（1）身体素质

（2）正手发高远球达标评分:考生站在发球区内发正手高远球 10 个（左右半区各 5 个），

要求球的落点在对方对角的双打后发球线和单打底线之间，发球脚踩线、球的落点越区、界

外均视为失误，达标记数评分标准如图一。

正手发高远球技评:在进行正手发高远球达标评分过程中同时进行技评，评分标准(如图

二）。

第二学期考核：

1、考核内容：

（1）身体素质；

（2）正手击高远球: 达标和技评

（3）羽毛球基础理论

2、考试方法：

（1）身体素质

（2）正手击高远球达标评分：考生在接发球区内做好准备姿势，后退步，由教师或陪

考学生发来的 10 个中后场高远球，考生用后场高远球技术将球击至对方场区的双打后发球

线和单打底线之间的左右区域，球的落点界外视为失误、记数评分。

正手击高远球技评:在进行正手击高远球达标评分过程中同时进行技评，评分标准(如

图二)。

第三学期考核：

1、考核内容：

（1）身体素质

（2）正手中后场杀球: 达标和技评

2、考试方法：

（1）身体素质

（2）正手中后场杀球达标评分：考生在中场区内做好准备姿势，后退步，由教师或陪

考学生发来的中后场高远球，考生用杀球技术将球击至对方单打场区内，球的落点界外视为

失误，记数评分。

正手中后场杀球技评:在进行正手中后场杀球达标评分过程中同时进行技评，评分标准

如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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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期考核：

1、考核内容：

（1）身体素质

（2）吊球:达标和技评

（3）羽毛球基础理论

2、考试方法：

（1）身体素质

（2）吊球达标评分：考生在中场区内做好准备姿势，后退步，由教师或陪考学生发来

的后场高远球，考生用吊球技术将球吊至对方场区的前发球线之前，球的落点界外或不过网

均视为失误，记数评分。

吊球技评:在进行吊球达标评分过程中同时进行技评，评分标准如图二。

（三）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各学期羽毛球技术达标评分标准：如下表

达标评分标准(图一)

（3）各学期羽毛球技术技平评分标准：如下表

技术评分标准(图二)

（四）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

课外作业

素质 羽毛球技术(理论)

达标(60) 技评(40)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级

理

论

1、羽毛球运动的起源及发展

2、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3、羽毛球运动的特点与价值

4、羽毛球运动的技术类型

1、了解影响击球质量的因素。能科学地进行体

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运动后的饮食营

养。

3、艺术体操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正手发高远球技术

2、正手击高远球技术

3、上网挑球技术

1、后场击球技术

2、基本步法

得分 100分 90分 80分 70分 60分 50分 40分
男 8个 7个 6个 5个 4个 3个 2个
女 6个 5个 4个 3个 2个 1个 0

分数 评分标准

90-100 分 意识明确、动作协调、连贯、手法正确、击球质量高、落点稳定。

80-89 分 动作较协调、发力顺序正确、手法较正确、击球质量较高、落点到位。

60-79 分 动作基本协调、手法基本正确、击球质量一般、有一定偶然性。

40-59 分 动作不协调、手法不正确、击球质量差、纯属偶然、没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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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

的力量和弓步及各部位协调练

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增加提

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

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论

1、羽毛球单、双打区别与各种练

习手段。

2、羽毛球裁判规则

3、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

1、羽毛球基本战术

2、羽毛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规则

3、羽毛球专项训练方法

4、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理的饮

食营养。

5、艺术体操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中场、前场球技术。

1、比赛实战能力与裁判技能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

的有氧训练。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为主。

2、提高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了解羽毛球运动的特点及锻炼价值，竞赛的基本规则。积极参与羽毛球运动，基

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学会正手发高远球，基本掌握正手后场高远球、前场挑球动作的要领，了解影响

击球质量的因素。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羽毛球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

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了解羽毛球比赛战术

（2）学会正手击后场高远球，基本掌握正手杀球、上网、后退步法动作的要领。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羽毛球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竞赛的组织过程。

（2）学会正手中后场杀球技术。

（3）在业余比赛中，基本上能运用羽毛球基本技术、基本技能。

（4）能自主选择辅助练习，提高专项素质。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羽毛球比赛裁判知识，熟悉羽毛球竞赛的组织过程。

（2）学会吊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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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业余比赛中能合理应用羽毛球基本技术、基本技能。

（4）能制定运动处方，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5）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业余

体育活动。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 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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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体能实践(32 学时)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制定个性化体适能训练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部分 羽毛球选项理论（8 学时）

第一章 羽毛球概述（1学时）

第一章、羽毛球运动概况

一、羽毛球运动的起源及发展

（一）规则的演变

（二）世界羽毛球运动组织

（三）技术与战术的发展

二、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一）学习起步阶段

（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阶段

（三）调整、恢复阶段

（四）全面夺取世界冠军阶段

三、羽毛球运动的特点与价值

（一）羽毛球运动的特点

1、是一种全身运动项目 2、运动量可合理调节 3、简便性：（1）不受场地限制 （2）
集体、个人皆宜 （3）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

（二）羽毛球运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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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娱乐性：（1）自娱性 （2）观赏性

2、锻炼性：（1）增强体质 （2）培养意志 （3）陶冶心理

四、羽毛球运动的技术类型

（一）欧洲式

（二）亚洲式

（三）中国式

重点：羽毛球运动的特点

难点：羽毛球运动的价值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高水平羽毛球比赛欣赏（1学时）

1. 专题讲座

2. 羽毛球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羽毛球运动相关知识。

难点：提高羽毛球欣赏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羽毛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6 学时）

一、羽毛球竞赛的意义、种类及内容

二、羽毛球竞赛的组织

三、羽毛球竞赛的的裁判方法

重点：裁判计分方法、要点

难点：裁判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部分 羽毛球基本技术（38学时）

第一章 握拍法、发球和接发球(4 学时)

第二章 击球法(24 学时)

（一）后场击球技术

（二）前场击球技术

（三）中场击球技术

第三章 步法 (10 学时 )

1、上网步法

2、后退步法

重点：正确的握拍动作

难点：准备动作的重要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重点：掌握影响击球质量的要素。

难点：动作的协调、联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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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场两侧移动步法：

第五部分 羽毛球基本战术（16学时）

一、战术指导思想

二、运用战术的原则要求

（一）运用战术的

（二）运用战术的要求

三、各种打法类型

1、单打打法的分类及技、战术特点

2、双打的打法分类及技术战术特点

四、战术简介

（一）单打战术

（二）双打战术

重点：运用战术的原则要求

难点：灵活应用战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六部分 专项身体训练方法(6 学时)

1、发展专项力量练习方法

2、发展柔韧性练习方法

3、发展协调性练习方法

4、发展耐力练习方法

重点：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基础上，重点发展专项身体素质。

难点：个性化专项训练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掌握羽毛球运动的基本技术、战术。

2、通过羽毛球专项课练习和素质练习，使学生的身体素质搞高。

3、通过羽毛球专项课培养学生顽强拼博，独立思考能力。

4、了解羽毛球运动起源，发展、教授羽毛球基本理论知识。

5、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羽毛球

运动的基本技术、基本技能和基本战术知识。

2、了解《羽毛球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基层

比赛的裁判工作。

重点：起动反应移动慢。

难点：步法与击球动作的协调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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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其

他

小

计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16

第二部分 体能训练 32 12 44

第三部分 羽毛球基本理论 8 8

第四部分 羽毛球基本技术 38 38

第五部分 羽毛球基本战术 16 16

第六部分 羽毛球专项身体训练方法 6 6

考试 16 16

合计 108 20 16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体能训练 8 28.57 8 25 8 25 8 25

羽毛球基本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能

羽毛球基本技术 12 42.8 12 37.5 8 25 6 18.75

羽毛球基本战术 2 6.25 6 18.75 8 25

专项身体训练方法 2 6.25 2 6.25 2 6.25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张勇.普通高校体育选项课教材(羽毛球). 7-81051-944-1／G.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4，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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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课程教学大纲

Tennis

执笔者：王奇峰（副教授）

审核人：王伯超（教授）

编写日期：2018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

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寓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

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系统阐述网球运动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组织竞赛的方法，吸纳了

网球运动发展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反映了一些最新发展趋势，精选出了一批典型案例，突出了

网球运动在现代社会生活和体育产业中的具体应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

础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与

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能；

具有体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媒体与

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识，通

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

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

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

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技

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全

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人生态度，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

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

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

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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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网球运动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营养与

健康、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

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网球运动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行网球运动技能模

拟操作与小组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本课程主要的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本课程的理论与实际运用的主要技能；

目标 3、具有组织一定规模竞赛和参与网球市场开发、运营与管理的能力。

目标4、具有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网球竞赛规则》

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开卷和实际操作的考试形式。考核着重于基本技术的实际操作，考试内

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

1.内容：移动正、反手对墙抽击球、移动正、反手抽击球、小场地对攻、标准场地对攻、

身体素质。

2.考核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移动正、反手对墙抽击球

考核方法：学生面对墙连续抽击球时，至少一只脚必须站在离墙 3米的线以外。

第二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移动正、反手抽击球：学生站在底线中点附近，教师（学生）站在网前或发球线

附近送球到距离学生正（反）手位右（左）侧 2～4步的地方，用移动正（反）手抽击球技

术连续击打各 5次球到对方场地内（正手反手各击一次球为一次击球），以及评判其动作技

术效果。

第三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小场地对攻：两人一组，隔网进行小场地对攻。

第四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标准场地对攻：两人一组，隔网在各自半场的底线外，进行对攻。

（三）成绩评定

1.第一学期

3米线外移动正手抽击球达标标准表

得分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

次数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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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学期考核

移动正、反手抽击球达标标准

得分 100 80 60 40 20

次数 10 8 5 4 2

移动正、反手抽击球技评标准表

技评标准 分数

动作很标准、熟练协调 90-100 分

动作标准、协调合理 80-90 分

动作较标准、较协调合理 70-80 分

动作尚可、较协调合理 60-70 分

动作不对、僵硬 59 分以下

3.第三学期考核

达标标准

4.第四学期

5.综评成绩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级

理论

1.体育与健康理论

2.体育锻炼与体能

3.网球运动概述

4.网球运动基本技术

1.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2.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3.网球运动的基本知识、技术、战术

4.基本的营养学知识

基本

技术

1.移动技术

2.正手击球技术

3.专项能力

1.移动技术

2.反手击球技术

3.正手击球技术

专项

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一般身

体素质

1.速度素质、2.力量素质、

3.柔韧素质、4.耐力素质、

5.灵敏素质

分数 10 8 6 4 2

对攻回合次数 5 4 3 2 1

分数 10 8 6 4 2

对攻回合次数 5 4 3 2 1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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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2.《网球竞赛规则》及裁判方法

3.网球运动单打战术

1.运动疲劳的消除

2.网球运动竞赛的各项组织工作

3.网球运动的双打战术

基本

技术

1.防守技术

2.进攻技术

3.组合技术

1.上网型打法

2.底线型打法

3.全面型打法

4.培养比赛及临场执法能力

专项

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一般身

体素质 1.速度素质、2.力量素质、3.柔韧素质、4.耐力素质、5.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网球运动，塑造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和终身体

育的意识。

（2）了解和学习网球运动的基本技术。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网球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初步掌握网球运动的基本技术；

（2）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

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网球运动的基本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

（2）了解和学习网球运动的基本战术。

（3）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辅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了解和学习网球比赛裁判知识和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4.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学习和掌握网球运动的基本战术，具有一定的比赛能力和欣赏比赛的水平。

（2）通过比赛，提高学生们的专项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3）具有一定的教学和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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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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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网球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网球运动概述（2学时）

一、网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四大网球公开赛赛事简介

二、网球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我国运动员在世界重大网球比赛中的成绩和水平

三、网球击球技术原理、运动特征、价值与特点

四、网球运动常见的运动损伤及预防

重点：介绍网球运动的起源、现代网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

难点：加强常见损伤的预防意识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比赛欣赏（2学时）

1.专题讲座

2.网球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网球运动相关知识和锻炼技巧

难点：网球运动的欣赏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网球竞赛规则与竞赛裁判法（2 学时）

一、网球竞赛项目

二、网球竞赛规则

三、网球竞赛裁判法

重点：1、讲解网球竞赛规则（挑边、单打和双打发球区与接发球的确定、界外球、得分、

计分方法、重发球、行为不端、交换场地、发球错区、裁判手势）。2、介绍临场比赛裁判法

（宣报程序、裁判员的配合）

难点：掌握网球竞赛规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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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网球运动基本理论知识（2学时）

一、网球运动的击球原理

二、击球的动作结构

三、动态网球的力学分析

四、网球比赛的三大要素

五、网球运动常用术语

重点：网球运动的技术原理

难点：网球比赛的三大要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网球基本技术（36 学时）

基本技术

1、握拍方法

2、准备姿势与移动步法

3、正手：原地和移动正手抽击球技术

4、反手：原地和移动反手（削球、抽击球）技术

5、发球技术：（下手、平击、侧旋）发球技术

6、截击法：（正手、反手）截击球技术

重点：正、反手抽击球技术

难点：发球技术、对击球点的判断、移动步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法、指导法、提问法、讨论法。

第二章 网球运动战术（2学时）

一、网球单打战术

二、网球运动双打战术

重点：单打战术

难点：双打战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法、指导法、提问法、讨论法。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16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12 44

第三章 网球运动概述 2 2

第四章 专题讲座以及比赛欣赏 2 2

第五章 网球竞赛规则与竞赛裁判法 2 2

第六章 网球运动基本理论知识 2 2

第七章 网球运动基本技术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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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网球运动基本战术 24 24

考试 16 16

合计 108 20 16 124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张兆才，张向阳.大学体育教程.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2]孙卫星．网球竞赛规则问答．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3]陶志翔．网球运动教程．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

八、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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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课程简介

Aerobics

执笔者：陈英（健美操）

审核人：冯娟（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健美操是我国体育运动的一个新兴项目。它起源于生活，起源于人类对于人体健与美的

追求，它是体操、舞蹈、音乐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 健美操在国外被称为“有氧体操”，是

有氧运动（Aerobics)的一种。 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健美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风靡世界。

通过积极参与健美操、啦啦操运动，美化学生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培养优美的形体和养

成正确的姿态，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啦啦操起源于美国，遍布美国的 NBA、橄榄球、棒球、游泳、田径、摔角等比赛现场，

至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最初为美式足球呐喊助威的活动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范围内

的一项体育运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啦啦操原名 cheer leading。其中 cheer 的部分，

有振奋精神，提振士气的意思。啦啦操也是一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普及性极强，集体操、

舞 蹈、音乐、健身、娱乐于一体的体育项目。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

关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

握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

常用的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

与艺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

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识，通

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

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

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

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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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

健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

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

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

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体育的基本原理、体育运动练习、营养与

健康、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

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

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

行养生保健模拟操作与小组表示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养生保健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养生保健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养生保健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 2016《广东省学

生健美操啦啦操规定套路》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健康活力健美操、啦啦操、拉丁健身操套路，学生自编套路。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康活力健美操徒手套路 I。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啦啦操花球套路 II。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拉丁健身操徒手或（啦啦操）套路 III。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康活力健美操学生自编套路。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健美操技能评分标准：

90 分以上――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力度和幅度大，节奏感强，动作

与音乐配合准确，有较强的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80 分至 89 分——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有一定的力度和幅度，动作与音

乐配合良好，有一定的表现力。

70 分至 79 分——全套动作尚熟练，动作基本正确，力度中等，动作与音乐配合尚可。

60 分至 69 分——全套动作基本熟练，动作一般，力度一般，动作与音乐配合基本协调。

45 分至 59 分——在两次提示下方可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多处不协调，缺乏

动作力度。

45 分以下——无法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协调，无力度。

（二）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137

五、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一）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级

理

论

1、健美操啦啦操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2、健美操音乐的特点及如何识别音乐的节

拍。

3、运动后放松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4、塑造良好体态的重要性及方法

5、健身的重要性

1、健美操啦啦操动作与音乐的表现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与啦啦操

运动后的饮食营养

3、健身的重要性

4、艺术体操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健美操基本手位及基本步伐。

2、掌握健美操基本动作。

3、学习健美操自选动作。

4、以下肢单动作配合上肢简单动作为主

5、学习大众健美操初级套路动作

1、掌握啦啦操基本动作。

2、学习啦啦操复合动作及简单的步伐

变换技术及跳跃技术

3、学习啦啦操花球套路动作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量和弓

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

3、身体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

强度，以塑造形体为主，提高柔韧性

的练习加强身体素质、耐力训练。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级

理论

1、健身健美操啦啦操的编排原则

2、健美操动作与音乐的表现

3、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健身运动

后的饮食营养

4、健身的重要性

1、健美操啦啦操编排原则

2、健身与营养

3、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

理的饮食营养。

4、健身的重要性

5、艺术体操与舞

基本

技术

1、提高健美操复合动作及简单的步伐变

换技术及跳跃技术

2、拉丁健身操动作配合技术要领

1、学习拉丁健身操套路动作

2、掌握复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巩固已

掌握的部分变化技术及跳跃技术。

3、提高动作的表现力。

4、引导学生编排健美操套路与并提

高质量。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强度以上的有

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

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

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

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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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健美操运动，美化学生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培养优美的形体和养成

正确的姿态，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初步掌握徒手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的要领，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

的运动能力；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健美操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

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动作的规格，较全面地学习连招，从实践上、理论上掌握各种单招组

合的规律，提高套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通过啦啦操基本动作与成套练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

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团队意识。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拉丁健身操的基本动作和成套动作套路。

（2）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和运用，发展协调、柔韧、灵巧等身体素质，同时使学生受到

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的追求，提高美的鉴赏力。

（3）能独立制定适用自身需要的健美操健身运动处方，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

辅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能够独立创编健身性健美操，具有较高的健美操文

化素养和欣赏水平。

（2）熟练掌握健美操复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并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3）以不同类型的轻器械和具有代表性的动作组合，提高空间的判断能力、动态的控

制能力、静态的平衡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4）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5）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学

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健美操健身指导。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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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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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健美操选项理论（4学时）

第一章 健美操、啦啦操概述（2 学时）

一、健美操概述

二、啦啦操概述

第二章 健美操、啦啦操创编原则（2学时）

一、健美操、啦啦操创编中的重要因素

1、主体与客体（创编者与教学对象）

2、动作与音乐

二、健美操、啦啦操创编的目的

1、提高并改善人体在生理上的健康水平

2、改善人体精神状态

3、娱乐与表演

三、健美操、啦啦操创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1、健美操、啦啦操的指导思想与技术性原则

2、表演性、健身性健美操、啦啦操的创编

四、健美操、啦啦操的创编过程

1、制度目标与整体构思

2、音乐选择与剪接

3、动作素材的选择与确定

4、建立基本结构

5、按创编原则组合动作

6、按成套顺序完成成套动作的组织

7、评价与修改

三、健身健美运动的重要性

重点：健美操运动概述、啦啦操花球的特点

难点：健身的运动的重要性与持续性，创编的重要因素与创编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健美操基本技术（8 学时）

一、身体基本姿态

1、站立姿态与方位

2、头颈部基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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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舞蹈手臂七个位置及艺术体操（形体操）常用位置

4、舞蹈脚的五个位置

二、徒手教材

1、手臂的摆动：绕环、波浪。

2、躯干屈伸、转动、绕环。

3、基本步法：足尖步、柔软步，交叉步，前、后、侧移动步等。

4、基本跳步：小跳、大跳、西松跳、踏点跳、变换腿跳、并步跳等。

5、平衡：单腿的直、屈，（前、侧、后）立、蹲、跪平衡等。

6、转体：单、双脚直、屈、吸 180°、360°转体等。

三、素质练习

1、力量练习：用哑铃、跳绳、踏板或组合器械进行的各种肌肉群负重练习或走、跑、

跳等。

2、柔韧性练习：压各关节韧带、摆、振、绕、踢腿（多方向）练习、体前屈、等。

3、协调性练习：各种游戏、上、下肢不对称动作练习等。

4、耐力练习：长跑、4分钟跑跳组合等。

重点：健美操的基本动作

难点：健美操素质练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健美操成套动作教学（38 学时）

一、健康活力健美操徒手套路

二、啦啦操花球套路

三、拉丁健身操套路

四、学生自编套路

重点：健康活力健身操啦啦操套路

难点：学生自编健美操啦啦操花球套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16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6 8 44

第三章 健美操的创编 14 14

第四章 健美操基本技术 8 8

第五章 健美操徒手教学 8 8

第六章 健美操成套动作 38 38

考试 16 16

合计 112 16 16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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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专项理论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健美操基本动作 6 21.42 2 6.25 2 6.25 2 6.25

健美操套路动作 8 28.57 12 37.5 10 31.25 8 25

创作与编排实践 4 12.5 6 18.75 8 2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 4 12.5 4 12.5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 4 12.5 4 12.5

考核 4 14.29 4 12.5 4 12.5 4 12.5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教材

《广东省学生健美操啦啦操规定套路》. 视频教材：2016，第 1 版.

2、教学参考书

[1] 黄俊亚．艺术体操训练理论与方法．9787564401191．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

1，第 1 版．

七、其他说明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健美操

啦啦操花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2、基本掌握健美操啦啦操花球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

会教、会讲、会写的要求。

3、了解 2016 年《健美操啦啦操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

并能胜任基层比赛的裁判工作。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9%25BB%2584%25E4%25BF%258A%25E4%25BA%25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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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操》课程教学大纲

Rhythmic Gymnastics

执笔者：招惠芬（副教授）

审核人：冯娟 （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的公

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艺术体操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艺术体操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

生了解和掌握的学习艺术体操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

肌肉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

识。

艺术体操是一项集音乐、舞蹈、形体运动于一体的体育运动项目。其动作优美、节奏性

强，由舞蹈、跳跃、平衡、波浪形动作及部分技巧运动动作组成。通过优美的舞蹈动作、动

态性造型练习，以及优美音乐的熏陶，达到健身健体、陶冶情操的目的，培养学生良好的身

体姿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

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

用的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

艺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

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识，

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

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

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艺

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2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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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

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

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体育的基本原理、体育运动练习、营养与

健康、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

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

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

行养生保健模拟操作与小组表示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艺术体操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艺术体操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艺术体操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中国学生《健康

活力艺术体操表演套路》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健康活力艺术体操套路扇操、徒手套路、学生自编套路。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康活力艺术体操徒手套路 I。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康活力艺术体操徒手套路 II。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康活力艺术体操徒手套路 III。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康活力艺术体操学生自编套路。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艺术体操技能评分标准：

90 分以上――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力度和幅度大，节奏感强，动作

与音乐配合准确，有较强的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80 分至 89 分——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有一定的力度和幅度，动作与音

乐配合良好，有一定的表现力。

70 分至 79 分——全套动作尚熟练，动作基本正确，力度中等，动作与音乐配合尚可。

60 分至 69 分——全套动作基本熟练，动作一般，力度一般，动作与音乐配合基本协调。

45 分至 59 分——在两次提示下方可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多处不协调，缺乏

动作力度。

45 分以下——无法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协调，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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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艺术体操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2、艺术体操音乐的特点及如何识别艺术体

操音乐的节拍。

3、运动后放松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4、塑造良好体态的重要性及方法

1、艺术体操动作与音乐的表现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艺术体

操运动后的饮食营养

3、艺术体操与舞蹈

基本

技术

6、艺术体操基本手位及基本步伐。

7、掌握艺术体操基本动作。

8、学习艺术体操典型动作。

9、以下肢单动作配合上肢简单动作为主

10、学习大众艺术体操初级套路动作

1、掌握艺术体操典型动作。

2、学习艺术体操复合动作及简单的步

伐变换技术及跳跃技术

3、学习大众艺术体操中级套路动作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量和弓

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

度，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

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论

1、健身艺术体操的编排原则

2、介绍健身艺术体操竞赛的组织与裁判

规则

3、艺术体操动作与音乐的表现

4、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艺术体操

运动后的饮食营养

1、竞技艺术体操编排原则；

2、介绍竞技艺术体操的组织及裁判规

则。

3、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理

的饮食营养。

4、艺术体操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进一步掌握艺术体操典型动作。

2、提高艺术体操复合动作及简单的步伐

变换技术及跳跃技术

3、学习大众艺术体操中级套路动作

1、掌握复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巩固已

掌握的部分变化技术及跳跃技术。

2、提高动作的表现力。

3、引导学生编排艺术体操（形体操）

套路与并提高质量。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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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

习。

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

的协调性。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艺术体操运动，美化学生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培养优美的形体和养

成正确的姿态，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初步掌握徒手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的要领，提高单动的实效性，能科学地进行

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艺术体操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

理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动作的规格，较全面地学习连招，从实践上、理论上掌握各种单招组

合的规律，提高套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通过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

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艺术体操基础理论知识。

（2）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和运用，发展协调、柔韧、灵巧等身体素质，同时使学生受到

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的追求，提高美的鉴赏力。

（3）能独立制定适用自身需要的艺术体操健身运动处方，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

择辅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掌握艺术体操（形体操）基本功、基本动作和成套动作套路。

（5）了解艺术体操（形体操）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4、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能够独立创编健身性艺术体操，具有较高的艺术体

操文化素养和欣赏水平。

（2）熟练掌握艺术体操复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并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3）以不同类型的轻器械和具有代表性的动作组合，提高空间的判断能力、动态的控

制能力、静态的平衡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4）掌握艺术体操（形体操）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5）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6）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学

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艺术体操健身指导。



147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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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艺术体操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艺术体操概述（1学时）

1.艺术体操概述

2.艺术体操运动价值及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3.艺术体操练习计划的制定原则

重点：艺术体操运动的概念、艺术体操运动的特点

难点：艺术体操运动的分类；艺术体操运动的功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艺术鉴赏（2学时）

1 专题讲座

2.艺术体操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艺术体操运动相关知识和锻炼指导技巧。

难点：艺术体操运动的鉴赏能力的提高。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艺术体操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1学时）

一、艺术体操竞赛的意义、种类及内容

二、艺术体操竞赛的组织

三、艺术体操竞赛的的裁判方法

1、对裁判员的基本要求

2、裁判组的组成

3、评分方法

4、评分要点

5、裁判技巧

重点：裁判评分方法、要点

难点：裁判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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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体操的创编（4 学时）

一、艺术体操创编中的重要因素

1、主体与客体（创编者与教学对象）

2、动作与音乐

二、艺术体操（形体操）创编的目的

1、提高并改善人体在生理上的健康水平

2、改善人体精神状态

3、娱乐与表演

三、艺术体操（形体操）创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1、艺术体操（形体操）的指导思想与技术性原则

2、竞技性艺术体操（形体操）创编的指导思想与技术性原则

3、表演性、健身性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创编

四、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创编过程

1、制度目标与整体构思

2、音乐选择与剪接

3、动作素材的选择与确定

4、建立基本结构

5、按创编原则组合动作

6、按成套顺序完成成套动作的组织

7、评价与修改

重点：艺术体操（形体操）创编的重要因素与目的

难点：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创编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六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基本技术（12 学时）

一、身体基本姿态

1、站立姿态与方位

2、头颈部基本姿态

3、舞蹈手臂七个位置及艺术体操（形体操）常用位置

4、舞蹈脚的五个位置

二、把上练习：擦地、下蹲（屈伸）、小踢腿、大踢腿、控制、划圈、波浪等。

重点：身体基本姿态

难点：把上练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七章 艺术体操徒手教学（10 学时）

一、徒手教材

1、手臂的摆动：绕环、波浪。

2、躯干屈伸、转动、绕环。

3、基本步法：足尖步、柔软步、弹簧步、变换步、并步、波尔卡、华尔兹及各种跑步

与舞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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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跳步：小跳、大跳、西松跳、踏点跳、变换腿跳、并步跳等。

5、平衡：单腿的直、屈，（前、侧、后）立、蹲、跪平衡等。

6、转体：单、双脚直、屈、吸 180°、360°转体等。

7、垫上滚动：前、后、侧滚翻。

二、素质练习

1、力量练习：用哑铃、跳绳、踏板或组合器械进行的各种肌肉群负重练习或走、跑、

跳等。

2、柔韧性练习：压各关节韧带、摆、振、绕、踢腿（多方向）练习、体前屈、等。

3、协调性练习：各种游戏、上、下肢不对称动作练习等。

4、耐力练习：长跑、4分钟跑跳组合等。

重点：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基本动作

难点：艺术体操（形体操）素质练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八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成套动作教学（38 学时）

一、健康活艺术体操徒手套路

二、健康活力艺术体操力扇操套路

三、学生自编套路

重点：大众锻炼标准二套规定动作二级测试套路、健康活力健身操套路

难点：学生自编艺术体操（形体操）套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艺术体操（形体操）教学，培养学生较好地掌握艺术体操（形体操）运动的基本技

术和基本技能，了解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基本掌握艺术体操（形体

操）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掌握艺术体操（形体操）有关锻炼技巧和

知识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指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身体育与健康理论的习惯。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艺术体

操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2、基本掌握艺术体操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

会讲、会写的要求。

3、了解《艺术体操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基

层比赛的裁判工作。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5 8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5 32

第三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概述以

及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4 4

第四章 专题讲座以及艺术鉴赏 4 5 4

第五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的创编 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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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基本技术 12 12

第七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徒手教学 10 10

第八章 艺术体操（形体操）成套动作 38 38

考试 12 12

合计 112 20 12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艺术体操基本动作 4 14.29 4 12.50 4 12.50

艺术体操套路动作 8 28.56 10 31.25 10 31.25 10 31.25

创作与编排实践 2 6.25 2 6.25 6 18.7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大众艺术体操．7500912366．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9，第 1 版．

[2] 黄俊亚．艺术体操训练理论与方法．9787564401191．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

1，第 1 版．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85%25A8%25E5%259B%25BD%25E4%25BD%2593%25E8%2582%25B2%25E5%25AD%25A6%25E9%2599%25A2%25E6%2595%2599%25E6%259D%2590%25E5%25A7%2594%25E5%2591%2598%25E4%25BC%259A.html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9%25BB%2584%25E4%25BF%258A%25E4%25BA%25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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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排舞选项》课程教学大纲

Line dance

执笔者：高燕华（讲师）

审核人：李晓红（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8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全健排舞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全健排舞

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排舞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

性、柔韧性、肌肉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通过优美的舞蹈动作、动态性造型

练习，以及优美音乐的熏陶，达到健身健体、陶冶情操的目的，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姿态，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排舞是一种排成一排排跳的舞蹈，它源于70年代的美国西部乡村舞曲，后来融入了拉丁

舞、爵士舞、街舞、舞厅舞等舞蹈风格及现代最流行的世界音乐，舞步多元，风格创新。排

舞从2004年传入我国，2006年全健排舞推广精英团队成立，为了更好地掌握排舞的编排规律，

使外来的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融合排舞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赋予其娱乐健身

的功效，取名叫“全健排舞”,寓意“全民健康”“全民娱乐健康舞蹈”。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

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

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

用的技能；具有体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

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指标点：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

基础知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

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

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

一定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

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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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学习全健排舞，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和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健康

的审美情趣和较强的审美能力，不仅有助于其他运动项目的开展，还可以使学生以审美的情

趣和审美观念指导其他运动项目的学习。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全健排舞

的套路学习与组织编排的能力，并通过规定套路和团体编排动作的考试。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考核学生掌握全健排舞的基础理论知识。

目标 2、考核学生掌握全健排舞的基本动作和成套动作套路。

目标 3、考核学生对全健排舞比赛的裁判知识，有关竞赛的组织、编排过程知识的掌握。

（二）考核方式

1、考核内容：全健排舞（1—36 辑）所学套路；学生自编排舞；串烧排舞。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以抽签形式从已学套路中抽考。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以抽签形式从已学套路中抽考。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学生自编套路。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串烧排舞。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 全国全健

排舞比赛规则评分标准及规则——2016版》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

准的制定。

（3）排舞成绩技能评分标准：

90分以上――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力度和幅度大，节奏感强，动作

与音乐配合准确，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80分至 89分——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有一定的力度和幅度，动作与音

乐配合良好，有一定的表现力。

70分至 79分——全套动作尚熟练，动作基本正确，力度中等，动作与音乐配合尚可。

60分至 69分——全套动作基本熟练，动作一般，力度一般，动作与音乐配合基本协调。

45分至 59分——在两次提示下方可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多处不协调，缺乏

动作力度。

45分以下——无法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协调，无力度。

（4）团体项目评分因素

A、表演及观赏性20%：目光有神、表情丰富、充满笑容、团队精神面貌、自信而富有感

染力；观赏性、视觉效果、动作整齐度和整体印象

B、编排设计30%：整体编排的创新性以及风格的把握；舞段衔接的流畅性、是否提炼舞

码过度；队形变化丰富、场地使用的合理性；服装服饰妆容、整体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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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舞码和音乐30%：与标准舞码的一致性；与标准音乐的一致性、音乐衔接、音效处理；

全体或部分队员舞码展示出现错误；原舞码与原音乐错位

D、完成20%：动作与音乐的吻合性；出现超过安全规定的动作、跌倒、舞蹈技巧的失误；

比赛中部分队员保持静态动作一次超过2*8拍

E、其他（另外扣分）：道具掉落；违反上、下场规则；违反排舞音乐速度和节奏的规

定；超过时间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全健排舞理论简介及视频欣赏

全健排舞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基本

技术

1、全健排舞基本步伐与身体姿态。

2、全健排舞1-36辑曲目套路：初级

套路4套

1、提高全健排舞基本步伐。

2、全健排舞1-36辑曲目套路：

初级套路4套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

量和弓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以塑

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全健排舞的编排原则

2、全健排舞录像欣赏

1、全健排舞的创编

2、全健排舞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基本

技术

1、全健排舞 1-36辑曲目套路：初级 1 套，

中级 2套

2、引导学生自编套路并提高编排质量

3、学生自编套路。

1、全健排舞1-36曲目套路：中级3套

2、引导学生自编串烧排舞并提高编排

质量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

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

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

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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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全健排舞运动，美化学生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培养优美的形体和养

成正确的姿态，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了解全健排舞的发展，初步掌握全健排舞的基本步伐和套路动作，掌握动作的要

领，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全健排舞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

理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 通过全健排舞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提

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2）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培养学生

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全健排舞基础理论知识。

（2）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和运用，发展协调、柔韧、灵巧等身体素质，同时使学生受到

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的追求，提高美的鉴赏力。

（3）能独立制定适用自身需要的全健排舞健身运动处方，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

择辅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掌握全健排舞基本功、基本动作和成套动作套路。

（5）了解全健排舞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4、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能够独立创编全健排舞，具有较高的全健排舞文化

素养和欣赏水平。

（2）熟练掌握全健排舞复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并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3）掌握全健排舞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4）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5）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培

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团队精神，积极参加全健排舞健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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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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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全健排舞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全健排舞概述（2学时）

1.全健排舞概述

2.全健排舞运动价值及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3. 全健排舞练习计划的制定原则

重点：全健排舞运动的概念、全健排舞运动的特点

难点：全健排舞运动的分类；全健排舞运动的功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艺术鉴赏（2学时）

1 专题讲座

2. 全健排舞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全健排舞运动相关知识和锻炼指导技巧。

难点：全健排舞运动的鉴赏能力的提高。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全健排舞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2学时）

一、全健排舞竞赛的意义、种类及内容

二、全健排舞竞赛的组织

三、全健排舞竞赛的的裁判方法

1、对裁判员的基本要求

2、裁判组的组成

3、评分方法

4、评分要点

5、裁判技巧

重点：裁判评分方法、要点

难点：裁判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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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健排舞的创编（4 学时）

一、全健排舞创编中的重要因素

1、主体与客体（创编者与教学对象）

2、动作与音乐

二、全健排舞创编的目的

1、提高并改善人体在生理上的健康水平

2、改善人体精神状态

3、娱乐与表演

三、全健排舞创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1、全健排舞的指导思想与技术性原则

2、全健排舞创编的指导思想与技术性原则

3、全健排舞单首曲目与串烧排舞的创编

四、全健排舞的创编过程

1、制度目标与整体构思

2、音乐选择与剪接

3、动作素材的选择与确定

4、建立基本结构

5、按创编原则组合动作

6、按成套顺序完成成套动作的组织

7、评价与修改

重点：全健排舞创编的重要因素与目的

难点：全健排舞的创编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五章 全健排舞基本动作（12 学时）

一、身体基本姿态

1、站立姿态与方位

2、头颈部基本姿态

3、舞蹈手臂七个位置

4、舞蹈脚的五个位置

5、手臂的摆动：绕环、波浪。

6、躯干屈伸、转动、绕环。

7、基本步法：足尖步、柔软步、弹簧步、变换步、并步、波尔卡、华尔兹及各种跑步

与舞步等。

8、基本跳步：小跳、大跳、西松跳、踏点跳、变换腿跳、并步跳等。

9、平衡：单腿的直、屈，（前、侧、后）立、蹲、跪平衡等。

10、转体：单、双脚直、屈、吸 180°、360°转体等。

二、素质练习

1、力量练习：用哑铃、跳绳、踏板或组合器械进行的各种肌肉群负重练习或走、跑、

跳等。

2、柔韧性练习：压各关节韧带、摆、振、绕、踢腿（多方向）练习、体前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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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调性练习：各种游戏、上、下肢不对称动作练习等。

4、耐力练习：长跑、4分钟跑跳组合等。

重点：全健排舞的基本动作

难点：全健排舞素质练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全健排舞成套动作教学（48学时）

一、全健排舞 1-36曲目套路：选取初级套路 4套

二、全健排舞 1-36曲目套路：选取初级套路 5套

三、全健排舞 1-36曲目套路：选取初级套路 1套，中级套路 2套，学生自编套路

四、全健排舞 1-36 曲目套路：选取中级套路 3套，学生自编串烧排舞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全健排舞教学，培养学生较好地掌握全健排舞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全

健排舞的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基本掌握全健排舞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

初步掌握全健排舞有关锻炼技巧和知识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指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

身体育与健康理论的习惯。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全健排

舞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二、基本掌握全健排舞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

会讲、会写的要求。

三、了解《全健排舞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

基层比赛的裁判工作。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16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12 44

第三章
全健排舞概述以及竞赛的

组织与裁判法
4 4

第四章 专题讲座以及艺术鉴赏 4 4

第五章 全健排舞的创编 4 4

第六章 全健排舞基本动作 12 12

第七章 全健排舞成套动作 48 48

考试 12 12

合计 112 20 12 144

重点：全健排舞套路动作、全健排舞裁判法

难点：学生自编全健排舞套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160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全健排舞基本动作 4 14.29 4 12.50 4 12.50

全健排舞套路动作 8 28.56 10 31.25 10 31.25 10 31.25

创作与编排实践 6.25 2 6.25 6 18.7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0 100 32 100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鲍其安.排舞.978730812301.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一版.

[2] 钱宏颖.普通高校非奥运特色项目系列教材:体育舞蹈与排舞.B0089C6K6E.杭州:浙江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第 1版.

[3]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全国排舞比赛评分规则．北京：国家体育总局，2016

年，第 1 版．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9%B2%8D%E5%85%B6%E5%AE%8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9%92%B1%E5%AE%8F%E9%A2%96&search-alias=digital-text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85%25A8%25E5%259B%25BD%25E4%25BD%2593%25E8%2582%25B2%25E5%25AD%25A6%25E9%2599%25A2%25E6%2595%2599%25E6%259D%2590%25E5%25A7%2594%25E5%2591%2598%25E4%25BC%25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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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课程教学大纲

Yoga

执笔者：李晓红（副教授）

审核人：冯娟 （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瑜伽，起源于吠陀经典，引领人们进入不同的观看方式，意即“合成一体”“联结”“将

千丝万缕的心念绑在一起”，不仅是身体上的诠释，还指我们着手实际做瑜伽之前，要专注

于瑜伽练习，瑜伽包括八个分支：制戒、内制、体位法、呼吸控制法、制感、集中、沉思、

冥想。如果想成为完整的、健康的、和谐的人，就得统合自身所有的面向，一步接着一步地

练习，瑜伽重视生命中的所有面向，包括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习性、我们的健康、我

们的呼吸和我们的冥想，通过瑜伽历史、瑜伽哲学、体式练习、呼吸控制法练习、唱诵等教

学内容，能够将瑜伽理念融合在学习、生活中，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完整、健康、和谐的人。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引领学生觉知个体存在的整体性，了解个体是由身体、呼吸、心

灵等构成，帮助学生整体看待事物，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

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

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

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

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

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

有一定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

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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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

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

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

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

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素质

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瑜伽的哲学素养、呼吸与身心健康之间的

关系、瑜伽的体式练习原则与技巧、瑜伽工具的使用、生命的科学、身心健康的构成元素以

及实践等。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结合学生身心特点给予个人化练习方案，

要求学生在课外实践应用。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

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实践内容是

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两人一组，考试方式采取“指导与被指导互换模式”进行。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瑜伽练习，应该要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规划。本课程的四套序列练习，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精心安排，切遵循次第进程的原则：循序进展的锻炼，将带给学生身体、呼吸和心灵的平

衡。

1、瑜伽通过一定的体式，帮助练习者伸展放松肢体，每个缓和的动作搭配呼吸训练按

摩不同的内脏器官，通过专注地呼吸使筋骨适当伸展，寻求身体的平衡以达到身心整合、强

身健体的运动项目。

2、初步掌握瑜伽正确的呼吸方法知识。通过身体、感官、精神以及自我各个方面的相

互配合和一心一意的努力，获得身心合一的境界。

3、掌握瑜伽基本体式和呼吸方法。使学生掌握瑜伽练习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

学会科学锻炼的方法，提高健身意识，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和锻炼身体的习惯，为终身体育打

下基础。

4、通过合理、科学、有针对性的练习安排设计，帮助学生培养维持呼吸和身体联结的

能力，学习依照个人的能力进行练习，不勉强、费力，从而达到更舒适地练习，获得身心的

平静和能量。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结合瑜伽课程特点以及

教学内容、目标要求，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拜日式、拜月式、体式序列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序列 I。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序列 II。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序列 III。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序列Ⅳ。

2、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评分标准： 瑜伽体式（拜日式、瑜伽体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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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分以上：体式熟练、伸展、稳定性好、体式完全随顺呼吸，很好的舒适感。

80分——89分：体式熟练、伸展、稳定性一般、体式能够较好地随顺呼吸，较好的舒

适感。

70分——79分：体式较熟练、伸展性一般、稳定性一般、体式与呼吸配合比较协调，

舒适感一般。

60分——69分：体式较熟练、伸展性差、稳定性较差、体式练习无法随顺呼吸，勉强。

60分以下：无法独立完成。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论

第一章 瑜伽概述

一、瑜伽的概念

二、瑜伽的功效

三、习练瑜伽的注意事项

四、瑜伽的流派

第二章 瑜伽的生活方式及饮食

一、生活方式

二、瑜伽的饮食观

三、食物的三种属性

四、食物的六种味道

体式序列

1、唱诵；

2、经典拜日式；

3、呼吸控制法练习：喉式呼吸；

4、体式序列；

5、放松与冥想练习

1、唱诵；2、拜日式高级；

3、延长呼气练习、延长吸气练习，延长吸

气与延长呼气练习。呼吸控制法练习：呼吸

比 (samavrtti pranayama 等 长 呼 吸 ；

visamavrtti pranayama不等长呼吸）；

4、体式序列；

5、放松与冥想练习

专项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

力量和弓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

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2、提高运动负荷，

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3、素质训练在

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以塑造形体为主，

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体

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分类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论

第三章 瑜伽与健康

一、瑜伽生活方式与健康

二、瑜伽与经络系统

三、瑜伽与常见病症的预防

第四章瑜伽工具的应用

一、瑜伽动作教学原则

二、瑜伽动作教学方法

三、瑜伽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四、瑜伽工具的应用

五、瑜伽动作整体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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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序列 1、唱诵；2、拜月式；

3、呼吸控制法练习：清凉呼吸控制

法(sitali pranayama)或嘶声呼吸法

(sitkari pranayama) ；

4、体式序列；

5、放松与冥想练习

1、唱诵；

2、呼吸控制法练习：清理经络呼吸控

制法（nadi sodhana）；

3、体式序列；瑜伽理疗介绍

4、放松与冥想练习

专项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

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

度，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

性的练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

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的

协调性。

一般身体

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

展灵敏素质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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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瑜伽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瑜伽概述（2 学时）

一、瑜伽的概念

（一）瑜伽的概念（定义、内涵与外延、养生与保健功能）

（二）瑜伽的起源（早期瑜伽的形成、瑜伽动作体式与训练方法）

（三）国内外瑜伽发展概况

（四）瑜伽的流派与分类

（五）瑜伽的结构要素

二、瑜伽的功效

（一）瑜伽对人综合素质培养

（二）瑜伽对形体塑造

（三）瑜伽对人的内脏器官的影响

（四）瑜伽对心理的调节

三、习练瑜伽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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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安排练习瑜伽的时间和地点

（二）内容选择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三）瑜伽服装要求

（四）沐浴的时间

（五）瑜伽练习对饮食、水的要求

（六）清洁身体

（七）辅助教具的使用（瑜伽垫、瑜伽毯、瑜伽枕、瑜伽伸展带、瑜伽砖、眼罩、椅子）

（八）瑜伽音乐的选择（入境音乐、动作练习音乐、放松音乐、冥想音乐、音量的控制与练

习效果、音乐与语音的配合）

四、瑜伽的流派

（一）瑜伽流派的不同说法

（二）瑜伽运动的内容与分类

重点：瑜伽的起源及内容、瑜伽练习对人体的重要性、掌握练习瑜伽的注意事项。

难点：科学合理地安排练习时间和强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瑜伽的生活方式及饮食（2学时）

一、生活方式

二、瑜伽的饮食观

三、食物的三种属性

四、食物的六种味道

重点：掌握瑜伽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分类。

难点：了解在瑜伽系统中，饮食占有的重要地位。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瑜伽与健康（2学时）

一、瑜伽生活方式与健康

二、瑜伽与经络系统

三、瑜伽与常见病症的预防

四、瑜伽呼吸与体式精要与原则

重点：正确理解瑜伽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掌握常见几种疾病的瑜伽健康疗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瑜伽工具的应用（2 学时）

一、瑜伽动作教学原则

二、瑜伽动作教学方法

三、瑜伽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四、瑜伽工具的应用

五、瑜伽动作整体方案设计

重点：掌握瑜伽教学原则、方法及成套动作的编排。

难点：根据要求进行瑜伽成套动作的编排。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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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典拜日式练习（2 学时）

重点：体式练习的舒适与稳定；在练习不同的体位法之间，为了确保心跳和呼吸可以回复到

一般常态，一定要穿插适当的休息方式。

难点：呼吸与体式的良好配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拜日式练习高级（2 学时）

重点：体式练习的舒适与稳定；在练习不同的体位法之间，为了确保心跳和呼吸可以回复到

一般常态，一定要穿插适当的休息方式。

难点：呼吸与体式的良好配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七章 拜月式练习（2学时）

重点：体式练习的舒适与稳定；在练习不同的体位法之间，为了确保心跳和呼吸可以回复到

一般常态，一定要穿插适当的休息方式。

难点：呼吸与体式的良好配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八章 呼吸控制法练习（4 学时）

喉式呼吸（Ujjayi）；延长呼气练习；延长吸气练习；延长吸气与延长呼气组合练习。呼吸

比(samavrtti pranayama等长呼吸；visamavrtti pranayama不等长呼吸)；清凉呼吸控制法

(sitali pranayama)或嘶声呼吸法(sitkari pranayama)；清理经络呼吸控制法（nadi

sodhana）。

重点：呼吸是检测体位法的标尺，在开始练习呼吸控制法之前，以及在完成呼吸控制法的练

习式，应该有适当的休息。

难点：呼吸与体式的良好配合，舒适且不费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九章 唱颂练习（4学时）

OM；和平唱诵shanti mantra；养生真言唱诵ayur-mantrah； 太阳唱诵

suryanamaskara-mantah；五行气唱诵viraja-mantah；水元素唱诵mantrapuspam

重点：声音对身体和心理的疗愈。

难点：呼吸舒适且不费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章 瑜伽体式教学（50学时）

瑜伽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序列体式练习、瑜伽理疗

重点：瑜伽体式序列练习与呼吸精要、原则；体式练习的舒适与稳定；在练习不同的体位法

之间，为了确保心跳和呼吸可以回复到一般常态，一定要穿插适当的休息方式。

难点：呼吸控制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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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瑜伽教学，培养学生较好地掌握瑜伽体位练习的精要和原则，了解瑜伽的基本理论

知识。使学生基本掌握瑜伽教学与自我练习的方法和原则，初步达到会学、会练、会讲的要

求。注重体育课程中对学生的过程教育和管理。科学对待学生身体素质的个体差异。因材施

教，采用与我校学生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教学手段和技术要求，注意培养学生兴趣和爱好。在

教学过程中，做到教书育人，根据项目的特点，进行思想和意志品质教育。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在课

中）。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全面瑜伽习练的方式方法。

2、基本掌握瑜伽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会讲、

会写的要求。

3、了解瑜伽动作组合编排要求，掌握瑜伽动作组合编排方法，熟悉组织瑜伽练习的过

程。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6 14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6 38

第三章 专项理论 8 8 16

第四章 呼吸控制法 4 4

第五章 拜日式 4 4

第六章 拜月式 2 2

第七章 唱诵 4 4

第八章 体式序列、瑜伽理疗 50 50

考试 12 12

合计 112 20 12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比例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拜日式、

拜月式、

体式序

列

拜日式、拜月式 2 6.25 2 6.25 2 6.25

体式序列、瑜伽理疗 12 37.5 12 37.5 12 37.5 14 43.75

呼吸控制法、唱诵 2 6.25 2 6.25 2 6.25 2 6.2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32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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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斯瓦特玛拉玛.哈他之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4

（二）教学参考书

德斯卡查尔.瑜伽之心.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8

沙吉南陀. 瑜伽经.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3.6

艾扬格. 瑜伽之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4

八、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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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课程教学大纲

Martial Art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执笔者：欧光强 （讲师）

审核人：荆治坤 （讲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

的公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武术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武术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

解和掌握的学习武术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肌肉力

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武术运动起源于中国，中国武术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大自

然的搏斗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育项目。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具有竞技和健身价值，极具东方文化内涵，深受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喜爱，尤其

是对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

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

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

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

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

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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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武术的基本原理、武术套路的练习方法、

武术养生、运动安全等。武术教育是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

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武术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行武术比赛模拟操作

与小组表现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武术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武术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中国武术段位制

系列教程套路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五步拳、三段长拳、三段南拳、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五步拳。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三段长拳。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三段南拳。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武术套路技能评分标准：

90分以上：动作规格准确，套路十分熟练，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配

合协调，精神饱满，节奏分明，体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80——89分：动作规格准确，套路熟练，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配合

协调，精神较饱满，节奏分明，较好的体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70——79分：动作规格准确，套路熟练，用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配合协调，精神

饱满，节奏分明，基本体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60——69分：动作规格基本完成，但套路不够熟练，精神较饱满，节奏分明，基本体

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45——59分：动作规格错误较多，套路不熟练，精神不集中，能在提示下完成套路。

45分以下：在两次和两次以上提示下，仍无法完成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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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武术的沿革与辨析

2、武术原本是一种传统技击术

3、武术的体育属性

4、武术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

1、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决定了武术套路

的产生

2、刚健有为的民族文化精神

3、注重和谐

4、注重形神兼备

5、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

6、既重外练有重内练

7、多重拳种并存

基本

技术

11、武术基本手型及基本步型。

12、掌握武术基本手法及基本步法。

13、学习武术基本功。

14、学习武术组合套路动作（五步拳）

1、掌握武术基本功。

2、学习武术段位套路（三段长拳）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量和弓

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

度，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

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健身武术套路的编排原则

2、介绍健身武术竞赛的组织与裁判规则

3、武术套路与音乐的表现

4、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武术运动

后的饮食营养

1、竞技武术套路编排原则；

2、介绍竞技武术套路的组织及裁判

规则。

3、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

理的饮食营养。

基本

技术

1、 进一步掌握武术基本动作及基本功。

2、 学习武术段位套路（三段南拳）

1、提高动作的表现力。

2、学习武术套路（二十四式简化太

极拳）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加大动作的空间

位移，展现良好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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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武术运动概述

（一）武术的概念

1、武术的沿革与辨析

2、武术原本是一种传统技击术

3、武术的体育属性

4、武术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

（二）武术的特点

1、武术的技击特点

2、武术的民族文化特点

（1）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决定了武术套路的产生

（2）刚健有为的民族文化精神

（3）注重和谐

（4）注重形神兼备

（5）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

（6）既重外练有重内练

（7）多重拳种并存

（三）武术的价值

1、武术的健身价值

2、武术的技击价值

3、武术的观赏价值

4、武术的教育价值

5、武术的经济价值

（四）武术的流派与分类

1、武术流派的不同说法

2、现代武术运动的内容与分类

（五）我国武术工作的基本任务

1、加强武德修养，提高武术队伍的整体素质

2、以全民健身为纲，推动全社会武术健身活动

3、加大竞技武术的改革力度，坚持竞技武术走向奥运

4、加强武术产业化发展

5、继承和发展相结合，走 21 世纪武术创新之路

重点：武术的概念、武术的价值

难点：武术的分类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武术的形成与发展（2学时）

（一）武术的来源

1、原始部落战争对武术形成的作用

2、军事技术与武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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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武术的发展

1、古代武术的发生

2、古代武术的发展

3、古代武术的定型

（三）近代武术

1、西方文化的进入与《中华新武术》

2、社会与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抵御外悔练拳习武

（2）反清反帝传教练拳

（3）拳会结社兴教体育

（4）国术系统讲体育

（四）当代武术的现状与走向

1、国内武术的兴旺发展

2、武术推向世界与世界接纳武术

重点：当代武术的现状与走向

难点：近代武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与裁判（2 学时）

（一）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工作

（二）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1、竞赛通则

2、评分标准与方法

（三）武术套路竞赛的裁判评分

1、对动作质量的评判

2、对演练水平的评判

3、对难度动作的评分

4、对其他错误的扣分

重点：裁判评分方法。

难点：主要竞赛项目的评分要点：长拳、南拳、太极拳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武术的形成与发展

(一)武术的来源

1、原始部落战争对武术形成的作用

2、军事技术与武术的关系

（二）古代武术的发展

1、古代武术的发生

2、古代武术的发展

3、古代武术的定型

（三）近代武术

1、西方文化的进入与《中华新武术》

2、社会与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抵御外悔练拳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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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清反帝传教练拳

（3）拳会结社兴教体育

（4）国术系统讲体育

（四）当代武术的现状与走向

1、国内武术的兴旺发展

2、武术推向世界与世界接纳武术

重点：当代武术的现状与走向

难点：近代武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与裁判

（一）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工作

（二）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1、竞赛通则

2、评分标准与方法

（三）武术套路竞赛的裁判评分

1、对动作质量的评判

2、对演练水平的评判

3、对难度动作的评分

4、对其他错误的扣分

重点：裁判评分方法。

难点：主要竞赛项目的评分要点：长拳、南拳、太极拳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基本功、基本技术

（一）武术基本功：

1、手型：拳、掌、勾、爪。

2、手法：

（1）拳：冲、砸、劈、挂、贯、抛。

（2）掌：亮、击、挑、推、穿、拍。

（3）勾：勾、飞鹤勾。

（4）爪：龙、虎、抓面。

（5）桥：穿、压、绕环、劈、截、缠。

3、步型、步法、腿法：

（1）步型：弓、马、仆、虚、歇、叉、跪、骑、龙、蝶。

（2）步法：上、退、击、盖、插、跃步。

（3）腿法：弹、踢、踹、蹬 、里合、外摆、正拍。

（4）跳跃：腾空飞脚、大跃步前穿。

重点：武术的手型、手法、步型、步法、腿法；结合步型、步法的组合；结合手型、手

法的组合；

难点：基本跳跃。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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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套路

（一）五步拳

（二）三段长拳

（三）三段南拳

（四）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重点：三段长拳，三段南拳，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难点：三段长拳，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五、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在课中）,

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二）基本掌握武术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会讲、

会写的要求。

（三）了解《武术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基层比

赛的裁判工作。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6 14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4 32

第三章
武术概述以及竞赛的组织与

裁判法
4 4

第四章 专题讲座以及艺术鉴赏 4 5 9

第五章 武术套路的创编 4 5 9

第六章 武术动作基本技术 12 12

第七章 武术组合教学 10 10

第八章 武术段位套路成套动作 38 38

考试 12 12

合计 112 20 12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武术基本动作 4 14.29 4 12.50 4 12.50

武术套路动作 8 28.56 10 31.25 10 31.25 10 31.25

创作与编排实践 6.25 2 6.25 6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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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康戈武．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978704025810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一

版．

八、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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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打》课程教学大纲

Sanda

执笔者：黄 丹（副教授）

审核人：张永明（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散打技术是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散打运动是

武术攻防比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斗智斗勇、较技较力比较激烈的徒手搏击运动；能增强人

体内脏器官功能，尤其是培养人在危难之际保持从容、冷静的心智机能，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一种很好的竞技体育运动。通过学习和锻炼，提高学生速度、力量、耐力、灵巧等身体素质，

以及增强肢体协调性、柔韧性、肌肉力量和内脏等器官的功能，从而达到防身自卫、增强体

质的目的。通过散打课程的教学和锻炼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散打基础理论、基本方法、

基本技能，让学生较熟练地掌握防身健身和武术散打科学锻炼的方法，树立和培养终身体育

锻炼意识。

散打课程技术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的、

徒手对抗的现代体育项目，动作技术特点要求“远踢、近打、贴身摔”，技术技法讲求技法

技巧，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以巧取胜。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与

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能；

具有体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媒体与

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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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技

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全

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

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武术散打技术的基本原理、散打基本理论、

一般比赛裁判等知识，以及武术散打运动的训练方法。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

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散打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散打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散打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中国学生《散打

竞赛规则》等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散打基本拳法、腿法、攻防练习的各种组合和条件实战。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散打基本步法、拳法组合。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散打基本腿法和腿法组合。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散打攻防组合技术。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散打摔法、条件实战、裁判法。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散打技能评分标准：

90 分以上：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爆发力

强，力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体现散打的风格和特点。

80 分至 8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力

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较好地体现散打的风格和特点。

70 分至 7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有一定的劲力和速

度，整体动作配合较协调，无明显错误，基本体现散打的风格和特点。

60 分至 6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和速度一般，

有明显错误二次至三次。

45 分至 5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演练或对打中遗漏多，不熟练，劲

力和速度较差，整体协调动作一般，经提示尚能完成。

45 分以下：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整体协调动作较差，动作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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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

课外作业
身体素质 选项技术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散打运动概述：起源与发展趋势

2、散打的特点和作用。

3、运动后放松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1、散打运动的技术技法特点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散打运动

后的饮食营养。

（3）散打与舞蹈

基本技术

1、散打基本姿势及基本步法。

2、学习掌握散打基本拳法。

3、学习散打步法和拳法组合。

4、学习行进间配合步法的各种拳法

组合。

1、进一步学习掌握散打步法、拳法组合。

2、学习散打的各种腿法：蹬腿、鞭腿、

踹腿、劈挂腿、转身后摆腿、勾踢等。

3、配合步法的拳法、腿法组合

4、简单的抗击打训练

专项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力量、耐力和

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3、适当安排一些提高身体协调性和

柔韧性的练习。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3、素质训练要适当加大强度，以发展下

肢力量和速度耐力为主，增加提高柔韧

性的练习。

一般身体

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 3、提高柔韧素质。4、提高耐力

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分类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论

1、介绍学习散打竞赛的组织与竞赛规

则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散打运

动后的饮食营养

1、介绍散打竞赛的组织及裁判工作。

2、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理

的饮食营养。

（3）散打与舞蹈、

基本技术

1、进一步掌握散打步、拳、腿法组合。

2、学习散打防守技术以及防守反击技

术：防拳、防腿以及防守后的反击技

术。

3、提高散打组合动作及简单的步法变

换技术及攻防配合。

4、进一步学习和提高抗击打能力。

1、学习掌握简单的摔法和防摔技术

2、进一步学习和提高抗击打能力和身

体协调配合能力。

3、学习掌握散打技战术和技法的运用，

提高主动进攻技术和防守反击的能力。

4、条件实战和裁判实习。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灵活性的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

度，以提升拳腿打击的力量和爆发力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提升身体机能和耐力水

平。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一定强度的有

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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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增加提高柔韧性和腰腹力量的

练习。

3、提高身体灵敏素质，并进一步提升

拳腿打击的力量和爆发力，加强耐力和

腰腹力量训练，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

展现良好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一般身体

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

力素质。 5、提高灵敏素质

（二）课程目的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散打运动的学习和训练，提高人体的速度、力量、耐力、灵敏等身体素

质和反应与应变的能力，发展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增强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基本形成

自觉锻炼的习惯。

（2）初步掌握散打的基本步法和拳法技术，掌握步法、拳法的动作要领，提高技术动

作的实效性，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学生练习散打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

理素质。

（4）对学生进行传统武德教育，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形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健康生活方式。激发学生的运动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

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散打拳法动作的规范，进一步学习步法和拳法组合技术，从实践上、

理论上掌握各种组合动作的规律，提高动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学习掌握散打各种腿法的技术，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培养

学生良好体态以及优秀的传统武德。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学生练习散打所需的专项素质，特别是要适当增加柔软、

力量和灵敏素质的训练，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充满

活力而又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学习掌握基本的散打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以礼待人、谦虚谨慎、见义勇为、

以德服人等传统武德。

（2）学习掌握散打各种防守和防守反击技术，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

能，增进健康，提高柔韧、灵敏等身体素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3）通过对技术技法理解和运用，发展协调、柔韧、灵巧等身体素质，同时使学生受

到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情操，激发美的追求，提高散打运动的鉴赏力。

（4）掌握散打基本功、基本动作和成套组合动作套路，使学生能独立制定适合自身需

要的散打健身防身的训练计划和实施方案，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辅助练习，并通过

散打练习和训练，使学生能掌握自卫防身的技能和和灵活应变能力，同时对提高学生的速度、

力量、耐力、灵巧等身体素质，增强学生身体内脏器官的功能。

（5）了解一般散打比赛的竞赛规则和有关竞赛的组织安排及组织方法。

4、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能够独立创编散打动作组合，具有一定的散打文化

素养和欣赏水平，进一步培养学生以礼待人、谦虚谨慎、见义勇为、以德服人等传统武德。

（2）学习掌握散打常用的一些摔法技术，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

增进健康，提高柔韧、灵敏等身体素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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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散打组合动作的变化规律，并有一定的散打实战水平，培养学生顽强拼搏、

坚忍不拔、不轻易放弃的意志品质。

（3）进行有条件的实战训练，提高学生时间、空间的判断能力、动态的控制能力、动

态的平衡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通过经常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学生的反应与应变的能力，发

展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尤其培养学生在危难之际保持从容、冷静的心智机能，从而找出

应对的办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4）进一步学习并掌握散打比赛竞赛规则，学习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和方法。

（5）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有助

于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散打运动和健

身防身技术社会指导工作。

六、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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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散打选项理论（4学时）

第二部分 专项理论和技术

第一章 散打概述

第一节 散打概述

第二节 散打运动价值及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第三节 散打练习计划的制定原则

重点：散打运动的概念、散打运动的特点

难点：散打运动发展历程；散打运动的功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比赛鉴赏（2学时）

1．专题讲座

2. 散打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散打运动相关知识和锻炼指导技巧。

难点：散打运动的鉴赏能力的提高。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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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散打运动技、战术及分析

第一节 技术概念、作用；动作的结构及表现特征，技术原理；技术运用规律和战机。

第二节 散打战术的作用、意义，战术原则；战术形式与运用；战术训练的方法。

重点：掌握散打动作特征，技术原理和技术运用规律

难点：战术形式与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散打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第一节 散打竞赛的意义、种类及内容

第二节 散打竞赛的组织

第三节 散打竞赛的的裁判方法

1、对裁判员的基本要求

2、裁判组的组成

3、评分方法

4、评分要点

5、裁判技巧

重点：裁判评分方法、要点

难点：裁判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散打运动基本技术

1、基本功：正踢腿、侧踢腿、外摆腿、里合腿、蹬腿、弹腿以及各种压腿、横纵叉等。

2、准备姿势：实战姿势（左右架）。

3、步法：

（1）进步、退步、上步、撤步。

（2）交叉步（前、后）、跨步（左、右）

（3）滑步：前、后、左、右。

（4）垫步、跳换步、弹跳步。

4、拳法：直拳、掼拳、抄拳、鞭拳、弹拳、劈拳。

5、腿法：鞭腿、蹬腿、弹腿、侧踹腿、后摆腿、后蹬腿、扫腿、劈挂腿等。

6、防守法：

（1）接触防守：拍挡、挂挡、拍压、掩肘、外抄、内抄、外挂、内挂、提膝。

（2）闪躲防守：左闪、右闪、后闪、侧闪、下闪、左右下潜摇身。

7、摔法：夹颈过背摔、抱腿勾踢摔、抱双腿前顶摔、抱单腿别摔等。

8、专项素质练习：

（1）上肢力量：俯卧撑、小哑铃出拳、推小车、引体向上。

（2）腿部力量：蛙跳、跳绳。

（3）腰腹部力量：两头起、仰卧起坐、悬垂举腿。

（4）功力练习：击靶、打沙袋、抗击打训练、体能训练等。

重点：冲拳、掼拳、抄拳、鞭拳、蹬腿、踹腿、鞭腿、摆腿、劈挂腿、夹颈过背、接腿勾踢、

拨防、压防、挡防、拍防、退防等。

难点；跃步、闪步、抄拳、踹腿、鞭腿、摆腿、接腿搂腿、拨颈勾踢等。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示范练习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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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散打基本战术、技能、技法

1、击法：

（一）拳法连击、（二）腿法连击、（三）腿摔法连击

2、主动进攻技术：

（一）变点、（二）变线、（三）变面、(四)变距进攻

3、防守反击技术：

（一）阻击、（二）挡击、（三）抱击、（四）闪击、（五）拳法反击、（六）腿法反击、（七）

连招反击

4、靶法训练：打靶的练习方法、手段和注意事项

5、击打沙袋训练：击打沙袋的练习方法和注意事项

重点：腿法连击、腿摔法连击、手腿摔法连击，闪击、拳法攻击、腿法攻击、连招攻击、腿

法反击、摔法反击。

难点：腿摔法连击、手腿摔法连击，腿法反击、摔法反击、连招反击。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示范练习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七章 条件实战比赛、裁判实习

1、条件实战

2、模拟实战

3、教学实战、比赛实战和裁判实习

4、考试和其他

重点：条件实战、比赛实战、裁判实习。

难点:比赛实战、裁判实习、理论与实践应用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示范练习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六、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在

课中）。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二）通过散打课程教学，培养学生较好地掌握散打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

散打的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基本掌握散打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基本掌

握武术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会讲、会写的要求，

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指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身体育与健康理论的习惯。

（三）了解《武术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

并能胜任基层比赛的裁判工作。

七、学时分配

章

节
主要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他
小计

理论课

一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8 2

体能实践 4 8

二
散打运动概述、基本技术，

散打规则与裁判法
4 4

实践部分

一 散打的步法、基本动作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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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散打的基本技术 30 30

三 散打的防守和反击技术 20 20

四 散打的战略战术 18 18

五 条件实战、实战 18 16 14

六 专项素质 6 6

七 实习实战 10 10

考核 16 16

合计 98 20 16 144 军训４学时

八、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大众散打．7500912366．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9，

第 1 版．

[2] 黄俊亚．散打训练理论与方法．9787564401191．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1，

第 1 版．

九、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85%25A8%25E5%259B%25BD%25E4%25BD%2593%25E8%2582%25B2%25E5%25AD%25A6%25E9%2599%25A2%25E6%2595%2599%25E6%259D%2590%25E5%25A7%2594%25E5%2591%2598%25E4%25BC%259A.html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9%25BB%2584%25E4%25BF%258A%25E4%25BA%25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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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课程教学大纲

Swimming

执笔者：张海冰（讲师）

审核人：王伯超（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的公

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此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游泳运动是人凭借自身肢体动作与水的相互

作用，在水上漂浮前进或在水中潜泳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技能活动。游泳课主要讲授专项

基本知识、基本技术，使学生掌握游泳的基本技能。通过游泳锻炼，能提高心肺功能，促进

新陈代谢，培养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促进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

游泳能充分利用日光、空气和水等自然条件进行身体锻炼，深受广大学生喜爱。在现代

社会中，游泳运动是最深受大众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游泳一直与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相

联系。游泳能有效的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逐步形成健美体形，并对人们的工作、生活

有深刻影响。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

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

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

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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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

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

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体育的基本原理、体育运动练习、营养与

健康、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

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

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实

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游泳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游泳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游泳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中国学生《健康

活力游泳表演套路》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蛙泳、自由泳。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蛙泳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蛙泳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自由泳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自由泳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游泳技能评分标准：，技评占 50%，达标占 50%

90 以上：腿、臂动作与呼吸技术连贯、协调、动作效果好。

80-89 分：腿、臂动作与呼吸技术连贯协调，动作效果一般。

70-79 分：腿、臂动作与呼吸技术基本连贯协调，动作效果较差。

60-69 分：腿、臂动作与呼吸技术基本连贯协调，动作效果较差，但能游完达标距离者。

59 分以下：①技术上有严重错误以及不能一次性游完达标距离（25 米）。

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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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一）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游泳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2、蛙泳的特点

3、运动后放松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1、蛙泳动作分析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游泳运

动后的饮食营养

3、游泳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5、熟悉水性

16、学习蛙泳陆上基本动作。

5、掌握蛙泳基本动作。

6、学习蛙泳动作技术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练习：上肢、腰、腹、臀部的力量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

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自由泳的技术动作分析

2、介绍游泳竞赛的组织与裁判规则

3、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游泳运动

后的饮食营养

1、竞技游泳编排原则；

2、介绍竞技游泳的组织及裁判规则。

3、对于溺水的自救与救助

（3）游泳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 复习蛙泳动作技术

2. 学习自由泳动作技术。

1、复习蛙泳、自由泳动作技术

2、提高自由泳复合动作技术

3、指导学生编排游泳竞赛。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1、加大运动负荷

2、提高肌肉力量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游泳运动概述、游泳安全卫生常识（2 学时）

一、游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及发展趋势

二、游泳的意义、熟悉水性的方法

三、游泳安全卫生常识

四、游泳时的阻力、推进力、以及技术的合理性

重点：游泳安全卫生常识、游泳的意义

难点：熟悉水性的方法、克服怕水心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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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游泳技术分析与教学法（2学时）

一、蛙泳技术分析与教学法

1、腿部动作：收腿、翻腿、鞭状蹬夹水

2、臂部动作：划水轨迹及“高肘”

3、呼吸：早呼吸、晚呼吸

4、手臂动作与呼吸配合技术

5、完整配合技术；转身与出发

二、自由泳技术分析与教学法

1、腿部技术动作（两次、四次、六次打腿技术）

2、臂部技术动作“高肘”划水

3、呼吸以及臂部动作与呼吸配合

4、完整配合（腿、臂、呼吸为 6：2：1）

5、出发转身技术分析

重点：明晰动作技术概念、掌握游泳学习方法

难点：呼吸与动作技术的配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游泳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2学时）

一、游泳竞赛的组织

1、游泳竞赛的筹备

2、竞赛期间的工作

3、竞赛结束后的工作

二、游泳竞赛的裁判法

1、裁判员组织分工

2、编排记录

3、技术检查

4、转身检查

5、发令

6、计时

7、终点

8、检录

重点：制定游泳竞赛规程、编写秩序册、裁判员组织分工、编排记录等等

难点：编写秩序册、裁判员组织分工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2 学时）

一、体育锻炼与体能

（一）体能的概述

（二）发展速度素质

（三）发展力量素质

（四）发展柔韧素质

（五）发展耐力素质

（六）发展灵敏素质

二、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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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健康概述

（二）体育与健康理论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三）影响体育与健康理论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根据学生个人身体情况，有计划面地系统地进行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五章 游泳基本技术（56 学时）

一、熟悉水性

1、水中呼吸（闭气练习、呼气练习）、2、展体浮体、3、滑行（蹬底滑行、蹬壁滑行）

二、蛙泳技术

1、腿部动作：收腿、翻脚、鞭状蹬夹水

2、臂部动作：划水轨迹及“高肘”

3、呼吸：早呼吸、晚呼吸；呼吸节奏

4、手臂动作与呼吸配合技术

5、完整配合技术；

6、出发、转身技术

重点：腿部动作：蹬夹腿；臂部动作：内划；呼吸节奏

难点：翻脚；收腿、翻脚、蹬夹腿节奏；手臂划水节奏；呼吸快慢节奏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三、自由泳技术

1、腿部技术动作（两次、四次、六次打腿技术）

2、臂部技术动作“高肘”划水

3、呼吸以及臂部动作与呼吸配合

4、完整配合（腿、臂、呼吸为 6：2：1）

5、出发、转身技术

重点：腿部技术：大腿带动小腿鞭状发力打水；臂部技术：屈臂高肘“S” 型划水

难点：鞭状发力打水；臂部动作与呼吸配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水上救护技术（6学时）

1、踩水技术、反蛙泳技术、潜泳技术

2、自我救护（水中解脱操作方法）

3、现场急救（心肺复苏操作方法及程序）

重点：踩水技术、反蛙泳技术、潜泳技术、拖运技术

难点：弱水者心肺复苏操作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较好地掌握游泳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游泳运动的基本

理论知识。使学生基本掌握游泳运动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掌握游泳

运动有关锻炼技巧和知识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指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身体育与健康

理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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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基本理论学习环节中，重点了解游泳运动的概况及发展趋势、游泳安全卫生常识、游泳

技术基本原理、运动特点以及游泳竞赛组织与裁判法。

基本技术学习环节中，重点掌握蛙泳腿部动作：收腿、翻腿、鞭状蹬夹水；蛙泳臂部动

作，划水轨迹及“高肘”；蛙泳呼吸方法：早呼吸、晚呼吸；蛙泳手臂动作与呼吸配合技术；

蛙泳完整配合技术。自由泳技术：自由泳腿部技术动作（两次、四次、六次打腿技术）自由

泳臂部技术动作“高肘”划水；自由泳呼吸以及臂部动作与呼吸配合；自由泳完整配合（腿、

臂、呼吸为 6：2：1）。游泳转身与出发技术等基本技术。了解各技术要点和学习难点；初

步掌握各项技术练习方法以及训练手段。

技能实践环节中，学生应学会将所掌握的基本技术进行教学指导、提高教学指导能力；

初步掌握水上救护技术；了解游泳竞赛规则，初步掌握游泳比赛裁判法。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一 游泳概述、安全常识 2 2

二 游泳技术分析与教学法 4 4

三 游泳竞赛组织与裁判 2 2

四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8

五 游泳基本技术 46 46

六 水上救护技术 6 6

七 球类或武术类活动 38 38

八 体能实践 12

九 考试 16 16

合计 108 20 16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时 % 学时 %
学

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5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游泳基本技术 6 21.4 8 25 8 25 8 25

水上救护技术 2 7.15 2 6.25 2 6.25 2 6.25

球类或武术类 6 21.4 6 18.75 6 18.75 6 18.7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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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游泳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1

[2] 高等学校教材.梅雪雄.游泳[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

[3] 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 游泳救生员.[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1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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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选项》课程教学大纲

Shuttlecock

执笔者：庞燕群（讲师）

审核人：章要在 （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毽球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

体育选项课程之一。通过毽球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毽球运动，掌握其基本技术、战

术和裁判法，发展学生的心肺功能、力量素质、弹跳能力以及自我调节的心理素质，达到增

强体质、增进健康，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能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体育观念、全面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娱乐身心的目的，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为终身体育奠

定良好基础。

毽球是我国古老而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由古代踢游戏演化而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深受我国各民族青少年的喜爱。毽球有着较强的健身性、趣味性、观赏性和对抗性。推广和

普及毽球运动，使毽球尽快国际化，弘扬我国民族文化。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与

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能；

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媒体

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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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

《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

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体育的基本原理、体育运动练习、营养与

健康、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

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

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

行养生保健模拟操作与小组表示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毽球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毽球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毽球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进行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发球、个人自传球、二人对传球。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发球。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个人自传球。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二人对传球。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教学比赛。

3、考核评分方法：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1）发球：

（2.1.1）方法：每人发球 10 个，男生以球落到某区的成功率计分。（见示意图－1）

女生发球落点不分区，每球 10 分计算。

（2.1.2）要求：球落在两区分界线上，

按高分计分，球不过网和出界为零分。

（2.2）个人自传球

（2.2.1）方法：受测者做个人单踢毽，

踢毽高度必须高于球网。

（2.2.2）评分标准：

1）按单踢毽球的次数计分，每球 4分（间

中进行触球的，触球不列入计分），球落地为

失败，每人有两次机会。按最高一次成绩为

本项的达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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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裁判规则规定，持球、连击等不列入考试的计数之内。

（2.3）二人对传球：

（2.3.1）方法：二人为一组，传球间距不少于 2 米，不间断地进行对传球。

（2.3.2）评分标准：按传球的次数计分，每球 4分（间中可触球一次，在传球），球落

地为失败，每组有两次机会。按最高一次成绩为本项的达标分。

（2.3.3）按裁判规则规定，持球、连击三次等不列入考试的计数之内。

（2.4）教学比赛

（2.4.1)方法：

随意抽签或按点名册顺序分组，组成 3 人一队，开展教学比赛。

（2.4.2）评分标准：

91～100 分，技术运用熟练，失误率低。

85～90 分，技术运用熟练，失误率较高。

75～84 分，技术运用较熟练，失误率较低，。

60～74 分，技术运用较熟练，失误率较高，。

60 分以下，技术运用错误，失误率高。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论
选项理论课：毽球 111 1、体育基础理论

2、毽球运动概述

理论课：毽球基本 11 1、体育基础理论

2、毽球基本技、战术分析

3、毽球的技战术

基本

技术

1、准备姿势与移动：（1）准备姿势：

两脚左右开立的准备姿势、两脚前

后开立的准备姿势（2）步法移动：

前上步、后撤步等

2、踢传球技术:(1)脚内侧踢球(2）

脚外侧踢球(3)脚正背踢球

3、学习发球：（1）脚内侧发球（2）

脚外侧发球(3)脚正背发球

1、学习踢球：脚内侧单人对空一高一低踢球

练习、移动踢球

2、学习触球：腿触球、胸触球、肩触球、腹

触球和头触球

3、学习踢触：双人踢触练习

4、传球：正向传球、背向传球、侧向传球

5、学习接发球练习：触踢球相结合

6、学习毽球拦网：单人拦网；（原地拦网）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

量和弓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增加

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

敏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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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毽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艺术体操与舞蹈、毽球竞赛的组织与

裁判法

基本

技术

1、攻球：（1）脚踏攻球（2）倒钩攻球

2、拦网：（1）单人拦网（2）双人拦网

3、学习一传一攻

4、学习进攻战术：“一、二

5、学习防守战术：“弧形防”

1、学习进攻战术：“二、一”配备

2、学习防守战术：“一拦二防”

3、学习毽球基本战术：进攻：“三、

三”配备（介绍）

4、裁判员实习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性的练

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加大动作的空间位

移，展现良好的协调性。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毽球运动，初步掌握徒手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的要领，能科学地进行

体育锻，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2）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毽球运动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

理素质。

（3）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

识。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毽球运动的规律，较全面地学习动作要领，从实践上、理论上掌握各

个的规律，提高动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通过毽球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提高身

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战术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毽球运动的基础理论知识。

（2）熟练掌握毽球基本技术和战术，发展专项身体素质，并能在比赛中灵活运用所学

的基本技术和战术。

（3）了解毽球运动的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熟练掌握毽球动作的变化规律，提高毽球空间的判断能力、动态的控制能力、静

态的平衡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2）掌握毽球运动的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3）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技术、战术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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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毽球运动。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 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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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七章 毽球运动概述

一、毽球运动的起源

（一）古代踢毽

（二）近代踢毽

（三）现代踢毽

二、毽球运动的价值

（一）科学可行是毽球运动的基本特性

（二）普及健身是毽球运动的自然功能

（三）经济实效是毽球运动的明显特点

（四）竞技娱乐是毽球运动的现代特色

三、毽球运动的发展

（一）现代毽球运动的诞生和中国毽球协会的成立

（二）中国毽球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三）国际毽球联合会

重点：毽球的概念、毽球的价值

难点：毽球的分类

教学方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八章 毽球基本技、战术分析（2学时）

一、毽球基本技术

（一）准备姿势与移动

（二）踢传球技术

（三）进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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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守技术

二、毽球基本战术

（一）进攻战术

（二）防守战术

重点：毽球基本技、战术

难点：毽球基本战术

教学方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九章 毽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2学时）

一、毽球竞赛的组织工作

二、毽球竞赛规则

（一）比赛项目、场地、设备与器材

（二）比赛队

（三）比赛规则

（四）裁判员

三、毽球竞赛裁判法

（一）毽球裁判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裁判工作的组织和职责

（三）场地、器材和设备

（四）比赛队

（五）比赛规则

（六）裁判员的哨声和手势

（七）组织比赛与裁判员的配合

（八）记录工作

重点：裁判法

难点：主要竞赛项目的评分要点：团体、双人和单人

教学方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毽球基本技术

（一）准备姿势与移动

1、准备姿势：两脚左右开立的准备姿势、两脚前后开立的准备姿势

2、步法移动：前上步、后撤步、左右滑步、交叉步、跨步、并步、转体上步、跑动步

（二）踢传球技术

1、踢球：脚内侧踢球、脚外侧踢球、脚正背踢球

2、触球：腿触球、腹触球、胸触球、肩触球和头触球

3、传球：正向传球、背向传球、侧向传球

4、发球：脚内侧发球、脚外侧发球、脚正背发球、高点扫发球

（三）进攻技术

1、头部攻球

2、倒钩攻球

3、脚踏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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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肩压攻球

（四）防守技术

1、踢防

2、触防

3、跑防

重点：掌握比赛的技巧

难点：控制比赛的能力

教学方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毽球基本战术

（一）进攻战术

1、“一、二”阵容

2、“二、一”阵容

3、“三、三”阵容

（二）防守战术

1、“小弧形防”

2、“一栏二防”

3、“二栏一防”

（三）教学比赛

1、单人比赛

2、双人比赛

3、团体比赛

重点：掌握基本技术

难点：基本技术运用

教学方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4 8 12

第二章 毽球运动概述 2 2

第三章 毽球基本技、战术分析 2 2

第四章 毽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2 2

第五章 体能实践 20 12 32

第六章 基本技术 34 34

第七章 基本战术 28 28

第八章 教学比赛 20 20

考试 12

合计 124 2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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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基本技术 8 14.29 4 12.50 4 12.50

基本战术 4 28.56 10 31.25 10 31.25 10 31.25

教学比赛 6.25 2 6.25 6 18.7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0 100 32 100 32 100

六、教材与主要教学参考书

[1]宋卫，刘嘉丽.大学体育与民族体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毽球竞赛规则裁判法.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3]郑超.怎么样踢好毽球.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9.

[4]张军、龙明。毽球运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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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课程教学大纲

Sports health care

执笔者：招惠芬（副教授）

审核人：石宝鸿 （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养生保健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的

公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通过养生保健教学和实践活动通过本课程的技术教学与理论讲授，

使学生了解养生保健的历史、原理和养生知识等基本理论；较系统的掌握养生保健的基本技

术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肌肉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

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在培养学生对养生保健的兴趣的基础上，

建立正确的体育养生观，实践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而获得身心健康的良好效益。

养生保健是以传统文化为指导，结合现代科学理论，课程主要学习健身气功和太极，以

身体活动、呼吸调整和意念活动为手段，以三调合一为练习准则，并通过实践科学的生活方

式，结合自我按摩养生等理论与实践，达到增进健康的自我锻炼方法。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

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

能；具有体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

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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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技

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

《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

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养生保健的基本原理、传统养生保健功法

练习、营养与健康、养生保健康复法、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

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

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

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行养生保健模拟操作与小组表示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

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养生保健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养生保健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养生保健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按太极拳、太极

剑和健身气功竞赛规则执行。但不计时，不设场地限制标记和比赛服装要求。

1、考核内容：健身气功、二十四式太极拳、三十二式简化太极剑。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身气功之八段锦。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健身气功之易筋经。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二十四式太极拳。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三十二式简化太极剑。

3、养生保健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选项评分标准：

动作技术规格的分值为60分。

凡动作规范，连贯流畅，柔缓圆活，全套动作与演示音乐和谐一致者给予满分，与上述

不符者按其程度扣分，最多扣分不超过 40分。

1）凡手型、步型、身型、口型等与规格要求不符者，根据不符程度，每次扣 1-3 分，

最多不超过 10分；

2）凡动作、动作路线和发声与规格要求轻微不符、显著不符、严重不符者，每次扣 1-3
分，最多不超过 10分；

3）凡因遗忘造成动作停顿、节奏混乱、漏做动作者，每次扣 1-3分，最多不超过 10分；

4）凡因失去平衡造成身体晃动、移动、倒地，或动作提前、滞后完成者，每次扣 1-3
分，最多不超过 10分；

呼吸自然的分值为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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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腹式呼吸，细匀深长。凡出现呼吸与运动节奏不符，明显气喘或憋气者，

意念集中的分值为 20分。

要求神态自然，精神贯注，意念集中。凡出现精力不集中，每次扣 1-3分，最多不超过

10分；

未完成全套动作中途退场者，不予评分。经许可，重做者，因客观原因不扣分；因主观

原因扣 5分。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养生保健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2、养生保健内容及分类

3、运动后放松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4、塑造良好体态的重要性及方法

1、养生保健的原则及特点

2、养生保健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

3、艺术体操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养生保健基本手型及基本步型。

2、掌握养生保健基础练习。

3、学习养生保健基本动作。

4、学习健身气功·八段锦

5、学习健身气功·六字诀

1、掌握养生保健基本动作。

2、学习养生保健基本技术

3、学习健身气功·易筋经

4、学习健身气功·五禽戏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量和弓

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

度，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

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

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养生保健的理论基础：脏腑经络学说

2、介绍健身气功竞赛的组织与裁判规则

3、体育养生的健身实效

4、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

1、健身气功编排原则；

2、介绍太极剑的组织及裁判规则。

3、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理

的饮食营养。

基本

技术

1、掌握太极拳基本动作。

2、提高太极拳动作及技术

3、学习二十四式太极拳套路动作

1、掌握三十二式简化太极剑技术。

2、提高动作的表现力。

3、引导学生编排健身气功套路与并提

高质量。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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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以塑造形体为主，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

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

的协调性。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养生保健运动，美化学生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培养优美的形体和养

成正确的姿态，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初步掌握徒手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的要领，提高单动的实效性，能科学地进行

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练习养生保健所需的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素

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动作的规格，较全面地学习连招，从实践上、理论上掌握各种单招组

合的规律，提高套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通过养生保健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提

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养生保健基础理论知识。

（2）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和运用，发展协调、柔韧、灵巧等身体素质，同时使学生受到

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的追求，提高美的鉴赏力。

（3）能独立制定适用自身需要的养生保健健身运动处方，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

择辅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掌握养生保健基本功、基本动作和成套动作套路。

（5）了解健身气功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能够独立创编健养生保健组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

养和欣赏水平。

（2）熟练掌握养生保健动作的变化规律，并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3）掌握健身气功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4）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5）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学

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养生保健健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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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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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养生保健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养生保健概述（2学时）

一、 养生保健的含义

（一）体育的含义

（二）体育与保健的关系

二、养生保健的基本手段

（一）中国传统的医疗体育手段

（二）现代医疗体育的基本手段

三、运动处方概述

（一）运动处方的概念和内容

（二）运动处方的制定程序

第二章 太极拳（2学时）

一、 太极拳的历史

（一）太极拳的起源

（二）太极拳的流派分类

二、 太极拳的保健价值

（一）健身价值

（二）调节心理的功效

三、太极拳的习练要点

（一）太极拳的特点

（二）太极拳动作要领和习练要求

第三章 太极剑（2学时）

一、 太极剑的历史

（一）太极拳的起源

（二）太极拳的流派分类

二、 太极剑的保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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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身价值

（二）调节心理的功效

三、不同太极剑套路的编创规律

（一）三十二式太极剑介绍

（二）四十二式太极剑介绍

第四章 健身气功（2 学时）

一、 健身气功概述

（一）健身气功的历史

（二）现代健身气功创编的缘由和特点

二、 健身气功介绍

（一）八段锦

（二）易筋经

（三）六字诀

（四）五禽戏

（五）大舞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基本技术和器械方法（6 学时）

一、基本功：

（一）手型：拳、掌、勾

（二）步型：弓步、马步、虚步、仆步、歇步、独立步

（三）手法：掤、捋、挤、按、冲拳、推掌、云手

（四）步法：进步、退步、侧行步

（五）步型：左弓步、右马步、虚步、仆步、独立步

（六）上肢练习：左单云手、右单云手

（七）下肢练习：进步、退步、后腿步左右缠、插步云手

（八）剑法：刺剑、点剑、劈剑、撩剑、挂剑、抹剑、崩剑、云剑

重点：手型、步型、手法

难点：左单云手、右单云手、剑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基本套路（64 学时）

一、二十四式太极拳

二、三十二式太极剑

三、健身气功

重点：二十四式太极拳 三十二式太极剑

难点：八段锦 五禽戏 易筋经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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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32

第三章
养生保健概述及竞

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8 8

第四章 基本功和器械方法 14 14

第五章 自我保健按摩实践 8 8

第六章 健身气功 18 12

第七章 太极拳 10 10

太极剑 10 38

考试 16 16

合计 108 20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养生保健基本动

作
4 14.29 4 12.50 4 12.50 2 6.25

养生保健套路动作 8 28.56 10 31.25 10 31.25 10 31.25

自我保健按摩实践 2 6.25 2 6.25 4 12.50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大众艺术体操．7500912366．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9，第 1 版．

[2]黄俊亚．艺术体操训练理论与方法．9787564401191．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

1，第 1 版．

八、其他说明

（一）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85%25A8%25E5%259B%25BD%25E4%25BD%2593%25E8%2582%25B2%25E5%25AD%25A6%25E9%2599%25A2%25E6%2595%2599%25E6%259D%2590%25E5%25A7%2594%25E5%2591%2598%25E4%25BC%259A.html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9%25BB%2584%25E4%25BF%258A%25E4%25BA%25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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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课程适用对象除普通体育课学生外，还可能为患有慢性疾病，参加普通体育课学习

有困难者；有某种生理缺陷；重病初愈，身体虚弱者。对此类学生，在提供医学证明并完成

选课等教学操作后，可放宽要求，由教师确定上课方式，并给予适当成绩。

（三）《大舞》为最新推广的健身气功项目，教师可根据学生健身气功学习情况，适当穿插

在第一或第二学期进行教学。

（四）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在课中）。

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保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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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健美》课程教学大纲

Body building

执笔者：王刚军（副教授）

审核人：招惠芬（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通过本课程的技术教学与理论讲授，使学生了解健身健美的历史、原理和健身知识等基

本理论；较系统的掌握健身健美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肌肉

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在培养学生对健身健美兴趣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审美观，实践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而获得

身心健康的良好效益。

健身健美是以运动人体科学为指导，结合现代健身健美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学习身体力

量素质练习方法、讲解示范动作要领、健美竞赛规定动作（5-7 个）、健美竞赛自选成套动

作（18-25 个）造型表演、集体动作配乐造型表演（3-4 分钟）、健身教练员器械练习指导，

并通过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结合自我健身实践，从而掌握科学健身的锻炼方法。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

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体质与健康的基

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能；具有体育理

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身体与技术素养

和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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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体育运动的科学

健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

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

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

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

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健身健美基本原理、膳食营养、健身运动

处方、增肌训练方法、减脂训练方法、健身指导方法、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

健身技能教育与身体活动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

提高健身健美训练效果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进行健身健美动作模拟操作与身体力量素质考

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健身健美塑造形体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制订减肥、增肌计划方案。

目标 2、掌握身体各部位的健美器械动作练习实践操作方法，做到“三会”，即会讲、

会练、会示范。掌握健身健美竞赛表演的理论与实践操作技能，包括个人规定动作表演、个

人自选动作造型表演、健美集体动作造型表演。掌握健身健美技术指导方法。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的健身健美运动技术和营养学知识与技能，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

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中国健美协会最

新审定的《健身健美竞赛裁判法》，制定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

1、考核内容：身体力量素质、讲解示范动作要领、规定动作（5-7 个）、自选成套动作

（18-25 个）配乐造型表演、集体动作配乐造型表演（3-4 分钟）。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力量素质；（2）讲解示范动作要领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力量素质；（2）规定动作（5-7 个）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力量素质；（2）自选成套动作（18-25 个）造型表演；（3）集

体动作配乐造型表演（3-4 分钟）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力量素质；（2）健身教练员器械练习指导（2人一组）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讲解示范动作要领：学生从 6 道题目中随机抽取 1 道题，每道题中有 5个动作，

并逐一讲解、示范动作要领（包括说明练习部位、动作示范、讲解完整动作练习过程）。根

据其语言表达和示范动作的准确程度进行评分。

（3）健身健美动作造型表演的技能评分标准：

90 分以上——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力度和幅度大，节奏感强，动作

与音乐配合准确，有较强的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80 分至 89 分——全套动作熟练，动作正确，姿态优美有一定的力度和幅度，动作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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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配合良好，有一定的表现力。

70 分至 79 分——全套动作尚熟练，动作基本正确，力度中等，动作与音乐配合尚可。

60 分至 69 分——完成全套动作，动作一般，力度一般，动作与音乐配合基本协调。

45 分至 59 分——在两次提示下方可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多处不协调，缺乏

动作力度。

45 分以下——无法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协调，无力度。

（四）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健美运动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2、健美运动的特点及锻炼价值

3、健美增肌初级训练方法

1、健身健美运动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2、运动营养与塑型的关系及健美增肌

的饮食营养方法

3、健美增肌与减脂的基本原理

基本

技术

17、初步掌握发展胸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18、初步掌握发展背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19、初步掌握发展肩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20、初步掌握发展臂部、腹部、大腿、小

腿肌群的锻炼方法。

7、改进发展胸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8、改进发展背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9、改进发展肩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10、改进发展臂部、腹部、大腿、小

腿肌群的锻炼方法。

专项

素质

1、提高引体向上能力，发展背部力量耐力

2、提高杠铃卧推能力，发展胸、肩部力量

耐力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

度，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柔韧

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

高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健美运动训练方法（韦德健美训练法

则）

2、 健美饮食技法与个性化营养方案

健身艺术体操的编排原则

3、健身健美动作编排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1、健美运动的教学和训练

2、健美个性化训练计划的制订

3、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

理的饮食营养。

4、健身教练员的指导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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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技术

1、学习并掌握健美动作的编排方法。

2、掌握健美动作编排从对动作的理解-模

仿-选定（画图记录并编号）-成套运作的

过程。

3、反复练习单一动作与成套动作练习

4、健美集体动作编排与成套动作练习

1、掌握健美二分化训练方法，以提

高健身健美的训练效果。

2、提高健身健美动作造型的表现力。

3、掌握健身健美训练的指导方法和

营养饮食的配餐方法，更好地提高训

练质量。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

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

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高绝对力量的练

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

氧训练为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

形态，加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

好的协调性。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健身健美运动，美化学生形体，使学生发育匀称，培养优美的形体和养

成正确的姿态，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良好习惯和终身体育意识。

（2）初步掌握徒手、器械负重训练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要领，提高动作的实效性，

能科学地用负重训练方法进行身体锻炼，提高自我健美的运动能力，并掌握运动后的放松方

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健身健美练习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改进全身性练习的动作技术要领，较全面地从实践上、理论上掌握各种动作组合

的练习方法，提高塑造身体形态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通过健身健美运动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从而达到

增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和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能力的教学目的。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健身健美运动的基础理论知识。

（2）通过对健美自选动作造型的音乐理解和运用，发展身体的协调、柔韧和灵敏素质，

同时使学生受到赏心悦目、怡神的精神享受，陶冶了人体美的情操，激发了对身体美的追求，

提高了美的鉴赏能力。

（3）能独立制定适合自身需要的健身健美运动处方，根据学生个性化的特点，有目的

地选择组合动作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训练效果。

（4）掌握健身健美的基本动作和成套动作套路。

（5）了解健身健美竞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能够独立创编健养生保健组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

养和欣赏水平。

（2）熟练掌握健美动作展示的变化规律，并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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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不同类型的器械和具有代表性的动作组合练习，提高肌肉控制能力和静态下的

自我表现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4）掌握健身健美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5）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6）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学

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养生保健健身指导。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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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健身健美选项理论

绪论（8学时）

（一）健美运动简介

（二）健美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三）健美运动训练方法（韦德健美训练法则）

（四）健美运动的教学和训练

（五）健美个性化训练计划的制订

（六）健美饮食技法与个性化营养方案

（七）健美竞赛规则、裁判法

重点：掌握健美运动训练方法、健美个性化训练计划的制订。

难点：健美裁判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一章 胸部肌群的锻炼（6 学时）

（一）胸大肌的外形结构

（二）不同动作方式和体位,发达不同部位的胸大肌.

（三） 发达胸大肌的主要锻炼方法

（四） 女子的胸脯挺拔、丰满的锻炼课程安排

（五） 男子的胸膛结实、饱满的锻炼课程安排

（六） 中外健美明星介绍胸部锻炼方法

重点：掌握发达胸大肌的锻炼方法。

难点：不同人群在发展胸大肌的锻炼过程中的动作组合与训练强度的把握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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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部肌群的锻炼（6 学时）

（一）发达上背部和背阔肌的主要锻炼方法

（二）发达下背部和腰背肌的主要锻炼方法

（三）背部肌群的锻炼课程安排

（四）中外健美明星介绍背部锻炼方法

重点：掌握发达背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难点：不同人群、性别在发展背部肌群的锻炼过程中的区别对待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肩部肌群的锻炼（6 学时）

（一）发达三角肌群的主要锻炼方法

（二）三角肌群的锻炼课程安排

（三）中外健美明星介绍肩部锻炼方法

重点：掌握发达肩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难点：平衡发展前、中、后和男女区别对待的锻炼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臂部肌群的锻炼（6 学时）

（一）发达肱二头肌的主要锻炼方法

（二）发达肱三头肌的主要锻炼方法

（三）发达前臂肌群的主要锻炼方法

（四）臂部肌群的锻炼课程安排

（五）中外健美明星介绍胸部锻炼方法

重点：掌握发展臂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难点：男女有别地发展臂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腹部肌群的锻炼（6 学时）

（一）增强上腹部肌群和减缩上腹部脂肪层的主要锻炼方法

（二）增强下腹部肌群和减缩上腹部脂肪层的主要锻炼方法

（三）增强腹外侧肌群和减缩上腹侧脂肪层的主要锻炼方法

（四）女子腰腹部苗条健美的锻炼课程安排

（五）男子腹部结实、肌肉线条清晰的锻炼课程安排

（六）中外健美明星介绍腹部锻炼方法

重点：掌握发达腹部肌群的锻炼方法。

难点：女子腰腹部锻炼效果。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腹部、小腿肌群的锻炼（6学时）

（一）健美腹部腹直肌群动作：仰卧收腹举腿、仰卧起坐

（二）健美小腿部腓肠肌群动作：坐姿持铃提踵

重点：腹直肌、小腿腓肠肌的技术动作要领。

难点：规范的技术动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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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健美锻炼基本知识（4学时）

（一）自我评价与身体各围度的测量方法

（二）年龄有无影响、控制热情和精神力量的重要。

（三）记录训练情况的好处、什么时候和逐步加强对肌肉的刺激方法

（四）正确的呼吸、训练的组数和次数，训练的频率

（五）准确规范地完成动作达到最佳的锻炼效果

（六）健美训练中的保护与帮助方法

（七）健美运动中的数学运用及表示方法

重点：掌握逐步加强肌肉的刺激方法，理解健美训练的组数、次数和频率。

难点：准确、规范地完成动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八章 健美运动训练训练方法（6学时）

（一）渐增负荷训练法

（二）局部孤立训练法

（三）优先训练法

（四）渐增重量训练法

（五）递增强度训练法

（六）间隙训练法

（七）顶点收缩训练法

（八）助力训练法

（九）强迫训练法

（十）退让训练法

（十一）多动作组合训练法

（十二）循环训练法

（十三）渐降重量训练法

（十四）放松和恢复训练法

重点：掌握渐增负荷、重量、强度训练法，充分理解顶点收缩与集中意念对训练效果的作用。

难点：各种健美训练方法在不同人群、不同水平、不同阶段的有效实施。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九章 健美锻炼课程编制（4学时）

（一）分化训练的分类和编排

（二）周循环训练的编排

（三）训练课内容的编排

（四）训练密度

（五）平时训练和赛前训练要点

重点：掌握健美训练课内容在平时训练中的应用。

难点：分化训练在周、月、阶段训练计划中的有效实施。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章 健美训练计划实施技法（4学时）

（一）开始的四次锻炼

（二）第一个月的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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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个月的训练方法

（四）第三个月的训练方法

（五）初级训练课程范例

（六）中级训练课程范例（分化法）

重点：掌握初级训练课程（1—3个月）训练计划的实施方案。

难点：克服初级训练停滞期进入中级训练的有效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一章 增长力量和大肌肉课程（4学时）

（一）增长力量和大肌肉课程范例

（二）增长力量和大肌肉训练技术动作要领

重点：掌握增长绝对力量的训练方法。

难点：平衡发展前、中、后和男女区别对待的锻炼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二章 健美比赛动作造型（6 学时）

（一）健美比赛中裁判员评分的主要依据

（二）四个转向自然站立体姿的技术要点

（三）个人规定动作造型姿势的技术要点

（四）个人自选动作造型姿势的动作编排、音乐选择和技术要点

（五）男女混双规定动作造型和自选动作造型的动作编排和技术要点

重点：掌握健美比赛规定动作。

难点：个人自选动作造型的表现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三章 其它体育项目的健美锻炼课程（2学时）

（一）循环训练

（二）篮球运动员的健美锻炼课程

（三）足球运动员的健美锻炼课程

（四）足球运动员平时训练周期中的健美锻炼课程

（五）田径运动员（跑步、跨栏、跳高、投掷）的健美锻炼课程

（六）武术运动员的健美锻炼课程

重点：掌握循环训练的基本方法。

难点：根据各体育项目的特点编制提高体能的健美锻炼课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四章 健美锻炼基本知识（6 学时）

（一）健美比赛中裁判员评分的主要依据

（二）四个转向自然站立体姿的技术要点

（三）个人规定动作造型姿势的技术要点

（四）个人自选动作造型姿势的动作编排、音乐选择和技术要点

（五）男女混双规定动作造型和自选动作造型的动作编排和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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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健美规定动作。

难点：个人自选动作造型的形体表现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五章 健美比赛的准备（2学时）

（一）参加何种比赛

（二）体重的调整

（三）赛前的饮食和锻炼

（四）临赛前的准备活动

（五）身上涂油的技术

（六）心理上的竞争

（七）健美比赛中应注意哪些方面

重点：掌握赛前的饮食、体重调控和训练方法。

难点：根据参赛级别需要进行合理控制体重并保证瘦肌肉不流失的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十六章 健美集体动作造型表演（16 学时）

（一）健美表演中裁判员评分的主要依据

（二）队形编排与站立的技术要点

（三）队形变换与个人动作造型的技术要点

（四）集体动作造型的动作编排与音乐选择的技术要求

（五）集体动作造型编排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重点：掌握健美集体动作造型编排的基本方法。

难点：集体动作造型的节奏与形体艺术的表现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16 24

健美选项理论（健

美绪论）
8 4 12

第一章 胸部肌群的锻炼 6 6

第二章 背部肌群的锻炼 6 6

第三章 肩部肌群的锻炼 6 6

第四章 臂部肌群的锻炼 6 6

第五章 腹部肌群的锻炼 6 6

第六章
腹部、小腿肌群的

锻炼
6 6

第七章 健美锻炼基本知识 4 4

第八章 健美运动训练方法 6 6

第九章 健美锻炼课程编制 4 4

第十章 健美训练计划实施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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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

第十一章
增长力量和大肌肉

课程
4 4

第十二章 健美比赛动作造型 6 6

第十三章
其它体育项目的健

美锻炼课程
2 2

第十四章 健美锻炼基本知识 6 6

第十五章 健美比赛的准备 4 4

第十六章 健美集体动作造型 16 16

考试 16 16

合计 124 20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健美器械基本动作 16 57.14 16 50.00 20 62.50

健美成套动作造型 10 31.25 31.25

健美集体动作造型 10 31.25 18.75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8 25.00 4 12.50

力量耐力素质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相建华.初级健美训练教程.ISBN7-50009-2460-7.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

[2] 娄琢玉.你想使形体更健美吗. ISBN7-5009-0346-4.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 年第 1

版.

[3] 中国健美协会. 健美健身竞赛规则（试行）. 北京：2009 年.

[4] 相建华. 塑造金牌私人教练. ISBN7-5009-2961-7.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

七、其他说明

（一）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二）本课程适用对象除普通体育课学生外，还可能为患有慢性疾病，参加普通体育课

学习有困难者；有某种生理缺陷；重病初愈，身体虚弱者。对此类学生，在提供医学证明并

完成选课等教学操作后，可放宽要求，由教师确定上课方式，并给予适当成绩。



223

《荷球》课程教学大纲

Korfball

执笔者：王奇峰（副教授）

审核人：李长洪（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

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寓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

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系统阐述荷球运动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组织竞赛的方法，吸纳了

荷球运动发展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反映了一些最新发展趋势，精选出了一批典型案例，突出了

荷球运动在现代社会生活和体育产业中的具体应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

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

用的技能；具有体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

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识，

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

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

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艺

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养成正确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

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

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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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观、价值观。 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荷球运动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营养与

健康、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

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荷球运动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行荷球运动技能模

拟操作与小组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1、掌握本课程主要的知识与理论；

目标2、掌握本课程的理论与实际运用的主要技能；

目标3、具有组织一定规模竞赛和参与荷球市场开发、运营与管理的能力。

目标4、具有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荷球竞赛规则》》

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开卷和实际操作的考试形式。考核着重于基本技术的实际操作，考试内

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

1、考核内容：双手定位投篮、双手低手投篮、后撤步投篮、一分钟计时投篮。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双手定位投篮：站在罚球点上每人投篮 5 次。

第二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双手低手投篮：在罚球点上每人投篮 5 次。

第三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后撤步投篮：接同伴传球后撤步投篮，每人投篮 5 次。

第四学期考核：

（1）身体素质：按照 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一分钟计时投篮：男生距球篮 4米线外（女生 3米线外），一分钟连续投篮。

3、评分标准

投篮命中率评分标准

分数

命中率

性别

50分 60 70 80 90

男生 1 2 3 4 5

女生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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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球命中率标准

分数

命中率

性别

50分 60 70 80 90

男生 1 2 3 4 5

女生 0 1 2 3 4

投篮命中率标准

分数

命中率

性别

50分 60 70 80 90

男生 1 2 3 4 5
女生 0 1 2 3 4

投篮命中率标准

分数

命中率

性别

50分 60 70 80 90

男生 ＜2 2 3 4 5

女生 ＜1 1 3 4 5

技术评定标准

90 分：技术运用熟练，命中率高（投中 4～5 次）；

80 分：技术运用较熟练，命中率较高（投中 3～4 次）；

70 分：技术运用一般，命中率一般（投中 2～3次）；

60分：技术运用较差，命中率较差（投中1～2次）；

50分：技术运用差，命中率差（投中0～1次）。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体育与健康概念

2.体育锻炼与体能

3.荷球运动产生与发展

4.荷球运动的基本技术

1.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2.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3.荷球运动的基本知识、技术、战术

4.基本的营养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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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技战术
1.荷球的移动技术

2.荷球的传接球技术

3.荷球的投篮技术

1.荷球的移动技术

2.荷球的传接球技术

3.荷球的投篮技术

4.荷球基本战术配合

专项

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一般身

体素质
1.速度素质、2.力量素质、3.柔韧素质、4.耐力素质、5.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2.《荷球竞赛规则》及裁判方法

3.荷球运动基本战术

1.运动疲劳的消除

2.荷球运动基本战术

3.荷球比赛阵型

基本

技、战术

1.防守技术

2.进攻技术

3.基础战术配合

1.4-0阵型

2.3-1阵型

3.2-2阵型

4.2-1-1阵型

专项

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1.灵敏素质

2.爆发力素质

3.速度素质

4.耐力素质

一般身

体素质
1.速度素质、2.力量素质、3.柔韧素质、4.耐力素质、5.灵敏素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荷球运动，培养对荷球运动的兴趣；

（2）初步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基本的营养学知识、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3）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4）了解和学习荷球运动的基本知识、技术，学习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学习和初步掌握荷球运动的基本知识、技术、战术；

（2）通过荷球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身心健康，提

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

（3）在荷球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荷球运动的基本知识、技术、战术；

（2）全面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

（3）了解和学习荷球的《荷球竞赛规则》及裁判方法，学习荷球竞赛的各项组织工作；

（4）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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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较高的荷球文化素养和比赛的欣赏水平；

（2）提高团队的合作能力；

（3）具有较高荷球比赛的能力；

（4）通过对《荷球竞赛规则》及裁判工作方法的学习，具备执法一场比赛的能力；

（5）具备组织基层荷球比赛的能力；

（6）在全面发展学生一般身体素质的基础上，提高专项能力。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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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荷球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荷球运动概述（2学时）

1.世界荷球运动

2.中国荷球运动的发展与现状

3.荷球运动的特性

4.荷球文化的基本属性

5.荷球运动的文化特质

重点：荷球运动产生与发展, 中国荷球运动

难度：世界荷球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荷球文化的内涵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比赛欣赏（2学时）

1.专题讲座

2.荷球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荷球运动相关知识和锻炼技巧

难点：荷球运动的欣赏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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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荷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2学时）

一、荷球运动竞赛的组织工作

（一）竞赛的意义和种类

（二）竞赛的组织工作

（三）比赛制度、编排方法和成绩计算方法

二、荷球竞赛规则和裁判方法

（一）规则分析

（二）裁判法分析

重点：荷球竞赛规则

难度：竞赛的组织工作、裁判法、编排方法和成绩计算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荷球技、战术理论（2学时）

一、荷球技术基本理论

（一）荷球技术概述

（二）荷球技术基本结构原理

（三）荷球技术分类体系介绍

（四）荷球技术运用

二、荷球战术基本理论

（一）荷球战术概述

（二）荷球战术结构原理

（三）荷球战术分类体系介绍

（四）荷球战术设计与运用

重点：荷球技术分类体系, 荷球战术分类体系

难度：荷球技术运用, 荷球战术设计与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五章 基本技术（36 学时）

一、双手传球

二、单手传球

三、传反弹球

四、双手定位投篮

五、助攻（双手低手投篮）

六、罚球

七、跨步转身投篮

八、行进间投篮

九、“V”型投篮

十、后撤步转身投篮

十一、单手投篮（介绍）

十二、抢篮下球

十三、抢断传球

十四、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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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喂球

第六章 基本战术（24）

一、防守对手：卡位、防守卡位者、在后防守、防守角色变换

二、战术基础配合：传切配合

三、战术基础配合：进攻战术阵型（4—0，3—1，2—2、2—1—1）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6 14
第二章 体能实践 32 32
第三章 荷球运动概述 2 2 2

第四章 专题讲座以及比赛欣赏 2 7 9

第五章 荷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 2 4

第六章 荷球技、战术理论 2 5 7
第七章 基本技术 36 36

第八章 基本战术 24 24
考试 16 16

合计 108 20 16 144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2]张聚民.《荷球教程》.河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二）教学参考书

[1] BEN Crum《korfball》Nr.2.27 oktober 2006

[2] BEN Crum EenvoudigeKorfballvormen EN Sterren Van nu 2007

[3] 国际荷球联合总会，《荷球规则判例》

[4] Bill Foran 《高水平竞技体能训练》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6

八、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重点：掌握荷球运动的传、接、投、突等基本技术，提高技术动作的质量及熟练程度

难点：提高临场运用的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法、指导法、提问法、讨论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重点：4—0阵型、3—1阵型

难点：2—1—1阵型、2—2 阵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解法、指导法、提问法、讨论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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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课程教学大纲

Boxing

执笔者：张海冰（讲师）

审核人：黄丹（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的公

共体育选项课程之一，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拳击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该课

程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战术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肌肉力量及对抗

能力，培养学生瞬时反应和克服困难和恐惧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达到提高防身意识，掌握

自卫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了解掌握《拳击比赛竞赛规则》，掌握拳击的竞赛裁判和竞

赛组织方法，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

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

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

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

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

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

0.4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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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体育的基本原理、体育运动练习、营养与

健康、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

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

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养生保健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并进

行养生保健模拟操作与小组表示考试。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拳击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拳击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养生保健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进行考核内容、考核

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拳击进攻技术、防守技术、对距离感的判断、控制及变化能力、实战能

力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拳击进攻技术动作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连续进攻、进攻变化及防守技术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对距离感的判断、控制及变化能力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实行战术能力及实战能力

4、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技能评分标准：

90分以上――技术动作放松且标准，运动轨迹正确，发力顺序正确，击打点准确、速

度快，有力量。在不同特点对手和不同情况下能合理安排体能和战术，距离感和拳感好，具

备较好的控制力和实战能力。

80分至 89分——技术动作标准，稍僵硬。运动轨迹正确，发力顺序较为正确，击打点

较准确。在不同特点对手和不同情况下能比较合理安排体能和战术，具备一定的控制力和实

战能力。

70分至 79分——技术动作尚熟练，动作基本正确，力度中等，执行战术能力一般。

60分至 69分——技术动作基本熟练，动作一般，力度一般，距离感和攻防转换较弱，

执行战术能力尚可。

45分至 59分——技术动作不正确，击打落点，力度一般，距离感和攻防转换较弱，执

行战术能力较弱。

45分以下——技术工作不正确，动作不协调，无力度，无实战能力。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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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论 拳击运动概述 拳击裁判规则

基本

技术

1. 拳击的步法

2. 基本动作

3. 进攻基本技术直拳及直拳连击

4. 进攻基本技术摆拳及直摆连击

5. 进攻基本技术勾拳及勾摆连击

6. 防守基本技术拍击

7. 进攻基本技术躲闪

1. 直拳连击技术及变化（2次-4次）

2. 直摆连击技术及变化

3. 勾摆连击技术及变化

4. 拍击防守、躲闪防守

5. 阻击防守、摇避防守

6. 格挡防守、夹靠防守

专项

素质
速度力量、速度耐力、专项协调性、空击

空击、速度力量、速度耐力、小力量

群、绝对力量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

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级

理论 拳击裁判规则 拳击竞赛组织

基本

技术

1. 直摆勾单拳及组合

2. 二次进攻

3. 后撤躲闪反击

4. 侧闪反击

5. 摇避反击

6. 多进攻点变换技术

7. 远距离控制技术

8. 远距离与中近距离转化技术

1. 直摆勾连续进攻及变化

2. 组合拳节奏与进攻角度的变换

3. 进攻后远距离控制能力

4. 中近距离攻防转换

5. 边角战术

6. 对不同类型对手战术安排

7. 特定条件下实战

专项

素质

空击、速度力量、速度耐力、专项协调性、

小力量群

空击、速度力量、、速度耐力、小力量

群、绝对力量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灵

敏素质

（二）课程目的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拳击课程的教学内容，具备较好的基本技术动作和运动协调能力，培养

健康的身心，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生体育的意识。

（2）初步掌握拳击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运动轨迹和发力的要领，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和出拳距离感掌握较为准确，提高技术动作的实效性；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

运动能力；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各种训练手段，提高一般身体素质和练习拳击课程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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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品质和必需的心理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养成良好的运动思维和行为习惯，形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激发学生对对抗的审美意识，在健康激情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动作的规格，较全面地学习防守技术。从实践上、理论上掌握各种进

攻动作的规律，并且通过训练能够恰当的选择防守动作，提高防守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2）通过拳击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提

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瞬时判断和反应能力得到提高，有助

于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拳击课程基础理论知识。

（2）通过对拳击战术的教学，提高学生对拳击运动的理解。发展协调、柔韧、速度力

量和速度耐力等专项身体素质，同时通过打靶及情景对练，检验学生动作实效性，激发学生

自信心，结合技术动作组合的练习发掘学生各体特点和提高在不同距离运用不同技术和迅速

找出对方漏洞的能力。

（3）能独立制定适用自身需要的拳击课程训练方案，根据自身特点，有目的地选择辅

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初步掌握拳击课程基本技术和战术。

（5）了解拳击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和裁判方法。

4、四级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拳击训练的知识和对抗能力，能够独立进行拳击训练，具有较高的拳

击课程素养和欣赏水平。

（2）较为熟练的掌握根据不同对手及时变化战术的方法和途径，了解并掌握自身技术

变化和根据不同情况对战术的改变能力。

（3）以不同类型的对手和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动作组合，提高学生对空间的判断能力、

和对空间有效的控制能力。

（4）掌握拳击课程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5）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6）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拳击课程指导。

理论课教学内容（8 学时）

第一章 拳击的概述

一、拳击的产生和发展

（一）拳击运动的起源及发展

（二）拳击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三）女子拳击运动

重点：拳击运动的起源及发展

难点：拳击的概念。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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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拳击的技、战术特点

一、拳击技术的特点

（一）拳击技术

（二）拳击战术

二、拳击教学的组织与方法

（一）拳击教学的过程

（二）拳击教学的方法

重点：拳击技术的特点、战术特点，拳击教学方法

难点：拳击技战术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拳击竞赛的组织与裁判

一、拳击竞赛的组织与裁判

（一）裁判的组成和临场位置

（二）竞赛项目、分组情况等等。

二、基层拳击竞赛

（一）竞赛规则

（二）竞赛的组织

（三）裁判法

重点：竞赛规则与组织

难点：竞赛裁判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技术与实践课部分（116 学时）

第一章 拳击的步法、基本动作（4学时）

一、 基本姿势、动作方法：

二、 基本步法：滑步、环绕步、撤步、斜进步、追击步。

重点：在实战势和步法的行进中，身体重心保持在两脚之间

难点：追击步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拳击的基本技术（24 学时）

一、 直拳

二、 刺拳

三、 摆拳

四、 勾拳

五、 抛拳

六、 组合拳

重点：原地和行进间保证动作准确，发力顺序正确

难点：距离感的控制和组合拳技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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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的防守和反击技术（24 学时）

一、 拍击防守和反击

二、 阻挡防守和反击

三、 格挡防守和反击

四、 躲闪防守和反击

五、 让法防守

六、 阻挠法防守

七、 夹靠掩护法

八、 避潜法

重点：各种防守技术

难点：防守转换反击时机的掌握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拳击的战略战术（18 学时）

一、 对身高臂长、步法灵活、善于游击的对手

二、 对身材矮小、强壮有力、姿势低的对手

三、 对善于单拳重击、猛冲猛打的对手

四、 对善于快速连续进攻、防守反击的对手

五、 对左撇子对手

六、 边角战术

重点：针对不同对手采取不同战术

难点：由观察对手制定战术到实施战术的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五章 实战、实战（16学时）

一、限定进攻条件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实站

二、在有台上裁判和计分裁判的条件下，进行实战

重点：由观察对手制定战术到实施战术的过程，针对不同对手采取不同战术

难点：对抗心理疏导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素质（18 学时）

一、耐力、力量（6学时）

二、速度、力量（6学时）

三、灵敏、速度（6学时）

重点：一般素质

难点：专项素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学生较好的掌握拳击运动的基本动作、基本技术和基本战术，具备一定的实战能力。基

本掌握拳击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方法和组织形式。了解《拳击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

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解和掌握各章节的基本理论知识；2、掌握和不断完善专业技术动作和战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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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

的整个过程。

五、学时分配

章

节
主要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他

小

计

理论课 8

一 拳击运动概述、基本技术 4 4

二 拳击规则与裁判法 4 4

实践部分

一 拳击的步法、基本动作 4 4

二 拳击的基本技术 20 20

三 拳击的防守和反击技术 26 26

四 拳击的战略战术 18 18

五 条件实战、实战 14 14

六 专项素质 18 18

七 体能实践 12

实践考核 16 16

合计 108 20 16 144

教学时数分配

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时 % 学时 % 学时 %
拳击运动概述、基本技术 2 7.14 2 6.25

拳击规则与裁判法 2 6.25 2 6.25

拳击的步法、基本动作 4 14.29

拳击的基本技术 8 28.57 4 12.5 4 12.5 4 12.5

拳击的防守和反击技术 4 14.29 10 25 6 18.75 6 18.75

拳击的战略战术 4 12.5 8 25 6 18.75

条件实战、实战 2 6.25 6 18.75 6 25

专项素质 6 21.43 6 18.75 2 6.25 4 12.5

考核 4 14.29 4 12.5 4 12.5 4 12.5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拳击》教材小组。

2. 体育学院普修通用教材，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年

（二）、主要参考书目

1. 于德顺，高宜《拳击》，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 夏礼文，周岩《拳击实战技巧》，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七、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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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春拳》课程教学大纲

wing chun

执笔者：荆治坤（讲师）

审核人：黄丹 （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4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44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类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体育选

项课程之一，咏春拳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通过咏春拳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

的学习咏春拳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肌肉力量及

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健身方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咏春拳是中国南派咏春拳的代表性拳种之一。大学体育公共基础课《咏春拳》课程是

以国家体育总局咏春拳研究院《咏春拳》段位制系列教程为基础，结合具有佛山代表性咏春

拳门派的基本功法和套路练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咏春拳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技能，提高

实践运用的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

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基础

必修课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

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

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

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

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

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

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

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4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

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

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

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

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以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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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8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咏春拳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

营养与健康、健康体适能评定、运动安全等。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

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

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高咏春拳训练实践。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

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咏春拳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咏春拳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咏春拳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武术竞赛规则》

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内容：段位制 1段；段位制 2段；小念头、条件实战。

2、考试方法：

第一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段位制 1段。

第二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段位制 2段。

第三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小念头。

第四学期考核：（1）身体素质；（2）条件实战。

3、评分标准：

（1）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按照2014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执行

（2）咏春拳技能评分标准：

A、咏春拳套路技能评分标准：

90分以上：动作规格准确，套路十分熟练，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配

合协调，精神饱满，节奏分明，体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80——89 分：动作规格准确，套路熟练，劲力充足，用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配合

协调，精神较饱满，节奏分明，较好的体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70——79 分：动作规格准确，套路熟练，用力顺达，力点准确，动作配合协调，精神

饱满，节奏分明，基本体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60——69 分：动作规格基本完成，但套路不够熟练，精神较饱满，节奏分明，基本体

现了套路风格和特点。

45——59分：动作规格错误较多，套路不熟练，精神不集中，能在提示下完成套路。

45分以下：在两次和两次以上提示下，仍无法完成套路。

B、条件实战评分标准：

90分以上：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爆发力

强，力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体现咏春拳的风格和特点。

80分至 8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力

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较好地体现咏春拳的风格和特点。

70分至 7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有一定的劲力和速

度，整体动作配合较协调，无明显错误，基本体现咏春拳的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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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至 6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和速度一般，

有明显错误二次至三次。

45分至 5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演练或对打中遗漏多，不熟练，劲力

和速度较差，整体协调动作一般，经提示尚能完成。

45分以下：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整体协调动作较差，动作不能完成。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素质 选项

成绩分配 20 40 4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一级 二 级

理

论

1、体育与健康概念

2、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

3、运动后放松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1、咏春拳技法特点

2、运动、营养及健康的关系及咏春拳运动后

的饮食营养

3、咏春拳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咏春拳基本手型及基本步型。

2、掌握咏春拳基本动作。

3、学习段位制1段套路

1、掌握咏春拳技法特点。

2、学习段位制2段。

专项

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

力量和弓步及各部位拉伸练习为

主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强度，增加

提高柔韧性的练习。

一般身

体素质

1、提高速度素质 2、提高力量素质 3、提高柔韧素质 4、提高耐力素质 5、提高

灵敏素质

分类

内容
三级 四 级

理

论

1、咏春拳技、战术分析

2、学习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

内容

1、介绍竞技咏春拳的组织及裁判规则。

2、力量训练和减脂训练的区别及合理的饮食

营养。

3、咏春拳与舞蹈、

基本

技术

1、掌握咏春拳基本动作

2、学习小念头。

1、掌握咏春拳基本动作

2、学习条件实战。

专项

素质

1、提高身体协调性练习。

2、提高运动负荷，保持中等强度

的有氧训练。

3、素质训练在初级的基础上加大

强度，以塑造形体为主，增加提

高柔韧性的练习。

1、加大运动负荷，以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为

主，达到减脂的目的。

2、提高肌肉力量，并进一步塑造其形态，加

大动作的空间位移，展现良好的协调性。

一般身

体素质

1、发展速度素质 2、发展力量素质 3、发展柔韧素质 4、发展耐力素质 5、发展

灵敏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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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积极参与咏春拳运动，基本形成自觉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

（2)初步掌握徒手的基本技术，掌握动作的要领，提高动作的实效性，能科学地进行体

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

（3）通过学习咏春拳基础动作，提高练习咏春拳所需的专项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

的心理素质。

（4）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2、二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进一步完善咏春拳基本动作，提高动作的准确性和力量

（2）通过段位制2段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增进健康，提

高身体素质，陶冶情操，培养学生良好体态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提高，有助于学生培养良

好的思想品德。

3、三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掌握基本的咏春拳基础理论知识。

（2）通过小念头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获取相关知识、技术、技能，发展协调、柔韧、

灵巧等身体素质。

（3）能独立制定适用自身需要的咏春拳健身运动处方，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辅

助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掌握咏春拳基本功、基本动作和动作套路。

（5）了解咏春拳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三）四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1）具有一定的有氧锻炼的知识，具备一定的防身自卫能力，具有较高的咏春拳文化素

养和欣赏水平。

（2）掌握咏春拳比赛裁判知识，了解有关竞赛的组织过程。

（3）根据学生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相关练习，进一步提高专项素质。

（4）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学生

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他人，积极参加咏春拳健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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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8 学时）

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概念

第一节 体育健康简述

第二节 健康概念简述

第三节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第四节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般急救常识

重点：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难点：合理运动促进健康。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体育锻炼对人体各系统的影响

第一节 体育锻炼与神经系统

第二节 体育锻炼与骨骼系统

第三节 体育锻炼与肌肉系统

第四节 体育锻炼与心血管系统

第五节 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

第六节 体育锻炼与消化系统

重点：理解体育锻炼对人体系统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进个体系统健康产生良好效应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体育锻炼与体能

第一节 体能的概述

第二节 发展速度素质

第三节 发展力量素质

第四节 发展柔韧素质

第五节 发展耐力素质

第六节 发展灵敏素质

重点：掌握科学的身体素质练习方法。

难点：个性化的体能练习方法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第二节 体育锻炼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第三节 影响体育锻炼产生良好心理效应的因素

重点：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难点：体育锻炼促对个体心理良好心理效应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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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处方的科学应用

第一节 运动处方的概述

第二节 运动处方的原理、制定和内容

重点：掌握运动处方的内容。

难点：科学指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六章 运动疲劳的消除

第一节 运动疲劳简述

第二节 运动疲劳的诊断方法

第三节 运动性疲劳的消除措施

重点：了解运动疲劳的诊断与消除。

难点：掌握运动疲劳的正确诊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咏春拳选项理论（8学时）

第一章 咏春拳概述（2学时）

1、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

2、咏春拳的拳术理论。

3、咏春拳的技法特点。

重点：咏春拳的拳术理论、咏春拳的技法特点。

难点：咏春拳的技法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专题讲座以及防身自卫（2学时）

1、专题讲座

2、咏春拳教学、比赛录像欣赏

重点：掌握咏春拳运动相关知识和锻炼指导技巧。

难点：咏春拳防身自卫。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咏春拳技、战术分析（2 学时）

一、技术概念、作用；动作的结构及表现特征，技术原理；技术运用规律和战机。

二、咏春拳战术的作用、意义，战术原则；战术形式与运用；战术训练的方法。

第四章 咏春拳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法（2 学时）

一、咏春拳竞赛的组织

二、咏春拳竞赛的的裁判方法

三、1、对裁判员的基本要求

2、裁判组的组成

3、评分方法

4、评分要点

5、裁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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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裁判评分方法、要点

难点：裁判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三部 分体能实践（32学时）

一、力量素质

二、耐力素质

三、速度素质

四、柔韧素质

五、协调素质

第四部分 咏春拳套路教学（36 学时）

一、段位制 1 段；

二、段位制 2 段

三、小念头

第五部分 实战教学（28 学时）

一、条件实战

二、教学实战、比赛实战和裁判实习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咏春拳教学，培养学生较好地掌握咏春拳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咏春拳

的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基本掌握咏春拳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掌握

咏春拳有关锻炼技巧和知识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指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身体育与健

康理论的习惯。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咏春拳

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2、基本掌握咏春拳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会

讲、会写的要求。

3、了解《咏春拳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基层比

赛的裁判工作。

重点：耐力素质

难点：柔韧素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重点：动作规格

难点：动作规格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重点：条件实战

难点：条件实战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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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部分 体育与健康理论 8 8 8

第二部分 咏春拳理论 8 8

第三部分 体能实践 32 12 44

第四部分 咏春拳套路 44 44

第五部分 条件实战 16 16

考试 12 12

合计 112 20 12 144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

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时 %
学

时
%

学

时
% 学时 %

体育与健康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专项理论 2 7、14 2 6、25 2 6、25 2 6、25

基本

技术

咏春拳套路 12 42、85 16 50 16 50 0 0

条件实战 0 0 0 0 0 0 16 50

身体

素质

有氧耐力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力量、柔韧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考核 4 14、29 4 12、50 4 12、50 4 12、50

总学时 28 100 32 100 32 100 32 100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刘永峰、高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7-306-02773-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第 1 版

2、康戈武．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978704025810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一版．

八、其他说明

体育理论测试作为课外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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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与应用文写作公

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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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与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

APPLIEDWRITING

执笔者：姚朝文 教授

审核人：谢敏玉 系主任

编写日期：2018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非汉语言文学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

课程类型 通识课

课程性质 全校公共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学时，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为通识课、基础课，也是全校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级公共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所有非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生对中国的语文、文学和应用写作的知识有一个扼要

而比较全面的认识，能够理解、欣赏中国语言文学的优美、精深与博大，能够在学习中培养

起对全世界最悠久、最源远流长、最丰厚、最精深的中国语言文学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广大文、理、工、农、医科学生们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工作

事业、人际交往乃至家庭生活中，能够自觉运用并规范而熟练地运用所学上述知识，解决生

活与工作中的实际需要。本科毕业生们在未来的中、小学教学、其他社会文化活动以及个体

乃至群体的文学欣赏活动中，能够把握基本的祖国语言文学的规范，具有基本的鉴赏、批评

和传授的技能和素养，坚持正确地对待祖国语言文学的态度。增进学生对文学艺术具体体裁

的把握，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激发起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对创作的热情，对艺术境界

的向往与追求。同时，通过一定的教育、训练，使他们掌握一定的艺术批评的尺度和规范，

在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相互结合中增强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加强对生活中有意义的事物的捕

捉，运用所学的文学技巧，加以有效地表达。

本课程分为十五个单元，主要讲授从先秦时期《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

秋》这“五经”与《道德经》开创的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迄今凡百年的现代白

话文的汉语与文学，以及部分欧、美、亚洲文学经典中的短篇华章。由于中华文明璀璨夺目、

优秀文章浩如烟海，本课程精选约 90篇课文作为精华中的精华，管窥蠡测、窥斑见豹，体

现博大精深的中国语文魅力之万一。同时，又配有约十五个知识单元，简明扼要地向学生们

传授语言类的语言、言语、汉语、汉字、语音、语法、语体，文学类的诗歌、散文、小说、

戏剧及各类文学表达方式，应用写作类的公务文书、日用文书、经济文书、科研论文。这些

需要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之久分门别类的专门训练才能够比较系统、全面加以掌握的本

领，压缩在区区 32学时内，由一个学期完成。为了避免学生们仅仅获得囫囵吞枣、浮光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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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印象，将突出重点篇章，讲深讲透，以求纲举目张、举一反三的成效。根据不同专业背

景的学生，各任课教师可相应调整具体篇目及先后次序。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

系矩阵

专业任

选课程

培养规格要求 1.素质要求：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较高

的审美品位以及健康的心理和体质；掌握中国语

言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国家关于语

言文字、文学艺术及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规；具备适应社会发展主动获取和更新专业知识

的基本素质；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深切的人文

关怀和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

指标点 1.2 掌握中国语言文

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

解国家关于语言文字、文学艺

术及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法规。

0.1

培养规格要求 2.知识要求：牢固掌握中外文学、

古今汉语等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了解相关知识，

如哲学、历史学、文化学、艺术学、政治学、经

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本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数据库应用、

文献检索等工具性知识；同时对本学科的前沿信

息有一定的了解。

指标点 2.5 具有相关的哲学、

历史学、文化学、艺术学、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

识以及地方文化相关基本知

识。

0.1

培养规格要求 3.能力要求：具有感悟、辨析和探

究语言文学现象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鉴赏、评价文学作品和相关文化现象。在母语的

阅读理解、口语表达、文字表达方面体现出明显

的优势，能够独立创作中文文学作品以及进行独

立的文学、文化批评和初级阶段的学术研究

指标点 3.2 写作能力：展现原

创意识和创新激情，熟练运用

基本的文学文体创作技巧并

至少在其中一种文体上能进

行创意写作。

0.1

指标点 3.4 研究能力：讨论、

阐释文学、语言学等专业学术

问题的前沿信息，综合运用文

学研究、语言学和其他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从事

初级阶段的专业学术研究，写

作规范的学术论文，体现较低

程度的学术创新。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4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有：语言类的语言、言语、汉语、汉字、语

音、语法、语体，文学类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及各类文学表达方式，应用写作类的公

务文书、日用文书、经济文书、科研论文。中外名篇经典的节选课文约 90篇。通过检索工

具书、导读、阅读、体会、理解、作业、作文，迅速提升其综合运用中国语言文学的能力，

同时也便利了学生们对中国语言文学及应用文写作的整体动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并作

为论文写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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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理解文学作品课文。

目标二：掌握语言、文学、应用性文体写作的基本常识、规范和实践能力，力求三者

有效地结合。

（二）考核方式

考核分为平时讨论、作业和期末考试等形式。平时作业注意课外阅读与课内指导阅读相

结合；尝试写作或修改应用文。期末考试采用开卷考试的方式，题型多样，考察学生掌握知

识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试卷力求做到科学化、标准化。

（三）成绩评定

评分采用百分制。平时成绩为课文解读或应用文作业，分数占比为 30%；期末考核方式

为开卷考试，内容为语言知识、文学鉴赏、批评或实用文书，分数占比为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讲 《郑伯克段于鄢》和《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重点：《古文观止》首篇的《郑伯克段于鄢》。本讲为全课程的重点。

难点：先秦文言文的训诂、句读、阅读与翻译。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2 篇《郑伯克段于鄢》 第 3篇《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第二讲 《论语》（六则）和《上邪》

重点：这两篇课文为教学的次重点。

难点：中国古典的文言文学与现代中国的白话文学对照学习，了解其历史性的变化。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4篇《论语》六则 第 8 篇《上邪》

第三讲 《垓下之围》和《山居秋暝》

重点：《山居秋暝》代表的唐代诗歌的境界、格律、作者心态与人生启迪。

难点：《垓下之围》里的知识背景、人文典故、人物形象、精神气度。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9 篇《垓下之围》 第 10 篇《山居秋暝》

第四讲 《月夜》《锦瑟》 和《五代史伶官传序》

重点：《锦瑟》表现的象征手法和梦境神游，以及相关的时代背景。

难点：《月夜》《锦瑟》。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14 篇《月夜》 第 21 篇《锦瑟》 第 23 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第五讲 《定风波》、《钗头凤》和《抄检大观园》

重点：《钗头凤》。

难点：课文《抄检大观园》深刻的寓意。小说如何才能显示出有趣又益智的魅力。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25 篇《定风波》 第 30 篇《钗头凤》 第 36 篇《抄检大观园》（《红楼梦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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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雨巷》、《箓竹山房》、《听听那冷雨》、《永远的尹雪艳》和《回答》

重点：《回答》。

难点：《听听那雨》《永远的尹雪艳》的思想内容和时代背景。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44 篇《雨巷》 第 45 篇《箓竹山房》 第 53 篇《听听那冷雨》

第 55 篇《永远的尹雪艳》 第 56 篇《回答》

第七讲 《奥瑟罗》和 《一个文官的死》

重点：如何把握英语世界最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的魅力和影像。

难点：情节、人物命运。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第 63 篇《奥瑟罗》（节选） 第 67 篇《一个文官的死》

第八讲 文体知识（一）

重点：论说文概说。

难点：论说文概说。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期中作业论文。

文体知识（一）：1.记叙文概说 2.论说文概说 3.书信概说

第九讲 文体知识（二）

重点：诗词曲赋概说和小说概说。

难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概说。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文体知识（二）：1.诗词曲赋概说 2.小说概说 3.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概说

第十讲 毕业论文写作

重点：毕业论文写作的性质和特点。

难点：毕业论文写作基本格式和要求。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一、毕业论文的概念

二、毕业论文的性质与特点

三、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

四、毕业论文的基本写作要求

第十一讲 请示和批复

重点：公务文书的种类与特点。

难点：公务文书的结构与格式，动态案例。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文献检索。

一、公务文书的性质与作用

二、种类与特点

三、结构与格式

四、请示

五、批复



253

重点：通知、函的分类。

难点：通知的适用范围。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

第十二讲 通知和函

一、通知和函的定义、特点、作用

二、分类与格式

三、写作要求

第十三讲 申论与合同

重点：申论与合同的分类。

难点：申论与合同的适用范围。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主题讨论。

一、申论与合同的定义、特点、作用

二、分类与格式

三、写作要求

第十四讲 计划与总结

重点：计划与总结的各自特点。

难点：计划与总结的比较分析。

教学方式和手段：课堂讲授、作品分析、小组讨论。

一、计划与总结的含义、类型和特点

二、计划与总结的写作格式

三、案例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讲
《郑伯克段于鄢》和《苏秦始将连

横说秦》
2 2

第二讲 《论语》（六则）和《上邪》 2 2 1

第三讲 《垓下之围》和《山居秋暝》 2 2

第四讲
《月夜》《锦瑟》 和《五代史伶

官传序》
2 2

第五讲
《定风波》、《钗头凤》和《抄检

大观园》
2 2

第六讲

《雨巷》、《箓竹山房》、《听听

那冷雨》、《永远的尹雪艳》和《回

答》

2 2

第七讲 《奥瑟罗》和 《一个文官的死》 2 2

第八讲 文体知识（一）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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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文体知识（二） 2 2 4

第十讲 毕业论文写作 2 2 4
第十一讲 请示与批复 2 2

第十二讲 通知与函 2 2 1

第十三讲 申论与合同 2 2
第十四讲 计划与总结 2 2

合计 28 4 32 3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吴满珍.大学语文与实用写作.978730233244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徐中玉，钱谷融主编.大学语文.7561702566.上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 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756170079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 徐美恒,魏静，郭玲编.大学语文.9787561816394.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4] 孙艳红.大学语文.9787564323530.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版.

[5] 文际平主编.大学语文.7807310499/H·1.天津：广州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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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公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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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1A》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1A）

执 笔 者：冯莹莹

审 核 人：黄国顺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源

与照明、物理学（师范）、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土木工程、材料化学等专业

开课单位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1
学时数 总学时 176，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二、课程简述

高等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各专业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它是为培养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质量建设人才服务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

1．一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

2．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

3．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

4．无穷级数（包括傅里叶级数）

5．常微分方程

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并接受基本运算技能的训练，为今后

学习相关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并注意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用所学理论解决简单应

用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和专业

知识用于解决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 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所需的数学与自

然科学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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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

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应用领域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运

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选择正确、可用

的数学模型并对模型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求解。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指标点 12-1.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对该课程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以期末考试为主，期末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试题分为选择题、填空题和解

答题三种题型。选择题是四选已型的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只要求直接填写结果；解答题要写

出文字说明、演算步骤或推证过程。三种题型分数的百分比约为：选择题 15%，填空题 15%，

解答题 70%。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

第一节 映射与函数

一、教学内容

1．映射

2．函数

二、教学基本要求

1．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了解函数的性质（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2．理解复合函数的概念，了解反函数及分段函数的概念，会建立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关

系式

第二节 数列的极限

一、教学内容

1．数列极限的定义

2．收敛数列的性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了解数列极限的 N  定义（不要求学生会做给出 求 N的

习题）。

2．了解数列极限的性质（唯一性、有界性、保号性）。

第三节 函数的极限

一、教学内容

1．函数极限的定义

重点：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两个重要极限，用等价无穷小替换求极限，函数的连续性与

间断点。

难点：极限的概念，单调有界准则，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用等价无穷小替换求极限。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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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函数极限的性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函数极限（包括左极限与右极限）的概念，了解函数极限的  定义（不要

求学生会做给出 求 的习题）。

2．了解函数极限的性质。

第四节 无穷小与无穷大

一、教学内容

1．无穷小

2．无穷大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无穷小、无穷大的概念和基本性质。

第五节 极限运算法则

一、教学内容

极限运算法则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极限的有理运算法则。

2．会用变量代换求某些简单的复合函数的极限。

第六节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一、教学内容

1．极限存在准则

2．两个重要极限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对它们的分析证明不作要求）。

2．掌握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的方法。

第七节 无穷小的比较

一、教学内容

无穷小的比较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高阶无穷小和等价无穷小的概念。

2．会用等价无穷小替换求极限。

第八节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一、教学内容

1．函数的连续性

2．函数的间断点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区间上连续的概念。

2．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会判别函数间断点的类型。

第九节 连续函数的运算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一、教学内容

1．连续函数的和、差、积、商的连续性

2．反函数与复合函数的连续性

3．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连续函数的性质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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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一、教学内容

1．有界性与最大值最小值定理

2．零点定理与介值定理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与最大值、最小值定理。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第一节 导数概念

一、教学内容

1．引例

2．导数的定义

3．导数的几何意义

4．函数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不要求学生做利用导数的定义研究抽象函数可导性

的习题）。

2．了解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3．了解导数作为函数变化率的实际意义，会用导数表达科学技术中一些量的变化率

第二节 函数的求导法则

一、教学内容

1．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

2．反函数的求导法则

3．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4．基本求导法则与导数公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导数的有理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2．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3．会求分段函数的导数。

4．了解反函数的的求导法则

第三节 高阶导数

一、教学内容

高阶导数

二、基本教学要求

1．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2．掌握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

第四节 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相关变化率

一、教学内容

1．隐函数的导数

2．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重点：导数的有理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

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导数。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隐函数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微分的概念。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混合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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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变化率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会求隐函数和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导数以及这两类函数中比较简单的

二阶导数。

2．会求解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的相关变化率问题。

第五节 函数的微分

一、教学内容

1．微分的定义

2．微分的几何意义

3．基本初等函数的微分公式与微分运算法则

4．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微分的概念，了解微分概念中所包含的局部线性化思想。

2．了解导数与微分之间的关系、微分的有理运算法则和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第一节 微分中值定理

一、教学内容

1．罗尔定理

2．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3．柯西中值定理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了解柯西中值定理（对三个定理的分析证明不

作要求，不要求学生掌握构造辅助函数证明相关问题的技巧）。

2．会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证明简单不等式

第二节 洛必达法则

一、教学内容

洛必达法则

一、教学基本要求

会用洛必达法则求未定式的极限。

第三节 泰勒公式

一、教学内容

泰勒公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泰勒定理以及用多项式逼近函数的思想（对定理的分析证明以及利用泰勒定理

证明相关问题不作要求）。

第四节 函数的单调性与曲线的凹凸性

一、教学内容

1．函数单调性的判定法

重点：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函数图形

的凹凸性，极值的概念，利用导数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难点：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应用中值定理证明问题、求不定式的极限，泰勒公

式，曲率。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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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利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的方法。

2．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

第五节 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

一、教学内容

1．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2．最大值最小值问题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函数极值的概念，掌握利用导数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2．会求解较简单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第六节 函数图形的描绘

一、教学内容

函数图形的描绘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会求函数图形的渐近线。

2．会描绘一些简单函数的图形。

第七节 曲率

一、教学内容

1．弧微分

2．曲率及其计算公式

3．曲率圆与曲率半径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曲率和曲率半径的概念。

2．会求曲率和曲率半径。

第八节 方程的近似解

一、教学内容

1．二分法

2．切线法

3．割线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求方程近似解的二分法和切线法的思想。

第四章 不定积分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教学内容

1．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2．基本积分表

3．不定积分的性质

二、教学基本要求

重点：原函数与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基本积分表中的积分公式，不定积分的换元

积分法、分部积分法。

难点：不定积分基本积分表中的积分公式，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有理函数的积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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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2．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

3．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积分表中的积分公式和不定积分运算法则。

第二节 换元积分法

一、教学内容

1．第一类换元法

2．第二类换元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淡化特殊积分技巧的训练）。

第三节 分部积分法

一、教学内容

分部积分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有理函数的积分

一、教学内容

1．有理函数的积分

2．可化为有理函数的积分举例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会求有理函数的积分。

2．会求三角函数有理式的积分（对于求有理函数积分的一般方法不作要求，对于一些

简单有理函数、三角有理函数和无理函数的积分可作为积分法的例题作适当训练）。

第五节 积分表的使用

一、教学内容

积分表的使用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积分表的使用方法。

第五章 定积分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教学内容

1．定积分问题举例

2．定积分的定义

3．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4．定积分的性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对于利用定积分定义求定积分与求极限不作要求）。

2．了解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和积分中值定理。

重点：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意义，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牛顿－

莱布尼茨公式，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两类反常积分及其收敛性的的

概念。

难点：定积分的概念，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反常积分收敛性的

判断与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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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微积分基本公式

一、教学内容

1．变速直线运动中位置函数与速度函数之间的联系

2．积分上限的函数及其导数

3．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

2．掌握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第三节 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一、教学内容

1．定积分的换元法

2．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反常积分

一、教学内容

1．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2．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两类反常积分及其收敛性的的概念。

2．会按定义计算一些简单的反常积分。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

第一节 定积分的元素法

一、教学内容

定积分的元素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科学技术问题中建立定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微元法）的思想。

2．会建立某些简单几何量和物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第二节 定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

1．平面图形的面积

2．体积

3．平面曲线的弧长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会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

2．会利用定积分计算函数的平均值。

第三节 定积分在物理学上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

1．变力沿直线所作的功

重点：建立定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用定积

分计算函数的平均值。

难点：元素法，用定积分计算旋转体的体积、函数的平均值。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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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压力

3．引力

二、教学基本要求

会利用定积分求解简单的应用问题。

第七章 微分方程

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一、教学内容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微分方程、解、通解、初值条件和特解的概念。

第二节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一、教学内容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三节 齐次方程

一、教学内容

齐次方程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会解齐次方程。

2．了解用变量代换求解微分方程的思想。

第四节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教学内容

线性方程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五节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一、教学内容

1．    ny f x 型的微分方程

2．  ,y f x y  型的微分方程

3．  ,y f y y  型的微分方程

二、教学基本要求

会用降阶法求解下列三种类型的高阶微分方程：    ny f x ，  ,y f x y  ，

重点：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二阶常系数

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难点：求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常数变易法，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线性微

分方程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特解；会通过建立微分方程模

型，解决较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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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f y y  。

第六节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教学内容

1．二阶线性微分方程举例

2．线性微分方程的解的结构

二、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第七节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教学内容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八节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教学内容

1．    e x
mf x P x 型

2．      e cos sinx
l nf x P x x Q x x      型

二、教学基本要求

会求自由项形如  e x
nP x  与   e cos sinx

n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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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第一节 向量及其线性运算

一、教学内容

1．向量的概念

2．向量的线性运算

3．空间直角坐标系

4．利用坐标作向量的线性运算

5．向量的模、方向角、投影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

2．掌握向量的运算（线性运算）。

第二节 数量积 向量积 混合积

重点：向量的运算（数量积、向量积），用坐标表达式进行向量运算的方法，平面方程、

空间直线方程的求法，常用二次曲面的标准方程及其图形，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

一般方程，曲面的交线在坐标平面上的投影。

难点：平面方程、空间直线方程的求法，常用二次曲面的标准方程及其图形，以坐标轴为

旋转轴的旋转曲面及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方程，曲面的交线在坐标平面上的投

影。

教学方法与手段：翻转课堂、讲授法、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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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

1．两向量的数量积

2．两向量的向量积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向量的运算（数量积、向量积）。

2．了解两个向量垂直、平行的条件。

3．掌握单位向量、方向余弦、向量的坐标表达式以及用坐标表达式进行向量运算的方

法。

第三节 平面及其方程

一、教学内容

1．曲面方程与空间曲线方程的概念

2．平面的点法式方程

3．平面的一般方程

4．两平面的夹角

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平面方程及其求法。

第四节 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一、教学内容

1．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

2．空间直线的对称式方程与参数方程

3．两直线的夹角

4．直线与平面的夹角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空间直线方程及其求法。

2．会利用平面、直线的相互关系，求解较简单的问题。

第五节 曲面及其方程

一、教学内容

1．曲面研究的基本问题

2．旋转曲面

3．柱面

4．二次曲面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曲面及其方程的概念。

2．了解常用二次曲面的标准方程及其图形。

3．了解以坐标轴为旋转轴的旋转曲面及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方程。

第六节 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一、教学内容

1．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

2．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

3．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影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空间曲线及其方程的概念。

2．了解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一般方程。

3．了解曲面的交线在坐标平面上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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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第一节 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一、教学内容

1．平面点集

2．多元函数的概念

3．多元函数的极限

4．多元函数的连续性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二元函数的概念，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

2．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

3．了解有界闭区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第二节 偏导数

一、教学内容

1．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

2．高阶偏导数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二元函数偏导数的概念。

2．会求偏导数。

3．了解二元函数连续与偏导数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全微分

一、教学内容

全微分的定义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二元函数全微分的概念。

2．了解二元函数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第四节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一、教学内容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

2．会求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对于求由抽象函数构成的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只

要求作简单训练）。

第五节 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一、教学内容

1．一个方程的情形

2．方程组的情形

重点：二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数偏导数、全微分的概念，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一

个方程或由两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确定的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多元函数微分学的

几何应用，二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

难点：二元函数的极限概念，二元函数全微分的概念，二元函数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与

充分条件，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由两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确定的隐函数的一

阶偏导数，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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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基本要求

会求一个方程或由两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确定的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对用雅可比

行列式表示的偏导数公式不作要求）。

第六节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几何应用

一、教学内容

1．一元向量值函数及其导数

2．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

3．曲面的切平面与发现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一元向量值函数及其导数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2．了解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以及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并会求它们的方程。

第七节 方向导数与梯度

一、教学内容

1．方向导数

2．梯度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第八节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一、教学内容

1．多元函数的极值及最大值与最小值

2．条件极值 拉格朗日乘数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二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

2．了解二元函数取得极值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3．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

4．了解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5．会求解较简单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第十章 重积分

第一节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教学内容

1．二重积分的概念

2．二重积分的性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

2．了解重积分的性质。

第二节 二重积分的计算法

一、教学内容

1．利用直角坐标计算二重积分

2．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

二、教学基本要求

重点：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难点：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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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

第三节 三重积分

一、教学内容

1．三重积分的概念

2．三重积分的计算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三重积分的概念。

2．会计算简单的三重积分（直角坐标、柱面坐标）。

第四节 重积分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

1．曲面的面积

2．质心

3．转动惯量

4．引力

二、教学基本要求

会用元素法建立某些简单的几何量和物理量（如曲面面积、质心、转动惯量和引力

等）的重积分表达式，并进行计算。

第十一章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

第一节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一、教学内容

1．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2．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

2．了解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性质。

3．会计算对弧长的曲线积分（对于空间曲线积分的计算只要求作简单训练）。

第二节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一、教学内容

1．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2．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法

3．两类曲线积分之间的联系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

2．了解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性质。

3．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关系。

4．会计算对坐标的曲线积分（对于空间曲线积分的计算只要求作简单训练）。

第三节 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重点：对弧长的曲线积分、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格林公式，第二类平面曲线

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对面积的曲面积分、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

难点：格林公式，两类曲线积分、两类曲面积分的计算。了解科学技术问题中建立重积分

与曲线、曲面积分表达式的元素法（微元法）的思想，会建立某些简单几何量和物

理量的积分表达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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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

1．格林公式

2．平面上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

3．二元函数的全微分求积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格林公式。

2．了解第二类平面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以及第二类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物

理意义。

第四节 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一、教学内容

1．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2．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的计算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第五节 对坐标的曲面积分

一、教学内容

1．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2．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计算法

3．两类曲面积分之间的联系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与对面积的曲面积分的相互联系及计算方法。

第六节 高斯公式 通量与散度

一、教学内容

高斯公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高斯公式。

第七节 斯托克斯公式 环流量与旋度

一、教学内容

斯托克斯公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斯托克斯公式（利用斯托克斯公式计算空间曲线积分不作要求）。

第十二章 无穷级数

第一节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一、教学内容

1．常数项级数的概念

2．收敛级数的基本性质

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

重点：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幂级数收敛

区间的求法，函数展开成幂级数，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难点：正项级数的审敛法，幂级数收敛区间的求法，函数展开成幂级数，函数展开为傅里

叶级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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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

一、教学内容

1．正项级数及其审敛法

2．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

3．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以及几何级数与 p –级数的敛散性，掌握正项级数的比

值审敛法。

2．了解交错级数的莱布尼茨定理。

3．了解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及其与收敛的关系。

第三节 幂级数

一、教学内容

1．函数项级数的概念

2．幂级数及其收敛性

3．幂级数的运算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的概念。

2．掌握简单幂级数收敛区间的求法（区间端点的收敛性不作要求）。

3．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一些基本性质（对求幂级数的和函数只要求作简单训

练）。

第四节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一、教学内容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二、教学基本要求

会利用函数 ex、 sin x、 cos x、  ln 1 x 与  1 x  的麦克劳林展开式将较简单的函

数展开成幂级数。

第五节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

1．近似计算

2．微分方程的幂级数解法

3．欧拉公式

二、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利用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进行近似计算的思想。

第六节 傅里叶级数

一、教学内容

1．三角级数 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

2．函数展开成傅里叶级数

3．正弦级数和余弦级数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用三角函数多项式逼近周期函数的思想。

2．了解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的狄利克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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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将定义在  ,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4．会将定义在  0,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正弦或余弦级数

第七节 一般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一、教学内容

周期为 2l的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二、教学基本要求

1．会将定义在  ,l l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2．会将定义在  0,l 上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正弦或余弦级数。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函数与极限 11 6 1 18 96
二 导数与微分 8 1 2 11 56

三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

数的应用
11 2 1 14 22

四 不定积分 11 1 1 13 56
五 定积分 6 2 8 46
六 定积分的应用 3 1 4 10
七 微分方程 10 2 12 34

八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

析几何
9 1 10 21

九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

其应用
22 1 2 25 33

十 重积分 12 1 4 17 29

十一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

分
15 1 5 21 26

十二 无穷级数 18 1 4 23 36

合计
13
6

8 6 26
17
6

485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第七版 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7月。

[2]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第七版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7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同济大学数学系．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同济·第七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8月。

[2]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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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龚昇．简明微积分（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月。

[4] 胡传孝．高等数学的问题、方法与结构．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7月。

[5] 李心灿．高等数学应用 205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1997年 8月。

八、其他说明

1．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开展对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

改革，突出数学思想方法的传授，加强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适当淡化运算技巧的训练，并

将教学改革的成果逐步吸收到教学中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逐步实

现教学内容的现代化；要加强不同数学分支间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进行课程和内容的重

组。

2．各专业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努力创造条件，开设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数学建模

与数学实验课程，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突出建模、实验方法的创新能力培育。

3．应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课外学习时间，课内外学时比建议为 1:2。习题课是实现教学基

本要求的一个重要环节，学时应不少于总学时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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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1B》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1B) ）

执 笔 者：邓奋发

审 核 人：黄国顺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食品、经济、生命科学、管理类各专业

开课单位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8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28 ，其中：实验（实训）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概率与数理统计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也是学习现代经

济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对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能力也有重要意义。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微积分与常微分方程的基本知识及必要的基础

理论和常用的计算方法。培养学生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及自

学能力。使学生能运用这些方法获得从事现代经济管理和分析解决经济管理问题必须具备的

基础知识。并为今后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及后续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奠定必要

的数学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知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 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所需的数

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

表达、分析应用领域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基本原

理运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选择正确、

可用的数学模型并对模型的正确性进行

论证和求解。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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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考核学生对本课程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并具备一定的应用能力

（二）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考勤+期末考试：0.25+0.05+0.70。考试资格还要遵照学生守则。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

第一节 映射与函数

一、了解映射概念以及单射、满射、双射、逆映射、复合映射等概念。

二、理解函数概念，了解其有界性、单调性、奇偶性、周期性。

三、会建立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第二节 数列的极限

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

第三节 函数的极限

理解函数的两种概念：ε-X 和ε-δ定义

第四节 无穷小与无穷大

了解无穷小与无穷大的概念，会用无穷小的运算法则。

第五节 极限运算法则

掌握极限的运算法则。

第六节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会用两个重要极限计算某些极限

第七节 无穷小的比较

一、了解高阶、等价无穷小等概念。

二、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第八节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一、理解函数在一点和在区间上连续的概念

二、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了解函数间断点的类型

三、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第九节 连续函数的运算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一、了解复合函数的连续性

二、了解初等函数连续性定理

第十节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一、了解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定理

二、了解零点定理与介值定理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重点：根限概念，无穷小量，极限的四则运算，函数的连续性

难点：极限的定义，函数的一致连续性概念。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由方程所确定的隐函数的一阶导

数。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隐函数的求导，微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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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数概念

一、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导数的几何意义，能用导数描述一些几何量

二、了解函数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函数的求导法则

一、掌握导数的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二、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三、了解分段函数的导数

第三节 高阶导数

一、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计算

二、了解函数 n阶导数的计算

第四节 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相关变化率

一、掌握隐函数的一阶导数，了解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二、了解隐函数的二阶导数，了解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的相关变化率问题

第五节 函数的微分

一、了解微分的概念，掌握函数微分的计算

二、了解微分的有理运算法则及微分形式不变性

三、了解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第一节 微分中值定理

一、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二、会用中值定理证明简单等式或不等式

第二节 洛比达法则

一、掌握计算“
0
0
”、 “




”型未定式的极限

二、会计算“ 0 ”、“  ”型未定式的极限

三、了解“
00 ”、“

0 ”等未定式极限的计算

第四节 函数的单调性与曲线的凹凸性

一、熟悉判断函数单调性的方法

二、掌握函数图形的凹凸性判判定，会求拐点。

第五节 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

一、理解函数极值的概念，掌握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二、会求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值，会求解简单实际应用中的最值问题

第六节 函数图形的描绘

了解渐近线的求法，了解作函数的图形的方法

重点：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极值，函数的单调性判定和求极值

的方法，函数图形的凹凸性，求解最值方面的应用问题。

难点：求不定式极限的方法，应用中值定理证明等式和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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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定积分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

二、掌握基本积分公式和不定积分运算法则

第二节 换元积分法

掌握第一换元积分法，会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第三节 分部积分法

熟悉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公式，掌握不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第五章 定积分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了解定积分的概念，熟悉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二、了解定积分的基本性质，了解积分中值定理

第二节 微积分基本公式

一、了解积分上限的函数的概念及性质

二、了解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的推导，掌握不定积分的直接积分法

第三节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一、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

二、掌握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反常积分

一、了解反常积分的概念，会无穷限反常积分的计算

二、了解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的计算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

第一节 定积分的元素法

了解定积分的元素法（微元法）思想

第二节 定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

一、掌握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会计算旋转体的体积

二、了解用定积分计算平行截面面积为已知的立体体积

第三节 定积分在物理学上的应用

了解利用定积分求解简单的应用问题

第七章 微分方程

重点：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基本积分公式，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

难点：原函数的概念换元积分法，有理函数不定积分的计算

重点：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定积分的计算。

难点：变上限函数的求导，反常积分敛散性的判断与计算。

重点：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

难点：元素法（微元法）思想，旋转体的体积，平行截面面积为已知的立体体积

重点：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及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难点： ),( yxfy  与 ),( yyfy  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求解微分方程的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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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熟悉微分方程、解、通解，了解初值条件和特解等概念

第二节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掌握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四节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了解常数变异法

二、掌握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五节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一、掌握解    ny f x 型微分方程

二、会解  ,y f x y  ，  ,y f y y  型微分方程

第六节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理解二阶线性齐次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定理

二、理解二阶线性非齐次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定理

第七节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熟悉特征方程、特征根的概念

二、掌握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八节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会求自由项为 )()( xPexf m
x 型的常系数非齐次线性方程的特解和通解

二、了解自由项为 ]sin)(cos)([)( xxPxxPexf nm
x   型的常系数非齐次线性方程特

解的求法

第八章 向量代数及空间解析几何

第一节 向量代数及其线性运算

一、了解向量的概念，熟悉空间直角坐标系、点的坐标的概念

二、掌握空间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第三节 平面及其方程

了解空间平面的一般方程，会特殊平面方程的确定

第五节 曲面及其方程

一、了解曲面及其方程的概念

二、了解旋转曲面和柱面等常用二次曲面方程及其图形

第六节 空间曲线及方程

了解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

第九章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重点：空间直角坐标系，空间两点间的距离，二次曲面方程的概念，空间平面的一般方程

特殊平面方程的确定，常用的二次曲面的方程和图形。

难点：平面方程的确定，空间曲线，常用的二次曲面的方程和图形。

重点：多元函数的概念，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复合函数—阶偏导数的求法，多元函数

极值和条件极值的概念。

难点：求复合函数的高阶偏导数与隐函数的偏导数，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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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一、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会求二元函数的定义域

二、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连续性等概念，以及有界闭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第二节 偏导数

一、了解偏导数的几何意义，掌握一阶、二阶偏导数的计算

二、了解偏导数的存在性与函数连续的关系

第三节 全微分

一、了解二元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函数全微分的计算

二、了解二元函数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三、了解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第四节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一、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

二、了解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的求法（对于求由抽象函数构成的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

只要求作简单训练）

第五节 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一、会求一个方程确定的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

二、了解一个方程确定的隐函数的二阶偏导数

第八节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一、理解二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了解拉格朗日乘数法。

二、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

第十节 最小二乘法

了解最小二乘法的原理，会解建立简单实际问题的经验公式（一元线性方程）

第十章 重积分

第一节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理解二重积分的性质。

第二节 二重积分的计算法

一、掌握直角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了解积分次序的交换

二、会坐标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

三、了解利用二重积分计算一些简单几何体的体积

第三节 三重积分的概念、性质及计算

一、了解三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二、会用三种坐标系计算三重积分

第四节 重积分的应用

会用元素法建立一些几何量和物理量的重积分表达式，并计算。

第十一章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

第一节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第一类曲线积分）

一、理解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了解其性质

二、会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重点：利用直角坐标系和极角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曲面的面积。

难点：交换二次积分的积分次序，利用极角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重点：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的计算，格林公式的应用。

难点：第二类曲线积分的计算，第二曲面积分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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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算一些几何量或物理量，如柱面面积、工件的质量、质心和转动惯量等

第二节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第二类曲线积分）

一、理解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

二、会计算对曲线积分

第三节 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一、掌握格林公式

二、会使用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的条件计算曲线积分

第四、五节 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性质及计算法

一、了解两类曲面积分的概念、性质

二、掌握两类曲面积分的计算

第六、七节 高斯公式和斯托克斯公式

一、了解高斯公式和斯托克斯公式

二、会用高斯公式计算第二类曲面积分

第十二章 无穷级数

第一节 常数项级数及性质

一、理解常数项级数收敛、发散及级数求和的概念

二、了解收敛级数的性质

三、掌握几何级数收敛发散的条件、知道调和级数是发散的

第二节 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

一、了解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

二、了解 P-级数的敛散性，并应用于判断某些正项级数的敛散性

三、掌握正项级数的比值判别法

四、掌握莱布尼兹审敛法判断交错级数的敛散性

五、了解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概念，并会判断它们

第三节 幂级数

一、掌握幂级数的收敛半径和收敛域的求法

二、了解幂函数的四则运算、和函数的性质，并会求简单幂函数是和函数

第四、五节 函数展开成幂函数及其应用

一、了解函数展开为幂级数的充要条件及幂级数展开式的唯一性

二、记住一些函数的麦克劳林展开式，并会用间接法把一些简单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三、了解函数的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第七、八节 傅里叶级数与一般周期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一、了解傅里叶级数的概念

二、会将周期为 2π的函数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三、知道奇延拓、偶延拓的概念，会将一些函数延拓后展开为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讲授法、设疑讨论式法或案例教学等，计算类多使用板书、理论类多使用多媒体课件等。

重点：级数的基本性质和收敛的必要条件，正项级数的比较、比值、根值判别法，交错级

数的莱布尼兹判别法，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收敛域，麦克劳林展开式，傅里叶

级数等。

难点：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与和函数，泰勒级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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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函数与极限 11 1 12 36
二 导数与微分 9 1 10 42

三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

数的应用
9

1 10 30

四 不定积分 7 1 8 28
五 定积分 7 1 8 26
六 定积分的应用 5 1 6 18
七 微分方程 7 3 10 26

八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

析几何

1
0

2 12 20

九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

其应用

12 2 14 40

十 重积分 9 1 10 20

十一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

分

1
0

2 12 26

十二 无穷级数 12 4 16 32
合计 108 20 128 344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第七版 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2]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第七版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二）参考资料

[1]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附册·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
[2] 瞿晓鸿，刘晓莉，宋春玲，杨勇．高等数学 (上)．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1
[3] 瞿晓鸿，冯莹莹．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提高(上)．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8
[4] 刘晓莉，瞿晓鸿，宋春玲，杨勇．高等数学 (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2
[5] 刘晓莉，冯莹莹，陈剑，熊彦．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提高(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2
[6] 谢季坚等．大学数学（微积分在生命科学、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6
[7] 易昆南．基于数学建模的数学实验．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8

八、其他说明

教学环节中，第一章至第七章为上学期所学，故第七章习题课多了两节是总复习，而下

学期是第八至第十二章，最后一章也多了两节习题课是总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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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1C》课程教学大纲

（Advanced Mathematics 1C）

执 笔 者：刘晓莉

审 核 人：黄国顺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适用于需要微积分的专业

开课单位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6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96，其中：实验（实训） 0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高等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农林牧医、经济管理、人文类等本科各专业重要的公共

基础课，是为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质量人才服务的。本课程主要有

一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空间解析几何简介、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以及常微分方程等

内容。

本课程主要使学生通过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

分、定积分、常微分方程、空间解析几何简介、多元函数微法及其应用与二重积分等知识点

的学习，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基本运算与分析方法，接受分析、演绎、

辨别、归纳等科学素质的训练，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断能力以及一定的运用数

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科学素养和自学能力，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

科学技术知识奠定必要的基础，为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支撑。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

相关的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应用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

指标点 1-1. 具有解决工程问题

所需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及其

应用能力。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应

用领域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

学基本原理运用于工程问题的表

述。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

选择正确、可用的数学模型并对

模型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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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对本课程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以期末考试为主，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卷面总分为 100分。试题主要分为

选择题、填空题和解答题等题型。选择题为单项选择题（四选一），占总分 15%左右；填空

题只要求直接填写结果，占总分 15%左右；解答题则要求写出解题演算步骤或推证过程，占

总分 70%左右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主要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

第一节 函数

一、讲授内容

（一）集合的概念，区间和邻域

（二）函数的概念，函数的几种特性（有界性、单调性、奇偶性和周期性）

（三）反函数与复合函数

（四）基本初等函数与图形

（五）初等函数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区间和邻域，掌握函数的概念，了解分段函数

（二）熟悉函数的有界性，了解函数的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

（三）了解反函数、复合函数和初等函数的概念，理解复合函数的复合过程

（四）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定义域及其图形，了解初等函数

（五）会建立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第二节 数列的极限

一、讲授内容

（一）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

（二）数列极限的精确定义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

（二）了解数列极限的 N  定义（不要求学生会做给出 求 N的习题）

第三节 函数的极限

一、讲授内容

（一）函数极限的定义

（二）函数极限的性质

重点：建立函数关系，复合函数概念，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极限四则运算法则，

两个重要极限，连续概念。

难点：极限的 “   ”定义，函数间断点和连续性的判定，利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引导启发式法等，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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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自变量趋于有限值时函数极限的定义，理解单侧极限的概念

（二）了解自变量趋于无穷大时函数极限的定义

（三）了解函数极限的性质

第四节 无穷小与无穷大

一、讲授内容

（一）无穷小

（二）无穷大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无穷小的概念

（二）理解无穷大的概念，掌握无穷小与无穷大之间的关系

第五节 极限运算法则

一、讲授内容

（一）极限运算法则

（二）复合函数极限运算法则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极限的有理运算法则和计算方法

（二）会用变量代换求简单复合函数的极限

第六节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一、讲授内容

（一）极限存在准则

（二）两个重要极限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熟悉两个重要极限公式

（二）掌握应用两个重要极限公式求解函数极限

第七节 无穷小的比较

一、讲授内容

（一）无穷小比较的定义

（二）等价无穷小的性质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高阶无穷小和等价无穷小的概念

（二）会利用等价无穷小替换求解函数极限

第八节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一、讲授内容

（一）函数的连续性

（二）函数的间断点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函数在一点以及在区间上连续的概念

（二）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会函数间断点类型的判定

第九节 连续函数的运算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一、讲授内容

（一）函数的和、差、积、商的连续性

（二）复合函数的连续性

（三）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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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连续函数和、差、积、商的连续性

（二）了解复合函数的连续性

（三）了解初等函数连续性定理，会利用初等函数连续性求解函数极限

第十节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一、讲授内容

最大值最小值定理，零点定理，介值定理

二、具体要求

（一）会求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

（二）了解零点定理与介值定理，会运用零点定理求解一些简单问题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第一节 导数概念

一、讲授内容

（一）导数产生的实际背景

（二）导数的定义

（三）左、右导数的一般概念

（四）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导数的几何意义

（二）了解函数的左、右导数，了解函数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函数的求导法则

一、讲授内容

（一）函数的和、差、积、商求导法则

（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三）基本求导法则与导数公式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导数的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二）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掌握函数的求导

（三）了解分段函数的导数

第三节 高阶导数

一、讲授内容

（一）高阶导数的概念

（二）高阶导数的计算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二阶导数的计算

（二）了解函数 n阶导数的计算

第四节 隐函数的导数以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有理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基本初等函数的

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隐函数的导数，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的一阶导数。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隐函数的求导，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二阶导数，微分

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等，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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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授内容

（一）隐函数的导数

（二）对数求导法

（三）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隐函数的一阶导数计算，掌握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求导

（二）了解隐函数的二阶导数，了解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中的相关变化率问题

第五节 函数的微分及其应用

一、讲授内容

（一）微分的定义

（二）微分的几何意义

（三）函数的微分法则

（四）复合函数的微分法则

（五）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微分的概念，掌握函数微分的计算

（二）了解微分的有理运算法则及复合函数的微分法则

（三）了解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第一节 微分中值定理

一、讲授内容

（一）罗尔定理

（二）拉格朗日定理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了解柯西中值定理

（二）会用定理和推论证明一些简单等式或不等式

第二节 洛比达法则

一、讲授内容

（一）“
0
0
”与“




”型未定式

（二）其他类型的未定式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
0
0
”、 “




”型未定式极限的计算

（二）会“ 0 ”、“  ”型未定式极限的计算

（三）了解“
00 ”、“

0 ”等未定式极限的计算

重点：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洛必达法则，函数的单调性判定和求极值的方法，函数

图形的凹凸性，求解最值方面的应用问题。

难点：求不定式的极限，应用中值定理证明等式和不等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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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一、讲授内容

（一）函数单调性的判定法

（二）函数极值的检验法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函数极值的概念，掌握函数极值的求法

（二）掌握函数单调性的判定方法

第五节 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

一、讲授内容

（一）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值的求法

（二）实际问题的最值的求法

二、具体要求

（一）会求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最值，会求解简单实际应用中的最值问题

第六节 曲线的凹凸性

（一）曲线凹凸性的定义

（二）曲线凹凸性的判定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二）掌握函数图形凹凸性的判定，会求拐点

第七节 函数图形的描绘

一、讲授内容

（一）渐近线

（二）函数作图

二、具体要求

（一）会求函数图形的渐近线

（二）了解函数图形的作法，会描绘一些简单函数的图形

第四章 不定积分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讲授内容

（一）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二）基本积分表

（三）不定积分的性质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

（二）掌握基本积分公式和不定积分运算法则

第二节 换元积分法

一、讲授内容

（一）第一类换元积分法

（二）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重点：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不定积分基本积分公式，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分部

积分法。

难点：原函数的概念，换元积分法，有理函数的积分。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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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要求

掌握第一换元积分法以及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第三节 分部积分法

一、讲授内容

（一）分部积分公式

（二）分部积分法

二、具体要求

熟悉分部积分公式，掌握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几种特殊类型函数的积分

一、讲授内容

有理函数的积分

二、具体要求

会简单有理函数的不定积分计算

第五章 定积分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讲授内容

（一）定积分问题举例

（二）定积分的定义

（三）定积分的性质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定积分的概念，熟悉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二）理解定积分的基本性质，了解积分中值定理

第二节 微积分基本公式

一、讲授内容

（一）变速直线运动中位置函数与速度函数之间的联系

（二）积分上限函数及其导数

（三）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积分上限函数的概念及其性质

（二）了解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的推导，掌握不定积分的直接积分法。

第三节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一、讲授内容

（一）定积分的换元法

（二）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二、具体要求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反常积分

一、讲授内容

（一）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二）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

重点：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定积分的几何意义，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定积分的计算。

难点：定积分的概念，积分上限的函数及其导数，反常积分敛散性的判断与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等，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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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要求

了解两类反常积分及其收敛性的概念，会计算一些简单的反常积分。

第六章 不定积分

第一节 定积分的元素法

一、讲授内容

定积分的元素法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定积分的元素法思想

（二）会建立某些简单几何量的积分表达式。

第二节 定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

一、讲授内容

（一）平面图形的面积（直角坐标情形，极坐标情形）

（二）体积（旋转体，平行截面面积为已知的立体）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以及旋转体的体积

（二）了解平行截面面积为已知立体的体积的计算

第七章 微分方程

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一、讲授内容

（一）微分方程的定义，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二、具体要求

熟悉微分方程的阶、解、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概念

第二节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一、讲授内容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二、具体要求

掌握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四节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讲授内容

（一）线性微分方程的概念

（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二、具体要求

了解常数变异法，会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重点：定积分的元素法，平面图形的面积，旋转体的体积

难点：定积分元素法（微元法）思想，旋转体的体积，平行截面面积为已知的立体体积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等，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重点：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解法，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

结构，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难点： ),( yxfy  与 ),( yyfy  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求解微分方程的应用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等，使用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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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一、讲授内容

（一） )()( xfy n  型的微分方程

（二） ),( yxfy  型的微分方程

（三） ),( yyfy  型的微分方程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    ny f x 型微分方程的解法

（二）会  ,y f x y  ，  ,y f y y  型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六节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

一、讲授内容

（一）高阶线性微分方程的定义

（二）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定理

二、具体要求

理解二阶线性齐次和非齐次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定理

第七节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讲授内容

（一）特征方程、特征根的概念

（二）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特征方程、特征根的概念，会求特征根

（二）掌握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八节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讲授内容

)()( xPexf m
x 型常系数非齐次线性方程

二、具体要求

会求自由项为 )()( xPexf m
x 型的常系数非齐次线性方程的特解和通解

第八章 向量代数及空间解析几何

第一节 空间直角坐标系与曲面方程的概念

一、讲授内容

（一）空间直角坐标系，空间两点间的距离

（二）曲面方程的概念

二、具体要求

（一）熟悉空间直角坐标系、点的坐标的概念

重点：空间直角坐标系，空间两点间的距离，二次曲面方程的概念，空间平面的一般方程

特殊平面方程的确定，常用的二次曲面的方程及图形。

难点：平面方程的确定，空间曲线，常用的二次曲面的方程和图形。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使用板书加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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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曲面方程的概念，掌握空间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第四节 空间中的平面与直线

一、讲授内容

（一）空间平面的一般方程

（二）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空间平面的一般方程，会特殊平面方程的确定

（二）了解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

第五节 曲面及其方程

一、讲授内容

（一）旋转曲面，柱面

（二）二次曲面方程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旋转曲面和柱面

（二）了解常用的二次曲面方程及其图形

第九章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第一节 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一、讲授内容

（一）平面点集，多元函数的概念

（二）多元函数的极限

（三）多元函数的连续性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会求二元函数的定义域

（二）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连续性的概念

第二节 偏导数

一、讲授内容

（一）偏导数的概念，偏导数的几何意义

（二）高阶偏导数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偏导数的定义，了解偏导数的几何意义

（二）掌握一阶、二阶偏导数的计算

（三）了解偏导数的存在性与函数连续的关系

第三节 全微分

一、讲授内容

（一）全微分的定义

（二）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二、具体要求

（一）熟悉二元函数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函数全微分的计算

重点：二元函数的概念，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复合函数—阶偏导数的求法，

一个方程确定的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二元函数极值和条件极值的概念。

难点：求复合函数的高阶偏导数，一个方程确定的隐函数的偏导数，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

日乘数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设疑讨论式法等，使用板书加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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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全微分在近似计算中的应用

第四节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一、讲授内容

（一）一元函数与多元函数复合的情形

（二）多元函数与多元函数复合的情形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

（二）了解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的求法（对于求由抽象函数构成的复合函数的二阶偏

导数，只要求作简单训练）

第五节 隐函数的微分法

一、讲授内容

由一个方程所确定的隐函数及其微分法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由一个方程所确定的隐函数的一阶偏导数的计算

（二）了解一个方程确定的隐函数的二阶偏导数的计算

第七节 多元函数的极值问题

一、讲授内容

（一）多元函数的极值及最大值与最小值

（二）条件极值，拉格朗日乘数法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二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了解拉格朗日乘数法

（二）会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

第八节 最小二乘法

一、讲授内容

最小二乘法原理

二、具体要求

了解最小二乘法的原理，会建立简单实际问题的经验公式（一元线性方程）

第十章 重积分

第一节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一、讲授内容

（一）引例，二重积分的概念

（二）二重积分的性质

二、具体要求

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第二节 二重积分的计算法

一、讲授内容

（一）利用直角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二）利用极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积分次序的交换，掌握直角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

重点：利用直角坐标系和极角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难点：交换二次积分的积分次序，利用极角坐标系计算二重积分。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讲授法、引导启发式法等，使用板书加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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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极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算

（三）了解利用二重积分计算简单几何体的体积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函数与极限 17 3 20 64
二 导数与微分 8 2 10 46
三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

数的应用
10 2 12 30

四 不定积分 7 1 8 48
五 定积分 7 1 8 36
六 定积分的应用 5 1 6 12
七 微分方程 8 2 10 36

八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

析几何
2 0 2 8

九
多元函数微分法及

其应用
10 2 12 40

十 重积分 7 1 8 20
合计 81 15 96 34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暂定）

[1] 瞿晓鸿，刘晓莉，宋春玲，杨勇．高等数学 (上)．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1
[2] 刘晓莉，瞿晓鸿，宋春玲，杨勇．高等数学 (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2
（二）参考资料

[1] 瞿晓鸿，冯莹莹．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提高(上)．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8
[2] 刘晓莉，冯莹莹，陈剑，熊彦．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提高(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2
[3] 同济大学数学系．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8
[4]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第七版 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5] 同济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第七版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6] 谢季坚等．大学数学（微积分在生命科学、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9.6
[7] 易昆南．基于数学建模的数学实验．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8

八、其他说明

（一）本课程大纲中，具体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熟悉”等词表述，要求

较低的内容用“了解”、“会”等词表述。

（二）本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习题课，学生自学、预习，答疑

等。建议课内、课外学时比例基本达到 1：1.5，以保证预习、复习时间；在能覆盖重要知

识点的前提下，可作适当增减每章的作业题量。

（三）由于本课程是一门公共课，学生所属专业较多，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具体专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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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加强部分内容的教学；也可灵活安排讨论课或课外实践，如数学建模教学、数学实验等，

加强学生应用数学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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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

执 笔 者：熊彦

审 核 人：黄国顺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本科理工（数学专业除外）、经管类各专业

开课单位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56 ，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 理工、经管类专业课程

二、课程简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学科。它以随机

现象为研究对象,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在金融、保险、经济与企业管理、工农业生产、医学、

地质学、气象与自然灾害预报等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

及功能强大的统计软件和数学软件的开发，这门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不仅形成了结构

宏大的理论，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教育管理部门

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列为理工、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

课程内容包括概率法则、概率的公理定义、条件概率、事件的独立性、贝叶斯定理、离散型

和连续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概率密度函数、分布函数、联合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的函数、

期望与方差、协方差与相关系数、二项分布、超几何分布、普哇松分布、指数分布、正态分

布、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样本分布、包括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参数估计、一个总体的

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两个总体的统计推断技术。

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本原理，并能运用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教学中注重演绎推理和统计归纳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和综合素质

的目的。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

识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应用

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 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所需的

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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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

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

达、分析应用领域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基本

原理运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选择正

确、可用的数学模型并对模型的正确性

进行论证和求解。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 30%+考试成绩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概率论基本概念

第一节 随机试验

一、主要内容

（1） 随机现象

（2） 随机试验

二、具体要求

（1） 理解随机现象

（2） 理解随机试验

第二节 样本空间与随机事件

一、主要内容

（1） 样本空间

（2） 随机事件

（3） 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

（4） 随机事件的运算

二、具体要求

（1） 理解随机事件与集合的关联

（2） 掌握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和运算

第三节 频率与概率

一、主要内容

（1） 频率的概念

（2） 概率的概念。

二、具体要求

（1） 理解频率的稳定性

（2） 掌握概率的概念

重点：样本空间与随机事件

难点：概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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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

第四节 古典概型

一、主要内容

（1） 古典概型的概念

（2） 古典概型的计算

二、具体要求

（1） 掌握常见的古典概型的计算

（2） 运用计算公式求解古典概型问题

第五节 条件概率和独立性

1. 教学内容

（1） 条件概率公式

（2） 乘法公式

（3） 独立性概念。

2. 具体要求

（1） 掌握条件概率计算

（2） 掌握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逆概率公式

（3） 理解独立性，能运用独立性概念求解概率问题

第二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第一节 随机变量

一、主要内容

（1） 随机变量的概念

二、具体要求

（1）理解随机变量概念

第二节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律

1、主要内容

a) 离散型随机变量概念

b)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

c) 常见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2、教学要求

a) 理解随机随机变量概念

b) 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的求法

c) 掌握常用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第三节 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一、主要内容

（1） 分布函数概念

（2） 分布函数的求法

二、具体要求

（1） 理解分布律与分布函数的关系

（2） 掌握用分布律求分布函数

（3） 会利用分布律或分布函数求概率问题。

第四节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密度函数

1 主要内容

重点：随机变量的分布

难点：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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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续型随机变量概念

（2）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

（3） 常用连续型随机变量。

2 具体要求

（1） 掌握密度函数与分布函数的关系

（2） 会从分布函数或密度函数的一个求另一个

（3） 掌握常用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

（4） 掌握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性质

第五节 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1． 主要内容

（1）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及其求法

2． 具体要求

（1） 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律求法

（2） 掌握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密度函数的求法（两种方法）。

第三章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第一节 二维随机变量

1. 主要内容

（1）二维随机变量的概念

2. 具体要求

（1）理解二维随机变量

第二节 边缘分布

1. 主要内容

（1） 二维联合分布

（2） 边缘分布。

2. 具体要求

（1） 掌握离散型联合分布律与边缘分布律的关系

（2） 会通过联合分布律求边缘分布律

（3） 通过联合概率密度求边缘概率密度

第三节 条件分布

1. 主要内容

（1） 条件分布概念及其求法

2. 具体要求

（1） 理解联合分布与条件分布的关系

（2） 会通过联合分布律求条件分布律

（3） 会通过联合概率密度求条件概率密度

第四节 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一、主要内容

（1） 相互独立随机变量的概念

2． 具体要求

（1） 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与联合分布之间的关系

（2） 会利用独立性求解问题

第五节 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重点：二维随机变量的分布

难点：边缘分布和条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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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内容

（1） 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2） 和的分布

（3） 商的分布

（4） 最大最小函数的分布。

2．具体要求

（1） 掌握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的求法

（2） 会用卷积公式求和的分布

（3） 会求商函数、最大最小函数的分布

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第一节 数学期望

一、主要内容

（1） 数学期望概念与计算

2. 具体要求

（1）会求离散型随便变量的数学期望

（2）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3）掌握常见分布的数学期望

（4）掌握数学期望的性质

第二节 方差

一、主要内容

（1）方差概念与计算。

二、具体要求

（1） 会求离散型随便变量的方差

（2）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方差

（3） 掌握常见分布的方差

（4） 掌握方差的性质

第三节 协方差相关系数

一、主要内容

（1） 协方差

（2） 相关概念与计算

二、具体要求

（1） 会求两个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协方差和相关系数

（2） 掌握两个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协方差和相关系数的求法

（3） 掌握协方差和相关系数的性质

第四节 矩、协方差矩阵

1 主要内容

（1）矩和协方差矩阵的概念

2 具体要求

（1） 理解均的概念

（2） 了解协方差矩阵

重点：各类数字特征

难点：方差、协方差与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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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第一节 大数定律

一、主要内容

（1） 伯努利大数定律

（2） 辛钦大数定律。

二、具体要求

（1） 理解大数定律的背景和含义

（2） 了解几类收敛

（3） 了解大数定律的证明

第二节 中心极限定理

1. 主要内容

（1）中心极限定理及其应用

2. 具体要求

（1） 理解中心极限定理

（2） 会在样本量较大的情况下，运用中心极限求解概率问题

第六章 样本及抽样分布

第一节 随机样本

一、主要内容

（1） 数理统计的基本方法论

（2） 总体

（3） 随机样本

二、具体要求

（1） 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方法

（2） 理解总体和样本的关联

第三节 抽样分布

1. 主要内容

（1） 几类常见的分布包括卡方分布，t分布，F分布

（2） 抽样分布定理

2. 具体要求

（1）掌握基于正态总体的抽样分布

第七章 参数估计

第一节 点估计

1. 主要内容

（1） 点估计概念

（2） 点估计的两种方法。

2. 具体要求

（1） 掌握矩估计方法

（2） 掌握极大似然估计

重点：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难点：中心极限定理

重点：数理统计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

难点：抽样分布理论

重点：参数估计的理论与方法

难点：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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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估计量的评选标准

一、主要内容

（1） 无偏性

（2） 有效性

（3） 一致性

二、具体要求

（1） 理解三个评选标准

（2） 会用评选标准判断估计量的优劣

第三节 区间估计

一、主要内容

（1） 区间估计的概念

（2） 区间估计的步骤

二、教学要求

（1） 理解区间估计概念

（2） 掌握区间估计的步骤

第四节 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间估计（单侧与双侧）

1. 主要内容

（1） 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双侧区间估计

（2） 单侧区间估计

2. 教学要求

（1） 理解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估计的方法

（2） 会用区间估计的步骤，求出正态总体参数的双侧区间估计、单侧区间估计

第八章 假设检验

第一节 假设检验

一、主要内容

（1） 假设检验概念

（2） 假设检验的步骤

二、教学要求

（1） 理解假设检验概念

（2） 理解原假设、备择假设概念

（3） 掌握假设检验的步骤

第二节 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

一、主要内容

（1）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

二、教学要求

（1） 掌握正态总体均值检验的方法和步骤

（2） 会用均值假设检验的方法和步骤，解决随机试验和实际问题中的均值检验问题

第三节 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一、主要内容

（1）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二、具体要求

（1） 掌握正态总体方差检验的方法和步骤

重点：假设检验的理论与方法

难点：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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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用方差假设检验的方法和步骤，解决随机试验和实际问题中的方差检验问题。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主要采用教师讲授法，使用板书加多媒体课件辅助；

对参与校级优质课程教学改革教师，适当运用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方式，部分知识点配

合应用案例教学。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概率论基本概念 7 0 10
二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1 2 10
三 多元随机变量 11 1 10
四 数字特征 7 1 10
五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

限定理

4 0 5

六 样本与抽样分布 4 0 5
七 参数估计 4 0 10
八 假设检验 4 0 10

合计 52 4 7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08年。

[2] 王松桂，张忠占，程维虎，高旅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二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3] 苏敏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北京：铁道出版社，2010.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的习题主要包括教材课后的习题，对大部分较容易的题，由学生自主作业完成，少

部分中档以上习题，由教师在习题课上视学生的掌握情况进行讲解或讲课时穿插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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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大纲

（LinearAlgebra）

执 笔 者：蔡鸿杰

审 核 人：黄国顺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理学、工学

开课单位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0 ，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数值分析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行列式与矩阵的概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向量的内积、长度及其正交性，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二次型等

知识点。

线性代数的初始目的是为了求解线性方程组，然而由此发展出的一系列理论不仅是纯数

学和应用数学领域的重要工具，在物理、化学、工程、生物和经济等学科上也有着广泛的应

用。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初步接触数学的抽象化和公理化，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严格

推理的能力，以及归纳综合的思想；其次要掌握各个知识点，特别是矩阵的运算、初等变换，

方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计算，当下在工程领域有着广泛运用的数学软件 Matlab 就是以

矩阵为基本处理单元，所以学好这部分知识不管是为了进一步学习深造，还是进入社会工作

都是非常紧要的。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

相关的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应用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 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所

需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应

用能力。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应

用领域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

学基本原理运用于工程问题的表

述。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选

择正确、可用的数学模型并对模型

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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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是否掌握行列式与矩阵的概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向量的内积、长度及其正交性，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二次型等

知识点。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 = 平时成绩×30％ + 期末成绩×70％.

平时成绩包括点名、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等。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 1 章 行列式

第 1 节 二阶与三阶行列式

一、讲授内容

（一）二阶线性方程组与二阶行列式

（二）三阶行列式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二阶线性方程组的解、二阶行列式的定义与计算

（二）掌握三阶行列式的定义和计算

第 2 节 全排列和对换

一、讲授内容

（一） 排列及其逆序数

（二） 对换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全排列的概念，会计算其逆序数

（二）了解对换的概念及相关定理

第 3 节 n阶行列式的定义

一、讲授内容

（一） n阶行列式

（二） 上（下）三角形行列式

二、具体要求

（一） 掌握 n阶行列式的定义

（二） 掌握上（下）三角形行列式的计算方法

第 4 节 行列式的性质

一、讲授内容

（一） 行列式的基本性质

（二） 行列式的基本变换

二、具体要求

重点：行列式的计算、行列式的基本性质和展开法则

难点：行列式的展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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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掌握行列式的基本性质及简单推论

（二） 掌握行列式的基本变换，能用于计算低阶行列式

第 5 节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一、讲授内容

（一）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法则

（二） 范德蒙德行列式

二、具体要求

（一） 掌握行列式展开法则

（二） 理解范德蒙德行列式的结果

第 2 章 矩阵及其运算

第 1 节 线性方程组和矩阵

一、讲授内容

（一） 线性方程组

（二） 矩阵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和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定义

（二）掌握矩阵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

第 2 节 矩阵的运算

一、讲授内容

（一） 矩阵的加法

（二） 数与矩阵相乘

（三） 矩阵与矩阵相乘

（四） 矩阵的转置

（五） 方阵的行列式

二、具体要求

（一） 掌握矩阵的加法及相关运算规律

（二） 掌握矩阵的数乘及相关运算规律

（三） 掌握矩阵的乘法及相关运算规律

（四） 掌握矩阵的装置及相关运算规律

（五） 掌握方阵的行列式及相关运算规律

第 3 节 逆矩阵

一、讲授内容

（一） 逆矩阵的定义、性质和求法

（二） 逆矩阵的初步应用

二、具体要求

（一） 掌握逆矩阵的定义、性质，能用代数余子式来求逆矩阵

（二） 掌握用逆矩阵来求解简单的矩阵方程

第 4 节 克拉默法则

一、讲授内容

（一）克拉默法则

二、具体要求

重点：矩阵的运算、逆矩阵

难点：克拉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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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解克拉默法则的结论，能用于求解低阶线性方程组

第 5 节 矩阵分块法

一、讲授内容

（一） 分块矩阵

（二） 分块对角阵

二、具体要求

（一） 理解分块矩阵的定义及其运算规则

（二） 掌握分块对角阵的行列式计算和求逆

第 3 章 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性方程组

第 1 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

一、讲授内容

（一）矩阵的初等变换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的定义及操作，理解其相关性质

（二）掌握行阶梯形矩阵、行最简形矩阵的定义，及化简一般矩阵的变换技巧

（三）掌握用矩阵初等变换的方法来求解方阵的逆、矩阵方程组

第 2 节 矩阵的秩

一、讲授内容

（一）矩阵的秩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矩阵的秩的定义和基本性质

（二）掌握用初等行变换的方法来求矩阵的秩

第 3 节 线性方程组的解

一、讲授内容

（一）n元线性方程组的可解性定理

（二）n元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 n元线性方程组的可解性定理

（二）掌握用初等行变换的方法来求解线性方程组

第 4 章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第 1 节 向量组及其线性组合

一、讲授内容

（一）向量与向量组

（二）线性组合

（三）线性表示

（四）向量组的等价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向量与向量组的定义

重点：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的秩、线性方程组的可解性定理

难点：矩阵的秩

重点：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最大线性无关组、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

难点：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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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线性组合的定义

（三）掌握线性表示的定义，理解其相关定理

（四）掌握向量组等价的定义，理解其相关定理

第 2 节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一、讲授内容

（一）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定义，及其相关结论

（二）掌握用矩阵的秩来判断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方法

第 3 节 向量组的秩

一、讲授内容

（一）向量组的秩

（二）最大线性无关向量组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向量组的秩的定义，能用初等变换来求向量组的秩

（二）掌握最大线性无关向量组的定义，能用初等变换来求最大线性无关组

第 4 节 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

一、讲授内容

（一）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会求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非齐

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第 5 节 向量空间

一、讲授内容

（一）向量空间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向量空间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第 5 章 相似矩阵及二次型

第 1 节 向量的内积、长度及正交性

一、讲授内容

（一）向量的内积、长度及正交性

（二）施密特正交化

（三）正交矩阵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向量的内积、长度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和性质

（二）掌握施密特正交化方法

（三）掌握正交矩阵的定义及其相关性质

第 2 节 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一、讲授内容

（一）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二、具体要求

重点：施密特正交化方法、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正定二次型

难点：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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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定义，会求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二）掌握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基本性质

第 3 节 相似矩阵

一、讲授内容

（一）相似矩阵

（二）矩阵的对角化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相似矩阵的定义和性质

（二）掌握矩阵对角化的定义和实现过程

第 4 节 对称矩阵的对角化

一、讲授内容

（一）对称矩阵的对角化

二、具体要求

（一）理解对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有关结论

（二）掌握把对称矩阵正交对角化的方法

第 5 节 二次型及其标准形

一、讲授内容

（一）二次型

二、具体要求

（一）掌握二次型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二）掌握把二次型化为标准形的方法

第 7 节 正定二次型

一、讲授内容

（一）惯性定理与惯性指数

（二）正定二次型与负定二次型

二、具体要求

（一）了解惯性定理，掌握正（负）惯性指数的定义

（二）掌握正（负）定二次型的定义及相关性质，会判别正（负）定二次型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主要采用讲授法、板书与多媒体组合教学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行列式 6 0 0 0 0 2 8 10 各章的作业

题量可由任

课老师根据

实际需要调

整，以辅助

学生掌握相

应的知识点

为准。

2 矩阵及其运算 7 0 0 0 0 1 8 7
3 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

性方程组

6 0 0 0 0 1 7 10

4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5 0 0 0 0 2 7 6
5 相似矩阵及二次型 8 0 0 0 0 2 10 8

合计
32 0 0 0 0 8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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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同济大学数学系.工程数学 线性代数（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二）主要参考书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线性代数附册 学习辅导与习题全解（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年 12 月.

[2] 同济大学数学系.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

[3] 陈怡，梁建国，吴幼明. 线性代数（第一版）.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 年 1 月.

八、其他说明

习题课可用于讲解作业、典型例题，加强解题技巧的训练等。考虑到线性代数是一门公

共课，学生众多，在作业能覆盖重要知识点的前提下，作业题量可由各任课老师灵活决定，

以辅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为要。教学内容相符情况下，可更换符合教学对象专业需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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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公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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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1A》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s 1A）

执 笔 者：朱传云

审 核 人：谢嘉宁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交通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等

开课单位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8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28，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 各专业相关专业课

二、课程简述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物理学研究的

是物质的基本结构及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它是一门严格的、精密的基础科学。以物理学基

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本课程涉及力学、

热学、振动和波动、波动光学、电磁学、以及量子物理等物理知识。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掌

握必要的物理基础知识，在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各专业学生学习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是为培养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质量建设人才服务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全面

系统地获得自然界各种基本运动形式及其规律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使

学生在科学实验、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基本而系统的训练。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自学能力，并注

重培养学生具有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考核学生对物理学中概念的理解；（2）考核学生对基本物理规律的掌握；（3）考

核学生将分析问题的能力；（4）考核学生综合解决力学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考试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教考分离），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卷面考试成绩×70%+平时表现成绩（含考勤、作业、回答问题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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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重点：位置矢量的表示方法、速度、加速度概念

难点：变速圆周运动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质点运动的描述

一、参考系、质点

二、位置矢量、运动方程、位移

三、速度

四、加速度

第 2节 求解运动学问题举例

第 3节 圆周运动

一、圆周运动的角速度

二、匀速率圆周运动

三、变速圆周运动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四、角加速度匀变角加速运动

第 4节 相对运动

一、时间与空间

二、相对运动

第二章 牛顿定律

重点：牛顿运动定律的综合应用

难点：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牛顿定律

一、牛顿第一定律

二、牛顿第二定律

三、牛顿第三定律

第 2节 物理量的单位和量纲

第 3节 几种常见的力

一、万有引力

二、弹性力

三、摩擦力

第 4节 牛顿定律的应用举例

第三章 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重点：功的概念、几种常见力的功、势能、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功能原理。

难点：势能概念的理解。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一、冲量质点的动量定理

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第 2节 动量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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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动能定理

一、功

二、质点的动能定理

第 5节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势能

一、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做功的特点

二、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三、势能 势能曲线

第 6节 功能原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

一、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二、质点系的功能原理

三、机械能守恒定律

第 7节 碰撞

第 8节 能量守恒定律

第四章 刚体和流体的运动

重点：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难点：刚体转动惯量的计算、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刚体的定轴转动

一、刚体的平动与转动

二、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第 2节 力矩转动定律转动惯量

一、力矩

二、转动定律

第 3节 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定律

一、质点的角动量和刚体的角动量

二、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

三、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第 4节 力矩做功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一、力矩做功

二、力矩的功率

三、转动动能

四、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第五章 机械振动

重点：简谐振动方程的建立、相位的物理意义

难点：旋转矢量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简谐振动简谐振动的振幅、周期、频率和相位

一、简谐振动

二、振幅

三、周期频率

四、相位

五、常量 A和φ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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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 旋转矢量

第 3节 简谐振动的能量

第 4节 一维简谐振动的合成拍现象

一、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第六章 机械波

重点：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的干涉

难点：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机械波的形成波长周期和波速

一、机械波的形成

二、波长周期和波速

三、波线波面波前

第 2节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一、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二、波函数的物理含义

第 3节 波的能量声强级

一、波动能量的传播

第 4节 惠更斯原理波的干涉

一、惠更斯原理

二、波的干涉

第七章 气体动理论

重点：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的微观意义、理想气体的内能、三种统计速率涉

难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微观形式、理想气体的内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平衡态理想气体物态方程热力学第零定律

一、气体的状态参量

二、平衡态

三、理想气体物态方程

四、热力学第零定律

第 2节 物质的微观模型统计规律性

一、分子的线度和分子力

二、分子热运动的无序性及统计规律性

第 3节 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

一、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

二、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

第 4节 理想气体分子的平均平动动能与温度的关系

第 5节 能量均分定理 理想气体的内能

一、自由度

二、能量均分定理

三、理想气体的内能

第 6节 麦克斯韦气体分子速率分布律

一、麦克斯韦气体分子速率分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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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种统计速率

第 7节 分子平均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

第八章 热力学基础

重点：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的干涉

难点：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准静态过程功热量

一、准静态过程

二、功

三、热量

第 2节 内能 热力学第一定律

一、内能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第 3节 理想气体的等体过程和等压过程摩尔热容

一、等体过程摩尔定容热容

二、等压过程摩尔定压热容

第 4节 理想气体的等温过程和绝热过程

一、等温过程

二、绝热过程

三、绝热线和等温线

第 5节 循环过程卡诺循环

一、循环过程

二、热机和制冷机

三、卡诺循环

第 6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卡诺定理

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两种表述

二、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

三、卡诺定理

四、能量品质

第九章 静电场

重点：电场强度和电势概念、静电场的高斯定理

难点：高斯定理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电荷的量子化 电荷守恒定律

一、电荷的量子化

二、电荷守恒定律

第 2节 库仑定律

第 3节 电场强度

一、静电场

二、电场强度

三、点电荷的电场强度

四、电场强度叠加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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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电场强度通量 高斯定理

一、电场线

二、电场强度通量

三、高斯定理

四、高斯定理应用举例

第 5节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电势能

一、静电场力所做的功

二、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三、电势能

第 6节 电势

一、电势

二、点电荷电场的电势

三、电势的叠加原理

第 7节 电场强度与电势的微分关系

一、等势面

二、电场强度与电势的微分关系

第十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与电介质

重点：导体的静电平衡、电容器电容的计算方法

难点：静电场中导体的电荷分布、电容器的电容概念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

一、静电平衡条件

二、静电平衡时导体上电荷的分布

三、静电屏蔽

第 2节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一、电介质对电场的影响 相对电容率

二、电介质的极化

三、电介质中的电场强度 极化电荷与自由电荷的关系

第 3节 电位移 有电介质时的高斯定理

第 4节 电容

一、电容器 电容

二、电容器的并联和串联

第 5节 静电场的能量 能量密度

一、电容器的电能

二、静电场的能量 能量密度

第十一章 恒定磁场

重点：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

难点：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恒定电流 电流密度

第 2节 电源 电动势

第 3节 磁场 磁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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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毕奥-萨伐尔定律

一、毕奥-萨伐尔定律

二、毕奥-萨伐尔定律应用举例

三、磁矩

第 5节 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一、磁感线

二、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第 6节 安培环路定理

一、安培环路定理

二、安培环路定理应用举例

第 7节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

一、带电粒子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二、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举例

三、带电粒子在现代电磁场技术中的应用举例

第 8节 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一、安培力

二、磁场对载流线圈作用的力矩

第 9节 磁场中的磁介质

一、磁介质 磁化强度

二、磁介质中的安培环路定理 磁场强度

三、铁磁质

第十二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和电磁波

重点：电磁感应现象、电磁感应定律

难点：楞次定律、动生电动势的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电磁感应定律

一、电磁感应现象

二、电磁感应定律

三、楞次定律

第 2节 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一、动生电动势

二、感生电动势

三、涡电流

第 3节 自感和互感

一、自感电动势 自感

二、互感电动势 互感

第 4节 磁场的能量 磁场能量密度

第 5节 电磁振荡 电磁波

一、振荡电路 无阻尼自由电磁振荡

二、电磁波的产生与传播

三、真空中的平面电磁波及其特性

四、真空中电磁波的能量

五、电磁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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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波动光学

重点：杨氏双缝干涉，薄膜干涉，单缝衍射，圆孔衍射和衍射光栅

难点：杨氏双缝干涉，单缝衍射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相干光

一、光的相干性

二、相干光的获取

第 2节 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光程 劳埃德镜

一、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二、光程和光程差

三、劳埃德镜

第 3节 薄膜干涉

一、薄膜干涉的光程差

二、劈尖

三、牛顿环

第 4节 迈克耳孙干涉仪

一、迈克耳孙干涉仪

二、等倾干涉

第 5节 光的衍射

一、光的衍射现象

二、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三、菲涅耳衍射和夫琅禾费衍射

第 6节 单缝衍射

第 7节 圆孔衍射 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

第 8节 衍射光栅

一、光栅

二、光栅衍射条纹的形成

三、衍射光谱

第 9节 光的偏振性 马吕斯定律

一、自然光 偏振光

二、偏振片 起偏与检偏

三、马吕斯定律

第 10节 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第十五章 狭义相对论

重点：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难点：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伽利略变换式 经典力学相对性原理遇到的困难

一、伽利略变换式 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二、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

三、光速依赖于惯性参考系的选取吗？

第 2节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洛伦兹变换式

一、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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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洛伦兹变换式

第 3节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一、同时的相对性

二、长度的收缩

三、时间的延缓

第 4节 光的多普勒效应

第 5节 相对论性动量和能量

一、动量与速度的关系

二、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基本方程

三、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四、质能公式在原子核裂变和聚变中的应用

五、动量与能量的关系

第十六章 量子物理

重点：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光电效应规律，氢原子的波尔理论

难点：氢原子的波尔理论，实物粒子的二象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第 1节 黑体辐射 普朗克能量子假设

一、黑体 黑体辐射

二、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 维恩位移定律

三、黑体辐射的瑞利-金斯公式 经典物理的困难

四、普朗克假设 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

第 2节 光电效应 光的波粒二象性

一、光电效应实验的规律

二、光子 爱因斯坦方程

三、光电效应在近代技术中的应用

四、光的波粒二象性

第 3节 康普顿效应

第 4节 氢原子的玻尔理论

一、氢原子光谱的规律

二、卢瑟福的原子有核模型

三、氢原子的玻尔理论

四、氢原子玻尔理论的困难

第 5节 德布罗意波 实物粒子的二象性

一、德布罗意假设

二、德布罗意波的实验证明——G.P.汤姆孙电子衍射实验

三、应用举例

四、德布罗意波的统计解释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质点运动学 6 2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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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牛顿定律 4 1 1 6 4

三
动量守恒定律和能

量守恒定律
8 1 1 10 5

四 刚体转动 6 2 8 5

五 机械振动 4 2 6 4

六 机械波 6 1 2 9 4

七 气体动理论 4 2 6 2

八 热力学基础 8 1 2 11 4

第一学期 合 计 46 4 14 64 32

九 静电场 10 1 2 13 6

十
静电场中的导体与

电介质
6 1 2 9 4

十一 恒定磁场 10 1 2 13 6

十二
电磁感应 电磁场和

电磁波
3 1 5 2

十四 波动光学 10 1 2 13 7

十五 狭义相对论 3 1 4 2

十六 量子物理 6 2 10 5

第二学期 合 计 48 4 12 64 32

合计 94 8 26 128 64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教程（上、下）（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1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吴百诗主编.大学物理学基础（上、下）（第一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教程（第二版）学习指导（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 张三惠编著.大学基础物理学（上、下）（第二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 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上册）（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 张三慧．《大学物理学力学、电磁学》（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7] 张三慧．《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8]漆安慎，杜婵英．《普通物理学教程力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八、其他说明

（一）课程分两个学期完成，第一学期进行第 1、2、3、4、5、6、7、8章的学习，第

二学期进行第 9、10、11、12、14、15、16章的学习。

（二）*部分可灵活处理，视学生情况选讲或不讲，留学生课后自学内容。

（三）本课程作为全校公共课，各专业学生特点不同，课堂教学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化，

除主要以讲授为主外，可以采用课堂讨论、课堂问答、课堂小测、微课、移动端等方式作为

辅助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中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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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1B》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s 1B）

执 笔 者：谭鹏

审 核 人：谢嘉宁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材料化学等

开课单位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80，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 专业类课程

二、课程简述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物理学研究的

是物质的基本结构及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它是一门严格的、精密的基础科学。以物理学基

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本课程涉及力学、

振动和波动、波动光学、电磁学以及量子物理等物理知识。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掌握必要的

物理基础知识，在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

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学物理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打下坚实的物理基础，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开阔思路

及激发其探索和创新精神，增强学生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的各

种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和自学能力，并注重培养学生具有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对本课程基础知识的理解以及运用物理知识解决本专业相关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教考分离的方式进行考核。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卷面考试成绩×70%+平时表现成绩（含考勤、作业、回答问题等）×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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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重点：位置矢量的表示方法、速度、加速度概念

难点：变速圆周运动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质点运动的描述

一、参考系、质点

二、位置矢量、运动方程、位移

三、速度

四、加速度

第 2节 求解运动学问题举例

第 3节 圆周运动

一、圆周运动的角速度

二、匀速率圆周运动

三、变速圆周运动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四、角加速度匀变角加速运动

第 4节 相对运动

一、时间与空间

二、相对运动

第二章 牛顿定律

重点：牛顿运动定律的综合应用

难点：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牛顿定律

一、牛顿第一定律

二、牛顿第二定律

三、牛顿第三定律

第 2节 物理量的单位和量纲

第 3节 几种常见的力

一、万有引力

二、弹性力

三、摩擦力

第 4节 牛顿定律的应用举例

第三章 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重点：功的概念、几种常见力的功、势能、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功能原理

难点：势能概念的理解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学生自学为，教师讲解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一、冲量质点的动量定理

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第 2节 动量守恒定律

第 3节 动能定理

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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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点的动能定理

第 4节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势能

一、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做功的特点

二、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三、势能、势能曲线

第 6节 功能原理 机械能守恒定律

一、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二、质点系的功能原理

三、机械能守恒定律

第 7节 碰撞

第 8节 能量守恒定律

第四章 刚体和流体的运动

重点：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难点：刚体转动惯量的计算、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刚体的定轴转动

一、刚体的平动与转动

二、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第 2节 力矩转动定律转动惯量

一、力矩

二、转动定律

第 3节 角动量角动量守恒定律

一、质点的角动量和刚体的角动量

二、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

三、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第 4节 力矩做功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一、力矩做功

二、力矩的功率

三、转动动能

四、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第五章 机械振动

重点：简谐振动方程的建立、相位的物理意义

难点：旋转矢量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简谐振动的振幅、周期、频率和相位

一、简谐振动

二、振幅

三、周期频率

四、相位

五、常量 A和φ的确定

第 2节 旋转矢量

第 3节 简谐振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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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一维简谐振动的合成拍现象

一、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第六章 机械波

重点：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的干涉

难点：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机械波的形成波长周期和波速

一、机械波的形成

二、波长周期和波速

三、波线波面波前

第 2节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一、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二、波函数的物理含义

第 3节 波的能量声强级

一、波动能量的传播

第 4节 惠更斯原理波的干涉

一、惠更斯原理

二、波的干涉

第九章 静电场

重点：电场强度和电势概念、静电场的高斯定理

难点：高斯定理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电荷的量子化 电荷守恒定律

一、电荷的量子化

二、电荷守恒定律

第 2节 库仑定律

第 3节 电场强度

一、静电场

二、电场强度

三、点电荷的电场强度

四、电场强度叠加原理

第 4节 电场强度通量 高斯定理

一、电场线

二、电场强度通量

三、高斯定理

四、高斯定理应用举例

第 5节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电势能

一、静电场力所做的功

二、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三、电势能

第 6节 电势

一、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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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电荷电场的电势

三、电势的叠加原理

第 7节 电场强度与电势的微分关系

一、等势面

二、电场强度与电势的微分关系

第十一章 恒定磁场

重点：磁感应强度、毕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

难点：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恒定电流 电流密度

第 2节 电源 电动势

第 3节 磁场 磁感强度

第 4节 毕奥-萨伐尔定律

一、毕奥-萨伐尔定律

二、毕奥-萨伐尔定律应用举例

三、磁矩

第 5节 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一、磁感线

二、磁通量 磁场的高斯定理

第 6节 安培环路定理

一、安培环路定理

二、安培环路定理应用举例

第 7节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

一、带电粒子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二、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举例

三、带电粒子在现代电磁场技术中的应用举例

第 8节 载流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一、安培力

二、磁场对载流线圈作用的力矩

第十二章 电磁感应 电磁场和电磁波

重点：电磁感应现象、电磁感应定律

难点：楞次定律、动生电动势的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电磁感应定律

一、电磁感应现象

二、电磁感应定律

三、楞次定律

第 2节 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一、动生电动势

二、感生电动势

三、涡电流

第 3节 自感和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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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感电动势 自感

二、互感电动势 互感

第 4节 磁场的能量 磁场能量密度

第 5节 电磁振荡 电磁波

一、振荡电路 无阻尼自由电磁振荡

二、电磁波的产生与传播

三、真空中的平面电磁波及其特性

四、真空中电磁波的能量

五、电磁波谱

第十四章 波动光学

重点：杨氏双缝干涉，薄膜干涉，单缝衍射，圆孔衍射和衍射光栅

难点：杨氏双缝干涉，单缝衍射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相干光

一、光的相干性

二、相干光的获取

第 2节 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光程 劳埃德镜

一、杨氏双缝干涉实验

二、光程和光程差

三、劳埃德镜

第 3节 薄膜干涉

一、薄膜干涉的光程差

二、劈尖

三、牛顿环

第 4节 迈克耳孙干涉仪

一、迈克耳孙干涉仪

二、等倾干涉

第 5节 光的衍射

一、光的衍射现象

二、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三、菲涅耳衍射和夫琅禾费衍射

第 6节 单缝衍射

第 7节 圆孔衍射 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

第 8节 衍射光栅

一、光栅

二、光栅衍射条纹的形成

三、衍射光谱

第 9节 光的偏振性 马吕斯定律

一、自然光 偏振光

二、偏振片 起偏与检偏

三、马吕斯定律

第 10节 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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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狭义相对论

重点：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难点：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伽利略变换式 经典力学相对性原理遇到的困难

一、伽利略变换式 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

二、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

三、光速依赖于惯性参考系的选取吗？

第 2节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洛伦兹变换式

一、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二、洛伦兹变换式

第 3节 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一、同时的相对性

二、长度的收缩

三、时间的延缓

第 4节 光的多普勒效应

第 5节 相对论性动量和能量

一、动量与速度的关系

二、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基本方程

三、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四、质能公式在原子核裂变和聚变中的应用

五、动量与能量的关系

第十六章 量子物理

重点：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光电效应规律，氢原子的波尔理论

难点：氢原子的波尔理论，实物粒子的二象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黑体辐射 普朗克能量子假设

一、黑体 黑体辐射

二、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 维恩位移定律

三、黑体辐射的瑞利-金斯公式 经典物理的困难

四、普朗克假设 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

第 2节 光电效应 光的波粒二象性

一、光电效应实验的规律

二、光子 爱因斯坦方程

三、光电效应在近代技术中的应用

四、光的波粒二象性

第 3节 康普顿效应

第 4节 氢原子的玻尔理论

一、氢原子光谱的规律

二、卢瑟福的原子有核模型

三、氢原子的玻尔理论

四、氢原子玻尔理论的困难

第 5节 德布罗意波 实物粒子的二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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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布罗意假设

二、德布罗意波的实验证明——G.P.汤姆孙电子衍射实验

三、应用举例

四、德布罗意波的统计解释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质点运动学 4 1 5 2

二 牛顿定律 2 2 1

三
动量守恒定律和能

量守恒定律
1 1 0

四 刚体转动 6 1 7 4

五 机械振动 4 1 5 3

六 机械波 7 1 8 4

十四 波动光学 10 2 12 6

第一学期 合 计 34 6 40 20

九 静电场 9 2 11 6

十一 恒定磁场 9 2 11 6

十二
电磁感应 电磁场和

电磁波
4 1 5 3

十五 狭义相对论 4 1 5 2

十六 量子物理 7 1 8 3

第二学期 合 计 33 7 40 20

合计 67 13 80 40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教程（上、下）.ISBN:978704037515,978704036747 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6 年 1 月第 3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吴百诗主编.大学物理学基础（上、下）.ISBN:978703018443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第一版.

[2]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教程（第二版）学习指导.ISBN: 9787040226690.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第一版.

[3] 张三惠编著.大学基础物理学（上、下）.ISBN: 9787302148135.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7. 第二版.

[4]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ISBN:9787040195767.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第三版.

[5] 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上册）．ISBN：978704020059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12，第六版．

[6] 张三慧．《大学物理学力学、电磁学》．ISBN：978730219344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2，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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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三慧．《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ISBN：9787302193432．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2，第三版．

[8] 漆安慎，杜婵英．《普通物理学教程力学》．ISBN：9787040166248．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5.6，第二版．

八、其他说明

（一）课程分两个学期完成，第一学期进行第 1、2、3、4、5、6、14章的学习，第

二学期进行第 9、11、12、15、16章的学习。

（二）*部分可灵活处理，视学生情况选讲或不讲，留学生课后自学内容。

（三）本课程作为全校公共课，各专业学生特点不同，课堂教学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化，

除主要以讲授为主以外，可以采用课堂讨论、课堂问答、课堂小测、微课、移动端等方式

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中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合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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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1C》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s 1C）

执 笔 者：谭鹏

审 核 人：谢嘉宁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应用化学、环境工程、土木工程等

开课单位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48，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 专业类课程

二、课程简述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物理学研究的

是物质的基本结构及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它是一门严格的、精密的基础科学。以物理学基

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本课程涉及力学、

振动和波动、电磁学以及波动光学、量子物理等物理知识。

大学物理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打下坚实的物理基础，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开阔思

路及激发其探索和创新精神，增强学生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的

各种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和自学能力，并注重培养学生具有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本条适用于认证专业）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察学生对本课程基础知识的理解以及运用物理知识解决本专业相关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教考分离的方式进行考核。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卷面考试成绩×70%+平时表现成绩（含考勤、作业、回答问题等）×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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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质点的运动及其运动定律

重点：位置矢量的表示方法、速度、加速度概念

难点：变速圆周运动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质点运动的描述

一、参考系、质点

二、位置矢量、运动方程、位移

三、速度

四、加速度

第 2节 圆周运动

一、圆周运动的角速度

二、匀速率圆周运动

三、变速圆周运动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第 3节 相对运动

一、时间与空间

二、相对运动

第 4节 牛顿定律

一、牛顿第一定律

二、牛顿第二定律

三、牛顿第三定律

第二章 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学生自学）

第三章 刚体与流体（学生自学）

第四章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重点：简谐振动方程的建立、相位的物理意义

难点：旋转矢量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节 简谐运动旋转矢量简谐运动的能量

一、简谐运动的定义

二、旋转矢量的使用方法

三、简谐运动的能量

第 2节 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运动的合成

一、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运动的合成

第 3节 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共振

一、阻尼振动的定义与分类

二、受迫振动的定义

三、共振发生的条件

第 4节 机械波

一、机械波的形成及波长、周期、波速的定义

二、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三、波的能量

第 5节 惠更斯原理波的衍射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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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惠更斯原理的内容

二、波的衍射

三、波的干涉

第五章 气体动理论和热力学

重点：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的微观意义、理想气体的内能、三种统计速率涉

难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微观形式、理想气体的内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 节 平衡态理想气体物态方程热力学第零定律

一、理想气体的物态方程

二、热力学第零定律

第 2 节 气体分子热运动及其统计规律

一、分子热运动

二、气体分子速度分布率

三、分子平均碰撞次数和平均自由程

第 3 节 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平均平动动能与温度的关系

一、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

二、平均平动动能与温度的关系

第 4 节 能量均分定理理想气体的内能

一、自由度

二、能量均分定理

三、理想气体的内能

第 5 节准静态过程热力学第一定律

一、准静态过程

二、功、热量和内能

三、热力学第一定律

第 6 节 理想气体的等值过程和绝热过程

一、等体过程 摩尔定容热容

二、等压过程 摩尔定压热容

三、等温过程

四、绝热过程

第 7 节 循环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

一、循环过程

二、热机和致冷机

三、卡诺循环

四、热力学第二定律

第六章 静电场

重点：静电场的基本定律、描述静电场的基本物理量、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

难点：高斯定理、环路定理、电场和电势的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 节 电场强度

一、库仑定律

二、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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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高斯定理

一、电场线

二、电场强度通量

三、高斯定理

四、高斯定理应用举例

第 3 节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

一、静电场力所做的功

二、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三、电势能

四、电势及电势梯度

第 4 节 静电场中的导体

一、静电平衡条件

二、静电屏蔽

第 5 节 电容电场的能量电介质的相对电容率、

一、电容器及其电容

二、电容器的并联和串联

三、静电场的能量

第七章 恒定磁场和电磁感应

重点：磁场的基本定律、磁场对电荷和电流的作用力、电磁感应定律、电动势

难点：安培环路定理、安培力和感应电动势的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 节 恒定电流电流密度电动势

一、电流密度

二、电源的电动势

第 2 节 磁感强度毕奥一萨伐尔定律磁场的高斯定理

一、磁感强度

二、毕奥-萨伐尔定律

三、磁场的高斯定理

第 3 节 洛伦兹力安培力

一、洛伦兹力

二、带电料子在磁场中的运动及其应用

三、安培力

第 4 节 安培环路定理磁介质的磁导率

一、安培环路定理

二、培环路定理应用举例

三、磁介质的磁导率

第 5 节 电磁感应定律

一、电磁感应现象

二、电磁感应定律

三、楞次定律

第 6 节 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

一、动生电动势

二、感生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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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涡电流

第 7 节 自感和互感磁场能量

一、自感电动势

二、互感电动势

三、磁场的能量

四、热力学第二定律

第八章 光学

重点：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光的偏振

难点：光的干涉和光的衍射、马吕斯定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 1 节 几何光学简介（学生自学）

第 2 节 光的干涉

一、相干光

二、杨氏双缝干涉

三、薄膜干涉

第 3 节 光的衍射

一、光的衍射

二、单缝衍射

三、圆孔衍射

四、衍射光栅

第 4 节 光的偏振

一、光的偏振性

二、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偏振

三、双折射现象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质点的运动及其运

动定律
3 3 1

四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7 2 9 4

五
气体动理论和热力

学
7 1 8 4

六 静电场 7 1 8 4

七
恒定磁场和电磁感

应
8 2 10 4

八 光学 8 2 10 4

合 计 40 8 48 21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简明教程.ISBN:978704036617-4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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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吴百诗主编.大学物理学基础（上、下）.ISBN:978703018443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第一版.

[2]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教程（第二版）学习指导.ISBN: 9787040226690.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第一版.

[3] 张三惠编著.大学基础物理学（上、下）.ISBN: 9787302148135.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7. 第二版.

[4] 马文蔚主编.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ISBN:9787040195767.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第三版.

[5] 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上册）．ISBN：978-7-04-020059-1．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12，第六版．

[6] 张三慧．《大学物理学力学、电磁学》．ISBN：978-7-30-219344-9．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2，第三版．

[7] 张三慧．《大学物理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ISBN：978-7-30-219343-2．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9.2，第三版．

[8]漆安慎杜婵英．《普通物理学教程力学》．ISBN：978-7-04-016624-8．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5.6，第二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作为全校公共课，各专业学生特点不同，课堂教学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化，除主要

以讲授为主以外，可以采用课堂讨论、课堂问答、课堂小测、微课、移动端等方式作为辅助

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中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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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公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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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 1A》课程教学大纲

（General Chemistry 1A）

执笔者：王新平、丁健华、黄美珍

审核人：周子凡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生物工程、园艺、土木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

量与安全、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各专业

开课单位 化学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

学时数 48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分析化学 1B、有机化学

二、课程简述

《普通化学 1A》课程是高等院校农牧类等各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在农

牧及环境专业的学习中，为有关后继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打好必要的化学基础，是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整体知识、能力结构及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化学 1A》主要内容包括：

分散系、化学热力学基础、化学平衡、化学反应速率、酸碱反应、沉淀-溶解反应、氧化还

原反应、配位化合物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本课程

的各个相关知识内容，了解与化学相关的社会热点、科技发展、学科渗透交叉等方面的知识，

使学生具有较高化学素养和知识水平，培养学生使用化学的思想和观点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综合能力，使学生逐步养成具有一定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观察分析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一、分散系

1、掌握物质的计量方法与单位

2、掌握溶液中物质的组成量度

3、了解非电解质稀溶液的依数性

4、掌握固体在溶液中的吸附现象

5、掌握溶胶的光学、动力学和电学等性质的产生原因及其意义

6、理解溶胶胶团结构、稳定性和聚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掌握溶胶的形成和特性

7、了解高分子溶液的特性及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点及其作用

二、化学热力学基础

1、了解内能、焓等状态函数的概念

2、理解状态函数的变化只决定于体系的始态和终态与变化的途径无关

3、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盖斯定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热化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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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解从物质的运动观点了解熵函数的物理意义

5、掌握利用自由能状态函数研究化学反应的自发性

三、化学平衡原理

1、掌握自由能和化学平衡的关系，应用标准自由能变计算化学反应的平衡常数

2、了解通过自由能函数加深对化学平衡移动的理解

四、化学反应速率

1、了解化学反应速率、反应机理、基元反应、反应级数、反应分子数等概念

2、了解反应速率的碰撞理论和过渡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3、理解反应物的浓度、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并且用活化能的概念解释其影响

4、了解化学反应速率与催化剂的关系

五、酸碱反应

1、掌握弱电解质电离平衡原理及其有关计算

2、了解缓冲溶液的组成，理解缓冲作用原理，掌握缓冲溶液 pH值的计算

3、掌握盐的水解平衡及其溶液 pH 值的计算

4、理解酸碱质子理论的基本内容，认识酸碱互变的辩证关系

六、沉淀-溶解反应

1．了解溶度积原理、沉淀溶解平衡及溶解度与溶度积之间的关系

2. 掌握利用溶度积原理进行运算和应用

七、氧化-还原反应

1、理解标准电极电位的意义，掌握电极电位的作用

2、掌握用能斯特方程来了解离子浓度及溶液酸度的变化对电极电位和对氧化还原反应

的影响

3、了解电池电动势与自由能变化的关系，并以此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程度，计算

平衡常数

八、配位化合物

1、掌握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2、了解配合物的价键理论，并用它解释配合物的一些结构和性质

3、理解配合物在水溶液中的存在状况，并能用配合物稳定常数进行有关计算

4、了解螯合物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分散系

重点：溶液的组成标度，稀溶液的依数性，胶体的概念和性质。

难点：稀溶液的依数性及计算。

一、分散系

1、分散系的定义及分类

二、溶液的组成标度

1、B的物质的量浓度

2、B的质量摩尔浓度

3、B的摩尔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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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的质量分数

三、稀溶液的依数性

1、稀溶液的蒸汽压下降

2、稀溶液的凝固点下降

3、稀溶液的沸点升高

4、稀溶液的渗透压

四、胶体溶液

1、表面能

2、胶体的动力学性质、热力学性质和电学性质

3、胶团的结构

4、胶体的稳定性及聚沉

第二章 化学热力学基础

重点：状态函数，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盖斯定律。

难点：吉布斯－亥姆霍兹公式的应用，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一、化学热力学基础

1、系统和环境

2、状态和状态函数

3、过程和途径

4、热和功

5、热力学能和焓

二、热化学

1、热化学定律

2、标准摩尔生成焓

三、化学反应的自发性

1、熵

2、吉布斯自由能

3、吉布斯－亥姆霍兹公式的应用

4、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第三章 化学平衡原理

重点：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平衡的移动。

难点：多重平衡系统。

一、标准平衡常数

1、反应商

2、标准平衡常数

二、多重平衡系统

三、化学平衡移动

1、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2、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3、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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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化学反应速率

重点：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难点：反应速率理论及催化作用。

一、化学反应速率概念

1、平均速率

2、瞬时速率

二、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1、基元反应

2、质量作用定律

3、化学反应速率方程

4、化学反应的级数

三、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1、阿仑尼斯方程式

四、反应速率简介

1、碰撞理论

2、过渡状态理论

3、活化能

五、催化作用

1、催化剂

2、催化作用（反应机理的改变）

第七章 酸碱反应

重点：水溶液中的重要酸碱反应，酸碱平衡的移动。

难点：酸碱质子理论，酸碱缓冲溶液。

一、酸碱质子理论

1、酸碱质子理论

2、共轭酸碱

二、水溶液中的重要酸碱反应

1、水的质子自递常数（水的离子积）

2、pH 值

3、一元弱酸弱碱溶液中酸度的计算

4、多元弱酸弱碱溶液中酸度的计算

三、酸碱平衡的移动

1、稀释作用

2、同离子效应

3、溶液的酸度对酸碱平衡移动的影响

四、酸碱缓冲溶液

1、酸碱缓冲溶液的缓冲原理

2、酸碱缓冲溶液的基本组成

3、酸碱缓冲溶液的 pH 值计算

4、酸碱缓冲溶液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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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沉淀-溶解平衡

重点：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的基本概念，溶度积和溶解度的计算。

难点：影响沉淀生成和溶解的因素，分步沉淀与沉淀的转化。

一、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

1、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

2、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度

3、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和溶解度的计算

二、溶度积原理的应用

1、溶度积原理

2、溶度积原理的应用

第九章 氧化还原反应

重点：基本概念，原电池．电极，原电池电动势和电极电势及其计算。

难点：能斯特方程，电极电势的应用。

一、基本概念

1、氧化还原反应

2、半反应

3、离子电子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

二、氧化还原反应与原电池

1、原电池符号

2、半电池

三、原电池电动势和电极电势

1、原电池电动势

2、标准电极电势

四、氧化还原反应的自发方向

1、氧化还原反应的自发方向的判据（电动势或电极电势）

2、能斯特方程式

五、氧化还原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

1、氧化还原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电动势的关系

六、电极电势图解及应用

1、元素标准电极电势图和电极电势的间接计算

2、元素标准电极电势图和歧化反应的判断

第十章 配位化合物

重点：基本概念，配位平衡，重要的配位化合物及其应用。

难点：螯合物。

一、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1、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2、配位化合物的命名

二、配位化合物的价键理论

1、配位化合物的价键理论

2、内轨型配合物和外轨型配合物

三、配位平衡

1、稳定常数



346

2、配位平衡的相关计算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课外自学，使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兴趣。课堂教学中也

可以安排提问和讨论，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布置必要思考题或作业，巩固基础

课程学习效果。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分散系 6 6 2

二 化学热力学基础 8 8 3

三 化学平衡原理 5 5 1

四 化学反应速率 4 4 1

五 酸碱反应 8 8 2

六 沉淀-溶解反应 5 5 2

七 氧化还原反应 8 8 3

八 配位化合物 4 4 2

合 计 48 2 50 16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赵士铎.普通化学(ISBN 978-7-81117-241-6).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黄蔷蕾．唐新保主编.普通化学.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

[2] 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无机化学.北京：高教

出版社.2007 年 5 月。

[3] 王明华等.普通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4] 华彤文等编著．《普通化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6 月。

[5] 梁渠.普通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2 月。

[6] 徐自珍.现代基础化学教学与学习指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2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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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 1B》课程教学大纲

（GENERALCHEMISTRY 1B）

执 笔 者：陈晓娟

审 核 人：周子凡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环境工程

开课单位 化学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机化学

后续课程 物理化学

二、课程简述

《普通化学 1B》是一门现代化学导论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

础课，该课程主要通过对化学反应基本规律和物质结构理论的学习，能使学生运用化学的理

论、观点、方法审视公众关注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新兴材料、生命科学等社会热点话题，

了解化学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贡献。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热化学与能源、化学反应的基本原

理与大气污染控制、水溶液化学、电化学与金属腐蚀、仪器分析基础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

本理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观察分析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有关后继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打好必要的化学基础。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普通化学是理工农科各专业重要的必修基础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将为理工农科各

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门课程的学习也将为今后各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知识的结构，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该课程采用闭卷考试方式。

（三）成绩评定

该课程的成绩评定方法是：考试成绩（70%）+出勤考核（10%）+平时作业（2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绪论

重点：化学的研究对象和重要作用。

难点：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 1节 化学的研究对象和重要作用

第 2节 普通化学的内容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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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热化学与能源

重点：状态函数，热力学第一定律，盖斯定律。

难点：状态函数，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第 1节 热化学

一、几个基本概念

二、热效应及其测量

第 2节 反应热与焓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

二、反应热与焓

三、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

第 3节 能源的合理利用

一、煤炭与洁净煤技术

二、石油和天然气

三、氢能和太阳能

第二章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与大气污染控制

重点：反应自发性的判断，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平衡的移动，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难点：热力学第二定律，多重平衡系统，反应速率理论及催化作用。

第 1节 化学反应的方向和吉布斯函数

一、熵和吉布斯函数

二、反应自发性的判断

第 2节 化学反应的限度和化学平衡

一、反应限度和平衡常数

二、化学平衡的有关计算

三、化学平衡的移动及温度对平衡常数的影响

第 3节 化学反应速率

一、化学反应速率和速率方程

二、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三、反应的活化能和催化剂

四、链反应和光化反应

第 4节 环境化学和绿色化学

一、大气污染与环境化学

二、清洁生产和绿色化学

第三章 水溶液化学

重点：水溶液中的重要酸碱反应，酸碱平衡的移动。

难点：酸碱质子理论，酸碱缓冲溶液。

第 1节 溶液的通性

一、非电解质稀溶液的通性

二、电解质溶液的通性

三、表面活性剂溶液和膜化学

第 2节 酸碱解离平衡

一、酸碱的概念

二、酸和碱的解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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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缓冲溶液和 pH控制

第 3节 难溶电解质的多相离子平衡

一、多相离子平衡和溶度积

二、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

第 4节 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

第四章 电化学与金属腐蚀

重点：基本概念，原电池．电极，原电池电动势和电极电势、防腐蚀原理。

难点：能斯特方程，电极电势的应用。

第 1节 原电池

一、原电池中的化学反应

二、原电池的热力学

第 2节 电极电势

一、标准电极电势

二、电极电势的能斯特方程

第 3节、电动势与电极电势在化学上的应用

一、氧化剂和还原剂相对强弱的比较

二、反应方向的判断

三、反应进行程度的衡量

第 4节 化学电源

一、一次电池

二、二次电池

三、连续电池

四、化学电源与环境污染

第 5节 电解

一、分解电压和超电势

二、电解池中两极的电解产物

三、电解的应用

第 6节 金属的腐蚀与防。

一、腐蚀的分类

二、金属腐蚀的防止

第五章 仪器分析基础

重点：原子发射光谱、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红外光谱分析、电位分析、色谱分析的原理。

难点：电位分析原理。

第 1节 概述

第 2节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第 3节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析

第 4节 红外光谱分析

第 5节 电位分析

第 6节 色谱分析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即采用多媒体播放 ppt动画课件，使复杂枯燥的理

论内容以动画、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图文并茂，让学生容易理解和接收，同时加大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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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信息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项目与课

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绪论 1 1
2 热化学与能源 4 0.5 0.5 5 1

3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

理与大气污染控制
6 1 1 8 1

4 水溶液化学 6 0.5 0.5 7 1
5 电化学与金属腐蚀 6 0.5 0.5 7
6 仪器分析基础 4 4

合计 27 2.5 2.5 32 3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推荐教材：

[1]徐端钧.普通化学（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二）参考书目：

[1] 黄蔷蕾．唐新保主编.普通化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王明华等.普通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3] 董元彦.无机及分析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年。

[4] 唐有祺.化学与社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七、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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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 1C》课程教学大纲

（General Chemistry 1C）

执笔人：许伟城

审核人：周子凡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简介

适用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和机器人产业班

开课单位 化学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 8 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普通化学课程是高等院校机电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其主要内容包括：分

散系、化学热力学基础、化学平衡原理、化学反应速率、酸碱反应、沉淀-溶解反应、氧化

还原反应、配位化合物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逐步培养学生的

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观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有关后继课程和专业培养目

标打好必要的化学基础。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普通化学是理工农科各专业重要的必修基础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将为理工农科各

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门课程的学习也将为今后各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知识的结构，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该课程采用闭卷考试方式。

（三）成绩评定

该课程的成绩评定方法是：考试成绩（60%）+出勤考核（10%）+平时作业（10%）+
实验成绩（2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分散系

重点：溶液的组成标度，稀溶液的依数性，胶体的概念和性质。

难点：稀溶液的依数性。

第一节 分散系

一、基本概念

二、分类

三、溶液组成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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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稀溶液的依数性

一、稀溶液的蒸汽压下降

二、稀溶液的凝固点下降

三、稀溶液的沸点升高

四、稀溶液的渗透压

第三节 胶体溶液

一、表面能

二、胶体的动力学性质、热力学性质和电学性质

三、胶团的结构

四、胶体的稳定性及聚沉

第二章 化学热力学基础

重点：状态函数，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盖斯定律。

难点：吉布斯－亥姆霍兹公式的应用，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第一、二节 化学热力学基础

一、体系和环境

二、状态和状态函数

三、过程和途径

四、热和功

五、热力学能和焓

第三、四节、热化学

一、热化学定律

二、标准摩尔生成焓

第五、六节 化学反应的自发性

一、熵和吉布斯函数

二、反应自发性的判断

三、吉布斯－亥姆霍兹公式的应用

四、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

第三章 化学平衡原理

重点：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平衡的移动。

难点：多重平衡系统。

第一节 标准平衡常数

一、反应商

二、标准平衡常数

第二节 多重平衡系统

第三、四节、化学平衡移动

一、浓度的影响

二、压强的影响

三、温度的影响

第四章 化学反应速率

重点：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难点：反应速率理论及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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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率概念及影响因素

一、平均速率、瞬时速率

二、原电池的热力学

三、基元反应、化学反应速率方程式

第二节 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反应速率简介和催化作用

一、阿仑尼斯方程式

二、活化能

三、催化作用（反应机理的改变）

第七章 酸碱反应

重点：水溶液中的重要酸碱反应，酸碱平衡的移动。

难点：酸碱质子理论，酸碱缓冲溶液。

第一节 酸碱质子理论

一、酸碱质子理论

二、共轭酸碱

第二节、水溶液中的重要酸碱反应

一、水的离子积

二、pH值

三、一元弱酸弱碱溶液中酸度的计算

四、多元弱酸弱碱溶液中酸度的计算

第三、四节 酸碱平衡的移动

一、稀释作用

二、同离子效应

三、溶液的酸度对酸碱平衡移动的影响

第五节 酸碱缓冲溶液

一、酸碱缓冲溶液的缓冲原理

二、酸碱缓冲溶液的基本组成

三、酸碱缓冲溶液的 pH值计算

四、酸碱缓冲溶液的配制

第八章 沉淀-溶解平衡

重点：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的基本概念。

难点：影响沉淀生成和溶解的因素，分步沉淀与沉淀的转化。

第一节 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

一、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

二、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度

三、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和溶解度的计算

第二、三节 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

一、溶度积原理

二、溶度积原理的应用

第九章 氧化还原反应

重点：基本概念，原电池．电极，原电池电动势和电极电势。

难点：能斯特方程，电极电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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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氧化还原反应

二、半反应

三、离子电子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

第二节 氧化还原反应与原电池

一、原电池符号

二、半电池

第三节 原电池电动势和电极电势

一、原电池电动势

二、标准电极电势

第四节 原电池电动势和电极电势

一、氧化还原反应的自发方向的判据（电动势或电极电势）

二、能斯特方程式

第五节 氧化还原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及电极电势图解及应用

一、氧化还原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与标准电动势的关系

二、元素标准电极电势图和电极电势的间接计算

三、元素标准电极电势图和岐化反应的判断

第十章 配位化合物

重点：基本概念，配位平衡，重要的配位化合物及其应用。

难点：螯合物。

第一节 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一、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二、配位化合物的命名

第二节 配位化合物的价键理论

一、配位化合物的价键理论

二、内轨型配合物和外轨型配合物

第三、四节 配位平衡

一、稳定常数

二、配位平衡的相关计算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即采用多媒体播放 ppt动画课件，使复杂枯燥的理

论内容以动画、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图文并茂，让学生容易理解和接收，同时加大了课堂

教学的信息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项目与课

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分散系 3 3 0
二 化学热力学基础 6 6 1
三 化学平衡原理 4 4 0
四 化学反应速率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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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酸碱反应 5 5 1
八 沉淀-溶解反应 3 3 0
九 氧化还原反应 5 5 1
十 配位化合物 3 0.5 0.5 4 0

合计 31 0.5 0.5 32 3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赵士铎.普通化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 9月.
（二）参考书目：

[1]黄蔷蕾．唐新保主编.普通化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版次.

[2]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无机化学.北京：高教

出版社，2007 年 5 月，版次.

[3]王明华等.普通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版次.

[4]董元彦.无机及分析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版次.
[5]唐有祺.化学与社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5月，版次.

七、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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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 1A》课程教学大纲

（ORGANIC CHEMISTRY 1A）

执笔者：谢吴成

审核人：周子凡

编写日期：2017年 8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

业

开课单位 化学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5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56，其中：实验（实训）0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化学实验

后续课程 生物化学、食品化学、食品检验与分析等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介绍各类有机物的命名及同分异构体现象；价键理论、分子轨道理论、立体化学

基础、酸碱理论；各类有机物的化学性质和制备方法以及相互转变规律；各类重要反应历程

及理论；各类有机物的物理性质及变化规律；波谱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

理论、基础知识，了解与本课程有关的科学新成就和新发展，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程和培养造就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有机化学》要求考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独立分析解决有关

化学问题的能力。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合

成方法及其应用；有机化合物各种类型的异构现象；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与理化性质之间的

关系，典型有机化学反应机理。

（二）考核方式

闭卷笔试考试

（三）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 70%，平时成绩（包括平时上课考勤情况，听课情况，作业完成情

况等）占总评成绩 3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重点：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的概念以及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难点：有机结构理论

一、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1、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肖莱马有机化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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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机化学产生和发展，Von’t Hoff、LeBel碳四面体学说，Baeyer张力学说

3、有机化合物特点

4、有机化学重要性，与工、农、医等的关系

二、共价健的一些基本概念

1、共价健理论分子轨道理论及成键三原则

2、共价键参数键长、键角、键能、键矩

3、共价健断裂均裂、异裂

三、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

四、有机化合物分类和官能团

1、按碳架分

2、按官能团分

五、有机化学发展和前沿研究及发展趋势简介

第二章 饱和烃（烷烃）

重点：系统命名法，烷烃的构象，烷烃的化学性质，烷烃的卤代反应历程

难点：系统命名法，同分异构现象，烷烃的卤代反应历程

一、同系列和同分异构

二、命名（普通命名法、系统命名法、基的概念）

三、烷烃的结构（sp3杂化轨道、σ-键、键角、键长、键能）

四、乙烷和丁烷的构象

五、物理性质（熔点、沸点、比重、溶解度）

六、化学性质（稳定性、卤化反应、氧化、热裂化）

七、自然界的烷烃

第三章 不饱和烃

重点：烯烃的结构、异构和命名。烯烃的亲电加成反应历程，烯烃的制法，烯烃的反应。炔

烃的结构、命名、炔烃的化学反应、炔烃的制法。共轭效应、共轭作用及其对反应的影响；

共轭二烯烃结构及反应特征。

难点：烯烃的命名及亲电加成反应历程。炔烃的化学反应、共轭效应。

一、烯烃

1、乙烯的结构

2、命名和异构

3、物理性质

4、化学性质（加成、氧化、聚合、α-氢的卤代）

5、自然界的烯烃

二、炔烃

1、乙炔的结构

2、命名和异构

3、物理性质

4、化学性质

三、双烯烃

1、1,3-丁二烯的结构

2、1,3-丁二烯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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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环烃

重点：脂环烃的命名、性质。苯的结构及其分子轨道。苯环上的亲电取代反应，亲电取代反

应的定位规则及其理论解释及应用；苯环氧化和支链氧化。联苯、萘、蒽和菲。休克尔规则

与物质的芳香性。

难点：脂环烃结构与制备。苯环上的亲电取代反应，定位规则及其理论解释及应用。

一、脂环烃

1、环烷的结构

2、环己烷及其衍生物的构象

3、脂环烃的性质（催化氢化；与溴的作用）

4、金刚烷

二、芳香烃

1、芳香烃的分类与命名

2、苯的结构

3、物理性质

4、化学性质

5、亲电取代反应的历程

6、苯环上取代基的定位规律

7、定位规律与电子效应

三、稠环芳烃

1、萘

2、蒽和菲

第五章 旋光异构

重点：物质的旋光性，对映异构，对称元素。费歇尔（Fischer）投影式。构型的 R／S标定

法。对映异构体，非对映异构体，外消旋体，内消旋体。

难点：对映异构、费歇尔（Fischer）投影式、构型的 R／S标定法。

一、偏振光和旋光活性

二、比旋光度

三、分子的对称性、手性与旋光活性

四、含一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五、含二个不相同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六、含二个相同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七、不含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的旋光异构现象

八、环状化合物的立体异构

九、旋光异构体的性质

十、不对称合成、立体选择反应与立体专一反应

十一、分子的前手性和前手性碳原子

十二、外消旋体的拆分

第六章 卤代烷

重点：卤代烷的结构，卤代烷的化学反应，亲核取代反应的机理，SN1、SN2 反应历程，几

种常见的有机金属化合物。

难点：卤代烷的化学反应，亲核取代反应的机理，影响亲核取代反应活性的因素。

一、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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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性质

三、化学性质

1、亲核取代效应

2、消除反应

3、与金属的反应

四、脂肪族亲核取代反应的历程

1、单分子历程

2、双分子历程

五、不同卤代烃对亲核取代反应的活性比较

六、亲核取代反应的立体化学

七、亲核取代与消除反应的关系

八、多卤代烃的性质

九、卤代烃的生理活性

十、重要代表物

第七章 光谱法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

重点：红外光谱，分子振动的方式，常见官能团的红外特征峰。核磁共振，化学位移，偶合

裂分。

难点：核磁共振谱，电子的屏蔽，化学位移，自旋偶合。

一、红外光谱

二、紫外光谱

三、核磁共振谱

1、化学位移

2、自旋偶合、裂分

第八章 醇、酚、醚

重点：醇、酚、醚的命名、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

难点：消除反应历程 E1和 E2，消除反应的取向，与亲核取代反应的竞争

一、醇

1、命名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4、重要代表物

二、酚

1、命名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4、重要代表物

三、醚

1、命名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4、环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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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醛、酮、醌

重点：醛、酮、醌的命名、结构及化学性质，亲核加成反应的历程。

难点：醛、酮的化学性质，亲核加成反应历程。

一、醛和酮

1、命名

2、物理性质

3、羰基上的加成反应

4、还原

5、氧化

6、烃基上的反应

7、歧化反应

8、亲核加成的立体化学

9、α,β-不饱和羰基化合物的亲核加成

10、重要代表物

二、醌

1、命名与结构

2、对苯醌的化学性质

3、自然界的醌

第十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

重点：一元羧酸的结构、命名、反应、性质及其制备；羧酸衍生物的结构、命名及其性质；

酰基衍生物的水解、氨解、醇解历程。

难点：一元羧酸的命名、反应、性质及其制备方法。酰基衍生物的水解、氨解、醇解历程。

一、羧酸

1、命名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4、羧酸的结构对酸性的影响

5、重要代表物

二、羧酸衍生物

1、命名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4、自然界的羧酸衍生物

5、羧酸及其衍生物的红外光谱

三、羧酸的衍生物

第十一章 取代酸

重点：取代羧酸的基本结构及反应特性。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在合成上的应用。

难点：取代酸的性质；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在合成上的应用。

一、羟基酸

1、醇酸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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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界的醇酸

5、酚酸

二、羰基酸

第十二章 含氮化合物

重点：硝基化合物的结构、命名、反应性质及制备方法；胺的结构、命名、分类、反应性质

及其制备方法。季铵盐和季铵碱。重氮化合物；芳基重氮盐及其反应；偶氮化合物。

难点：胺的反应性质及其制备方法，芳基重氮盐及其反应。

一、硝基化合物

1、物理性质

2、化学性质

二、胺

1、结构与命名

2、物理性质

3、化学性质

4、重要代表物

5、胺的红外光谱

三、偶氮化合物及染料

1、物质的颜色与结构的关系

2、染料和指示剂举例

第十四章 碳水化合物

重点：单糖（葡萄糖、核糖、果糖）的费歇尔投影式、氧环式、哈武斯式、椅式、α，β构型、

己醛糖的变旋现象和糖苷。还原性糖、非还原性糖、多糖的性质及鉴别。

难点：单糖的结构和表示方法。还原性糖、非还原性糖、多糖的鉴别。

一、单糖

1、单糖的构型

2、单糖的环形结构

3、物理性质

4、化学性质

5、半缩醛环的大小的测定

6、重要的单糖及其衍生物

二、糖苷

三、双糖

1、还原性糖

2、非还原性糖

四、多糖

第十五章 氨基酸、多肽与蛋白质

重点：α-氨基酸的结构及性质；等电点。

难点：多肽的性质及应用。

一、氨基酸

1、氨基酸的构型

2、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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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性质

4、个别α-氨基酸举例

二、多肽

三、蛋白质

第十七章 杂环化合物

重点：五元杂环化合物呋喃、噻吩、吡咯的结构与性质。六元杂环吡啶的结构和性质。

难点：五元、六元杂环结构与性质。

一、分类和命名

二、几种重要环系的结构与性质

1、呋喃、噻吩、吡咯、吡啶的结构

2、呋喃、噻吩、吡咯、吡啶的性质

三、与生物有光的杂环及其衍生物举例

四、生物碱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即采用多媒体播放 ppt动画课件，使复杂枯燥的理

论内容以动画、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图文并茂，让学生容易理解和接收，同时加大了课堂

教学的信息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项目与课

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绪论 1 1 1
2 饱和烃（烷烃） 2 1 3 2
3 不饱和烃 4 1 5 3
4 环烃 4 1 5 3
5 旋光异构 2 1 3 3
6 卤代烃 4 1 5 3

7
光谱法在有机化学

中的应用

2 1 3 0

8 醇、酚、醚 4 1 5 3
9 醛、酮、醌 4 1 5 4
10 羧酸及其衍生物 3 1 4 3
11 取代酸 2 1 3 3
12 含氮化合物 3 1 4 3
14 碳水化合物 3 1 4 3
15 氨基酸、多肽与蛋白

质

2 1 3 2

17 杂环化合物 2 1 3 1
合计 42 14 5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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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汪小兰．有机化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3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天津大学有机教研室主编．有机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第 5版。

[2] John Mcmurry. Fundamentals of Organic Chemistry. Brooks Cole, 2010.
[3] 邢其毅, 裴伟伟, 徐瑞秋, 裴坚．基础有机化学 (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第四版。

[4] 邢其毅, 裴伟伟, 徐瑞秋, 裴坚．基础有机化学 (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第四版。

七、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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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 1A》课程教学大纲

（Analytical Chemistry 1A）

执笔者：丁健华、王新平、黄美珍

审核人：周子凡

编写日期：2018 年 11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动物医学（含创新班）、动物科学（含创新班）、生物工程、园艺、食品科学与

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含创新班）等各专业

开课单位 化学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5

学时数 40

先修课程 普通化学 1A

后续课程 有机化学

二、课程简述

分析化学是一门关于物质组成和性质的信息科学，分析化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化学、农林

牧医、食品和环境等专业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为农林牧医、食品及环境等专业的相

关后继课程的学习和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打好必要的化学学科基础；分析化学课程是培养

专业技术人才的整体综合素质，提高其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及实现专业技能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分析化学 1A》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定量分析的误差和数据处理；滴定分析法概

述；酸碱滴定法；沉淀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吸光光度分析法和电势分析

法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相关的基本分析方法及其计算。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帮助学生建立严格、准确的“量”

的概念，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独立观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从事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一、分析化学概论

1、了解分析化学的定义、作用、任务、分析化学的分类以及分析化学的方法。

2、了解分析化学与各学科，尤其是与本专业的关系和发展前景。

3、理解定量分析的程序。

二、定量分析的误差及数据处理

1、了解影响分析准确度的因素（误差）、误差的来源、特点及分布规律。

2、掌握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概念及它们的表示方法：误差和偏差。

3、掌握分析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可疑值的取舍。

4、掌握系统误差的检验方法和提高测定准确度的措施。

5、掌握有效数字的概念和运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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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滴定分析

1、理解滴定分析中有关的基本概念：滴定、标准溶液、基准物质、化学计量点、终点

和滴定误差等。

2、了解滴定分析法的分类和对滴定反应的要求。

3、掌握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以及浓度的表示方法。

4、理解各种滴定方式并熟练掌握滴定分析的有关计算方法。

四、酸碱滴定法

1、了解酸碱平衡的定量处理方法和掌握根据质子条件式计算水溶液中的酸度。

2、掌握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和变色范围。

3、掌握强酸（强碱）的滴定，一元弱酸（弱碱）和多元弱酸（弱碱）的滴定原理，滴

定曲线，了解化学计量点 pH值及突跃范围的计算，理解影响突跃范围的因素，掌握指示剂

的选择原则和酸碱滴定可行性的判断。

4、了解 CO2对酸碱滴定的影响。

5、掌握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和酸碱滴定的重要应用。

五、沉淀滴定法

1、了解沉淀滴定的滴定曲线。

2、掌握莫尔法、佛尔哈特法和法扬司法的滴定原理，滴定条件、指示剂和适用范围。

3、掌握银量法的应用。

六、配位滴定法

1、理解配位平衡原理和 EDTA的分析特性。

2、理解酸效应、共存离子效应和配位效应等副反应对 EDTA配合物稳定性的影响。

3、掌握配位滴定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突跃范围及其影响因素和单一离子滴定的适宜

酸度范围。

4、理解金属指示剂的变色原理、使用条件和不良的现象。

5、掌握混合离子滴定的可行性判断。

6、了解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方法

7、掌握配位滴定的应用。

七、氧化还原滴定法

1、了解条件电极电势的概念，影响条件电势的因素，以及条件电势对反应完全程度的

影响。

2、理解氧化还原滴定原理，滴定曲线及影响突跃范围的因素

3、理解氧化还原滴定中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及使用原则。

3、掌握 KMnO4法，K2Cr2O7法及碘量法的基本原理和重要应用。

八、吸光光度分析法

1、理解吸光光度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了解吸收光谱的作用和物质对光的选择吸收与颜

色之间的关系。

2、掌握光吸收定律（朗伯-比耳定律），了解光度分析法的误差和偏离朗伯-比耳定律的

原因。

3、理解光度分析法对显色反应的要求，掌握显色反应条件的选择。

4、了解分光光度计的构造和各主要部件的作用。

5、掌握吸光度的测定原理、光度分析的误差及光度法分析的应用。

九、电势分析法

1、了解电势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参比电极、指示电极和膜电极、离子选择电极等概念

和电极电势与待测离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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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直接电势法的测量原理、方法及应用。

3、了解电势滴定原理和应用。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定量分析的误差和数据处理

重点：误差，准确度、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难点：误差的来源和减免方法，系统误差的检验。

一、准确度与精密度

二、误差的来源和分类

1、系统误差、随机误差

三、随机误差分布规律和有限数据的统计处理

四、系统误差的检验

五、提高测定准确度的措施

六、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1、有效数字的意义、有效数字的修约

2、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

第二章 滴定分析法概述

重点：滴定分析的有关计算。

难点：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以及滴定分析的有关计算方法。

一、滴定分析法对滴定反应的要求和滴定方式

1、滴定、化学计量点、终点、滴定分析法的分类和滴定方式。

二、滴定分析的标准溶液

1、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

2、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三、滴定分析法的计算

第三章 酸碱滴定法

重点：滴定曲线、指示剂的选择和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难点：质子条件式和酸度的计算，混合酸碱溶液的滴定。

一、酸碱平衡定量处理方法

二、酸碱指示剂

1、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

2、酸碱指示剂的变色范围

三、酸碱滴定法原理

1、强酸强碱的滴定

2、一元弱酸（碱）的滴定

3、混合酸碱溶液的滴定

4、多元弱酸（碱）的滴定

四、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1、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367

2、酸碱滴定法应用实例

第四章 沉淀滴定法

重点：莫尔法和佛尔哈德法。

难点：莫尔法、佛尔哈特法和法扬司法的滴定条件和适用范围。

一、银量法的滴定曲线

二、莫尔(Mohr)法

三、佛尔哈德(Volhard)法

四、法扬司(Fajans)法

五、银量法的应用

1、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银量法测定示例

第五章 配位滴定法

重点：EDTA的性质及其配合物的特点，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难点：单一离子滴定的适宜酸度，混合离子滴定。

一、概述

二、EDTA 的分析特性

1、EDTA 的一般物理化学性质

2、EDTA 与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的特点

三、副反应对 EDTA 配合物稳定性的影响

四、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1、配位滴定曲线

2、影响配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

3、配位滴定的条件

4、单一离子滴定的适宜酸度范围

五、金属指示剂

1、金属指示剂的性质各作用原理

2、金属指示剂的封闭、僵化和变质现象

3、常用的金属指示剂

六、混合离子滴定简介

七、配位滴定法的应用。

1、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配位滴定法应用

第六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

重点：KMnO4法、K2Cr2O7法和碘量法的原理及其应用。

难点：条件电极电势，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

一、氧化还原反应基本知识

1、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程度及条件平衡常数

2、条件电极电势

3、副反应对条件电极电势及氧化还原反应方向的影响

二、氧化还原滴定基本原理

1、氧化还原滴定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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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氧化还原滴定中的指示剂

3、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

三、重要的氧化还原滴定法及应用

1、高锰酸钾法

2、重铬酸钾法

3、碘量法

第七章 吸光光度分析法

重点：朗伯-比耳定律，显色反应和测量条件的选择，标准曲线法。

难点：分子吸收光谱，吸光度的测定，光度分析法仪器。

一、吸光光度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1、溶液的颜色和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2、光的吸收定律——朗伯-比耳定律

二、吸光光度分析方法及仪器

三、显色反应及条件的选择

四、光度分析误差及测量条件的选择

五、吸光光度分析的应用

第八章 电势分析法

重点：电势分析法基本原理、直接电势法的应用。

难点：电势分析法的基本原理，离子活（浓）度的测定。

一、电势分析法基本原理

1、指示电极

2、参比电极

3、离子选择电极

二、直接电势法

1、pH 玻璃膜电极及膜电势

2、溶液 pH 的电势测定法

3、其他的离子选择性电极

4、离子活（浓）度的测定方法

三、电势滴定法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即采用多媒体播放 ppt 动画课件，使复杂枯燥的理

论内容以动画、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图文并茂，让学生容易理解和接收，同时加大了课堂

教学的信息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项目与课

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绪论 1 1

一
定量分析的误差和

数据处理

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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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滴定分析法概述 3 3 2

三 酸碱滴定法 6 6 2

四 沉淀滴定法 4 4 2

五 配位滴定法 6 6 2

六 氧化还原滴定法 6 6 2

七 吸光光度分析法 6 6 2

八 电势分析法 3 3 2

合 计 40 40 16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 赵士铎.定量分析简明教程（ISBN 978-7-81117-426-7）.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克安.分析化学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5 月。

[2] 叶锡模. 分析化学.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3] 钟佩珩, 郭璇华等. 分析化学.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4] 汪尔康. 分析化学.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5] 肖新亮, 古风才, 赵桂英等. 实用分析化学.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 月。

[6] 严衍禄. 现代仪器分析. 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 月。

[7] 武汉大学编写组. 定量分析习题精解.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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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 1B》课程教学大纲

（Analytical Chemistry 1B）

执笔者：丁健华、王新平、黄美珍

审核人：周子凡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动物医学（含创新班）、动物科学（创新班）、生物技术、园艺、食品科学与工

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含创新班）、园林等各专业

开课单位 化学工程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时数 32

先修课程 普通化学 1A

后续课程 有机化学

二、课程简述

分析化学是一门现代化学信息科学，分析化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农林牧鱼、食品和环境类

等本科各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在农牧、食品及环境专业的学习中，为有关

后继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打好必要的化学基础，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整体综合素质，提高其

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及专业技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化学 1B》主要内容包括：

定量分析的误差，滴定分析法概述，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沉淀滴定

法，吸光光度法和电位分析法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相关方面的基本实验。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建立准确的“量”

的概念。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

习以及今后从事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一、分析化学概论

1、了解分析化学的目的、任务、作用以及分析方法的分类。

2、了解分析化学与各学科，尤其是与本专业的关系和发展前景。

3、理解定量分析的一般程序。

二、定量分析的误差

1、了解影响分析准确度的因素（误差）和误差的来源及其特点。

2、掌握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概念及它们的表示方法：误差和偏差。

3、掌握简单的分析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可疑值的取舍。

4、掌握提高测定准确度的措施。

5、掌握有效数字的概念和运算规则。

三、滴定分析

1、理解滴定分析中有关的基本概念：滴定、标准溶液、基准物质、化学计量点、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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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滴定误差等。

2、了解滴定分析法的分类和对滴定反应的要求。

3、掌握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以及浓度的表示方法。

4、了解各种滴定方式并熟练掌握滴定分析的有关计算方法。

四、酸碱滴定法

1、了解质子酸碱概念和根据质子条件式计算水溶液酸度的方法。

2、掌握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和变色范围。

3、掌握强酸（强碱）的滴定，一元弱酸（弱碱）和多元弱酸（弱碱）的滴定原理，滴

定曲线，化学计量点 pH值及突跃范围的计算，影响突跃范围的因素，指示剂的选择原则和

酸碱滴定可行性的判断。

4、了解 CO2对酸碱滴定的影响。

5、掌握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和酸碱滴定的重要应用。

五、沉淀滴定法

1、了解沉淀溶解平衡理论。

2、掌握莫尔法、佛尔哈特法和法扬司法的滴定原理，滴定条件、指示剂和适用范围。

3、掌握银量法的应用。

六、配位滴定法

1、理解配位平衡原理，副反应对配位平衡的影响。

2、理解酸效应、共存离子效应和配位效应对条件稳定常数的影响。

3、掌握配位滴定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突跃范围及影响突跃范围的主要因素和单一离

子滴定的适宜酸度范围。

4、理解金属指示剂的变色原理、使用条件和不良的现象。

5、掌握单一离子滴定的可行性判断。

6、了解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方法

7、掌握配位滴定的应用。

七、氧化还原滴定法

1、了解条件电位的概念，影响条件电位的因素，以及条件电位对反应完全程度的影响。

2、理解氧化还原滴定原理，滴定曲线，突跃范围和滴定中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及使用原

则。

3、掌握 KMnO4法，K2Cr2O7法及碘量法的基本原理和重要应用。

八、吸光光度法

1、了解吸收光谱的作用和物质对光的选择吸收与颜色之间的关系。

2、掌握光吸收定律（朗伯-比耳定律），了解光偏离吸收定律的原因。

3、理解对显色反应的要求，显色反应条件的选择。

4、了解分光光度计的构造和各主要部件的作用。

5、掌握吸光度的测定原理及光度法分析的应用。

九、电势分析法

1、了解电势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参比电极、指示电极和膜电极等概念。

2、掌握直接电势法的测量原理和方法。

3、了解电势滴定原理和应用。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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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定量分析的误差和数据处理

重点：误差，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难点：误差的来源和减免方法及对分析准确度的影响。

一、准确度与精密度

二、误差的来源和分类

1、系统误差、随机误差

三、随机误差分布规律和有限数据的统计处理

四、系统误差的检验

五、提高测定准确度的措施

六、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1、有效数字的意义、有效数字的修约

2、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

第二章 滴定分析法概述

重点：滴定分析的有关计算。

难点：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以及滴定分析的有关计算方法。

一、滴定分析法对滴定反应的要求和滴定方式

1、滴定、化学计量点、终点、滴定分析法的分类和滴定方式。

二、滴定分析的标准溶液

1、标准溶液浓度

2、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三、滴定分析法的计算

第三章 酸碱滴定法

重点：滴定曲线、指示剂的选择和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难点：质子条件式和酸度的计算，混合酸碱的滴定。

一、酸碱平衡定量处理方法

二、酸碱指示剂

1、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理

2、酸碱指示剂的变色范围

三、酸碱滴定法原理

1、强酸强碱的滴定

2、一元弱酸（碱）的滴定

3、多元弱酸（碱）的滴定

四、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1、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酸碱滴定法应用实例

第四章 沉淀滴定法

重点：莫尔法和佛尔哈德法。

难点：莫尔法、佛尔哈德法和法扬司法的滴定条件和适用范围。

一、银量法的滴定曲线

二、莫尔(Mohr)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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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尔哈德(Volhard)法化学反应速率概念

四、法扬司(Fajans)法

五、银量法的应用

1、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银量法测定示例

第五章 配位滴定法

重点：EDTA的性质及其配合物的特点，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难点：单一离子滴定的适宜酸度，混合离子滴定。

一、概述

二、EDTA 的分析特性

1、EDTA 的一般物理化学性质

2、EDTA 与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的特点

三、副反应对 EDTA 配合物稳定性的影响

四、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1、配位滴定曲线

2、影响配位滴定突跃范围的因素

3、配位滴定的条件

4、单一离子滴定的适宜酸度范围

五、金属指示剂

1、金属指示剂的性质各作用原理

2、金属指示剂的封闭、僵化和变质现象

3、常用指示剂

六、混合离子滴定简介

七、配位滴定法的应用。

1、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配位滴定法应用

第六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

重点：KMnO4法、K2Cr2O7法和碘量法的原理及其应用。

难点：条件电极电势，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

一、氧化还原反应基本知识

1、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程度及条件平衡常数

2、条件电极电势

3、副反应对条件电极电势及氧化还原反应方向的影响

二、氧化还原滴定基本原理

1、氧化还原滴定曲线

2、氧化还原滴定中的指示剂

3、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

三、重要的氧化还原滴定法及应用

1、高锰酸钾法

2、重铬酸钾法

3、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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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吸光光度分析法

重点：朗伯-比耳定律，显色反应和测量条件的选择，标准曲线法。

难点：分子吸收光谱，朗伯-比耳定律。

一、吸光光度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1、溶液的颜色和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2、光的吸收定律——朗伯-比耳定律

3、氧化还原滴定的计算

二、吸光光度分析方法及仪器

三、显色反应及条件的选择

四、光度分析误差及测量条件的选择

五、吸光光度分析的应用

第八章 电势分析法

重点：电势分析法基本原理、直接电势法的应用。

难点：电势分析法的基本原理，离子活（浓）度的测定。

一、电势分析法基本原理

1、指示电极

2、参比电极

3、离子选择电极

二、直接电势法

1、pH 玻璃膜电极及膜电势

2、溶液 pH 的电势测定法

3、其他的离子选择性电极

4、离子活（浓）度的测定方法

三、电势滴定法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即采用多媒体播放 ppt 动画课件，使复杂枯燥的理

论内容以动画、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图文并茂，让学生容易理解和接收，同时加大了课堂

教学的信息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理论联系实际，把实践项目与课

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绪论 1 1

一
定量分析的误差和

数据处理

3
3 2

二 滴定分析法概述 3 3 2

三 酸碱滴定法 5 5 2

四 沉淀滴定法 3 3 2

五 配位滴定法 5 5 2

六 氧化还原滴定法 5 5 2

七 吸光光度分析法 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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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电势分析法 2 2 2

合 计 32 32 16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 赵士铎.定量分析简明教程（ISBN 978-7-81117-426-7）.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克安.分析化学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5 月。

[2] 叶锡模. 分析化学.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3] 钟佩珩, 郭璇华等. 分析化学.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4] 汪尔康. 分析化学.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5] 肖新亮, 古风才, 赵桂英等. 实用分析化学.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 月。

[6] 严衍禄. 现代仪器分析. 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 月。

[7] 武汉大学编写组. 定量分析习题精解.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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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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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执 笔 者：陈肖莹

审 核 人：丁伟雄

编写日期：2018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创业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

课程性质 公共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学时，其中：实验（实训）5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后续课程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二、课程简述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是面向在校大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的的创新创业精神和意识，初步掌握创新创业基本理论，锻炼和提升创业基本素质和能

力。

通过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在教授创新创业知识、锻炼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精神

方面达到以下目标：第一，培养创新精神和科学创业观。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需求，正确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自觉遵循创新创业规律，积极投

身创新创业实践。第二，教授创新创业知识。认识创新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新创业活动的特

殊性，掌握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实践的基本要求，使学生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需

要的基本知识。第三，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掌握创新思维的方法、理论和技巧，掌握创业资

源整合与创业计划撰写的方法，熟悉新企业的开办流程与管理，提高创新创业综合素质和能

力。重点培养学生识别创业计划、防范创业风险、适时采取行动的创业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素质目标

指标点 1：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具备主动创新意识，创业潜

质分析能力，并能够进行创业机会甄别和分析，树立科学的创新创

业观。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业精

神，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毕业要求 2：知识目标

指标点 2：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能全

面认知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业活动的特殊性，科学辩证地认识和分

析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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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技能目标

指标点 2：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能全

面认知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业活动的特殊性，科学辩证地认识和分

析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项目等。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与专业紧密结合，课程体系的设计必须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打破院系壁垒和专业

限制，各学院可以通过必修课外的通识课、选修课、实践课等，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

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2、与社会紧密结合，在课外可以通过更多的创业孵化器、创业园、创业基地作为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平台，可以让学生在最真实的创业环境中历练。

3、创新创业课程更多要求社会更多的参与者紧密配合，如多引入政府的政策宣传、企

业家的创业分享、技术专才的创新思维、专家学者的创业环境研究等，每个角色都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才能构成良性循环、可持续的培育体系。1、与专业紧密结合，课程

体系的设计必须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打破院系壁垒和专业限制，各学院可以通过必修课外

的通识课、选修课、实践课等，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2、与社会紧密结合，在课外可以通过更多的创业孵化器、创业园、创业基地作为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平台，可以让学生在最真实的创业环境中历练。

3、创新创业课程更多要求社会更多的参与者紧密配合，如多引入政府的政策宣传、企

业家的创业分享、技术专才的创新思维、专家学者的创业环境研究等，每个角色都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才能构成良性循环、可持续的培育体系。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创新创业的技巧和方法。

目标三：掌握创新创业的技能。

（二）考核方式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1》采用过程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查；《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2》采

用在线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

（三）成绩评定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1》最后总成绩由平时成绩（40%，其中到课率 20%+课堂表现

20%）+期末考查（60%，重点依据学生参加的课程实践活动以及完成的创业计划书、创业

计划跟进分析报告等内容进行考核），《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2》最后总成绩由平时成绩（60%，

其中观看慕课 40%+在线习题 20%）+期末考试（40%，学生进行线上考试）。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1》

第一章 大学生创新创业概述

一、创业热潮的兴起与发展进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现状；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功能与意义；

重点：创业对个人生涯发展的影响。

难点：创业的关键要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议使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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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业、创业精神的基本概念；

四、创业对个人生涯发展的影响。

第二章 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一、创业者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创业者的心理调适；

二、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创业团队的组建与管理；团队角色的分工；

三、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常见问题分析；大学生创业团队的运行机。

第三章 创业机会与创业风险

一、创业机会的识别与筛选；

二、设计商业模式的思路和方法；

三、创业风险的识别与管理策略；

四、大学生创业机会的识别。

第四章 创业资源

一、创业资源的内涵；

二、创业融资需求的测算；融资渠道的选择及技巧；

三、创业环境评估；创业环境因素整合利用；

四、创业资源的获取途径；创业资源的整合。

第五章 新创企业的运营

一、新创企业的选址考虑因素；不同性质的新创企业选址思路；

二、新创企业的法律形式选择；

三、开业及国家、省市的政策运用；新创企业的申办程序及注意事项；

四、如何做好创业市场调研；

五、目标市场的营销战略；

六、产品定价策略、营销策略。

重点：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创业团队的组成。

难点：大学生创业团队的组建与运行机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议让学生从自身出发来思考创业者的能力和素质，便于理解；创业团

队可以考虑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

重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评价方法。

难点：创业机会评估的客观性——商业模式画布。

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议以案例讨论模式授课。

重点：创业资源获取的途径与技能。

难点：创业资源开发的推进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议以案例形式说明。

重点：新创企业的选址；目标市场的选定、新创企业的产品定价。

难点：新创企业组织设计；目标市场营销战略。

教学方法与手段：结合创业项目确定企业的选址、法律形式及组织设计以及了解新企业获

得市场认同的营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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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创业计划书

一、创业计划书的作用；创业目的的设定；目标市场的选择；

二、创业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三、创业项目与主营业务的选择；

四、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创业计划书的展示。

第七章 创业项目路演

一、路演过程的关键要素与技巧；

二、投资人常问的问题；

三、路演 PPT设计要点。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2》

第八章 树立创新创业意识

一、我有创业意识吗；

二、我有创业潜质吗；

三、学习创业与专业学习；

四、学习创业与人生发展。

第九章 大学生创新创业初探

一、学习创业与职业选择；

二、创新与创业的联系与区别；

三、自主创业与岗位创新；

四、大学生创业的优势与劣势。

第十章 大学生创业方式与方法

一、大学生创业的方式与策略；

二、大学生学习创业的路径与方法；

三、大学生创业常见问题。

重点：创业计划的内容和结构。

难点：撰写与展示创业计划。

教学方法与手段：结合实际的创业计划书加以剖析。

重点：路演 PPT 设计；路演展示。

难点：路演过程的关键要素与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结合创业项目和实际运行情况，对项目进行路演展示。

重点：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

难点：基于专业的创业。

重点：如何选择职业方向；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的优劣势。

难点：如何提高创业成功率。

重点：创业的关键步骤与核心要素。

难点：如何面对创业道路上的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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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识别创业商机

一、组织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二、商机识别与项目选择。

第十二章 像创业者一样思考

一、怎样发现事物变化的趋势；

二、怎样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三、怎样培养创业者思维；

四、怎样培养企业家精神。

第十三章 创业资源的整合与运用

一、怎样培养合作能力；

二、怎样建立人际关系；

三、怎样挖掘创业资源；

四、怎样整合创业资源；

五、怎样建设创业团队。

第十四章 大学生创业者的能力提升

一、怎样提高领导力；

二、怎样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

三、怎样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明确判断初创企业的发展阶段。

难点：如何准确找到痛点、寻找商机。

重点：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思维、企业家眼光的初创企业者。

难点：核心技术如何恰当转化与使用。

重点：如何发挥创业资源的最大价值。

难点：创业资源的整合。

重点：明确领导力包含的要素以及在创业实践过程中提升领导力。

难点：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六、学时分配（理论教学 27 学时、实训教学 5学时）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讲

授

讨

论

实

训

小

计

第一章 大学生创新创业概述 2 2

第二章 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2 2 1

第三章 创业机会与创业风险 2 2

第四章 创业资源 2 2 1

第五章 新创企业的运营 2 2

第六章 创业计划书 2 2 4 1

第七章 创业项目路演 2 2

第八章 树立创新创业意识 2 2 1 幕课
第九章 大学生创新创业初探 2 2 1 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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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大学生创业方式与方法 2 2 1 幕课
第十一章 识别创业商机 1 1 2 1 幕课
第十二章 像创业者一样思考 2 2 4 1 幕课
第十三章 创业资源的整合与运用 2 2 1 幕课

第十四章 大学生创业者的能力提升 2 2 1 幕课
合作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盘健等.《大学生创业基础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2]李肖鸣.《大学生创业基础（第 4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3]张锐，张强，丘锡彬.《大学生创业标准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4]张志，乔辉.《大学生创新创业入门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5]王艳茹等.《创业基础课堂操作示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李家华.《创业基础：教学手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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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课程教学大纲

Mental Health Guide of College Students

执笔者：颜农秋（副教授） 吕 欢（讲师）

审核人：严家怡（副教授） 邓彩霞（讲师）

编写日期：2018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学生工作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创业创新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6 ，其中：理论 16 学时 ；课外实训 2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就业指导、创新创业课程

二、课程简述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集理论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

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公共必修课程。课程旨在使大学生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现实意义，掌握

并应用心理健康知识，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自信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培养大学

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全面提高大学生心理素养，为大学生全

面发展奠定良好、健康的心理素质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大学生自我意识、大学生人格塑造、大学新生适应、大学

生情绪管理、大学生人际交往、大学生心理挫折与应对、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大学生创造

力的培养、大学生网络心理、朋辈心理辅导。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支撑所达成的毕业要求与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指标点

毕业要求1.知识层面:掌握自我心理调适的基

本知识及方法。

指标点 1. 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现实意义，

了解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点，能够对自

己的心理特征、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

毕业要求 2. 技能层面:使大学生掌握自我探

索、自我判别与心理调适的技能及各种通用

技能。

指标点 2 初步掌握形成良好心理品质的有效

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毕业要求 3.意识层面:引导大学生培养心理

健康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心理健康观。

指标点 3 能够具备适应新的环境，维护自身

心理健康的意识。

毕业要求 4.长远目标：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能力。

指标点 4 其核心是能发挥个人的潜能，有不

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意识。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采用渗透式、启发式、参与互动式等先进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心理健康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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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点为主，学生讨论互动为辅，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课外自学和完

成作业，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一是要求老师在实际训练中既要介绍有关理论和

观念，提高学生的认识，更要加强实际操作的训练指导，必须有一套实践的内容、要求、目

标和步骤。二是要求老师在实施心理训练时，必须按照青年心理发展的不同层次，确定不同

的训练内容和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处于不同心理发展层次上的学生的实际问题。三是开展

心理训练时，不仅仅是对学生的心理偏常进行矫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挖掘其潜力，让其发展更优化。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 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现实意义，了解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点，能够对自己的

心理特征、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

2 初步掌握形成良好心理品质的有效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3 能够具备适应新的环境，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意识。

4核心是能发挥个人的潜能，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意识。

（二）考核方式

采用考查方式。考试内容以所授课内容及教学大纲要求为主。

（三）成绩评定

理论课程期末考查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40%；实践课程考核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30%；平

时成绩占课程总分的 30%。

五、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部分 理论课程教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一、什么是心理健康

二、心理健康的标准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

第二节 大学生心理发展

一、影响大学生心理发展的因素

二、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阶段性

第三节 大学生心理教育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的关系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第四节 心理健康指导的基本内容和学习方法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明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与意义，心理健康的含义和影响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和健康发展的自主意识，了解促进心理

健康的途径和方法。

重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难点：学习《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的原则与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经验分享、团体心理辅导、文化经典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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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学生自我意识

第一节 自我意识概述

一、什么是自我意识

二、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

三、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

四、自我意识的主要理论

第二节 大学生自我意识的特点

一、自我认识日趋成熟

二、自我体验复杂深刻

三、自我调控能力显著增强

第三节 大学生常见自我意识偏差

一、自我意识偏差

二、负性的自我体验

三、消极的自我调控

第四节 健康自我意识的培养途径

一、在比较重客观认识自我

二、在实践中学会悦纳自我

三、在发展中有效地调控自我

第三章 大学生人格塑造

第一节 人格概述

一、人格的内涵

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第二节 人格的差异与完善

一、人格的结构

二、气质

三、性格

四、气质与性格的关系

五、人格测量

第三节 大学生常见的人格不足与调适

一、人格障碍简介

二、大学生常见的人格缺陷和调适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了解自我意识的特点，认识大学生自我认识的常见问题，

培养健康的自我意识。

重点：健康自我意识的培养途径

难点：大学生常见自我意识偏差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自我成长分析、自信心训练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了解人格塑造的重要性，掌握完善自我人格的途径与方法，

促进大学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重点：大学生常见的人格不足与调适

难点：大学生常见的人格缺陷和调适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自我成长分析、团体心理素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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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学新生适应

第一节 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适应问题

一、常见的大学新生适应问题

二、大学新生常见适应问题的成因

第二节 大学生适应问题的心理调适

一、大学生处理适应问题的原则

二、提高大学生适应能力

第五章 大学生情绪管理

第一节 情绪概述

一、情绪概念

二、情绪状态

第二节 大学生健康情绪的培养

一、大学生情绪健康发展的基本特征

二、大学生健康情绪的培养

第三节 大学生消极情绪的表现和克服

一、自卑

二、孤独

三、愤怒

四、嫉妒

第六章 大学生人际交往

第一节 人际关系概述

一、人际关系的含义

二、人际关系的类型

三、人际行为模式

四、人际关系在个性形成中的作用

第二节 大学生常见的人际交往困惑与调适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了解大学文化与学习生活方式的特点，提高主动适应环境

的意识；了解大学新生适应不良的常见表现及产生的原因，提高大学生应对环境变化的能

力，预防出现适应障碍。

重点：大学生适应问题的心理调适

难点：大学生适应问题的心理调适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经验分享、适应性体验活动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认识情感与情绪的基本性质、特点和影响因素，了解大学

生常见的情感问题与情绪障碍及其产生的原因，掌握情感培养与情绪调适的途径与方法。

重点：大学生健康情绪的培养

难点：大学生消极情绪的表现和克服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情绪体验与评估、放松训练、压力免疫训练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人际沟通意识，了解人际关系与沟

通障碍产生的原因，促进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的提高和团队精神的培养。

重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难点：大学生常见的人际交往困惑与调适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人际测评、人际沟通分析体验、户外拓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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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点

二、大学生常见的人际交往困惑与调适

第三节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一、认识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

二、分析影响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

三、把握人际关系的原则

四、了解人际吸引的条件

五、学习增进和谐沟通的策略和技巧

第七章 大学生心理挫折与应对

第一节 挫折概述

一、挫折的概念

二、挫折产生的原因

三、挫折容忍力

第二节 挫折的心理调适

一、挫折的行为表现

二、心理防卫方式

第三节 挫折的自我调节

一、正确认识挫折，客观分析挫折的原因

二、运用心理防卫机制，减轻心理压力和伤害

三、调节抱负水平

四、改善挫折情境

五、进行自我鼓励，依靠坚强意志战胜挫折

第八章 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

第一节 爱情概述

一、理解爱情

二、爱情的理论

第二节 大学生恋爱心理

一、大学生恋爱意识发展的阶段

二、大学生恋爱发展的心理过程

三、大学生恋爱的动因

四、大学生恋爱的心理特点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了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了解大学生挫折的心理调适，掌

握应对挫折的调适方法，培养积极进取和耐压的心理韧性。

重点：挫折的自我调节

难点：挫折的自我调节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自我成长分析体验、阅读疗法、压力管理技能训练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了解青春阶段性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熟悉男

女两性心理的同与异，掌握健康性心理的标准，认识常见的性心理障碍，掌握性心理的调

适方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择偶观。

重点：大学生恋爱中的心理问题及调适

难点：性心理困扰及调适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男女团体心理辅导、两性认识与交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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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学生恋爱中的心理问题及调适

大学生常见的恋爱心理问题

二、培养爱的能力

第四节 性心理概述

一、性心理概念

二、性价值观

第五节 性心理困扰及调适

一、产生性心理困扰的原因

二、常见的性心理困扰

三、性心理的调适

四、积极开展科学的性教育

第九章 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第一节 创新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一、创新的内涵

二、影响创新能力的因素

第二节 创新的心理历程

一、沃拉斯四阶段模型

二、创新过程两种意识的转换

第三节 创造力的培养

一、探究学习与创造力

二、当前常见的创造力培养措施及其局限性

三、有效的大学生创造力培养

四、对大学生创新问题的思考

第十章 大学生网络心理

第一节 大学生与网络

一、互联网的心理空间特征

二、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

第二节 大学生常见的网络心理问题

一、网络成瘾综合征

二、虚拟人格

第三节 大学生网络心理障碍的调适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了解学习心理的规律与特点，掌握学习发展技能，解决问

题的技能，树立知识创新意识，促进学习潜能的开发。

重点：创造力的培养

难点：创造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头脑风暴与知识创新思维体验活动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应用互联网和手机的健康意识，认识上网偏差行

为、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等相关心理问题带来的危害，培养互联网和手机应用的良好习惯

和时间管理的方式。

重点：大学生健康网络心理的培养

难点：大学生网络心理障碍的调适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时间管理训练、社会实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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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网络心理调适的目标

二、大学生网络心理障碍调适的途径与方法

第四节 大学生健康网络心理的培养

一、提高正确、科学的网络认知

二、端正正确的网络心态

三、提高辨识网络真假的能力

四、培养正确使用互联网的能力

五、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六、完善自我管理能力

七、树立自觉维护网络秩序的意识

第十一章 朋辈心理辅导

第一节 朋辈心理辅导基本概念

一、心理辅导及朋辈心理辅导的概念

二、朋辈心理辅导的可行性

三、在高校开展朋辈心理辅导的必要性

第二节 朋辈心理辅导员的素质

一、朋辈心理辅导员的素质

二、提高朋辈心理辅导员的能力和素质常见的几种途径

三、朋辈辅导员的心理保护

第三节 朋辈心理辅导的基本方法

一、朋辈心理辅导的过程和方法

二、辅导过程中朋辈辅导员的态度

第四节 朋辈心理辅导谈话基本技巧

一、倾听

二、探问

三、面质

四、自我表露

第五节 朋辈心理辅导中的认知干预技术

一、什么是理性情绪疗法

二、不合理信念的类型

三、理性情绪疗法的具体操作

第六节 朋辈心理辅导中的行为矫正技术

一、系统脱敏疗法

二、厌恶疗法

三、满罐疗法

四、宣泄疗法

五、自信训练疗法

六、行为塑造法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了解朋辈心理辅导的必要性和基本方法，学习朋辈心理辅

导的技巧，从而达到助人自助。

重点：朋辈心理辅导的基本方法

难点：朋辈心理辅导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团体心理辅导、认知干预训练、行为矫正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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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践课教学

环节一：心灵拓展

实践类型：参与式活动型

重点：增强学生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感，让学生接纳自我和接纳他人

难点：新生心理适应，人际交往技巧

实践目的及要求：

配合理论课程教学中“新生心理适应”和“大学生人际交往技巧”两部分开展，对大学

生进行发展性辅导。增强班级成员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感，让学生更好的接纳自我和接纳别

人，帮助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寻找突破口，让学生们在相互帮助和尊重中满足了自我发展的需

要，进而为班级成员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实践内容：

主题一：团队建设；主题二：情感疏导；主题三：心理适应训练；主题四：沟通技巧训

练；主题五：人际交往技巧训练；主题六：总结分享

环节二：心理测验

实践类型：网络测试

重点：学生使用量表对自我身心状态进行认识和探索

难点：量表结果的使用和解释

实践目的及要求：

1、结合理论课程教学中“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认识与探索”部分开展；

2、通过测量使学生对心理状况有初步的认识；

3、能够根据测量结果对自己进行较为准确的分析，并提出自我优化的策略；

4、对异常心理个体的检出排查和跟进辅导，落实我校心理危机的预防和识别工作。

实践内容：

1、心理健康自评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2、职业倾向的测试

环节三：心理情景剧

实践类型：参与式、体验式。由教师指导，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完成心理情景剧设计、编剧、

表演、总结各个环节。

重点：用多种形式对心理剧进行设计、编导、表演。

难点：促发参与者体验和反思，引起观看者强烈共鸣，传播心理健康理念。

实践目的及要求：

结合理论课程教学中“朋辈心理辅导”部分开展。校园心理剧是一种以现实生活为蓝本

的团体心理辅导方式，它以特殊的戏剧化形式把学生在生活、学习、交往中的冲突、烦恼、

困惑等问题，通过角色扮演、角色互换、内心独白等方式编成小剧本进行表演，使学生明白

症结所在，找到解决方法。

实践内容：

校园心理情景剧

环节四：特色心理实践活动

实践类型：形式多样化，按需设置

实践目的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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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实践活动是任课教师自行组织的，可根据理论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配套设置。打破

了传统教学的模式，由担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任课老师们为每一个任课班级“量体裁衣”

式的制定出适合学生自身情况、专业特点的特色实践活动，使同学们有一个愉悦、实用、合

乎自身情况的自主实践的课堂。这是一种教学上的创新，它更多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有利于

挖掘大学生潜力、提高心理素质。

实践内容：

结合个人兴趣和所学内容，自行制定实践计划设计流程并实践，完成实践的各个环节，

将过程详细记录并做出总结。举例：心理调查、心理训练、心理宣传等参与式活动。

六、学时分配建议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讲 导学 2

第二讲 大学新生适应 2

第三讲 大学生人际交往 3

第四讲 大学生恋爱婚姻 3

第五讲
大学生心理挫折与防

卫
2

第六讲 大学生情绪管理 4

环节一 心理测验 2

环节二 心灵拓展 4

环节三 心理情景剧 4

环节四 特色心理实践活动 10

合计 16 20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颜农秋主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新编》.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1］徐光兴主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长沙：湖南出版社，2005 年版。

［2］张大钊等主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诊断•训练•适应•发展（一年级）••》．成都：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郑日昌等主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自主与自助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4］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版。

八、其它说明

（一）实践课程中的心灵拓展和心理测验由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统一组织安排，任

课老师参与配合。心理情景剧和特色心理活动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实际自行组织开展。

（二）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省教育厅文件要求，我们

组织教师结合我国本土实际开展了教学改革，以不断完善教学内容体系和创新教学手段、方

法。目前改革试验班将传统文化心理智慧引入教学内容，并采取自主教育方法，已取得初步

成果，还需继续接受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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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大纲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执 笔 者：陈肖莹

审 核 人：丁伟雄

编写日期：2018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创业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

课程性质 公共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6学时，其中：实验（实训）8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后续课程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二、课程简述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是面向在校大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是

一门融知识性与实践性为一体的应用性综合课程。该课程的主旨是通过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

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力在学

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

通过课程教学，大学生应当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达到以下目标：第一，能树立

起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第二，能基本了解

职业发展各阶段的特点，较为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特性、职业的特点以及社会环境，了解就业

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等；第三，能掌握自我

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生涯决策技能、求职技能等，还应该通过课程提高学生的

各种通用技能。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1：意识目标

指标点 1：通过课程学习，大学生应树立起职业生涯发展的

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

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愿

意为个人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主动付出积极的努力。

毕业要求 2：知识目标

指标点 2：通过课程学习，大学生应基本了解职业发展的阶

段特点；较为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优劣势、职业的特性以及社会环

境；了解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

关的职业分类知识以及创业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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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技能目标

指标点 3：通过课程学习，大学生应掌握自我职业探索技能、

职业信息搜索与生涯决策技能、生涯管理技能、求职技能、创业

技能等，同时提升其他技能，比如沟通技能、问题解决技能、自

我管理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等。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全过程理念的渗透。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授课教师应具备全过程理

念，以确保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真正按照设计路径来实施，将每一个环节都落到实处，有效

完成预定任务，并引导大学生理解、树立全过程理念。并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接受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学会运用职业规划知识和方法认识自我、规划学业，树立科学合理的目标，并有

意识、有计划地逐步实现，从而具备良好的职业规划意识，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进行有效规划。

2、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体系。以满足普遍学生需求为主线，兼顾个性化需求，

以职业生涯规划教学为主要内容，以专业教学为重要保障。同时，要考虑不同阶段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高校应根据学生特点和需求进行分类教学，有针对性地

设置教学课程，尽可能提升学生职业能力。

3、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内容涵盖面广，包括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教学、测评与咨询、社会实践、就业指导、职业生涯系列讲座和活动等，可采用课堂

授课、专家讲座、团体辅导、个体测评、社会实践等方式。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本课程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二：掌握职业生涯规划规划的技巧和方法。

目标三：掌握生涯决策技能和求职技能。

（二）考核方式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采用过程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查；《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2》采用在线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

（三）成绩评定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最后总成绩由平时成绩（40%，其中到课率 20%+课
堂表现 20%）+期末考查（60%，重点依据学生参加的课程实践活动以及完成的职业生涯规

划书等内容进行考核），《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最后总成绩由平时成绩（40%，其

中到课率 20%+课堂表现 20%）+期末考试（60%，学生进行线上考试）。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

第一章 职业发展与规划导论

一、职业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

二、所学专业对应的职业类别，以及相关职业和行业的就业形势；

三、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

四、生涯规划与未来生活的关系；

五、职业角色与其他生活角色的关系；

六、大学生活（专业学习、社会活动、课外兼职等）对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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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所学专业的未来就业形式，以及大学生活对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

难点：影响职业规划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课堂活动与小组讨论。

第二章 影响职业规划的因素

一、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自身因素；

二、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职业因素；

三、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环境因素。

第三章 认识自我

一、能力与技能的概念；能力、技能与职业的关系；个人能力与技能的评定方法；

二、兴趣的概念；兴趣与职业的关系；兴趣的评定方法；

三、人格的概念；人格与职业的关系；人格的评定方法；

四、需要和价值观的概念；价值观与职业的关系；价值观的评定方法；

五、整合以上特性，形成初步的职业期望。

第四章 了解职业

一、我国对产业、行业的划分及概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基本状况；国内外职业分类方法；

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因素；

三、根据设定的职业发展目标确定职业探索的方向；

四、职业信息的内容：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能力和技能要求、从业人员共有的人格特征、

未来发展前景、薪资待遇、对生活的影响等；

五、搜集职业信息的方法：可利用学校、社区、家庭、朋友等资源。

第五章 了解环境

一、探索学校、院系、家庭以及朋友等构成的小环境中的可利用资源；

二、了解国家、社会、地方区域等大环境中的相关政策法规、经济形势，探索其对个人职业

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重点：影响职业规划的因素。

难点：如何规避影响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授、课堂活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

重点：如何认识自我。

难点：认识自我的技能以及对自我的剖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使用测评工具、案例分析。

重点：设定职业发展目标以及确定职业探索方向。

难点：搜集职业信息的方法与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分组调查、课堂讨论等。

重点：内外环境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难点：内外环境的信息搜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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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职业发展决策

一、决策类型；职业生涯与发展决策的影响因素（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对决策的影响，个

人因素及环境因素）；

二、决策相关理论；决策模型在职业生涯与发展决策过程中的应用；

三、做出决策并制定个人行动计划；

四、识别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提高问题解决技能；

五、识别决策过程中的消极思维，构建积极的自我对话。

第七章 职业素质与能力

一、职业素质与能力的定义

二、目标职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这些技能与所学专业课程的关系；评价个人目前所掌握的

专业技能水平；

三、目标职业对通用技能（表达沟通、人际交往、分析判断、问题解决、创新能力、团队合

作、客户服务等）的要求；识别并评价自己的通用技能；掌握通用技能的提高方法；

四、目标职业对个人素质（自信、自立、责任心、诚信、时间管理、主动、勤奋等）的要求；

了解个人的素质特征；制定提高个人素质的实施计划；

五、根据目标职业要求，制定大学期间的学业规划。

第八章 大学生涯规划书的撰写

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主要原则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骤

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常用方法

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

五、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评价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第九章 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过渡

一、学校和职场的差别；学生和职业人的差别；

二、初入职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三、有效的工作态度及行为；工作中的人际沟通；职业道德的培养与树立。

重点：职业发展决策类型、相关理论以及影响因素。

难点：识别决策过程中的消极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个人经验分析。

重点：目标职业对专业技能、通用技能以及个人素质的要求。

难点：制定提高就业能力的实施计划。

教学方法与手段：职场人物访谈、小组讨论、团队训练。

重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骤。

难点：确定职业发展目标，设定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人物访谈、课堂作业。

重点：初入职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难点：学校和职场、学生和职业人的差别，建立对工作环境客观合理的期待，在心理上做好

进入职业角色的准备。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经验分享。



398

第十章 就业形势与政策

一、影响社会和个人就业的相关因素；

二、当前国内外大学生就业的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

三、本专业大学生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对策；

四、搜集就业信息。

第十一章 就业心态

一、求职过程中常见的心理问题；

二、心理调适的作用与方法；

三、建立个性化的心理调适方法。

第十二章 简历撰写与面试技巧

一、简历制作的注意事项；

二、求职礼仪；

三、面试基本类型与应对技巧；

四、面试后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就业权益保护

一、求职过程中常见的侵权、违法行为；

二、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签订；

三、违约责任与劳动争议；

四、社会保险的有关知识。

六、学时分配（理论教学 28 学时、实训教学 10 学时）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讲

授

讨

论

实

训

小

计

第一章 职业发展与规划导论 2 2

第二章 影响职业规划的因素 2 2

第三章 认识自我 2 2 4 1

重点：本专业大学生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对策。

难点：当前国内外大学生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授、小组讨论。

重点：心理调适的方法。

难点：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团体训练。

重点：简历制作、求职礼仪、面试技巧。

难点：简历制作、求职礼仪、面试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训练、模拟面试、案例分析。

重点：了解求职过程中的侵权、违法行为，以及了解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签订。

难点：就业协议签订的基本程序和应注意的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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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了解职业 2 2

第五章 了解环境 2 2 1

第六章 职业发展决策 2 2

第七章 职业素质与能力 1 1
第八章 大学生涯规划书的撰写 1 2 3
第九章 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过渡 2 2
第十章 就业形势与政策 2 2 1

第十一章 就业心态 4 2
第十二章 简历撰写与面试技巧 4 2 6 1
第十三章 就业权益保护 2 2 4
合 计 28 8 36 4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林瑞青.《大学生职业规划与职业素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葛卫华.《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 谢珊.《新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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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创思维导论

一、课程简介

创新创业的前提条件是思维方式的创新，而思维方式的创新必须要有好的思维技能。好

的思维技能主要包括两种：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创新性思维技能。然而，这两种技能并非相互

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二者合称“批创思维”。现在，让我们来引

领你，把握批创思维，应对复杂问题，与世界最聪明的人竞争。

教师简介

熊明辉，教授，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法学院法

学理专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副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广东省“千
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主要从事非形式逻辑、法律逻辑、论证理论和批创思维研究。

二、课程大纲

第 1章 为什么要学会批判性思维？

1.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技能

2.对批判性思维的误解

3.如何改善思维能力

第 2章 清晰思维与清晰写作

1.字面含义与关联观念

2.有效写作与展示

第 3章 让我们重新理解“定义”
1.定义有哪些类型

2.定义的标准和技巧有哪些

第 4章 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1.如何理解这对条件

2.如何使用这对条件

第 5章 你见过却不认识的语言陷阱

1.常见的语言陷阱

2.“官样文章”就是空无一物？

第 6章 真

1.“真”要怎样理解？

2.真有哪些类型

第 7章 我们要必备的一些基础逻辑

1.先来理解基础逻辑的概念

2.逻辑连接词的功用

第 8章 练就慧眼识别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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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证”说的是什么

2.怎样提取并阐明论证

第 9章 有效论证与可靠论证

1.理解论证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2.有效论证图式

3.概括性论证

第 10章 归纳推理

1.归纳推理的特点

2.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

第 11章 论证绘图

1.论证绘图的基本方法

2.论证绘图的技巧

第 12章 论证分析

1.什么是好的论证

2.攻击论证的四种方式

3.论证分析的方法

第 13章 科学推理

1.科学推理之“狄尔方法”
2.诉诸专家意见论证

第 14章 弥尔方法

1.求同法与求异法

2.共变法与剩余法

第 15章 因果推理

1.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差异

2.好的因果证据是什么样的

3.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第 16章 因果过程图解

1.因果网络、鱼骨图、流程图

第 17章 统计与概率

1.评估调查与抽样研究方法

2.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

3.误导人的统计图

第 18章 价值考量

1.价值都有什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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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价值与规范性

3.道德与上帝

4.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

5.四种道德论证

第 19章 谬误

1.谬误有哪些分类

2.谬误清单

第 20章 认知偏差

1.有哪些认知偏差（记忆偏差、语境偏差、证据缺失、自我意识偏差）

2.如何消除认知偏差？

第 21章 类比推理

1.如何分析类比推理？

2.如何评估类比推理？

第 22章 理性决策

1.怎样才是好的决策过程？

2.决策中有哪些点典型问题？

3.怎样做到决策可视化

第 23章 何谓创新

1.重新理解什么是“创新”
2.“四步创新法”

第 24章 创新思维习惯

1.有哪些创新思维习惯？

2.创新性与自我管理

3.高端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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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

技术公共课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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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课程教学大纲

（Pedagogy）

执 笔 者：梁卓欣

审 核 人：钟媚

编写日期：2018.08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师范专业本科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含公共基础课√、综合素质课、创新创业课)、专业类课

程（含专业基础课、工程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是，否√）

学分数 学分 3
学时数 总学时 48 ，其中：实验（实训）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心理学

后续课程 学科教学法

二、课程简述

《教育学》是本科师范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是师范专业

学习的一门重要课程，对培养师范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使学生在掌握教育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初步掌握学校教育的规范、教育

工作的理论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技能，为以后开展教育实践打下良好基础。课程研究

教育的一般原理和中小学的教育规律，主要阐述教育的本质内涵、教育与人的发展以及社会

发展的关系、教师的职业特点、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制度、课程、教学、德育、综合实践活

动、班主任等问题。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以英语师范专业为参照）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教育学

知识结构

1.2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具有艰苦奋斗的献身

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0.1

1.3 熟悉教育法规，具有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英语教学基本

理论及现代教育技术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能力。
0.2

思想身心素养
3.1 掌握英语教育科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0.2

4.3 具有现代信息观念，掌握现代教学技能。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6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系统地掌握教育与人的发展以及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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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教育制度、课程等教育科学基本原理、知识，了解教师的职业特点以及现代教师应

具备的素养，把握教育的基本规律以及教学过程、德育过程的规律，掌握中小学教学的技能

技巧、德育的基本方法以及班级管理的方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现代教育

教学的技能技巧，提升教育教学工作能力，确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

为将来投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奠定知识、能力、情感基础。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掌握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2、能运用教育知识分析、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3、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技巧；

4、学习过程中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热情高。

（二）考核方式

期末考核为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期末考核成绩（60~70%）+平时成绩（30%~4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一、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学？

(一)什么是教育？

1、广义的教育

2、狭义的教育

(二)什么是教育学？

二、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一)教育的产生

1、生物起源论

2、心理起源论

3、劳动起源论

(二)教育的发展

1、原始社会的教育

2、奴隶社会的教育

3、封建社会的教育

4、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三、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萌芽阶段

（二）独立形态阶段

（三）发展多样化阶段

（四）理论深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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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教育学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意义

(二)学习方法

第二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

一、人的发展的概念

二、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基本因素

（一）遗传

（二）环境

（三）教育

1、原因

2、条件

（四）个体主观能动性

三、人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顺序性、阶段性

（二）不均衡性

（三）稳定性、可变性

（四）个别差异性

第三章 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教育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一） 生产力决定教育

1、生产力水平决定教育的规模、速度

2、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教育结构的变化

3、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内容、手段

（二） 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1、教育再生产劳动力

2、教育再生产科学技术

二、教育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一） 政治决定教育

1、政治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2、政治决定受教育的权利

3、政治决定教育的目的、性质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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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对政治的影响

1、教育为政治培养所需人才

2、教育通过传播思想，是一种影响政治的舆论力量

3、教育可以促进政治民主化

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一）文化影响教育

（二）教育对文化的影响

第四章 教师

一、教师与教师专业化

（一）教师的定义

（二）教师专业化

二、教师的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

（一）教师的地位

（二）教师的作用

（三）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三、教师劳动的特点

（一）复杂性、创造性

（二）主体性、示范性

（三）个体性与群体性

（四）连续性、广延性

（五）长期性、间接性

四、教师的素养

（一）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二）教师的业务素养

1、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

2、教师的能力结构

（三）教师的身心素养

第五章 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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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目的概述

（一）什么是教育目的？

（二）教育目的的意义

（三）确定教育目的的依据

1、生产力

2、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3、历史背景、文化传统

4、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

（四）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

1、个体本位论

2、社会本位论

二、我国的教育目的

（一）我国当前的教育目的

（二）我国教育目的提出的依据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2、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3、前人有益的思想成果

4、建国以来的教育经验

（三） 正确理解我国的教育目的

第六章 学校教育制度

一、学制概述

（一）学制的定义

（二）学制的类型

1、双轨制

2、单轨制

3、分支型

（三）制定学制的依据

1、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2、政治经济制度

3、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

4、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

（一）旧中国的学制

（二）新中国的学制

三、现代学制改革的趋势

（一）重视学前教育

（二）提早入学年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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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教与职教互相渗透

（四）高等教育发展

（五）终身教育

第七章 课程

一、课程概述

（一）什么是课程？

（二）课程的类型

二、我国中小学的课程

（一）课程方案

（二）课程标准

（三）教材

三、当代中小学课程改革动向

（一）世界课改趋势

1、追求整体性课程目标

2、注重课程编制的时代性、基础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3、讲求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二）我国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介绍

第八章 教学

一、教学概述

（一）教学的概念

（二）教学的地位

（三）教学的意义

（四）教学的任务

1、在“智”方面

2、在“德”方面

3、在“体”方面

二、教学过程

（一）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二）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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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的统一

2、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统一

3、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的统一

4、掌握知识与形成思想感情的统一

5、智力活动与非智力活动统一

三、教学原则

（一）科学性、思想性统一原则

（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三）直观性原则

（四）启发性原则

（五）循序渐进原则

（六）巩固性原则

（七）发展性原则

（八）因材施教原则

四、教学方法

（一）讲授法

（二）谈话法

（三）讨论法

（四）读书指导法

(五) 演示法

(六) 练习法

(七) 实验法

(八) 实习作业法

(九) 研究法

五、教学组织形式

（一）个别教学

（二）班级上课

（三）分组教学

六、教学工作的基本程序

（一）备课

（二）上课

（三）课外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四）课外辅导

（五）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第九章 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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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育概述

（一）德育的概念

（二）德育的功能

（三）外部因素对学校德育的影响

二、德育过程

（一）德育过程是培养学生品德的知、情、意、行的过程

（二）德育过程是学生参与活动和交往的过程

（三）德育过程是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内部矛盾转化的过程

（四）德育过程是长期反复、逐步提高的过程

三、我国中小学德育的任务和内容

（一）我国中小学德育的任务

（二）我国中小学德育的内容

四、德育原则

（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

（二）疏导原则

（三）长善救失原则

（四）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

（五）因材施教原则

（六）在集体中教育原则

（七）教育影响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

五、德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德育途径

1、教学

2、课外活动与校外活动

3、劳动

4、学校共青团、少先队活动

5、班主任工作

（二）德育方法

1、说服教育法

2、榜样示范法

3、实际锻炼法

4、情感陶冶法

5、品德评价法

6、自我修养

第十章 综合实践活动

一、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现实背景

二、综合实践活动的价值

（一）丰富学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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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学生的生活方式

（三）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三、综合实践活动的性质

（一）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经验性课程

（二)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实践性课程

（三）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课程

（四）综合实践活动是三级管理的课程

四、综合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

（一）综合性

（二) 实践性

（三）开放性

（四）生成性

（五）自主性

五、综合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

（一）研究性学习

（二）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三）劳动与技术教育

（四）信息技术教育

第十一章 班主任

一、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任务

二、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一）了解和研究学生

1、观察

2、谈话

3、分析书面材料

4、调查研究

（二）组织培养班集体

1、确定集体目标

2、健全组织、培养班级干部队伍

3、有计划开展集体活动

4、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三）做好个别教育工作

（四）教导学生学好功课

（五）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教育活动

（六）协调各方教育力量

（七）评定学生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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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做好班主任工作计划和总结

三、班主任的素质

（一）高尚的思想品德

（二）坚定的教育信念

（三）家长心肠

（四）较强的组织能力

（五）多方面的兴趣、才能

（六）善于待人接物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其

他

小

计

一 绪论 3．5 0.5 4

1~2

二 教育与人的发展 1.5 1 0.5 3
三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2 1 3
四 教师 2.5 0.5 3
五 教育目的 2 1 3
六 学校教育制度 2.5 0.5 3

七 课程 2.5 0.5 3

八 教学 6.5 2 2.5 11
九 德育 7 2 2 11

1十 综合实践活动 1 1

十一 班主任 2.5 0.5 3
合计 33.5 9.5 5 48 2~3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第七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王道俊主编．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2] 扈中平主编.现代教育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3] 王蕙主编.教育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4] 石忠仁主编.教育原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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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psychology）

执笔者：郭淑斌

审核人：王玉龙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教育技术学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3

学时数 总学时 48，其中：实验（实训）学时 0；课外学时 0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教学系统设计、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法等

二、课程简述

《心理学》是教师教育学习领域的基础课程， 属于师范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通过教

学，旨在使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掌握心理调适的基本

方法，提高自我教育能力， 形成健全人格， 完善教师素质结构， 以适应教师素质与教育

改革的要求。本大纲立足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从课时安排到课程内容均有所改革。 改革

后的《心理学》课程任务更加明确而具有针对性，集中于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作

为先修课程， 它为《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两门课程的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1、信息技术教育方向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心理学

毕业要求 1—思想、身心素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

养和道德水平。

指标点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

素质。
0.3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

关的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基础知识；掌握教育技

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

术与工具；具有教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

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指标点 2-2 掌握教育基本理论与基础知

识，具有较强的教育理论素养。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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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客与 STEAM教育方向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心理学

毕业要求 1—思想、身心素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

养和道德水平。

指标点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
0.3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

关的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基础知识；掌握教育技

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

术与工具；具有教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

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指标点 2-2 掌握教育基本理论与基础知

识，具有较强的教育理论素养。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4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心理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研究方法。要求学生掌握心理学的方法，

描述人的行为，解释人的行为，控制人的行为和预测人的行为，理解心理学最终是为了提升

人类生活品质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学会用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观点，了解教

学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初步学会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解决教与学的过程中的有关问

题，提高教学效果。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了解学生的学习是否完成以下教育目标：

（1）了解本课程的性质、地位和独立价值。

（2）理解这门学科的主要概念、基本原理。

（3）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技能来帮助课堂教学以及对学生的心理进行及时的辅导

和调适。

（4）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核方式

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期末考试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平时的讨论、作业、课程论文和调查报

告作为过程性评价内容，期末考试以大纲规定的教学重点为主，实行闭卷考试。采用百分制。

（三）成绩评定

过程性评价占总成绩的 50%，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5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1．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2．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1）探讨人类感知、注意、记忆、思维、想像等认知活动的规律，为知识掌握、技能

形成和能力培养提供科学依据

（2）探讨人类情绪、动机、人格、社会态度等非认知活动的规律，为提高学习积极性、

培养健康人格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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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学的历史发展

1．心理学的哲学与科学背景

2．科学心理学的诞生

冯特 1879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3．心理学的主要流派

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人

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

（三）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1．理论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

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学。

2．应用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广告与消费心理学、法律

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健康心理学。

（四）心理的生理基础

1．神经系统及其活动方式

（1）神经元与突触

（2）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

（3）反射与反射弧

2．大脑的结构与功能

（1）大脑的结构

（2）大脑功能的单侧化

3．心理的发生与发展

（1）反映

（2）感受性

（3）心理

（4）意识

重点：本章教学的重点包括：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现象及其分类，对心理现象的基本认

识，心理科学的发展概况等相关问题。

难点：本章教学难点主要包括对心理现象的基本认识，心理科学发展进程中不同流派的基本

观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二章 感知与注意

第一节 感觉

1．什么是感觉

2．感觉的种类

视觉，听觉，其他感觉。

第二节 知觉

1．什么是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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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觉的种类

空间知觉、时间知觉、运动知觉、错觉。

3．知觉的基本特性

（1）选择性

（2）整体性

（3）理解性

（4）恒常性

4．知觉的组织原则

接近性、相似性、连续性、封闭性。

第三节 注意

1．注意概述

（1）什么是注意

（2）注意的特点（指向性，集中性）

（3）注意的功能（选择，整合，维持，调节）

2．注意的种类

（1）无意注意

① 什么是无意注意；② 无意注意的影响因素。

（2）有意注意

① 什么是有意注意；② 有意注意的影响因素。

（3）有意后注意

① 什么是有意后注意；② 有意后注意的条件。

3．注意的品质

（1）注意的范围

（2）注意的稳定性

（3）注意分配

（4）注意转移

第四节 感知规律与直观性教学

1．直观性教学的基本形式

① 实物直观；② 模象直观；③ 言语直观。

2．遵循感知规律，促进直观性教学

（1）根据学习任务的性质，灵活运用各种直观方式

（2）运用知觉的组织原则，突出直观对象的特点

（3）教会学生观察方法，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第五节 注意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

1．唤起学生的有意注意，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2．正确运用无意注意的规律，组织教学活动

3．引导学生交替使用不同的注意形式，保持学习活动

重点：本章的重点主要有感觉的含义与种类、知觉的含义与种类、注意的品质、根据知觉规

律，灵活运用直观教学的方法；正确运用注意规律组织教学活动。

难点：本章的难点主要是根据知觉规律，灵活运用直观教学的方法；正确运用注意规律组织

教学活动。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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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记忆

第一节 记忆及其类型

1．什么是记忆

2．记忆的基本过程

识记、保持、再现；编码、存储、提取。

3．记忆的主要类型

（1）记忆对象分类

① 形象记忆；② 逻辑记忆；③ 情绪记忆；④ 动作记忆。

（2）记忆阶段分类

① 瞬时记忆；② 短时记忆；③ 长时记忆。

4．记忆表象

（1）什么是表象

（2）表象与后象的关系

（3）记忆表象的特点

① 直观形象性；② 形象概括性；③ 模糊片断性；④ 个别差异性。

第二节 记忆系统

1．瞬时记忆（感觉记忆）

（1）瞬时记忆的特点

（2）瞬时记忆的编码（编码方式，影响因素）

（3）瞬时记忆的存储（存贮容量，存贮时间）

2．短时记忆（工作记忆）

（1）短时记忆的特点

（2）短时记忆的编码（编码方式，影响因素）

（3）短时记忆的存储（存贮容量，存贮时间）

3．长时记忆

（1）长时记忆的特点

（2）长时记忆的编码（编码方式，影响因素）

（3）长时记忆的存储（存贮方式，存贮容量，存贮时间）

第三节 遗忘

1．什么是遗忘

2．遗忘的种类

① 暂时性遗忘和永久性遗忘；② 主动遗忘与被动遗忘。

3．遗忘的规律

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

4．遗忘的原因

① 消退说；② 干扰说；③ 压抑（动机）说；④ 提取失败说。

（四）提高记忆能力，促进知识巩固

1．良好记忆品质的特点

敏感性、持久性、准确性、准备性。

2．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

（1）明确记忆目的，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2）理解材料的意义，少用机械记忆

（3）对材料进行精细加工，促进

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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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用组块化策略，合理组织材料

（5）运用多重编码方式，提高加工质量

（6）注重复习方法，防止知识遗忘

重点：本章重点问题：记忆的基本过程与主要类型、记忆系统的编码方式与存贮点、遗忘的

基本规律及灵活运用记忆规律，促进知识的巩固。

难点：本章难点问题：记忆表象的特点、记忆系统的编码方式与存贮特点、灵活运用记忆规

律，促进知识的巩固。

教学方法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四章 思维

第一节 思维及其类型

1．什么是思维

2．思维的特点（间接性、概括性）

3．思维的类型

（1）根据思维的发展水平：直觉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

（2）根据思维的逻辑性：分析思维、直觉思维

（3）根据思维的指向性：集中（求同）思维、发散（求异）思维

（4）根据思维的创造程度：再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第二节 思维的过程和基本形式

1．思维的过程

（1）分析和综合

（2）比较

（3）抽象与概括

（4）系统化与具体化

2．思维的基本形式

（1）概念

① 概念的特征与分类；②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③ 概念与词语。

（2）判断

（3）推理

3．科学概念的掌握

（1）合理利用日常概念

（2）充分利用感性经验

（3）注意“变式”的使用

（4）词和感性材料的结合

（5）正确给概念下定义

（6）在实际应用中掌握概念

（7）形成正确的概念体系

第三节 问题解决

1．问题与问题解决的特点

（1）问题及其特点

（2）问题解决及其特点

2．解决问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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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问题

（2）明确问题

（3）提出假设

（4）检验假设

3．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

（1）启发式

方法与算法式方法

（2）手段一目的分析法与爬山法

（3）目标递归策略与目标递进策略

4．影响解决问题的因素

（1）问题情景与问题表达方式

（2）联想与原型启发

（3）定势与功能固着

（4）个体的经验水平

（5）个体的情绪与动机

（6）个性因素（能力、性格等）

第四节 良好思维品质的培养

1．良好思维品质的特性

（1）广阔性和深刻性

（2）独立性和批判性

（3）逻辑性和严谨性

（4）灵活性和敏捷性

（5）创造性

2．怎样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1）加强科学思维方法论的训练

（2）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3）加强言语的训练

（4）发挥定式的作用

（5）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1）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创造性动机

（2）培养发散思维与集中思维相结合的能力

（3）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

（4）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培养创造性人格

重点：本章的重点是思维的特点、基本过程、问题解决的过程，概念掌握、问题解决、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

难点：本章的难点是思维的特点、基本过程、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教学方法和手段： 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

进行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

难点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五章 能力、智力

第一节 能力及其类型

1．什么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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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1）能力与知识、技能的联系

① 知识、技能是能力形成的基础，并推动能力的发展；② 能力制约知识、技能的掌握

水平，影响知识、技能的学习进度。

（2）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区别

① 知识是认知经验的概括，技能是活动方式的概括，能力是心理水平的概括；② 知识、

技能的掌握并不必然导致能力的发展，知识、技能的掌握只有达到熟练程度，通过广泛迁移，

才能促进能力的发展。

3．能力的分类

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实际能力与潜在能力。

第二节 智力及其测量

1．什么是智力

2．智力理论

（1）智力因素论（斯皮尔曼的二因素论，瑟斯顿的多因素论）

（2）智力结构论（吉尔福特的三维结构论）

（3）智力形态论（卡特尔的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论）

（4）智力多元论（加德纳）

（5）三元智力论（斯坦伯格）

3．智力测验

（1）智力测验的产生与智商的计算

（2）常用的几种智力测验

斯坦福一比内量表，韦克斯勒智力量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3）智力测验的质量标准

信度、效度、标准化。

（4）智力测验的使用

第三节 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

1．遗传与营养

2．早期经验

3．教育与教学

4．社会实践

5．主观努力

第四节 能力的发展变化

1．能力发展的一浪趋势与特点（稳定性与可变性）

2．能力的个别差异

（1）能力类型的差异

（2）能力水平的差异

（3）能力表现早晚的差异

3．能力的团体差异

（1）性别差异

（2）职业差异

（3）种族差异

重点：本章的重点内容主要有能力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类型，智力测验的质量标准及其使用

原则；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智力的主要理论解释，智商的计算方法，能力差异的表现；

综合运用能力的形成规律，培养和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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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本章的难点问题主要有智力测验的质量标准及其使用原则；智力的主要理论解释；培

养和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六章 需要与动机

第一节 需要与动机

1．需要

（1）什么是需要

（2）需要的种类

① 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 ② 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3）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2．动机

（1）什么是动机

（2）动机产生的条件

内在条件是需要，外在条件是诱因。

（3）动机的功能

① 启动机能；② 维持功能；③ 导向功能。

（4）动机的分类

① 生理性动机与社会性动机；② 远景性动机和近景性动机；③ 主导动机和从属动机；

④ 内部动机与外在动机。

第二节 学习需要的培养

1．利用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互动关系培养学习需要

（1）学习动机通过直接制约学习积极性，影响学习效果

（2）由学习效果所产生的成败体验，反作用于学习动机

（3）掌握评分艺术，使每个学生体验到成功感

（4）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技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2．利用直接发生途径和间接转化途径培养学习需要

（1）直接发生途径和间接转化途径的含义

（2）从直接发生途径考虑，应尽量使学生原有的学习需要得到满足

（3）从间接转化途径考虑，应通过各种活动，满足学生的其他各种需要和要求

第三节 学习动机的激发

1．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

（1）问题情境创设的理论基础：成就动机理论

（2）问题情境创设的基本要求：熟悉教材，了解学生，贯穿始终

2．根据作业难度，恰当控制动机水平

（1）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动机水平适中，最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

（2）作业越难，最佳动机水平越低；作业越容易，最佳动机水平越高

3．充分利用反馈信息，有效进行奖惩

（1）理论基础：强化理论

（2）学习结果的反馈信息，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

（3）奖励比惩罚更能激发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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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理设置课堂结构，妥善组织学习竞赛

（1）成就结构理论：合作、竞争、个别化

（2）学习竞赛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5．正确措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1）成败归因理论：能力，努力，运气，任务难度

（2）归因方式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6．提供成功经验，增强自我效能

（1）自我效能理论

（2）影响自我效能的因素

重点：本章的重点内容：需要和动机的含义与类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成就动机理论、

成败归因理论和成就结构理论，依据有关学习动机理论，激发学习动机的具体措施。

难点：本章的难点内容：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成就动机理论、成败归因理论和成就结构

理论。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七章 情绪

第一节 情绪

1．情绪的基本概念

（1）什么是情绪

（2）情绪的分类

①基本的情绪分类

快乐、悲哀、愤怒、恐惧。

②情绪技强度和持续时间分类

心境、激情、应激。

（3）情绪的性质

①情绪为刺激所引起

②情绪是主观意识经验

③情绪状态不容易自控

④情绪与动机关系密切

（4）情绪与认知的关系

①情绪与认知的联系

认知是产生情绪的前提和基础； 情绪对认知有动力作用。

②情绪与认知的区别

认知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情绪则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求关系；认知活动随意

性强，情绪活动随意性弱；情绪比认知活动有更强和鲜明的机体表现。

（5）情绪的产生与表达

①情绪的产生

内脏器官活动的变化，脑电和皮肤电变化。

②情绪的表达

面部表情； 身段表情与手势； 言语表情。

2．情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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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外周神经）

（2）康侬——巴德的情绪理论（中枢神经）

（3）沙赫特——辛格的情绪理论（认知中介）

3．压力、情绪与健康

（1）压力的性质与来源

压力的性质

压力的来源

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

（2）压力与身心健康

①压力与生理的应激警觉反应阶段、抗拒阶段、衰竭阶段。

②压力与心理的反应

抑郁、焦虑、恐惧、情感淡漠、躁狂。

③压力与心身疾病

（3）情绪的自我调节与控制。

①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②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

③设法丰富自己的情绪体验

④学会自我欣赏与自我接纳

⑤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宽以待人

⑥正确面对和处理负面情绪

重点：本章的重点是：情绪的含义、分类；情绪的性质、情绪与认知

的关系；意志行动的特点、过程、和意志品质；联系实际分析压力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调节

和控制情绪的方法。

难点：本章的难点是情绪的主要理论，调节和控制情绪的方法；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八章 人格

第一节 人格的基本概念

1．什么是人格

2．人格的特点

独特性、稳定性、整合性、功能性。

3．人格的结构

（1）气质

① 什么是气质；② 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③ 气质与高级神

经活动类型的关系。

（2）性格

① 什么是性格；② 性格与气质的关系（联系：两者都属于稳定的人格特征；两者相互

影响，气质能影响性格形成的速度并赋予某种色彩，性格能改变气质。区别：气质受生理影

响大，性格受社会影响大；气质的稳定性强，性格的可塑性强；气质特征表现较早，性格特

征出现较晚；气质无所谓好坏，性格有优劣）。

第二节 主要的人格理论

1．人格的特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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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尔波特的人格理论

（2）卡特尔的人格理论

（3）“大五”人格理论

2．人格的类型理论

（1）霍兰德的人格理论

（2）斯普兰格的人格理论

3．人格的精神分析理论

（1）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2）荣格的人格理论

（3）阿德勒的人格理论

4．人格的自我理论

（1）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

（2）罗杰斯的健康人格理论

第三节 人格测验

1．人格测验的性质与功能

2．自陈式人格测验

（1）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2）爱德华个人兴趣量表

（3）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

3．投射式人格测验

（1）罗夏克墨迹测验

（2）主题统觉测验

（3）句子完成测验

第四节 人格的形成

1．生物遗传因素

2．社会文化因素

3．家庭环境因素

4．儿童早期经验

5．自然环境因素

重点：本章重点是人格的含义、特点与结构；气质与性格的关系、神经类型与气质类型的对

应关系、人格的主要理论解释； 联系实际分析促进人格形成的措施；根据人格特点，科学

选拔与合理使用人才。

难点：本章的难点是气质与性格的关系、神经类型与气质类型的对应关系。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九章 品德心理

第一节 品德心理概述

1.品德的含义

2.品德的心理结构

第二节 品德发展理论

1.皮亚杰品德发展理论

2.柯尔伯格品德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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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杜拉品德发展理论

第三节 品德的形成

1.品德形成的影响因素

2.品德的培养途径

重点：本章的重点是品德的发展理论。

难点：本章的难点是品德发展理论的运用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第十章 学习心理

第一节 学习心理概述

1.学习的含义

2.学习的分类

3.学习与心理发展的关系

第二节 学习理论

1.学习的联结理论

2.学习的认知理论

3.学习的建构理论

4.学习的人本理论

第三节 学习策略

1.学习策略的含义

2.学习策略的分类

第四节 学习迁移

1.学习迁移的概念与类型

2.学习迁移理论

重点：本章的重点是学习的各种理论。

难点：本章的难点是学习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

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采用讲授法，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

自主学习；对关键原理和重点难点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重难点

内容，把握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并要求学生课外通过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绪论 6 1
第二章 感知与注意 6 1
第三章 记忆 3

第四章 思维 2 1
第五章 能力 3

第六章 需要与动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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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情绪 2

第八章 人格 5

第九章 品德心理 4

第十章 学习心理 10 2
合计 43 5

六、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高校面向 21世纪师范类规划教材 姚本先主编《心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3版
（二）参考文献

［1］杨永明等编，《心理学》，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2］叶奕乾等编，《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版。

［3］黄希庭，《心理学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 12 月版。

［4］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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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执 笔 者：唐春生

审 核 人：王玉龙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师范专业（本科）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 10学时

先修课程 教育学、心理学等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是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师范专业公共基础必修课，是一门实践性较

强的课程。

课程从教育技术概述、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教学设计、教学实施与评价四个方面，以

教育技术实际应用为主，通过案例分析，项目任务活动驱动，让学生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基

本理论、技术、教学环境和应用模式，帮助学生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提高教学质量

和效率，为实施素质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课程的基本任务是在培养师范生的现代教育技术素质和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改

革的能力。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概念，初步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

2、了解常用的现代教学媒体，学会正确选择和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初步掌握教学资源

的获取、加工与整合的方法。

3、正确理解教学设计的基本含义，掌握教学设计的原理、模式与方法。

4、了解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的原理、模式与方法。

（二）考核方式

理论考试与实验考核相结合。理论考试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实验考核采用作品考核的

方式，要求学生提交自己设计的微课作品和教案，对学生的作品、教案和实验报告评价获取

实验成绩。

（三）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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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考试占 50％，实验考核占 40％，平时出勤考核占 1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教育技术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教育技术

一、技术的含义

二、教育技术的概念

三、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

四、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

五、教育技术研究对象

六、教育技术研究范畴

第二节 教育技术与相关理论

一、教育技术与学习理论

二、教育技术与教学理论

三、教育技术与传播学

四、系统科学理论

重点：教学实施计划的设计、教学评价功能、教学评价技术。

难点：教学评价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网络平台，采用多媒体教学，采用讲解法、演示法、协作学习、小

组实验法、小组讨论法、案例研讨法、项目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第三节 教学中的信息技术

一、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对象

二、信息技术作为演示工具

三、信息技术作为交流工具

四、信息技术作为个别辅导工具

五、信息技术提供资源环境

六、信息技术作为情境探究和发现学习工具

七、信息技术作为信息加工与知识构建工具

八、信息技术作为协作工具

九、信息技术作为研发工具

十、信息技术作为评价工具

第四节 任务活动

一、谈谈你对与现代教育技术的认识

二、教育技术与相关理论的理解

第五节 拓展学习

一、思维导图

二、微课

三、智能与智能教育

四、智慧教育

五、智慧校园

六、STEAM 教育与创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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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什么是教育技术？

难点：什么是教育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网络平台，采用多媒体教学，采用讲解法、演示法、协作学习、小组

实验法、小组讨论法、案例研讨法、项目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第二章 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

第一节 教学媒体

一、教学媒体概念

二、教学媒体分类

三、教学媒体的功能特性

第二节 教学资源

一、教学资源的概念

二、信息资源的分类

三、教学资源的开发

第三节 教学环境

一、教学环境概述

二、教学环境的分类

三、常见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第四节 任务活动

一、信息资源分类、获取方法技巧交流讨论以及获取实践活动

二、信息资源的加工处理实践活动

三、教育信息资源的集成与整合活动：微课设计制作

第五节 拓展学习

一、常见教学资源的获取、加工处理软件使用方法

二、学习环境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三、教育新技术、新装备介绍

四、多媒体制作工具介绍

重点：教学资源的开发、常见的信息化教学环境。

难点：教学资源的开发。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网络平台，采用多媒体教学，采用讲解法、演示法、协作学习、小

组实验法、小组讨论法、案例研讨法、项目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第三章 教学系统设计

第一节 以教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

一、案例导入

二、概念解读

三、以教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模式

四、以教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步骤

第二节 以学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

一、案例导入

二、概念解读

三、以学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模式

四、以学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步骤

第三节 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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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案基本要求

二、教案基本内容

三、教案设计格式

第四节 任务活动

一、活动模块 1：研习案例

二、活动模块 2：了解学习者特征分析方法

三、活动模块 3：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分析方法

四、活动模块 4：分析案例中教学方法的选择

五、活动模块 5：归纳教学媒体选择的一般方法

六、活动模块 6：教案设计

第五节 拓展学习

一、教学设计案例

二、绩效技术

三、EPSS

四、流程图制作工具软件

重点：设计与编制教案。

难点：设计教案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网络平台，采用多媒体教学，采用讲解法、演示法、协作学习、小组

实验法、小组讨论法、案例研讨法、项目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第四章 教学实施与评价

第一节 教学实施

一、教学实施的基本流程、环境条件及其特点

二、教学实施计划的设计

三、教学过程组织形式

第二节 教学评价概念解读

一、什么是教学评价

二、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

三、现代教学评价的特点

第三节 教学评价的功能

一、鉴定功能

二、导向功能

三、激励功能

四、监督功能

五、诊断功能

六、调节功能

第四节 教学评价的分类

一、按评价的功能分类

二、按评价标准分类

三、按评价表达分类

四、按实施评价的主体进行分类

五、按评价对象进行分类

第五节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指标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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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三、评价标准的建立

第六节 常用的教学评价方法与技术

一、教学评价信息的采集方法

二、教学评价信息的统计与分析

三、常用的教学评价软件工具介绍

第七节 任务活动

第八节 参考案例

一、教学评价量规案例

二、档案袋评价案例

三、调查问卷案例

四、观察记录表案例

第九节 拓展学习

一、SPSS 的基本应用介绍

二、Excel 的使用简介

三、美国 StaR评估量表简介

重点：教学实施计划的设计、教学评价功能、教学评价技术。

难点：教学评价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网络平台，采用多媒体教学，采用讲解法、演示法、协作学习、小

组实验法、小组讨论法、案例研讨法、项目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计

1 教育技术概述 4 4 1

2 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 4 6 10 1

3 教学系统设计 8 4 12 1

4 教学实施与评价 6 6 1

合 计 22 10 32 4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蒋家傅．现代教育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年 2 月，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蒋家傅，董武绍.现代教育技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年，第一版.

[2] 蒋家傅，唐春生，李美华.现代教育技术技能训练与评价标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0 年，第一版.

[3] 张有录.大学现代教育技术教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4] 吴兰岸.现代教育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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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杜玉霞，孔维宏.现代教育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6] 胡小强，何玲.现代教育技术与应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7] 林铭.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8] 徐世东. 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教程.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9] 胡水星．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10] 傅钢善．现代教育技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四版.

七、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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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公共课程

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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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基础》教学大纲

（Vocal musice）

执笔者：张克学

审核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4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艺术教研室

课程类型 公共限选课

课程性质 公共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专门为全校非音乐专业理工科大学生开设的特色课程。也是为建设高水平理工

大学对工科大学生实施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本课程是专业技能课，课程的目的在于学生初

步掌握声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技巧，让学生懂得一般的歌唱基础知识，学会基本的歌唱

技能，并通过练唱不同题材形式的歌曲，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

三、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专门为全校非音乐专业理工科大学生开设的特色课程。

通过《歌唱基础》课程的教学活动，使音乐教育的任务在音乐课中充分体现出来，并围

绕基本任务的五个方面，展开本课的内容。使大学生的演唱水平、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

不断提高，从而完成对大学生美育的任务，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

1、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吸引学生参与音乐生活，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2、《歌唱基础》课程是培养学生勇于参与音乐的基本能力；即音乐的表现力、音乐审美

能力与音乐的创造力，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演唱技能。

3、继承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以及世界各国优秀的音乐文化，使学生在学习歌唱的同时

逐步了解祖国音乐文化的精髓，热爱民族音乐，激发爱国热情。

4、通过演唱各种风格歌曲，使同学们接触世界各历史时期、各文化背景的优秀音乐作

品，开阔音乐视野。

5、通过歌唱及欣赏教学，启迪学生智慧，陶冶高尚情操和优良品格，发展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和集体主义精神，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教学及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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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考试实行统一安排，选择歌曲演唱的形式进行，成绩百分制记分，平时成

绩在总评中占 30%。

（二）成绩评定：

歌曲演唱的基本音准、节奏：（60 分）

在歌曲演唱时能基本达到音准及节奏完整。

演唱时的面部肢体表情：(10 分)

歌曲演唱时能做到面部表情及肢体语言自然得体。

演唱时对歌曲情感的表达：(15 分)

演唱时能基本歌曲的内容意境。

歌曲演唱时的完整：(15 分)

对歌曲的演唱基本能做到声情并茂。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引言：歌唱技巧的建立

第一章 歌唱呼吸（1 学时）

第一节 呼吸的重要性

第二节 错误方法产生的不良现象

第三节 正确的呼吸方法

第四节 呼吸基本训

重点：了解歌唱二字的含义。

难点：熟悉歌唱与呼吸之间的关系。

关键点：对歌唱呼吸训练的认识。

第二章 歌唱的发声与共鸣（2学时）

第一节 发声概论

第二节 歌唱器官介绍

第三节 人体共鸣的位置

第四节 歌唱共鸣的运用

第五节 歌唱共鸣的基本训练

重点：发声器官与歌唱共鸣的关系。

难点：对歌唱共鸣的掌握。

关键点：掌握立体声的歌唱共鸣位置。

第三章 歌唱吐字与打开喉咙（1 学时）

第一节 区别于生活中的歌唱吐字

第二节 怎样打开喉咙

第三节 放松下巴的重要性

第四节 歌唱吐字与打开喉咙的训练

重点：掌握歌唱吐字的特点。

难点：准确掌握打开喉咙的感觉。

关键点：打哈欠与放松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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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如何训练高音（1学时）

第一节 歌唱高音时气息与声带的运用

第二节 高音靠共鸣

第三节 面罩唱法与关闭唱法

第四节 高音的基本训练

重点：掌握高音的发声技巧。

难点：分析面罩唱法与关闭唱法。

关键点：了解高音发声的校长过程。

第五章 歌唱的情感表达（1 学时）

第一节 个性的重要性

第二节 风格的把握

第三节 歌唱技巧的掌握

第四节 丰富的幻想力

第五节 歌曲欣赏

重点：把握歌曲风格。

难点：对各种风格歌曲特点的区分。

关键点：掌握歌曲风格及情感的表达。

第六章 歌唱发声的基础训练（2 学时）

第一节 基础声音训练：

1．哼鸣训练

2．u音训练

3．跳音训练

第二节 结合歌曲进行声音训练

重点：歌唱各器官发声时的协调。

难点：歌唱呼吸的控制。

关键点：掌握歌唱发声的基本要领。

第七章 歌唱中常见的弊病（1学时）

第一节 不健康的歌唱状态

第二节 常见的不良歌唱弊病

1．鼻音

2．喉音

3．白声

4．抖声

5．直声

6．沙声

第三节 解决歌唱弊病的方法

重点：了解不良的发声习惯。

难点：识别各种不良发声的特点。

关键点：掌握具体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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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声、民族、通俗歌曲演唱风格赏析（2课时）

第一节 关于美声唱法的表演风格

第二节 关于民族唱法的表演风格

第三节 关于通俗唱法的表演风格

重点：了解三种唱法的风格。

难点：驾驭各种唱法的能力。

关键点：细心了解各种演唱风格的精髓。

第九章 中外名曲欣赏流行歌曲演唱训练（2学时）

流行歌曲演唱训练

第一节 流行歌曲演唱特征

第二节 流行歌曲演唱形式

第三节 流行歌曲演唱风格

第四节 流行歌曲演唱的话筒运用

总复习 （1学时）

考 试 （2学时）

七、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1 引言 歌唱呼吸 1

2 发声与共鸣 1

3 歌唱吐字 1

4 如何训练高音 1

5 歌唱的情感表达 2

6 歌唱基础训练 2

7 歌唱中常见的弊病 1

8 三种唱法表演风格 2

9 流行歌曲演唱训练 2

10 总复习 1

11 考试 2

合计 16

八、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 教材：

彭晓玲主编.《声乐基础理论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二） 参考教材：

[1]《周小燕声乐教学》. 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 2000 年.

[2]李晋玮.李晋瑗主编.《沈湘声乐教学艺术》华乐出版社. 2003 年 .

[3]金铁霖主编.《金铁霖声乐教学法》.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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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课程教学大纲

（Conducting of Chorus）

执笔者：康启东

审核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4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艺术教研室

课程类型 公共限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合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音乐课程，集知识技能与实践为一体。课程以合唱实践训

练为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合唱基本知识、合唱表现风格、合唱作品分析等知识；掌

握合唱发音技能；掌握多声部听觉与多声部演唱能力；培养团队意识和合作意识；为今后参

与音乐实践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一）本课程是本科专业的一门音乐类限选课，集知识技能与实践为一体。

（二）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合唱基本知识，掌握合唱发音技能和演唱多声部作品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意识。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一）主要通过实践（排练、演出）让学生直接感受合唱丰富美妙的音响，体验人声的无穷

魅力，针对每一首作品分析其结构、织体、和声及情感脉络，全方位展示作品。通过作品对

合唱队员的歌唱方法提出要求，使之达到协调、平衡、统一。

（二）课堂采取讲集体训练、分组练习及个别指导三种方式结合进行。

（三）运用视听媒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进一步感知音乐内涵。

（四）在教学过程中，视条件允许，组织学生观摩专业或业余合唱团的排练及演出。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1、每学期的期末组织考试。

2、合唱考试以小组唱、四重唱、三重唱、二重唱的形式进行。

（二）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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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合唱理论知识

一、合唱史简述

（一）西方合唱的起源与发展

（二）中国合唱的起源与发展

二、合唱知识

（一）人声的类别及合唱的类型

（二）合唱团的编制及合唱团的队型

重点：合唱基本知识。

难点：中西方合唱的起源于发展。

第二章 合唱的声音训练

一、合唱的呼吸训练

二、合唱的发声训练

三、合唱的共鸣训练

四、合唱的节奏训练

重点：合唱的呼吸及发声训练。

难点：合唱的共鸣。

第三章 合唱的表现效果训练

一、合唱作品的均衡训练

二、合唱作品的谐和训练

三、合唱作品的色调训练

四、合唱作品的咬字训练

重点：合唱的基础训练。

难点：合唱作品的谐和训练。

第四章 合唱作品的综合训练

一、二部合唱作品训练

二、三部合唱作品训练

三、四部合唱作品训练

四、无伴奏合唱作品训练

重点：合唱作品的综合训练。

难点：合唱作品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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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一 合唱理论知识 2
二 合唱的声音训练 4
三 合唱的表现效果训练 4
四 合唱作品的综合训练 6

合计 16

八、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周跃峰主编，《合唱与合唱指挥普修教程》．标准书号(ISBN 978-80692-293-4/J.281).上

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陈国权 著．《陈国权教合唱指挥》．ISBN 978-7-5404-6136-2.出版地：长沙 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年4月第1版。

[2] 陈万桢、陈弃疾，《合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 钟维国，《童声合唱的训练与指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4] 孟大鹏，《童声合唱训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合唱与指挥》——全国中等艺术师范、中师音乐班专

业教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7月第1版。

[6] 聂中明、李汝松、车冠光，《百首中外合唱歌曲集》（上、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社，2000年1月第1版。

[7] 孙从音，《合唱艺术手册》，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8] 韩斌，《西方合唱音乐纵览》，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4月第1版。

[9] 高师《合唱与指挥》教材编写组（隋星桥、高奉仁、徐武冠、郭徽），《合唱与指挥》，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10] 杨鸿年，《童声合唱训练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1] 马革顺，《合唱学新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12] 陈国权，《女声合唱歌曲集》（中国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13]陈国权，《女声合唱歌曲集》（外国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14] 杨扬，《女声合唱歌曲集》（综合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444

《音乐基础知识与音乐欣赏》课程教学大纲

music theory

执笔者：康启东

审核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4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艺术教研室

课程类型 公共限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音乐基础知识与音乐欣赏是一门音乐基本理论和实践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基本乐理和

音乐欣赏两部分。通过音乐基本知识的学习，掌握有关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应用技能，

为今后进行音乐实践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欣赏各类型的音乐，扩大音乐视野，积累丰富的

音乐语汇，使学生更好地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提高音乐表现力。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起着引导学生进入音乐殿堂之门和培养高尚品德、开发智力、提高欣赏能力的作

用。通过教与学，使学生了解音乐产生的背景、理解音乐语言、掌握音乐的基本理论知识，

通过学习与欣赏大量的作品初步解决学生对音乐欣赏困难的问题，学会如何欣赏不同类型的

音乐作品，为以后继续学习音乐课程打下了良好基础，从而提高学生的基本音乐素质。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一）课堂讲授主要以讲授基本理论知识与针对性课堂练习为主要手段，使学生在练习

中理解基本知识。

（二）在理论阐述过程，尽量多举例、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深入浅出，以点带面，将

抽象的理论通俗化。

（三）课堂提问与练习是检验教学的重要手段，在课堂练习中，尽量照顾到每个学生，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1、课程教学完成后组织考试。

2、考试试卷内容包括基本乐理知识和音乐欣赏两个部分。基本乐理知识分值占卷面分

数的 50%；音乐欣赏分值占卷面分数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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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绩评定

期末考核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占 3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 70%）组成。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音

一、音

（一）音的产生及其分类

（二）音的物理属性

（三）音名及其分组

（四）唱名及其唱名法

（五）半音、全音、变化音

二、记谱法

（一）五线谱记谱法

（二）简谱记谱法

重点：了解基本音级和音区位置、熟悉记谱法对象和内容、掌握七个音级的唱法。

难点：熟悉记谱法对象和内容。

第二章 节奏

一、节奏、节拍、拍子的种类

（一）节奏

（二）节拍

（三）拍子

二、切分音，弱起小节，连音符

（一）切分音

（二）弱起小节

（三）连音符

重点：了解音乐中的拍子，节奏；学会击拍。

难点：掌握混合拍子及变拍子的强弱规律，按指挥图示划拍视唱。

第三章 装饰音及其常用记号

一、装饰音及其种类

（一）波音

（二）滑音

（三）倚音

二、常用记号

（一）力度记号

（二）反复记号

（三）省略记号

（四）其他记号

重点：掌握什么是装饰音和熟记各种类型的记号。

难点：常用记号在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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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音程

一、音程

（一）旋律音程

（二）和声音程

二、音程的级数和音数

三、音程的扩大与缩小

四、协和音程与不协和音程

五、音程的转位

重点：了解音程的级数和音数、音程的扩大与缩小。

难点：掌握音程的性质。

第五章 调式

一、调式

二、大调音阶与小调式

三、中国民族调式

重点：掌握调式的概念，识别音乐作品的调式。

难点：中国民族调式。

第六章 和弦

一、和弦

二、三和弦

三、七和弦

重点：掌握三和弦、七和弦的构成。

难点：掌握三和弦、七和弦的转位。

第七章 中国音乐艺术欣赏

一、民歌

二、曲艺

三、戏曲

四、中国器乐作品

五、中国近现代声乐作品

重点：掌握欣赏中国音乐的方法；把握各地民歌的风格与特征。

难点：音乐作品风格的辨识。

第八章 西方音乐艺术欣赏

一、巴洛克时期音乐

二、古典主义时期音乐

三、浪漫主义时期音乐

四、民族乐派音乐

重点：掌握欣赏西方音乐的基本方法；欣赏各时期的音乐名作。

难点：各时期音乐风格的理解及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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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一 音 1
二 节奏 2

三
装饰音及其常用记

号
1

四 音程 2
五 调式 1
六 和弦 2
七 中国音乐艺术欣赏 3
八 西方音乐艺术欣赏 4

合计 16

八、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刘小明编.实用乐理.标准书号(ISBN) 9787536029033 出版地：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 年.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重光编.音乐理论基础.标准书号（ISBN）9787103003466 出版地：北京 人民音乐出

版社 2003 年.

[2] 童忠良编.基本乐理教程.标准书号（ISBN）9787805539515 出版地：上海 上海音乐出

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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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基础（陶笛）》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Playing Skills On Ocarina）

执笔者：康启东

审核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4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艺术教研室

课程类型 公共限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一门艺术技能实践课程。主要学习陶笛的基础知识、基本吹奏知识、用气技法、

常用指法、常用技巧、乐曲演奏技能等内容。课程采用集体授课和个别辅导的形式上课，从

基础出发，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实施教学。

陶笛是一件非常适合年轻人学习的时尚乐器，携带方便，简单易学，音色圆润，表现力

丰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短期内轻松掌握陶笛的演奏技法，熟练吹奏出优美动听

的乐曲，同时锻炼发展创造性参与音乐艺术实践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

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三、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音乐学专业的一门限选课。主要学习陶笛的基础知识、基本吹奏知识、用气技

法、常用指法、常用技巧、乐曲演奏技能等内容。课程采用集体授课和个别辅导的形式上课，

从基础出发，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实施教学。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在短期内轻松掌握陶笛的演奏技法，熟练吹奏出优美动听的乐曲，同时锻炼

发展创造性参与音乐艺术实践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促进学生的自我完

善和自我发展。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1、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从学生实际撑握的水平出发，科学训练。

2、以集体授课为主，结合个别辅导训练。

3、练习曲及乐曲除课堂辅导外，还以作业形式要求课后练习。

4、采取观摩、表演和竞赛的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现

场表演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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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1、每学期的期末组织考试。

2、考试采取单个公开演奏的方式进行，以百分制记分。

（二）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陶笛的基础知识介绍

一、认识陶笛。

二、陶笛的构造。

三、陶笛的分类。

重点：陶笛的发展历史概况。

难点：陶笛的构造及发音原理。

第二章 陶笛的基本吹奏知识及气息运用

一、吹奏姿势。

二、陶笛的持握方法及手形。

三、吹奏口型。

四、呼吸方法。

重点：陶笛的吹奏姿势、手形、呼吸方法。

难点：正确的呼吸方法。

第三章 陶笛指法练习

一、全按作 do 的指法练习。

二、全按作 sol 的指法练习。

三、全按作 fa 的指法练习。

重点：手指准确地开按各音孔。

难点：手指放松灵活地吹奏。

第四章 常用技巧练习

一、手指技巧练习。

二、舌头技巧练习。

重点：手指技巧的灵活训练。

难点：气息、手指和舌头的协调统一。

第五章 乐曲练习

一、全按作 do 的乐曲练习

二、全按作 sol 的乐曲练习。

三、全按作 fa 的乐曲练习。

重点：乐曲的流畅演奏。

难点：有情感地流畅演奏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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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一
陶笛的基础知识介

绍
1

二
陶笛的基本吹奏知

识及气息运用
1

三 陶笛指法练习 3

四 常用技巧练习 5

五 乐曲练习 6

合计 16

八、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陶笛实用教程》 康启东自编讲义

（二）教学参考书

[1]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全国民族乐器演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委员会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陶笛考级曲集》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 赖达富 著：《十二孔陶笛基础教程》 北京 中国致公党出版社 2011 年 6 月第 1版。

[3] 林烨 主讲：《吹好 12 孔陶笛》 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 2010 年版。

[4] 蒋显敬 顾龙星 编著:《陶笛演奏法》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5] 刘永泰 编著：《陶笛高手（第一册）》 翰轩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6] 吴金黛 编著：《陶笛轻松学》 风潮有声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8 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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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演奏基础（葫芦丝）》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Playing Skills On Hulusi）

执笔者：康启东

审核人：易强

编写日期：2017 年 4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艺术教研室

课程类型 专业限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一门艺术技能实践课程。主要学习葫芦丝的发音技法、用气技法、手指技巧、

用舌技巧、乐曲演奏等技能。课程采用集体课和个别辅导的形式上课，从学生实际的水平出

发，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实施教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短期内掌握葫

芦丝的基本演奏技法；学完本课程能够达到熟练吹奏初、中级程度的乐曲，同时提高学生的

综合艺术修养，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葫芦丝演奏基础》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任选课程。主要学习葫芦丝的发音技法、用

气技法、手指技巧、用舌技巧、乐曲演奏等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葫芦丝的

基本吹奏技法，能够熟练吹奏初、中级程度的乐曲，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促进学

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了解陶笛的基本理论知识。

（二）掌握正确的吹奏姿势和吹奏气息。

（三）掌握基本的吹奏技法。

（四）能基本流畅地吹奏乐曲。

（五）初步学会运用情感来表现乐曲。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1、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从学生实际撑握的水平出发，科学训练。

2、以集体授课为主，结合个别辅导训练。

3、练习曲及乐曲除课堂辅导外，还以作业形式要求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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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取观摩、表演和竞赛等现场表现的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1、课程教学完成后组织考试。

2、考试采取单个公开演奏的方式进行，以百分制记分。

（二）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基础知识

一、葫芦丝的构造与分类

（一）葫芦丝的构造

（二）葫芦丝的分类

二、葫芦丝的演奏姿势与按孔法

（一）葫芦丝的演奏姿势

1、站姿

2、坐姿

（二）葫芦丝的按孔法

三、葫芦丝的吹奏口型

（一）风门

（二）口风

（三）口劲

四、呼吸方法

（一）吸气

（二）呼气（即吹气）

1、缓吹

2、急吹

重点：葫芦丝的演奏姿势及呼吸方法。

难点：呼吸方法的正确掌握。

第二章 基本发音及指发练习

一、长音练习

二、断音练习

三、连音练习

四、音阶练习

重点：手指放松准确开按音孔。

难点：高、中、低音区的气息控制。

第三章 手指技巧练习

一、活指练习

二、倚音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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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音练习

四、叠音练习

五、滑音练习

六、虛指颤音

七、腹颤音练习

八、颤音练习

重点：手指灵活运用的基本技能。

难点：气息、手指和舌头的协调统一。

第四章 用舌技巧练习

一、单吐练习

二、双吐练习

三、三吐练习

重点：双吐练习、三吐练习。

难点：舌头灵活、有弹性地吹奏。

第五章 乐曲练习

一、初级乐曲练习

二、中级乐曲练习

重点：乐曲的流畅演奏。

难点：乐曲的风格及情感处理。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从学生实际掌握的水平出发，科学训练。

（二）主要授课形式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后作业主要是课堂所学内容的巩固和复习。

（三）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课堂教学与课外艺术实践结合进行，可组织学生参加

各类音乐实践，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八、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一 基础知识 1

二 基本发音入门练习 2

三 手指技巧练习 5

四 用舌技巧练习 3

五 乐曲训练 5

合计 16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与《音乐基础知识与音乐欣赏》等课程有密切联系。

十、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454

（一）教材

李春华编著：《葫芦丝、巴乌实用教程》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王次恒编著：《葫芦丝基础教程》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李贵中编著：《葫芦丝、巴乌教程》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3]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主编：《巴乌、葫芦丝（1—7 级）》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

05 年 6 月第 1版

[4]王华编著：《学葫芦丝轻松入门》 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3 年版 5 月第 1 版。

[5]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编：《葫芦丝 巴乌考级曲集（上、下）》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 1版。

[6] 王厚臣编著：《葫芦丝巴乌考级曲目精选（1—10 级）》 陕西：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 2

010 年 6 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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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武术》课程教学大纲

Foshan kongfu

执 笔 者：荆治坤（讲师）

审 核 人：欧光强（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佛山武术是学校课程的综合素质公共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全校学生开设的综

合素质公共课程之一，佛山武术课程属于综合素质公共课程。通过佛山功夫的教学和实践活

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的学习佛山功夫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协调

性、柔韧性、肌肉力量及心肺耐力，从而达到增强体质、防身自卫、传承佛山文化的目的。

通过学习本课程，积极参与佛山武术运动，了解佛山武术文化。掌握佛山功夫的基本技术，

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提高的身体素质，培养意志品质和必需的心

理素质。掌握运动后放松的方法。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健康快乐的锻炼中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任选

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

关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

握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

常用的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

与艺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

素养。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基础知识，

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

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

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艺术

素养和健康意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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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

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

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

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体育的基本原理、佛山武术基本技法等。

佛山武术文化与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佛山武术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佛山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佛山武术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参考《武术竞赛规则》

评分规则，进行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三）考核内容与方法：条件实战。

（四）评分标准：

90分以上：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爆发力

强，力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体现佛山武术的风格和特点。

80分至 8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力

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较好地体现佛山武术的风格和特点。

70分至 7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有一定的劲力和速

度，整体动作配合较协调，无明显错误，基本体现佛山武术的风格和特点。

60分至 6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和速度一般，

有明显错误二次至三次。

45分至 59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演练或对打中遗漏多，不熟练，劲力

和速度较差，整体协调动作一般，经提示尚能完成。

45分以下：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整体协调动作较差，动作不能完成。

（五）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
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选项

成绩分配 30% 0 70% 100%



457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 内容

理论
1、佛山武术的起源与发展。 2、佛山武术的拳术理论。

3、佛山武术的技法特点。

基本技术 1、掌握佛山武术基本技术。2、掌握黐手技术。3、掌握实战技能

专项素质
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腿部的力量和

速度为主

理论课教学内容（2 学时）

一、佛山武术概述

1、佛山武术的起源与发展。

2、佛山武术的拳术理论。

3、佛山武术的技法特点。

重点：拳术理论

难点：技法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28学时）

一、佛山武术的基本技术：

（一）手型：拳、掌、勾。

（二）手法：

1、拳：日子冲拳、抱锤、抛锤。

2、掌：正身掌、摊手、扶手、膀手、勾手、拨手等。

3、肘法：批肘、跪肘、顶肘

（三）步型、步法、腿法：

1、步型：二字钳羊马、前弓后箭马。

2、步法： 进马、退马、圈马。

3、腿法：刀脚、横脚、蹬脚。

二、黐手

三、条件实战

重点：实战

难点：黐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一）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佛山武术教学，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佛山武术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佛山

武术文化。使学生基本掌握佛山武术训练方法和组织形式，掌握佛山武术有关锻炼技巧和知

识并能够进行自我锻炼指导，并在实践中运用，养成终身体育与健康理论的习惯。

（二）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佛山武

术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战术知识。



458

2、基本掌握佛山武术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教、

会讲、会写的要求。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理论课教学

一 佛山武术理论 2 2

实践教学

一 基本技术 14 8

二 黐手 8 10

三 条件实战 6 10

考试 2 2

合计 30 2 32

教学时数分配（%）

内容 学时比例

学时 %

佛山武术理论 2 6.25

实践教学

基本技术 14 43.75

黐手 8 25

条件实战 6 18.75

考核 2 6.25

总学时 32 100

六、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康戈武．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978704025810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一

版．

七、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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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康复》课程教学大纲

keep-fit massage

执笔者：章要在（副教授）

审核人：招惠芬（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8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任选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保健康复课程属于学校校选课。保健康复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通过教学和实践活动，使

学生了解和掌握人体经络腧穴、推拿按摩手法、功夫推拿颈肩腰部手法、关节松动术、亚健

康五脏松驰术等基础理论、操作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的保健康复意识，掌握常用的保健康

复操作技术，树立终身的健康意识。

本课程教学实践，使学生获得中医保健康复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的中医保健康

复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对保健康复的兴趣及形成良好的保健意识。了解刮痧、拔火罐、艾灸

等传统医学保健康复的基本技能及应用；掌握推拿基本手法、功夫推拿颈肩腰部手关节松动

术、亚健康五脏松驰术知识及操作技能。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矩阵

公共

任选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

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体质与

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常用的技能；

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与艺术素养、媒体

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指标点 1-1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

康的基础知识，通过体育教育

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

育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艺术

素养和健康意识。

0.1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身

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

《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心理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

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

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

机结合的教育过程；促进学生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大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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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人生态度。 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素质

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课程达成度要求 0.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中医保健康复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的中医保健

康复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对保健康复的兴趣，提高保健意识并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掌握推

拿基本手法、功夫推拿颈肩腰部手法、关节松动术、亚健康五脏松驰术知识及操作技能；了

解刮痧、拔火罐、艾灸等传统医学保健康复的基本技能及应用。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注重提高保健康复技能的实践与结合生活实践，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

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保健康复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保健康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保健康复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1、考核内容：功夫推拿颈部手法。

2、考试方法：

随意抽签操作考核。

3、评分标准：

本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平时上课的纪律、考勤、回答问题等情况）+临

床技术操作考核（占 70%）。评分均采用百分制。

技术操作考核评分标准如下：

90～100 分：熟练掌握操作技术，动作熟练、准确，回答问题。

80～90 分：熟悉掌握操作技术，动作欠熟练，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70～80 分：了解操作技术，动作欠熟练，回答问题不完整。

60～70 分：了解操作技术，动作须在提示下才能完成，回答问题不完整。

60 分以下：不熟悉操作技术，经提示不能完成操作。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外作业 选项

成绩分配 30% 7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分类内容 一级

理论
1、推拿按摩的基本理论。 2、了解经络穴位的基本理论及常用穴位的定位。

3、关节松动术理论。4、亚健康五脏松驰术。5、蔡李佛功夫推拿介绍

基本技术

1、掌握推拿常用基本手法、功夫推拿颈肩腰部手法。

2、掌握关节松动术操作。

3、掌握亚健康的五脏松驰术。

4、了解刮痧、拔火罐、艾灸等传统医学保健康复的基本操作技术及应用。

（二）运动项目技能标准配套的课程任务

1、一级运动项目技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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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经络穴位的基本理论及常用穴位的定位。

（2）掌握传统康复技术知识及操作技能。

（3）强化学生自我保健意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第一部分 理论课教学内容（14 学时）

第一章 经络穴位概述（1学时）

第一节 经络穴位的组成及走向

第二节 经络穴位的定位方法

第三节 常用穴位的主治与定位

重点：经络穴位的组成及走向。

难点：常用穴位的主治与定位。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推拿按摩手法（2学时）

第一节 推拿按摩的治疗作用与原则

第二节 推拿按摩的适应症、禁忌症及异常情况的预防和处理

第三节 推拿按摩常用手法

重点：推拿按摩的适应症、禁忌症及异常情况的预防和处理。

难点：推拿按摩常用手法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关节松动术（6学时）

第一节 关节松动术的作用

第二节 关节松动术操作注意事项

第三节 关节松动术操作方法

重点：掌握关节松动术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难点：关节松动术操作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亚健康五脏松驰术（4学时）

第一节 亚健康五脏松驰术的作用

第二节 亚健康五脏松驰术注意事项

第三节 亚健康五脏松驰术操作方法

重点：亚健康五脏松驰术的操作方法。

难点：亚健康五脏松驰术的操作手法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部分 保健康复实践部分（14学时）

第一章 经络穴位（1 学时）

第一节 经络穴位的定位方法

第二节 常用穴位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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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经络穴位的定位方法

难点：常用穴位的定位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二章 推拿按摩常用手法（2学时）

第一节 松动类手法

第二节 兴奋类手法

第三节 镇静类手法

重点：掌握推拿按摩手法的分类。

难点：各类手法的操作、功夫推拿手法操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章 关节松动术（6学时）

第一节 肩关节松动术操作

第二节 肘关节松动术操作

第三节 腕关节松动术操作

第四节 脊柱松动术操作

第五节 膝关节松动术操作

第六节 踝关节松动术操作

重点：关节松动术操作方法

难点：关节松动术操作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四章 亚健康五脏松驰术（4学时）

第一节 脾脏松驰术

第二节 胃脏松驰术

第三节 肝、胆脏松驰术

第四节 肾脏松驰术

重点：亚健康五脏松驰术操作方法

难点：亚健康五脏松驰术操作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第三部分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五章 刮痧、拔火罐、艾灸（2 学时）

第一节 刮痧操作方法

第二节 拔火罐

第三节 艾灸

重点：刮痧、拔火罐、艾灸操作方法

难点：刮痧、拔火罐、艾灸操作技巧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全面地把握好课程深度、广度、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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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多媒体授课，增大课堂信息量，并运用微信、QQ等媒

体在线教学平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3、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保健康

复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基本掌握保健康复的关节松动术、亚健康五脏松驰术的操作方法，初步达到会练、

会教、会讲、会写的要求。

3、了解刮痧、拔火罐、艾灸等传统康复方法的操作及运用。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经络穴位概述 1 1 2
第二章 推拿按摩手法 2 2 4
第三章 关节松动术 6 6 12
第四章 亚健康五脏松驰术 4 4 8
第五章 刮痧、拔火罐、艾灸 2 2

康复保健技术操作

考核

4 4

合计 13 15 4 32
教学时数分配（%）

学时比例内容
一级

学时 %

基本理论 14 43.75

操作技术 14 43.75

考核 4 12.5

总学时 32 100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保健康复指导书》自编教材

（二）教学参考书

[1] 于天源．按摩推拿学．ISBN 9787810727082.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

第二版.

[2] 赵毅．推拿手法学．ISBN 9787532399390.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 年 09 月，

第一版.

[3] 燕铁斌．物理治疗学．ISBN 9787117097079.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次.

[4] 陈立典.传统康复方法学. ISBN978-7-117-17230-1/R.17231.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5 月第 2 版

[5] 蔡李佛功夫推拿教材.自编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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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咏春》课程教学大纲

Practical Wing Chun

执 笔 者：荆治坤（讲师）

审 核 人：黄丹 （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学前教育、教育技术学、汉语言文学、英语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1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300 字左右）

实战咏春课程属于公共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一种科学锻炼身体的方

法，了解佛山传统体育文化，培养学生尚武精神以及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提高

学生身体素质、掌握防身自卫技能。掌握咏春拳的防身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提高体质健康水平，为终身体育、终生健康打下良好基础。

咏春拳，是中国南派武术的代表性拳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以中线等理论

为基础，以寸劲为主要发力方式，以近战搏击而著称。本课程通过对咏春拳提炼，以咏春搏

击为主要内容，以咏春拳的步法、手法、腿法为基础，学习咏春黐手以及实战技术，使同学

们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武术文化，重视学生武术技能与武德的培养。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本条适用于所有专业）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任选

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

关的体质与健康相关基本知识与技能；掌

握体质与健康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

常用的技能；具有体育育理论素养、人文

与艺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

素养。

指标点 1-1 掌握人文体艺和健康的

基础知识，通过体育教育和科学的

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

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具有一定

的人文艺术素养和健康意识。

0.1



465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科学健

身技能与基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达到《全国高等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态度。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

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

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

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健康体适能的要素、营养与健康、身体成

分与体重控制、健康体适能评定、体形训练、运动安全等。 学习的内容是大学体育课程内

容的有益补充，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

提高体适能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体形训练实践，并进行心肺复苏模拟操作与考试。实践内容

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咏春拳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的咏春拳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咏春拳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考试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考核形式：考核采用技

评的方式进行。考核内容（1）组合动作；（2）条件实战能力

评分标准：

90 分以上：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爆发力

强，力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体现散打的风格和特点。

80 分至 8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准确、熟练，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充足，力

点准，整体动作配合协调、稳定有效，较好地体现散打的风格和特点。

70 分至 7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有一定的劲力和速

度，整体动作配合较协调，无明显错误，基本体现散打的风格和特点。

60 分至 6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基本准确，演练或对打中劲力和速度一般，

有明显错误二次至三次。

45 分至 59 分：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演练或对打中遗漏多，不熟练，劲力

和速度较差，整体协调动作一般，经提示尚能完成。

45 分以下：动作规格、攻击、防守方法较差，整体协调动作较差，动作不能完成。

3.成绩计算：

技术考核根据考核内容进行评定，占总成绩的 70%；平时课堂表现及出勤率占总成绩的

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课教学内容

第一章 咏春拳概述（2学时）

一、咏春拳概述

1、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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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咏春拳的拳术理论。

3、咏春拳的技法特点。

重点：拳术理论

难点：技法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实践课教学内容

第二章 实战咏春（28 学时）

一、咏春拳的基本技术：

（一）手型：拳、掌、勾。

（二）手法：

1、拳：日子冲拳、抱锤、抛锤。

2、掌：正身掌、摊手、扶手、膀手、勾手、拨手等。

3、肘法：

（三）步型、步法、腿法：

1、步型：二字钳羊马、前弓后箭马。

2、步法： 进马、退马、圈马。

3、腿法：刀脚、横脚、蹬脚。

二、圈手

三、黐手

四、实战

重点：实战

难点：黐手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计

1 咏春拳概述 1 1
2 实战咏春 13 13
3 考试 2 2

合计 30 2 1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康戈武．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978704025810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一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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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课程教学大纲

billiards

执笔者：曾思麟（副教授）

审核人：欧光强（讲师）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我校非体育专业学生开设

的公共体育校选课程之一，本课程学习台球的各项基本技术和战术，发展学生实践运动的能

力。它是一门技术性、娱乐性，健身性都很强的球类性体育运动项目，是大学生喜于乐见的

一项体育运动。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公共任选

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台球运动的

概念和历史发展意义，了解台球文化内涵

与文化功能，掌握台球的比赛规则。 简

单掌握台球运动的基本技术、战术方法。

指标点 1- 4．培养对心态与肌肉的自

控意识。把台球运动当作鼓舞人不

灰心不气馁，培养向上的性格。

0.1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1提高学生身心健康，调节自身的情绪，

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锻炼个人

的坚韧性格。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

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

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

程；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以实施

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2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掌握台球的的基本知识、台球基本技术、台球技术训练、台球战术运用以及台球的比赛

规则提高学生的协调性、柔韧性，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实践内容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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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掌握台球课程相关的主要知识与理论；

目标 2、掌握台球课程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主要技能；

目标 3、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体质健康管理能力与素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1、课程期末考核方式：中袋高杆连续击球 。技评评分(表一)：动作规范、协调一致，

连贯性、稳定性 ；达标评分(表二)：直线击球反弹过障碍

技术评分标准(表一)

及格：60—69分中等：70—79分 连续进 5个球 良好：80—89分 连续进 6个球 优

秀：90—100分 连续进 7个球

达标评分标准(表二)

2、课程成绩结构：

本课程为校选修课程，根据我校关于考核考查的规定，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考核内容

和所占比例分别为：平时成绩（20%），素质 40%，台球技术考核占（40%）。技术考核形式

为技评和达标（技评占 40%、达标占 60%）。

成绩评定结构(表二)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期中 期末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

课外作业
素质

台球技术

达标(60) 技评(40)

成绩分配 20 40 40(10)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课程教学内容纲要

1、理论：

（1）了解台球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简况及台球运动的价值和作用。

（2）初步掌握台球基本理论知识指导运动实践。

2、基本技术

（1）掌握基本技术和结合动作技术要点，了解其特点及易犯错误。

（2）理解基本战术的特点及作用。

3、专项素质

分数 评分标准

90-100 分 意识明确、动作协调、连贯、手法正确、击球质量高。

80-89 分 动作较协调、发力顺序正确、手法较正确、击球质量较高。

70-79 分 动作基本协调、手法基本正确、击球质量一般、有一定偶然性。

60-69 分 动作不协调、手法不正确、击球质量差、偶然性、没有目标。

分数 评分标准

90-100 分 连续进 7 个球

80-89 分 连续进 6 个球

70-79 分 连续进5个球

60-69 分 连续进4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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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中低强度有氧训练。

（2）素质以上肢、腰、腹、臀部的力量

（二）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台球运动基本理论

第一节 台球运动发展概述

第二节 台球运动基本理论知识

第三节 台球技术基本理论知识

重点：台球运动的起源、台球技战术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难点：台球技能的形成的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二章 台球运动的基本技术

第一节 握杆和身体姿势

重点：身体姿势

难点：站立位置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二节 击球动作

重点： 摆动与发力

难点：5点一直线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三节 杆法的运用

重点： 准度，发力，控制

难点：球杆延伸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四节 击球方法

重点： 准度，发力，控制

难点：球杆延伸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五节 主球控制技术和走位

重点：掌握瞄点方法

难点：击球动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三章 台球运动的基本战术

重点：台球基本技术的动作规范性和战术的合理运用

难点：台球基本技术的运用与掌握战术使用的尺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 斯诺克台球战术运用模式

第二节 防守性技术运用模式

第三节 球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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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式9球战术运用模式

第一节 进攻性技术运用

第二节 防守性技术运用

第五章 专项身体训练方法

1、发展专项力量练习方法

2、发展柔韧性练习方法

3、发展协调性练习方法

4、发展耐力练习方法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掌握台球运动的基本技术、战术。

2、通过台球课练习和素质练习，使学生的身体素质搞高。

3、通过台球专项课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修身兼具养性。

4、了解台球运动起源，发展、教授台球基本理论知识。

5、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四）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实践部分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台球运

动的基本技术、基本技能和基本战术知识。

2、了解《台竞赛规则》，掌握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胜任基层比赛

的裁判工作。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题量
备

注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台球运动基本理论 4 4

第二章 台球运动的基本技术 14 14

第三章 台球运动的基本战术 8 8

第四章 专项身体训练方法 4 4

考试 2 2

合计 32 32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李德昌. 大学台球教程书籍 ISBN：9787301189924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八、其他说明

无

重点：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基础上，重点发展专项身体素质。

难点：个性化专项训练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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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适能》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Fhysical Fitness

执 笔 者：张志坚

审 核 人：招惠芬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学前教育、教育技术学、汉语言文学、英语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1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健康体适能是指与健康有密切关系的心肺血管及肌肉组织的功能，健康体适能包括身体

组成、肌力、肌耐力、柔软度、心肺功能等五大要素。本课程在学习体适能与健康、营养与

健康关系的基础上，阐述健康体适能五要素的定义、学生体质测试与评定，并加强适能训练

方法指导；同时本课程还加强了体重控制指导、青少年体形训练、运动安全教育、运动损伤

预防及心肺复苏培训等技能学习。

本課程让汉语言文学、英语、教育技术学等专业的学生通过健康体适能相关理论与训练

实践的学习，掌握一定的体质健康与科学健身知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提高体质健康水平，

为终身体育、终生健康打下良好基础。本课程是人文与教育学院各专业的一门任选课程。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本条适用于所有专业）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

应关系矩阵

公共任选

课程

毕业要求 2—知识结构：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教育

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

等基础知识；掌握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以及常用的技术与工具；具有教育理论素养、人

文与艺术素养、媒体与技术素养、系统工程素养。

指标点 1-1 掌握人文艺

术和体育健康的基础知

识，具有一定的人文艺术

素养和健康意识。

0.1

毕业要求 3—身心素质：

掌握人的心理活动和和体育运动的一般知识与基

本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生

态度。

《健康体适能》课程为《大

学体育》相关课程，促进

大学生学习并掌握科学健

身知识与技能，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提高大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

0.1

课程达成度要求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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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健康体适能的要素、营养与健康、身体成

分与体重控制、健康体适能评定、体形训练、运动安全等。 学习的内容是大学体育课程内

容的有益补充，并与常规大学生体质测试紧密联系。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

提高体适能各要素的训练实践与体形训练实践，并进行心肺复苏模拟操作与考试。实践内容

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考核内容。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 1、考核学生掌握健康体适能相关理论、测试与评估、训练方法的情况；

目标 2、考核学生掌握的心肺复苏理论与实践操作的情况；

目标 3、考核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参与健康体适能测试的工作及组织体适

能训练活动的表现。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理论考试与实践操作考试相结合。理论考试为闭卷。实践操作考试为健康

体适能训练与体形训练实践与总结，以及心肺复苏操作考核。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总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包括学习纪律与学习表现；实践成绩占

总成绩的 50%，主要为健康体适能训练与体形训练实践总结，以及心肺复苏操作成绩；理论

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体适能概述

重点：体适能的分类与健康体适能的要素

难点：身心健康的测评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讲授、讨论。本章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

预习，课堂讲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讲授。

第一节 体适能概述

一、体适能的定义

二、体适能的分类

三、健康体适能的要素

第二节 健康的定义

一、健康的定义

二、身心健康的测试

三、身心健康的实践

第三节 适量活动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的影响

一、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

二、相关指导性文件

第二章 营养与健康

第一节 基本营养素与功能

一、糖类

二、脂类

重点：膳食宝塔与均衡饮食、

难点：基础代谢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讲授、讨论、膳食宝塔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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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蛋白质

四、维生素

五、无机盐

第二节 健康饮食指导

一、合理营养

二、膳食指南

三、食品卫生

四、能量代谢

第三章 身体成分与体重控制

第一节 身体成分

一、身体成分测量、骨密度的测定

二、青少年单纯性肥胖

三、肥胖的影响因素与危害

第二节 体重控制

一、能量概念

二、热平衡

三、体重控制注意事项

四、青少年单纯性肥胖的运动处方及防治策略

第四章 健康体适能的评定与训练

第一节 心肺适能

一、心肺适能概述

二、心肺适能的测量与评价

三、改善心肺适能的方法

第二节 肌肉适能

一、肌肉适能的生理学基础

二、肌肉适能的测量与评价

三、改善肌肉适能的方法

第三节 关节活动度

一、生理基础

二、关节活动度的测量与评价

三、改善关节活动度的方法

四、热身运动的建议

五、放松与伸展

第四节 大学生体质测试解析

一、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二、大学生体质测试项目解析

第五节 提高身体素质的训练方法

一、改善爆发力的方法

重点：身体成分的测试与评价方法

难点：能量平衡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讲授、讨论、身体成分测量实操

重点：心肺适能、柔韧性的测试与评价方法

难点：心肺适能、肌肉适能的测试与评价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讲授、讨论、体适能评定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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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速度素质的方法

三、改善协调性的方法

四、改善灵敏性的方法

五、改善平衡性的方法

第五章 体形训练

第一节 腰腹核心训练

一、核心肌群及其作用

二、男性、女性核心肌群训练重点

第二节 低头族体形康复训练

一、探颈自测及探颈的主要原因

二、上交叉综合征

三、改善计划

第三节 驼背体形康复训练

一、驼背产生的原因

二、驼背体形康复训练计划

第四节 鼠标手康复训练

一、腕管综合征

二、改善计划

第六章 运动安全及一般急救常识

第一节 体力活动问卷（PAR-Q)及运动安全

一、运动风险管理金字塔

二、体力活动问卷及运动安全指导

三、应避免的常见危险动作及纠正动作

四、运动损伤的预防

第二节 心肺复苏培训

一、心肺复苏演示

二、心肺复苏练习与考核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体适能概述 4 4
2 营养与健康 4 4

3
身体成分与体重控

制

8 8

4
健康体适能的评定

与发展

4 4
2小时

重点：核心肌群训练重点、探颈改善计划、驼背康复训练计划、鼠标手康复训练

难点：核心肌群的作用、上交叉综合征、腕管综合征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讲授、讨论、体形训练实操

重点：体力活动问卷、心肺复苏

难点：运动损伤的预防

教学方法与手段：理论讲授、讨论、心肺复苏训练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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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形训练 4 4 2小时

6
运动安全守则及一

般急救常识

8 8

合计 3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朱小烽.儿童青少年体适能评定与健康促进.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二）参考资料：

[1] 沈剑威，阮伯仁.体适能基础理论.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年 6 月

[2] 王正珍主译.ACSM 运动测试与运动处方指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 9 月

[3] 孙庆祝，郝文亭，洪峰.体育测量与评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

[4] 陈佩杰，王人卫等.体适能评定理论与方法.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 8

月

[5] 斌卡.一平米健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年 5 月

[6] 斌卡.硬派健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年 6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的作业为两次，第一次内容为健康体适能训练的总结与分析，第二次内容为体

形训练的总结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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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Intel Lectual Property Law

执 笔 者：关俭科

审 核 人：张慧清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17 日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法学

开课单位 法律系

课程类型 公共课程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6，其中：实验（实训） 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介

《知识产权概论》是非法学专业的一门公共选修课。它系统地介绍了知识产权的基本原

理，以及现行有效的知识产权法。既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系统掌握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

基本原则，培养学习者运用所学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知识以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政策来

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的知识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知识产权法实务中的一般问

题。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一）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2：专业知识要求，掌握法学专业

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各学科

前沿理论动态，能够运用各学科基本理论知

识分析和评价各种法律现象。

指标点 2—3：掌握民事法律学科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原理，了解本学科国际国内前沿理论

动态，把握本学科的发展动态，能够运用本

科知识分析和评价民事法律现象。

毕业要求 3：实践运用能力，能够运用法学

理论知识解决各类法律纠纷。

指标点 3-2：掌握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具备

独立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适应民事诉讼和

审判工作要求。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掌握的主要知识与理论：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产权法

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发展；著作权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专利法的基本理

论；商标法的基本理论；国际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等理论。

四、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目标是测试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情况，对学生学习情况做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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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方式

课程的考核方式是独立命题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成绩占 100%，构成课程总评成绩。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概述

重点：知识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难点：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和特征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的实质

三、知识产权的范围

四、知识产权的特征

第二节、知识产权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一、知识产权法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

三、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

重点：知识产权法中的概念和特征。

难点：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要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一、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特征

第二节、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要素和类别

一、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要素

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类别

第三章 知识产权法学

重点：知识产权法学的概念。

难点：知识产权法学的一般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知识产权法学的地位

一、知识产权法学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法学应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三、知识产权法学的地位

第二节、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围

一、知识产权法学的一般理论

二、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围



478

第二编 著作权法

第四章 概述

重点：著作权法的调整对象和主要原则。

难点：著作权法的主要原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著作权概述

一、著作权的意义

二、著作权制度和著作权立法的起源与发展

三、著作权与相关制度的关系

第二节、著作权法概述

一、著作权法的意义

二、著作权法的调整对象和主要原则

第三节、部分国家著作权法简介

一、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

二、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法

三、部分著作权的国际公约、条约简介

第五章 著作权法律关系

重点：职务作品及其著作权的归属。

难点：著作财产权的权项。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主体——作者与其他著作权人

一、作者

二、其他几种著作权人及著作权的归属

三、著作权的特殊主体——国家

第二节、著作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作品

一、作品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二、作品的种类

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第三节、著作权法律关系的内容

一、著作人身权

二、著作财产权

三、著作权的产生与消灭

四、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第六章 著作邻接权

重点：著作邻接权分述。

难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著作邻接权的概述

一、著作邻接权制度的意义

二、著作邻接权的特征

三、关于著作邻接权的规定

第二节、著作邻接权分述

一、出版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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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演者的权利

第三节、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

第四节、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

一、邻接权的含义

二、表演者的权利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

第七章 著作权的利用

重点：著作权的许可使用。

难点：著作权的转让。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著作权的许可使用

第二节、著作权的转让

第三节、著作权的其他利用

第四节、著作权合同的管理

第八章 著作权的限制

重点：作品的合理使用。

难点：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限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作品的合理使用

一、作品合理使用的意义

二、合理使用的范围

第二节、法定许可使用

一、法定许可使用的意义

二、法定许可使用的范围

第三节、强制许可使用

第四节、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限制

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限制的构成条件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限制的范围

第九章 著作权的保护

重点：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难点：侵犯著作权的主要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一、侵犯著作权的主要形式

二、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第二节、侵犯著作权的行政责任

一、侵犯著作权的主要形式

二、侵犯著作权行为的行政责任

第三节、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

一、侵犯著作权的主要形式

二、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责任

第四节、著作权侵权纠纷的调解与诉讼

第五节、著作权的集体理

一、侵犯著作权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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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犯著作权应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

三、侵犯著作权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

第三编 商标法

第十章 商标概述

重点：商标的分类。

难点：商标的功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商标的基本概念

一、商标的概念

二、商标的起源

三、商标的分类

第二节、商标的基本功能和经济意义

一、商标的基本功能

二、商标的经济意义

第三节、商标的选择与设计

一、商标的选择

二、商标的设计

第十一章 我国的商标注册制度

重点：商标注册的审批程序。

难点：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程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商标注册的申请

一、商标注册的概念及法律效力

二、商标注册的基本原则

三、申请商标注册的条件

四、商标注册的申请手续

五、商标注册的申请方式

第二节、商标注册的审批程序

一、授予商标专有权的原则

二、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

三、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程序

第三节、违法注册的补救程序

一、提起注册商标争议的条件

二、注册商标无效裁定程序

第十二章 商标权

重点：商标权的法律特征。

难点：商标专用权的范围。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商标权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商标权的法定范围

一、商标专用权的范围

二、商标禁用权的范围

三、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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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商标权的行使

一、注册商标的商业使用

二、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

三、注册商标的转让

四、注册商标的质押

第十三章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重点：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

难点：商标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

一、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

二、商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

第二节、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一、商标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

二、商标侵权行为的救济方式

第四编 专利法

第十四章 专利法概述

重点：专利权的概念。

难点：专利法的概念和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专利概述

一、专利与专利权

二、专利制度

三、专利制度与相关制度

第二节、专利法

一、专利法的概念和特点

二、我国《专利法》的作用

第三节、专利法的历史发展

第十五章 专利权的取得

重点：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

难点：专利权的复审、撤销和无效。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专利的申请

一、专利申请原则

二、专利的申请文件

三、申请的提出、修改与撤回

第二节、专利申请的审查与批准

一、审查的不同制度

二、审批程序

第三节、专利权的撤销、复审和无效程序

一、专利权的撤销程序

二、专利复审程序

三、专利权的无效宣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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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专利代理制度

一、专利代理概述

二、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

第三节、专利代理权的取得和终止

第十六章 专利权

重点：专利权的内容。

难点：取得专利权的条件。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为主、讨论为辅，案例分析，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专利权的主体

一、专利权主体的含义

二、专利权主体的种类

第二节、专利权的客体

一、发明

二、实用新型

三、外观设计

第三节、取得专利权的条件

一、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条件

二、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条件

三、不能授予专利权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专利权的内容

一、专利权人的权利

二、专利权人的义务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

题量
备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概述 1 ·1

第二章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 1 1

第三章 知识产权法学 1 1

第四章 著作权法概述 1 1

第五章 著作权法律关系 1 1

第六章 著作邻接权 1 1

第七章 著作权的利用 1 1

第八章 著作权的限制 1 1

第九章 著作权的保护 1 1

第十章 商标概述 1 1

第十一章 我国的商标注册制度 1 1

第十二章 商标权 1 1

第十三章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1 1



483

第十四章 专利法概述 1 1

第十五章 专利权的取得 1 1

第十六章 专利权 1 1

合计 16 16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八、其他说明

知识产权法的教学要求学生通过对知识产权主要法律规则的学习，能够灵活的分析与运

用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不在于对法律规则的死记硬背。为适应教学目的和任务的要求，考试应

以闭卷的方式进行，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规则可通过查阅资料的方式获得，重点考察学生运

用法律规则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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