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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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单元 钢材及其它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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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铁和钢冶炼的工艺流程以及相关原理的学习，了解钢材的冶

炼过程、原理，掌握与钢材相关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学会钢材的种类和牌号和型材的名称以及查询方式。 

难点：钢材各种性能指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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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分别以下列题目为主题做讲解： 

1. 矿石 到 生铁 

2. 生铁 到 钢 

3. 半成品 

4. 成品 

5. 钢材标准代号的转换 

6. 钢材的主要指标 

7. 第六课 lecture 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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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烧结：是指把粉状物料转变为致密体，是一个传统的工艺过程。 

2. 矸石：煤矸石是采煤过程和洗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是一种在成煤过程中

与煤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黑灰色岩石。 

3. 生铁：生铁是含碳量大于 2%的铁碳合金，工业生铁含碳量一般在 2.11%--4.3%，

并含 C、Si、Mn、S、P等元素，是用铁矿石经高炉冶炼的产品。 

4. 屈服点：钢材或试样在拉伸时，当应力超过弹性极限，即使应力不再增加，而

钢材或试样仍继续发生明显的塑性变形，称此现象为屈服，而产生屈服现象时的最

小应力值即为屈服点。 

5. 抗拉强度：抗拉强度即表征材料最大均匀塑性变形的抗力，拉伸试样在承受最

大拉应力之前，变形是均匀一致的，但超出之后，金属开始出现缩颈现象，即产生

集中变形；对于没有（或很小）均匀塑性变形的脆性材料，它反映了材料的断裂抗

力。 

6. 转炉：炼钢炉的一种。一般指可以倾动的圆筒状吹氧炼钢容器。炉体圆筒形，

架在一个水平轴架上，可以转动。也用来炼铜。 

 

三、课文讲解 

1. 在课文讲解之前，先讲解工法中的“名词修饰名词” 

nom. + nom. 要分为两种情况。 

（1）两个名词指同一个对象: La date limite    

（2）第二个名词对第一个中心词起补充说明作用: Des cafés crème 

（3）还有三个名词在一起的：Une porte- fenêtre bois 

 

2. 进入课文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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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以下两个长难句的分析，分析时重点为强调背景知识的利用。 



 

第一个长难句： 

La combustion du coke à 2 000  fournit la chaleur nécessaire à la fusion du fer et de la ℃

gangue, après réduction des oxydes de fer du minerai par le gaz issu de cette combustion. 

1) 本句翻译的重点在于专业背景知识的了解。课前要求学生查阅关于高炉炼铁的中文

资料，了解整个工艺流程，重点掌握各个流程的顺序和原理。 

2) 专业术语的翻译 

La combustion du coke，la fusion du fer，réduction des oxydes de fer du minerai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成分 

La combustion fournit la chaleur 

找出二级成分 

La combustion的修饰语、la chaleur的修饰语 

4) 各个成分翻译 

5) 本句难点，对 après的理解。 

提问：高炉炼铁是先进行融化还是先进行还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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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courant d'air sous pression enrichi en oxygène, amené par des tuyères, traverse le 

mélange en fusion, brûlant la majeure partie du carbone, du phosphore et du silicium à plus 

de 1 600 ℃, température de coulée de l'acier. 

 

1) 确定为单句 

2) 专业术语翻译 

Un courant d'air，coulée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成分 

Un courant traverse le mélange 

找出二级成分 

Courant的修饰语，状语，le mélange的修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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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酸铝  工字钢  钢轨  钢板桩  型钢  圆钢  钢板  角钢 线材  马口铁 镀锌板 

盘圆  圆管  方管 无缝钢管  铸铁管 成品  半成品  槽钢  螺纹钢  人字钢板  

钢丝网  不锈钢  合金  钢筋  黑铁皮 



2. A l’aide de l’Internet, trouver le sens en chinois de « le Coefficient de Poisson », et faire le 

bilan de vos démarches. 

3. Traduire en chinois 

Les aciers avec du nickel et du chrome 

Ce sont les plus importants des aciers spéciaux par leurs multiples applications. Ils 

combinent à la fois les avantages du chrome et du nickel. On distingue les aciers 

perlitiques (6% nickel/2% chrome au maximum) très employés en construction 

mécanique et les aciers austénitiques qui possèdent une charge en nickel et en chrome 

plus importante et qui constituent les aciers inoxydables* (chrome 18%, 8% nickel) et 

certains aciers réfractaires 

- Les aciers au manganèse 

Ils possèdent une bonne résistance à l'usure et peuvent donc être employés dans des 

ouvrages destinés à durer tels que des rails de chemins de fer ou des pointes d'aiguillages, 

par exemple. 

- Les aciers à l'étain  

Cet alliage était pendant longtemps surnommé "fer blanc" du fait de sa couleur. 

L'association d'acier et d'étain donne à l'alliage une bonne dureté, ainsi qu'une grande 

résistance à la corrosion. Ces caractéristiques ainsi que son coût relativement faible, sa 

non-toxicité et son apparence plaisante font du fer blanc le principal métal employé dans 

la fabrication de conditionnements pour l'industrie agroalimentaire et en particulier dans 

celle de canettes. 

 

5. 预习下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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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