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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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单元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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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电动机的构造和原理的学习，了解电动机的构造和原理，掌

握与电动机相关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学生通过课前查阅资料了解电动机的基础词汇和基础概念。 

难点：对各种电动机结构的了解，对电动机原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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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的电机 

直流电机、交流电机、串励电机、无刷电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步进电机 

要求：1. 使用 PPT 讲解 

      2. 配有实物图片，本课电动机的讲解应该带有动画 

      3. 讲解电动机的基本原理 

      4. 列出所讲电动机的特点、优势和劣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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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子：定子是电动机静止不动的部分。定子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和机座三部分

组成。 

2. 转子 ：电机转子通俗的说就是电机中旋转的部分。电机转子也是电机中的旋转部

件。 

3. 线圈 ：线圈通常指呈环形的导线绕组，最常见的线圈应用有：马达、电感、变压

器和环形天线等。 

4. 电刷：电刷是与运动件作滑动接触而形成电连接的一种导电部件。 

5. 机床：是指制造机器的机器,亦称工作母机或工具机,习惯上简称机床。 

6. 脉冲：脉冲通常是指电子技术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象脉搏似的短暂起伏的电冲击(电

压或电流)。 

7. 计量泵：计量泵是一种可以满足各种严格的工艺流程需要，流量可以在 0-100%范

围内无级调节，用来输送液体（特别是腐蚀性液体）一种特殊容积泵。 

 

 

三、课文讲解 

1. 本课重点在于学生对各种电机原理的理解，所以教师应对最为基础的直流电机和交

流电机进行重点讲解。注意，讲师并不对课文文章进行讲解，二是通过 PPT，用图片和

动画进行该种电动机的原理讲解。对课文的翻译仍然让学生来做。 

 

1)讲解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 

直流电机里边固定有环状永磁体，电流通过转子上的线圈产生安培力，当转子上的线圈

与磁场平行时，再继续转受到的磁场方向将改变，因此此时转子末端的电刷跟转换片交

替接触，从而线圈上的电流方向也改变，产生的洛伦兹力方向不变，所以电机能保持一

个方向转动。 

2)讲解交流电动机工作原理： 

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 90 度。在起动绕组上串联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当运行绕

组和起动绕组通过单相交流电时，由于电容器作用使起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

绕组的电流超前 90 度角，先到达最大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两个相同的脉冲磁场，

使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中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转子中产

生感应电流，电流与旋转磁场互相作用产生电磁场转矩，使电机旋转起来。 



 

2. 要求学生按课前预习，并结合刚才教师的讲解进行翻译，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四、课后作业 

Exercices 

1. Traduire en français 

定子  转子 线圈 连线 电刷 同步电机 异步电机 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 步进电机 模子 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 

传感器  机床 脉冲 计量泵 

2.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 le moteur » et « la machine tournante » ? 

3. Traduire le texte ci-dessous : 

Dans le moteur à cage d'écureuil (triphasé ou monophasé), le rotor est composé d'un cylindre 

feuilleté muni d'encoches dans lesquelles sont logées des barres, reliées des deux côtés par des 

couronnes qui les mettent en court-circuit. Pour que le moteur tourne, il faut que la fréquence de 

rotation du rotor soit plus faible que celle du champ tournant, c'est pourquoi le rotor tourne de façon 

asynchrone. 

Le rendement du moteur dépend pour une part de la place disponible pour monter les bobinages du 

stator. Ceci explique pourquoi les moteurs à plusieurs enroulements séparés (deux ou trois vitesses) 

ont des rendements plus faibles. 

Les moteurs à rotor extérieur sont largement répandus dans le domaine de la ventilation. 

Comme le bobinage se trouve dans le coeur du moteur, il est en règle générale nécessaire de 

restreindre sa taille. Le rotor extérieur tourne autour du stator qui lui reste fixe. Ceci présente un 

avantage pour la construction, car la roue du ventilateur peut être fixée directement sur le moteur. 

Ce type de construction a l'avantage de supprimer la courroie de transmission toujours source de 

pertes d'énergie. Par contre, pour pouvoir diffuser largement ce type de moteurs, il fallait lui adjoindre 

un système permettant de régler la vitesse de rotation. Ceci est réalisé couramment à l'aide de 

systèmes de réglage agissant sur le glissement du moteur par réduction de la tension d'alimentation. La 

plupart de ces systèmes de réglage occasionnent des pertes d'énergie considérables et créent des 

harmoniqu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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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