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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课程名称 工程技术法语 
授课

专业 
法语 

班 

级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方向课程（√）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   专业限选课（ ）  专业任选课（ ） 

课程总学时 
 

132 学时 周学时 
 

4学时 

教  学 

 

目  标 

为创新性地培养与社会、市场、岗位对接的法语专业毕业生，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号召，本课程深化“法语+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改革，培养

学生对工程技术各行业的适应性。学生上岗后，能符合企业“上升快，适

应期短”的要求，使学生尽快完成工程技术法语人才职业生涯三阶段的过

渡，成为“懂法语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使用教材 

教材名称 《工程技术法语》 

编（著）者 沈光临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指定参考书 

 
1.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沈光临，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 

2. 自编资料 

 

                                   

 



教  案 

授课章节 第七单元 燃油及油料 

本（章）节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 教学时数 4学时 

授 

课 

要 

点 

本 

（
章
） 

节 

教 

学 

目 

标 

通过了解油料及燃料的主要种类和主要性能指标，掌握与油料及燃油相

关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了解油料的重要性，尤其是各种油料及准确翻译指标的区分 

难点：油料的各种指标较多 

 

思考题 

或 

作  业 

教材课后练习； 

教师搜集的相关对应练习。 

 



课堂组织 

一、学生分组分别讲解以下内容： 

辛烷值、馏程、15/4密度、十六烷值、闪点、凝点、倾点、浊点、最低过滤温度 

要求：1. 使用 PPT讲解 

      2. 配有实物图片 

      3. 讲解各个环节的主要原理或主要方法 

      4. 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以百分制计分，换算后计入平时成绩 

二、专业术语解释 

教师对以下专业术语及缩写进行解释。 

聚乙烯： 

聚乙烯是乙烯经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在工业上，也包括乙烯与少量α-烯烃的

共聚物。聚乙烯无臭，无毒，手感似蜡，具有优良的耐低温性能（最低使用温度可达

-100~-70°C），化学稳定性好，能耐大多数酸碱的侵蚀（不耐具有氧化性质的酸）。 

液化气： 

液化石油气与石油和天然气一样，是化石燃料。液化气是在石油炼制过程中由多种低沸

点气体组成的混合物，没有固定的组成。主要成分是丁烯、丙烯、丁烷和丙烷。 

热裂化： 

石油炼制过程[1]  之一，是在热的作用下(不用催化剂)使重质油发生裂化反应，转变为

裂化气(炼厂气的一种)、汽油、柴油的过程。热裂化原料通常为原油蒸馏过程得到的重

质馏分油或渣油，或其他石油炼制过程副产的重质油。 

 

运动粘度： 

运动黏度即流体的动力粘度与同温度下该流体密度 ρ 之比。单位为(m^2)/s。用小写字

母 v 表示。注：曾经沿用过的单位为 St（斯）St（斯）和(m^2)/s 的进率关系为：

1(m^2)/s=10^4St=10^6cSt。（其中“cSt”读作“厘斯”）将流动着的液体看作许多相互平行

移动的液层， 各层速度不同，形成速度梯度(dv/dx)，这是流动的基本特征。 

三、课文讲解 

（1）要求学生按课前预习进行翻译，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2）着重以下两句长难句的分析，分析时重点为遵循“术语翻译—结构分析—各成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5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67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6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4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01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9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00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6655.htm


分翻译—标准汉语”的顺序。 

第一个长难句：  

C'est la résistance qu'opposent, les molécules d'un liquide quelconque, à une force 

tendant à les déplacer. 

1) 这句话是复合句。 

Ce…que在这里是关系从句，而不是强调句型！ 

2) 难点解释 

Opposer A à B：用 A来对抗 B 

3) 结构分析 

找准主语 les molécules d'un liquide quelconque，再理顺句子主干意思。 

4) 各成分翻译 

5) 标准汉语 

标准汉语选择反应较好的学生进行整理，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第二个长难句： 

Indice de cétane: cet indice est comparable à l'indice d'octane pour les essences, 

mais ici on mesure l'aptitude à l'inflammation rapide du produit (gasoils). Il se mesure avec 

un moteur analogue au moteur CFR. La mesure se fait par comparaison avec un mélange de 

référence de cétane (celui-ci s'enflamme très bien) et d'alpha-méthyl-naphtalène qui ne 

s'enflamme pas spontanément. Pour cette caractéristique, la limite est MINIMALE. 

1) 确定为平行句、并列句和关系从句。 

2) 专业术语翻译 

Indice de cétane，inflammation，de référence，alpha-méthyl-naphtalène 



3) 结构分析 

单句都很简单，单词弄明白后，学生可以自行译出。 

关系从句： 

找出一级成分：La mesure se fait par comparaison avec un mélange. 

找出二级成分： de référence de cétane (celui-ci s'enflamme très bien) et 

d'alpha-méthyl-naphtalène 修饰限定 un mélange 

找出三级成分：qui ne s'enflamme pas spontanément 

4) 各成分翻译 

5) 标准汉语 

标准汉语选择反应较好的学生进行整理，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四、课后作业 

Exercices 

1. Traduire en français 

润滑剂  润滑油  润滑液  润滑脂  航空油  柴油  汽油  重油  重柴油  煤油  燃油  辛烷

值  低热值  沥青 聚乙烯  聚丙烯  液化气  天然气  黏度  闪点  倾点  密度  溶剂  

2. A l’aide de l’Internet, trouver le sens en chinois de « point d’écoulement », et faire le 

bilan de vos démarches. 

3. Traduire en chinois 

pouvoir calorifique supérieur (PCS) : C'est l’énergie thermique libérée par la réaction 

de combustion d'un kilogramme de combustible. Cette énergie comprend la chaleur 

sensible, mais aussi la chaleur latente de vaporisation de l'eau, généralement produite par 

la combustion. Cette énergie peut être entièrement récupérée si la vapeur d'eau émise est 

condensée, c'est-à-dire si toute l'eau vaporisée se retrouve finalement sous forme liquide.  

pouvoir calorifique inférieur (PCI) : C'est l’énergie thermique libérée par la réaction de 

combustion d'un kilogramme de combustible sous forme de chaleur sensible, à 

l'exclusion de l’énergie de vaporisation (chaleur latente) de l'eau présente en fin de 

réaction.     

 

Mesures de lutte contre l'incendie 

Poudre d'extinction, mousse ou eau pulvérisée. Combattre les foyers importants 

par de l'eau pulvérisée ou de la mousse résistant à l'alcool. 

· Produits extincteurs déconseillés pour des raisons de sécurité : Jet d'eau à grand débit. 



· Dangers particuliers dus au produit, à ses produits de combustion ou aux gaz dégagés : 

Peut être dégagé en cas 

d'incendie : Monoxyde de 

carbone (CO) Anhydre 

sulfureux (S02) 

· Equipement spécial de sécurité : 

Dans des espaces clos il faut utiliser un respirateur indépendant de l'air pulsé. 

· Autres indications 

Refroidir des récipients en danger avec jet d'eau atomiseur. 

Rassembler séparément l'eau d'extinction contaminée, ne pas l'envoyer dans les canalisations. 

Les résidus de l'incendie et l'eau contaminée ayant servi à l'éteindre doivent impérativement être 

éliminés conformément aux directives administratives. 

4. 预习下一课（译前准备）。 

 

填写说明： 



1、教案封面和首页每门课程按授课学期填写，只填一页。 

2、教案内容（第 3、4页）按授课次数或周次填写，平行班教学教案只填写一份。 

3、表中（ ）选项请打“√”；其中“授课方式”一栏可复选，即如果此门课程既有

课堂讲授又有实践课时复选。 

4、“指定参考书”栏，请依次列出参考书名称、编（著）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5、请按照表格中所显示的字体格式填写，封面用“宋体，小三”，正文中文用“宋

体，小四”，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 

6、表格间距可以调整，可另加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