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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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单元 机械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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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空气压缩机和备沙机构造和原理的了解，掌握关于机械设备

性能及操作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解释和说明机械和设备的零部件以及设备的形状、功能、汉语

标准名称等。 

难点：使学生将词汇与图片中的实物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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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分别查找以下实物 

    教材第 69页中涉及的实物 

 

要求：1. 使用 PPT讲解 

      2. 配有实物图片 

      3. 讲解每个实物在设备上的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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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轴承是当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

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 

2. 蜗杆：蜗杆是指具有一个或几个螺旋齿，并且与蜗轮啮合而组成交错轴齿轮

副的齿轮。其分度曲面可以是圆柱面，圆锥面或圆环面。 

3. 法兰：法兰（Flange），又叫法兰凸缘盘或突缘。法兰是轴与轴之间相互连接

的零件，用于管端之间的连接；也有用在设备进出口上的法兰，用于两个设备之间

的连接，如减速机法兰。 

4. 垫圈：指垫在被连接件与螺母之间的零件。一般为扁平形的金属环，用来保

护被连接件的表面不受螺母擦伤，分散螺母对被连接件的压力。 

5. 曲轴：曲轴是发动机中最重要的部件。它承受连杆传来的力，并将其转变为

转矩通过曲轴输出并驱动发动机上其他附件工作。 

6. 扭矩：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一种特殊的力矩。发动机的扭矩就是指发动

机从曲轴端输出的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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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sque le vilebrequin est entraîné en rotation par le moteur, la bielle transmet au piston un 

mouvement de translation rectiligne alterné;  

1) 确定为单句 

2) 专业术语的翻译 

le vilebrequin，la translation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成分 

la bielle transmet au piston un mouvement 

找出二级成分 

Transmettre的状语、un mouvement的修饰语 



4) 各个成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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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难句： 

Lorsque le piston arrive à son point mort bas, l’air n’est plus aspiré. 

1) 确定为单句 

2) 专业术语翻译 

Le mort bas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成分 

l’air n’est plus aspiré 

找出二级成分 

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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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灯   备用电源   正在工作   敲击按钮   按钮   紧急停车   衬套   接触器   

龙头   阀门   槽   曲轴   连杆   直线运动   交替的   活塞   轮   螺钉   蜗

杆   齿轮机构   轴   模子  总成 

 

2. Trouver les images correspondantes des « désignations »du tableau du Réducteur dans le 

texte, et les copier et coller dans la colonne ajoutée. 

 

3.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position et positionnement ? 

 

4. Traduire le texte ci-dessous : 

Le cycle Diesel à quatre temps comporte : 

admission d'air par l'ouverture de la soupape d'admission et la descente du piston ;  

compression de l'air par remontée du piston, la soupape d'admission étant fermée ;  

injection - combustion - détente : peu avant le point mort haut on introduit, par un injecteur, 

le carburant qui se mêle à l'air comprimé. La combustion rapide qui s'ensuit constitue le 

temps moteur, les gaz chauds repoussent le piston, libérant une partie de leur énergie. Celle-ci 

peut être mesurée par la courbe de puissance moteur ;  

échappement des gaz brûlés par l'ouverture de la soupape d'échappement, poussés par la 

remontée du piston.  

Vitesse et puissance 

Les vitesses de rotation des moteurs diesel sont très différentes d'un moteur à un autre. En 



effet, plus le moteur est gros, plus la course du piston est grande, et plus le moteur est lent. 

Trois classes de moteurs sont ainsi définies : 

moteur lent : moins de 200 tr/min  

moteur semi-rapide : entre 400 et 1 000 tr/min  

moteur rapide : 1 000 tr/min et plus  

La limite maximale du régime de rotation d'un moteur est déterminée par la vitesse de 

déplacement du piston dans le cylindre. Elle est exprimée en mètre/seconde. 

Les constructeurs motoristes, suivant l'utilisation du moteur et la fiabilité qui leur est 

demandée, ont fixé des plages limites (résultat d'essais d'usure) suivantes : 

moteur fixe (groupe électrogène, gros moteur de bateau) : 6 à 8 m/s  

moteur de poids lourds : 8 à 9 m/s.  

moteur d'automobile : 12 à 13 m/s.  

moteur de compétition : au-delà de 15 m/s.  

Ces limites déterminent la durée de vie du moteur et sa puissance en chevaux ou kW par litre 

de cylindrée. La mise en survitesse du moteur risque de conduire à des chocs 

pistons-soupapes qui se traduisent souvent par le flambage des queues de soupapes ou de 

leurs tiges de commande. 

Schématiquement, plus le piston est gros, plus sa course est importante. Pour exemple : 

moteur DW10 ATED de PSA, cylindrée 1 997 cm³, alésage 85 mm, course 88 mm, régime de 

puissance maximale 4 000 t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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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