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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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单元 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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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甜菜和甘蔗制糖的工艺流程以及相关原理的学习，了解制糖

的工艺流程和原理，掌握有关工艺流程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学会工艺描述的翻译和处理技巧 

难点：一个单词在不同专业有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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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分别讲解甜菜制糖的各个主要流程： 

切丝、提汁、清净、蒸发、结晶、分蜜、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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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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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提：将样品浸泡在溶剂中，将固体样品中的某些组分浸提出来的方法。 

2. 中和：相当量的酸和碱互相作用生成盐和水。所生成的物质失去酸和碱的性质。这

种反应是所有的酸和碱的特征。 

3. 沸点：沸腾是在一定温度下液体内部和表面同时发生的剧烈汽化现象。沸点是液体

沸腾时候的温度，也就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与外界压强相等时的温度。 

4. 真空：真空的含义是指在给定的空间内低于一个大气压力的气体状态，是一种物理

现象。 

5. 结晶：在化学里面，热的饱和溶液冷却后，溶质以晶体的形式析出，这一过程叫结

晶。 

6. 析出：析出，溶质从溶液中分离出来(以结晶的状态出现），或固体物质从气体中分

离出来。 

7. 废糖蜜：指的是制糖厂的一种副产品，是无法再蒸浓结晶的母液。 

8. 皮重：皮重主要是指商品外包装材料的重量（即运输包装的重量），不包括内包装材

料和衬垫物的重量。 

 

三、课文讲解 

1. 在课文讲解之前，先讲解“工法语言结构控制” 

 

（1）“修饰语”是中心名词的：形容词、补语、关系从句（包括现在分词、过去分词）、

还有不定式。 统称为其修饰语在汉语中通常译为定语，放句子前面（修饰语太长也不

行）。 

（2）同位语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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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分

翻译—标准汉语”的顺序。 

 

第一个长难句： 

L'ajout de lait de chaux et de dioxyde de carbone entraîne une précipitation des impuretés 

1) 确定为单句 



2) 专业术语翻译 

Le lait de chaux，le dioxyde de carbone 

3) 结构分析 

本句为动名词结构 

L'ajout de lait de chaux et de dioxyde de carbone = ajouter du lait de chaux 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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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élimination des ions calcium évite l'encrassage de l'équipement employé lors des étapes 

ultérieures d'évaporation et de cristallisation. 

 

1) 确定为单句 

2) 专业术语翻译 

Les ions calcium，l’évaporation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成分：在一个单句的范围内 

l'élimination évite l'encrassage 

找出二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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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uver le sens ordinaire et le sens spécialisé 

 

Mot en français Sens ordinaire en chinois Sens spécialisé en chinois 

chaulage 石灰水处理；石灰水喷射 中和 

Diffusion   

pulpe   

malaxage   

mélasse   

rendement   

coupe-racines   

séparateur magnétique   

défibreur   

broyage   

tapis   

tapis balistique  倾斜输送带 

diffuseur   



ébullition   

masse cuite   

égout   

rectification   

 

2、Version 

Le jus vert va être épuré, c'est-à-dire que l'on va lui ajouter de la chaux sous forme de lait, qui a comme 

propriété de fixer toutes les impuretés en suspension dans le jus sucré. Cet ensemble jus chaulé est ensuite 

carbonaté (ajout de gaz carbonique) avant d'être filtré. Le résidu de filtration s'appelle les défécations que 

l'on utilisera comme amendement calcaire en agriculture. Le jus épuré contenant 16 % de sucre est 

concentré dans la phase suivante jusqu'à 55 %, par ébullition, c'est l'évaporation. Le jus obtenu est le 

sirop. L'énergie utilisée est la vapeur. Le sirop est à nouveau concentré jusqu'à sursaturation pour pouvoir 

être cristallisé. Il est donc envoyé dans des chaudières appelées "cuites" où la concentration et la 

cristallisation vont être effectuées. Au stade de la sursaturation, un cristal plongé dans le sirop se met à 

grossir. Il faudra donc introduire des germes (sucre glace) dans l'appareil. Les cristaux vont alors grossir. 

L'ensemble cristaux plus sirop s'appelle "masse-cuite". 

 

3. Souligner les verbes du texte, et dire quel mode et quel temps ils sont. 

  

4.Thème 

衡量甘蔗制糖从清净、蒸发、结晶、分蜜和干燥等全过程的效率用煮炼收回率表示，其定义为从甘

蔗混合汁的蔗糖中实际收回的蔗糖百分数。煮炼后收回率低于 100。这是由于制糖过程中，诸如蔗

糖转化、滤泥含糖及废蜜含糖等损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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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