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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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单元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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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应急照明的设置标准和润滑油各指标的标准，掌握与标准相关的通

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与标准有关文章的语言特点 

难点：专业术语的查找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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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分别翻译并讲解如下项目： 

注意：特别提醒学生，词汇的翻译必须符合本课的领域。 

l'éclairage de secours, la norme, la directive, l’ Assurance Incendie, les circulations, les issues 

de secours, la tension d'alimentation 

二、专业术语解释 

教师对以下专业术语及缩写进行解释。 

1. 标准：技术意义上的标准就是一种以文件形式发布的统一协定，其中包含可以用来

为某一范围内的活动及其结果制定规则、导则或特性定义的技术规范或者其他精确准

则，其目的是确保材料、产品、过程和服务能够符合需要。标准的制定和类型按使用范

围划分有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专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  

2. Normes 和 Standard 的区别： Normes 是经权威机关批准并正式发布实施的标准，

Standard是一个实体首先实行而得到其他行业认可的标准，也称“事实标准”。 

3.安全照明：安全照明是在一般电源及应急电源全部失效时候，便于人群疏散的指示灯

（或照明灯）。 

4.备用照明：替代照明是由备用电源供电(如发电机组groupe électrogène)，在一般电源(市

政供电)故障时提供照明。 

三、课文讲解 

1. 在课文讲解之前，先复习“工法翻译三原则” 

（1）准确性  

词的准确性：相关术语的准备，而且术语需要验证。挑选学生讲解中的正反例子，再次

讲解。 

标点的准确性：冒号需要翻译出来：“在下列情况中是必须的……” 

句子的准确性：在本课中会遇到源语与目标语《标准》不一致的处理。在工法《标准》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6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1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86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1701.htm


的翻译中，常出现目标语中没有相关《标准》或相关《标准》与源语《标准》有差异的

情况，要做到高质量的翻译需要通过查询不同《标准》的转换关系准确掌握源文本《标

准》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在译注中加以说明，便于目标语读者正确理解和使用翻译后的

《标准》。查询的方法可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进入各个《标准》组织的网站，仔细核

对相关指标，标出对应关系，供目标语读者选用。这是译文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如果仅仅是将原文的《标准》照抄过来，目标语读者无法看懂译文，肯定会再追问一次，

译者还得对译文再次加工。 

篇章的准确性：标准多为强制性的，所以常常明确规定应该怎样，应达到什么要求。上

限下限是什么。同时往往采用简单将来时表示应该达到的要求和采取的行为。在翻译时，

应该将简单将来时的语气翻译出来，如：“应……”。 

（2）逻辑性  

（3）符合标准汉语（即汉语习惯）  

法式汉语 

如：autres ouvrages et installations 

译为：“其他作品和安装”还是“附属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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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 la réalisation ou l'exploitation d'une installation comportant de l'éclairage de secours 

on se référera dans la pratique aux normes et directives VKF/AEAI (Assurance Incendie), à 

la norme européenne pour l'éclairage de secours (EN1838) ainsi qu'aux directives et 



recommandations locales. 

后半句： 

(1) 三个 à 引导的成分相同，都是 se référer v. pr. (+ à)  

(2) dans la pratique:在实践中(状语) 

(3) normes et directives VKF/AEAI (Assurance Incendie)=VKF/AEAI (火灾保险)的标准及

规定 

(4) la norme européenne pour l'éclairage de secours (EN1838)=欧洲有关应急照明的标准

（EN1838） 

(5) directives et recommandations locales=以及当地的规定和要求 

先翻译后半句： 

都应在施工中参照 VKF/AEAI（火灾保险）的规定和标准、欧洲有关应急照明

的标准（EN1838）、以及当地的规定和要求。 

再前半句：Pour la réalisation ou l'exploitation d'une installation comportant(=qui comporte) 

de l'éclairage de secours 

la réalisation ou l‘exploitation d’une installation ：设施的修建或使用(这样好吗？) 

comportant de l'éclairage de secours 带有应急照明的(设施) 

组合：为了带有带有应急照明设备的设施的建设和使用，都应在施工中参照......(通顺

吗？) 

组合 2: 在建设或使用带有应急照明的设施的时候，都应该在施工中参照……(哪个

好？) 

我们把名词(la réalisation ou l'exploitation )翻译为动词 

第二个长难句： 

 ...Est considéré comme éclairage de secours应急照明 ou installation de secours应急设施 

tout système fixe qui, lors d'une interruption imprévisible de la tension d'alimentation,时间状



语 s'allume immédiatement et permet sans intervention manuelle d'éclairer les locaux,...... 

(1) fixe=固定的 

(2) s'allume主语亮起来 

(3) permet sans intervention manuelle d'éclairer    (permettre de faire 允许做) 

允许在没有人工介入的情况下照亮... 

(4) Est considéré comme XX , qui ...=被称作 XX的，就是... 

 

四、课后作业 

Exercices 

• Traduire en français 

相关部门    安全卫生局    规定用途    法国标准化协会  

法国标准代号   美国材料检测所标准代号   德国标准代号    一氧化碳 

 

• Traduire en chinois 

Définition 

...Est considéré comme éclairage de secours ou installation de secours tout 

système fixe qui, lors d'une interruption imprévisible de la tension d'alimentation, 

s'allume immédiatement et permet sans intervention manuelle d'éclairer les 

locaux, les circulations, les issues de secours et la signalisation pendant la durée 

du défaut ou au minimum pendant une heure après son enclenchement, dans une 

température ambiante comprise entre 0 et 50 degrés C°... 

• Traduire en chinois 

 

Normes d'émissions « Euro » 

La législation européenne est de plus en plus sévère sur les rejets des moteurs diesels. Les 

normes d'émissions « Euro » se succèdent. La mise en œuvre se fait dans des délais 

légèrement décalés pour les moteurs diesel et essence 

• Euro 0 : véhicules mis en service après 1988 ;  

• Euro 1 : véhicules mis en service après 1993 ;  

• Euro 2 : véhicules mis en service après 1996 ;  

• Euro 3 : véhicules mis en service après 2000 ;  

• Euro 4 : véhicules mis en service après 2005 ;  



• Euro 5 : après septembre 2009 pour la réception et janvier 2011 pour 

l'immatriculation de véhicules neufs ;  

• Euro 6 : après septembre 2014 pour la réception et septembre 2015 pour 

l'immatriculation de véhicules neufs.  

Masse limite tolérée des émissions en mg/km  
Véhicules à moteur Diesel : 

Norme 
Euro 

1 

Euro 

2 

Euro 

3 

Euro 

4 

Euro 

5 

Oxydes d'azote (NOX) - 700 500 250 180 

Monoxyde de carbone 

(CO) 
2720 1000 640 500 500 

Hydrocarbures (HC) + 

NOX] 
970 900 560 300 230 

Particules (PM) 140 100 50 25 5 

Véhicules à moteur essence ou fonctionnant au GPL ou au GNV : 

Norme 
Euro 

1 

Euro 

2 

Euro 

3 

Euro 

4 

Euro 

5 

Oxydes d'azote (NOx) 1000 500 150 80 60 

Monoxyde de carbone 

(CO) 
2800 2200 2200 1000 1000 

Hydrocarbures (HC) 1000 500 200 100 100 

Particules (PM) - - - - 5(*) 

(*) uniquement pour les voitures à essence à injection directe fonctionnant en mélange 

pauvre 

Les normes Euro demeurent des mesures théoriques, calculées sur des véhicules dépourvus 

d'options, suivant des cycles standardisés qui ne sont pas une image représentative de la 

marche réelle des véhicules sur les routes. Les moteurs sont en outre réglés pour respecter la 

norme dans le cadre légal. Les valeurs s'envolent par exemple très rapidement quand les 

véhicules dépassent les 130 km/h, vitesse maximale autorisée en France. Il n'en demeure pas 

moins que ces moteurs produisent, à puissance égale, moins de rejets polluants que des 

moteurs d'ancienne gén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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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