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

材料与我们的生活…………………………………………………………………………………1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5

健康管理师………………………………………………………………………………………1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Excel在商务中的应用……………………………………………………………………………15

Java程序设计……………………………………………………………………………………20

算法与数据结构…………………………………………………………………………………2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3D图形编程技术…………………………………………………………………………………32

导游业务…………………………………………………………………………………………36

房地产实务………………………………………………………………………………………42

化工分离工程……………………………………………………………………………………45

环境保护类电影及纪录片赏析…………………………………………………………………48

环境修复原理与技术……………………………………………………………………………51

人与自然-环境保护相关的电影赏析……………………………………………………………57

神奇的量子世界…………………………………………………………………………………62

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68

汽车文化…………………………………………………………………………………………73

交通与化学工程学院

宝玉石入门………………………………………………………………………………………79

认识高保真（Hi-Fi）音响………………………………………………………………………84

湿地景观鉴赏与营造……………………………………………………………………………89

园林艺术…………………………………………………………………………………………93

中西交通史………………………………………………………………………………………98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公务员录用考试通论……………………………………………………………………………101

管理学……………………………………………………………………………………………103

行政管理实务……………………………………………………………………………………114

劳动合同案例评析………………………………………………………………………………117

情商领导力………………………………………………………………………………………122

人事心理学………………………………………………………………………………………126



商务韩语基础……………………………………………………………………………………132

商务西班牙语入门………………………………………………………………………………137

商战模拟…………………………………………………………………………………………142

市场营销…………………………………………………………………………………………144

演讲与口才………………………………………………………………………………………151

影视欣赏与法律评论……………………………………………………………………………153

应用伦理学………………………………………………………………………………………157

证券投资学………………………………………………………………………………………161

知识产权与创新素养提升………………………………………………………………………169

口腔医学院

Photoshop入门与精通…………………………………………………………………………173

美容与健康保健…………………………………………………………………………………179

营养与健康………………………………………………………………………………………181

人文与教育学院

大学日语…………………………………………………………………………………………183

吉他演奏基础……………………………………………………………………………………188

交际日语…………………………………………………………………………………………193

日本国家概况……………………………………………………………………………………196

日语入门…………………………………………………………………………………………200

隶书入门…………………………………………………………………………………………205

优雅仪态…………………………………………………………………………………………208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观赏鱼养殖与欣赏………………………………………………………………………………213

养犬与养猫学……………………………………………………………………………………218

岭南文化研究院

龙舟………………………………………………………………………………………………224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电磁场……………………………………………………………………………………………228

自然美与人文艺术………………………………………………………………………………233



1

《材料与我们的生活》课程教学大纲

Materials and Our Life

学时数：32
其中：上机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2
适用专业：理工科专业

执笔者：林殷雷，张海琛

审核人：常萌蕾

编写日期：2017年 11月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材料与我们的生活》是面向全校理工科学生而开设的一门校级选修课。《材料与我们

的生活》课程是一门介绍材料与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全面关系的课程，其目的是使学生更

好地了解材料科学的基本知识，掌握材料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为充分地理解“生活中的材

料”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激发和唤起学生对材料学科的兴趣和求知欲，开阔视野，提高学

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材料与我们的生活》不仅注重材料科学基础知识的讲授，同时要求学生通过课程学习，

系统掌握材料科学基础的知识、材料与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全面关系，能够加深学科的理

解、拓宽知识领域和提高生活质量。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生能全面了解材料对文明的生产

和生活的意义，课程基本要求如下：

学生通过《材料与我们的生活》的学习，可以掌握材料科学基础知识，了解生活中各种

材料的性质；能够认识、辨别生活中常见的材料，知道不同材料的特性和用途；能通过观察、

比较、归纳、分类等方法了解到常见材料的相同与不同，分类整理物品；能体验到材料科学

技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进而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探秘一些新型材

料给生活带来的变革，同时揭开一些神奇材料的“神秘面纱”；同时，鼓励学生如何结合自

身学习和科研工作，找准突破口，设计和开发新材料，激发和唤起学生对材料学科的兴趣和

求知欲。

三、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材料与生活、人类文明

一、材料的概念、分类、发展历史及应用

二、材料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三、世界前沿科技与材料

重点：材料的概念，生活中常见材料的介绍，先进材料

难点：材料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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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细光腻滑——陶瓷与玻璃

一、陶瓷、玻璃与我们的生活

二、陶瓷、玻璃的发展

三、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四、神奇的玻璃

重点：陶瓷的概念、陶器和瓷器的区别、玻璃的成分与结构

难点：陶瓷的制备工艺、玻璃的制造工艺

第三章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建筑材料

一、建筑材料的概述

二、建筑材料与人居环境

三、建筑材料的节能与环保

四、建筑材料的研究进展

重点：建筑材料的特点、现代建筑材料

难点：节能与环保

第四章 取之不竭——天然高分子材料

一、木质制品与木材化学

二、蚕丝、蜘蛛丝及仿生纤维材料

三、天然高分子材料概述

重点：木材化学、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特点

难点：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第五章 多彩多姿的合成高分子材料

一、高分子材料的定义及发展史

二、塑料制品

三、皮革与人造革

四、橡胶：介绍与应用

重点：塑料基本概述、真皮与人造革的比较、橡胶的基本特征及分类

难点：塑料制品工艺、橡胶的结构与加工工艺

第六章 冰冷沉重——金属材料

一、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

二、天外来物——陨铁

三、铜及铜合金——青铜兵器千古之谜

四、带翼的金属——铝及其合金

五、年轻有为的多面手——钛

重点：如何识别陨铁，铜及其合金的特点，铝及其合金的特点、钛的性能

难点：金属材料的热处理、加工成型

第七章 博采众长的复合材料

一、复合材料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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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玻璃钢——扫雷艇之父

三、神奇的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四、天然复合材料——竹子

重点：复合材料的定义、分类及特点

难点：复合材料的组成及性能

第八章 新型高性能功能材料

一、形状记忆合金

二、超导材料

三、LED 发光材料

四、奇妙的纳米世界

五、仿生材料

重点：各种新型高性能功能材料的应用及介绍、仿生材料概论

难点：功能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第九章 人类的责任——材料与环境

一、材料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二、环境材料的概念及其内容

三、百年难解的白色恐怖——塑料

四、地球污染的超级公害——电池

五、难解难分的黑的污染——轮胎

重点：材料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难点：塑料、电池、轮胎影响环境的基本原因

四、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本课程采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教学，其中教师课堂讲授30课时，

学生案例讨论2学时。各教学环节的重点都是在于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材料科学的基本知识，

掌握材料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为充分地理解“生活中的材料”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激发

和唤起学生对材料学科的兴趣和求知欲，开阔视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开卷考核形式：平时成绩（随堂作业+课后作业）占 50%，开卷考试成绩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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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生活、人类文明 2 2 1
二 细光腻滑——陶瓷与玻璃 4 4 3

三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建筑材料

2 2 1

四
取之不竭——天然高分子材

料
2 2 1

五 多彩多姿的合成高分子材料 6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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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冰冷沉重——金属材料 2 2 3
七 博采众长的复合材料 4 4 2

八 新型高性能功能材料 4

1
（案

例讨

论）

5 3

九 人类的责任——材料与环境 4
1（案

例讨

论）

5 2

合计 30 2 32 21

六、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面向全校理工科学生而开设。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李运波．材料与生活．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二）教学参考书

[1] 戚飞鹏．材料与社会进步．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2] 马克·米奥多尼克著，赖盈满译．迷人的材料．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3] 毛卫民．材料与人类社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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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0 课外学时 0

学 分 数：2

课程类别：校选课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

执笔者：王坤助教

审核人：常萌蕾讲师 、系主任

编写日期：2017 年 11 月

一、课程简介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是一门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本课程属于概论的性质，是

为应对我国在 21世纪所面临的严峻生态和环境危机问题，配合我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战略国策，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素养的一门重要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污染与防

治、生态破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以及

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是一门全校性公共选修课，

是针对目前日益重要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家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开设的。目的和任务在

于让学生能够认识当前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紧迫性，接受环境伦理观，

了解环境污染防治环境伦理观，了解环境污染防治的方法。在自己专业领域自觉渗透循环经

济和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掌握环境污染的种类与危害；

（二）掌握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管理制度；

（三）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

（四）掌握资源、人口、农业、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是一门逻辑性、技术性很强的多学科和跨学科课程。其

主要教学方式为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运用图片、动画、视频使课堂教学形象直观生动，

增加信息量、提高教学效率。根据贯穿重点、突出难点的原则，以系统讲授为主，结合实际

的环境保护问题，注重引导和启发，要求学生阅读适量的课外材料，注重课堂讨论和自学。

更快了解和掌握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基本知识、原理及其应用，理论联系实践，提高学生

环境保护的意识素养。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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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闭卷考试、撰写小论文或分小组 PPT 演示的形式考察。其中，小论文考察要求学生至

少阅读五篇的相关专业文献，并进行归纳总结，写出不少于一千五百字的文章；PPT 演示要

求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

（二）成绩评定

考试、小论文或分小组 PPT 演示考察成绩占总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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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地球环境

一、地球的宇宙环境

二、地球的圈层构造

三、地球环境

重点：地球环境及其组成，地球环境的整体性和独特性

难点：地球环境的独特性

第二章 环境生态学

一、概述

二、生态系统

三、生态平衡

重点：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难点：生态平衡的调剂恢复重建

第三章 人口

一、人口及人口过程

二、世界人口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

重点：世界人口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状况，人口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难点：环境人口容量，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章 资源与自然保护

一、自然资源概述

二、土地资源

三、气候资源

四、水资源

（一）水资源的特性与分类

（二）我国水资源的特点

（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五、生物资源

六、矿产资源

七、能源资源

重点：掌握各种资源的特性与分类。

难点：掌握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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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污染

一、水污染

二、大气污染

（一）大气污染源

（二）大气污染物

（三）大气污染的危害

三、土壤污染

四、固体废物污染

五、其他污染

重点：掌握各种污染的污染源及污染物及其危害

难点：了解各种污染对环境的危害。

第六章 全球环境问题

一、气候变暖

二、臭氧层破坏

三、生态破坏

四、生物多样性锐减

重点：掌握各种环境问题的原因及后果。

难点：掌握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可持续发展概述

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

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重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原则，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特点

难点：环境经济学与公共环境质量。

第八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一、全球 21 世纪议程

二、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一）《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

（二）《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特点和实施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动向

重点：全球《21 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和主

要内容

难点：主要国家和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

第九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

一、环境法制建设

二、环境规划

三、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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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环境法的特征，主要的国际环境公约，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环境规划的涵义、原则、

指导思想、具体内容与特点。

难点：环境管理的概念、职能和基本手段、基本制度，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

第十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措施

一、环境污染防治技术

二、生态保护

三、清洁生产

重点：各种主要的污染防治技术和措施，我国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清洁生产的涵义

难点：实施清洁生产的主要途径，产品环境标志的作用。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实际生产工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互动教学，对一些难懂的概念，

尽可能通过图形加以说明，力求重点分明、条理清楚。做到使学生弄清概念、掌握规律、重

在应用。

（二）课后自学

为了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整理归纳的能力，要求学生课后进行自学，对讲授过的重点进

行归纳整理，对了解部分的内容进行自学加深。

（三）课堂讨论与习题课

课堂讨论是为了活跃学习气氛、澄清概念与弄清难点，是对课堂讲授的一种补充，习题

课则以典型例题分析为主，适当安排开阔思路与综合性的练习。

（四）课外作业

为了加强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巩固、培养综合分析能力。每章布置课外作业题 1-2 题。

（五）考试

考试采取闭卷考试、撰写小论文或分小组 PPT 演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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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地球环境 1 1

第二章 环境生态学 2 2

第三章 人口 2 2

第四章 资源与自然保护 4 4

第五章 环境污染 3 3

第六章 全球环境问题 4 1 5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 3 3

第八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4 4

第九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 4 4

第十章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措施 3 1 4

合 计 30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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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与其它的联系

本课程与《环境学》、《生态学》、《污染控制化学》等课程有所联系，旨在激发学生

的思维，调动积极性，认真分析和思考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明确实施科

学发展观这一决策的英明性和时代性特征，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素养。

十、先修课程

无

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冯开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贵州：贵州人民出版，2008.8.
（二）教学参考书

[1] 钱易 唐孝炎 主编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2] 马光等编著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导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3] 田京诚、缪娟主编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8 月.

[4] 周国强著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5] 郎铁柱著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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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师》课程教学大纲

Health manager

执 笔 者：卢维奇

审 核 人：邓前军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本校各专业

开课单位 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健康类通识课

课程性质 校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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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健康管理师》是一门校选课；是让选修同学了解健康产业的前景和健康管理师的工

作内容，学习健康管理的基础知识和方法，为将来考健康管理师奠定基础。

本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人也是本课程主讲人，曾经开设的校选课《公共营养师》（同类

课程）近 10 届，其中最后三年，每个学期有 120 位同学选修，全年两个学期共 240 人。选

修课同学中已有近 40 位考取国家三级公共营养师。开设《健康管理师》，不但有助于选修

课的同学能为自己及其亲朋好友做好健康管理工作，而且更希望同学未来考取国家三级健康

管理师。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健康相关医学基础知识部分：了解人体八大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熟悉预防医

学与临床医学的各自特点；

（二）中医养生部分：了解阴阳五行学说及其基本概念；了解经络和穴位的基础知识；

熟悉中医养生与保健的基本方法；

（三）心理咨询健康部分：了解心理学基础知识与心理健康的表现，知道常见心理问题

及其对策；

（四）营养与食品部分：熟悉人体七大营养素作用等知识，了解大多数人体普遍缺钙的

原因，了解钙磷代谢与骨健康保健知识。掌握保健品的基本属性，已经对健康管理的作用；

（五）健康管理服务营销与健康服务产业部分：了解健康管理在哪些方面能发挥作用？

在哪些领域有发展空间？

（六）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理部分：熟悉一些典型的慢性病的健康管理方法。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结合日常生活保健，特别是健康问题展开来讲解，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基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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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生均可）；在多媒体教室上课，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

（二）本课程是校选课，考查课。总成绩两部分组成，期终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由于课程内容十分广泛，期终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平时成绩则以课堂讨论表现和出勤率为主。

五、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健康管理总论

1.1 健康管理概述

1.2 健康与亚健康

1.3 健康管理的基本步骤

1.4 健康管理的现状与展望

1.5 健康管理师

重点：健商；亚健康；健康产业的前景；健康产业职业生涯

难点：健商；亚健康

第二章 与健康相关医学基础知识

2.1 人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2.2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2.3 人体的化学成分与内环境

2.4 人体各系统及功能

2.5 临床医学基础知识

2.6 预防医学基础知识

2.7 康复医学基础知识

2.8 整合医学

2.9 基因医学

重点：人体八大系统，生命活动基本特征；临床医学作用；预防医学的重大意义； 临床医

学与预防医学的异同点

难点：人体八大系统的主要功能；预防医学的重大意义

第三章 中医养生与保健

3.1 中医养生基础理论

3.1.1气一元论

3.1.2阴阳学说

3.1.3五行学说

3.1.4脏腑学说

3.1.5精气神及气血津液学说

3.2 中医与经络养生经络

3.2.1经络

3.2.2穴位

3.3 九型体质与食疗养生

3.3.1体质的辨识

3.3.2九型体质的特征

3.3.3九种体质的调护方案

3.4 传统养生方法和技能

3.4.1情志养生



12

3.4.2四季养生

3.4.3起居养生

3.4.4传统健身等相关养生

3.4.5保健技能养生

重点：中医养生基础理论基本内容；经络穴位与养生的关系；九型体质的分类

难点：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络；穴位；九型体质

第四章 营养与食品安全

4.1 营养学基础

4.2.1 蛋白质

4.2.2 脂肪

4.2.3 碳水化合物

4.2.4 矿物质

4.2.5 维生素

4.2.6 膳食纤维

4.2.7 水

4.2 平衡膳食

4.3 食品安全等级

4.4 保健食品

重点：七大营养素的作用与特点；平衡膳食及其内容；食品安全等级的划分；保健食品的定

义和三大属性

难点：如何做到膳食平衡？保健食品为何有利于健康？

第五章 心理与健康

5.1 心理学基础知识与心理健康

5.1.1 心理学基础知识

5.1.2 心理健康的概念

5.1.3 心理健康的标准

5.2 心理咨询与人际沟通

5.2.1 心理咨询的基本概念

5.2.2 心理咨询的主要技术

5.2.3 人际沟通的概念和理论

5.3 常见心理问题与对策

5.3.1 常见心理问题

5.3.2 常见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5.3.3 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5.3.4 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重点：心理学基础知识；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咨询的方法；常见心理问题

难点：心理咨询的方法；常见心理问题及其对策

第六章 健康信息采集与档案管理

6.1 健康信息采集

6.2 健康信息管理

6.3 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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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健康信息；居民健康档案内容；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健康传播方式

难点：如何运用好知信行模式理论进行健康传播？

第七章 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

7.1 健康干预

7.2 社区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

7.3 学校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

7.4 医院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

7.5 公共场所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

重点：健康促进；健康干预内容；社区健康健康干预的意义；人生各个生理阶段健康管理问

题

难点：如何做好社区健康健康干预？

第八章 健康管理服务营销与健康服务产业的应用

8.1 健康管理专业服务的模式方法

8.2 健康体检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8.3 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

8.4 健康服务相关产业

重点：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健康管理营销内容；健康服务产业的范围和内容

难点：如何解读健康体检指标与内容？如何深刻理解健康服务相关产业巨大市场发展空间？

第九章 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理

9.1 营养缺乏病

9.2 超重和肥胖症

9.3 糖尿病

9.4 高尿酸症与痛风

9.5 骨质疏松症

9.6 慢性心血管疾病

重点：常见慢性病种类及其特点；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理

难点：如何预防慢性病？高血压调理方法；糖尿病健康管理；肥胖健康管理；痛风健康管理；

慢性心血管疾病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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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健康管理概论 2 2

二
与健康相关医学基础

知识

3 1 4

三 中医养生与保健 6 1 7
四 营养与食品安全 4 4
五 心理与健康 3 1 4
六 健康信息学与健康教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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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

七 健康促进与健康干预 1 1

八
健康管理服务营销与

健康服务产业的应用

2 1 3

九
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

理

5 1 6

合计 27 5 32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卢维奇.健康管理师（自编讲义）. 2017
（二）教学参考书

[1] 王陇德主编. 健康管理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2] 陈君石，黄建始. 健康管理师.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7.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人也是本课程主讲人，是化学教授和化学博士。但近 10 年来，

主要教学工作转到健康营养课程。是二级公共营养师，营养师高级考评员，高级健康管理

师；广东省营养学会理事，广东省营养与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营养教育与健

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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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在商务中的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Application of Excel in Business)

执 笔 者：朱扬清

审 核 人：王东

编写日期：2017年 9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各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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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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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学时；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能够为其他课程进行数据处理提供帮助

二、课程简述

根据现代企业决策与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从全新的角度全面讲授 Excel 2013强大的数

据处理功能以及在企业生产、管理与决策工作中的具体应用。讲解数据的输入、数据的格式

设置、排序、筛选、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公式与函数、图表、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生

产过程数据的处理、销售过程数据的处理、人力资源管理数据的处理、财务管理决策数据的

处理、经济管理数据的处理等内容。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加强数据处理能力的培养，

为自己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数据处理技术基础，有效提升学生未来工作的管理水平，提

高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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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

由于本课程为校级选修课，对所有选修本课程的学生的毕业要求都有一定支撑作用，所

以这里提出对所有专业的一些共性支撑作用。具体支撑作用如下：

（1）支持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需要的数据处理能力；

（2）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助力大学生毕业求职。

（二）本课程对毕业要求支撑作用的实现路径

（1）通过对 Excel数据输入、数据格式设置、公式、函数、排序、筛选、图表、相关

数学模型的讲解、实验，学生能够对 Excel基本知识和数据处理能力进行掌握，能够为今后

专业课学习中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打下基础。

（2）结合生产、销售、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经济管理中的一些案例，利用 Excel
工具进行分析，从而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目前 Excel在中小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广泛，对大学生有比较高的 Excel数据处理

能力要求，经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对大学生就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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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

（2）掌握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数据处理能力。

（二）考核方式

主要采用过程考核的办法进行课程评价。过程考核从考勤、课堂讨论、实验作业、阶段

测试方面进行评价，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

（三）成绩评定

考勤 10%、课堂讨论 10%、实验作业 50%，阶段测试 30%，课程总分 100分。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Excel 基础知识

第 1节 Excel 2013概述

一、Excel 2013的新功能

二、Excel 2013的启动与退出

三、Excel 2013的工作窗口

第 2节 工作簿的操作

一、Excel工作簿的组成

二、工作簿的创建、打开与保存

第 3节 编辑工作表

一、输入数据

二、数据的查找与替换

三、数据的移动和复制

四、公式的移动和复制

五、管理工作表

六、拆分和冻结工作表

第 4节 数据类型与运算符号

一、数据类型简介

二、运算符的优先级简介

第 5节 设置工作表格式

一、设置数字格式

二、设置对齐方式

三、设置字体格式

四、设置边框

五、设置填充颜色

六、调整行高和列宽

第 6节 打印

重点：编辑工作表，数据类型与运算符号，设置工作表格式，Excel 2013 帮助。

难点：公式的移动和复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中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后由教师课堂讲

授完成；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授；对难点内容采用理论讲解结合案例教学

方式完成，课堂上对基本知识进行测试与讨论；结合互联网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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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面设置

二、打印预览

第 7节 Excel 2013 帮助

第 2章 Excel在生产管理中的应用

第 1节 生产计划表的创建

一、设计思路

二、长期生产计划表单

三、短期生产计划表单

四、生产计划表单的管理

第 2节 使用公式管理生产计划表单

一、在生产计划表中使用公式

二、利用函数创建公式

第 3节 生产作业管理表单的制作

一、作业进度管理表单

二、生产效率管理表单

三、作业指令及作业报表

第 4节 生产作业分析图表

一、产品生产数据图表

二、生产进度坐标图

第 5节 产品信息管理

一、创建产品信息表

二、在产品信息表中使用批注

第 6节 工作表数据的排序与筛选

一、数据排序

二、数据筛选

第 3章 Excel在销售中的应用

第 1节 红火星集团销售业务简介

第 2节 各种销售表单制作

一、销售统计表的制作

二、商品订货单的制作

三、销售费用管理相关单据的制作

四、产品目录清单的制作

第 3节 销售数据汇总

一、按指定条件进行销售数据汇总

重点：使用公式管理生产计划表单、工作表数据的排序与筛选。

难点：使用公式管理生产计划表单。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研讨

式的教学方法讲授，课堂上对基本知识进行测试与讨论；结合互联网开展教学。

重点：各种销售表单制作、销售数据汇总、销售数据透视分析。

难点：Excel在市场预测分析中的应用、Excel在营销决策分析中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方

法讲授，并通过课后实验作业加深认识，课堂上对基本知识进行测试与讨论；结合互联网

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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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情形下的销售数据汇总

三、销售数据的分类汇总

四、多工作表数据的合并汇总

第 4节 销售数据透视分析

一、通过实例了解数据透视分析的作用

二、数据透视表的创建

三、数据透视表的编辑与修改

四、数据透视表的其它相关操作

五、数据透视表中的自定义计算

六、根据数据透视表来创建数据透视图

第 5节 Excel在市场预测分析中的应用

一、图表趋势预测法

二、时间序列预测法

三、定性预测法

第 6节 Excel在营销决策分析中的应用

第 4章 Excel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第 1节 人员招聘与录用

一、招聘流程图设计

二、部门人员增补申请表设计

三、招聘费用预算表设计

四、招聘面试通知单设计

五、员工录用

第 2节 培训管理

一、培训需求调查

二、培训成绩统计分析

第 3节 薪酬福利管理

一、加班统计表设计

二、销售奖金计算表设计

三、个人所得税计算

四、带薪年假天数的统计

五、员工月度工资部门汇总表设计

第 4节 人事数据统计分析

一、创建人事信息数据表

二、人事数据的条件求和计数

三、人事数据表的排序操作

四、人事数据表的筛选操作

五、用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分析员工学历水平

重点：培训管理、薪酬福利管理、人事数据统计分析、职工社保管理。

难点：人事数据统计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

式教学方法讲授，通过实验加深认识，课堂进行基本知识测试；结合互联网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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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员工人事信息查询表

七、统计不同年龄段员工信息

第 5节 职工社保管理

一、职工“五险一金”统计表

二、职工退休到龄提醒表

第 5章 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第 1节 偿债能力分析

一、流动比率

二、速动比率

三、现金比率

四、资产负债率

五、产权比率

六、资产负债率

七、产权比率

第 2节 营运能力分析

一、应收账款周转率

二、存货周转率

三、流动资产周转率

四、固定资产周转率

五、总资产周转率

第 3节 盈利能力分析

一、销售毛利率

二、销售利润率

三、销售净利率

四、净资产收益率

五、总资产收益率

第 4节 综合财务分析

一、沃尔分析法

二、财务比率综合分析法

三、杜邦分析法

第 5节 企业间财务状况的比较分析

一、用标准财务比率进行比较分析

二、采用理想财务报表进行比较分析

第 6章 Excel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重点：偿债能力分析、营运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

难点：综合财务分析、企业间财务状况的比较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

式教学方法，进行基本知识课堂测试；结合互联网开展教学。

重点：房地产建设情况数据分析。

难点：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对主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

式教学方法，进行基本知识课堂测试；结合互联网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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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房地产建设情况数据分析

一、房地产建设情况年度分析

二、房地产建设情况历史数据分析

三、房地产投资与销售收入分析

第 2节 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一、房地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创建

二、相关分析

三、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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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基础知识 1.8 2 0.2 4 2
2 Excel在生产管理中的应用 1.8 2 0.2 4 4
3 Excel在销售管理中的应用 4.5 5 0.5 10 8
4 Excel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4.5 5 0.5 10 8
5 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0.9 1 0.1 2 1
6 Excel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0.9 1 0.1 2 2

合计 14.4 16 1.6 32 25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朱扬清，林秋明，罗平，霍颖瑜．Excel在商务中的应用．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年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John Walkenbach 著，冉豪，崔杰，崔婕译．中文版 Excel 2013 宝典(第 8 版)．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

[2] John Walkenbach 著，靳晓辉，孙波翔译．中文版 Excel 2013 公式与函数应用宝典(第

6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

[3] 邓多辉，教传艳． Excel 2013 使用详解．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年 6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案例较多，需要学生提前预习，并增加一定时间完成上机实验。本课程将运用互

联网开展辅助教学，特别是将移动互联网与传统课堂进行有效融合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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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Java Programming）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0 课外学时 0

学分数：2

课程类别：选修课

适用专业：各专业

执笔者：张德丰 教授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3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Java 程序设计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Java 语言是目前广为流行的程序

设计语言之一，适用于网络编程，满足 Internet 上软件开发的需要。

本课程学习内容主要包括：面向对象技术简介、Java 语言基础、Java 语言的抽象、封

装和类、Java 中的继承和多态、Java 的工具类与算法、异常处理、多线程、输入输出流、

图形用户界面（GUI）设计、Applet 开发、网络通信以及数据库使用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初步运用 Java 技术和基本开发工具进行计算机程序设计。

培养学生应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结合 Java 技术进行计算机编程及在程序设计过程中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动手能力。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各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程。Java 语言是目前广为流行的程序设计语言之

一，适用于网络编程，满足 Internet上软件开发的需要，它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

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国际上最新的计算机编程设计思想，并能初步

运用 Java 技术和基本开发工具进行计算机软件代码设计。培养学生用新一代程序设计思想

和逻辑思维方式进行计算机编程研究，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在软件设计过程中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动手能力，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得到共同发展。

本课程主要包括面向对象技术、异常处理、多线程、输入输出流、图形用户界面（GUI）
设计、Applet开发、网络通信以及数据库使用等内容。

（一）知识教学目标：理解和掌握 Java语言的基本语法和语义，掌握标准程序和 Applet
小应用程序的开发方法。

（二）能力教学目标：熟练使用一种开发工具（如：Jcreator、Jbuilder、JDK等）来开

发 Java 程序。

（三）思想教育目标：学会良好的编程习惯，掌握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学生应按教学大纲具体要求，掌握 Java 语言的基本

概念、编程设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正确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进行一般计算机项目的分析

和判断，完成编程设计，解决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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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熟练掌握 Java 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运算符及表达式，控制结构，字符串的应

用。

（二）学会运用面向对象编程特点，使用抽象、封装、继承、多态编写简单的类和使用

类对象编程。

（三）掌握 Java 语言基础类、字符串类的应用。

（四）掌握异常的应用方法，进行异常处理设计。

（五）掌握线程的使用方法。

（六）掌握 Java 语言的 I/O编程及应用方法。

（七）掌握 Java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方法及其编程。

（八）掌握 Applet小应用程序的设计方法，设计小型网络应用程序。

（九）掌握 Application应用程序的设计方法，设计小型网络应用程序。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本课程教学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启发式教学、问题教学以及实际应用教学等

多种教学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使教与学生动有趣而不枯燥，

注意训练学生的编程能力，通过精讲实例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逐

步培养学生阅读程序代码、编写程序代码的能力，从而形成一定的编程技能，为进一步学习

打下良好基础。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作业与笔试结合的方式。

（二）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考勤）成绩占 30%，笔试成绩占 70%。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概述（1 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面向对象问题求解的提出。

（二）向对象问题求解的概述。

（三）对象、类与实体，对象的属性与相互关系。

（四）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

（五）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的特点。

二、教学要求

（一）掌握对象、类与实体，对象的属性与相互关系。

（二）了解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

（三）了解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的特点。

重点：掌握对象、类和实体的概念，对象的两种属性。

难点：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

第二章 Java 概述（1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Java 语言的产生。Java语言的应用前景。Java语言和 C++。Java语言的特点。

（二）Java Applet和 Java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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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ava Applet程序的编辑、编译和运行。Java Application程序的编辑、编译和运行。

二、教学要求

（一）了解 Java 语言的产生、应用前景和特点。

（二）掌握 Java 语言和 C++语言的异同点。

（三）熟练掌握：Java Applet程序和 Java Applicatio程序的编辑、编译和运行过程。

重点：用 JDK对 Java程序的编译和运行过程。

难点：Java Application程序和 Applet程序的区别。

第三章 Java 语言基础（6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Java 语言的数据类型、运算符、表达式。

（二）流程控制。

二、教学要求

（一）掌握 Java 语言各种数据类型的规定及其与 C++语言在数据类型上的区别。

（二）了解强制数据类型的转换格式。了解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三）掌握 Java 语言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位运算符和复合赋值运

算的功能及使用。

（四）熟练掌握 Java 语言变量、常量的使用及其运算操作。

（五）熟练掌握 Java 语言流程控制语句的功能及使用。

重点：流程控制。

难点：Java 程序的构成。

第四章 Java 语言的抽象、封装和类(6 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Java 语言系统定义的类。

（二）用户自定义的类。

（三）类的修饰符。

（四）类的静态属性方法。

（五）对象的创建和引用。

二、教学要求

（一）了解系统定义的类(包)。
（二）掌握类的可访问控制符和非访问控制符的种类及其控制功能。

（三）掌握域的可访问控制符和非访问控制符的种类及其控制功能。

（四）掌握方法的可访问控制符和非访问控制符的种类及其控制功能。

（五）熟练掌握用户程序自定义类和对象的基本格式。

重点：访问控制符、自定义类和对象的基本格式。

难点：类的修饰符，访问控制符。

第五章 Java 中的继承和多态(8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Java 语言的继承。

（二）Java 语言的多态。

（三）Java 方法的重载。

（四）构造函数的继承与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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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Java 语言的包。

（六）Java 语言的接口。

二、教学要求

（一）了解 Java 方法的重载，构造函数继承与重载的含义及应遵循的原则。

（二）了解 Java 语言包的创建和引用，了解接口的作用、定义及实现方法。

（三）熟练掌握 Java 父类与子类、域继承和方法继承的操作过程。

重点：继承、多态。

难点：重载、接口的实现。

第六章 Java 的工具类与算法(6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Java 语言的工具类库。

（二）Java Applet类与 Applet小程序。

（三）字符串。

（四）数组和向量。

二、教学要求

（一）解 Java 语言 Object 类、数据类型类、Math 类和 System 类的功能及所提供的属

性和方法。

（二）熟练掌握 Java Applet 类的主要方法及浏览器自动调用主要方法的操作过程。

（三）掌握 String 类对象和 stringBuffer类对象的创建、使用和操作。

（四）了解 Java 语言向量引入的目的及其与数组的区别。

重点：Applet类、String 类和 stringBuffer类、查找。

难点：排序，查找等算法。

第七章 Java 的图形用户界面(4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图形用户界面概述。

（二）用户自定义成分。

（三）Java 事件处理。

（四）常用标准 GUI组件和 Swing GUI组件。

（五）布局管理。

（六）事件处理。

二、教学要求

（一）掌握图形界面的基本构成。

（二）了解 Java 常用的布局策略及主要容器组件。

（三）掌握利用 Java 类库中的类及方法绘制用户自定义的图形界面的方法。

（四）掌握标准 GUI组件和 Swing GUI组件的创建、使用与事件处理。

重点：Java 的事件处理。

难点：Java 的事件处理。

第八章 Java 高级编程(8 学时)

一、教学内容

（一）异常处理。

（二）多线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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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式输入输出与文件处理。

（四）用 Java实现底层网络通讯。

（五）Java 的网络编程。

（六）Java 的多媒体编程。

（七）Java 数据库编程。

二、教学要求

（一）了解流式输入输出与文件处理。

（二）了解网络通讯及对网上资源的访问方法。

（三）掌握 Java 的异常处理机制和多线程的概念和实现方法。

（四）掌握 Java 的网络编程

（五）了解 Java 的多媒体编程。

（六）Java 数据库编程。

重点：异常、多线程、流式输入输出与文件处理。

难点：多线程，异常的捕获和处理，网络编程。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作业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作业以掌握基本常识和基本原理为主，题量不易过多。

（二）考试环节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作业与笔试结合的方式，其中平时（作业、考勤）成绩占 30%，

笔试成绩占 70%。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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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小计

第 1 章 面向对象软件开发概述 1 1 1

第 2 章 Java 概述 1 1 1

第 3 章 Java 语言基础 4 4 2

第 4 章 Java 语言的抽象、封装和类 4 4 2

第 5 章 Java 中的继承和多态 6 6 2

第 6 章 Java 的工具类与算法 4 4 1

第 7 章 Java 的图形用户界面 4 4 2

第 8 章 Java 高级编程 8 8 2

合 计 32 32 13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C语言程序设计》为前导课程。

十、先修课程

先修课包括：《C语言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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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殷兆麟等．《Java语言程序设计》(第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二）教学参考书

[1] 雍俊海．《Java 程序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 唐大仕．《Java 程序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辛运帏等．《Java 程序设计》（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邵丽萍．《Java 语言实用教程》（第 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余永红．《Java 程序设计教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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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与数据结构》校选课程教学大纲

（Algorithm and Data Structure）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2

执笔者：周月霞

编写日期：2016 年 12 月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用计算机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进行数据表示和数据处理，而数据表示和数据处理正是

《算法与数据结构》要研究的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如何合理地组织数据、有效地存储和处

理数据，正确地设计算法以及对算法的分析和评价。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透地理解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的基本概念以

及有关算法，培养基本的、良好的程序设计技能，编制高效可靠的程序，为学习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和数据库等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了解数据结构及其分类、数据结构与算法的密切关系。

（二）熟悉各种基本数据结构及其操作，学会根据实际问题要求来选择数据结构。

（三）掌握设计算法的步骤和算法分析方法。掌握数据结构在排序和查找等常用算法中的应

用。初步掌握文件组织方法和索引技术。

三、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绪论

一、数据结构基本概念

（一）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

（二）数据结构的有关术语

二、算法描述

三、算法分析与评价

（一）算法设计的要求

（二）算法效率的度量

重点：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逻辑结构、存储结构的联系与区别。

难点：算法分析与评价

第二章 线性表

一、线性表的基本概念

（一）线性表的定义

（二）线性表的基本运算

二、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及运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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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

（二）线性表在顺序存储结构下的运算实现

三、线性表的链式存储和运算实现

（一）链表的存储结构

（二）单向链表

（三）循环链表

重点：掌握在顺序表和链表上实现的插入、删除和按值查找的算法。

难点：线性表与线性结构的联系与区别。头结点在链表中的作用。删除、插入运算中的指针

操作顺序。双链表上指针的操作顺序。

第三章 栈和队列

一、栈

（一）栈的定义和运算

（二）栈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三）栈的链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四）栈的应用

二、栈与递归

三、队列

（一）队列的定义和运算

（二）队列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三）队列的链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四）队列应用举例

重点：掌握在两种存储结构上对栈和队列所施加的基本运算的实现。

难点：顺序栈的溢出判断条件。循环队列的队空、队满判断条件。循环队列上的插入、删除

操作。

第四章 串

一、串及其运算

（一）串的逻辑结构

（二）串的基本运算

二、串的存储结构

（一）串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二）串的链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重点：串的基本运算

难点：串的链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运算的实现

第五章 数组

一、数组

（一）数组的定义

（二）数组的基本操作

（三）数组的存储结构

二、矩阵的压缩存储

（一）特殊矩阵的压缩存储方法

（二）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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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理解多维数组的结构特点和在内存中的两种顺序存储方式，领会稀疏矩阵的压缩方式

和简单运算。

难点：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表示下的运算的实现。

第六章 树和二叉树

一、树的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

（一）树型结构实例

（二）树的定义和基本运算

（三）树的表示

（四）树的存储结构

（五）树和森林的遍历

二、二叉树

（一）二叉树的定义与性质

（二）二叉树的存储结构

（三）二叉树的基本运算及实现

三、遍历二叉树和线索二叉树

（一）遍历二叉树

（二）线索二叉树

四、树、森林与二叉树的转换

五、二叉树的应用

（一）二叉排序树

（二）路径长度和哈夫曼树

（三）构造哈夫曼树

重点：二叉树的性质及其存储方法，二叉树的线索化以及二叉树的应用。

难点：二叉树的递归定义。二叉树链式存储结构的组织方式。哈夫曼算法及其应用。判定树。

等价关系与等价类问题。

第七章 图

一、图及其基本运算

（一）图的定义

（二）图的基本术语

（三）图的基本运算

二、图的存储结构

（一）邻接矩阵

（二）邻接表

（三）十字链表及邻接多重表

三、图的遍历

（一）深度优先搜索遍历

（二）广度优先搜索遍历

四、最小生成树

（一）克鲁斯卡尔算法

（二）普里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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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图的两种存储结构的表示方法。熟练掌握图的两种遍历的算法思想。掌握拓扑排

序、关键路径、最短路径的算法思想。

难点：区别图的两种存储结构的不同点及其应用场合。关键路径和最短路径的算法思想。

第八章 排序

一、排序的基本概念

（一）排序及其分类

（二）排序算法的效率分析

二、插入排序

（一）直接插入排序

（二）折半插入排序

（三）希尔排序

（四）邻接多重表

三、交换排序

（一）冒泡排序

（二）快速排序

四、选择排序

（一）简单选择排序

五、各种排序方法的比较

重点：掌握各种排序方法。

难点：快速排序算法。堆排序算法。

第九章 查找

一、基本概念

二、顺序表的静态查找

（一）简单顺序查找

（二）二分查找

（三）分块查找

三、树表的动态查找

（一）二叉排序树

四、散列表查找

（一）散列表的概念

（二）散列函数的构造方法

（三）冲突的解决方法

重点：掌握在顺序表、有序表、索引表、散列表等上的查找方法和算法。

难点：二叉排序树上的插入算法。散列表上的有关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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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论 2
2 线性表 4



31

3 栈和队列 4
4 串 2
5 数组 2
6 树 6
7 图 6
8 内部排序 4
9 查找 2

合计 32

六、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计算机基础，C语言或者 C++。

七、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李春葆等，《数据结构与算法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广水主编，《算法与数据结构（C 语言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8
月。

[2] 严蔚敏等，《数据结构》，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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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图形编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3D GRAPHICS PROGRAMMING）

执 笔 者：聂佩林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9 年 3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理工类专业

开课单位 空间信息与资源环境系

课程类型 选修课

课程性质 校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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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计算机图形学是 CAD、CAM、多媒体、虚拟现实、计算机动画、科学计算可视化、人

机交互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近年来，计算机图形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新的方法和软件

不断推出，使以三维真实感图形为代表的最新图形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3D图形编程技术

则是计算机图形学理论的实际操作和应用，熟练掌握 3D图形编程技术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计

算机图形学的基本原理，有助于将实用的图形学技术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对 3D图形编程技术和计算机图形学有一个全面了解，使学生

能掌握图形的输入和描述方法，以及如何利用计算机生成和处理图形，并在显示设备上输出

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1）了解 3D图形生成的算法原理、编程技术；了解数据接口、图形标准。掌握WebGL
开发方法。

（2）熟练掌握基本图元绘制方法，掌握图形坐标变换方法；掌握 OpenES着色器语言

规范及编写方法。

（3）掌握 3D场景摄像机交互方法，掌握摄像机的平移，旋转，缩放操作；

（4）掌握 3D图形的光照原理，以及动画实现方法。

（二）考核方式

课程设计

（三）成绩评定

采用百分制，课程设计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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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WebGL 概述

一、WebGL 的优势

要求学生了解 WebGL 的特点以及相比其他 API 的跨平台优势。

二、WebGL 的起源

要求学生了解 WebGL 的产生原因和演化历史。

三、WebGL 程序的结构

要求学生了解 WebGL 程序的组织，定义方法以及基本结构。

第二章 WebGL 入门

一、Canvas 与 WebGL

要求学生掌握。

二、第一个 WebGL 程序

要求学生掌握 WebGL 程序从编写，调试到正确运行的全过程。

三、改变图元颜色

要求学生掌握图元颜色的改变方法。

第三章 绘制和变换三角形

一、多图元的绘制

要求学生掌握多图元的组织方式

二、三角形的绘制以及着色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三角形的数据结构，以及与其他复杂图形的关系，掌握着色以及绘制方法。

三、图形的移动，旋转和缩放

要求学生理解图形变换的数学原理，以及编程方法

第四章 高级变换和动画基础

一、图形的复合变换

要求学生理解复杂变换的分解原理，掌握变换矩阵的计算方法。

二、动画原理

重点：WebGL 程序的结构

难点：WebGL 程序的结构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重点：图元的基本类型和结构

难点：Canvas 对象与 WebGL 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重点：图形的变化方法。

难点：图形变换的数学原理及编程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重点：掌握复杂变换的分解方法，以及数学原理，理解变换矩阵元素与不同变换之间的对

应关系。

难点：动画的绘制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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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了解动画与定时器的关系，了解动画编程的基本结构。

第五章 颜色与纹理

一、CPU 与 GPU 的数据交换

要求学生理解图形数据流程，CPU 与 GPU 数据交换相关函数。

二、绘制彩色三角形

要求学生掌握彩色三角形的绘制方法，掌握色彩的计算方法。

三、矩形贴图

要求学生掌握纹理定义，以及纹理坐标的定义方法，掌握纹理相关函数。

四、多幅贴图

要求学生掌握多张纹理的融合原理与编程方法

第六章 OpenES 着色语言

一、GLSL ES 概述

要求学生了解 GLSL ES 语言的特点，以及运行机制。

二、GLSL ES 的矢量和矩阵

要求学生理解 GLSL ES 的矢量和矩阵计算方法。

三、GLSL ES 的内置函数

要求学生掌握内置函数的调用方法，常用内置函数的功能。

四、GLSL ES 的预处理指令

要求学生掌握 GLSL ES 预处理指令的语法以及使用方法。

第七章 进入三维世界

一、视点和视线

要求学生理解视锥体的特点以及主要的控制参数。

二、可视空间

要求学生理解摄像机坐标变换，投影变换原理。

三、隐藏面消除

要求学生理解图形绘制先后顺序关系，理解隐藏面消除和深度冲突的关系。

四、立方体的绘制

要求学生理解立方体和三角形的关系，理解顶点索引的使用，以及纹理坐标的指定方法。

重点：纹理坐标定义方法

难点：理解 CPU 与 GPU 的数据交换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重点：GLSL ES 语法，以及编写方法

难点：GLSL 不同类型变量的区别，使用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重点：摄像机变换原理，摄像机控制方法

难点：透视投影的数学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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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光照

一、光照原理

要求学生理解不同的光源类型，反射类型，理解法线，环境光，漫反射等概念。

二、运动物体的光照

要求学生理解光照模型的数学表示方法，以及代码编写方法。

三、点光源的计算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点光源的数学描述，掌握点光源的渲染计算方法。

重点：理解图形光照的数学原理，理解不同光源的计算模型

难点：复杂光源的计算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与案例演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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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第一章 WebGL 概述 2 2
第二章 WebGL 入门 4 4
第三章 绘制和变换三角形 6 6 1

第四章
高级变换和动画基

础

4 4 1

第五章 颜色与纹理 6 6 3
第六章 OpenES 着色语言 2 2
第七章 进入三维世界 4 4
第八章 光照 4 4 1

合计 32 32 3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美]Kouichi Matsuda,Rodger Lea著，谢光磊译.《WebGL编程指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出版社，2014。
（二）教学参考书

[1] Donald Hearn 等著，蔡士杰等译.《计算机图形学》.ISBN:7-5053-7593-8.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2002 年 5 月，第二版。

[2] Edward Angel 等著，张荣华等译.《交互式计算机图形学》.ISBN: 978-7-121-16902-1.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六版.

[3] 倪明田、吴良芝编著.《计算机图形学》.ISBN: 7-301-0437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七、其他说明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等。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86%85%E6%A0%BC%E5%B0%94%20(Christian%20Nagel)&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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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业务》校选课程课程教学大纲

Accomplishment for Tourist Guide

执 笔 者：郑坚强

审 核 人：汪清蓉 李飞

编写日期：2018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旅游管理以外的专业

开课单位 旅游系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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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阐述导游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导游员的分类职责、素质要求、导游工作性质

和特点、导游服务质量管理等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导游工作规范化接待工作中的操作程序、

旅游者个别要求处理及各类事故的预防与处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学习导游的组织技能、语

言技能、个性化服务的内容等专业技能，提高学生导游服务水平、应变能力和分析、处理问

题的能力。通过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导游服务的基本知识和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和

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强化学生的行业意识、职业道德、实践能力、服务水平、应

变能力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掌握导游服务的基本程序和技能，具有预防和处理一般导

游服务事故的知识和能力。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目标一：掌握导游业务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知识。

目标二：掌握导游业务中主要工作程序与规范问题及应变问题处理

目标三：掌握导游服务工作中的基本技巧与讲解方法及工作技能。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课程期末开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理论考试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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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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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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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游服务

第 1 节 导游服务的类型与范围

本节介绍导游服务有那些类型，了解导游服务范围包括那些？掌握现代导游服务类型之

间的异同点。

第 2 节 导游服务的生产与发展

本节主要介绍中外导游服务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了解我国向导发展历程，掌握我国导游

服务今后的发展方向。

第 3 节 导游服务的性质、特点与原则

本节介绍导游服务的性质是什么？了解导游服务有那些特点？重点掌握导游服务工作

复杂多变的特点。了解每个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掌握如何满足游客合理需求的原则，了

解等距服务原则、一视同仁原则等原则。

第 4 节 导游服务的地位和作用

了解导游服务的地位和作用、未来旅游活动发展趋势，掌握导游服务如何与时俱进，了

解导游服务今后的发展趋势对导游职业的影响。

第二章 导游人员

第 1 节 导游人员的内涵及分类

了解导游人员的基本概念，导游人员与向导有何不同？掌握我国导游人员的分类与国外

导游人员分类的区别，了解游客心目中的导游人员。

第 2 节 导游人员的从业素质

了解导游人员从业的基本素质包括那些？掌握世界各国为什么把导游人员思想品德放

在第一位？懂得如何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从业素质。

第 3 节 导游人员的职责要求

了解我国导游人员的基本职责，掌握全程陪同、地方陪同、出境领队及景点导游人员工

作职责及相互之间的异同点。

第三章 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修养

第 1 节 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

掌握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重要性，如何加强导游职业道德思想建设

第 2 节 导游人员的修养与行为规范

了解导游人员的修养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掌握导游人员的行为规范包括那些，懂得导

游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第 3 节 导游人员的仪容仪表礼仪

理解导游人员的仪容仪表礼仪的基本要求

重点：导游服务的性质和特点

难点：导游服务的基本原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导游人员的从业素质

难点：导游人员的修养与行为规范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重要性

难点：导游人员的言谈举止礼仪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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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导游人员的言谈举止礼仪

本节介绍导游人员的形象问题，了解导游人员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掌握导游人员在仪容、

仪表、仪态、礼貌、礼节等有那些具体的要求。

第 5 节 导游人员的人际交往礼仪

理解导游人员的人际交往礼仪的原则与基本要求

第四章 地方导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

本节内容结合导游人员职责来讲，掌握地方陪同导游人员服务程序包括那些？每一项服

务工作的质量标准如何？结合案例讲授。

第 1 节 接待前的准备工作

熟悉接待前的各项服务准备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 2节 接待过程中的服务

熟悉接待过程中的各项服务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 3 节 接待结束阶段的工作

熟悉接待结束阶段的各项服务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五章 全程导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

本节内容了解全程陪同导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掌握与地方陪同导游相比较在服务程

序与服务质量方面的异同点，运用比较方法和实例讲授。

第 1 节 接待前的准备工作

熟悉接待前的各项服务准备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 2节 接待过程中的服务

熟悉接待过程中的各项服务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 3 节 接待结束阶段的工作

熟悉接待结束阶段的各项服务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六章 出境领队导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

本节内容略讲，主要了解景点导游的服务工作背景，掌握景点导游服务工作三步曲，懂

得服务质量要求。结合案例讲授。

第 1 节 接待前的准备工作

熟悉接待前的各项服务准备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 2节 接待过程中的服务

熟悉接待过程中的各项服务工作内容与要求

第 3 节 接待结束阶段的工作

熟悉接待结束阶段的各项服务工作内容与要求

重点：地方导游服务接待程序

难点：地方导游服务接待前准备工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全程导游服务接待程序

难点：全程导游服务接待前准备工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出境领队导游服务接待程序

难点：出境领队导游服务接待前准备工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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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散客旅游服务

第 1 节 散客旅游服务概述

本节了解散客旅游服务的基本概念，掌握包团旅游中的散客团特点，懂得散客旅游服务

工作与单位包团服务工作的异同点。

第 2 节 散客旅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

本节在了解散客旅游服务程序与前述服务程序差异性基础上，掌握散客服务程序中的工

作重点与服务工作方法，懂得服务质量与旅游心理的关系。

第八章 导游人员的语言技能

第 1 节 导游语言艺术的功能和作用

了解导游语言的概念与特点，结合导游讲解中的实例掌握导游语言艺术表现形式，重点

是如何运用这些艺术形式提高讲解水平。

第 2 节 导游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

熟悉导游语言艺术的要求包括那些方面，掌握“准确、适中，通俗、流畅，生动、灵活”

等要求在导游讲解中的实际运用。

第九章 导游人员的带团技能

第 1 节 导游带团的理念、特点和原则

了解导游带团的基本理念包括那些，熟悉导游带团的特点有那些，掌握导游带团的基本

原则。

第 2 节 同游客交往的技能

熟悉导游同游客交往的组成要素与遵循的原则，掌握导游同游客交往需要掌握的分寸，

掌握导游同游客交往的技能与艺术。

第 3 节 与领队共事的艺术

了解导游人员与领队合作的基础，掌握导游人员与领队合作的方法，重点掌握导游人员

与领队交往的分寸。

第 4 节 与相关接待单位的协作

了解导游人员与相关接待单位合作的基础，掌握导游人员与相关接待单位合作的方法，

重点掌握导游人员与相关接待单位协调的艺术。

第 5 节 司陪之间的合作

了解导游人员与司机合作的基础，掌握导游人员与司机合作的方法，重点掌握导游人员

与司机交往的分寸。

重点：散客旅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

难点：散客旅游服务程序与服务质量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导游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

难点：导游语言艺术的基本要求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同游客交往的技能

难点：司陪之间的合作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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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导游人员的讲解技能

第 1 节 导游讲解应遵循的原则与要求

了解导游讲解的基本属性，理解导游讲解应遵循基本原则，结合实例掌握导游讲解的基

本要求。

第 2 节 导游讲解的方式和方法

了解导游讲解的基本方式及其特点，熟悉导游讲解方式的运用，掌握导游讲解方法在不

同导游讲解服务中的运用

第十一章 导游人员的应变技能

第 1 节 旅游者个别要求的处理

了解旅游者个别要求处理的原则包括那些，结合案例重点掌握合理而可能原则、认真倾

听和耐心解释的原则、尊重旅游者与不卑不亢原则等旅游服务中运用。

第 2 节 常见问题和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结合案例分析导游服务中常见在餐饮、住房、娱乐、购物方面个别要求的典型性特点，

重点掌握处理方法与技巧。

第 3 节 旅游安全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了解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特点，分别掌握交通事故、治安事故、火灾事故、弱水事故

和食物中毒等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第 4 节 重大自然灾害的避险方法

了解重大自然灾害的各种类型与特点，熟悉常见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措施，掌握重大

传染病的预防。

第 5 节 旅游投诉的心理与处理

理解旅游投放产生的基本原因，熟悉旅游者投放的心理特征，掌握旅游投放的常用处理

手法与技巧。

重点：导游讲解应遵循的原则与要求

难点：导游讲解的方式和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重点：旅游计划和日程变更的处理

难点：旅游者患病、死亡的预防与处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互动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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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导游服务 1 1
第二章 导游人员 3 3 1

第三章
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

与修养
2 2

第四章
地方导游服务程序与

服务质量
4 4

第五章 全程导游服务程序与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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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第六章
出境领队导游服务程

序与服务质量
2 2

第七章 散客旅游服务 2 2
第八章 导游人员的语言技能 4 4
第九章 导游人员的带团技能 3 3
第十章 导游人员的讲解技能 3 3
第十一

章
导游人员的应变技能 4 4

合计 32 32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统编教材专家编写组主编．导游业务．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8

年第三版．

[2] 何立著．带团就是带人心．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 年．

[3] 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导游业务．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三

版．

[4] 赵爱华，朱斌，张岩著．导游业务．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 年．

[5] 邓军华，粟洪伟主编．导游业务．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3 年 1 月．

七、其他说明

1、本课程作业采用电子版通过 BB 教学平台上传。

2、课程教学过程采用 BB 教学平台辅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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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REAL ESTATE PRACTICE）

执 笔 者：周红艺

审 核 人：石微

编写日期：2018 年 11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开课单位 空间信息与资源环境系

课程类型 专业类课程

课程性质 全校校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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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根据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结合最新的房地产法律法规和房地产经纪实践活动成

果，介绍房地产经纪的基本现状、基本理论、基本规律、主要的业务流程、操作运作技巧及

其他相关方面的知识，并结合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

全面掌握房地产经纪实务。本课程主要内容有：了解房地产经纪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

产经纪人员；房地产经纪基本业务；房地产经纪其他业务；房地产经纪人员的业务技巧；房

地产经纪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灵活运用多媒体讲授房地产的基础知识、课堂讨论房地产中介的操作流程、房地

产产权纠纷专题案例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部分采用多媒体手

段与传统板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堂讲授，对重要知识点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方法开展课堂

教学，要求学生课前充分预习，课堂认真听讲，课后及时梳理总结，遇到问题积极向老师及

同学请教与交流。技术与方法部分主要采用专题案例与课外调研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增强学

生对房地产经纪人的认识和理解，要求学生掌握房地产的相关知识，房地产相关的法规。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课程根据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结合最新的房地产法律法规和房地产经纪实践活动

成果，介绍房地产经纪的基本现状、基本理论、基本规律、主要的业务流程、操作运作技巧

及其他相关方面的知识，并结合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让学

生全面了解房地产经纪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了解房地产经纪基本业务和

其他业务；掌握房地产经纪人员的业务技巧和房地产经纪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二）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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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考试（70%）+出勤考核（10%）+平时作业（20%）

六、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1、房地产经纪业务主要背景、现状及主要内容

重点：房地产经纪业务主要背景、现状及主要内容。

难点：房地产经纪业务主要背景、现状及主要内容。

第二章 房地产经纪业

1、经纪与房地产经纪\房地产经纪业和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

重点：经纪与房地产经纪\房地产经纪业和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

难点：经纪与房地产经纪\房地产经纪业和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

第三章 房地产经纪机构

1、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设立，熟悉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经营模式

2、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组织系统

重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设立。

难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组织系统。

第四章 房地产经纪人员

1、房地产经纪人员的职业资格、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活动的性质和基本职业规范、房地产经纪人

员职业道德

2、房地产经纪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能

重点：房地产经纪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能。

难点：房地产经纪人员的职业资格、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活动的性质和基本职业规范、房地产

经纪人员职业道德。

第五章 房地产经纪基本业务

1、房地产经纪基本业务的分类，熟悉二手房代理业务

2、新建商品房销(预)售代理业务

3、房地产居间业务

重点：房地产居间业务。

难点：房地产经纪基本业务的分类，熟悉二手房代理业务。

第六章 房地产经纪其他业务

1、地产行纪和房地产拍卖

2、房地产经纪代办业务

3、房地产经纪咨询业务，房地产经纪业务涉及的二手房交易中的税费

重点：房地产经纪业务涉及的二手房交易中的税费。

难点：地产行纪和房地产拍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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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1 绪论 4 4
2 房地产经纪业 6 6 4
3 房地产经纪机构 4 4 4
4 房地产经纪人员 6 6 2

5
房地产经纪基本业

务

4 4
4

6
房地产经纪其他业

务

4 4 8
2

合计 28 4 32 16

八、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张登云．房地产经纪人. 7111296397. 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 1版 (2012 年 8 月 17 日)

（二）教学参考书

[1] 周小平．《房地产开发与经营》．978730222091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一版

[2] 任宏．《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9787508367484.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九、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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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Separation Engineering）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0 课外学时 0

学分数：2

课程类别：校公选课

适用专业：

执笔者：刘德飞 讲师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9 年 3 月

一、课程简述

《分离工程》课程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主要内容包括：分离过程概述与应用、机

械分离过程、精馏、吸收吸附、萃取、浸取、膜分离和离子交换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常用的分离方法的原理与分离物系质量、热量、动量传递过程即设备内同时进行的

物理和化学变化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掌握常用设备的操作和维护，了解分离方法的选择

和设计，包括装置的型式结构设计，操作条件的选定及控制、技术经济效果的评价及优化等

基本原理和方法。

二、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半开卷考试

（二）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占 50%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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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一、分离过程的概念、分类

二、分离因子

三、分离工程的功能与应用、技术经济特性

重点：分离因子

难点：分离因子的理论推算

第二章 机械分离过程

一、颗粒动力学

二、凝聚絮凝

三、离心分离

四、旋流分离

五、浮选

六、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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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超声分离

八、磁、电分离

重点：分离原理、工艺和设备操作维护

难点：机械分离工艺设计

第三章 精馏

一、溶液的气液平衡

二、精馏

三、多组分精馏

四、特殊精馏

第四章 吸收吸附

一、吸收

（一）吸收过程

（二）吸收器介绍与操作

（三）吸收过程工艺设计

二、吸附

重点：吸收器操作与吸收过程工艺设计

难点：吸收过程工艺设计与计算

第五章 萃取

一、萃取概念和理论

二、萃取过程计算

三、液液萃取设备

重点：萃取工艺、过程计算与设备

难点：萃取过程计算

第六章 浸取

一、浸取理论

二、浸取操作与工艺计算

三、浸取设备与操作

重点：浸取工艺计算与设备

难点：浸取工艺计算

第七章 离子交换

一、基本概念与交换树脂

二、离子交换过程理论介绍

三、离子交换过程的选择性

四、树脂和操作条件的选择

五、离子交换的应用

重点：精馏的原理、工艺与设备操作

难点：精馏工艺设计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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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离子交换树脂、交换过程的选择性、树脂和操作条件的选择

难点：树脂和操作条件的选择

第八章 膜分离

一、微滤与超滤

二、反渗透

三、电渗析

四、渗透气化

重点：各种膜分离工艺

难点：无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尽量多运用多媒体可视化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手段，采用因材施教，理论尽可能与实际相结

合的方式方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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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2 2

二 机械分离过程 6 8

三 精馏 6 6

四 吸收吸附 4 4

五 萃取 4 4

六 浸取 2 2

七 离子交换 2 2

八 膜分离 6 4

合 计 32 32

五、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袁惠新.分离工程（ISBN7-80164-159-0）.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邓修，吴俊生等.化工分离工程（ISBN978-7-03-036515-6）.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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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类电影及纪录片赏析》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者：北原晶子

审 核 人：李富华

编写日期：2018 年 11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环境工程

开课单位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环境保护类电影及纪录片赏析》是我校开办的任选课课程。电影能利用人类的认知、

好奇和移情等心理特征，在带给人们视觉和听觉享受的同时，影响观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社会观，是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适应世界，从而潜移默化地起到教育的作用。环境保护类

题材电影是为反映和揭露现实世界中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和谐而拍摄的电影。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清晰地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工业社

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与破坏的历史缘由，为培养面向未来的新一代社会新人类提供环

保视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本课程既适合文科类学生在自然科学、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普及，亦有益于理工类学生培养环保人文素养。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 考核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现代环境保护的趋势，了解目前全球及我国关注的环境问题，

培养学生的环保人文素养。

（二）考核方式

期末进行开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平时出勤占 10%，平时作业占 30%，期末考试占 6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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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全球及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

重点：全球及我国目前面临的环保问题。

难点：理解这些环保问题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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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赏析环保科幻片《后天》

第三章 赏析科幻电影《星际穿越》

第四章 赏析环保记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第五章 赏析环保动画片《机器人总动员》及纪录片《新年垃圾回收大作战》

第六章 赏析记录片《家园》

第七章 赏析环保记录片《苍穹之下》

第八章 赏析纪录片《塑料王国》

第九章 赏析纪录片《抗生素》

第十章 赏析环保法律影片《永不妥协》

第十一章 小结：面对环境问题我们的公民义务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课件和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课堂讲授理论和方法，完成规定的作

业和报告。

重点：理解地球变暖以及可能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难点：理解地球变暖的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对策。

重点：理解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以及人类生存的影响。

难点：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影响的原因。

重点：了解科学家如何通过数据来预测气候变化。

难点：理解证明气候变化的各种数据。

重点：了解我国的垃圾问题及发达国家的垃圾回收制度。

难点：了解我国垃圾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对策。了解我国的垃圾回收制度以及其存在问

题。

重点：理解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难点：理解作为人类个体我们有应承担的生态义务。

重点：理解雾霾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难点：了解雾霾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对策。

重点：了解我国塑料废弃物处理面临的问题。

难点：理解我国塑料废弃物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对策。

重点：了解滥用抗生素对环境的影响。

难点：理解滥用抗生素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对策。

重点：理解健全的法律制度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难点：了解我国环境类法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重点：理解我国主要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政策。

难点：学会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并明确自己的责任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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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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题

小

计

一
绪论：全球及我国面

临的环境问题
2

二
赏析环保科幻片《后

天》

4

三
赏析科幻电影《星际

穿越》

4

四
赏析环保记录片《难

以忽视的真相》

4

五

赏析环保动画片《机

器人总动员》及纪录

片《新年垃圾回收大

作战》

4

六 赏析记录片《家园》 2

七
赏析记录片《苍穹之

下》

4 1

八
赏析纪录片《塑料王

国》

2

九
赏析纪录片《抗生

素》

2

十
赏析环保法律影片

《永不妥协》

2

十一 小结：面对环境问题

我们的公民义务

2

合计 32 32 1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学参考书

[1] (美)蕾切尔 卡森著，张白桦译.ISBN 978-7-301-25966-5《寂静的春天》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5 年

七、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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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Environmental Repair）

执 笔 者：杨富国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7-10-9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环境工程

开课单位 环境工程系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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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等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生态修复工程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

课。本课程的重点在于全面介绍生态修复工程的概念和相关技术，在介绍生态修复的产生与

发展、生态修复工程的特征和系统框架基础上，系统、全面地介绍污染环境的修复技术，包

括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方法三大类。鉴于生物在污染物的吸收、转运、降解、转化、

固定等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生物修复具有投资少、运行费用低、最终产物少等优点，

因此我国污染环境的修复工程应采取生物修复为主、物理化学修复为辅的策略。

本课程系统阐述生态修复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吸纳和反映了近几年

生态修复工程领域中的一些最新发展，精选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修复案例，突出了生

态修复工程在现代环境修复建设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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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任

选课程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

基本原理，并通过文献研究，识别、表达、分析

环境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2. 能够针对污染物

扩散或降解过程选择正确、可

用的数学模型。

0.2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设计针对复

杂环境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处理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

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

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3-4. 设计过程中能够

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

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并得出可接受的指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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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

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环境工程实践和环境工

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2. 能正确认识环境

工程设计和设备对于客观世

界和社会的影响，并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0.4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

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环境工程实践和环境工

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3. 能正确认识环境

工程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对

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0.2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和评价

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7-1. 了解国家的环境

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关的政

策和法津、法规。

0.2

毕业要求 10-沟通 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比较熟练

地阅读环境工程专业的外文书刊资料，具有一定

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

交流；具有在复杂工程活动中与他人和社会进行

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能够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

的报告和设计文件，进行有效的陈述发言。

指标点 10-1. 掌握技术文件

写作方法，理解和撰写效果良

好的报告和设计文件。

0.2

毕业要求 10-沟通 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比较熟练

地阅读环境工程专业的外文书刊资料，具有一定

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

交流；具有在复杂工程活动中与他人和社会进行

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能够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

的报告和设计文件，进行有效的陈述发言。

指标点 10-4. 了解环保行业

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和环境工

程领域的发展现状，对环境工

程领域的国际发展现状有基

本了解，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

流能力。

0.2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 理解工程方面的管理和

经济决策的基本知识，并能够应用于多学科环境

下的工程实践中。

指标点 11-1. 理解环境工程

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

理因素。

0.3

课程达成度要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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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术，包括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方法三大类。最终，综合应用生态修复工程的综合

能力，整合多门专业课程知识并构建生态修复工程知识和技术体系，从而培养学生的工程问

题分析能力、项目规划和管理能力以及工程项目伦理素质培养。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介绍掌握生态环境修复的基本概念、原理、工程设计与应用实例，为今后从事污染环境

修复研究、方案制定与工程设计提供相关的理论与知识背景。

（二）考核方式

上课出勤率、作业、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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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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章 绪论

第 1 节 环境概述

一、了解环境分类、基本特性。

二、掌握环境概念。

第 2 节 环境问题

一、了解环境问题的分类、产生与发展。

二、掌握环境问题的概念。

第 3 节 环境修复

一、了解环境修复的产生与发展、环境修复的对象和任务。

二、掌握环境修复的概念、类型。

第 2章 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原理

第 1 节 物理修复的概念及特点

一、了解物理修复的特点。

二、掌握物理修复的概念。

第 2 节 物理修复的技术类型

一、了解物理修复的优点。

二、掌握物理修复的技术类型。

第 3 节 物理分离修复

一、了解物理分离修复的过程、原理。

二、掌握物理分离修复技术应用。

第 4 节 蒸气浸提修复

一、了解蒸气浸提修复原理。

二、掌握蒸气浸提修复技术应用。

第 5 节 固化/稳定化修复

一、了解固化/稳定化修复原理。

二、掌握固化/稳定化修复技术应用。

第 6 节 电动力学修复物理分离修复

一、了解电动力学修复原理。

二、掌握电动力学修复技术应用。

第 7 节 热力学修复

一、了解热力学修复原理。

二、掌握热力学修复技术应用。

重点：环境修复

难点：环境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重点：物理修复的概念

难点：物理修复的技术类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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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污染环境的化学修复原理

第 1 节 化学修复概念及分类

一、了解化学修复分类。

二、掌握化学修复概念。

第 2 节 化学淋洗修复

一、了解化学淋洗修复概念。

二、掌握化学淋洗修复原理。

第 3 节 化学固定修复

一、了解化学固定修复概念、种类。

二、掌握化学固定修复机理。

第 4 节 化学氧化修复

一、了解化学氧化修复概念。

二、掌握化学氧化修复剂。

第 5 节 化学还原修复

一、了解化学还原修复概念。

二、掌握化学还原修复剂。

第 6 节 原位可渗透反应墙修复

一、了解原位可渗透反应墙修复概念。

二、掌握原位可渗透反应墙修复原理及修复影响因素。

第 4章 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原理

第 1 节 生物修复概述

一、了解生物修复产生与发展、特点、类型。

二、掌握生物修复的概念、原则及可处理性试验。

第 2 节 环境微生物修复机理

一、了解微生物修复的影响因素、与物质循环。

二、掌握微生物对有机污染物的修复、对重金属污染物的作用。

第 3 节 环境修复微生物生态学原理

一、了解环境微生物的生长与种群的增长、微生物群落结构。

二、掌握微生物群间的相互关系。

第 4 节 影响生物修复的污染物特性

一、了解优先污染物与目标污染物、污染物化学结构对生物修复的影响。

二、掌握污染物的降解方式对生物修复的影响。

第 5章 污染环境的植物修复原理

重点：化学氧化修复

难点：原位可渗透反应墙修复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重点：环境微生物修复机理

难点：环境修复微生物生态学原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重点：有机污染物的植物修复

难点：重金属的植物修复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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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概述

一、了解植物修复的优势。

二、掌握植物修复的概念和类型。

第 2 节 植物对污染物的修复作用

一、了解植物吸收、排泄与累积。

二、掌握植物根际圈生态环境对污染修复的作用。

第 3 节 影响植物修复的环境因子

一、了解影响植物修复的环境因子。

二、掌握重金属污染的植物修复环境因子。

第 4 节 有机污染物的植物修复

一、了解植物对有机污染物的修复作用。

二、掌握典型有机污染物的植物修复。

第 5 节 重金属的植物修复

一、了解重金属对植物的伤害机理。

二、掌握重金属的植物修复机理。

第 6 节 放射性核素及富营养化物的植物修复

一、了解放射性核素的植物修复。

二、掌握富营养化物的植物修复。

第 6章 污染土壤的环境修复技术

第 1 节 土壤污染与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概述

一、了解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与方法概述。

二、掌握土壤与土壤污染的概念。

第 2 节 污染土壤的物理修复技术

一、了解物理分离、玻璃化、热力学修复技术。

二、掌握固定/稳定化、电动力学、热解吸修复技术。

第 3 节 污染土壤的化学修复技术

一、了解土壤性能改良、化学还原修复技术。

二、掌握化学氧化、化学淋洗修复技术。

第 4 节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技术

一、了解生物修复过程的评价、生态围隔阻控工程。

二、掌握原位、异位微生物修复技术与工艺。

第 7章 污染水环境修复技术

第 1 节 概述

一、了解水环境修复的目标与原则、基本内容。

二、掌握水环境污染、水环境修复的概念。

第 2 节 湖泊水库水环境修复技术

重点：污染土壤的化学修复技术

难点：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重点：地下水水环境修复技术

难点：湖泊水库水环境修复技术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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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湖泊水库水环境污染。

二、掌握湖泊水库水环境修复技术。

第 3 节 河流水环境修复技术

一、了解河流污染。

二、掌握河流水环境修复技术。

第 4 节 地下水环境修复技术

一、了解地下水环境污染。

二、掌握地下水环境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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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2 2

2
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原

理
2 2

3
污染环境的化学修复原

理
4 4

4
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原

理
5 5

5
污染环境的植物修复原

理
3 3

6
污染土壤的环境修复技

术
7 7

1

7 污染水环境修复技术 9 9
合计 3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张锡辉. 水环境修复工程学.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年 5 月.

[2] 孙铁珩.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5 年 8 月.

[3] 黄铭洪. 环境污染与生态恢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大纲尚需说明的事项，如习题或作业的内容和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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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环境保护相关的电影赏析》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者：方铮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系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学时 0；课外 学时 0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人与自然-环境保护相关的电影赏析》课程是为校选课课程。电影能利用人类的认知、

好奇和移情等心理特征，在带给人们视觉和听觉享受的同时，影响观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社会观，使人们认识世界和适应世界，从而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起到教育的作用。环境保护

类题材电影是为反映和揭露现实世界中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和谐而拍摄的电影。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清晰地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工业

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与破坏的历史缘由，以期为培养面向未来的下一代人类精英提

供环保视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本课程既适合文科类学生在自然科学方面

的普及，也有益于理工类学生环保人文素养的培养。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本门课程为校选课，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具备有高中水平以上的语文基

础。

（二）考核方式

考试采取开卷形式。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期末考试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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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生态纪录片:《微观小世界》

重点：体察微观小世界

难点：微观世界代表动物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 《微观小世界》纪录片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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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微观小世界》纪录片鉴赏

第二章 生态纪录片:《地球脉动》

重点：地球的生态

难点：地球对环境的塑造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三节 《地球脉动》纪录片鉴赏

第四节 《地球脉动》纪录片鉴赏

第三章 生态纪录片:《南太平洋》

重点：南太平洋中的环境

难点：南太平洋中的环境多变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五节 《南太平洋》纪录片鉴赏

第六节 《南太平洋》纪录片鉴赏

第四章 生态纪录片:《冰冻星球》

重点：冰冻世界的生态

难点：冰冻星球的环境多变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七节 《冰冻星球》纪录片鉴赏

第八节 《冰冻星球》纪录片鉴赏

第五章 情景再现片：《疯狂原始人》

重点：了解原始人的生存环境

难点：原始环境与人类发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九节 《疯狂原始人》电影鉴赏

第十节 《疯狂原始人》电影鉴赏

第六章 情景再现片：《冰河世纪》

重点：了解冰河世纪的环境

难点：冰河世纪与人类发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一节 《冰河世纪》电影鉴赏

第十二节 《冰河世纪》电影鉴赏

第七章 情景再现片：《侏罗纪公园》

重点：了解侏罗纪时代的环境

难点：侏罗纪时代与环境变迁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三节 《侏罗纪公园》电影鉴赏

第十四节 《侏罗纪公园》电影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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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情景再现片：《新星-人类起源》

重点：人类起源

难点：人类起源的内在逻辑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五节 《新星-人类起源》电影鉴赏

第十六节 《新星-人类起源》电影鉴赏

第九章 环保故事片：《风之谷》

重点：了解风之谷

难点：风之谷的来历与发展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七节 《风之谷》电影鉴赏

第十八节 《风之谷》电影鉴赏

第十章 环保故事片：《风中奇缘》

重点：风中奇缘的背景与发展

难点：人类与新环境的互动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九节 《风中奇缘》电影鉴赏

第二十节 《风中奇缘》电影鉴赏

第十一章 环保故事片：《2012》
重点：《2012》中人们的反应

难点：《2012》电影背后的逻辑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二十一节 《2012》电影鉴赏

第二十二节 《2012》电影鉴赏

第十二章 环保故事片：《恐怖地带》

重点：恐怖地带的背景与人们的反应

难点：电影背后的逻辑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二十三节 《恐怖地带》电影赏析

第二十四节 《恐怖地带》电影赏析

第十三章 环保科幻片：《机器人总动员》

重点：未来世界与环境

难点：机器人与环境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二十五节 《机器人总动员》电影赏析

第二十六节 《机器人总动员》电影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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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环保科幻片：《后天》

重点：后天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

难点：对电影的思考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二十七节 《后天》电影赏析

第二十八节 《后天》电影赏析

第十五章 环保科幻片：《火星救援》

重点：火星外太空环境建设

难点：电影火星救援中环境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二十九节 《火星救援》电影赏析

第三十节 《火星救援》电影赏析

第十六章 环保科幻片：《猩球崛起》

重点：科学技术、环境保护与人类伦理

难点：环境巨变与现代保护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

第三十一节 《猩球崛起》电影赏析

第三十二节 《猩球崛起》电影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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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纪录片:微观小世

界

2 2

2 生态纪录片：地球脉动 2 2
3 生态纪录片：南太平洋 2 2 1
4 生态纪录片：冰冻星球 2 2
5 情景再现片：疯狂原始

人

2 2 1

6 情景再现片：冰河世纪 2 2
7 情景再现片：侏罗纪公

园

2 2

8 情景再现片：新星-人
类起源

2 2

9 环保故事片：风之谷 2 2 1
10 环保故事片：风中奇缘 2 2
11 环保故事片：2012 2 2
12 环保故事片：恐怖地带 2 2
13 环保科幻片：机器人总 2 2

http://dianying.2345.com/detail/26415.html
http://dianying.2345.com/detail/26415.html
http://dianying.2345.com/detail/26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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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

14 环保科幻片：后天 2 2 1
15 环保科幻片：火星救援 2 2
16 环保科幻片：猩球崛起 2 2 1

合计 32 32 5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无

（二）教学参考书

无

七、其他说明

无

http://dianying.2345.com/detail/26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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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量子世界》课程教学大纲

（The Exotic QuantumWorld）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0 课外学时 0

学分数：2

课程类别：校公选课

适用专业：

执笔者：李杰森 讲师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9 年 3 月

一、课程简述

量子论支配着微观世界粒子的运动，是 20 世纪物理学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量子论的

发展，对人们的认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促进了凝聚态物理，场论与粒子物理，量子化学等

学科的发展。它的出现，能够让人们从微观的尺度理解各种物理和化学现象。量子论对现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本课程将以量子力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框架，以量子论的发展作为主线，简单介绍量子论

的各分支，如量子力学，量子统计，凝聚态物理，量子化学等。本课程只介绍量子论的基本

概念和理论框架，而不涉及量子论中较深的理论，但会有一些简单的计算和公式推导。

希望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对量子论的理论体系有大概的认识，能够从微观运动规律

更好的理解各种物理与化学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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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开卷考试

（二）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占 50%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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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之迷

（一）两朵乌云

一）经典力学发展史

二）近代物理学发展

三）以太实验

四）黑体辐射

（二）经典力学的困难

一）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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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紫外灾难

第二讲 量子化的开端

（一）Plank 量子化假设

一）能量量子

二）黑体辐射

（二）光电效应

一）光电效应实验

二）光电效应规律

（三）Einstein 光量子假说

一）假说的提出

二）解释光电效应规律

第三讲 波粒二象性

（一）de Broglie 假设

一）de Broglie 波与 de Broglie关系

二）de Broglie 假设的验证

（二）Compton 散射

一）Compton散射的实验规律

二）Compton散射的理论解释

第四讲 Bohr量子论

（一）氢光谱

一）实验装置

二）试验规律

（二）Bohr 量子化假设

一）定态假设

二）角动量量子化

三）能量量子化

第五讲 波函数

（一）平面波的波函数

一）波动力学回顾

二）波动方程

三）波函数

重点：两朵乌云、经典力学的困难

难点：两朵乌云、经典力学的困难

重点：Plank量子化假设、光电效应、Einstein光量子假说

难点：Plank量子化假设、光电效应、Einstein光量子假说

重点：de Broglie 假设、Compton散射

难点：de Broglie 假设、Compton散射

重点：氢光谱、Bohr量子化假设

难点：氢光谱、Bohr量子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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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函数的概率解释

一）Born概率解释

二）相关实验

第六讲 Schrödinger方程

（一）Schrödinger 方程的引入

一）波动力学回顾

二）波动方程

三）波函数

（二）一维 Schrödinger 方程的性质

一）宇称

二）束缚态

三）简并

第七讲 一维势阱中的束缚态

（一）一维无限深势阱

一）Schrodinger方程的求解

二）能量本征值

三）波函数

（二）一维有限深势阱

一）边值关系

二）能量与波函数

第八讲 一维散射态

（一）一维有限深势阱的散射

一）平面波的入射与反射

二）边值关系

（二）一维有限高势垒的散射

一）平面波的入射与反射

二）边值关系

三）势垒贯穿与扫描隧道显微镜

第九讲 线性谐振子

（一）线性谐振子的 Schrodinger 方程

一）能量本征方程

二）Hermite多项式及其性质

重点：平面波的波函数、波函数的概率解释

难点：平面波的波函数、波函数的概率解释

重点：Schrödinger方程的引入、一维 Schrödinger方程的性质

难点：Schrödinger方程的引入、一维 Schrödinger方程的性质

重点：一维无限深势阱、一维有限深势阱

难点：一维无限深势阱、一维有限深势阱

重点：一维有限深势阱的散射、一维有限高势垒的散射

难点：一维有限深势阱的散射、一维有限高势垒的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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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性谐振子的能量与波函数

一）能量量子化

二）波函数

第十讲 再谈氢原子(一）

（一）中心势场分离变量

一）球坐标下的 Laplace算符

二）角度部分微分方程

（二）球谐函数

一）磁量子数

二）Legendre多项式与角量子数

三）波函数的角度分布

第十一讲 再谈氢原子(二）

（一）径向波函数的求解

一）径向波函数的微分方程

二）能量量子化

三）波函数的径向分布

（二）原子轨道轮廓图

一）等概率密度图

二）等值面

第十二讲 自旋

（一）Stern-Gerlach 实验

一）实验装置与实验结果

二）自旋的引入

（二）钠光谱双线

一）实验事实

二）自旋轨道耦合

（三）核磁共振

一）核磁共振的原理

二）核磁共振的应用

第十三讲 电子组态

（一）Pauli 原理

一）费米子的量子统计

重点：线性谐振子的 Schrodinger方程、线性谐振子的能量与波函数

难点：线性谐振子的 Schrodinger方程、线性谐振子的能量与波函数

重点：中心势场分离变量、球谐函数

难点：中心势场分离变量、球谐函数

重点：径向波函数的求解、原子轨道轮廓图

难点：径向波函数的求解、原子轨道轮廓图

重点：Stern-Gerlach实验、钠光谱双线、核磁共振

难点：Stern-Gerlach实验、钠光谱双线、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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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函数的交换对称性

三）Pauli原理

（二）构造原理

一）屏蔽效应

二）原子轨道能量排序

三）电子组态

（三）元素周期率

一）元素周期率的发展

二）元素周期表的结构

第十四讲 共价键

（一）Lewis 结构

一）Lewis的共价键思想

二）Lewis结构与形式电荷

（二）Heitler-London 价键理论

一）变分法

二）成键轨道与反键轨道

三）共价键的形成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尽量多运用多媒体可视化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手段，采用因材施教，理论尽可能与实际相结

合的方式方法。

重点：Pauli原理、构造原理、元素周期率

难点：Pauli原理、构造原理、元素周期率

重点：Lewis结构、Heitler-London价键理论

难点：Lewis结构、Heitler-London价键理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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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 量子之迷 2 2

2 第二讲 量子化的开端 2 2

3 第三讲 波粒二象性 2 2

4 第四讲 Bohr 量子论 2 1 3

5 第五讲-波函数 2 2

6 第六讲-Schrödinger 方

程

2 2

7 第七讲-一维势阱中的束

缚态

2 2

8 第八讲-一维散射态 2 1 3

9 第九讲-线性谐振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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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十讲-再谈氢原子(一） 2 2

11 第十一讲-再谈氢原子

(二）

2 2

12 第十二讲-自旋 2 1 3

13 第十三讲-电子组态 2 2

14 第十四讲-共价键 2 1 3

合计 28 4 32

五、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周世勋. 《量子力学教程》. ISBN 9787040262780.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第二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赵凯华，罗蔚茵. 《新概念物理教程：量子物理》. ISBN 9787040226379. 北京: 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8, 第 2 版.

[2] 曾谨言. 《量子力学教程》. ISBN 9787030392428.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第三版.

[3] 苏汝铿. 《量子力学》. ISBN 9787040115758.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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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课程教学大纲

（COMPUTERAIDED DESIGN/CAD）

执 笔 者：黄斌

审 核 人：刘军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机器人产业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插本）

开课单位 机电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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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是工程设计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校选课程。随着计算机

辅助设计在各领域的展开，尤其是跨行业的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成为工程及设计相关

从业人员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本课程主要介绍二维图形编辑技巧、尺寸标注、三维

绘图和实体造型等知识，用以培养学生对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基本能力，初步具备设

计和绘制简单模型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工程及设计相关专业课程和日后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在基本保持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突出内容的实用性，强调“精讲精练”，尽量列

举不同应用实例以说明。

课程的主要目的：本课程是一门校级公选课，适合于不同专业和层次的学生学习。其目

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工业产品的设计、制图、建模及 CAD 软件应用，并通过必要的基本技

能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

（一）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基础及绘图环境的设置；

（二）掌握平面图形、三视图、轴测图及简单三维模型的绘制；

（三）掌握零件图、装配图的绘制。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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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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5．现代工具使用能力：能针对

机械工程问题，开发、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包括对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

解其局限性。

指标 5-1 ：

了解机械工程学科发展

现状，能够在机械工程

实践中初步掌握并使用

现代工程技术、方法和

工具。

AutoCAD的历史背景，

AutoCAD的应用基础；

AutoCAD绘图环境的设置及常

用命令；平面图形的基本绘制

命令及编辑功能；三维模型的

三视图绘制；轴测图的绘制；

零件图及装配图的绘制；图纸

的输出与打印。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通过考试检查学生对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基础及设置的掌握程度，考察学生是否掌握

平面图形、三视图、轴测图及简单三维模型的绘制，考察学生是否能应用这些知识绘制零件

图及装配图，以检查是否达到教学要求，完成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分为三部分，包括平时考核、出勤考核及期末考核。

（1）平时考核包括课外作业、课堂纪律和回答问题，着重考察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学习

情况。

（2）出勤考核针对的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

（3）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方式，考试时间为 60分钟，卷面分值 100分，着重考核学

生对本门课程的综合情况。考试命题覆盖本课程所讲述的各章节，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

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了解占 20%，理解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运用占 20%。同时，试题合理安排难易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可

分为 3个等级。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为：30%，50%，20%。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采取平时考核，出勤考核及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占 20%，出勤考

核占 10%，期末考试占 70%，总评成绩满分为 100分。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

讲授内容：

一、绪论

1、AutoCAD 概述。

2、AutoCAD 基础。

二、本章具体要求：

重点：无

难点：无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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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utoCAD 的历史背景，掌握 AutoCAD 的应用基础。

第二章 CAD 系统

讲授内容：

一、绘图环境的设置

二、常用命令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 AutoCAD 绘图环境的设置及常用命令。

第三章 平面图形的绘制

讲授内容：

一、绘图辅助工具的使用

二、直线、正多边形的绘制与实体的缩放、分解、拉长、延伸与修剪

三、点、圆与样条曲线的绘制及实体的对齐

四、多线的绘制

五、圆弧的绘制及实体的镜像

六、矩形的绘制与图形实体的倒角、圆角、偏移、拉伸

七、多段线的绘制与多段线编辑

八、图形实体的复制、移动、旋转与阵列

九、图形实体的镜像、打断、图案填充及其编辑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平面图形的基本绘制命令及编辑功能。

第四章 三视图的绘制

讲授内容：

一、典型三维几何体绘制

二、常见产品三视图绘制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三维模型的三视图绘制。

重点：无

难点：绘图环境的设置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重点：绘图辅助工具的使用

难点：图形实体的镜像、打断、图案填充及其编辑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重点：典型三维几何体绘制

难点：常见产品三视图绘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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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轴测图的绘制

讲授内容：

一、平面立体的正等测图

二、曲面立体的正等测图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轴测图的绘制。

第六章 零件图

讲授内容：

一、文字

二、表格

三、尺寸标注

四、图块的创建、插入和存储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零件图的绘制。

第七章 装配图的绘制

讲授内容：

一、装配图介绍

二、装配图绘制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装配图的绘制。

第八章 图纸的输出与打印

重点：平面立体的正等测图

难点：曲面立体的正等测图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重点：无

难点：图块的创建、插入和存储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重点：装配图绘制

难点：装配图绘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重点：图纸的输出

难点：图纸的输出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

频等教学资源，并结合实例，配合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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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内容：

一、图纸的输出

二、图纸的打印

本章具体要求：

掌握图纸的输出与打印。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建议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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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2

第二章 CAD系统 3

第三章
平面图形的绘

制
8

第四章 三视图的绘制 6

第五章 轴测图的绘制 5

第六章 零件图 4

第七章 装配图的绘制 2

第八章
图纸的输出与

打印
2

合计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课程教材：

[1] 徐江华等编．AutoCAD 2014中文版基础教程．ISBN 978-7-515-31885-1．北京：中国青

年出版社, 2014, 第 1版

主要参考资料：

[1] 薛焱，李志忠 编著．中文版 AutoCAD2016基础教程．ISBN： 978-7-302-42344-7．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第 1版
[2] 郭静 编著．中文版 AutoCAD2017基础教程．ISBN：978-7-302-45254-6．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3， 第 4版
[3] 周惠群，刘姝彤，李甜甜 编著．AutoCAD2018 基础教程（机械实例版）．ISBN：

978-7-122-31718-6．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第 1版
[4] 宋晓明，薛焱 编著．中文版 AutoCAD2019基础教程．ISBN：978-7-302-51853-2．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 1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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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VEHICLE DESIGN

执笔者：李纪雄

审核人：李伟

编写日期：2018年 4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专业

开课单位 机电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校公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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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在现代社会中，汽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并且已经进

入家庭，使用者和非汽车专业的人员也需要了解汽车。本课程是一门校级公选课，适合于不

同专业和层次的学生学习。其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汽车发展的历史、中外汽车公司发展

概况与品牌、汽车运动等知识，熟悉汽车的动力系统、行驶系统、传动系统、转向系统、制

动系统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并对汽车技术的发展和汽车运用有所了解，为本科生毕业后进行

合理选择、购买和使用汽车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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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课程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权重

一 绪论：课程简介、浅谈汽车
了解汽车定义、文化定义、汽车与人类关系、

汽车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0.05

二

汽车概述及其发展简史：汽车

的概念与分类、汽车的发明、

世界汽车工业中心的演变

了解汽车的概念、分类和起源，了解美国、

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汽

车工业发展史。

0.1

三

名人名厂名车与名商标：通

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

丰田、本田、日产、大众、标

致-雪铁龙、宝马、菲亚特汽车

公司

了解国外汽车公司：通用、福特、戴姆勒-克
莱斯勒、丰田、本田、日产、大众、标致-雪
铁龙、宝马、菲亚特的发展、现状及品牌情

况。

0.1

四
中国汽车工业：中国汽车工业 了解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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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萌芽、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阶段、自主品牌汽车。

现状及自主品牌汽车情况。

五

赛车运动与著名车展：赛车运

动起源、赛车运动种类、传奇

的赛车手、赛车运动魅力、著

名汽车展

了解赛车运动起源、种类、魅力、传奇的赛

车手、著名汽车展
0.05

六

汽车造型变迁与色彩：马车形

汽车、箱形汽车、甲壳虫形汽

车、船形汽车、鱼形汽车、楔

形汽车、子弹头形汽车

了解汽车造型变迁，包括马车形汽车、箱形

汽车、甲壳虫形汽车、船形汽车、鱼形汽车、

楔形汽车、子弹头形汽车；了解汽车色彩变

化。

0.05

七

汽车结构认识:汽车总体构造、

汽车发动机总体构造及性能

指标、汽车底盘四大系统

了解汽车的动力系统、行驶系统、传动系统、

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0.3

八

汽车常用运行材料和选购：汽

车运行材料、新车选购、二手

车选购

了解汽车运行材料、新车选购、二手车选购。

0.1

九

现代汽车新技术:发动机新技

术、底盘新技术、汽车电器与

安全新技术、新型汽车

了解汽车发动机、底盘新技术、汽车电器与

安全新技术、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新技术 0.2

课程达成度要求（学生成绩平均值/该教学活动理论值） 0.7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了解国内外汽车发展的历史、汽车公司发展概况与品牌、

赛车运动等知识，熟悉汽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并对汽车技术的发展和汽车运用有所了解。

（2）通过参观汽车实验室，，使学生熟悉汽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并对汽车技术的发

展和汽车运用有所了解。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对国内外汽车发展的历史、品牌、构造和工作原理等知识的了解。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分为三部分，包括平时考核、出勤考核及期末考核。

（1）平时考核包括课外作业、课堂纪律和回答问题，着重考察学生对每章节课堂知识

的学习情况。

（2）出勤考核针对的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

（3）期末考核采用开卷考试方式，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卷面分值 100分，着重考核

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综合情况。考试命题覆盖本课程所讲述的各章节，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

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了解占 20%，理解

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运用占 20%。同时，试题合理安排难易度结构。试题难易

度可分为 3个等级。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为：30%，50%，20%。

（三）成绩评定

本课程采取平时考核，出勤考核及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占 20%，出勤考

核占 10%，期末考试占 70%，总评成绩满分为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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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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文化绪论

第一节 课程简介

第二节 浅谈汽车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汽车定义、文化定义、汽车与人类关系、汽车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第二章 汽车概述及其发展简史

第一节 汽车的概念

第二节 汽车的分类

第三节 汽车的发明

第四节 世界汽车工业中心的演变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汽车的概念、分类和起源，了解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汽

车工业发展史。

第三章 名人名厂名车与名商标

第一节 通用汽车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第二节 大众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

第三节 丰田、本田、日产汽车公司

第四节 标致-雪铁龙汽车公司、宝马和菲亚特汽车公司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通用、福特、丰田、本田等国外汽车公司发展、现状及品牌情况。

重点：汽车定义。

难点：文化定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重点：汽车的分类。

难点：汽车工业中心的演变。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重点：名人名厂。

难点：名车与名商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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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汽车工业

第一节 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

第二节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现代中国汽车工业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现状及自主品牌汽车情况。

第五章 赛车运动与著名车展

第一节 赛车运动的起源

第二节 赛车运动种类

第三节 著名汽车展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赛车运动起源、种类、魅力、传奇的赛车手、著名汽车展。

第六章 汽车造型变迁与色彩

第一节 汽车造型变迁

第二节 汽车色彩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汽车造型变迁，包括马车形汽车、箱形汽车、甲壳虫形汽车、船形汽车、鱼形汽车、

楔形汽车、子弹头形汽车；了解汽车色彩变化。

第七章 转向系设计

第一节 汽车的总体构造

重点：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

难点：自主品牌汽车。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重点：赛车运动种类。

难点：赛车运动魅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重点：汽车造型变迁。

难点：汽车色彩。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重点：汽车发动机总体构造。

难点：汽车底盘。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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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汽车发动机的总体构造及性能指标

第三节 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与配气机构

第四节 发动机供给系、点火系、冷却系、润滑系、起动系

第五节 行驶系、传动系

第六节 转向系、制动系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汽车动力系统、行驶系统、传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第八章 汽车运行材料与常规保养

第一节 汽车运行材料

第二节 汽车常规保养

第三节 新车选购

第四节 二手车选购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汽车运行材料、新车选购、二手车选购。

第九章 现代汽车新技术

第一节 发动机新技术

第二节 底盘新技术

第三节 汽车电器与安全新技术

第四节 新型汽车

本章具体要求：

了解汽车发动机、底盘新技术、汽车电器与安全新技术、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新技术。

重点：新车选购。

难点：二手车选购。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重点：底盘新技术。

难点：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

教学方法与手段：利用讲授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本章课程在大学配置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

多媒体教室里配有全套的电教设备。全部讲课都使用传统方式和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模

式。根据内容选用电子教案、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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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1 绪论 2 2
2 汽车概述及其发展简

史

4 4

3 名人名厂名车与名商

标

4 4

4 中国汽车工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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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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外

其

它

小

计

5 赛车运动与著名车展 2 2
6 汽车造型变迁与色彩 2 2
7 汽车结构认识 6 6
8 汽车常用运行材料和

选购

4 4

9 现代汽车新技术 4 4
合计 30 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夏怀成主编，汽车概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二）教学参考书

[1] 宋景芬主编，汽车文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

[2] 李卫平主编，汽车运用基础教程，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3] 任恒山主编，现代汽车概论，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

[4] 王世铮主编，汽车文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5] 尉庆国主编，汽车文化概论，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八、其他说明

（一）教师应依据本大纲所规定的内容进行教学，对某些章节的重点和基本内容进行较深入

的讲解和归纳，以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理解与掌握，对课程中的一

些难点也应进行必要的讲解。

（二）在每章内容讲授完毕后，应布置一定量的作业并认真批改，帮助学生消化、巩固所学

内容、开阔思路。

（三）考试为开卷形式，内容应注意联系实际，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避免死

记硬背的考试。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9%FA%B7%C0%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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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石入门》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GEMSTONES）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0 课外学时 0
学分数：2
课程类别：公共任选课

适用专业：珠宝或首饰专业之外的各专业

执笔者：金昌宁 研究员

审核人：黄金国 副教授、专业负责

编写日期：2013年 9月

一、课程简介

《宝玉石入门》作为全校公共任选课，是珠宝或首饰专业之外各专业的选修课。目的是

让有兴趣的非本专业的学生能够有机会较为全面概括地了解与宝玉石学有关的各种基本知

识，以能开拓视野、丰富所学、陶冶情操、美化生活。主要内容包括：宝玉石的基本概念；

宝玉石的地质学基础；宝玉石的物理性质；常见宝玉石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等。主要任务是使

学生能够全面概括地了解宝玉石的基础知识，以及常见宝玉石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等，具备宝

玉石鉴赏的初步知识与技能。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宝石学概论》是珠宝专业或首饰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目的是让学生全面

了解与掌握与宝玉石学有关的知识，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主要内容包括：

宝玉石的基本概念；宝玉石的地质学基础、结晶学基础、地球化学基础；宝玉石的物理性质；

各种常见宝玉石性质和特征；主要宝玉石鉴定仪器及其应用等。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与掌

握宝玉石基础知识及常见宝玉石基本特征，掌握常用宝玉石鉴定仪器的操作方法，初步具备

认知宝玉石的能力，并能在首饰鉴定、首饰营销、首饰设计、加工中应用。

但作为公共任选课，改名为《宝玉石入门》，是珠宝或首饰专业之外各专业的选修课。

目的是让有兴趣的非本专业学生能够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与熟悉与宝玉石学有关的知识，

以能开拓视野、丰富所学、陶冶情操、美化生活。主要内容包括：宝玉石的基本概念；宝玉

石的地质学基础；宝玉石的物理性质；常见宝玉石的性质和特征等。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够

全面概括地了解宝玉石的基础知识及常见宝玉石基本特征等，具备宝玉石的初步知识与技能。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概论

理解宝玉石学的定义及基本性质，熟悉宝石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了解宝石学的发

展简史及现状。

（二）宝玉石基础

1、掌握宝玉石的概念或定义（广义的和狭义的），了解宝玉石的经济评价依据，熟悉

宝石的分类和命名，理解宝玉石的应用和象征。

2、了解地球的结构（地壳、地幔和地核）与地球的物质组成（元素、矿物和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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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晶体和非晶体，了解晶体的基本性质，了解晶族、晶系的划分，熟悉晶体的光

学分类。

4、理解宝玉石矿物的物理与光学性质。

（三）宝玉石各论

1、理解钻石的基本特征，熟悉钻石的形成和产地，了解钻石的贸易、钻石及仿制宝石

的鉴别、钻石的评价。

2、理解刚玉类宝石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等，了解品种、矿床类型及其产地，了解加

工、选购和保养。

3、理解绿柱石类宝石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等，了解绿柱石的成因、主要宝石及其鉴

别，了解加工、选购和保养。

4、理解金绿宝石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了解种类及商业名称，了解形成模式及其产

地，了解评价与鉴定。

5、了解其它常见的宝石，其中包括锆石、水晶、尖晶石、橄榄石、托帕石、长石、电

气石、石榴子石（一般特征，主要品种及特征，成因类型及产地等）。

6、理解翡翠，了解其地质成因分类及真假鉴别。

7、理解软玉，了解其物理化学特征、分类及鉴别方法。

8、了解其它常见的玉石，包括蛇纹石玉、独山玉、绿松石、二氧化硅玉、青金石、酸

盐岩类玉等（基本特征，品种等）。

9、了解有机宝石，包括珍珠、珊瑚、琥珀、煤玉、象牙（基本特征，品种，产地等）。

10、了解人造宝石，包括合成宝石、仿制宝石、拼合石，理解人造宝石与天然宝石的区

别。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作为公共任选课，目的是让有兴趣的非本专业学生能够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与熟悉与

宝玉石学有关的知识，以能开拓视野、丰富所学、陶冶情操、美化生活。教学手段上以多媒

体教学为主，以能使课堂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加深印象，提

高教学效果。教学方法主要有三，一是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方法，如多媒体教学中的直观演示

法；二是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如讲授法；三是以欣赏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如陶冶

法。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作为公共任选课，拟以测验（期末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

（二）成绩评定

作为公共任选课，成绩评定依据一是期末测验成绩，二是平时考勤成绩。成绩构成为：

期末测验成绩占 50%，平时考勤成绩占 50%。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篇 概论

一、宝石学的定义及基本性质

二、宝石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三、宝石学的发展简史及现状

重点：宝石的基本性质；宝石学的定义。

难点：宝石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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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宝玉石基础

一、宝石的基本概念、分类、属性及价值

（一）宝玉石的概念或定义

（二）宝玉石的经济评价依据

（三）宝玉石的分类和命名

（四）宝玉石的应用和象征

二、地质学基础

（一）地球的结构

（二）地球的物质组成

三、结晶学基础

（一）晶体和非晶体

（二）晶体的基本性质

（三）晶族、晶系的划分

（四）晶体的光学分类

四、宝石的物理性质

（一）宝石的光学性质

（二）宝石的力学性质

（三）宝石的其他物理性质

重点：宝石的分类和命名；晶族、晶系的划分，晶体的光学分类；宝石的光学性质。

难点：晶族、晶系的划分，晶体的光学分类；宝石的其他物理性质。

第三篇 宝玉石各论

一、钻石

（一）钻石的基本特征

（二）钻石的形成和产地

（三）钻石的贸易

（四）钻石及仿制宝石的鉴别

（五）钻石的评价

二、红宝石和蓝宝石

（一）刚玉类宝石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

（二）品种、矿床类型及产地

（三）加工、选购和保养

三、祖母绿和其他绿柱石族宝石

（一）绿柱石类宝石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

（二）绿柱石的成因

（三）绿柱石的主要宝石及鉴别，加工、选购和保养

四、金绿宝石

（一）金绿宝石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

（二）金绿宝石的种类及商业名称

（三）金绿宝石的形成模式及产地，评价与鉴定。

五、其他常见宝石

（一）锆石

（二）水晶

（三）尖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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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橄榄石

（五）托帕石

（六）长石类宝石

（七）电气石

（八）石榴子石

六、翡翠

（一）概述

（二）基本性质

（三）地质成因、分类

（四）真假鉴别

七、软玉

（一）概述

（二）基本性质

（三）地质成因、分类

（四）真假鉴别

八、其他常见玉石

（一）蛇纹石玉

（二）独山玉

（三）绿松石

（四）欧泊

（五）石英质玉石

（六）青金石

（七）鸡血石

（八）寿山石

九、有机宝石

（一）珍珠

（二）珊瑚

（三）琥珀

（四）煤玉

（五）象牙

（六）龟甲

十、合成宝石、人造宝石和仿制宝石

（一）合成宝石

（二）人造宝石

（三）仿制宝石

重点：钻石及仿制宝石的鉴别；刚玉的加工、选购和保养；绿柱石的成因；金绿宝石的评价

与鉴定；翡翠的真假鉴别；软玉分类；有机宝石的基本特征；人造宝石的分类及与天

然宝石的区别。

难点：钻石的鉴别与评价；刚玉宝石的矿床类型及产地；绿柱石宝石的鉴别；金绿宝石的种

类及商业名称；锆石的基本特征；水晶的主要品种；翡翠的分类及真假鉴别；软玉的

地质成因与分类；珍珠的品种与产地；琥珀的品种与产地；合成宝石、人造宝石、仿

制宝石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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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作为校公共任选课，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可能并没有必要的知识基础，基本上是凭着兴趣

来选课。有鉴于此，则在教学过程中，讲述的内容不能太深、太过于理论化。除此之外，因

为主观或客观等多种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对非本专业的学生开设有关的实验课。鉴于本课

程的性质，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学生能够在比较轻松状态下，学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因此，

这门课程的主要的教学环节是多媒体教学（应起码具备的条件）。课堂教学主要讲授宝玉石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各种常见宝玉石的介绍，通过多媒体教学向学生形象、直观地

演示各种宝玉石，包括基本特征、品种、产地、成因、鉴别、加工、选购、保养等，并通过

案例讲解等增加本门课程的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在课程讲述到一定阶段后，列出

一些思考题，让学生针对问题进行探讨，以利于巩固课堂所学。教学结束后，还有期末测验，

在考察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促使他们进一步学习与掌握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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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论 2 2

二 宝玉石基础 6 6

三 宝玉石各论 24 24

合计 32 32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宝石学概论》是珠宝专业或首饰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但，作为全校的公

共任选课，本课程（《宝玉石入门》）则是珠宝或首饰专业之外各专业的选修课。目的是让

有兴趣的非本专业学生能够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与熟悉与宝石学有关的知识，以能开拓视

野、丰富所学、陶冶情操、美化生活。

十、先修课程

作为公共任选课，不需要先修课程。

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廖宗延，周祖翼，马婷婷，等.宝石学概论(第三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二)教学参考书

［1］孟祥振，赵梅芳.宝石学与宝石鉴定（第二版）.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2］汤惠民.行家这样买宝石.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3］李娅莉，薛秦芳，李立平，等.宝石学教程.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1.

［4］卢保奇，冯建森.玉石学基础.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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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高保真(Hi-Fi)音响》课程教学大纲

（INTROCDUCTION OFHIGH-FIDELITYAUDIO）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0 课外学时 0

学分数：2

课程类别：全校任选课

适用专业：任何专业

执笔者：陈国斌 博士

编写日期：2018 年 5 月

一、课程简介

将对何谓高保真，何谓HighEnd音响，如何选购HiFi音响器材，如何对听音室进行声学

处理，如何摆放音箱，如何使音响升级和家庭影院中的音响等有关问题以及音响的基本知识

作一一介绍。除对音响系统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如CD唱机和LP唱机之类的音源、前置放大

器、主功率放大器、音箱、接收调谐器、音响线材和音响附件等作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

外，还着重对如何利用音响来实现高保真的音乐重放进行了探讨。通过其学习预期可帮助学

生收到以下效果：

1.了解与高保真音响相关的学科领域，如电声学，建筑声学，音乐学，音像出版物等的

基础知识；

2.使学生具备基本的音乐欣赏的素养以及审美能力；

3.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陶冶高尚情操，使学生全面发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面向不同专业学生讲授的一门全校任选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认识高保

真音响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目的在于通过介绍高保真音响器材的基本知识，音乐欣赏的

基本要点，以及各种唱片音源的分类和特点，使学生了解相关方面的基本概念，同时避免各

种认识的误区，培养他们的兴趣，陶冶性情，提高音乐欣赏的品位。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充分联系实际，授课方式要深入浅出，并以感性知识为主，鼓励课内课外交流。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以PPT讲授为主，各种音源素材的演播为辅助。教学内容力求生动活泼，以感性知识为

主。期末以学习总结的形式加以考核，引导学生多思考多实践。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不考试，考查。

（二）成绩评定：

期末教师通过考核学生所完成要求学习小结等情况，考查评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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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HiFi与 HighEnd
1、何谓HiFi；
2、何谓HighEnd音响；

3、高保真音响应保真到什么程度。

重点：1.高保真的概念；2.了解高保真音响发展简史。

难点：如何理解高保真

第二章 学会聆听和分析

1、音响器材的鉴定；

2、关于音响爱好者和聆听细节；

3、聆听试听的误区；

4、人类听觉系统；

5、声学术语及其意义；

6、聆听试听的原则；

7、CD测试唱片。

重点：1.走出聆听的误区；2.充分理解各种声学术语的含义。

难点：聆听与分析重在不断实践，不可空谈理论

第三章 如何获得好声音

1、声学原理简介；

2、音箱的摆放；

3、听音室的常见问题；

4、室内声学处理注意事项；

5、设计和改建一间听音室；

6、隔声；

7、吸声。

重点：电声学和室内声学知识运用

难点：室内声环境的复杂性

第四章 数字前端

1、数字前端的选购；

2、以听为本选CD唱机；

3、数字处理器；

4、超级音频CD(SACD)；
5、DVDAudio音频唱片；

6、高解析力兼容数字CD(HDCD)；
7、处理CD唱片的一些方法。

重点：数字音频的特点

难点：如何评价各种数字音源

第五章 LP电唱盘

1、LP前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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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听为本选购LP电唱盘；

3、唱臂；

4、唱头；

5、LP唱片简介；

6、LP电唱盘的附件。

重点：LP电唱盘的基本原理

难点：各种LP电唱盘的性能优劣

第六章 前置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

1、以听为本选前放和功放；

2、电子管和晶体管；

3、平衡和不平衡连接。

重点：前放和功放的基本工作原理

难点：前放和功放的选购

第七章 扬声器和音箱

1、扬声器的选购；

2、聆听扬声器的要领与评价标准；

3、扬声器的类型和工作原理；

4、音箱；

5、箱体的谐振；

6、分频网络；

7、超低音音箱；

8、音箱脚架；

9、技术指标和参数测试。

重点：1、扬声器的工作原理；2、各类型扬声器的性能

难点：扬声器的选购

第八章 音响线材

1、音箱线和信号线的选购；

2、对音响线材的试听；

3、接线柱和接线端；

4、平衡和不平衡接线；

5、音响线材的结构；

6、专用音箱线和信号线；

7、音箱线和信号线的技术指标。

重点：音响线材的结构和相关技术指标

难点：音响线材的选购

第九章 耳机和耳机放大器

1、耳机发展简史；

2、耳机和耳放的选购；

3、耳机的类型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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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各类型耳机的性能

难点：耳机的选购

第十章 扩声技术与工程简介

1、扩声用的声源；

2、专业扩声设备；

3、专业扩声设备的连接与联调；

4、拾音与调音；

5、扩声工程设计。

重点：1、各种扩声设备的功能与连接；2、扩声设备的调试与声场环境的关系。

难点：扩声工程设计的要点。

第十一章 家庭影院中的音响

1、何谓家庭影院；

2、杜比环绕声、杜比数字(DD)和DTS；
3、影视节目源；

4、A/V前置放大器；

5、家庭影院的功率放大器。

重点：家庭影院音响的器材及其功能

难点：无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对先修课的无要求，最好具备基础物理知识，以及一定的音乐欣赏能力。

（二）作业要求

期未交学习小结一份。内容：结合课程内容，谈谈自己对高保真音响的认识，或者对音

响器材和唱片聆听和分析方面的心得体会。字数2000左右，体裁不限，严禁抄袭。

（三）课内、外讨论

欢迎师生之间不同形式的交流讨论。

八、学时分配

序号 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作业量
备

注讲授
实

验

习题

课
其它

小

计

1 HiFi与HighEnd 2

2 学会聆听和分析 4
2（音源

演播）

3 如何获得好声音 4

4 数字前端 2

5 LP 电唱盘 2

6 前置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 2

7 扬声器和音箱 4

8 音响线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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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耳机和耳机放大器 2

10 扩声技术与工程简介 3

11 家庭影院中的音响 3

12 学习总结 1

合计 30 2 32 1

九、先修课程

不作要求。

十、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杨士毅编著. 高保真音响实用全书.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9。
（二）教学参考书：

[1] 管善群编著. 电声技术基础.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

[2] 吴硕贤主编. 建筑声学设计原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3] 周耀平等编著. 扩声技术与工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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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景观鉴赏与营造》课程教学大纲

（Appreci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Landscape）

执 笔 者：胡佳宇

学院：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

编写日期：2018.11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风景园林专业学生

开课单位 风景园林系

课程性质 全校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2
学时数 总学时 32

二、课程简述

《湿地景观鉴赏与营造》为全校任选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湿地生态系统

在景观营造、碳排放、水质净化、调节小气候和生态修复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详细论述了湿地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结构、功能和作用，将湿地景观营造要素进行

分解并结合实例选取典型的湿地景观进行赏析，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湿地类景观的赏析能力。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要求非本专业学生了解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功能和特点；掌握湿地景观等自然景

观的鉴赏和分析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包括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其中形成性考核包括平时考勤、小

组 PPT 演讲两部分；终结性考核为提交课程论文。

（三）成绩评定

按照我校考试工作管理规定，该课程总评成采用百分制，分别由平时考勤、课堂表现成

绩、期末考试成绩综合评定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50%（其中考勤占 30%、小组 PPT 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5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湿地景观概述

第一节 本课程目的、意义及安排

第二节 湿地生态系统介绍

一、中国湿地类型、分布及其功能概况

重点：湿地定义、类型和功能特征

难点：景观的洞察和分析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启发式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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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湿地生态系统定义、结构功能与特点

三、湿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

第三节 生态文明下背景下的湿地景观

一、湿地景观概念

二、湿地景观保护的现实意义

第四节 当前湿地景观存在的问题

一、河道治理的驳岸设计

二、房地产水景设计

三、湖泊景观

第二章 营造基本要素与原理

第一节 湿地生物

一、湿地植物分类与功能介绍

（1）沉水植物

（2）漂浮植物

（3）浮叶植物

（4）挺水植物

（5）湿生植物

二、其他生物类别与功能

（1）湿地动物

（2）湿地细菌、微生物

第二节 其他要素

一、气候

二、土地

三、水体

四、景观特征

第三节 营造目标

一、目标概述

二、景观服务型

三、功能服务型

四、综合服务型

第四节 设计原则

一、功能性原则

二、生态性原则

三、文化性原则

四、艺术性原则

五、程序性原则

第五节 湿地景观中的人类行为

一、人类基本的行为和需求理论

二、人对湿地景观的心理需求

三、景观营造应考虑的要素

重点：景观营造目标和方法

难点：景观设计基本原理、湿地动植物分类和功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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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湿地景观鉴赏

第一节 湿地生物专题介绍

第二节 保护区介绍与赏析

第四章 湿地景观案例分析

第一节 城市河流治理与生态修复

第二节 房产水景营造

第三节 湿地公园

第四节 湖泊湿地

第五节 家居小水景

第五章 专题讨论

第一节 小组汇报

第二节 教师点评

重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意义

难点：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和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和案例介绍相结合

重点：湿地景观设计分类

难点：各类湿地景观国家或技术设计规范

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教学和讲授相结合

重点：对景观鉴赏的综合分析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自主学习与讨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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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湿地景观概述 2 2

二 营造基本要素 10 10

三 自然湿地景观鉴赏 8 8

四 湿地景观案例分析 8 8

五 专题讨论课 4 4 PPT汇报

合计 28 4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沈士华.《生态水景与湿地景观营造》. ISBN ：9787503883118.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6，第一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景观设计学（总第 3辑）》. ISBN：9787538859324.哈

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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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玲.《湿地植物与景观》. ISBN:9787503857454.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第一

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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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Landscape Arts）

执 笔 者：任敬民 副教授

审 核 人：周荣，吕慧

编写日期：2018 年 2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风景园林、园林、园艺专业

开课单位 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

课程类型 艺术通识教育

课程性质 校级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训 0学时 ；课外 0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园林艺术是通过园林的物质实体反映生活与自然之美，表现园林设计师审美意识的空间

造型艺术。它常与建筑、书画、诗文、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成为一门综合艺术。园

林艺术是艺术教育学中门类艺术教育的重要分支，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园林艺术》

课程内容涉及园林美的特征、园林风景艺术、园林山水地形艺术、植物造景艺术、园林空间

意境的创造、东方及西方园林艺术、现代园林艺术等主要理论知识和原理。本课程是以园林

艺术品为媒介，有序、有效地帮助学生在对园林艺术品的观摩、欣赏中，获得审美与非审美

的教育，从而培养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艺术修养方面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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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1.通识性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必

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等通

识性知识，掌握必要的外语、计算机、文献

检索与科技写作等工具性知识

指标点 1-3. 了解园林艺术所必需的艺术学

和美学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 2-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掌握本专

业的专业基础性知识和技能，掌握扎实的风

景园林专业基本原理、知识和技能

指标点 2-1. 熟习园林艺术的设计表达和艺

术表现方法，对园林艺术品的观摩、欣赏中，

获得审美的教育，从而培养和提高人的综合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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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园林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熟习园林艺术的设计

和表达方法，具备空间想象和组织能力，能够增强对园林艺术品的鉴赏能力，获得审美的教

育，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学习和研究古典与现代园林的实例，从中得到启

迪和借鉴，提高园林艺术的分析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尤其是园林艺术的

的表达能力。必要的时候要强化一些优秀园林作品分析，以求达到对园林艺术知识的融会贯

通。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检查评定学生对园林美的特征、园林风景艺术、园林山水地形艺术、植物造景艺术、园

林空间意境的创造、东西方园林艺术、现代园林艺术等主要理论知识和原理的掌握水平，考

察学生对园林艺术的分析和赏析能力。

（二）考核方式

期末以课程作业的形式考查。

（三）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查成绩综合评定。

平时成绩：占 10%。

期末考查成绩：占 9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概论

第一节 园林艺术

第二节 园林美学

第三节 园林风格

第一章 造景艺术基础

第一节 相地与地形改造

一、相地的重要性

二、地形改造的作用

三、地形改造的类型

四、园林地形处理原则

五、陆地

六、水体

第二节 筑山与置石

重点：概念和园林艺术的特征、风格

难点：概念，园林美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倡导启发式、案例、项目、参与式

教学方式。

重点：地形改造、理水

难点：堆山、叠石

教学方法与手段：运用诱导启发式、案例、项目、互动式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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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山的类型

二、假山造型艺术

三、假山布局艺术

四、置石（点石）

第三节 理水

一、水的审美特征

二、水体的类型

三、水体的景观特点

第二章 风景艺术

第一节 风景与风景的欣赏

一、风景

二、景的感受

三、观赏点与观赏视距

第二节 景观的艺术处理

一、主配手法

二、层次手法

三、借景手法

四、景观组织手法

五、前景处理手法

第三章 植物造景艺术

第一节 古典园林植物的配置特点

第二节 现代园林植物的作用和造景特点

第三节 植物造景艺术一般原则

第四节 现代园林植物艺术配置的手法

第五节 园林对自然植物群落的模拟

第六节 珠三角（广州）地区园林植物配置特点及实例

第四章 园林空间意境的创造

第一节 意境

一、什么是意境

二、意境的特征

重点：景观的艺术处理和欣赏

难点：景观的艺术处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集中课堂教学，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

重点：植物造景艺术原则和配置手法。

难点：园林植物艺术配置。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倡导启发式、案例、参与式教学方

式。

重点：园林意境的表达方式。

难点：园林意境的创造。

教学方法与手段：集中课堂教学，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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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风景园林意境的创造

一、意境获取

二、具有情景交融的构思

三、园林意境的创造手法

第五章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第一节 中国古典园林简史

第二节 中国古典园林流派及代表作品分析

一、北方类型

二、江南类型

三、岭南类型

第三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

第四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组成要素

第五节 中国古典园林常见的构景手法

一、宏观布局手段

二、微观处理手法

第六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局限性及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借鉴意义

一、古典园林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

二、我国古典园林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借鉴意义

第六章 日本园林艺术

第一节 日本古典园林艺术

一、日本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进程及园林艺术的类型

二、日本古典园林艺术的造园要素

三、日本古典园林艺术的特点

第二节 日本现代景观设计对古典园林的传承

一、日本现代景观设计对古典园林的传承

二、作品分析

第七章 西亚及欧洲园林艺术

第一节 西亚园林艺术

重点：中国古典园林流派、特点及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借鉴意义。

难点：中国古典园林特色及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借鉴意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倡导启发式、案例、项目、结构、

参与式教学方式。

重点：日本古典园林艺术的风格特点。

难点：日本古典园林艺术的传承。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倡导启发式、案例、项目、结构、

参与式教学方式。

重点：西亚及欧洲园林艺术的风格特点。

难点：西亚及欧洲园林艺术的风格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倡导启发式、案例、项目、结构、

参与式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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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埃及

二、古巴比伦园林

三、伊斯兰园林

第二节 欧洲园林艺术

一、古希腊庭园、柱廊园

二、古罗马园林

三、中世纪欧洲园林

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庄园

四、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园林

五、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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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论 4 4
二 造景艺术基础 4 4
三 风景艺术 4 4
四 植物造景艺术 4 4
五 园林空间意境的创造 2 2
六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6 6
七 日本园林艺术 2 2
八 西亚及欧洲园林艺术 6 6

合计 3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张俊玲，王先杰.风景园林艺术原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7 年.

（二）教学参考书

[1] 王晓俊主编.园林艺术原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2] 刘少宗编著.园林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3] 杨至德.风景园林设计原理.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 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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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通史》课程教学大纲

（CHINESEANDWESTERN TRAFFIC HISTORY）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学时 课外学时

学分数：2

课程类别：

适用专业：

执笔者：翟聪 讲师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8年11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

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全校公选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各专业的学生介绍中西之间交往的时间

和进程，是学生初步掌握各年代下中西交通的内容和原由，为更好地了解我国国际交往打好

基础。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各年代中西交往的内容和背景要求，了解历史

上重点的大事件，能够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此外，也要

具有初步具备了解查阅相应文献的能力和技巧。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本课程总学时数为36学时。教学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全课程学分数为 2。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

（二）成绩评定

百分制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

第一节、中国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研究

第二节、中国学者对于域外地理之研究

第三节、欧美学者对于中国之研究

第四节、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之研究

第五节、新疆及中亚之发掘与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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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国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研究。

难点：新疆及中亚之发掘与敦煌学。

第二章 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史前史上两问題

第二节、古代传说中之中西关系

第三节、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

重点：史前史上两问題。

难点：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

第三章 汉代西域之经略

第一节、汉以前中国知识之西传

第二节、汉代西域之经略

第三节、汉击退匈奴后之中西交通

第四节、汉通西域之其他效果

第五节、汉代中印间之交通

第六节、汉对黎轩之认识

重点：张骞出使西域之经过。

难点：中西交通线之门户。

第四章 隋唐五代及宋

第一节、隋代之中西交通

第二节、隋唐宋时代与中亚之佛教关系

第三节、唐宋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之政治关系

第四节、隋唐宋时代中国发明物之西传

第五节、隋唐宋时代传入之西方艺术与游戏

第六节、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

重点：唐宋之摩尼教，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

难点：唐宋与拂菻之关系。

第五章 蒙、元及明

第一节、元代邮驿对中西交通贡献

第二节、元代与南海之交通

第三节、元时之其他外来宗教

第四节、元代中西学术之交流

第五节、明初与西方及南洋之陆海交通

第六节、明代中叶之中西交通与华侨之拓殖

第七节、嘉靖间西人在我国沿海之活动

重点：郑和之下西洋。

难点：明代中叶欧人之东来。

第六章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第一节、数学

第二节、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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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军器与兵制

第四节、生物学与医学

第五节、地理学

第六节、音乐

第七节、天文学与历学

第八节、图画

第九节、语文学

第十节、欧洲宗教与神、哲等学之东传

重点：中国美术之西传

难点：中国经籍之西传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本课程以讲课为主。课外结合一定心得体会，加深学生对所学的理解。除此之外，本

课程无其它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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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西交通史研究

之兴起
2 2

第二章
史前至秦汉魏晋

南北朝
4 4

第三章 汉代西域之经略 8 8
第四章 隋唐五代及宋 6 6
第五章 蒙、元及明 8 8

第六章
明清之际中西文

化交流史
4 4

合计 32 32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无

十、先修课程

无

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ISBN9787208127180.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1.1。

（二）教学参考书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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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录用考试通论》课程教学大纲

学 时 数：32

学 分 数：2

适用专业：本科各专业

执 笔 者：陈旭日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凡进必考”是我国录用公务员（含选调生）、村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及其聘任制工作人员的基本原则，考试是考察对象是否具备作为管理者的能力素质的首

要途径。

《公务员录用考试通论》旨在指导学生理解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性质原理，掌握笔试科目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和面试科目的应对方法。通过学习，提高有志于公务

员职业的学生参加“公考”的应试水平。本课程并将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形成面向实践需求的能力素质，为毕业后参加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的基础内容和要求

1.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性质原理。

2.《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训练

3.申论

申论特征：申论考试的测评要素；申论考试的环节；《申论》的特殊性。

申论能力：《申论》考试大纲要求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申论练习与分析：通过练习及答案分析（小班教学），使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差距及改

进方法，以提高《申论》写作的能力。

4. 公务员考试面试模拟训练。

三、能力培养要求

通过对公务员录用考试基本特征、相关素质要求、考试步骤与要领的讲解，通过一系列

配套练习，使学生了解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形式与要求，具备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基本素质

和答题技巧。

通过《申论》、《面试》科目内容上贴近社会实践、考核方式上落实于解决实际问题的

特点，进一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各方面理论知识，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形成面向

实践需求的能力素质，缩短大学生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距离。

四、习题作业

采用最新的国考或省考试卷进行模拟考试，以课堂测验的方式，考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试卷的质量。共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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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学时分配

序号 内 容 学时

1 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性质原理 2

2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题型特点 4

3 申论特征与申论考试、申论能力 2

4 申论试卷分析与模拟 18

5 公务员考试面试模拟 6

六、教材、参考书

（一）教材：

不指定

（二）参考书：

[1] 李永新 《2018 广东公务员考试：一本通》 人民日报出版社，当年新版。

[2] 公务员录用考试教材编委会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中央党校出版社，当年新版。

[3] 公务员录用考试教材编委会 《申论》 中央党校出版社，当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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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Management

执 笔 者：邹安全

审 核 人：罗锋

编写日期：2018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非经济管理类专业

开课单位 管理学系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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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课程内容按管理过程的四大职能，即计划、组

织、领导、控制展开，分别阐明各职能的基本原理、概念、目的、性质、特点以及执行的方

法和手段。具体内容涉及到计划基础、决策、战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管理沟通、人力资

源管理、作业管理、变革与创新管理、激励员工、人际交往等。同时介绍了管理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历史、组织环境、组织文化、社会责任与管理道德等方面内容。该课程是工商管理专

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开设该课程的目和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学习，系统了解与掌握现代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基

础理论与思维方法，并受到分析管理问题的基本训练，为进一步学习企业运营管理、企业战

略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让学生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理论与规律，了解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前

沿与动态，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发现、思考、分析组织与管理问题，并通过接受案例分

析方法训练，学会运用管理案例分析方法。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1-专业知识 能够掌

握通识类、经济管理学科基础

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并

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分析本专

业领域现象和问题。

指标点 1-2. 具备解决工商管理问题所需的经济学、管理学

等专业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指标点 1-3.具备理解组织在全球化环境下的经济、政策法

规、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外部环境，对未来的趋势和经济走

向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指标点 1-5. 具备企业运营管理的系统化知识和流程化思

想，包括生产管理、组织行为、市场营销、战略决策等企

业运营相关的专业知识。

指标点 1-6. 了解工商管理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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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3-问题分析与应用

能够应用管理理论和方法分析

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

指标点 3-2. 具备凝练现实商业实践和案例中管理问题的

概念技能和分析能力。

毕业要求 6-沟通 熟练掌握一

门外语，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工

商管理专业的外文书刊资料，具

有较强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具

有在复杂管理活动中与他人和

社会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

能够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的报

告和商务文件，进行有效的陈述

发言。

指标点 6-4. 具有一定的跨文化、跨领域团队的合作与交流

能力。

毕业要求 10-团队 具有团队协

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

团队活动中与其他成员进行协

调合作，发挥个人作用。

指标点 10-1. 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能与团队成员有

效沟通。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主要考核学生掌握管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二）考核方式

课程结束后组织考试，考试采取闭卷形式，试卷题型不少于 5 类，其内容要具有一定的

广度、深度、效度和区分度。

在课程进行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平时学习情况的考核，形式包括作业、考勤、参与讨

论等方面，督促学生学习。

（三）成绩评定

总成绩=考试成绩（70%）+出勤（10%）+参与讨论（10%)+作业（1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管理者与管理

重点：管理者；组织；管理与管理职能

难点：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管理者与组织

一、管理者与操作者

二、组织的特征

第二节 管理与管理者

一、管理及其只能

二、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三、亨利·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角色理论

四、不同层次管理者的管理技巧

第三节 为什么要学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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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的演进
重点：1．弗 泰勒，亨·法约尔，埃·梅奥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贡献；2．近代管理理论的丛

林和趋向一体化

难点：过程方法、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早期的管理

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

一、科学管理理论

二、一般行政管理理论

三、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第三节 管理的定量学派

一、运筹学

二、管理科学

第四节 近代管理理论的丛林和趋向一体化

一、过程方法：基于管理职能的连续循环

二、系统方法：系统的类型

三、权变方法：权变因素

第五节 管理学发展的当前趋势与问题

一、管理的全球化

二、管理道德问题

三、激励、创新和变革

四、全面质量管理

五、授权

六、工作人员多样化与两极化

第三章 组织文化与组织环境

重点：组织文化的 10个特征；一般环境与具体环境及其构成因素

难点：环境不确定性矩阵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管理万能论与象征论

一、管理万能论

二、管理象征论

第二节 组织文化

一、组织文化及其来源；强文化与弱文化

二、构成组织文化的 10 个特征

三、文化如何约束管理者的行为

第三节 组织环境

一、什么是组织环境？

二、评价环境的不确定性

三、具体环境：供应商/ 顾客/ 竞争者/ 政府/ 压力集团

四、一般环境：经济条件/ 政治条件/ 社会条件/ 全球化/ 技术条件

五、环境约束管理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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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环境中的管理

重点：理解全球环境

难点：理解如何在全球环境中进行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理解全球环境

一、区域性贸易联盟

二、全球贸易机制

第二节 理解全球经营

一、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

二、组织如何迈向全球

第三节 在全球环境中进行管理

一、政治法律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文化环境

第五章 对多样化的管理

重点：员工多样化及其重要性

难点：理解如何进行员工多样化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对多样化的基本了解

一、什么是员工多样化

二、员工多样化管理的重要性

第二节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队伍

第三节 员工多样化的类型

一、年龄

二、性别

三、种族

四、宗教

第四节 对多样化进行管理时的挑战

第五节 员工多样化管理创新措施

第六章 社会责任与管理道德

重点：社会利益集团；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难点：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责任

一、社会责任的古典观

二、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

三、从社会义务到社会响应

第二节 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第三节 管理道德问题

一、三种不同的道德观

二、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

三、改善企业的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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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管理决策

重点：决策过程；群体决策及其改进方法

难点：决策方案分析；决策的权变方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决策过程与管理决策的普遍性

第二节 理性决策者

一、理性假设

二、理性假设的局限

三、有限理性

第三节 问题与决策的权变方式

一、问题的结构类型

二、程序化与非程序化决策

三、决策综合分析

第四节 决策方案分析

一、确定性决策方案分析

二、风险性决策方案分析

三、不确定性决策方案分析

第五节 群体决策

一、优点和缺点

二、改善群体决策的方法

第八章 计划

重点：计划的类型；目标管理 (MBO)
难点：目标管理与传统目标分解的差异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计划的定义、目的与类型

第二节 计划的权变因素

一、组织的层次

二、组织的生命周期

三、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

四、未来许诺的期限

第三节 计划的基础 -- 目标

一、目标的多重性

二、传统的设定目标方法

三、目标管理 (MBO)

第九章 战略管理

重点：公司层战略；事业层战略

难点：SWOT分析；BCG矩阵中的业务组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战略计划的重要性

第二节 战略管理的层次

一、公司层战略

二、事业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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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能层战略

第三节 战略管理过程

第四节 公司层战略

一、总战略

二、公司业务组合矩阵

第五节 事业层战略

一、适应战略

二、竞争战略

第六节 TQM 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

第十章 基本的组织设计

重点：组织结构设计六大要素；有机式组织与机械式组织的区别

难点：影响组织结构设计的权变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设计组织结构

一、专门化

二、部门化

三、指挥连

四、管理跨度

五、集权与分权

六、正规化

第二节 机械式和有机式结构

一、机械式组织

二、有机式组织

第三节 影响组织结构选择的权变因素

一、战略与结构

二、规模与结构

三、技术与结构

四、环境与结构

第四节、传统的组织设计

一、简单结构

二、职能结构

三、事业部结构

第十一章 适应能力强的组织设计

重点：当代的组织设计

难点：认识理解无边界组织和学习型组织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当代的组织设计

一、团队结构

二、矩阵结构和项目结构

三、无边界组织

四、学习型组织

第二节 为获得协作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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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协作

二、外部协作

第三节 灵活的工作安排

第四节 灵活就业的员工队伍

第五节 当今的组织设计的挑战

第十二章 人力资源管理

重点：甄选决策；工作绩效的评估；管理生涯成功要领

难点：劳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人力资源管理过程

第二节 人力资源规划

第三节 招聘与解聘

第四节 甄选决策

一、甄选的基础与手段

二、甄选手段的有效性

第五节 员工定向

第六节 员工培训 -- 技能与方法

第七节 工作绩效评估

一、绩效评估方法

二、评估结果的反馈

第八节 职业发展

一、职业发展的阶段

二、管理生涯成功要领

第九节 劳资关系

一、良好劳资关系的重要性

二、集体讨价还价过程

第十节 人力资源管理当前面临的问题

第十三章 团队管理

重点：群体的基本概念；高效团队的特征

难点：群体行为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群体及其行为

一、群体及其发展阶段

二、基本的群体概念

三、群体行为模型

第二节 工作团队

一、团队的作用

二、高效团队的特征

三、团队与全面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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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行为的基础

重点：个体的态度、个性、知觉和学习行为对管理者的意义

难点：认知失调理论；归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组织行为学简介

一、个体行为学

二、组织行为学

第二节 态度

一、态度与角色的一致性

二、认知失调理论

三、满意度与生产率的相关性

四、对管理者的意义

第三节 个性

一、根据个性特质预测行为

个性与工作的匹配

三、对管理者的意义

第四节 知觉

一、影响知觉的因素

二、归因理论

三、判断他人的捷径导致判断失真

四、对管理者的意义

第五节 学习

一、学习的概念

二、对管理者的意义

第十五章 管理者与沟通

重点：有效沟通的障碍及其消除；有效授权，训导和谈判的技能

难点：冲突管理技能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理解沟通

一、沟通过程与方法

二、有效沟通的障碍

三、如何克服沟通障碍

第二节 人际交往中的积极倾听技能

一、主动倾听与被动倾听

二、开发有效的积极倾听技能

第三节 反馈技能

一、积极反馈与消极反馈

二、开发有效的反馈技术

第四节 授权技能

一、授权与放弃权力

二、影响授权的权变因素

三、开发有效的授权技能

第五节 训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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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炉”规则

二、开发有效训导技能

第六节 冲突管理技能

一、功能正常的冲突和功能失调的冲突

二、开发有效的冲突处理技能

第七节 谈判技能

一、谈判策略

二、阻碍有效谈判的决策偏见

三、开发有效的谈判技能

第十六章 激励员工

重点：早期激励理论；当代主要的激励理论

难点：多样化工人队伍的激励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讨论

第一节 动机的含义

第二节 早期激励理论

一、需要层次理论

二、X理论和 Y理论

三、激励—保健理论

第三节 当代主要的激励理论

一、强化理论

二、公平理论

三、期望理论

四、当代激励理论的综合

第四节 当代激励问题

第十七章 作为领导者的管理者

重点：领导的行为理论；领导的权变理论

难点：不同类型领导的区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讨论

第一节 管理与领导

第二节 领导特质理论

第三节 领导行为理论

一、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

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

三、管理方格理论

四、领导行为理论评价

第四节 领导权变理论

一、菲德勒权变模型

二、赫塞—布兰查德的情境理论

三、路径—目标理论

第五节 有关领导的最新观点

一、领导的归因理论

二、事务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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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控制导论

重点：控制的过程、控制的类型与控制的重点

难点：控制的机能障碍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穿插案例进行、提问互动

第一节 控制及其重要性

第二节 控制过程

第三节 控制的类型

一、前馈控制

二、同期控制

三、反馈控制

第四节 控制的重点

一、人员

二、财务

三、作业

四、信息

五、组织绩效

第五节 有效控制系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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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与管理 1 1

2 管理的演进 1 1

3 组织文化与组织环境 1 1

4 全球环境中的管理 1 1 1

5 对多样化的管理 2 2 1

6 社会责任与管理道德 1 1 2

７ 管理决策 2 2

８ 计划的基础 2 2 1

９ 战略管理 2 2

10 基本的组织设计 2 2 1

11 适应能力强的组织设计 1 1 2

12 人力资源管理 2 2

13 团队管理 2 2 1

14 行为的基础 2 2 1

15 管理者与沟通 1 1 2

16 激励员工 2 2 1

17 作为领导者的管理者 1 1 2 1

18 控制导论 2 2

合计 28 4 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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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周三多 《管理学原理》（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3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美] 托马斯·贝特曼，斯考特·斯奈尔、《管理学：构建竞争优势》、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 年。

[2] 潘开灵、邓旭东 主编《管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1 月

[3] 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 年 01 月

八、其他说明

1、认真阅读教师布置的教材内容及课外参考书，并按要求完成；

2、积极参与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如课堂讨论等，按时完成指定的作业；

3、按照学校规定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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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Work

执 笔 者：朱敏青

审 核 人：仇宇

编写日期：2019 年 2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开课单位 社会工作系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校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实验（实训） 10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在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侧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此基础上

培养应用能力，所以基本理论知识不宜过多过深。基本理论的讲解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和掌握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熟练掌握企业行政管理的一般概念与原理，能

对企业行政管理活动做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考，并能有意识地用所学理论解释企业行政管理行

为，并能在未来从事企业行政管理过程中加以应用，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够从管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企业办公室和后勤管理事务，学生成为具有现代企业

管理理论和技能的综合型人才。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应能够反映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情况。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包括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两种，平时考核包括课堂讨论发言、完成作业情况。

考试形式为开卷考试，理解、分析和思考为主，达到加深对所学基本理论的掌握的目的。

（三）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期末考试占 60％+平时成绩 4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认识行政管理

重点：行政管理的含义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课堂讨论

一、什么是行政管理

二、企业行政管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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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行政组织结构

四、企业行政管理岗位

第二章 行政事务管理

重点：办公室电话管理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课堂讨论

一、办公室环境管理

二、办公室电话管理

三、办公室印信管理

第三章 会务管理

重点：会议的程序及原则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课堂讨论

一、会议的程序及原则

二、会前准备阶段

三、会中服务阶段

第四章 公共关系管理

重点：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课堂讨论

一、公共关系策划的含义

二、公共关系策划书

三、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第五章 人力资源管理

重点：绩效管理发方法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课堂讨论

一、人员招聘的方法

二、面试的程序和内容

三、绩效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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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行政管理 2 2 2 1 6
第二章 行政事务管理 2 2 2 1 6
第三章 会务管理 2 2 2 6 1
第四章 公共关系管理 2 2 2 6 1
第五章 人力资源管理 2 2 2 8

合计 10 10 10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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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肖文键. 一本书读懂行政管理.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4。

（二）教学参考书：

[1] 王景峰. 行政管理职位工作手册(第 3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7。

[2] 王力挺. 行政管理流程设计与工作标准(第 2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3。

[3] 萧鸣政. 人才评价与开发:行政管理的基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4] 孙超. 行政办公管理必备制度与表格范例.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

[5] 郭京生，杨飞，熊敏鹏等. 绩效管理案例与案例分析（第二版）.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2，9。

八、其他说明

根据学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以及社会热点问题，作业量、授课顺序和详略可能有微

调。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A4%CE%C4%BC%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C%EC%BD%F2%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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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案例评析》课程教学大纲

Labour Contract Law

执 笔 者：张开泽

审 核 者：仇宇

编写日期：2018 年 11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社会工作专业

开课单位 社工系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全校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先修课程 各专业一年级基础课

后续课程 实习

二、课程简述

大学生毕业后即面临签订劳动合同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知识，

故开设本选修课。

本课结合《劳动合同法》生效后出现各类劳动合同新型案例，解读和分析《劳动合同

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剖析劳动合同法在执行和适用过程中

遇到的常见问题，使学生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相关法律制度

和规范，务求学生在实践中能灵活地运用相关知识，分析和处理劳动合同实务问题。

该课程强调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运用案例教学来加深学生对劳动合同法律法规

的理解与掌握，着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能力，增加学生劳动合同谈判能力以及劳

动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满足学生将来就业、创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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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1-专业知识 能够掌握通识类、社会

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基础类、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并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分析本

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

指标点 1-2. 具备解决社会工作所需的心

理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和应

用能力，能够熟悉国家有关社工政策、方

针和法规。

毕业要求 3-问题分析与应用。能够应用社会学、

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并解决理论与实践

问题。

指标点 3-2. 具备跨界视野，能够与各种人

群有效沟通，发现问题，链接资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 6-沟通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比

较熟练地阅读社会工作专业的外文书刊资料，

具有较强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

指标点 6-4. 具有一定的跨文化、跨领域、

跨界别、跨专业的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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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沟通和交流；具有在复杂社会服务活动中

与他人和社会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能够

理解和撰写效果良好的专业文书报告，进行有

效的陈述发言。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门课程强调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运用案例教学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和劳动合

同法律法规的理解与掌握，着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系统知道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概况及特点。熟悉主要指

熟悉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理解主要指深入理解劳动合同法基本原理、

基本概念，能够运用基础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了解指知道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概况及特点。熟悉主要指熟悉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理解主要指深入理解劳动合同法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能够运用基础理论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根据学生的情况选择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的方式。

（三）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学生平时练习成绩主要由提交的作业、学期论

文、课堂表现来确定。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绪论：《劳动合同法》综述

第一节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经过、争议与影响

一、立法经过

二、立法过程中的争议

三、《劳动合同法》的影响

第二节 《劳动合同法》两个理论问题

一、《劳动合同法》的法律属性

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对象

第二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大学毕业生就业时常遇到有关劳动合同的两个问题

一、大学毕业生所签订的就业协议

重点：让学生理解《劳动合同法》的法律属性

难点：让学生了解《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对象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

重点：让学生了解订立劳动合同时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难点：让学生了解订立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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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见习期

第二节 订立劳动合同时常遇到的问题

一、订立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

二、订立集体合同

三、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四、订立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

五、订立违约金条款

六、无效劳动合同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第一节 劳动合同的履行

一、劳动者履行合同中的过错

二、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

第二节 劳动合同的变更

一、用人单位变换员工的工作岗位的权利

二、劳动者拒绝变换工作岗位问题

第四章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一节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一、提前通知解除

二、可以解除

三、可立即解除

第二节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一、可以解除

二、无过失性辞退（提前通知解除）

三、经济性裁员

四、不得适用无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的情形

第三节 劳动合同的终止

一、劳动合同终止

二、劳动合同终止的几种法律事实

三、劳动合同终止后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

第五章 劳务派遣合同

重点：让学生了解劳动合同的履行

难点：让学生了解劳动者拒绝变换工作岗位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

重点：让学生了解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难点：让学生了解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

单位进行讨论。

重点：让学生了解劳务派遣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难点：让学生了解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中介机构的区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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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中介机构的区别

一、劳务派遣的特点

二、劳务中介机构的特点

第二节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限制性的规定

一、劳务派遣合同的合同期的限定：

二、劳务派遣合同的工资的限定：

三、工作岗位的限定

四、劳务派遣用工数量的限定

五、再派遣的限定

第三节 劳务派遣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一、劳务派遣单位的权利义务

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第六章 非全日制用工合同

第一节 全日制用工与非全日制用工的区别

一、合同形式

二、所服务的用人单位个数

三、试用期

四、工作时间

五、工资发放主要形式

六、合同终止

七、合同终止后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制度的适用范围

一、为企业提供非全日制劳动

二、为行政事业单位提供非全日制劳动

第三节 非全日制用工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二、用人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第七章 劳动合同仲裁和劳动监察

第一节 劳动仲裁

一、劳动仲裁案件劳资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

二、劳动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

第二节 劳动监察

一、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和执法权限

二、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程序

重点：让学生了解全日制用工与非全日制用工的区别

难点：让学生了解非全日制用工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

重点：让学生了解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和执法权限

难点：让学生了解劳动仲裁案件劳资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劳动合同法案例指导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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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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劳动合同

法》综述
2 2

第二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 8 2 10 1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履行

和变更
4 1 5

第四章
劳动合同的解除

和终止
3 1 4 1

第五章 劳务派遣合同 3 1 4

第六章
非全日制用工合

同
2 1 3

第七章
劳动合同仲裁和

劳动监察
1 1 2

复习、答疑 2 2

合计 23 7 2 32 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苏号朋.《劳动合同法案例评析》.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刘斌著．《劳动争议经典案例及非诉劳动问题尝试解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

[2] 张斌著．《劳动合同纠纷案例答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

[3] 程延园.《劳动合同法教程》.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八、其他说明

本课为应用性课程，课堂上需出示的法律法规及案例多，需安排多媒体课室。



122

《情商领导力》课程教学大纲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Leadership）

执 笔 者：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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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系

课程类型 选修课

课程性质 校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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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情商将成为成功领导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课程根据美国 CASEL社会情感学习协会

提出的核心要素设计的系统课程，围绕五项核心技能：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

际关系技能、负责任的决策技能，通过互动性的体验式教学，培养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小论文，其中基础理论知识占 50%，综合运用知识、能力考核占 50%。

（二）成绩评定

本课程平时成绩占 50%（包括平时作业成绩、出勤情况、学习态度、课堂参与积极性

等方面考核），期末考试成绩占 50%。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情商领导力概述

重点：情商与领导力的内涵

难点：共同商定指导原则，创建全班“共同的愿景”

教学方法与手段：画画、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情商与智商

二、情商的内涵

三、情商与领导力

四、在做中学：共同商定班级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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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为的冰山模型

重点：个体的首要目标：价值感和归属感

难点：制作工作申请表和面试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个体的首要目标：价值感和归属感

二、班级惯例的意义与创建

三、班级工作清单的制作

四、在做中学：面试问题与情景模拟

第三章 情绪管理

重点：情绪管理的方法

难点：情绪管理的意识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认识情绪

二、情绪与大脑

三、情绪管理的三部曲

四、在做中学：积极暂停角的创建

五、培养积极情绪的方法

第四章 人际沟通

重点：有效沟通的方法

难点：我句式的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人际沟通概述

二、人际沟通心理分析

三、提高沟通能力的途径

四、在做中学：围坐成圆圈，平等地表达自己

五、在做中学：我句式

第五章 相互尊重

重点：相互尊重的方法

难点：保持自我尊重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相互尊重的意义和重要性

二、尊重差异

三、尊重自我的方法

四、在做中学：练习致谢

第六章 建立合作

重点：合作，而不是竞争

难点：建立合作的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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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合作的重要性

二、合作，而不是竞争

三、统合增效的方法

四、在做中学：合作性杂耍

第七章 期工程领导风格

重点：了解自己的领导风格

难点：根据自己的领导风格，扬长避短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测量领导者的影响

二、领导风格的类型

三、拓展你的专长

四、在做中学：你的领导风格是什么？

第八章 关注解决方案

重点：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难点：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关注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二、一对一解决问题

三、小组解决问题

四、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在做中学：解决方案和启发性的问题

六、使用班会形式和议程

第九章 行为背后的信念

重点：错误目的表

难点：使用错误目的表进行鼓励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人们行为背后的四种原因

二、错误目的表

三、在做中学：错误目的表和我们

四、使用错误目的表进行鼓励

第十章 情商领导力的提升

重点：领导者的三重焦点

难点：高情商领导力的提升

教学方法与手段：情景模拟、小组讨论、演示汇报等体验式教学

一、领导者的三重焦点

二、根据不同领导风格修炼情商

三、高情商领导力的成长路径

四、在做中学：高情商领导者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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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分配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丹尼尔.戈尔曼著．高情商领导力．ISBN 9787540485146.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018

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丹尼尔.戈尔曼著．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ISBN：9787508683768．北京：中

信出版社，2018 年版

[2] 史蒂芬．科维著.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ISBN：9787515350585. 北京：中国青年出

版社，2018 年版。

[3] 简.尼尔森著.正面管教（修订版）．ISBN：9787550268517.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年版。

[4] 岸见一郎．古贺史健著. 被讨厌的勇气．ISBN 9787111495482.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017 年版。

[5] 岸见一郎著. 像阿德勒一样思考和生活．ISBN 9787553509846.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２018 年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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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小

计

第一章 情商领导力概述 1 1 2

１

第二章 行为的冰山模型 1 1 2

第三章 情绪管理 1 3 4

第四章 人际沟通 1 3 4

第五章 相互尊重 1 3 4

第六章 建立合作 1 3 4

1

第七章 领导风格 1 2 1 4

第八章 关注解决方案 1 3 4

第九章 行为背后的信念 1 1 2

第十章 情商领导力的提升 1 1 2

合计 10 2 20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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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Personnel Psychology

执笔者：蒋莉 副教授

审核人：陈晶瑛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

开课单位 管理学系

课程类型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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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
组织与工作设计、招聘与人才测评、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绩效管

理、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薪酬与福利

二、课程简述

人事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必修的专业课，这门课程将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

于解决组织中的人员问题，即怎样针对工作的差别和人的差异，更好地实现选拔、安置、培

训、发展、评价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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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与指标点的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3-HR专业核心理论与

业务知识和专业能力：主要包

括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

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

福利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

指标点 3-2.熟悉招聘的主要业务，掌握相关理论，具备制

定招聘计划、有效开展人员甄选等的能力

指标点 3-2.熟悉招聘的主要业务，掌握相关理论，具备制

定招聘计划、有效开展人员甄选等的能力

指标点 3-3.熟悉培训与开发的主要业务，掌握相关理论，

具备设计培训系统并有效实施培训与开发的能力

指标点 3-4.熟悉绩效管理的主要业务，掌握相关理论，具

备设计绩效管理体系并有效开展相关工作的能力

指标点 3-5.熟悉薪酬福利管理的主要业务，掌握相关理

论，具备设计薪酬体系并有效实施薪酬激励的能力

指标点 3-6.熟悉劳动法律法规，掌握相关知识点，具备处

理和维护企业良好劳动关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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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6-团队合作、任务和

角色分配等能力：具有团队合

作和在多学科背景环境中发挥

作用的能力，理解个体、团队

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指标点 6-1.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能与团队成员有效

沟通。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事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框架，掌握人事心理学的基本理

论指导下的工作分析、人力资源、人员招募、薪酬制度以及人员培训和人员考核的方式方法，

能够运用人事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团队沟

通的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形式。

（二）成绩评定

本课程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平时作业成绩、出勤情况、学习态度、课堂参与积极性

等方面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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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编 人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人事心理学概论

一、心理学概述

（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心理的实质

（三）心理的特点

二、现代心理学的三大学派

（一）精神分析心理学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

三、人事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一）人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人事心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三）人事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关系

重点：人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难点：现代心理学的三大学派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教学

第二章 知觉

一、知觉概述

（一）感觉的含义

（二）知觉的含义

（三）感觉与知觉的区别与联系

二、知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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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觉的选择性

（二）知觉的整体性

（三）知觉的理解性

（四）知觉的恒常性

三、错觉

四、社会知觉

（一）第一印象

（二）晕轮效应

（三）刻板印象

重点：知觉的特性

难点：社会知觉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教学

第三章 动机与情绪

一、动机的定义

二、动机理论

（一）动机的本能论

（二）驱力理论

（三）唤醒理论

（四）激励理论

（五）认知理论

三、情绪与情感的涵义

四、情绪的功能

五、情绪理论

（一）情绪的早期理论

（二）情绪的认知理论

六、情绪的表达与识别

重点：情绪的表达与识别

难点：动机理论、情绪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教学

第四章 性格与能力

一、个性概述

（一）个性的定义

（二）个性的特征

二、气质概述

（一）气质的定义

（二）气质的特点

三、性格概述

（一）性格的定义

（二）性格与气质的区别和联系

（三）性格类型

（四）性格的影响因素

四、能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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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的定义

（二）能力类型

（三）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五、人格理论

（一）人格特质理论

（二）人格类型理论

重点：1、性格类型 2、能力类型

难点：人格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教学

第二编 人事心理学的应用模块

第五章 人才招聘与选拔

一、人才招聘与选拔的心理学基础－人职匹配理论

（一）人职匹配的主要观点

（二）人职匹配的具体应用

二、人才招聘与选拔中的心理测验

（一）艾森克人格测验

（二）16PF 测验

（三）MBTI 测验

三、人才招聘与选拔的综合方法－评价中心

（一）评价中心的形式

（二）评价中心的实施

重点：人才招聘与选拔中的心理测验

难点：评价中心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心理测试、多媒体教学

第六章 培训与开发

一、人员培训的心理学基础——学习理论

（一）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

（二）认知学派的学习理论

（三）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

二、两种心智模式

（一）成长型思维模式

（二）固定型思维模式

三、人员培训的方法与技术

四、培训效果的评估

重点：心智模式

难点：学习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教学

第七章 员工压力管理

一、压力概述

（一）压力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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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力的心理模型

（三）压力的特性

（四）压力的机体反应过程

二、构建压力管理系统

（一）了解压力源

（二）压力水平的评估

（三）个体层面的压力管理

（四）组织层面的压力管理

重点：个体层面的压力管理

难点：组织层面的压力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多媒体教学

第八章 现代人事测评技术

一、人事测评的原理

（一）差异心理学

（二）人职匹配

二、人事测评的常用方法与最新进展

（一）履历分析

（二）心理测验

（三）结构化面试

（四）无领导小组讨论

（五）情景测验

（六）评价中心技术

重点：履历分析 结构化面试

难点：情景测验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情景演练、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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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习

题

课

外

其

他

小

计

第一章 人事心理学概论 3 1 4

１

第二章 知觉 3 1 4

第三章 动机与情绪 4 1 5

第四章 性格与能力 4 1 5

第五章 人员招聘与选拔 3 1 4

第六章 培训与开发 2 1 3

1第七章 员工压力管理 3 1 4

第八章 现代人事测评技术 2 1 3

合计 24 6 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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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俞文钊 苏永华 著．人事心理学（第 2版）．ISBN 9787810848381. 大连：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２006 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阿尔内．埃弗斯. 人事选拔心理学．ISBN 9787519207489.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 年版。

[2] 王新超 主编．人事组织心理学．ISBN 9787107140631.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3] 孟慧等著.人事心理．ISBN 9787807453055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4] 韦恩．卡西欧等著.心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第 7 版）．ISBN 9787300238340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017 年版。

[5] 申林.组织行为学与人事心理．ISBN 9787810817073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007 年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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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基础韩语》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Business Korean）

执 笔 者：李俊慧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各类专业

开课单位 国贸系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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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商务基础韩语入门》是全校公选课，以全校各类专业的学生为开设对象。本课程的教

学目标是讲授韩语的基本知识，并且结合商务场景，培养学生日后从事与韩国、朝鲜企业工

作及交往的语言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讲解入门的韩语知识，融入典型的商务会话场景，包括自我介绍、

接待客人、接听来电、日常交际、商务送礼、商务宴会、商务晚会、出国差旅等基本的商务

韩语会话。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学生韩语入门基础知识的掌握，了解韩国、朝鲜的商业社会的一些习惯。

（二）考核方式：考试

（三）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占 30%，具体包括考勤、课堂习题、作业等。期末考试占 70%，

主要测试同学们掌握韩语入门基础知识的能力。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 章 韩语的语音与文字

第一节 韩语的文字

一、 韩语文字的起源

二、 韩语与朝鲜语的异同

第二节 韩语的单元音

重点：韩语文字

难点：韩语的语音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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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아，어，오，우，이，으

二、야，여，요 ，유

三、애，에

四、얘，예

第 2 章 韩语的辅音

第一节 辅音

一、松音

二、紧音

三、送气音

四、鼻音

五、闪音

第二节 清辅音与浊辅音

一、与英语的区别

二、练习方式

第 3 章 韩语的双元音与韵尾

第一节 双元音

一、와，외，왜

二、워，위，웨

三、의

第二节 韵尾

一、单韵尾

二、双韵尾

第 4 章 韩语的变音

第一节 变音

一、连音

二、同化现象

第二节 变音的规律

一、松音变紧音

二、同化规则

重点：韩语的辅音

难点：清辅音与浊辅音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双元音

难点：韵尾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变音

难点：同化现象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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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이것은 무엇입니까?

第一节 判断句的表达

一、敬体

二、准敬体

第二节 商务知识：自我介绍

一、自我介绍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6 章 이것은 시계입니까?

第一节 时制

一、现在时

二、过去时

三、将来时

第二节 商务知识：接待客人

一、接待客人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7 章 안녕하십니까?

第一节 谓语句

一、敬体

二、准敬体

第二节 商务知识：日常交际

一、日常交际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8 章 여기는 어디입니까?

第一节 句式

一、陈述式

重点：自我介绍

难点：判断句的表达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接待客人

难点：韩语的时制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日常交际

难点：谓语句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商务送礼

难点：韩语的句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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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问式

三、命令式

四、共动式

第二节 商务知识：商务送礼

一、商务送礼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9 章 식당에 가십니까?

第一节 惯用型

一、惯用型的用法

二、五种惯用型的句尾连接方式

第二节 商务知识：商务宴会

一、商务宴会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10 章 오늘은 날씨가 어떻습니까?

第一节 不规则谓词

一、不规则谓词的适用场合

二、不规则谓词的种类

第二节 商务知识：商务晚会

一、商务晚会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11 章 오늘은 무슨 요일입니까?

第一节 数词与量词

一、汉字数词与固有数词

二、数词与量词的搭配

第二节 商务知识：出国差旅

一、出国差旅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重点：商务宴会

难点：惯用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商务晚会

难点：不规则谓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出国差旅

难点：数词与量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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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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语音与文字 2 1 3 1
2 辅音 1 1 2 1
3 双元音与韵尾 2 1 3 1
4 变音 2 1 3 1

5
이것은 무엇입니

까?
2 1 3 1

6
이것은 시계입니

까?
2 1 3 1

7 안녕하십니까? 2 1 3 1

8
여기는 어디입니

까?
2 1 3 1

9 식당에 가십니까? 2 1 3 1

10
오늘은 날씨가 어

떻습니까?
2 1 3 1

11
오늘은 무슨 요일

입니까?
2 1 3 1

合计 21 11 32 11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自编讲义

（二）教学参考书

［1］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 韩国语教程 1.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

［2］兰晓霞主编 商务韩语口语.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年。

［3］李正秀. 徐永彬主编. 商务韩语会话.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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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西班牙语入门》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Business Spanish）

执 笔 者：李俊慧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各类专业

开课单位 国贸系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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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商务西班牙语入门》是全校公选课，以全校各类专业的学生为开设对象。本课程的教

学目标是讲授西班牙语的基本知识，并且结合商务场景，培养学生日后从事与西班牙、南美

企业工作及交往的语言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讲解入门的西班牙语知识，融入典型的商务会话场景，包括包括自

我介绍、接待客人、接听来电、日常交际、商务送礼、商务宴会、商务晚会、出国差旅等基

本的商务西班牙语会话。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学生西班牙语入门基础知识的掌握，了解西班牙、南美国家商业社会的

一些习惯。

（二）考核方式：考试

（三）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占 30%，具体包括考勤、课堂习题、作业等。期末考试占 70%，

主要测试同学们掌握西班牙语入门基础知识的能力。

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 章 西班牙语的语音与元音字母

第一节 西班牙语的语音

一、西班牙语的地位

二、西班牙语的语音特点

重点：元音字母

难点：西班牙语的语音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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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班牙语的元音字母

一、a

二、e

三、i

四、o

五、u

第 2 章 西班牙语的辅音字母与重音规则

第一节 辅音字母

一、l

二、n

三、f

四、y

五、b

六、v

七、r

第二节 重音规则

一、一般的重读位置

二、特殊的重读位置

第 3 章 西班牙语的辅音字母与分音节规则

第一节 辅音字母

一、d

二、k

三、c

四、q

五、z

第二节 分音节规则

一、一般的分音节规则

二、特殊的分音节规则

第 4 章 西班牙语的辅音字母与大写规则

第一节 辅音字母

一、ch

二、h

重点：重音规则

难点：辅音字母 r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分音节规则

难点：清辅音与浊辅音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大写规则

难点：辅音字母ñ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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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l

四、x

五、ñ

六、g

第二节 大写规则

一、大写规则

二、与英语的比较

第 5 章 西班牙语的多重元音与辅音连缀

第一节 多重元音

一、二重元音

二、三重元音

第二节 辅音连辍

一、常见的辅音连辍

二、容易出错的地方

第 6 章 El es Anderes

第一节 判断句的表达

一、系动词的变位

二、判断句

第二节 商务知识：自我介绍

一、自我介绍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7 章 Son Pepe y Tomas

第一节 复数、阴阳性

一、名词的复数与阴阳性

二、形容词的复数与阴阳性

第二节 商务知识：接待客人

一、接待客人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重点：多重元音

难点：辅音连缀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自我介绍

难点：判断句的表达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接待客人

难点：复数、阴阳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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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Manuel es Alumno

第一节 动词谓语句

一、动词的时态

二、不规则动词

第二节 商务知识：日常交际

一、日常交际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9 章 La casa de Maria

第一节 介词

一、常用的介词

二、与英语的区别

第二节 商务知识：商务送礼

一、商务送礼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10 章 Mi amigo

第一节 代词

一、六种人称代词

二、与英语的异同

第二节 商务知识：商务宴会

一、商务宴会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第 11 章 Nuestra Universidad

第一节 命令式

一、命令式的动词变位

二、命令式的句型

第二节 商务知识：商务晚会

一、商务晚会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重点：日常交际

难点：动词谓语句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商务送礼

难点：介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商务宴会

难点：代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重点：商务晚会

难点：命令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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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Van a la biblioteca

第一节 虚拟式

一、虚拟式的动词变位

二、使用虚拟式的场合

第二节 商务知识：出国差旅

一、出国差旅的常用句型

二、文化差异的注意点

重点：出国差旅

难点：虚拟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课，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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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与元音 2 1 3 1
2 辅音与重音规则 1 1 2 1
3 辅音与分音节规则 1 1 2 1
4 辅音与大写规则 1 1 2 1
5 多重元音与辅音连

缀
1 1 2 1

6 El es Anderes 2 1 3 1
7 Son Pepe y Tomas 2 1 3 1
8 Manuel es Alumno 2 1 3 1
9 La casa de Maria 2 1 3 1
10 Mi amigo 2 1 3 1
11 Nuestra Universidad 2 1 3 1
12 Van a la biblioteca 2 1 3 1

合计 20 12 32 1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自编讲义

（二）教学参考书

［1］何仕凡著. 基础西班牙语.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

［2］毛彩琴、黄横编著 商务西班牙语 900句.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

［3］多明盖斯.埃尔南德斯. 商务西班牙语词汇.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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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模拟》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32
学 分：2
适用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执 笔 人 ： 贲 雪 峰

审 核 人 ：

编写日期：2017 年 9 月

项目一：商战模拟

一、目的和要求：

1.目的：通过企业经营模拟演练，增强和巩固学生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提升科

学研究和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企业管理的宏观意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为日后

更好的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基础。

2.要求：掌握手工沙盘和电子沙盘的操作方法和规则；合理组织团队建设，理顺分工与

合作的团队工作系统；熟悉企业经营流程，掌握全盘规划、应对市场变化、实现盈利的决策

与实践方法；能够运用会计知识编制财务报表、分析企业财务状况、进行企业财务管理；能

够撰写格式规范、内容详实的实训报告，掌握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二、主要内容：

1.商战模拟准备工作：

（1）商战模拟课程介绍：“商战”模拟实训课程以“创业者”企业模拟经营实训课程

为基础，是全真模拟企业经营过程的体验式学习。在继承“创业者”模拟系统的特点外，增

加了多市场同选、竞拍、组间交易等多种市场方式，使模拟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更为复杂多

变，增加了模拟经营的难度。

（2）团队组建：组织学生分组（十组）、创建团队。各组人数应保持均衡。各组应配

备 5 个管理职位，即总经理（CEO）、财务总监、生产总监、销售总监和采购总监。共同制

定企业战略目标，并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规划进行总体协调统筹，落实每个经营环节具体

任务。

（3）系统操作方法及规则介绍（详见软件系统使用手册）。

2.试运行模拟及讲解：

（1）设定试运行模拟基本参数

确定运行期数，一般为 8到 12 期，即两到三个模拟年度；确定具体经营目标，包括厂

房选择、生产线数量及种类、产品研发种类及进度、市场开拓数量、贷款数额及期限等。确

定经营时间，一般每期为 60 分钟。

（2）完成试运行模拟流程

教师与各组学生同时打开系统界面，根据相同的基本参数同步进行每个步骤的操作。

（3）讲解

试运行过程中，教师同时讲解规范的操作方法和规则的运用，引导学生理解每个操作和

决策对于经营结果的影响，强调经营决策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3. 实战模拟（初赛）及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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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要求：完成 24 期六个年度模拟经营，每期约 50 分钟完成，并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

（2）实战模拟点评

初赛结束后，引导学生从以下方面总结模拟经营的经验和方法：市场分析，包括市场开

拓规划、产品研发规划等；广告决策及争取订单；生产安排，包括生产线购买决策、产品生

产、产能计算等；原材料采购及库存管理；企业财务管理，包括会计核算、现金流预测和费

用管理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4. 实战模拟（决赛）及点评：

（1）基本要求：完成 24 期六个年度模拟经营对抗，每期约 50 分钟完成；每期结束时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实战模拟点评：实战决赛过程中教师担当裁判角色，除特殊情况一般不回答解答

学生，要求各组全程独立完成经营活动；实战决赛结束后，对公共信息进行点评分析，并根

据多种经营指标计算综合得分，对各组经营结果进行排名。

5.分析总结：

（1）学生自我分析和总结

应从以下方面分析模拟经营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不足：运用财务指标和杜邦分析工具

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如盈利能力、成长性、稳定性、应变能力等；分析企业成本结构变化及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分析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分析长期决策与短期决策的关联性；分析市场

影响和竞争博弈的应对方法；讨论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2）教师分析和总结

应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总结学生在经营模拟过程中的情况：企业战略规划、团队构建与完

善、产品结构优化、生产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竞争分析。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采用学生动手操作为主、教师讲解点评为辅的体验式教学方法，模拟实

践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使用新道新商战沙盘系统作为本实训教学平台。

2. 时间安排： 6学时用于老师介绍讲解，同学经验交流与问题探讨；16 学时的实训练

习（2 轮初赛）；10 学时的决赛；共 32 学时。实训报告、个人总结、小组总结的编写用课

余时间完成。

四、场所安排：

致用楼经管学院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包括三方面，即实践过程的课堂表现，模拟经营决赛、实训报告、

个人总结、小组总结。

六、成绩评定：

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其中，模拟经营决赛排名得分占 50%；课堂表现及实训报告、个

人总结、小组总结共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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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Marketing

执 笔 者：张根义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7 年 8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

开课单位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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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市场开拓和应对市场竞争需要而开设的一门应用

性专业课，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必修课。这门课程有利于学生了解市场营销专业的全貌，为今

后进一步学习其它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奠定基础。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市场营销的地位和作用，

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和营销管理的基本理念，市场营销与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环境分析，市

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以及产品策略、定价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

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使学生了解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基本内容，认识新时代营销活动的特点，掌握基本的营

销专业术语，明白营销活动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操作方法，知晓作为营销策略要素的产品、价

格、分销渠道和宣传推广的作用、内容，形成初步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考试、开卷

（三）成绩评定

强化过程管理，加大平均成绩的考核。

成绩评定＝出勤和课堂表现 30%+期末考试成绩 7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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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第一章 市场营销概述

重点：市场营销的概念和营销管理哲学

难点：需要、需求和欲求之间的区别；作为哲学的营销管理观的含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网络案例、课堂讨论

第一节 什么是市场营销？

一、需要、欲求、需求

二、产品

三、交换

四、关系营销

五、市场

六、市场营销

第二节 价值、满意、质量

一、顾客价值

二、顾客满意

三、全面质量管理

第三节 营销管理

一、营销管理的定义

二、营销管理的本质是需求管理

第四节 营销管理哲学

一、生产观营销管理哲学

二、产品观哲学

三、推销观念

四、营销观念

五、社会营销观

第七章 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

重点：市场细分的依据、目标市场的选择、市场定位的意义及方法

难点：市场定位在现代营销理论和实践中的中心地位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一节 市场

一、无差异市场营销（Mass Marketing）

二、产品多样化市场营销

三、目标市场营销

第二节 市场细分

一、细分一个市场

二、细分消费者市场的基础

三、细分产业市场

四、细分国际市场

五、有效细分的要求

第三节 市场的目标瞄准

一、对各市场细分的评价

二、选择市场细分

第四节 市场定位

一、营销定位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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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位策略

第五节 选择和实施一个定位策略

一、识别可能的竞争优势

二、挑选一个恰当的竞争优势

三、差异的促销

四、传播所选择的定位

第八章 市场竞争策略

重点：竞争战略

难点：在顾客导向和竞争者导向中寻求平衡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小组案例分享

第一节 竞争者分析

第二节 基本竞争战略

第三节 市场地位与竞争战略

第四节 市场竞争新模式——战略联盟

第九章 产品与服务策略

重点：整体产品馆和产品要素

难点：产品组合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判断产品生命周期曲线上的拐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第一节 整体产品概念

一、核心产品

二、形式产品

三、附加产品

第二节 产品策略

一、品牌意义

二、品牌资产

三、主要的品牌决策

第三节 包装与标签化决策

一、功能

二、法规

第四节 产品-支持服务

一、决定服务组合

二、传递产品-支持服务

三、建立顾客-服务部门

第五节 产品组合策略

一、产品线长度决策

二、产品线延伸决策

三、产品线填充决策

四、产品线现代化决策

五、产品线-角色扮演决策

六、产品组合决策

第六节 新产品开发过程

一、创意的产生

二、创意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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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思的开发与测试

四、营销战略开发

五、经营分析

六、产品开发

七、市场营销测试

八、商品化

第七节 产品生命周期策略

一、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二、导入阶段策略

三、增长阶段策略

四、成熟阶段策略

第十章 产品定价

重点：定价的营销因素和三种基本的定价方法、产品组合定价法

难点：盈亏平衡分析、价格变更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一节 影响定价的内部因素

一、营销目标

二、营销组合策略

三、成本

四、成本类型

五、组织方面的原因

第二节 影响定价的外部原因

第三节 定价的一般方法

一、成本为基础的定价

二、价值为基础的定价

三、竞争为基础的定价

第四节 新产品定价策略

一、模仿性新产品的定价

二、创新性产品的定价

第五节 产品组合定价策略

一、产品线定价

二、任选品定价

三、相关产品定价

四、副产品定价

五、成捆产品定价

第六节 价格调整策略

一、价格折扣与折让

二、按细分定价

三、心理定价

四、促销定价

五、价值定价

六、地理定价

第七节 价格变更

一、购买者对价格变更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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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者对价格变更的反应

三、对价格变更的回应

第十一章 分销渠道和货运管理

重点：渠道的性质及其渠道组合原理、零售商的定位

难点：渠道冲突的处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课外调查

第一节 分销渠道的本质

一、分销渠道

二、分销渠道的功能

三、渠道层次的数量

四、服务领域的渠道

第二节 渠道行为和组织

一、渠道行为

二、渠道组织

三、垂直营销系统的发展

四、横向营销系统

五、混合型营销系统

第三节 渠道设计决策

一、分析消费者的服务需要

二、制定渠道目的和约束

三、辨别主要的可择渠道

四、渠道成员的责任

五、评价主要的可择渠道

六、设计国际分销渠道

第四节 渠道管理决策

一、选择渠道成员

二、激励渠道成员

三、评价渠道成员

第五节 实体分配的本质与重要性

一、实体分配的本质

二、后勤系统的目标

三、主要的后勤决策

四、运输

五、选择运输方式

六、整体后勤管理

七、批发与零售

第十二章 沟通与促销策略

难点：广告和营业推广、激励与监督推销员的方法重点：整体营销传播理论

难点：各种营销传播手段的整合，广告预算以及创意的判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第一节 促销组合

一、广告

二、营业推广



149

三、公共关系

四、人员推销

第二节 传播过程的要素

第三节 开发有效传播的步骤

第四节 制定整体的促销预算与组合

一、制定整体的促销预算

二、制定促销组合

三、各个促销工具的实质

四、制定促销组合的考虑因素

第五节 广告

一、广告中的主要决策

二、选择广告媒体

三、广告评价

第六节 营业推广

一、迅速增长的营业推广

二、营业推广的目的

三、设定营业推广的目标

四、挑选营业推广工具

五、制定营业推广方案

第七节 公共关系

一、公共关系的主要功能

二、主要的公关工具

三、主要的公关决策

第八节 人员推销

一、人员推销的本质

二、人员推销的作用

三、设计推销队伍策略

四、招聘与培训推销员

第十三章 市场营销管理

第一节 市场营销计划与执行

第二节 市场营销组织

第三节 市场营销控制

第四节 市场营销审计

第十四章 全球市场

重点：决定全球营销组合

难点：决定如何进入这些市场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阅读课外资料

第一节 全球营销

第二节 考察全球营销环境

第三节 决定是否进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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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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市场营销概述 4 4
2 战略营销与营销过程 4 4

7
市场细分、目标市场

和市场定位
4 4

8 市场竞争战略 4 4
9 产品与服务策略 4 4
10 价格策略 4 4
11 分销策略 4 4
12 沟通与促销策略 2 2
13 市场营销管理 1 1
14 全球市场营销 1 1

合计 3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 [美]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洪瑞云、梁绍明、陈振忠等著，李秀，赵占

波译.市场营销原理（亚洲版 第 3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7

[3] 吴键安．市场营销学（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4] 吴键安．《市场营销学》学习指南与练习（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5] 何永祺、傅汉章主编.市场学原理（第二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6] [美]菲力浦·科特勒著.营销大未来——变革公共行为的方略．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大纲尚需说明的事项，如习题或作业的内容和要求等。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е?????????&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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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与口才》课程教学大纲

SPEECH AND ELOQUENCE

学 时 数：64

学分数：4

适用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执笔者：黄勤锦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1 年 4 月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培养当代社会所需高职人才具有较强表达技能和素质的一门实用性课程，是

以语言为突破口，开发学生的表达、思维、交际等潜能的综合性强的课程，也是培养学生的

勇气和自信、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复合性课程。本课程是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专业

课。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实用口才运用的策略、技巧和方法；提高学生说话的技巧和艺术；

培养学生在社会日常交往中的口语表达能力。

该课程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有：本课程介绍演讲与口才的基本知识和各种演讲词的写作

方法，介绍演讲、辩论的技能和技巧，强调基本知识理论与实际训练相结合，注重使用多媒

体播放名人演讲与辩论实例，让学生模仿，运用常用的技法进行训练，启发学生培养自己的

讲说风格。

二、课程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1．绪论

课程介绍、课程特色

2．演讲概述

演讲的本质、特征、演讲的类型和作用、演讲者的素质、演讲与口才的关系

3．演讲的基本功训练

演讲心理素质训练、演讲有声语言训练、演讲态势语言训练

4．演讲稿写作

演讲稿写作前须知、演讲稿写作原则、演讲稿写作环节、实训：演讲稿

5．即兴演讲

即兴演讲的特点、即兴演讲构成要素、即兴演讲的表达技巧、实训：课堂即兴演讲

6．辩论

辩论的本质、辩论的技巧、辩词赏析、实践：辩题讨论

7．公关口才

公共口才的概念、特点、作用及原则、公关协调沟通口才技巧实训：课堂模拟练习

8．求职口才技巧

求职与口才的关系、求职口才技巧、求职简历的设计、实训：求职口才训练

9．教学口才

设计导入语，应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导入语设计的思路、实训：初中思想品德课导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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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培养要求

本课程对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方面的要求如下：

（一）知识方面的要求

把握演讲与朗诵的区别；掌握演讲稿的写作及演讲技巧；掌握即兴演讲的快速打腹稿

和演讲方式；了解辩论的逻辑思维和快速的语言应变能力等。

（二）素质方面的要求

具有当代大学生对自己、对家庭、对事业、对国家的责任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能正确辨别社会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并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三）能力方面的要求

演讲达到会写会讲，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随时都能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和自信，并能比

较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即兴演讲达到能应付各种场合作简短的讲话，并具有一

定的感染力；辩论达到思维敏捷，说理有方，能让听众很清楚你的观点和立场，具有较强的

鼓动性。行业职业口语的模拟实训，培养学生的语言行为技能；引导学生掌握相应专业领域

语言行为的一般规律，养成特定的职业口语风范和从业规范。

四、习题作业

《演讲与口才》课程是一门实践课程，为此采取边学边训练（考）的学习形式，最后成

绩是各单元实训成绩的平均。各实训遵循着让学生练心理、练听力、练普通话、练思维、练

态势、练读诵、练演讲、练笔头、练交谈、练论辩的训练方案，围绕培养学生的“三种核心

素质”展开，即：思维素质，心理素质，语言素质。

五、学时分配

序号 内容 学时

1 绪论 2

2 演讲概述 6

3 演讲的基本功训练 12

4 演讲稿写作 6

5 即兴演讲 6

6 辩论 10

7 公关口才 8

8 求职口才技巧 8

9 教学口才 6

合计 64

六、教学参考书

[1]（美）戴尔•卡耐基．张美惠译．《演讲与口才》．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 刘德强．《现代演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 10 月第 1版。

[3]（美）埃德•麦克马洪，李田心、楼凤姣译．《演讲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 年 6 月

第 1 版。

[4] 高铁军．《卡耐基口才学》．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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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欣赏与法律评论》课程教学大纲

（Film appreciation and Law Review）

执 笔 者：李莺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法律系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类课程

课程性质 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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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电影浓缩了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和矛盾，虽是艺术品，但它来源于生活，是某个时期、

某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现实和矛盾冲突的反映。本课程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主要以中外经典

法律题材电影为素材，通过对电影故事的分解来探讨法律及法治的精髓，理解部分重要的法

律制度和规范，并展开反思，引导学生培养尊重法律、热爱法律并崇尚法治的道德情操，学

会透过社会现象分析法律问题。通过对一些好的影视作品赏析，不但可以弥补年轻学生社会

经验的不足、增进人文素质，而且可以培养学生从故事中提炼理论命题、理论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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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故事中提炼理论命题、理论思维的能力

（二）考核方式：采取平时练习成绩和期末论文考试综合评估的方式。

（三）成绩评定：其中平时成绩占 50%，期末考试成绩占 50%；学生平时练习成绩主要

由提交的作业、学期论文、课堂表现等来确定。期末考试由学生自选一部与法律题材有关的

电影作品，在仔细观看后就某一方面问题撰写读后感。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绪论：影视文学与法律评论概述

一、法律与影视文学概述

二、法律与影视文学的分支

三、法律在影视文学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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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法律与影视文学的含义

难点：法律与影视文学的分支及各分支的意义。

第一专题：复仇与法律

一、观赏《赵氏孤儿》、《哈姆雷特》等

二、评论“复仇与法律”

（一）法律起源于复仇

（二）复仇与文明

（三）复仇与刑法。

重点：法律起源于复仇

难点：废除死刑等重刑的危害

第二专题：法的本性

一、观赏《纽伦堡审判》

二、评论“恶法亦法”

（一）法律不溯及既往

（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责任承担

重点：恶法亦法

难点：如何理解恶法亦法

第三专题：法律与社会

一、观赏《秋菊打官司》

二、评论“法律与社会”

（一）乡土社会的权利意识

（二）法律意识

重点：行政纠纷主要程序

难点：中国传统文化对权利意识的影响

第四专题：自由权

一、观赏《肖申克的救赎》

二、评论“自由权”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自由刑的弊端及克服，自由权的实现路径

（一）自由主义理论

（二）自由型的弊端

（三）体制化与自由

重点：理解自由实现的路径

难点：自由刑的弊端及克服

第五专题：平等权

一、观赏《费城故事》

二、评论“平等权”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分析我国近年的一些有关歧视的经典案件

重点：平等权的含义

难点：歧视的含义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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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专题：环境权

一、观赏《永不妥协》

二、评论环境权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环境诉讼的特点及完善

重点：环境权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

难点：歧视的含义与界限

第七专题 国外司法制度

一、观赏《失控的陪审团》或《十二怒汉》等

二、评论“陪审团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概况，陪审制度的利弊分析

重点：公平公正的制度保障

难点：陪审团制度的真正功能

第八专题： 我国的基层司法制度

一、观赏《马背上的法庭》等电影

二、评论：“中国基层司法制度”

重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特点

难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背后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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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一 复仇与法律 1 2 1
二 法的本性 1 2 1
三 法律与社会 1 2 1
四 自由权 1 2 1
五 平等权 1 2 1
六 环境权 1 2 1
七 国外司法制度 1 2 1

八
我国的基层司法制

度

1 2 1

合计 8 16 8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自编

（二）教学参考书

[1] 魏小军编著，《看电影，学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徐昕，《影像中的司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 张万洪、程骞编著，《缤纷法影:美国电影中的法律》，法律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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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影视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包括电影欣赏，计入实训环节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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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Applied Ethics

学 时 数：32

学 分 数：2

适用专业：校级选修

执 笔 者：余慧珍

编写日期：2018 年 10 月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校级选修课。课程目的和任务在：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现实社

会生活中的重大伦理问题，既作理论的思考和抽象的思辨，又作深入的探讨和实证的分析。

通过学科交叉渗透，介绍并分析有关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以提高学生的分析、研究和处理、

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初步了解应用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方法与主题；熟悉各种道德理论和伦理传统在一个或

若干具体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应用；培养对各种道德两难问题的敏感性，并提高进行道德推理、

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理解中国和世界目前面临的各种现实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些问

题的紧迫性、艰巨性。

三、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专题一 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概述（10 学时）

第一节 伦理学基本理论概述

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特点

二、道德规范

三、道德原则

四、中西伦理思想比较图略

（一）德性论伦理学

（二）规范伦理学

第二节 应用伦理学概述

一、应用伦理学的缘起和兴盛

（一）缘起（二）兴盛

二、应用伦理学的一般界定

三、应用伦理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应用什么？ 应用于什么？ 如何应用？

（一）基本原则

（二）应用领域

（三）方法论

重点：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范围

难点：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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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中国传统道德遗产中的应用伦理——孝（8 学时）

一、问题的缘起

（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流失的忧思

（二）“香蕉人”式的“当局者迷”身份

二、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

1、养亲

2、敬亲

3、安亲

4、卒亲

三、孝与不孝，这是个问题

（一）五四时期对“孝”的批判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面否定孝道

（三）当代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不必“行孝”

（四）90年代以来“孝”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四、传统孝道的传承、弘扬与超越

五、老龄化国情教育

重点：老龄化国情教育

难点：传统孝道的传承、弘扬与超越

专题三：爱情与婚姻伦理（6 学时）

一、爱情与伦理

（一）爱情的含义，特点和属性

（二）大学生的恋爱

1、爱情的地位和作用

2、大学生择偶标准

（三）大学生的恋爱伦理

1、我们应该怎样去爱？

2、爱情中的非理性观念

3、失恋的心理调适

二、婚姻与伦理

（一）婚姻的本质、功能

（二）婚姻伦理

重点：爱情的含义，特点和属性

难点：大学生的恋爱伦理

专题四 社会工作伦理（4学时）

一、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者

（一）社会工作

（二）社会工作者

二、社会工作的六大专业价值观

1、接纳

2、尊重

3、个别化

4、自决权和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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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密

6、不批判

重点：社会工作的六大专业价值观

难点：社会工作的六大专业价值观

专题五：生命伦理学（4学时）

一、安乐死与伦理

（一）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二、生命权利与生命伦理

（一）生育权与生命伦理

（二）知情权与生命伦理

（三）器官权与生命伦理

（四）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责任

重点：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难点：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四、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本课程包括课堂讨论、作业、考试等环节。采取知识传授与思想启迪相结合；理论阐释

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课堂讨论相结合。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课堂

互动。课堂讨论应提前作好准备、阅读指定书目、写出讨论提纲。作业以撰写小论文（1-2
篇）为主。考试形式开闭卷相结合，分析思考为主，达到加深对所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全面

掌握所学内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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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一
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

概述

8 2 10 1

专题二
中国传统道德遗产中

的应用伦理——孝

6 2 8

专题三
爱情与婚姻伦理 5 1 6

专题四 社会工作伦理 3 1 4 1

专题五 生命伦理学 4 4

合计 26 6 32 2

六、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无

七、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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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风等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

[2] 吴国盛主编．《社会转型中的应用伦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年版。

[3] 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4] 宋惠昌主编．《应用伦理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5] 廖申白等主编．《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7 年版。

[6] 陈瑛等主编．《应用伦理学的发轫》.北京:中国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版。

[7] [美] J.P.蒂洛．《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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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大纲

（Securty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执 笔 者：刘红梅

审 核 人：孙得将

编写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金融学（含投资学方向）

开课单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金融学系

课程类型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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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基础会计学、统计学、金融学

后续课程 证券业务模拟、金融工程学、风险投资学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密切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阐述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并提供运用专业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现实的证券投资问题、开拓分析问题的思路，

提供解决问题的原则与方法。首先介绍了证券与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包括证券投资工具

和证券市场。其次，分别对证券的内在价格进行了研究。再次，基于对股票价格决定的过

程，分别对股票的基础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因素、行业因素和公司因素进行基本分析。第

四，讨论股票投资技术分析的各种方法，包括图形与技术指标等，以及各种技术分析理论

的简单介绍。最后，介绍现代投资理论，内容主要包括投资收益与风险，最佳投资组合选

择，资本市场理论及投资组合评价与修正等。

本课程是金融学（含投资学方向）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可供经、文、理、工其它专

业有兴趣的学生选修。

本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是为学生将来从事证券投资打好理论基础和提供基本的实战技

巧训练，指导学生模拟炒股，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掌握正确的投资方法，减

少证券投资风险，获得较为全面的证券投资决策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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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略）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通过考核，让学生认真了解和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和发展过程，认清证券投资的现

象与本质；准确理解和把握证券市场的一般规律；熟悉掌握各种证券投资工具的性质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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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掌握证券投资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法，熟悉证券投资的相关法规；能够利用所学的知识

进行模拟炒股等，进而提高证券投资的实战能力。

（二）考核方式

可灵活采用开卷、开闭卷、闭卷、模拟炒股大赛或写论文等各种形式，具体由任课教师

视实际情况决定。

（三）成绩评定

最后成绩一般是以期末考试分数为主，再视平时学习情况和训练情况适当加分。一般是

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含期中测试、作业、实验等成绩）占 30%，本课程属于“考试”

科目，成绩及格者获 3 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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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

通过学习准确把握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和现代金融的含义及判断标准，全面理解现代

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把握资本市场在现代金融发展中的地位。

第 1章 证券投资工具

第 1 节 投资概述

一、什么是投资

二、风险和风险偏好

第 2 节 债券

一、债券的概念

二、债券的基本要素

三、债券的特征

四、债券的分类

五、债券的收益率计算

六、债券筹资的特点

第 3 节 股票

一、股票的概念

二、股票的特征

三、股票分类

四、股票的内在价值

第 4 节 证券投资基金

一、证券投资基金概述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

四、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和托管

第 5 节 金融衍生工具

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参与者

重点：各种证券的特点及优缺点

难点：金融衍生工具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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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衍生工具

第 6 节 另类投资工具

一、另类投资概述

二、另类投资的特点

三、另类投资工具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风险的概念，掌握债券的基本概念、分类

和收益率的计算，掌握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及区别，掌握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本分类、概念和区别，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类型、金融功能和缺陷。

第 2章 证券市场

第 1 节 证券市场概述

一、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证券市场

二、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

第 2 节 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

一、证券市场的围观主体

二、证券交易场所

三、证券投资过程

四、证券市场价格指数

第 3 节 证券市场监管

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与监管内容

二、金融危机与证券市场监管改革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和分类；熟悉证券市

场的发展历程；了解证券市场的微观主体，熟悉证券投资过程，熟悉主要的证券市场价格

指数；了解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监管内容以及近年来的证券市场监管改革。

第 3章 证券投资基本分析

第 1 节 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宏观经济因素

二、经济周期波动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证券市场

第 2 节 证券投资的产业分析

一、产业的基本特征分析

二、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三、产业结构分析

第 3 节 公司财务分析

一、比率分析

二、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分析

第 4 节 公司价值分析

重点：证券市场的功能和分类、证券投资过程、证券市场价格指数

难点：证券市场价格指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重点：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宏观经济因素、产业生命周期分析、产业结构分析、公司财

务分析、公司价值分析

难点：绝对估值法、相对估值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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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分析

二、绝对估值法

三、相对估值法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及证

券市场表现，了解产业的竞争结构特征并可运用波特的五力模型进行产业的竞争结构分

析；熟悉宏观经济分析、产业分析的基本框架；掌握公司基本分析的方法、财务分析的方

法、估值法；能够独立完成简要的案例分析。

第 4章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

第 1 节 技术分析的概述

一、技术分析的定义和作用

二、技术分析得理论基础——三大假设

三、市场行为的四个要素：价、量、时、空

四、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和局限性

五、与技术分析有关的几个理论

第 2 节 技术分析得主要理论和方法

一、道氏理论

二、K线理论

三、支撑压力理论

四、形态理论

五、波浪理论

六、技术指标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技术分析方法的种类，熟悉技术分析的三

个假设，掌握技术分析的主要方法。

第 5章 证券投资量化分析

第 1 节 量化投资的基本概念

一、CAPM 回顾

二、基准组合

三、积极收益与积极风险

四、残余收益与残余风险

五、残余收益与积极收益的关系

第 2 节 信息比率的定义

一、后验信息比率

二、前瞻信息比率

第 3 节 信息比率的应用

一、残余边界

重点：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技术分析的主要方法

难点：各种形态的识别与应用、各种技术分析方法的应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重点：残余收益与残余风险、信息比率的定义、信息比率的应用、α的预测与前瞻信息

比率

难点：信息比率的定义、信息比率的应用、α的预测与前瞻信息比率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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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投资的目标——增加值最大化

三、最优化

第 4 节 信息比率与其他比率的比较

一、信息比率和 t 统计量

二、β=0 时的信息比率

第 5 节 α的预测与前瞻信息比率

一、α预测的经验法则

二、经验法则的应用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深入理解信息比率的定义，能够从历史数据中

计算后经验信息比率，掌握如何应用信息比率使价值增加值最大化，对残余收益的经验预

测公式、评分的量化以及前瞻信息比率和投资头寸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第 6章 证券组合管理

第 1 节 证券组合管理概述

一、证券组合管理及其必要性

二、证券投资的风险

三、证券组合的基本类型

四、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

五、现代组合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 2 节 马科维茨选择资产组合的方法

一、理性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和决策方法

二、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特征

三、资产组合的收益和方差

四、确定最小方差资产组合集合的方法

五、单一指数模型——一种简化的构建组合的方法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的含义及其重要性，熟悉证

券组合收益和风险的内涵，掌握马科维茨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的原理及其运用，掌握夏普单

一指数模型的内涵及其运用。

第 7章 风险资产的定价与证券组合管理的应用

第 1 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内涵

二、传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三、CAPM 的几种发展形式

第 2 节 套利定价理论

一、APT 的研究思路

二、因素模型和套利组合

重点：证券组合收益和风险的内涵、马科维茨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夏普单一指数模型

难点：资产组合的收益和方差、夏普单一指数模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重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理论和二叉树

期权定价理论

难点：套利定价模型、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理论、二叉树期权定价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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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利定价模型

四、套利定价理论的应用

第 3 节 期权定价理论

一、期权价格的经济内涵

二、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

三、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四、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应用

五、资产定价理论发展概要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经济内涵及其运用，

掌握套利定价模型的原理及其运用，掌握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理论和二叉树期权

定价理论的原理及其运用。

第 8章 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价模型

第 1 节 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价概述

第 2 节 单因素投资组合业绩评价模型

一、评估视角中的投资组合业绩测度

二、确定适当的投资基准

三、夏普指数评估模型

四、特雷诺指数评估模型

五、詹森指数评估模型

六、特雷诺——布莱克评估模型

七、各种不同业绩评估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M
2
测度指标

九、M
3
测度指标

第 3 节 多因素整体业绩评估模型

第 4 节 时机选择与证券选择能力评估模型

一、时机选择模型概述

二、把握市场时机能力评价

三、法马业绩分解评价

四、费尔森和斯卡特的条件模型

第 5 节 进一步的研究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并熟悉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价的内涵及其

运用，掌握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估的单因素模型的内涵及其运用，了解投资组合管理多因

素整体业绩评价模型。

第 9章 债券组合管理

第 1 节 债券定价理论

重点：夏普指数评估模型、特雷诺指数评估模型、詹森指数评估模型、各种不同业绩评

估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难点：评估视角中的投资组合业绩测度、M2测度指标、M3测度指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重点：债券的价格、利率期限结构、债券的久期与凸度

难点：利率期限结构、债券的久期与凸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分析法，借助于多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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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的价格

二、利率期限结构

三、债券的久期与凸度

第 2 节 可转换债券定价理论

一、可转换债券概述

二、可转换债券的定价

具体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可转换债券的概况及其定价，熟悉债券的

价格，掌握利率期限结构、债券价格风险的久期与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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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
金融的含义、与传统金融的区

别
1 1

第1章 证券投资工具 4 2 6

第2章 证券市场 4 1 5

第3章 证券投资基本分析 4 2 6

第4章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 4 2 6

第5章 证券投资量化分析 4 4

第6章 证券组合管理 4 1 5

第7章
风险资产的定价与证券组合管

理的应用
4 1 5

第8章 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价模型 4 4

第9章 债券组合管理 4 4

外出参观或请证券界人士讲座 2 2

合计 37 2 9 4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吴晓求.证券投资学（第四版）（精编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4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延喜等.证券投资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月.

[2] 何孝星.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 月.

[3] 胡海鸥等．证券投资分析（第 3 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 月.

[4]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年 6 月.

[5] 宫少林.衍生金融工具：理论与务实.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 9月.
[6]（美）杰克·伯恩斯坦著,马龙龙译.期货市场运作.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7]（英）保罗•罗斯著,周炜译.外汇市场与期货市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 9 月.

[8]（加）约翰•赫尔著，王勇，索吾林译.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第 8版）.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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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习题或作业的内容和要求等由任课教师视实际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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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创新素养提升》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者：张秀芳、陈海云

审 核 人：张秀芳

编写日期：2018 年 12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通用

开课单位

课程类型 通识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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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要求

后续课程 无要求

二、课程简述

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专利法最早于 17 世纪在英国发布，在 18、19 世纪世界大多数工业国

家都颁布了本国专利法，专利的制度的实施，有效的保护了人们的思想劳动成果，推动了科

学的创新和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进行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加深及

科技的进步，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对专利的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因此，掌握

专利相关知识，对企业的生产活动中的相关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管理，是现代企业和广大技术

人员的必备技能。

专利制度经过多个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渐成熟和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规章

制度。本课程着重从实践出发，讲解我国专利制度的形成发展历程，重点从实例出发，讲解

专利申请的要求，专利授权的基本条件，专利保护的相关内容。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掌握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的实质要求和内容，掌握专利授权条件中的新颖性、创

造性、实用性判断准则，掌握专利侵权的判断原则，从而能够在工作实践中及时将自己的思

想成果转换成专利以进行保护，同时避免侵犯他人的专利成果。同时掌握国家标准《GB/T
29490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中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要求。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掌握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基本要求、专利保护及侵权判断的基础知识，掌握国家标准

GB/T 29490 中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要求。

（二）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提交与课程知识相关的论文。

（三）成绩评定

课程总评成绩 100 分。平时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 30%；论文成绩 100 分，

占总评成绩的 70%。总评成绩=课程论文成绩×0.7+平时成绩×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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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 1章 专利相关法律

重点：理解世界范围内专利合约以及我国专利相关法律制度

难点：我国《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内容的理解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案例分析。

一、世界范围内专利制度简介

1. 世界主要专利合约

2. 我国主要参与的专利合约

二、我国专利相关法律制度

1. 专利法

2. 专利法实施细则

3. 审查指南

第 2章 专利类型

重点：掌握专利的类型，理解各种类型之间的区别及适用范围

难点：各种专利类型的适用范围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不同类型的案例分析。

一、专利类型

1. 发明专利

2. 实用新型专利

3. 外观专利

二、各种类型之间的区别及适用范围

第 3章 专利申请

重点：了解专利的申请流程、复审流程、无效流程，了解专利申请文件的组成，理解掌握专

利申请文件的作用

难点：专利申请文件之间关系的理解及法律含义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问题的案例分析。

一、专利申请流程

二、专利复审流程

三、专利无效流程

四、申请文件的组成

五、各部分申请文件的作用及法律意义

1.权利要求书

2.说明书

3.摘要

4.附图

第 4章 专利授权的基本要求

重点：了解哪些对象不能授予专利权，掌握可授权专利的基本要求

难点：理解并掌握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判断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问题的案例分析。

一、不授予专利权的对象

二、新颖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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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用性要求

四、创造性要求

五、其他要求

1. 充分公开的要求

2. 权利要求书要求

3. 说明书要求

第 5章 专利保护及侵权判断

重点：了解专利权的生效时间，了解不视为专利侵权的行为，理解专利的保护范围，掌握专

利侵权的判断原则

难点：理解专利侵权中的相同侵权与等同侵权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问题的案例分析。

一、专利权的生效时间与保护期限

二、专利的保护范围

三、专利侵权的判断

1. 相同侵权

2. 等同侵权

四、被侵权的法律救济途径

第 6章 其他相关知识产权

重点：了解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内容

难点：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问题的案例分析。

一、商标的保护范围

二、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第 7章 专利实际案例分析

重点：分析市场上典型的专利的侵权案例和专利申请案例

难点：通过实际案例了解专利制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问题的案例分析。

一、典型的专利申请案例

二、典型的专利侵权案例

第 8章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要求

重点：对国家标准 GB/T 29490 的理解

难点：企业实际生产活动过程中如何有效管理知识产权

教学方法与手段：本章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问题的案例分析。

《GB/T 29490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解读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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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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专利相关法律 1 1
2 专利类型 2 2
3 专利申请 2 0.5 4
4 专利授权的基本

要求

2 0.5 4

5 专利保护及侵权

判断

2 1 4

6 其他相关知识产

权相关知识

1 1

7 专利实际案例分

析

1

8 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要求

3

合计 14 1 1 1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教材：

自编

参考文献：

[1] 尹新天主编 中国专利法详解（第 7 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年 9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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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入门与精通》课程教学大纲

（全校任选课）

总学时数：32

授 课：32 学时

学 分：2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本科）

执 笔 者：刘艳伟

编写日期：2019 年 04 月

一、课程设计教学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属于全校任选课性质。目前 PHOTOSHOP 软件广泛应用于图形图象处理领域，本课

程涵盖缺陷修饰、色彩处理、人像美化、特效制作、艺术化处理和各个方面的知识与技巧。

本课程是一门兼技术性和艺术性的课程，侧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艺术审美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对 Photoshop软件的讲授与学习，能够让学生达到熟练操作图像处理作的方法与

灵活运用设计创作的基本要求，从而达到专业学习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市场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本课程总学分为 2学分，总学时为 32学时。

三、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 1 章 色彩模式及其概念

教学要求：

掌握各种主流色彩模式概念，及相互转换方式，适用范畴。

教学内容：

1. RGB 色彩模式

2. 灰度色彩模式

3. 图像通道

4. CMYK 色彩模式

5. 色彩模式的选择

6. 颜色的选取

7. HSB 色彩模式

教学重点：RGB 色彩模式、图像通道、CMYK 色彩模式。

教学难点：图像通道。

第２章 像素、分辨率、点阵及矢量图像

教学要求：

掌握像素的概念，分辨率的概念，点阵及矢量图像的特点与区别。

教学内容：

1. 图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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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阵格式图像

3. 矢量格式图像

4. 图像格式的选择

教学重点：图像尺寸

教学难点：点阵及矢量图像的特点与区别

第３章 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方式

教学要求：

掌握笔刷工具、铅笔工具、擦除工具、控制面板的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1. 界面概览

2. 新建 Photoshop 图像

3. Photoshop 画笔工具的使用

4. Photoshop 笔刷的详细设定

教学重点：掌握笔刷工具、铅笔工具、擦除工具、控制面板的使用方法

教学难点：Photoshop 笔刷的详细设定

第４章 选区

教学要求：

掌握在 photoshop 中创建选区，编辑选区的方法。

教学内容：

1. 建立规则选区

2. 建立任意选区

3. 消除锯齿和羽化

4. 选区的存储及载入

5. 论选区的不透明度

教学重点：建立任意选区

教学难点：选区的存储及载入

第５章 图层

教学要求：

掌握使用图层来合成图像。

教学内容：

1. Photoshop 图层初识

2. 图层的选择

3. 图层层次关系

4. 图层不透明度

5. 图层链接

6. 图层对齐

7. 合并图层

8. 锁定图层

9. 使用图层组

10. 使用图层复合

11. 关于图层面积与可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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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域概览 Illustrator 与 GoLive 图层

教学重点：使用图层组

教学难点：使用图层复合

第６章 色彩调整（一）

教学要求：

掌握色彩调整的知识，曲线命令。

教学内容：

1. 像素亮度

2. 曲线初识

3. 曲线与直方图

4. 论亮度的合并

5. 单独调整通道曲线

6. 自动及黑灰白场

7. 实战调整数码照片

8. 制作网页翻转按钮

教学重点：掌握曲线的使用方法

教学难点：制作网页翻转按钮

第 7章 色彩调整（二）

教学要求：

掌握使用其它色彩调整命令。

教学内容：

1. 色阶

2. 色相/饱和度

3. 色彩平衡

4. 暗调/高光

5. 匹配颜色

6. 替换颜色和色彩范围选取

7. 自动色阶/自动对比度/自动颜色

8. 其他色彩调整

9. 将灰度转为彩色

10. 使用历史记录画笔

11. 使用色彩调整图层

教学重点：色阶、色相/饱和度、色彩平衡、暗调/高光

教学难点：使用色彩调整图层

第 8章 蒙板

教学要求：

掌握蒙版的基本功能 ，蒙版的产生与使用原理，蒙版与图层的关系，蒙版与通道的相

互转换。

教学内容：

1. 蒙版的基本功能

2. 蒙版的产生与使用原理



176

3. 蒙版与图层的关系

4. 蒙版与通道的相互转换

教学重点：掌握蒙版的基本功能 ，蒙版的产生与使用原理

教学难点：蒙版与通道的相互转换

第 9章 其它工具

教学要求：

掌握裁切工具、图章工具、修复笔刷与修补工具、历史笔刷工具、模糊、锐化和涂抺工

具、加深、减淡和海绵工具、文本注释和声音注释工具以及吸管、颜色取样器和度量工具的

使用或应用方法

教学内容：

1、裁切工具

2、图章工具

3、修复笔刷与修补工具

4、历史笔刷工具

5、模糊、锐化和涂抺工具

6、加深、减淡和海绵工具

7、文本注释和声音注释工具

8、吸管、颜色取样器和度量工具

教学重点：掌握裁切工具、图章工具、修复笔刷与修补工具、历史笔刷工具、模糊、锐化和

涂抺工具、加深、减淡和海绵工具、文本注释和声音注释工具以及吸管、颜色取样器和度量

工具的使用或应用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裁切工具、图章工具、修复笔刷与修补工具、历史笔刷工具、模糊、锐化和

涂抺工具、加深、减淡和海绵工具的使用或应用方法

第 10 章 文字工具

教学要求：

使用文字工具进行创作，利用路径和 OpenType 字体。

教学内容：

1. 使用文字工具

2. 使用字符调板

3. 区域文字排版

4. 路径文字排版

5. 使用 OpenType 字体

6. 概览 Illustrator 文字功能

教学重点：区域文字排版

教学难点：使用 OpenType 字体

第 11 章 滤镜

教学要求：

掌握 Extract 滤镜、Liquify 滤镜、Pattern Maker 滤镜、Artistic 滤镜、Blur 滤镜、

Brush Strokes 滤镜、Distort 滤镜、Noise 滤镜、Pixelate 滤镜、的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1. 滤镜基本知识

2. Extract 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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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quify 滤镜

4. Pattern Maker 滤镜

5. Artistic 滤镜

6. Blur 滤镜

7. Brush Strokes 滤镜

8. Distort 滤镜

教学重点：掌握 Extract 滤镜、Liquify 滤镜、Pattern Maker 滤镜、Artistic 滤镜、Blur

滤镜、Brush Strokes 滤镜、Distort 滤镜的使用方法

教学难点：Extract 滤镜、Liquify 滤镜、Pattern Maker 滤镜的使用方法

第 12 章 路径

教学要求：

初步了解路径的功能特点，掌握学习路径控制面板的组成，学习路径编辑的基本工具

教学内容：

1. 钢笔路径工具

2. 磁性钢笔路径工具

3. 自由路径工具

4. 学习路径的选择与调整

5. 路径的填充与描边

6. 路径的打开与封闭

7. 路径与选区之间的转换方法

教学重点：学习路径的选择与调整、路径的填充与描边

教学难点：路径与选区之间的转换方法

四、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该课程应本着理论基础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系统全面的讲解基础知识与着重

释义章节知识重点内容，将理论穿插于实际范例之中，避免理论与实际应用相脱节，着重强

化知识到灵活运用。

成绩考核按平时成绩（30%）、考试成绩（70%）计。

考试采取电子作业考核方式。

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讲授

第一章 色彩模式及其概念 2

第二章 像素、分辨率、点阵及矢量图像 2

第三章 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方式 4

第四章 选区 4

第五章 图层 4

第六章 色彩调整（一） 2

第七章 色彩调整（二） 2

第八章 蒙版 2

第九章 其他工具 4

第十章 文字工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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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滤镜 2

第十二章 路径 2

考试或机动 0

合计 32

六、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人类的生存环境数字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其影响的范围广泛的，如：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图像处理与制

作的基本技巧，同时能让学生通过运用其所学知识与制作技巧迅速快捷的完成其他专业课程

的创意制作任务。

七、参考书

1、Katrin Eismann，《Photoshop 设计师圣经高级蒙版与图像合成技法》

2、关文涛，《选择的艺术》，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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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与健康保健》教学大纲

（全校任选课）

总学时数：32

授 课：32 学时

学 分：2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本科）

执 笔 者：李新

编写日期：2019 年 04 月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属人文素质选修课。

课程的主要任务：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一些日常生活中美容美体的方法，皮肤结构、

功能与美容的关系，对医学美容（整形）有初步的了解；认识各年龄阶段的健康保健常识，

基本掌握生殖保健、节育保健的知识。

二、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生活美容与医学美容

了解什么是美，日常生活美容的程序与方法，学会认识肤质、发质。

了解医学美容的现状，正确认识医学美容，同时能帮助自己或引导他人理性消费。

掌握皮肤护理、头发护理与美容的方法。

2．生育年龄期的保健

了解青春期保健，生育期保健，老年保健。

掌握生殖保健：孕期保健、产后保健、哺乳期保健，药物避孕，工具避孕，避孕方法的

选择，节制生育与绝育，人工终止妊娠。

掌握性传播疾病的一般预防知识。

三、能力培养要求

1．根据个人形象特征，具有设计不同场合着装的能力。

2．根据肤质、发质的条件，具有选择清洁、护肤、美发产品的能力。

3．理性认识医学美容（整形），自身具备帮助自己及引导他人理性消费的能力。

4．对生殖年龄段的健康具有初步的保健常识。

5．基本具有生殖保健、节育保健（选择避孕措施）的能力。

6．正确认识节育对生殖保健的意义。

7．具有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意识。

四、习题与作业

1．个人毕业见工的形象设计方案；

2．结合本人肤质，选择基本的清洁、护肤用品。

3．生殖年龄不同时期的避孕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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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时分配

序号 内容 学时

1 生活美容 16
2 医学美容 4
3 生殖保健 6
4 节育保健 4
5 考试 2

合计 32

六、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属素质选修课，提高美的意识，和皮肤病学、急救、心理学、妇产科学都有一

定的联系，但属于一般人群普及型基础知识。

七、参考书

1、何黎，《实用美容皮肤科学》

2、谢幸，《妇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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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教学大纲

（全校任选课）

总学时数：32

授 课：32 学时

学 分：2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本科）

执 笔 者：廖异平

编写日期：2019 年 04 月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营养与健康是全校任选课。

课程的主要任务：通过系统介绍营养学的基本知识，强调营养与健康、疾病的关系，倡

导平衡膳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牢固树立营养与健康的

正确理念，使学生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了解防病治病的实用方法。

二、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营养学基础知识

掌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七大类营养物质对

人体健康的作用。各种营养物质的膳食来源及食品加工保存的注意事项等。

2．营养与疾病

掌握营养与疾病的关系，常见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恶性肿

瘤等）的饮食营养预防与治疗。

3．营养缺乏病的防治

掌握营养缺乏病的概念，以及如何通过营养学知识预防该病的发生和患病后的治疗。

4．走出亚健康

掌握亚健康的概念，认识亚健康的危害，以及通过营养学知识如何从亚健康走向健康。

5．食补与食疗

掌握平衡膳食指南，平衡膳食金字塔的概念。食补与食疗的基本原则。

6．饮食营养与延年益寿

掌握衰老的基本特点，预防衰老的基本要诀，具有抗衰老作用的食物，长寿老人的膳食

特点。

7．饮食与美容、健脑益智

掌握饮食与美容、健脑益智的关系，常见美容食物，具有健脑益智的常见食物。

8．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的营养防治

掌握中老年常见慢性疾病的特点及营养缺乏与这些疾病的关系，营养防治在疾病预防治

疗中的特殊意义。

9．儿童营养

掌握儿童营养的需求特点及在发育与疾病防治的意义。

10．现代社会 10大死亡原因

了解现代社会 10大死亡原因及与营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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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年人及妇女营养

掌握老年人及妇女的营养特点

三、能力培养要求

具有营养学的基本知识，能通过平衡膳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治疗与营养关系密切

相关的疾病。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本课程考核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以出勤率计，100分。抽

查 10次，每次 10分。旷课 1次扣 10分。期末考核，按 100分制进行评分。总成绩 100分，

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核占 70%。

五、学时分配

序号 内容 学时

1 营养学基础知识 8
2 营养与疾病 6
3 营养缺乏病的防治 2
4 走出亚健康 2
5 食补与食疗 2
6 饮食营养与延年益寿 2
7 饮食与美容、健脑益智 2
8 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的营养防治 2
9 儿童营养 2
10 现代社会 10大死亡原因 2
11 老年人及妇女营养 2

合计 32

六、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学习本课程应具备基本的生理学知识。通过学习课程，可强化医学营养学知识，为其他

医学健康课程的学习打下一定基础

七、参考书

1、张爱珍，《医学营养学(第 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帕特里克 霍尔福德，《营养圣经》，北京出版社

https://baike.so.com/doc/5290107-5524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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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语》课程教学大纲

COLLEGE JAPANESE

执 笔 者：李 锋

审 核 人：邹一戈

编写日期：2019 年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非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开课单位 外语系

课程类型 通识课

课程性质 校级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2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192 ，其中：实验（实训）18 学时 ；课外 0 学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大学日语》课程是我校非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基础阶段（高考外语语种为日语的学

生）的公共基础课，在第二、三、四个学期开设。本课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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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包括对日语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

识以及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还有日本的社会文化知识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学生达到以下目标：一是领会和掌握日语单词 4000 个，并具有按照基本构词法识别生词的

能力；二是掌握基本的语法知识，理解常见的语法现象，并具有在文章水平上运用语法知识

的能力；三是掌握基本的阅读技能，能够顺利地阅读并正确理解一般题材、中等语言难度的

文章；四是能听懂日语讲课，对题材熟悉、基本上无生词、语速为每分钟 150—180 的听力

材料，一次可以大致听懂，理解的准确率不低于 60%；五是能按规定的题目和提示，在半个

小时内写出 200—250 字的短文，内容连贯，文体统一，无重大语法错误，词语错误较少，

表意基本清楚；六是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会话，能就教材内容进行问答和复述；七是能够借

助工具书将课文难度相仿的文章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与此同时，对日本文化有

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通过对多种语言、文

化对比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提高文化素养和培养复合型素质人才并服务于地方经

济建设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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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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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由于学生来自不用院系和专业，无法一一列出，本大纲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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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性，有助于学生掌握

不同的语言规律以及外语习得的基本理论，从而有助于学生能在字典等工具帮助下获取所学

专业需要的国外信息和前沿技术；通过语言对比和翻译实践，让学生具有良好的口语和书面

语表达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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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了解学生对所学的词汇、语法、听说、翻译等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的学习状况在大学日语学习中的成绩和不足，通过听、说、读、写、译的全面考核为教学提

供反馈信息。

（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成绩的评定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50%，总评分数 60 及以上为通过考核。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体言

重点：（１）进一步认识词的分类以及掌握日语的构词方法。（２）名词谓语句的时态形式。

难点：（１）汉日同形词引起的望文生义现象和多义词、近义词、汉日非对应词的掌握。

（２）“时”在一般语言中是动词特有的语法范畴，而日语中名词判断句也有“时”的形式。

主要是理解状态发生在何时的语法范畴。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 形式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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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掌握 1 门外语，具备计算机

及信息技术应用、数据库应用、文献检

索等工具性知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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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语言文字能力：讲流利的普

通话，熟练地运用现代汉语写作各种文

体；能够较熟练阅读古典文献，写作简

单的文言文；借助字典阅读外语文学作

品和专业文献，熟练地运用外语表达个

人观点、进行有效交流并写作一般性常

用文体，外语水平应高于全校平均水准。

0.2

课程达成度要求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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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代词

第三节 数词

第二章 指示词

重点：接续所指物时的形式

难点：对话中的语境指示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 对话中的语境指示

第二节 文章中的语境指示

第三节 接续所指物时的形式

第四节 所指物随后出现的场合

第三章 用言

第一节 授受动词的活用及其用法

第二节 动词的体、时、态的活用及其用法

第三节 形容词的活用及活用形的用法

第四节 形容动词的活用及活用形的用法

第四章 助词

第一节 格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第二节 接续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第三节 并列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第四节 提示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第五节 副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第六节 语气助词的用法和功能

第五章 助动词

第一节 助动词的性质、特点

第二节 助动词的分类及用法

一、被动助动词“れる”、“られる”

重点：（1）动词分类、变化、时态形式等。（2）理解动词在运动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局

面）的语法范畴即所谓的“体”。（3）使役被动态。

难点：（1）施惠和受益的含义关系；（2）被动语态的受害意识；（3）尊敬使役和谦让

使役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重点：复合助词、并列助词等的区别使用

难点：にして和にて、にわたって和にかけて、なしに和なしで等的区别使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重点：使役助动词的接续及其用法

难点：（1）样态助动词、推测助动词和传闻助动词的区别；（2）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心态

下的语言意识；（3）人际关系中内外有别的语言意识，表面言词与本意的表达；（4）基

本的寒暄方式和使用规则；口语中答腔的习惯和基本方式；（5）推测、委婉表达以及拒

绝表达等。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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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役助动词“せる”、“させる”

第三节 表示各种陈述方式的助动词

一、推测助动词“らしい”、“ ようだ”

二、样态助动词“そうだ”

三、比喻助动词“ようだ”、“みたいだ”

四、传闻助动词“そうだ”

第六章 接续词·连体词·表现形式

第一节 接续词

一、接续词的特点

二、接续词的用法和意义

第二节 连体词

一、连体词的特点

二、连体词的用法和意义

第三节 副词

一、副词的特点

二、副词的用法和意义

第七章 待遇表达方式

第一节 形式上的待遇表达方式

一、正面待遇表达方式

二、负面待遇表达方式

第二节 应用上的待遇方略

第三节 素材待遇

第四节 对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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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言 10 2 12 4

二 指示词 10 1 1 4 16 5

三 用 言 30 4 2 10 46 10

四 助 词 25 5 1 8 39 8

重点：（1）起承转结等发话意图。（2）使用副词表达心情、事实关系、客观叙述等。

难点：（1）だから和それで、すると和それなら、なぜなら和というのは、しかし和それ

なのに等的区别使用。（2）副词学习不只是靠阅读理解或背诵译成汉语的对应词，需要理

解和反复使用。委婉、模糊、间接、迂回的副词·副词性表现形式，使会话顺利进行、为会

话增色。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重点：正面待遇表达方式以及负面待遇表达方式。

难点：实际应用中的待遇方略。

教学方法与手段：交际法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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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助动词 15 3 1 8 27 4

六 接续词·连体词·副词

表现形式
15 3 2 6 26 8

七 敬语 15 2 1 8 26 6

合计 120 18 8 46 192 45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1] 日本 3A 出版社编著.みんなの日本語中級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年.

[2] 日本 3A 出版社编著. みんなの日本語中級 2.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年.

（二）教学参考书

[1] 松钢弘著. 初级日语语法精解.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年.

[2] 白川博之著.中高级日语语法精解.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年.

[3] 顾明耀主编.标准日语语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二版.

[4] 友松悦子等著. 新版日语句型地道表达 200 例(初中级).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4 年.

[5]友松悦子等著. 新版日语句型地道表达 500 例(中上级).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6 年.

八、其他说明

本课程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语言技能、常用口语表达以及社会文化知识等，基于

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需要按照教材顺序以及语言习得的规律贯穿于三个学期的日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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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演奏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Base Of Guitar Playing

学 时 数：32

学 分 数：2

适用专业：全校学生

执 笔 者：刘星

编写日期：2016 年 10 月

一、课程性质、目的和任务

《吉他演奏基础》是学习吉他演奏规律及其表演的一门技能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

基本的吉他音乐发展史与演奏技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吉他

即兴伴奏、数字音频基础中的计算机音乐制作、歌曲作法等有关课程打下基础。同时该门课

程着眼于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性，并拓展学生的智慧与创造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吉他音乐的发展历史与风格类型。通过吉他音乐欣赏环节来提高相

关领域的基础认知能力。

（二）基本掌握吉他演奏的常规方法和学习方法方式流程。

（三）通过学习使得学生具有基本的吉他表演能力和创作作品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理论课教学内容（6 学时）

第一章 吉他音乐的概述

一、吉他的总类与发展简介

（一）吉他的起源及发展历史

（二）西班牙吉他的发展概述（古典吉他）

（三）各类电吉他的发展概述（现代电声吉他与夏威夷吉他）

重点：了解吉他音乐史

难点：吉他音乐风格的判断与鉴定。

第二章 吉他音乐的技术与相关理论

一、简易乐理

（一）初识吉他六线谱

（二）旋律与节奏

重点：掌握吉他音乐相关的简易乐理知识

难点：符点音符与休止符的运用

第三章 古典弹奏法

一、吉他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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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他的保养与调整

三、调弦法

四、持琴姿势

五、右手拨弦法与左手按弦法

（一）弹弦姿势与位置

（二）按弦的要领

（三）双手配合演奏要领

重点：掌握正确的演奏姿势

难点：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的配合奏法

技术与实践课部分（26 学时）

第一章 吉他的基本演奏技巧

一、 基本姿势、演奏方法：空弦练习、各弦单独练习

二、 双手配合乐曲练习：小星星——参照《西班牙吉他教程》。

重点：在初步接触吉他时掌握吉他演奏的正确方法与技巧

难点：双手配合演奏练习曲时出现的指法混乱

第二章 吉他的基础练习曲

一、 欢乐颂

二、 小蜜蜂

三、 红河谷

四、 桑塔.露琪亚

五、 雪绒花

重点：通过基础的练习曲训练学生的指法灵活度，培养学生的执琴手感

难点：分解和弦的应用

第三章 吉他演奏提高篇

一、 卡尔卡西 C大调圆舞曲

二、 加洛普舞曲（G大调练习曲）

三、 卡尔卡西 D大调小快板

四、 卡尔卡西 A大调圆舞曲、进行曲

五、 把位练习曲（卡尔卡西行板）

六、 卡尔卡西 E大调回旋曲

七、 卡尔卡西 F大调圆舞曲、进行曲

八、 绿袖子（E小调练习曲 ）或雨滴

九、 乐曲练习：月亮代表我的心

十、 乐曲练习：爱的罗曼斯

重点：在熟练演奏的同时提升学生的乐感

难点：节奏感的正确运用

第四章 吉他演奏拓展篇

一、 音乐欣赏 美国乡村歌曲《故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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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布鲁斯的音乐结构与创作形式

三、 吉他弹唱音乐创作中的套路应用

四、 创作练习

重点：针对此阶段学生的进度给予不同难度的和弦套路进行创作

难点：节奏是音乐的灵魂，易快是通病，此阶段强化学生的节奏感依然是难点

四、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理解和掌握与吉他演奏有关的基本理论知识

（二）考核与评价应重点考核学生对吉他弹奏基本技能的掌握，关注学生良好的品德和素质

养成等。

（三）通过实践来掌握课堂所学习的理论知识，通过简化理论重实践的应用型教学形式提升

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创作力。

（四）考核与评价的主体应多元化，教学过程中将采用教师评价与学生互评、学生自评相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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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吉他音乐的概述 2 2

二 吉他音乐的技术与相关理论 2 2

三 古典弹奏法 1 1 2

实践部分

一 吉他的基本演奏技巧 2 4 6

二 吉他的基础练习曲 2 6 8

三 吉他演奏提高篇 2 6 8

四 吉他演奏拓展篇 2 2 4

合计 13 19 32

六、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掌握本课程学习的相关创作内容将有助于数字音频基础与数字音频技术课程中的 midi

制作创作环节，有助于学生提升其多媒体作品质量的一门选修课程。

七、实验内容与学时分配

无

八、教材及参考书

（一）教材：

闵元褆，西班牙吉他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 年 9 月 1日

（二）主要参考书目

卡尔卡西，卡尔卡西古典吉他教程，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年 1 月

http://baike.baidu.com/view/4947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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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考试与成绩评定

（1）考核形式：考核采用技评的方式进行。

（2）考核内容、方法及评分标准：

教师根据学生演奏技巧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给予技术评定。根据演奏的正确性、艺术性结

合理论知识进行综合测评。

（3）成绩计算：按照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选修课程考核标准计算

十、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 课次 教学内容 备注

1 1
理论课：1、吉他的起源及发展历史

2、西班牙吉他的发展概述

3、各类电吉他的发展概述。

2 1

1、西班牙吉他简介

2、简易乐理

3、谱表与谱号

4、音名、唱名及乐谱上的音高位置

5、音程

6、音符与休止符

7、增长时值的记号

8、节拍、拍子与小节

9、节奏划分的特殊类型

10、临时变化音记号与调号

11、调式、调和调号

12、反复、终止、自由延长时值、移八压记号

13、唱名法与各调调号的记法

3 1

1、六线谱。

2、和声基础知识

3、音阶

4、音程

5、三和弦

6、七和弦

7、原位和弦、转位和弦与和弦音的重复、省略及等和弦

8、调性的关系

4 1

1、吉他的构造

2、吉他的保养与调整

3、调弦法

4、吉他各品位上的音高

5、持琴姿势

6、右手拨弦法

5 1

1、左、右手配合练习练习一

2、空弦练习各弦单独练习练习二

3、各弦的移动练习练习三

4、拇指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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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弦的练习

6 1

1、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的交替弹奏练习

2、左手按弦练习(不包括右手拨弦的预备练习)
1．双手配合练习

3、乐曲练习

4、欢乐颂贝多芬曲

7 1

基础音阶及单音旋律的练习

1．基础音阶练习

2．单音旋律练习

小星星法国歌曲

8 1

练习七

基础音阶及单音旋律的练习一

1．第一把位音阶练习

2．半音阶练习

3．单音旋律练习

乐曲一红河谷

9 1
练习二

1．桑塔.露琪亚

2．雪绒花

10 1 吉他演奏基础之卡尔卡西练习曲（一）

11 1 吉他演奏基础之卡尔卡西练习曲（二）

12 1
吉他演奏基础之卡尔卡西练习曲（三）

乐曲练习：绿袖子

13 1
吉他演奏基础之卡尔卡西练习曲（四）

乐曲练习：月亮代表我的心

14 1
吉他演奏基础之卡尔卡西练习曲（五）

乐曲练习：爱的罗曼斯

15 1 应用其他教学法中的和弦套路

16 1 应用其他教学法中的乐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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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日语》课程教学大纲

学时数：32

学分数：2

课程类别：公选课

适用专业：全校各专业

执笔者：满喆 讲师）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4 年 5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校公共选修课。

本课程将帮助学习者掌握日语的标准语音语调，熟悉一般交际情景下的日语常用句型，

了解日语表达上的习惯，帮助日语学习者提高日常会话水平，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习者将掌握包括日常问候、与人相识、交往、问路、美食、购物、

告辞等 52 组场景对话中的日常用语的基本句型和地道的表达方法，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

一般的交流，拥有最基本的日语日常会话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技巧和正确的礼仪。

本课程将采用教师讲授与情景教学并重的教学方法，将丰富大量的影音视频资料导入学

习过程，使学习者置身于鲜活生动的语言环境之中；注重听和说的训练，提供练习机会，提

高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为非日本语专业的大学本科生为教学对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本课程在讲授

基础语音、简单句型、基本语法等入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针对性训练和测试，着重提

高学生的日语“听”及“说”的能力，增强对所学知识的具体运用能力，为学生今后真正能

够将日语用于实践夯实基础。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能在一般的社交场合运用日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2.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口头交际习惯：清晰、准确、达意；

3.掌握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技巧和正确的礼仪；

4.培养学生用地道、正确的日语表达思想的能力。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手段：使用计算机进行多媒体教学。

教学方法：讲授法、练习法和自主学习法。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口语考试

（三）成绩评定

成绩的评定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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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总评分数 60 及以上为通过考核。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1.五十音图的正确发音和书写；

2.浊音、半浊音、长音、拗音、拗长音、促音、拨音的正确发音及书写；

3.日语的音拍、声调与语调；

4.语法：名词、代词、数词、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的用法；

5.助词：は、が、に、で、を、と、から、まで等；

6.句型：～から～まで～かかる；～に～が～ある・いる等；

7.一般判断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8.存在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9.动词谓语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10.形容词及名词谓语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本课程将采用教师讲授与情景教学并重的教学方法，将丰富大量的影音视频资料导入

学习过程，提高教学效果。提高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2、注重听和说的训练，提供练习机会，通过相关的情景模拟会话提高学生开口能力。

3、注意跨文化因素，重视学生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和掌握，消除理解障碍。

4、以教材为主，适当增加其它题材，尽量扩大选材范围，使学生获得的信息具有时代

性、多样性，拓宽知识面。

5、会话过程即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过程，在熟练掌握该语言的运用技巧的同时，了解国

际交流中的忌讳与惯例。

6、注意日语的社会文化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强调学生在学习日本语语言的同时学习日本文化，包括日本的政治、

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百姓生活等。一定的日本文化背景知识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

种语言。

7、注重师生互动，鼓励学生表达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并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机

会。

八、学时分配

第一周至第四周 五十音図 基礎知識

第五周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こんにちは

第六周 こんばんは いいお天気ですね

第七周 今日は暑いですね お元気ですか

第八周 はじめまして こちらは前田さんです

第九周 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第十周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たすかりました

第十一周 ごめんなさい すみません

第十二周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ご苦労様

第十三周 ご心配をおかけしました あのう、すみません

第十四周 いくらですか こっち、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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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周 お先に失礼します さようなら

第十六周 試験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属于第二外语，与其它课程无直接联系。

十一、先修课程

无

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日语会话 12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李丽桃 徐义鸣 朴慧欣 著 2005年 7月出版

（二）教学参考书

《新文化初級日本語Ⅰ》 株式会社 凡人社 文化外国語専門学校編 2002年 4月 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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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概况》课程教学大纲

INTRODUCTION TO JAPAN

执 笔 者：张舒予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 人文与教育学院

课程类型 公共任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讲授 16 学时 ；讨论 16 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本课程性质为全校所有专业本科生均可选修的公共任选课。

本课程目的为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日本地理、历史、文化、教育、经济、政治、风俗

等方面的概貌，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程任务为，讲授日本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点，引导学生结合实际进行思

考并表达自身对日本各方面情况的理解和意见。课堂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课前查阅

相关资料、知识点讲解与讨论、个人或组别发表、整体回顾点评、课后作业。课程务求使每

位学生通过上述学习，能对日本概况有大致的掌握并能针对日本的某领域发表自己客观、独

到的理解和意见。

通过本课程学习后，学生应该达到以下要求：第一，掌握一定查阅、归纳、分析、使用

资料的能力；第二，了解日本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概貌；第三，理

解日本人的思想态度以及行为模式；第四，能结合实际和自身知识储备对日本的某方面作出

客观的分析。

三、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是否具备查阅、归纳、分析、使用资料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和课程

所学知识对日本的某方面作出客观分析。

（四）考核方式

本课程采用考查方式考核，要求学生平时提交论述题、发表资料，以及期末提交论文或

调查报告。

（五）成绩评定

成绩的评定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构成，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

绩占 30%。总评分数 60 分及以上为通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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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日本现状

重点：经济发展历程与现状、教育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难点：在认识日本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思考、讨论并归纳其背后的原因。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师生或生生间讨论、个人或组别发表、学生论述小报告。

1．经济发展历程与现状 （理解、思考、运用）

2.政治发展步伐与课题 （理解、思考）

3．高龄化社会现状与社会福祉 （理解、思考）

4．教育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理解、思考、运用）

5.重要的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成就（理解、思考）

6．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事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后续课题（理解、思考）

第二章 日本知名品牌发展兴衰史及其企业文化

重点：各品牌发展历史与情况、产品竞争力分析。

难点：探讨世界潮流与品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的企业文化与职业精神。

教学方法与手段：学生调查资料发表、教师讲授、师生或生生间讨论、学生论述小报告。

1．品牌发展兴衰史（理解、思考、运用）

2．品牌文化（理解、思考、运用）

3．企业精神 （理解、思考）

第三章 日本地理

重点：了解各地区的地形、气候、主要产业

难点：认识地理与地区产业、人民生活之间的联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学生调查资料发表、教师讲授、师生或生生间讨论、学生论述小报告。

1．北海道及东北地区 （理解、思考、）

2．关东地区（理解、思考）

3．中部地区（理解、思考）

4. 关西地区（理解、思考）

5. 中国及四国地区（理解、思考）

6. 九州及冲绳地区（理解、思考）

第四章 日本年中行事与传统文化

重点：日本传统文化

难点：认识日本年中行事、传统文化能保留及发展的原因。

教学方法与手段：学生调查资料发表、教师讲授、师生或生生间讨论、学生论述小报告。

1．日本年中行事（理解、思考、运用）

2．茶道、花道（理解、思考、运用）

3．歌舞伎、能、狂言 （理解、思考、运用）

4．相扑、柔道、空手道、剑道（理解、思考、运用）

第五章 日本的国家构建形式

重点：政治制度

难点：了解日本的政治架构与运行模式，同时调查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政治制度，通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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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异同，增加对不同的国家制度及政治体制的认识。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师生或生生间讨论、个人或组别发表、学生论述小报告。

1．国土面积、人口以及行政区域划分（理解、思考）

2．政治制度（理解、思考、运用）

3．日本宪法 （理解、思考）

4．日本年号（理解）

第六章 日本历史

重点： 了解各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

难点： 认识历史重大事件基础上，了解其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师生或生生间讨论、个人或组别发表、学生论述小报告。

1．原始、古代 （理解、思考）

2．中世（理解、思考、运用）

3. 近世（理解、思考、运用）

4. 近代、现代 （理解、思考、运用）

第七章 日本文学

重点：了解近代小说作品

难点：了解近代小说作品基础上，认识其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师生或生生间讨论、个人或组别发表、学生论述小报告。

1．古典文学作品 （理解、思考）

2．近代小说 （理解、思考、运用）

3．排句、诗、短歌 （理解、思考）

4．传统故事（理解、思考）

第八章 日本人的行为模式

重点：集团意志、序列社会

难点：结合集团意志、序列社会的理论，分析日本人的行为模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法、师生或生生间讨论、个人或组别发表、学生论述小报告。

1．农耕生活及其文化（理解、思考、运用）

2．集团意志及其体现（理解、思考、运用）

3．序列社会及其体现（理解、思考、运用）

4.“和”的精神及其体现（理解、思考、运用）

5.“侘び・寂び”审美意识及其体现（理解、思考、运用）

6.信仰及宗教（理解、思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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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现状 2 2 4 2
二 日本知名品牌发展

兴衰史及其企业文

2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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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三 日本地理 2 2 4 2
四 日本年中行事与传

统文化

2 2 4 2

五 日本的国家构建形

式

2 2 4 2

六 日本历史 2 2 4 2
七 日本文学 2 2 4 2
八 日本人的行为模式 2 2 4 2

合计 16 16 32 16

六、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笑明.日本国家概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二）教学参考书

[1] 盛勤、谭晶华.新世纪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日本概况.北京：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11.

[2] 大森和夫、大森弘子.新日本概况（修订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3] 大森和夫、大森弘子.日本（上下册、MP3 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七、其他说明

习题为针对每次课程内容的小论述题，作业为调查、归纳相关资料，期末考核为调查

报告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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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入门》课程教学大纲

执 笔 者：苗伍君

审 核 人：

编写日期：2018 年 6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除外语系之外的任何专业

开课单位 外语系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选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2

学时数 总学时 32，其中：讲授 24 学时；讨论 8学时；实践 0课时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该课程主要针对日语初学者设置，主要为了培养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使学生掌握日语

五十音图的发音，以及读和写的基本技能。此外，初步掌握一定的日语基本知识，了解日本

风俗文化。为其继续学习日语打造扎实的基础，提供良好的开端。该课程融知识性、理论性

为一体，有效地指导学生在课程学习和生活实践中逐渐提高跨文化交际的素养和能力。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本条适用于认证专业）

（一）使学生更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日语知识。

（二）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交际能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使其了解日本世情，加

深对自身文化的重视和思考。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考试

（六）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总评的 30%（包括出勤率，课堂问答讨论参与度，课堂练习的完成情况，小

组阅读报告得分），期末成绩占总评的 7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日语的文字与发音 1
（一）日本についての紹介

（二）日本語の発音

（三）日本語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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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五十音图中的あ、か、さ行的书写与发音

难点: 日语与中文的异同

第二章 日语的文字与发音 2
（一）五十音図・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

（二）五十音図・平仮名、片仮名の書き方

（三）練習

重点、难点: 五十音図た行、ま行など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と書き方

第三章 日语的文字与发音 3
（一）濁音/拗音・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

（二）濁音/拗音・平仮名、片仮名の書き方

（三）練習

重点、难点: 濁音/拗音・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と書き方

第四章 日语的文字与发音 4
（一）長音/促音/撥音・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

（二）長音/促音/撥音・平仮名、片仮名の書き方

（三）練習長音/促音/撥音・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

重点、难点: 長音/促音/撥音・平仮名、片仮名の読み方と書き方

第五章 日语的文字与发音 5
（一）仮名の練習

（二）アクセント

（三）イントネーション

重点: 仮名の練習

难点: イントネーション

第六章 「～は～です」

（一）「～は～です」

（二）助詞「か」「も」「の」

（三）練習

（四）会話「初めまして」

第七章 「こ、そ、あ、どの会話１」

（一）指示詞「これ/それ/あれ～」

（二）助詞「か」「の」

（三）文型「～は～ですか」

重点: 「～は～です」

难点: 助詞「か」「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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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単語と文型の復習

（五）練習

（六）会話「こ、そ、あ、どの会話１」

重点: 指示詞「これ/それ/あれ」

难点:助詞「か」「の」

第八章 「こ、そ、あ、どの会話２」

（一）新出単語

（二）文型「～は～じゃありません」

（三）文型「～でしょう」

（四）助詞「～ね」、「～か」

（五）会話「こ、そ、あ、どの会話２」

重点: 文型「～は～じゃありません」

难点: 助詞「～ね」、「～か」

第九章 「いる、ある」

（一）文型「「～に（は）～がいます」「～は～にいます」

（二）新出単語

（三）助詞「に」、「は」、「が」

（四）動詞「いる」、「ある」

（五）会話「いる、ある」

（六）練習

重点: 文型「「～に（は）～がいます」「～は～にいます」

难点: 助詞「に」、「は」、「が」

第十章 「月曜日は 何を しますか」

（一）新出単語

（二）格助詞「を」、「で」

（三）判定助動詞「で」

（四）助詞「も」、「けど」

（五）会話「月曜日は 何を しますか」

（六）練習

（七）動詞の分類と活用

重点: 動詞の分類と活用

难点:格助詞「を」、「で」

第十一章 「今週の スケジュールは なんですか」

（一）新出単語

（ニ）否定「～ない」

（三）文型「～から～まで」

（四）助詞「が」、「も」

（五）接続詞「で」

（六）助詞「と」、格助詞「から」、「の」

（七）否定「～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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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話「今週の スケジュールは なんですか」

（九）日数の数え方

（十）練習

重点:否定「～ない」、否定「～ません」

难点: 文型「～から～まで」 日数の数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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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日语的文

字与发音 1
2 2

2 第二章 日语的文

字与发音 2
2 2 1

3 第三章 日语的文

字与发音 3
2 2 1

4 第四章 日语的文

字与发音 4
2 2 4 1

5 第五章 日语的文

字与发音 5
4 4 1

6 第六章「～は～で

す」

2 2

7 第七章 「こ、そ、

あ、どの会話１」

2 2 4

8 第八章 「こ、そ、

あどの会話２」

2 2 1

9 第九章 「いる、あ

る」

2 2 4

10 第十章 「月曜日

は 何を します

か」

2 2 1

11 第十一章 「今週の

スケジュールは

なんですか」

2 2 4 1

合计 24 8 32 8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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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平等编著.无师自通日本语．ISBN：978－7－5135－1602－0北京：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12年 2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株式会社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みんなの日本語 1》. ISBN：978－7－
5600－2974－0．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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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入门》课程教学大纲

BASIC LEARNING ON SEAL SCRIPT

学 时 数：32

学 分 数：2

课程类别：校选课

适用专业：非汉语言文学专业

执笔者：李婵娟、武多义 教授、讲师

审核人：

编写日期：2017 年 11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汉隶《曹全碑》为主要教学内容，注重隶书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突出隶书基本功的训练。内容包括《曹全碑》简介、《曹全碑》的结构特点、基本笔画的运

用、字体结构的运笔以及隶书作品欣赏。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为非中文专业而设的校级公共选修课，属于艺术门类的知识和训练课。同时，

又有工具课的特点。作为知识课，其教学目的是通过该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隶书艺术的历

史背景、流传过程及文字特点；特别是了解汉隶《曹全碑》的特点及研究现状；掌握隶书的

艺术特点和书写技法；进行隶书的基本功训练；掌握鉴赏隶书作品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以培

养感受书法美的敏感，提高书法审美水平。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理论基础要求：

在教学时要注意结合例证及作品分析，把《汉隶<曹全碑>教程》一书中的文字内容与

不同的隶书作品赏析结合起来进行，熟悉隶书的风格特点，做到能辩识，会分析。

临写练习要求：

临写练习分为一般性临写与重点临写两个方面。凡讲授的各种隶书技法，都应进行一

般性练习，以了解运笔方法、点画特点、结构原则等。即使一时用毛笔写不好，也要从理论

上掌握运笔要求和点画的写法。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1、学习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对老师所讲授的内容都应结合所举例证理解、掌握。

某些有歧异的问题重点了解各自立论的依据，择善而从。

2、要熟悉教材内容，并进行适当的课堂书写演示，注意相关内容的相互联系。

3、隶书临写时不要贪多图快，可先写基本笔画，有了基础后再写单字——写好一个字

再写新字。循序渐进，逐字练习。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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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形式为随堂考查，学生在课程结束时按要求完成规定的书法作品。

（七）成绩评定

本课程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曹全碑》及临摹方法

一、《曹全碑》简介。

二、《曹全碑》的特点。

三、临摹要悟。

四、隶书的运笔方法。

重点：《曹全碑》的特点。

难点：隶书的运笔方法。

第二章 《曹全碑》的基本笔法

一、运笔方法：横画、竖画、撇画、捺画、点画、钩画、折画、挑画。

二、结构特点。

重点：基本笔法的掌握。

难点：横画、点画、折画的掌握。

第三章 偏旁部首

一、左偏旁。

二、右偏旁。

三、字头部。

四、字底部。

重点：偏旁部首的掌握与区别。

难点：线条的掌握与理解。

第四章 字体结构及其变化

一、字体的基本结构。

二、字体的变异与结构的减省。

三、临习《曹全碑》。

重点：字体基本结构的掌握。

难点：字体的变异，结构的减省。

第五章 隶书作品赏析

一、隶书的欣赏与评价。

二、相关隶书作品赏析。

重点：隶书作品赏析。

难点：集联作品的临写。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教师演示、课后临写练习、考试考查。

（一）课堂讲授 主要以《曹全碑》为主要对象，结合课堂上的书写演示来进行。要求学生

认真观看教师演示，掌握用笔技巧及书写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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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后临写练习 在课堂教学结束后，每一个阶段布置相关的书写练习作业。提倡学生

多练习，多琢磨。

（三）考试考查 分为期中考查和期末考查。学生要根据相关要求完成书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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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曹全碑》及临摹方法 2 2

第二章 《曹全碑》的基本笔法 3 1 4

第三章 偏旁部首 10 2 12

第四章 字体结构及其变化 10 10

第五章 隶书作品赏析 2 2 4

合 计 27 1 4 32

九、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选修本课程最好能有一定的书法训练或鉴赏基础，在学习此课程的基础上可进一步选修

篆书、楷书、行书等书法课程。

十二、先修课程

无。

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武多义．汉隶《曹全碑》教程．ISBN：978721807874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 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 滕西奇.《曹全碑》写法与注释.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年版.

[2] 孙宝文.《曹全碑》彩色放大本中国著名碑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版.

[3] 茹桂.书法十讲.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年版.

http://book.jd.com/publish/%E4%B8%8A%E6%B5%B7%E8%BE%9E%E4%B9%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208

《优雅仪态》课程教学大纲

Elegant Training

执笔者：李美华（高级实验师）

审核人：王玉龙 （副教授）

编写日期：2018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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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类型 公共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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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课程 无

二、课程简述

《美之鉴》中有这么一句话： “女人之美，下美在貌，中美在情，上美在态。” 女人

最高层次的美，在于她的体态，神态乃至于生命状态。女人的美千姿百态，而优雅却是所有

美丽的底色。优雅仪态，还原女性与生俱来的柔软，绽放女性的生命之花。本课程通过形体

梳理、优雅仪态等体态姿态训练，对身体每一个部位进行梳理，增强身体的灵活性，使韧带、

骨骼的线条拉长，增强机体的协调能力，塑造完美曲线及修长挺拔的身姿，提升优雅高贵气

质，使人看起来挺拔、健康、有气质。《优雅仪态》课程不仅是训练和提升学生的自身气质

和美感，同时也具备陶冶情操、提升审美、修身养性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即使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形体梳理、仪态

训练、协调训练、节奏训练、韵律操等，并且以表演、比赛的形式来进行练习，提高学生的

身心健康水平，使学生的体魄更加强健，身姿更加挺拔、气质更加优雅。促进身心和谐健康

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社会就业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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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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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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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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通过学习优雅仪态，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和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对优雅仪态的兴趣，

增加学生的学习热情。真真正正的了解、热爱优雅仪态训练，认识到优雅仪态的重要性，达

到应有的标准。强调正确的体态位置，矫正错误的体态。提高学生的形体美感和审美品位，

培养学生高雅气质，陶冶美的情操。

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形体梳理练习和优雅仪态训练。课程以组合的形

式进行全体训练、分组练习，个别动作重点练习的环节。在教学中运用讲解、示范、模仿、

练习、磨合、完成六个方面。动作内容先分解，单一练习，再组合。音乐节奏要慢、稳，以

便学生能够很好的掌握动作要领，建立手臂、后背、髋部的稳定。通过对音乐的节奏感、韵

律感，提高学生对音乐节奏的把握能力。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优雅仪态学习，应该要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规划。本课程的序列练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精心安排，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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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梳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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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握优雅仪态正确的站姿、坐姿、走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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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优雅仪态基本体式和呼吸方法。使学生掌握优雅仪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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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课程特点以及教学内容、目标要求，进行考核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的制定。

1、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技评的方式进行。

2、考核内容：

（1）形体梳理韵律操；

（2）优雅仪态展示。

3、评分标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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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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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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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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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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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0分以下：无法独立完成。

（三）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平时成绩 技术考核

合计出勤、学习态度、提问、讨论、课

外作业

形体梳理韵律操 优雅仪态展示

成绩分配 30 35 35 100%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形体梳理（14 学时）

一、九点站立

二、伸展运动

三、颈部运动

四、肩部运动

五、双臂运动

六、胸部运动

七、上臂运动

八、腰跨练习（玛格丽娜、樱桃树下两组动作）

九、下蹲运动

十、臀部运动

十一、腿部力度练习

十二、腿和侧腰练习

十三、腿、腰、胯练习（登山步）

重点：形体梳理练习的舒适与稳定；在练习不同的动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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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呼吸控制法（2学时）

一、腹式呼吸

二、肋间式呼吸

三、深层收缩

四、脊椎放松

第三章 优雅仪态（14 学时）

一、魅力女性的表情与眼神

1、表情三块肌

2、灵动的眼神

重点：肋间式呼吸、深层收缩

难点：深层收缩

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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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气质的五个关键点

1、如何拥有天鹅般的颈部曲线（美颈运动）

2、双肩打开，让胸部挺起，把优雅雕刻在挺直的背上

3、立腰提臀

4、腿用劲、膝关节用劲让人轻盈挺拔

5、手-举手投足间的魅力（优美的手姿）

三、修长挺拔的站姿——体现提收松挺提收松挺

四、优雅高贵的坐姿

1、基本坐姿

2、双脚交叉式

3、双脚并脚式

五、走出风度与气质

1、虚步走

2、摆手

3、慢走（旗袍古典美仪态展示）

4、快走（T台时装秀仪态展示）

六、生活中的雅姿美态

1、照相如何更上镜

2、拿包的优美姿态

重点：站姿、手姿、坐姿、走姿

难点：手姿、坐姿、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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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塑体形体态，矫正不良身体姿态。形体练习能对身体某些部位的生长发育产生较

大的影响，使关节周围的肌肉发达，从而加强关节的稳固性。同时由于形体练习中有许多的

延伸性练习，它可使关节囊、韧带和关节周围肌肉群伸展性增强，可提高关节灵活性。科学、

系统、针对性的形体练习，可减少肌肉中脂肪含量，达到消脂减肥的目的，从而更有效地改

善人体形态，使女性变的线条优美，秀丽动人。

2、培养高雅的气质和风度。形体练习不仅可以修塑人的形体，同时还可以塑造美的心

灵。只要具备高尚的情操，注意自身的修养，就会逐渐形成高雅的气质和潇洒的风度。

3、增强体质，全面提高身体素质。为了达到形体健美的目的，通常采用多种综合训练

手段进行锻炼，这样不仅使关节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得到发展，同时也可使内脏器官

及新陈代谢得到改善，增强心肺功能。由于形体练习的内容丰富多彩，决定了它对身体影响

的全面性，可达到增强体质，全面发展素质的作用。

（三）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1、 以教授和重复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在课中）。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优雅仪态

正确体态习练的方式方法。

2、 基本掌握优雅仪态教学与训练常规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讲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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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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形体梳理 14 14

第二章 呼吸控制法 2 2

第三章 优雅仪态 14 14

考试 2 2

合计 30 2 32

七、课程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王巍．女子优雅课堂. 9787535632166．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9，第 1版。

（二）教学参考书

[1]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优雅一生：卡耐基写给女人的 8 堂修炼课.

9787807696513.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第一版。

[2] 叶芷．优雅女人必修的八堂课．9787504350619．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第 1 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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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鱼养殖与欣赏》课程教学大纲

Aquarium Fishery

执笔者：郭照良

审核人：王瑞晓

编写日期：2018 年 12 月

一、课程简介

《观赏鱼养殖与欣赏》课程是水产养殖领域中一门新的应用学科。主要介绍养殖观赏鱼

的常用设备与水环境、金鱼养殖、锦鲤养殖、热带观赏鱼养殖、海水观赏鱼养殖、观赏鱼的

饵料、水草栽培及水族造景、观赏鱼的疾病防治等。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掌握观赏市场

上流行的主要观赏鱼品种的识别与鉴赏，掌握主要品种的繁育、饲养与常见疾病发生原理与

治疗方法。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观赏渔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是水产养殖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属选修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有关观赏鱼的主要养殖品种种类、生物学特征、欣赏方

法、繁殖规律、人工养殖与疾病防治技术，以便指导和从事观赏鱼养殖生产与经营。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一） 理论知识方面

使学生了解观赏鱼养殖的发展历史和动向，了解观赏鱼国内外发展概况。基本掌握市

场上常见观赏鱼、观赏水草等的主要生物学特征、欣赏方法、饲养技术与疾病防治。

（二） 能力与技能方面

使学生掌握市场上主要流行品种的繁育技术、饲养技术及疾病防治技术，培养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手段主要以多媒体为主，传统板书讲解为辅的课堂讲授。在教学中运用诱导式、互

动式和启发式教学方法，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生产。以闭卷考试与习题作业两种方式检查学习

效果。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二）成绩评定

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70%；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30%，平时成绩包括平时作业、考

勤与课堂提问（15%）、实验成绩（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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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绪 论

一、基本内容：

观赏鱼的分类、起源及我国观赏鱼的养殖现状。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观赏鱼的概念与我国观赏鱼的养殖现状。

（二）理解观赏鱼的起源与品种分类。

重点：观赏鱼的概念与分类。

难点：观赏鱼的起源。

第一章 观赏鱼生活环境、饲养器材与饲料

一、基本内容：

观赏鱼饲养生活环境条件包括水质、水温、酸碱度、硬度、密度、磷酸盐、溶解氧、绿

气、氨氮、光照等。饲养观赏鱼的器材包括容器、过滤、充气、控温、照明等装置。饲养观

赏鱼常用饲料包括天然饲料与人工配合饲料。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观赏鱼饲养应满足的最适基本环境条件。

（二）掌握常用器材的选购、安装与使用。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观赏鱼生活环境条件

第二节 饲养观赏鱼常用器材

第三节 饲养观赏鱼常用饲料

重点：观赏鱼的最适基本环境条件。

难点：水环境调控。

第二章 观赏水草载培技术

一、基本内容：

观赏水草的常见种类、繁殖、饲养与常见疾病的防治。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水草的常见种类。

（二）了解主要观赏水草的饲养方法。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观赏水草主要品种种类

第二节 观赏水草栽培技术

重点：观赏水草的主要品种及栽培技术。

难点：观赏水草的疾病防治。

第三章 锦鲤的观赏与养殖技术

一、基本内容：

镜鲤的起源、演化、种类、繁殖、饲养与常见疾病的防治。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镜鲤的起源与演化。

（二）理解镜鲤的主要品种种类及饲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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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镜鲤的繁殖方法、人工繁殖技术与常见疾病及防治。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镜鲤的起源与演化

第二节 镜鲤的主要品种种类与繁殖方法

第三节 镜鲤的挑选与观赏

重点：镜鲤的主要品种及饲养技术。

难点：镜鲤的人工繁殖。

第四章 金鱼的观赏与养殖技术

一、基本内容：

金鱼的起源、演化、种类、繁殖、饲养与常见疾病的防治。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金鱼的起源与演化。

（二）理解金鱼的主要品种种类及饲养方法。

（三）掌握金鱼的繁殖方法、人工繁殖技术与常见疾病及防治。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金鱼的起源与演化

第二节 金鱼的主要品种种类、繁殖方法与饲养

第三节 金鱼的挑选与观赏

重点：金鱼的主要品种及饲养技术。

难点：金鱼的人工繁殖。

第五章 热带观赏鱼的观赏与养殖技术

一、基本内容：

热带观赏鱼的常见种类、繁殖与饲养。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热带观赏鱼的常见种类。

（二）掌握热带观赏鱼的饲养与繁殖。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热带观赏鱼概述

第二节 脂鲤科热带鱼观赏与养殖

第三节 鲤科热带鱼观赏与养殖

第四节 攀鲈科热带鱼观赏与养殖

第五节 丽鱼科热带鱼养殖与观赏

第六节 花锵科热带鱼养殖与观赏

第七节 龙鱼的养殖与观赏

第八节 其它科热带鱼养殖与观赏

第九节 热带鱼的疾病及防治技术

重点：热带观赏鱼的主要品种及饲养技术。

难点：热带观赏鱼的人工繁殖与疾病防治。

第六章 海水观赏鱼养殖与欣赏

一、基本内容：

观赏海水观赏鱼的常见种类、繁殖、饲养与常见疾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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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海水观赏鱼的常见种类。

（二）掌握海水观赏鱼的饲养方法。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海水观赏鱼主要品种种类

第二节 海水观赏鱼主要品种的饲养技术

重点：海水观赏鱼主要品种种类及栽培技术。

难点：海水观赏鱼主要品种饲养技术。

第七章 观赏鱼疾病防治

一、基本内容：

观赏鱼常见疾病种类、常用药物种类及治疗防治。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观赏鱼的常见疾病及常用药物种类。

（二）掌握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观赏鱼发病原因

第二节 观赏鱼疾病预防

第三节 几种常用药物及使用方法

第四节 观赏鱼的常见疾病及治疗

重点：观赏鱼疾病预防。

难点：观赏鱼的常见疾病及治疗方法。

第八章 观赏鱼的国际贸易与运输

一、基本内容：

观赏鱼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国际市场、运输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基本要求：

（一）了解观赏鱼的国际贸易现状。

（二）了解观赏鱼的国际贸易主运输方法。

三、讲授要点：

第一节 观赏鱼的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发展

第二节 观赏鱼长途运输方法及注意事项

七、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一）课堂教学：根据本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将该课程的主要理论和基本知识通过各种教学

途径（多媒体、投影、录象等）向学生讲授，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理论联系实际。

（二）实验教学：本课程设置 6 个实验，共计 16 学时。通过实验教学，使同学对观赏鱼市

场的主要养殖品种及养殖方法有直观了解。

重点：主要国际市场类型。

难点：观赏鱼长途运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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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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观赏鱼概述 2 2

第一章 观赏鱼生活环境、饲养器材与饲料 2 2

第二章 观赏水草载培技术 2 2 2

第三章 镜鲤的观赏与养殖技术 4 4

第四章 金鱼的观赏与养殖技术 4 4

第五章 热带观赏鱼的观赏与养殖技术 10 2 12 2

第六章 海水观赏鱼养殖与欣赏 2 2

第七章 观赏鱼疾病防治 2 2

第八章 观赏鱼的国际贸易与运输 2 2

合 计 30 2 32

九、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内容广泛，与其有密切相关的课程有动物学、鱼类学、水生生物学、水化学、水

生动物疾病学、园林学等。

十、先修课程

动物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

十一、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自编.观赏鱼养殖与欣赏。

（二）教学参考书：

[1] 张绍华等著.金鱼、锦鱼、热带鱼[M].金盾出版社，1998。

[2] 张绍华编著.观赏鱼养殖问答[M].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

[3] 王春元编著.中国金鱼[M].金盾出版社，1997。

[4] 王占海等编著.热带观赏鱼[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5] 王鸿媛主编.中国金鱼图鉴 [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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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犬与养猫学》校选课程教学大纲

（The Dog and Cat Feeding Science）

执 笔 者：陆英杰

审 核 人：陈胜锋

编写日期：2018 年 5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动物医学专业，动物科学专业，生物工程专业，食品科学专业等等

开课单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动物医学系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校任选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学分 2

学时数 总学时 32 ，其中：实验（实训） 学时 ；课外 学时

先修课程 《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动物生理学》等

后续课程 《动物传染病》、《动物内科学》、《动物外产科学》等

二、课程简述

《养犬与养猫学》课程是一门针对犬猫品种、饲养、管理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知识和技能

为主的课程。该课程顺应我国犬猫饲养量增加的需求而开设的。而且，随着养犬与养猫逐渐

的产业化，养犬与养猫爱好者的增多，需要对犬、猫品种及饲养管理和公共卫生加以了解，

因为宠物的营养、饲养管理及公共卫生等内容与传统的家畜和一般的肉用型特种经济动物有

很大的区别，开设这门校选理论课，一方面让学生深入了解犬猫的品种特点，掌握宠物营养

和饲养及公共卫生方面的基本原理与技术；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这些基础知识的同时对宠物

饲养的相关法律、福利也做了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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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尤其是重点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内

容是考核的主要目标。

（二）考核方式

学习结束，进行课程考试。考试采用半开卷方式进行。

（三）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采用平时占 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主要依据：出勤率，上课回

答问题的态度与准确度，作业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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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绪论 （3学时）

一、我国犬、猫发展状况

1、我国古代犬、猫饲养史

2、我国当代犬、猫业的发展现状

3、我国犬、猫业的发展趋势

4、发展犬、猫业的现实意义

二、犬、猫与人们的生活

1、人与犬的和谐关系

2、人与猫的和谐关系

3、犬、猫调节人们心理与生理失衡

4、科学研究需要犬、猫（了解犬、猫饲养史和犬、猫与人们的密切关系）

第一章 犬、猫的生物学特性 （7学时）

一、犬、猫的起源

（一）犬的起源与进化

（二）猫的起源与进化

二、犬、猫的生物学特性

（一）犬的生物学行为特性

1、犬的感觉机能

2、犬的情感反应

3、犬的寿命

4、犬的行为特点

（二）猫的生物学行为特性

1、猫的形态生理特性

2、猫的感觉机能特点

3、猫的寿命

4、猫的行为特点(了解犬、猫起源与进化，掌握犬、猫行为特点和生物学行为特性）

第二章 犬、猫品种及选购 （8 学时）

一、犬、猫品种的鉴定

1、犬、猫体表解剖结构

重点：犬、猫的历史和人类为什么要养？

难点：犬、猫对人类的价值观

教学方法与手段：应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教授。采取学生与教师互动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重点：犬、猫的主要生物学特性

难点：犬、猫的起源与进化及生物学行为特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应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教授。采取学生与教师互动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重点：犬、猫品种鉴定方法，犬、猫品种选购

难点：犬、猫品种相似的鉴别，健康犬、猫的筛选

教学方法与手段：应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教授。采取学生与教师互动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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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犬、猫的体尺测量

3、犬、猫年龄鉴定

二、犬的品种

（一）我国著名犬种

1、北京犬、西施犬、拉萨犬、八哥犬

2、中国冠毛犬、沙皮犬、松狮犬、藏獒

（二）国外著名犬种

1、吉娃娃犬、贵妇犬、博美犬、蝴蝶犬

2、雪纳瑞犬、比熊犬、萨藦耶犬、德国牧羊犬

3、阿拉斯加雪橇犬、哈士奇犬、大麦町犬

三、猫的品种

（一）我国猫的主要品种

1、云猫，山东狮子猫

2、狸花猫，四川简州猫

（二）国外猫的主要品种

1、泰国猫，波斯猫，美国短毛猫

2、索马里猫，土耳其安哥拉猫，俄国猫

四、犬、猫的选购与用品准备

1、犬、猫品种、性别、年龄、毛种的选择

2、犬、猫的挑选及运输

3、犬、猫用品的准备（了解犬、猫品种的划分及国内外主要品种，掌握国内外主要品种的

犬、猫特点及鉴别）

第三章 犬、猫的营养与饲料 （6 学时）

一、犬、猫的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一）犬的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1、犬的消化系统特点

2、犬的营养需要

（二）猫的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

1、猫的消化系统特点

2、猫的营养需要

二、犬、猫的饲料

（一）犬的饲料

1、常用犬饲料

2、专用犬粮

3、犬的饲料配制

（二）猫的饲料

1、饲料种类

2、饲料的配制（了解犬、猫消化特点及营养需要，掌握犬、猫饲料种类及犬、猫不同生理

阶段的营养需求）

重点：掌握犬、猫营养需求标准及饲料的基本特点和专用犬粮、猫粮的品质及饱喂原则。

难点：根据犬、猫的营养需求合理配制宠物的日粮。

教学方法与手段：应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教授。采取学生与教师互动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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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犬、猫的饲养管理 （4学时）

一、种犬与种猫的饲养管理

（一）种犬的饲养管理

1、种公犬的饲养管理

2、妊娠母犬的饲养管理

3、哺乳母犬的饲养管理

（二）种猫的饲养管理

1、种公猫的饲养管理

2、妊娠猫的饲养管理

3、哺乳母猫的饲养管理

二、仔、幼犬和猫的饲养管理

（一）仔、幼犬的饲养管理

1、仔犬的饲养管理

2、幼犬的饲养管理

（二）仔幼猫的饲养管理

1、仔猫的饲养管理

2、幼猫的饲养管理

三、成年犬、猫的饲养管理

（一）成年犬的饲养管理

1、成年犬的特征

2、成年犬的饲养

3、成年犬的管理

（二）成年猫的饲养管理

1、成年猫的饲养

2、成年猫的饲养需求

3、成年猫的管理

四、老龄犬、猫的饲养管理

（一）老龄犬的饲养管理

1、老龄犬的衰老表现

2、老龄犬的特点

3、老龄犬的饲养需求

4、老龄犬的管理

（二）老龄猫的饲养管理

1、老龄猫的衰老表现

2、老龄猫的饲养

3、老龄猫的管理

（了解犬、猫不同生理阶段的饲养管理，掌握老龄犬、猫的衰老表现及饲养管理的方法）

重点：种公犬、猫配种期的特点和饲养管理要求，种母犬、猫发情期、妊娠期及哺乳阶段的

特点及饲养管理要求；仔幼犬、猫补奶及继奶的方法及饲养管理方案；成年犬、猫的基本特

征及成年犬、猫的日常饲养管理；老龄犬、猫的衰老表现及老龄犬、猫的日常饲养管理措施。

难点：种犬、猫处于不同阶段进行对应的饲养管理调整；仔犬、猫的补料方法；成年犬、猫

的生长发育状况合理调整饲喂次数的饲喂量；老龄犬、猫的特别护理和营养调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应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教授。采取学生与教师互动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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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污染与动物健康 （2学时）

第一节 环境概述及环境污染

第二节 环境污染物对食品污染及对动物和人类的危害

第三节 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控制

（基本内容：环境及其分类和特性，环境污染及污染物的来源和类别，污染物的危害；环

境污染引起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控制；基本要求：了解环境及分类，污染物

的生物、化学治理及控制，掌握环境特性及环境污染，污染物的类别及危害，食品污染

及安全）

第六章 人兽共患病与动物防疫 （2学时）

第一节 人兽共患病概述及流行病学

第二节 人兽共患病的防控与动物防疫

第三节 动物防疫计划与防疫技术

（基本内容：人兽共患病的概念及分类、特征及危害，流行病学及防控；重要的人兽共

患病；动物防疫的概念、任务和作用，动物防疫的技术，介绍宠物防疫及宠物饲养场

的消毒）

重点：环境分类及特性；环境污染及污染物的类别及危害；食品污染及安全

难点：环境污染物的来源，危害；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控制；食品污染及安全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多媒体平台，采用启发式和提问式教学

重点：人兽共患病概念及分类；动物防疫概念及主要技术

难点：人兽共患病的流行病学及重要的人兽共患病、防控及动物防疫的任务

教学方法与手段：基于多媒体平台，采用启发式和提问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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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3 3
第 1章 犬、猫的生物学特性 7 7
第 2章 犬、猫品种及选购 8 8
第 3章 犬、猫的营养与饲料 6 6
第 4章 犬、猫饲养管理 4 4
第 5章 环境污染与动物健康 2 2
第 6章 人兽共患病及动物防

疫

2 2

合计 3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刘方玉，廖启顺.宠物饲养技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2.

（二）教学参考书

[1] 姚杰章，林德贵．科学养犬手册．.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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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鲁斯·霍格（Bruce Fogle）医生，宋真.养猫百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

1.

[3] Richard O.Kellems, D.C.Church.畜禽饲料与饲养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

1.

[4] 董军.宠物疾病诊疗与处方手册.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2.

[5] 张彥明，佘锐萍.动物性食品卫生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4

[6] 赵月兰，王雪敏.新编动物性食品卫生学.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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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校选课程教学大纲

Dragon boat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 分 数：2

课程类别：校选课

适用专业：全校

执笔者：徐煊

审核人：刘永峰

编写日期：2014 年 9 月

一、 课程简介

龙舟运动是一项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它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寄寓着各族人

民丰富的情感。一方面，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龙舟运动有着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另一

方面，作为休闲体育竞赛项目之一，龙舟运动有着无比巨大的发展潜力。它能培养爱国主义

精神、培养团结拼搏、激流勇进、协力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体质、强健体魄；开发智

力、健康身心；掌握终身体育的方法；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锻炼意志、完善品格；塑造完

美形体；充沛精力、振奋精神；在体育课中体验运动的快乐感；通过掌握龙舟历史渊源、文

化内涵等拓宽认知领域范围，提高认知领域层次；提高龙舟运动技术和技能。

二、 课程的性质、目的任务

龙舟课程属于限选课。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

（一）培养优良的思想情操和道德品质，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乐

观向上、意志坚强的品质，养成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自觉遵守纪律的作风，提高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二）培养学生亲近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的乐趣。改善学生的身体机能，增强体

质，增强学生体育锻炼意识，培养学生健康的兴趣爱好，注重学生个性与体育特长的发展。

（三）初步掌握龙舟运动的历史、规则和裁判法等理论知识。初步掌握龙舟运动的划桨

技术、掌舵技术、鼓手技术及技能。

（四）通过龙舟运动体育教学和实践，让学生掌握或了解龙舟运动这一休闲方式，提高

生活品味，传承古老的中国文化，拓宽学生知识面，扩大其将来的就业面。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在授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与技术，加大课程的信息容量，使学

生更清楚、更准确地理解龙舟课程的有关龙舟运动的起源与发展、龙舟技战术理论知识、龙

舟规则与裁判方法的基本知识。

1. 龙舟实践课基本要求：掌握专项身体素质练习方法，不断增强体质；掌握基本技、战术

配合，提高在比赛中的运用能力；掌握龙舟基本规则，提高欣赏比赛的能力。

2. 龙舟规则与裁判法课基本要求：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培养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要求学生课外参加各种龙

舟比赛，培养学生欣赏比赛和临场执裁的能力。教学中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培养良好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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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

四、教学手段与方法

实践课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一）平时表现（占 20%）：课堂出勤 10 分。每缺一次扣 2分，迟到、早退各扣 1分；

缺勤 5次及 5次以上者取消考试资格；课堂表现、进步程度 10分。

（二）体能考核内容（占 30%）：1． 身体素质评分标准： 单人单桨 100米计时、龙舟测

功仪 500米计时各占 15分。

（三）技能测评（占 50%）：

评价项目： 划桨基本技术、划桨基本技术实践运用

表 1 基本技能的评价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优秀

45－50
完成动作质量好；动作稳定流畅；发力顺达、自然连贯；身体配合协调

良好

40－44
完成动作质量较好；动作比较稳定流畅；发力比较顺达、自然连贯；身体配

合比较协调

中等

35－39
能够完成动作；动作基本准确；发力基本顺达、自然；身体配合比较一般

及格

30－34
能够完成动作；动作不够准确；发力不够顺达、不够连贯；身体配合比较勉

强

不及格

29及 以下
不能够完成动作；动作不准确；发力不顺达、不连贯；身体配合不协调

六、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和难点

课次 教学内容 重点、难点

一

1、龙舟运动简介及本学期、考试内容、要求

2、介绍龙舟器材及各部位名称

3、水上安全教育，龙舟概论

水上安全教育

二

1、龙舟各位置人员安排

2、学习基本坐姿和握桨方法

3、素质练习

动作正确

三

1、复习基本坐姿和握桨方法

2、学习划桨预备姿势

3、插桨和拉桨技术

身体协调

四

1、复习插桨、拉桨技术

2、学习出桨和回桨技术

3、理论：龙舟运动体能

动作正确及协调

五

1、复习划桨基本技术

2、学习划桨专项辅助练习方法

3、素质练习

身体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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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复习划桨专项辅助练习方法

2、学习划桨各阶段动作整体配合技术

3、理论：龙舟运动体能

连贯协调

七

1、复习划桨动作整体配合技术

2、鼓手技术

3、素质练习

动作正确

八 理论教学

九

1. 复习鼓手技术

2. 鼓手与划手配合技术

3. 素质练习

动作连贯协调

十

1. 学习舵手技术

2. 舵手和划手、鼓手配合技术

3. 素质练习

配合协调

十一 理论教学

十二

1. 复习鼓手技术

2. 鼓手与划手配合技术

3. 素质练习

动作连贯协调

十三

1. 学习舵手技术

2. 舵手和划手、鼓手配合技术

3. 理论：龙舟运动竞赛组织

配合协调

十四

1. 复习舵手技术

2. 复习舵手和划手、鼓手配合技术

3. 素质练习

配合协调

十五 考核

十六 补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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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练习为主（具体内容可交叉出现

在课中）。使学生较好地掌握龙舟运动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了解基本知识。

（二）基本掌握龙舟练习方法和组织形式，初步达到会练、会讲、会组织的要求。

（三）了解《龙舟竞赛规则》，掌握基本裁判方法，熟悉组织竞赛的整个过程，并能参与基

层比赛的裁判工作。

八、学时分配

分

类
教学内容 时数 百分比

教学方式

讲授 实践 作业

基

础

理

论

1、龙舟运动概论

2、龙舟运动技术训练

3、龙舟运动教学方法

4、龙舟运动竞赛

5、龙舟运动体能

1

2

1

2

2

25%

√

√

√

√

√ √

√

√

√

√

实 1、重点内容：启航技术、划 8 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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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桨技术、整体配合技术

2、一般内容：舵手技术，鼓

手技术

3、实践内容：参加龙舟的赛

事活动

6

2

√

√

√

√

技

能

培

养

1、龙舟运动准备活动及技术

环节的教学实习

2、制定周和课的训练计划

3、组织教学比赛与裁判实习

2

1

2

15.6%

√

√

√

√
√

考试考核（达标、技评、理论考试） 2 6.3% √ √

机动 1 3.1%

总计 32 100%

九、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在本课程之前开设的体育学科基础课，对本课程学习有较强的辅助。

十、先修课程

学科基础课

十一、教材与主要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于楼成、吕艳丽.《龙舟龙舟竞渡实用教程》.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11，第 1 版

（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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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电磁场》课程教学大纲

（Electromagnetic Field）

执 笔 者：陈伟成

审 核 人：王茗祎

编写日期：2019 年 1 月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理工科专业

开课单位 光电信息工程系

课程类型 校选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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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 光纤通信、光电子技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二、课程简述

《电磁场》是理工科专业的一门校选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矢量分析与场论、静电场

分析、恒定电流的磁场、时变电磁场与电磁波、波导的传输特性等。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电磁场运动规律的理解和对光的波动性的认识，初步

掌握工程应用中电磁场与电磁波问题的基本分析和计算方法，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后继课程和

解决各种复杂的实际电磁场与电磁波工程应用问题打好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把物理

概念和数学工具结合起来处理电磁问题的能力。

三、对应之核心能力

序

号

选

项
对应之学生核心能力

1 √ 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的能力

2 具有运用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3 √
具有选择与使用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要的技术、资源、现代工具

和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4 具有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光电检测与信息处理系统、光电子器件和工艺流程的能力

5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能够就光电

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能够理解、

掌握并应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6
能够发掘和分析数据/案例/文献中的研究成果，并运用其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

综合性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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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能够认识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

化的影响，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可持续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能够适应技术、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8
具有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光电信息领域工程实践中理解

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电磁场》课程主要包括电磁基本理论及电磁工程基础两个方面。课程的考核目标是：

1．学生对电磁场性质的有较深的理解和认识，初步掌握工程应用中电磁场与电磁波问

题的基本分析和计算方法，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后继课程和解决各种复杂的实际电磁场与电磁

波工程应用问题打好基础。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把

物理概念和数学工具结合起来处理电磁问题的能力，达到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与创造能力的

目的。

（二）考核方式

期末考试采用开卷考试或课程书面报告等形式。

（三）成绩评定

评量方式及占比

□小考，占比_____ □期中考，占比________ √期末考，占比_70%_

√作业，占比_ 30%_ □书面报告，占比__ __ 口头报告，占比__

□口试，占比________ □实训成品，占比_ __

□其他，请说明：_ _，占比_ ___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章 矢量分析与场论

重点：矢量场的通量及散度、矢量场的环量及旋度、标量场的梯度的定义和计算。

难点：复合函数三度的计算；哈密尔顿算子。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配合案例讲解。

核心能力支撑路径：通过对矢量分析与场论的数学知识学习，使学生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

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的能力。

第一节 矢量及其代数运算

讲授内容：矢量的运算法则。

要求：掌握矢量运算。

第二节 圆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

讲授内容：矢量在圆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的表达。

要求：掌握矢量在直角坐标系、圆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的表达及互换关系。

第三节 矢量场

讲授内容：通量与散度，环量与旋度。

要求：掌握通量与散度，环量与旋度的计算。

第四节 标量场

讲授内容：标量场的等值面，方向导数，梯度。

要求：掌握梯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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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节 亥姆霍兹定理

讲授内容：亥姆霍兹定理。

要求：了解亥姆霍兹定理。

第二章 静电场和恒定电场

重点：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电位函数；电偶极子；电通量及其密度；高斯定理；电场强度

的环量；电通量密度的法向分量；电场强度的切向分量；分界面上电场的方向。电流与电流

密度；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接地电阻；电动势。

难点：电通量密度的法向分量；电场强度的切向分量。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配合案例讲解。

核心能力支撑路径：通过对静电场和恒定电场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

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具有选择与使用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要

的技术。

第一节 电场强度与电位函数

讲授内容：电场强度与电位函数。

要求：掌握电场强度与电位函数的计算。

第二节 真空中静电场的基本方程

讲授内容：电通密度，高斯定理，电场的环量。

要求：熟悉电通密度，高斯定理，电场环量的定义与内容。熟练使用高斯定理进行

解题。

第三节 电介质的极化及介质中的场方程

讲授内容：极化，场方程。

要求：熟悉极化的定义，能熟练导出介质中的场方程。

第四节 导体的电容

讲授内容：电容。

要求：掌握电容的计算。

第五节 静电场的边界条件

讲授内容：电通量密度的法向分量，电场强度的切向分量，分界面上电场的方向。

要求：掌握利用静电场的边界条件进行问题求解。

第六节 恒定电场

讲授内容：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接地电阻，电动势

要求：能导出恒定电场的基本方程，熟悉电动势的计算。

第三章 边值问题的解法

重点：边界问题；唯一性定理；镜象法；分离变量法。

难点：分离变量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配合案例讲解。

核心能力支撑路径：通过对边值问题解法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具有选择与使用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要的技

术。

第一节 边界问题的提法

讲授内容：三类边界问题。

要求：掌握边界问题的写法。

第二节 唯一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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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内容：唯一性定理。

要求：了解唯一性定理的内容与意义。

第三节 镜象法

讲授内容：镜象法。

要求：掌握镜象法进行静电场问题的求解。

第四节 分离变量法

讲授内容：分离变量法。

要求：掌握分离变量法进行静电场问题的求解。

第四章 恒定电流的磁场

重点：磁通密度；磁通密度的散度及磁通连续性原理；磁场强度与安培环路定理；矢量泊松

方程。电磁场的能量；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能量密度和能流密度；自感；互感。

难点：电磁场的能量；能量密度和能流密度。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配合案例讲解。

核心能力支撑路径：通过对恒定电流的磁场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基础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具有选择与使用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要的

技术。

第一节 真空中恒定磁场的基本方程

讲授内容：磁通密度，环路定理。

要求：掌握磁通密度的计算，熟练掌握使用环路定理进行解题。

第二节 磁介质的磁化、介质中的场方程

讲授内容：磁介质的磁化，介质中的场方程。

要求：掌握磁化的定义，能导出介质中的场方程。

第三节 恒定磁场的边界条件

讲授内容：恒定磁场的边界条件。

要求：掌握利用磁场的边界条件进行问题求解。

第五章 时变电磁场

重点：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位移电流；麦克斯韦方程的导出；坡印廷矢量。时谐电磁场的

相量表示法；麦克斯韦方程的相量形式；复坡印廷矢量及平均坡印廷矢量。

难点：麦克斯韦方程的导出；时谐电磁场的相量表示法；复坡印廷矢量及平均坡印廷矢量。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配合案例讲解。

核心能力支撑路径：通过对时变电磁场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具有选择与使用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要的技

术。使学生能够认识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的影

响。

第一节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讲授内容：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要求：能导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微分形式。

第二节 位移电流

讲授内容：位移电流。

要求：掌握位移电流的定义。

第三节 麦克斯韦方程及边值关系

讲授内容：麦克斯韦方程及边值关系。



232

要求：掌握麦克斯韦方程的表达与物理意义，掌握电磁场的边值关系。

第四节 坡印廷定理与坡印廷矢量

讲授内容：坡印廷定理与坡印廷矢量。

要求：了解坡印廷定理，掌握坡印廷矢量的计算。

第五节 时谐电磁场

讲授内容：相量表示法，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相量表示，复坡印廷矢量。

要求：掌握时谐电磁场的相量表达。

第六章 平面电磁场

重点：平面波表达式。

难点：平面波表达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以讲授为主，配合案例讲解。

核心能力支撑路径：通过对平面电磁波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

和专业知识的能力。同时具有选择与使用解决光电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所需要的技术。

使学生能够认识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的影响。

第一节 无耗媒质中的均匀平面波

讲授内容：相位，行波与相速，波长与相位常数，波阻抗，平面波表达式

要求：掌握相位、行波与相速、波长、相位常数、波阻抗的定义，掌握平面波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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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小

计

一 矢量分析与场论 4 4 6
二 静电场和恒定电场 6 6 7
三 边值问题的解法 4 4 3
四 恒定电流的磁场 6 6 5
五 时变电磁场 7 7 8
六 平面电磁波 5 5 3

合计 32 3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郭辉萍，刘学观．电磁场与电磁波（第三版）．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二）教学参考书

[1]路宏敏，赵永久，朱满座 ．电磁场与电磁波基础（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2]郭敬闳，张靖．电磁场与电磁波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1 月.

[3]冯林，杨显清，王园．电磁场与电磁波．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6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D%A8%E6%98%BE%E6%B8%85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7%8E%8B%E5%9B%AD


233

《自然美与人文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The beauty of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sm art）

执 笔 者：刘玉华

审 核 人：谢嘉宁

编写日期：2017.10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全校学生

开课单位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课程类型 通识课

课程性质 限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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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 ；课外 2 学时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二、课程简述

《 自然美与人文艺术》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校选课，也是物理学（师范）专业

的限选课。

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启发学生发现、寻找各自学科最美现象和规律，培养学生从艺术美的

角度感受科学，从科学的角度理解艺术美, 达到开启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人文素养以及爱科学、爱艺术、爱生活、爱生命，最终成为和谐发展的通识人才。

课程以专题形式进行，并进行互动式讨论。

课程内容包括 6个专题：美与自然科学、神奇浩瀚的宇宙、音乐中的科学机理、建筑美

与科学、生活美与科学、自然科学与人类文明。课程内容还可以根据选修学生的专业做适当

的调整，例如，体育美学、陶艺制作中的科学原理探讨以及世界名画“蒙娜丽莎”、雕塑“维

纳斯”的科学美探索等。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分不开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

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与艺术是可以交融

的，科学有如高山，艺术有如流水；科学有如严父，艺术有如慈母；它们二者在高峰时都是

相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与艺术越来越表现出相互渗透的趋势，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正如 19 世纪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所言：“艺术越来越科学化，

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二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现在，正是重逢的时候

了。

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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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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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对各自专业学科美的认识与理解；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二）考核方式

论文或 相关专业学科最美现象与科学原理 PPT课堂演讲课件。

（三）成绩评定

根据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讨论情况、 课外作业和期末论文，综合评定学生成绩。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专题一 美与自然科学

重点：自然界的对称美包含的科学原理

难点：科学理论、科学美与艺术美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讨论、课外调研

一、自然界的对称美与科学原理

二、科学理论与科学美

三、科学理论与艺术美

具体要求：

一、注意引导学生观察自然界的对称美

二、注意引导学生理解对称美与科学原理的联系

三、注意引导学生理解科学美与艺术美之间的联系

专题二 神奇浩瀚的宇宙

重点：哥白尼的日心说

难点：黑洞之迷、宇宙大爆炸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讨论、课外调研

一、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

二、广阔美妙的银河系

三、黑洞之迷

具体要求：

一、注意引导学生了解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二、注意引导学生认识、学习宇宙大爆炸理论

专题三 音乐中的科学机理

重点：音乐美与物理学、数学的关系

难点：音乐中的物理与数学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讨论、课外研究

一、音乐的物理构成

二、乐器、人体发声的物理机理

三、钢琴调律的基本原理

四、音乐中的数学

具体要求：

一、注意引导学生了解音乐与物理的关系

二、注意引导学生了解音乐和数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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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引导学生掌握歌唱的基本原理

专题四 建筑美与科学

重点：力学与建筑美的统一

难点：建筑美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讨论、课外研究

一、桥梁建筑中的力学与美学的统一

二、建筑的景观与艺术美

三、建筑美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具体要求：

一、注意引导学生理解建筑中的力学原理

二、注意引导学生了解建筑美与科学、艺术的关系

专题五 生活美与科学

重点：家庭装潢美与科学

难点：高科技与艺术的结合：电影、电视、手机、互联网等

教学方法艺术与手段：课堂讲授、讨论、课外研究

一、家具装潢美与科学

二、城市景观美与科学

三、体育美与科学

四、高科技与艺术的结合：电影、电视、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具体要求：

一、注意引导学生了解生活中与科学相关的美

二、注意引导学生体会高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专题六 自然科学与人类文明

重点：科学中的人文文化

难点：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讨论、课外研究

一、技术革命导致社会的变革

二、自然科学中的人文文化

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具体要求：

一、注意引导学生了解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二、注意引导学生体会科学中的人文文化

三、注意引导学生思考各专业学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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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2 2 4
专题一 2 2 4



236

专题二 2 2 4
专题三 2 2 1 5
专题四 2 2 1 5
专题五 2 2 1 5
专题六 1 2 3

期末复习、机动 2 2
合计 13 12 3 2 2 32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自编 PPT 和课堂讨论资料等。

（二）教学参考书

[1] 李政道. 科学与艺术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2] 施大宁编著. 物理与艺术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易南轩著. 数学美拾趣 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4] 周公度著. 化学中的多面体.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5] 孙宗扬著. 物理学中的对称性.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6] 吴宗汉著. 文科物理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李增智等编著. 物理学中的人文文化. 科学出版社.2005 年。

[8] 丁光宏 编著. 力学与现代生活.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葛照强等编. 自然科学发展概论-自然科学思想方法与人文教育. 西安. 西安交通大

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孙祥斌等著. 建筑美学 学林出版社. 1997 年。

[11] 龚镇雄, 李海霞著. 物理学与音乐.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桥梁工程》 罗旗帜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3] 《文明之源—物理学》吴羽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

[14]《19 世纪物理学概念的发展》英 哈曼 复旦大学出版社生 2000 年。

[15] 《通俗哲学》韩树英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

[16]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 赵中立 许良英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年。

[17] 《物理概论》吴宗汉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8] 《今日物理》 高崇寿 谢柏青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9] 《物理学照亮世界》赵凯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八、其他说明

《自然美与人文艺术》课程是全校公选课，也是物理学（师范类）专业的限选课，课程

内容广泛联系相应各学科课程的背景知识，开发各专业学生的潜力，培养和启迪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及综合素质，故相关内容可根据选修学生的专业进行适当的改变。

课程形式为专题式，也可设计堂内学生讨论及分享各专业学科美 PPT 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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