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南京理工大学 2018 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11123301 课程名称(中)  高等数学(I) 

授课语言 中文 课程名称(英)  Advanced Mathematics （I） 

开课单位 理学院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必修课 课程负责人(执笔人) 孙和军 审核人 邱志鹏 

学分 4.5 学时 80 是否为术科课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介绍【课程的学科和专业背景、教学内容（具体到章）、修学该课程所需的预备知识等；字数 300-500 字】 

     现代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都需要数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而“高等数学”以变量为研究对象，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它是理工科和经管等各专业学生必修的重

要公共基础课，具有概念抽象、说理严密、应用广泛等特点，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人文科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门课程。本课程为学生以后学习其它数学公共基础课以及

各专业课打下必要的数学基础。同时，本课程是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所需数学素质的基本课程，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重要载体，为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准备必须的数学理

论、思想、方法和运算技能，为学生将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1）函数、极限与连续；（2）导数与微分；（3）中值定理和导数应用；（4）不定积分；（5）定积分；（6）定积分的应用。本课程采取教学方式以课

堂讲授为主，注重启发式、探究式、研讨式教学，采用精讲多练的方法。 

教学目标【主要表述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后应掌握的方法、具备的能力；先进行概述，再分条列出，每条对应的 12 点毕业达成度要求勾选，字数控制在 500-800 字】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函数、极限、连续性、导数、微分、不定积分、定积分等一元函数微积分的理论、思想和方法，为其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数学知识

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为其将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在传授高等数学理论知识、思想和方法的同时，要通过多种教学途径和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运算、空间想象、抽象

思维和逻辑推理等能力，帮助其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形成数学的理性思维，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德育目标【描述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有机融入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等教育的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复杂综合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使学生了解中国数学和

科技发展的领先成果，坚定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念，树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树立献身科学、追求真理、为中国科技发展而努力学习的目标，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 

教学目标分条说明【可不囊括所有的达成度要求点】 毕业达成度要求 

1. 使学生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方法和运算技能：（1）函数、极限、连续；（2）一元函数微分学及应用；（3）一元函数积分学及应用，并为学

生进一步获得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从而为其今后学习相关后继数学和专业课程做好准备； 

1.工程知识(专业知

识) 

2.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数学理论知识、思想和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问题分析 

3. 要为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准备必须的数学理论、思想、方法和运算技能，为其将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4.研究 

4、要通过多种教学途径和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形成数学的理性思维，进而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12.终身学习 

成绩记载 选择百分制或 5 级计分制；说明期末考试、平时测验、课程作业、实验考核等所占比例 

教学内容及安排【理论课程内容具体到节或知识块，用分号断开；上标“△”表示重点，“★”表示难点。课程设计、实习列出内容、安排、步骤和要求等。】 

章号 教学内容 思政融入点 
学时分配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课外 小计 

01 

 1.函数、极限与连续 

1.1 映射与函数 

1.1.1 集合和映射：集

合；实数集；常量与变

量；映射 

1.1.2 函数概念 

函数的定义△；函数的图

形；函数的表示法 

（1）中国古代数学的

一些成果中包含着朴

素的极限、数列思

想。刘徽发明了割圆

术，祖冲之利用割圆

术算得的圆周率近似

值领先于西方几百

年。通过介绍刘徽、

祖冲之等数学家的生

平和数学成果，以及

 21          21 



1.1.3 函数的几种特性

△：奇偶性；单调性；周

期性；有界 

性 

1.1.4 反函数和复合函

数：反函数★；反函数的

图形；复合函数△ 

1.1.5 初等函数：基本初

等函数△；初等函数；双

曲函数 

1.1.6 建立函数关系举例 

1.2 数列极限 

1.2.1 数列及其简单性质 

1.2.2 数列的极限：数列

极限定义；数列极限的几

何意义△；收敛数列的性

质★（有界性、唯一性、

保号性）；数列极限运算 

法则；子数列 

1.2.3 单调有界准则△ 

1.3 函数的极限 

1.3.1 自变量趋向无穷大

时函数的极限△ 

1.3.2 自变量趋向有限值

时函数的极限： 时函数极

限；函数的左、右极限

中国古代数学的截杖

问题，让学生了解中

国古代数学领先世界

的成果，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自信

心。 

（2）函数的概念中包

含从常量到变量的转

折，极限、函数、无

穷大量、无穷小量等

概念中蕴含着局部与

整体、有限与无限、

量变到质变等辩证法

的思想方法。 

（3）介绍阿基米德、

魏尔斯特拉斯等数学

家的生平和数学贡

献，培养学生追求真

理、献身科学的精

神。 



△；函数极限与数列极限

之间的关系 

1.3.3 函数极限的性质★ 

1.4 习题课 

1.5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 

1.5.1 无穷小量：无穷小

量的定义；无穷小量的性

质△；函数极限与无穷小

量的关系 

1.5.2 无穷大量：无穷大

量；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

的关系△ 

1.6 函数极限的运算法

则：函数极限的四则运算

法则；复合函数求极限△ 

1.7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

重要极限 

1.7.1 夹逼准则和重要极

限 1△ 

1.7.2 重要极限 2△ 

1.8 无穷小的比较△：无

穷小量比较的定义；利用

等价无穷小量求极限 

1.9 连续函数 



1.9.1 函数的连续性△：

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函数在

区间上连续的概念 

1.9.2 函数的间断点△： 

间断点及其分类 

1.9.3 连续函的运算与初

等函数的连续性：连续函

数的和、差、积、商的连

续性；反函数的连续性；

复合函数的连续性；初等

函数的连续性★：闭区间

上连续函数的性质★（最

大值、最小值定理；有界

性定理；零点定理△；介

值定理△） 

1.10 习题课 

02 

 2 导数与微分 

2.1 导数概念 

2.1.1 瞬时速度与切线的

一般定义 

2.1.2 导数的定义 

2.1.3 左、右导数 

2.1.4 导数的几何意义：

导数的几何意义；平面曲

线的切线与法线 

（1）用导数刻画科学

技术中的相关变化率

问题，通过应用实例

的介绍，让学生了解

数学在实际问题中应

用，将理论联系实

际，培养学生解决复

杂综合问题的能力。 

（2）介绍著名数学家

费马的生平和数学贡

 13          13 



2.1.5 函数的可导性与连

续性的关系△ 

2.2 导数运算法则 

2.2.1 函数的和、差、

积、商的导数△ 

2.2.2 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 

2.2.3 反函数求导法则 

2.2.4 隐函数求导法则：

隐函数的导数；对数求导

法△ 

2.2.5 参数方程所确定函

数的导数△ 

2.2.6 高阶导数：高阶导

数的概念；几个初等函数

的 n 阶导数△；莱布尼兹

公式△ 

2.2.7 相关变化率问题 

2.3 函数的微分 

2.3.1 微分概念△：微分

定义；函数可微的充要条

件 

2.3.2 微分的几何意义 

2.3.3 微分的基本公式及

运算法则：微分基本公

式；微分的运算法则（微

献，介绍费马猜想的

有关情况，让学生学

习他追求真理、献身

科学的精神，同时了

解数学前沿公开问

题。  



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复合

函数的微分法则）；一阶

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2.3.4 微分在近似计算中

的应用：利用微分近似计

算；利用微分估计误差(绝

对误差与相对误差)；利用

微分估计间接测量误差 

2.4 习题课 

... 

 3.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

用 

3.1 中值定理 

3.1.1 罗尔定理△ 

3.1.2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 

3.1.3 柯西中值定理 

3.2 罗必塔法则 

3.2.1 0/0 型未定式极限

△ 

3.2.2  型未定式极限△ 

3.2.3 其它类型的未定式 

3.3 泰勒公式 

3.3.1 泰勒公式★ 

3.3.2 几个常用函数的麦

克劳林公式△ 

（1）曲线的凹凸性、

拐点、曲率、函数图

形的描绘等知识点中

包含着代数与几何的

联系与转化，通过分

析阐述，让学生体会

数与形的巧妙结合和

辩证统一。 

（2）函数的极值、最

值在科学技术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通过介

绍相关应用，让学生

将理论联系实际，培

养学生解决复杂综合

问题的能力。 

（3）介绍费拉格朗

日、柯西、泰勒、洛

 16  2        18 



3.3.3 具有拉格朗日余项

的泰勒公式★ 

3.3.4 泰勒公式应用 

3.4 函数的增减性与极值 

3.4.1 函数单调性的判别

法 

3.4.2 函数的极值：函数

取极值的必要条件和第

一、第二充分条件△ 

3.4.3 函数的最大值、最

小值及其应用问题：函数

在闭区间上最大（小）值

求法；最大（小）值应用

问题 

3.5 曲线的凹凸性、拐点

与函数图形的描绘 

3.5.1 曲线的凹凸性及拐

点：曲线凹凸性的定义；

曲线凹凸性的判定定理；

拐点的求法△ 

3.5.2 函数图形的描绘：

曲线的渐近线（水平渐近

线、垂直渐近线和斜渐近

线）；函数图形的描绘 

3.6 曲率 

3.6.1 弧微分 

必达、佩亚诺等著名

数学家的生平和数学

贡献，介绍费马猜想

的有关情况，让学生

学习他们追求真理、

献身科学的精神，同

时了解数学前沿公开

问题。 



3.6.2 曲率概念△ 

3.6.3 曲率计算公式 

3.6.4 曲率半径与曲率中

心 

3.7 习题课 

 

4.不定积分 

4.1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概

念 

4.1.1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

概念：原函数概念；不定

积分概念△；不定积分的

几何意义 

4.1.2 不定积分的基本积

分表及线性运算法则；基

本积分表；不定积分的线

性运算法则 

4.2 换元积分法 

4.2.1 第一类换元法△ 

4.2.2 第二类换元法△ 

4.3 分部积分法△ 

4.4 几种特殊类型函数的

积分 

4.4.1 有理函数的积分★ 

4.4.2 三角函数有理式的

积分 

（1）向学生解释不定

积分的极限本质，让

学生体会数学家将特

定和式转化为不定积

分加以计算的巧妙思

想，培养学生分析和

解决复杂综合问题的

能力。 

（2）介绍牛顿、莱布

尼兹的生平和数学贡

献，帮助学生树立追

求真理、献身科学的

精神。同时，通过对

牛顿、莱布尼兹在微

积分发明中的不同贡

献和发明权的论战，

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与

人相处、如何对待自

己的科学发现，培养

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10     10 



4.4.3 简单无理函数的积

分 

4.5 习题课 

（3）通过对不定积分

换元积分法、分部积

分法的实质分析，让

学生体会如何抓住问

题的主要矛盾、巧妙

运用转化思想解决问

题，培养学生分析和

解决复杂综合问题的

能力。 

 

5.定积分 

5.1 定积分概念 

5.1.1 两个实例：曲边梯

形的面积；变速直线运动

的路程 

5.1.2 定积分定义△ 

5.1.3 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 

5.1.4 定积分的性质△ 

5.2 微积分基本定理 

5.2.1 积分上限的函数及

其导数△ 

5.2.2 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 

5.3 定积分换元法与分部

积分法 

5.4 反常积分 

（1）定积分在建筑、

物理、工程等科学技

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通过应用实例

的介绍，让学生了解

数学在实际问题中应

用，将理论联系实

际，培养学生解决复

杂综合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定积分换

元积分法、分部积分

法的实质分析，让学

生体会如何抓住问题

的主要矛盾、巧妙运

用转化思想解决问

题，培养学生分析和

12     12 



5.4.1 无穷积分△（无穷

区间上的反常积分） 

5.4.2 瑕积分（无界函数

的反常积分） 

5.5 习题课 

解决复杂综合问题的

能力。 

（3）通过对帕斯卡、

卡瓦列里等数学家生

平和数学贡献的介

绍，让学生了解微积

分理论的早期发展过

程，了解数学如何应

用与计算机的方面，

阐述中国在超级计算

机领域中领先成就，

让学生了解中国科技

领先世界的成果，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自信心，坚定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

念。 

 

6.定积分应用 

6.1 定积分在几何上的应

用 

6.1.1 微元法 

6.1.2 平面图形的面积

△：直角坐标系下平面图

形的面积；极坐标系下平

面图形的面积 

（1）微元法在科学技

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通过开普勒利

用微积分研究太阳系

行星运动等应用实例

的介绍，让学生了解

数学在实际问题中应

用，将理论联系实

6     6 



6.1.3 立体的体积:已知平

行截面的面积，求立体的

体积；旋转体的体积△； 

6.1.4 平面曲线的弧长:直

角坐标表示的平面曲线的

弧长△；参数方程表示的

平面曲线的弧长；极坐标

方程表示的平面曲线的弧

长 

6.2 定积分在物理上的应

用  

6.2.1 水压力  

6.2.2 功  

6.2.3 引力  

6.3 函数在区间上的平均

值 

6.4 习题课 

际，培养学生解决复

杂综合问题的能力。 

（2）介绍约翰·伯努

利、开普勒等数学家

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帮助学生树立追求真

理、献身科学的精

神。 

合计    78  2        80 

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内容与要求 实验学时 实验类型 

01  数学实验   
 初步掌握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的用法和基本功能，能利用 Mathematica 进

行高等数学相关内容的数学实验。 
 2 验证性实验 

02           

...           

教材与参考书目 

书名 主编 出版社 出版年度 



高等数学   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高等数学(第七版)  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高等数学学习辅导(第 2 版) 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