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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 名主讲

教师的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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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负责人情况 

姓 名 苏变萍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3.06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教授 电 话 13032939996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subianping@126.com 

通信地址（邮编）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1-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统计理论及其应用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作

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

过五项）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专业基础课,周 4 学时,5 届,660 人； 

2. 复变函数, 专业基础课, 周 4 学时,5 届,300 人； 

3. 应用统计学(硕士)，专业基础课, 周 4 学时,4 届,548 人； 

4. 数量统计(硕士)，专业基础课, 周 4 学时,3 届,60 人； 

5. 管理统计学(博士), 专业基础课, 周 4 学时,2 届,36 人；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 指导本科毕业生论文, 1 届,5 人； 

2. 指导硕士毕业生论文, 3 届,8 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 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 “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重点子课题—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与教学资源建设，

2008.5-20010.5，主持。  

2. 教育科学国家“十五”规划重点课题“21 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的创新与实践”数学类子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数学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2003.1-2005.7，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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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2006.7-2009.12,主编。

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与实践的研究，学校教学改

革项目，2004.7-2006.7， 主持。 

5.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网络课程, 校重点电子教材，2005-2008,主编。 

6.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精品课程建设，校教改课题，2008.7-2010.7，主持。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相关论文： 

1. 课堂教学效果的综合评判模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论文集,2005.7, 第一署名

人； 

2. 精品课程的建设与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大学数学报告论坛论文集, 2010.4, 第

一署名人。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及多媒体课件,校级优秀教材二等奖，2005.4，第一署名人；

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电子教材，校级优秀教材，2006.6，第一署名人。 

主编的规划教材: 

1. 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 智能化建设法规政策知识库的建造研究，省自然科学基金，2005.1-2008.1，负

责人。 

2.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基于视认知的非结构化信息处理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子课题“非结构化信息(图像)的内容理解与语义表征”的研究，科技部，

2007.7-2012.7，主要参加人。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WEB 搜索与挖掘的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科技

部，2010.1-2113.12，主要参加人。 

4. 基于智能化知识采掘的建设法规文献数据库研究, 建设部规划项目，第一参加人。

5. 西部大开发中失业与就业问题的量化分析与预测模型，应用研究，省教育厅专向基金，

2002.1-2005.1，负责人。 

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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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Nonlinea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for the Tex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onstruction，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Network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first author，2009.9.(EI) 

2. The association Analysis for Constru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Da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s, first author，2009.9. 
(EI) 

3. Posi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Northwest Roads and Railways. Proceedings of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management，first author, 20008.10.(ISTP) 

4.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Northwest Construction and 
Macroeconomics Factors，  Proceedings of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management，first author, 2007.9.(ISTP) 

5.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al Estate and Relevant Industries 
of Xi’an first author, first author, 2009.9. (ISTP) 

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1. 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西部失业与就业问题的研究）, 陕

西省教育厅，第一署名人，2009.5 

2. “建设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关柯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奖，关柯基金会，第一署名

人，2008.5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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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讲教师情况⑴ 

姓 名 赵彦晖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1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教授 电 话 82201076 

学  位 硕士 职  务 数学系主任 传 真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Zhaoyh1076@126.com 

通信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数值计算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

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主要课程: 

1. 高等数学，基础课，周学时 6，4届，270 人； 

      2. 概率统计，基础课，周学时 6，5 届，515 人； 

      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3届，180 人； 

      4. 数理统计 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5 届，611 人； 

      5. 线性代数，基础课，周学时 6，2 届，254 人。 

实践性教学： 

指导毕业论文 2 届  8 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提高高等数学教学质量的方法与实证研究，学校教改项目，2003.12-2005.7； 

2.概率统计教材建设，学校重点教材建设，2006.8-2008.7。 

教学研究论文： 

1. 大学文史类数学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2/4，2005.6。 

2. 研究现代学生差异 因材施教 建立合理的成绩考核与评价体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学报，1/3，2006.9。 

3. 高等数学“资源共享课”的实践，大学数学，2/4，2007.12。 

4. 高等数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高等数学研究，1/3，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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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2005 年度优秀教学成果奖；    

2. 2006 年度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6.12； 

    3．校第 2 届教学名师，2007.06； 

    4．2008 届毕业设计优秀指导教师，2008.06； 

    5. 校 07-08 年度师德标兵，2008.07。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研究课题: 

1. 广义正则半群及其在计算机科学上的应用，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05.1－

2007.12，2/6； 

2. 半群理论在信息科学方面的应用，陕西省教育厅专项基金,2005.1-2007.12，2/5；

3. 基于不确定性推理的既有结构可靠性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7.1－2009.12，

2/6。 

学术论文： 

1. 保序回归的一种变换及其数值解法，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2/3，2005.9； 

2. 极坐标系下旋转体体积元素的直接构造法，高等数学研究，1/2，2007.11； 

3. 一类带干扰的相关风险模型的破产概率，重庆工学院学报，1/4，2009.1； 

4. Existenc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orthogonal multiple vector-valued wavelets with 

three-scale，CHAOS SOLITONS & FRACTALS， 2/3 , 2009.3； 

5. 利用微分中值定理证明不等式，高等数学研究，2/2，2009.9。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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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讲教师情况⑵ 

姓 名 乔学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1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3991823855

学  位 学士 职  务 
陕西省计算 

数学学会理事 传 真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Xjqiao1@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计算数学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

（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主要课程: 

1.计算机图形学 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5 届 450 人 

      2.数值分析，专业课周学时 4，5 届  300 人 

      3.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基础课，周学时 4，4 届，270 人 

      4.高等数学 基础课  周学时 6，3 届，270 人 

      5.线性代数 基础课  周学时 6，2 届，240 人 

实践性教学： 

指导毕业论文  21 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发展规划及定位分析,面上,2005.01-2006.12,1\4。 

教学研究论文： 

5. 关于办好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之管件，唐都学刊，1/4，2006.4。 

6. 学好高等数学的若干建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3，2006.3。 

7. 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陕西人教，探索与实践—教育教学改革论文集，1/4，

2005.7。 

8. 如何在数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育教学改革论文集，1/4，2005.7。 

9. 关于学习《高等数学》的几点建议，西安建大报，1/1，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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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获我校 2005 年度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2005.9；    

2.获我校 2005 年度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2008.7。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超过五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不

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

项） 

研究课题: 

2. 曲线曲面的几何光顺算法及光滑拼接理论 纵向 2004.3－2005.12  主持 

2. 组合弹性结构的数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纵向 2005.7-2007.12  子项目主持 

3. 反求工程中三角网格划分及其应用 纵向 2005.3－2006.12  主要参加 

学术论文： 

1. 逼近 NURBS 蒙皮曲面的算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1/3   2005.9 

2. 一种构造 C1 连续的闭 NURBS 曲线的算法及应用 第三节图像图形技术与应用学术

会议论文集 1/2  2008.11 

3. 基于相似性的星系光谱红移估计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3  2008.1 

4. 0-1 规划的填充函数算法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1/2 , 2005.3 

5. 一种构造 C1 连续的闭 NURBS 曲线的方法  北京服装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2 

2008.7 

4.主讲教师情况(3) 

姓 名 林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1.12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3891811306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jdlf_1223@sina.com 

通信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计算机图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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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

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主要课程: 

1. 线性代数，基础课，周 4 学时，4 届，270 人 

2. 高等数学，基础课，周 5 学时，4 届，480 人 

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专业基础课，周 4 学时，4 届，330 人 

4. 计算几何，专业基础课，周 4 学时，2 届，150 人， 

5. 概率论，基础课，周 4学时，1 届，120 人 

实践性教学： 

指导毕业生 6 人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研究课题: 

反求工程中三角网格划分及其应用 纵向 2005.3－2006.12  主要参加 

学术论文： 

1. 心赃线的逐点生成算法，宁夏大学学报，1/3，2006.3；    

2. 半导体模型中退化漂移-扩散问题解的存在性，大学数学， 2/3，2008.1； 

3. 普通高校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策略的相关性分析及教师教学方法的显著性分析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1/3，2006.6；  

4. 关于学习策略及学习动力的调查分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1/2，2006.7 。    

5.主讲教师情况(4) 

姓 名 权豫西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12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201737565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2⑴-1 

基本 

信息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Quanyuxi1216@1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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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研究方向 小波理论及其应用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

（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主要课程: 

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4 届，314 人。 

2. 高等数学，基础课，周学时 6，6 届，587 人。 

3. 线性代数，基础课，周学时 4，1 届，150 人。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课、周学时 6，2 届，266 人。 

5. 计算方法，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6 届，604 人。 

教学研究论文： 

1. 大学文史类数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3，2005.6； 

2. 文科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23，2006.6； 

3. 高等数学“资源共享课”的实践，大学数学，4/4，2007.12。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获学校本科课程考核与管理（公共基础课）一等奖，独立获奖，2005.5； 

2. 文史类数学教学内容与方法研究，三等奖，本人排名 3/5，2007.1。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超过

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

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

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研究课题: 

1. 特征值问题及其反问题研究，校基金，2006.9-2008.9，参加； 

2. 微(积)分方程的小波方法，校基金，2006.7-，主持。 

学术论文： 

1. A wavelet Galerkin method applied to wave equations with variable coefficients，应用

数学，1/1，2007.7； 

2. 非平稳信号的小波包阈值去噪方法，信息技术，3/3，2007.3； 

3. 小波伽辽金方法应用于变系数波动方程，兰州大学学报，1/2，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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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讲教师情况(5) 

姓 名 李治飞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9，29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5229044905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Hansel2005@tom.com 

通信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数据处理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

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主要课程: 

1. 高等数学，周学时 6，5届，650 人； 

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周学时 4，7届，1280 人； 

3. 概率统计，周学时 6，3届，370 人； 

4. 线性代数，周学时 4，2届，198 人。 

教学研究论文： 

1. 罗尔定理应用中辅助函数的构造；高等数学研究；本人排名 1；2006，9 

2. 定积分的简化计算；高等数学研究；本人排名 1；2008，11 

3. 如何提高高等数学课堂教学的质量；大学数学；本人排名 1；2009，4 

4. 学好高等数学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科技信息；本人排名 1；2010，1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超过五项

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

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学术论文： 

1. A CLASS OF CANONICAL WAVELET FRAMES GENERATED BY TWO 
FUNCTIONS；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velet Analysis and Pattern；first 
author，2008，8 

2. AN ALGORITHM FOR CONSTRUCTING ORTHOGINAL VECTOR-VALUED 
WAVELETS WITH COMPACT SUPPORT；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velet 
Analysis and Pattern；first author，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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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讲教师情况(6) 

姓 名 王梦婷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08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991123037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无 

所在院系 理学院数学系 E-mail wangmengtinglh@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 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710055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不

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学生总人

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

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超过十

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讲授的主要课程: 

1. 高等数学，公共课，周 6 学时，4 届，240 人； 

2. 线性代数，公共课，周 6 学时，4 届，400 人；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周 6 学时，4 届，400 人； 

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化，公共课，周 4 学时，3 届，270 人； 

5. 计算方法，选修课，周 4 学时，1 届 4， 40 人。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不超过五项

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

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组

研究课题:  

组合弹性结构的数学理论及其应用，省教育厅，2.5 年，参加 

学术论文： 

1. 二阶混合偏导数相等的定理，中国教育与发展，1/3，2007.5； 

2. 具有边梁加固的板弯曲问题的变分差分方法研究，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3，2009.8。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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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队伍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苏变萍 女 1963 教授 基础数学
总负责、主讲、教材建设、

教学研究 

赵彦辉 男 1959 教授 基础数学 课程建设 

乔学军 男 1970 副教授 应用数学 主讲、课程研究 

林芳 女 1971 副教授 应用数学 主讲、教学研究 

李治飞 男 1964 讲师 基础数学 主讲、教学研究 

权豫西 女 1972 讲师 应用数学 主讲、调研 

陈清江 男 1966 副教授 应用数学 主讲、专题讲座 

王梦婷 女 1977 讲师 应用数学 主讲、调研 

霍爱莲 女 1958 副教授 基础数学 主讲、教材建设 

苑文法 男 1962 副教授 基础数学 主讲、教材建设 

潘智民 男 1956 副教授 基础数学 主讲、教学研究 

马思遥 女 1978 讲师 基础数学 主讲、教学研究 

3-1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师）

白燕 女 1979 讲师 计算机科 教材建设、课件制作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构 

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 

实验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本课程教学队伍共有教师 13 人，长期从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及与之相关

专业课程领域的教学及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 

职称结构：教授 2 名、副教授 6 名、讲师 5 名 

学历结构：博士 4 名、硕士 9 名 

年龄结构：30－40 岁 6 人、40－49 岁 4 人，50－59 岁 3 人 

学缘结构：4 名博士中本校培养 2 名、外校培养 2 名, 9 名硕士中本校培养 4

名、外校培养 5 名。 

师资配置：主讲教师队伍稳定，批改练习、辅导答疑工作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

由数学系研究生承担。 

经过数十年的教学实践，本课程已经形成了年龄、职称、学缘及知识结构合理、

教学经验丰富、富有朝气和活力的稳定的教学团队。 

主要成员教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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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彦晖，教授，从教 27 年，省级《高等数学精品课程》负责人，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效果优秀。曾获宝钢奖学金二等奖，获全省高等学校青年数学教师讲课比赛一

等奖，获校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五年中考核优秀两次，

其余合格。为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高等数学、FORTRAN 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程序设

计以及时间序列分析等等 7 门课程。主编出版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及辅导书

等 4 部。主持及参加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7 项，公开发表论文 20 余篇。

数学系主任，中国计算数学学会陕西分会理事，陕西省大学数学教学委员会副主委。

在本课程中主要负责课程建设的研究。  

    乔学军，副教授，从教 16 年，主讲《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经验丰

富，教学效果优秀。曾获我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第一名、奎屯教育基金优秀教师二

等奖、校教学优秀成果奖、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等，五年中考核优秀一次，其余

合格。为本科生及研究生主讲过高等数学、数值分析、计算机图形学等 7 门课程并

连续多年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出版《微积分》辅导与习题详解、《计算方法》重

点内容重点题等教学书籍五部。经常听课指导点评青年教师的讲课，效果显著。主

持及参与科研、教学基金四项，发表科研及教学论文十多篇，陕西省计算数学学会

理事，2006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神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积极参与该精品课程的

建设和青年教师的教学指导工作。在本课程中主要担任主讲，参与课程建设的研究。 

    林芳, 副教授，从教 16 年，主讲《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效果优秀。曾获 2005 济源教学优秀青年教师二等奖、获 2006 校教坛新秀奖。

理学院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一等奖。五年中考核优秀一次，其余合格。为本科生及研

究生主讲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理统计、计算几何等 6 门课程并连续多年指导

本科生毕业论文。参编辅导书两部近 21 万字。经常为青年教师示范性讲课，效果良

好。2005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神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主持校基础基金项目一项，

承担一校基础基金子项目的工作，参加两个校级项目，公开发表文章十多篇，其中

核心文章三篇，均为第一作者。在本课程中主要担任主讲，参与教学改革、教学实

践课题的研究任务。  

    李治飞，讲师，从教 24 年，长期工作在本科教学一线，主讲《复变函数与积分

变换》课程，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秀。2007 年被评为优秀教师。五年中考核

优秀一次，其余合格。为本科生主讲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4 门课程。参

加了《复变函数》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及习题册的编写工作。积极参加教研室组织

的教学法活动，参加讨论，并能对青年教师给予指导。参加了校重点电子教材：复

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网络课程的建设.公开发表 EI 检索论文两篇,其它论文多篇。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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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主要担任主讲，参与教学改革、教学实践课题的研究任务。  

    权豫西，讲师，从教 15 年，主讲《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效果优秀。曾获 2005 年学校本科课程考核与管理一等奖，2007 校教学成果三

等奖。五年中考核优秀一次，其余合格。为本科生主讲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

统计、计算方法 5 门课程。发表“高等数学资源共享课的实践”等三篇核心教学改

革论文。承担校科研基金项目两项，公开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三篇。在本课程中

主要担任主讲和调查研究任务。  

王梦婷，讲师，从教 10 年，主讲《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效果优秀，曾获学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五年中考核优秀一次，其余合

格。为本科生主讲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4 门课程。第一作者发表“二阶

混合偏导数相等的定理，具有边梁加固的板弯曲问题的变分差分方法研究等核心期

刊论文，在本课程中主要担任主讲和调查研究任务。 

3-3 

教学改 

革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教学改革及其解决的问题 

1.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重点子

课题，2007.7-2010.7，主持。 

  效果：吸引多个教学单位参加，扩大了学校的影响。 

2.教育科学国家“十五”规划重点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的创新与实践”数学类子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数学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003.1-2005.7，主持。 

  效果：获项目主持单位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的肯定与好评，是课题重点交

流成果。获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重点子课题研究任务。 

3.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2006.7-,主编; 

  效果：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日历。针对各专业对本课程教学内

容、教学重点的要求不同，采取对不同专业有不同侧重点的分类教学，对不同的

专业部分采用采用带有专业特色的例题。 

4.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网络课程, 校重点电子教材,2005-2008,主编; 

  效果：提升了教师素质，培养了青年教师，引进了先进的教学手段，加强多媒体

以及数学应用软件（如 MATLAB）等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提升了教学效

果。 

5.《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与实践的研究，学校教学改

革项目，2004.7-2006.7， 主持。 

  效果：充分的调研、对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研究与实践，提高了对教学与课程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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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改进了方法，从思想上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目的以及重要性等方面的认

识，使学生能够积极地、主动地投入到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根据学生所具有

的高等数学基础的不同，如数学专业、非数学专业以及本科、大专、三本等，采

用分层次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学效果。得到了学校的肯定。 

6.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发展规划及定位分析，学校面上项目，2005.01-2006.12，主

持。 

效果：为专业课程的定位给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建议。 

7.提高高等数学教学质量的方法与实证研究，校重点教学改革项目，2003－2005,

主持。 

  效果：项目形成的有效地教学质量提高与改进的实践方法与手段，对复变函数与

积分变换课程的教学改革与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8.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精品课程建设，校教改课题，2008.7-2010.7，主持。 

  效果：为资源共享、质量工程建设打下基础。 

教学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论文： 

1. 课堂教学效果的综合评判模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论文集,2005.7, 1/2； 

2. 精品课程的建设与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大学数学报告论坛论文集, 2010.4, 

1/3； 

3. 乔学军，如何在数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集, 1/4,

2005.7； 

4. 权豫西, 高等数学“资源共享课”的实践, 大学数学, 4/5, 2007.12； 

5. 霍爱莲，更新教学观念优化课堂教学，探索与实践，1/2，2005.7； 

6. 乔学军，学好高等数学的若干建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3,

2006.3； 

7. 乔学军，关于办好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之管件, 唐都学刊, 1/4, 2006.4； 

8. 乔学军，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陕西人教，探索与实践—教育教学改革论文集,

1/4  2005.7； 

9. 乔学军，关于学习《高等数学》的几点建议, 西安建大报, 1/1, 2005.10； 

10. 苑文法，改革课堂教学注重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1/3，2005.7。 

教学研究成果—出版的教材 

1. 苏变萍，主编，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0.3； 

2. 苏变萍，主编，教育科学国家“十五”规划课题成果《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电子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 

3. 赵彦晖，主编，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2006.8； 

4.  乔学军，主编，《微积分》辅导与习题详解，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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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芳，参编，《计算方法》重点内容重点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1。

教学研究成果—获得的教学研究表彰/奖励 

1. 苏变萍，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及多媒体课件,校级优秀教材二等奖，2005.4，第

一署名人； 

2. 苏变萍，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电子教材，校级优秀教材，2006.6，第一署名人。

3. 权豫西, 学校本科课程考核与管理（公共基础课）一等奖，2005 年 5 月，独立获

奖。 

4. 赵彦晖, 校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第一署名人； 

5. 赵彦晖, 校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5，第一署名人； 

 

3-4 

青年教 

师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精品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青年教师的培养是重点。在“复变函数

与积分变换”课程建设过程中对青年教师培养采取了岗前培训、业务素质考察、助

课＋预备课、试讲＋助讲、课堂模拟教学、课堂听课、教学讲评、参加教材建设和

相关教研科研工作等一系列措施，保证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具体措施： 

1. 抓好青年教师培养的过程管理  

(1) 学校、学院分别组织对青年教师进行上岗前的统一培训，开设了教育学、教

育心理学等系列课程，并邀请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师德标兵为青年

教师作专题讲座、传授经验； 

数学系请我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潘鼎坤教授对青年教师进行逐章节教学内容岗前

授课培训，每次培训内容共同准备，1～2 人重点讲，全体讨论，然后由专人写出经

修改、整理后的详细讲稿，并写出教材分析。培训结束，对青年教师的表现及授课

能力做出评价，作为年终考核和晋升职称的考评内容之一。 

(2) 在通过岗前培训的青年教师中遴选评价优良的青年教师进行重点培养。首先

承担该课程的随堂听课、助课，负责课程辅导、学生答疑、批阅作业等；然后安排

助讲教师适当的习题内容为学生独立授课，主讲教师随堂听课；再者学院和教研室

组织统一试讲，由院、系教师、课程负责人对青年教师授课情况进行点评，提出改

进意见或建议；综合学生评教、院系试讲、岗前培训各方面，确定该青年教师是否

具备独立授课的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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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励和要求青年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和精品课程建设，加深了解和掌握课程的

内涵和知识点、重点难点及发展趋势等。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制作多媒体课件，开展双语教学等；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培训、进修及课程研讨的

机会，一方面提高其自身素质，另一方面能够多渠道地了解和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 

(4) 院系鼓励和要求青年教师参加学校每年组织一次的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讲课

竞赛达不到良好以上者不得上讲台，达不到优秀者不能晋升职称； 

2. 让青年教师参加到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中 

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或主持教学改革项目，本教学队伍中的大部分青

年教师都有主持的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其余青年教师都先后参加了课程负责人或其

他教师主持的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项目。以增强他们对教学理念教学改革的发展趋

势的理解和了解，对课程内容的把握以及对授课组织的钻研；同时发挥青年教师思

维敏捷、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快的优点提升教学质量。 

3. 通过参加科研活动和读取学位提高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 

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参加或主持与本课程教学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读取学位，除

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他们授课的综合能力。 

主要成效包括： 

通过以上措施，青年教师汲取了课程多年教学积累的精华，结合自身的特点，

使得教学效果显著，得到学生的好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得到了显著提高。 

1. 课程教学水平显著提高 

在连续多年的学校教学效果评价中，本课程教师队伍的青年教师的教学效果都

被评价为优秀、良好以上，并取得多项奖励，乔学军获校年青教师讲课比赛第一名，

林芳获 2006 校教坛新秀奖，权豫西获 2005 年本科课程考核与管理一等奖，王梦婷

获青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等等。  

2. 知识水平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显著提高 

本教学队伍中的青年教师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积极参加教材编写，先后主持参

加了多项与本课程相关的教学改革项目和多部教材编写工作，公开发表了多篇教学

改革论文。参加了校重点教改课题：高等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实践，主持了校教改课

题：数学课双语教学的研究等。青年教师参编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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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与积分变换》主教材、参加了“十五”国家级规划课题成果《复变函数与积分

变换》电子教材的制作，这两本教材分别获得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和优秀奖。通过全

过程地参加和主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和参加教材编写，论文撰写，使得青年教师自

身的知识水平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教材内容也得到了改进。 

3. 促进了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 

年轻教师的成长带来了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改革充满活力和课程建设

成绩显著。青年教师在秉承传统教学的成果的同时，思维活跃勇于创新，开展了大

量的教学研究实践活动，如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开展的双语教学

吸收引进了名牌学校的教学模式。积极参加本课程的建设工作，使本课程的模块建

设顺利完成 。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学历

学位）的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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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线性代数》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起合称为《工程数

学》，它们是高等学校工科专业本科生的重要必修课程。自 1956 年并校以来，数学系为信

息与控制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等学院的本科生在自动化、电子

信息、机械设计制造、给水排水工程等专业开设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自课程开设以

来，无论是原基础部数学教研室的领导，还是后来数学系的领导都高度重视这门课程的教

学工作。设立了专门的课程组，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牵头，积极开展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与教学改革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并及时地对学生考试成绩

进行统计分析，评估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不断地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近年来，

响应学校提出的国际化的办学方针，开展了《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的双语教学研究

工作，为学校努力创造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环境和运行机制积累经验。 

2003.1-2005.7，主持了“21 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数学

类子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数学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育科学国家“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研究成果获项目主持单位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的肯定与好评，是课题重点交流成果。

2008.1-2010.3，主持了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重点子课题，吸引多个教学单位参加，扩大了学校的影响，课题三月底结题。

2005.7-2007.12，主持了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

改革与实践的研究，课题充分的调研、对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研究与实践，提高了对教学与

课程的认识，改进了方法，从思想上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目的以及重要性等方面的认

识，使学生能够积极地、主动地投入到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根据学生所具有的高等数

学基础的不同，如数学专业、非数学专业以及本科、大专、三本等，采用分层次教学，提

高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学效果，得到了学校的肯定。主持了学校教学改革项目信息与计算科

学专业发展规划及定位分析，为专业定位给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建议。完成了校级精品课程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建设，为资源共享、质量工程建设打下基础。期间获教学成果

奖近十项，公开发表教学改革论文十余篇。 

2003.5-2006.4 在努力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数学系还非常重视课程的教材建设。2003

年，由苏变萍等经验丰富的教师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讲义，编写了《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教材，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为教育科学国家“十五”重点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教材汇总了国内同类教材的主要优点；思路清晰，推证简洁

且可读性强，近距离讨论数学理论与实际应用问题，既使数学理论问题具体化，学生能深

刻理解理论的精髓，而且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师生的教与学的

要求，深受同行专家的好评，现在全国多所院校使用该教材。同时，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

果和教学质量，我们专门编写了与上述教材配套的《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学习辅导与习题

选解》（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还先后多次组织教师编撰了《复变函数与积分变

换练习册》，并建立了复变函数考试题库。合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将多媒体技术引入了

课堂，制作了相应的《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电子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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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教学质量，形成了现代立体化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多年来，数学系坚持学校关于教授及副教授从事本科教学的办学要求，积极组织和配

备很强的师资队伍讲授《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如苏变萍、赵彦辉、李治飞、乔学

军、霍爱莲、徐宗辉、王志成、张思贤、李跃林等老师上过多遍《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课程。通过有计划对年轻教师实施培养，一些年轻教师，如陈清江、权豫西、马思遥、王

梦婷等在教学上已初露锋芒，长期以来的努力建设一只较高水平的课程教学师资阶梯型队

伍。教学队伍中赵彦晖老师曾获宝钢奖学金二等奖，获全省高等学校青年数学教师讲课比

赛一等奖，获校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乔学军老师曾获我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第

一名、奎屯教育基金优秀教师二等奖、校教学优秀成果奖。林芳老师曾获 2005 济源教学优

秀青年教师二等奖、获 2006 校教坛新秀奖。李治飞老师 2007 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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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论课或理论课（含实践）教学内容 
4-2-1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

位与课程目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一所工科为主体，理工科相互支撑，兼有经济、管理、文学等学科

的多科性大学工科高等院校， 学校注重学生德、智、体综合素质培养，重视科学、文化基础

教育教学，重视科学实验、工程和社会实践训练，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学校地

处西部，大部分生源来自西部地区。 

（1）课程定位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是我校自动化、电子信息、机械设计制造、给水排水工程等专

业的基础课，经过多年的办学经验积累，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培养目标。 

课程定位：本课程面向应用型普通工科院校，培养具有基础知识扎实、具有数学的思维

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数学知识的应用、创新意识的现代学生。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的知识体系，掌握课程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了解课程新的应用方向；为学习有关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

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通过数学实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4-2-2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课程内容包含八个知识模块(56学时)，其总体结构如下表所示。  

知识模块 具体内容 

复数的各种表示方法及其代数运算；复变函数的概念；初等复变

函数的定义及性质。 

复数与复变函数 

(6 学时) 

复变函数的极限、连续和导数的概念；解析函数的概念；函数解

析的充分必要条件；解析函数与调和函数的关系；初等函数的解析性。

复变函数的导数 

(6 学时) 

复变函数积分的定义和计算方法；柯西积分定理及其推广；柯西

公式；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 

复变函数的积分 

(6 学时) 

复数项级数；幂级数性质及其收敛圆、收敛半径、和函数的解析

性，解析函数的泰勒展式；解析函数的罗朗展式定理、解析函数罗朗

展式的求解。 

级数 

(6 学时) 

孤立奇点的分类及其类型的判定方法；留数的概念；留数定理；

孤立奇点处留数的计算方法；应用留数计算定积分。 

留数 

(6 学时) 

保形映照的概念；分式线性映照及其性质特点；幂级数 、

指数函数 及对数函数

αω z=
ze=ω zln

保形映照 
=

(8 学时) 
ω 所构成的映照；简单区域之间

的保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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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复变函数部分：内容、方法、解决的问题 

(2 学时) 

傅里叶积分的概念；频谱的概念；傅里叶积分定理；傅里叶变换

的定义、性质、应用；

傅里叶变换 

δ —函数的概念、性质及其傅里叶变换。 (8 学时) 

拉普拉斯变换 

(6 学时) 

拉普拉斯积分的概念及其存在定理；常用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拉普拉斯变换概念、性质、定理和应用；应用部分分式、卷积性质求

拉普拉斯逆变换方法；应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组

方法。 

总结 

(2 学时) 

积分变换部分内容、方法、解决的问题。 

    使用 Matlab 解读课程内容。 
 

4-2-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重点：类比区别、细致推证、练习、讨论、现代教学

手段） 

基于高等数学的学习内容，实变函数与复变函数内容遥相互应的特点，本课程的重点、

难点就集中在了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中的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上。 

课程重点及其解决办法： 

1.解析函数的概念；函数解析的充分必要条件；解析函数与调和函数的关系；  

详细解读概念，详细证明函数解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定理，通过反例说明条件存在的意义，

加强解析函数与调和函数关系的题目训练。 

2.柯西积分定理及其推广；柯西公式；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 

通过对柯西积分定理及其推广详细证明，以及各种类型题目的训练，加强对柯西积分定

理及其推广,柯西公式,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的理解和运用。 

3.解析函数的罗朗展式定理、解析函数的罗朗展式； 

分析罗朗级数及其收敛环的客观存在性，仔细讲解解析函数罗朗展式定理的含义、定理

证明的思想、方法、步骤。加强解析函数罗朗展式间接求解方法训练。 

4.留数的概念；留数定理；孤立奇点处留数的计算方法；  

前面内容和实变函数有某些联系，学生容易接受，这部分内容新而且重要，因此采取打

破以往教师讲授为主的模式，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互动，共同探讨学习，而且与专业内

容相结合。 

5.保形映照的概念；分式线性映照及其性质特点；  

详细讲解解析函数映照的基本性质，分析式线性映照的特点，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采

用动画展示分析式线性映照的映照过程。 

6.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性质、定理和应用；  

加强学生运用定义、性质、定理求解各种类型题目的训练。 

课程难点及其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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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数解析的充分必要条件；  

详细推导，足量训练。 

2.解析函数的高阶导数。 

采用告知的方式告诉学生公式可用归纳法推出，侧重公式运用的训练。 

3.解析函数的罗朗展式定理 

视学生情况，采用详细证明或仅介绍证明的思想和方法来完成授课内容。 

4.孤立奇点的分类及其类型的判定方法； 

内容琐碎，加强授课内容的整理。 

5.分式线性映照及其性质特点； 

充分发挥多媒体作用，采用动画展示分析式线性映照的映照过程。  

6.应用性质、定理求解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 

加大训练题目总量。 

另外,对于重点与难点，除教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解，辅助以课件演示，要求学生课前预习

课后通过作业复习，在网上提供大量自主学习的各类资源之外，还在指定地点由指定教师负

责为学生答疑，同时通过网络教学条件为学生在线答疑，达到学生与教师的紧密沟通。 

 

4-2-4 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4-2 实验（践）课教学内容 

4-2-1 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4-2-2 课程内容（详细列出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4-2-3 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4-2-4 考核内容与方法 

 25



 

4-3 教学条件（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1.立体化教材的建设 

立体化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由主教材、电子教材、辅导书组成，是教育科学

“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主教材是教育科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由高等教

育出版社历时三年出版。教材建设多遍走过了课程内容的解读，国内外教材、大纲等资料

的收集，教改、教师和学生情况的调研，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思考、编写教材建设规划，设

计讲义提纲、电子教材制作方案，撰写讲义、电子教材脚本并制作，局部试用，意见反馈

的过程。 

主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1.体系方面：在内容的架构和内容的选取上充分吸

收欧美工科教材鲜明的特色，强调对学生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体系纵向变化点：开辟了

复变函数的应用篇章，添加了对离散傅里叶变换、梅林变换、Z 变换和离散沃尔什变换四

种目前较多应用变换的简单介绍。将课程内容与计算机应用相结合作为体系的结束模块在

数学试验部分完成。这些内容调整的出发点是将数学理论与实际问题拉近距离，使学生在

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数学思维，数学方法，并用之解决实际问题，也使学生感觉数

学并非多么抽象，它就在现实之中，这些内容打了“*”号作为选学。体系蕴含的横向变化

点：内容采用背景问题—产生、建立概念—发现定律—建立体系—发展理论—应用理论为

展开方式，强调概念的产生过程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在完成了概念的产生到理论体系的建

立之后，又以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来收尾。做到既遵从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与学生的

认知规律、思维方式做到了有机统一，传授给学生数学的思想，数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培

养了学生应用知识的意识。2.内容方面：⑴内容的架构。充分考虑了前期数学课程学习给

学生建立起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法，将内容架构与前期数学课程遥相互应，使得教学效果

事半功倍。⑵内容的变动。在不违背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从教学的角度出发调整了部

分内容以往的编写顺序如将定理-定理-例题改为定理-例题-定理；对众多教材的模式化定

理证明方法作了一些变动，例题兼顾内容相关的几个重要方面使得教师教起来顺手；在内

容的完整性方面有所改进，如解析函数沿简单正向闭曲线的积分为零，反之也给以交待。

这是以前的同类教材未曾做过的。⑶内容的表述方式。结合工科大学数学教育的宗旨，在

对问题的语言表述方面不象对数学系专业学生的要求那样，做到了简单、明了、直白。教

材将数学语言在某些地方“通俗化”使学生读起来易懂。⑷习题的变化。课后提供了按基

本题目，逻辑与推理型题目，扩展思维及精彩题目构成的大量习题，给了教师选择，学生

练习、思考的空间。工科学生将来遇到的问题的环境要比课堂上有限的讲授复杂的多，习

题的这种变化对教会学生数学的思想方法是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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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本电子教材获省优秀多媒体课件三等奖。课件采用

最新版 Authorware、PhotoShop、Flash、CoolEdit、Premiere 等软件进行开发，适合教室

多媒体及网络多媒体教学，填补了工科数学《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多媒体课件制作的空白，

具有下述特点： 

1.可教性。体系科学，结构合理,内容正确,表达准确，重点突出；构思创意新颖独特；

构图合理、美观大方；，媒体运用紧扣主题，交互性强。 

2.易用性。本软件操作简单，播放流畅，易于掌握，完全开放，便于修改，可链接调用

其它软件。软件导航及跳转采用菜单、图标及直观的文字型按钮实现。 

3.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本多媒体课件紧扣教材中所蕴含的创造性因素，充分利

用开发软件的多媒体功能,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激起学生学习情感，

创设富有变化、激发新异感的学习情境；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去研究问题，孕育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4.呈现过程，发展学生的思维。在课堂教学中本课件把传统教学模式难以表现的教学内

容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可交互性地展现出来，较好的呈现了知识建立的过程，若能结

合教师创设的问题，鼓励学生多方位、多角度地去思考……便可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增

强其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5.充分发挥制作软件 Authorware、Flash 的交互性。实现以往知识能有效配合于当前内

容的讲解，各部分内容的演示可采用如区域响应等多种方式进行。可充分发挥人机交互的优

势,操作者在课件中可以任意进入、切换、退出；在教学过程中反复操作、反复观看,突出体

现多媒体的优势。 

6.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和可复用性。本课件各模块间不互相依赖，耦合性非常低，易于

进行功能扩展和版本升级。素材库中的素材格式采用流行的媒体格式，可直接用于新版本和

相关学科的教学及课件制作。并且支持网络应用，可实现在线多媒体教学。 

7.融合了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最新教改成果。 

辅导书《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它不同于以往的习题解答，告诉

了学生各部分内容学习的重点、难点，要求的深浅程度，学习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收集了学

生经常产生的疑惑的问题并进行了释疑，对典型习题给予了示范。对教师提供了方便和提示，

对学生明确了学习目标并帮助其自学。学科，人物，数学软件介绍丰富了知识，激励了学习

兴趣，提高了学生得人文素养。 

1.系统地总结了《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教材各部分的内容，指明了各部分内容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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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要求的深浅程度，使教师对内容体系有进一步的理解，以及知识细微之处的该

注意的问题，使学习者对自己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学到怎样的深度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2.在编写的过程中立足于读者的角度，整理、归纳、释疑解难了近几年教学中学生及自

学人员经常产生困惑的疑难点及典型例题. 

3.查阅了大量中外相关资料，，并对各类题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4.书末的知识点滴部分集学科，人物，数学软件介绍于一体以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立体化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重视基础，强化知识的应用性，实现教学手段的现

代化，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这里提供的资料包含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课程的教学大纲、内容要点、教学要求、

学习注意点、教学录像、网络课程、典型问题、释疑解难、作业习题、学生自行考评试题库。

第二部分称为知识的源与流，包括课程所属学科发展史，课程内容在其他学科的应用，相关

科学家的成长与贡献,相关数学软件及其在课程中的应用、数学实验等。这些努力有效地解

决了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课堂教学的一个有效补充，在目前生源水平整体下降

的情况下，提高了教学质量。知识的源与流对学生的思想、思维有所启发，提高了其素质，

培养了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3.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 

由于本课程属于相关专业理论基础课，因此教学安排中没有实践部分，但课程面对的是

一般院校工科各专业的培养对象，所以在主教材中有一部分独立内容是数学实验，包括：解

析函数对平面向量场的应用，Matlab在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中的应用，供教师选择学生阅读，

实验具有可重复性，教师学生并可按照Matlab命令语句或教材给出的程序进行相关实验。这

部分内容的引入对加强学生对课程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学生应用课

程乃至数学知识的意识和能力有显著提高，为学生在日后专业上的创新埋下了伏笔。

4.实践性教学环境 

学校实验室、机房及其软硬件可提供教师学生使用。 

    5.网络教学环境

软环境：(1)教师学生可登陆学校精品课程网站，使用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下的各种资源，

资源中的十八个模块为教师提供了从课程定位，课程设计到课程教案以及辅导材料等一整套

的资源，也可在线实施释疑解答。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与安排，利用精品课程网站资源从

授课录像到课程测试等一系列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可在线提问请求解答，对基础好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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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主动型学习的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非常有意义。 

 (2)编写制作了网络课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为学生的实践性教学、网络教学环境

提供了基础性平台。Fourier 积分变换在信号处理的应用自选实验课，使学生充分理解 Fourier

积分变换的物理意义，熟练掌握其应用特性。 

硬环境：(1)学校的网线已通入每个宿舍，校园宽带网和学院局域网保持开通，学生可

在宿舍、网络中心、图书馆、学院机房等多处上网，学生可登录学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网，

检索或下载中、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等的论文、书籍信息等；为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外学习，以及师生及时沟通、互动、在线答疑

等提供了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 

(2)我校校园网以信息资源开发为重点，以为教学、科研、管理创造良好的现代化网络

信息环境为目标，现已建成设备先进、技术一流，集科研开发、网上教学、信息管理发布于

一体的教学辅助单位。我校校园网始建于 1997 年，是陕西省首批接入 CERNET 的高校之一，

也是教育部按 A 类高校来投入建设的院校之一。2000 年 3 月成立了信息网络中心，办公面积

3000 多平米，设有一个视频会议室，二个多媒体教室、可同时容纳 240 多人的网络机房、新

技术实验室、网络教学直播机房及数字建筑博物馆研究制作室等特色场所。我校校园网现已

与中国教育科研网 100 兆光纤互联，并能实现核心节点双向千兆互联、楼宇千兆互联、百兆

到用户桌面的高速、可靠、稳定、安全的网络。网络覆盖了学校绝大多数教学楼、办公楼、

学生宿舍楼及家属楼，为全校 2 万多名师生提供了一流的网络平台。 

(3)理学院有多媒体教室和多功能报告厅，装备有先进的可视化电教设备，如：数字投

影仪、电子白板、视频展示台等，并配备了有关教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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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方法与手段（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目

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

及效果；教学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作为一门专业理论基础课程，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以及严谨的逻辑

性，面对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过程中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就成为能否取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教学方法与教

学手段，其主要表现为： 

1.明确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切教学活动服务于教学目的，教是为学服务的，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任何学习过

程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上，只有当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时，课堂

教学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其数学学习的

兴趣和求知欲，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我们采用了多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手

段，例如，为提高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在课间穿插 10 分钟多媒体图片文字向学生介

绍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发展史，介绍对课程所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如柯西、傅里叶的生平），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发展史向学生展示了科学发现的规律和过程，人物介绍向学生讲述数学

家成长的经历和做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又如，为提高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求知欲，

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教师有选择地开展数学实验，这部分内容在课程结束前

随堂占用 2 课时进行，通过对软件和实验内容(图形变换、傅里叶变换)的操作，使学生对课

程知识的实际应用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直接的认识，激发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热情。 

2. 采用类比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充分考虑了前期高等数学课程学习给学生建立起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法，将复变函数与

积分变换课程的内容架构与前期数学课程通过主教材遥相呼应，通过教学日历、教案贯彻，

课堂教学采用类比的方法开展。例如，对复数及其四则运算、复函数及其初等函数、复函数

极限、连续、导数、积分、数项级数、幂级数的概念与基本运算部分采用与高等数学中相应

知识类比的教学方法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知识掌握的好，学的轻松，课时用的少，

事半功倍。 

3. 采用通俗语言表述知识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针对工科大学数学教育的宗旨和我校开设本课程各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经过多年的摸

索，主教材将数学语言在某些地方“通俗化”使学生读起来易懂，在对问题的语言表述方面

不像对数学系专业学生的要求那样，做到了简单、明了、直白，相应的课堂教学语言也通俗

化。例如，解析函数概念、罗朗级数收敛域为圆环的解读，解析函数实部虚部均为调和函数

的定理没有做严密的证明，而是对众多教材的模式化定理证明方法作了一些变动，采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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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的方法来处理的，通俗化的教学内容的表述方式显著提高学生对知识理解、掌握的

效果，对我们这样一般工科院校的学生学好本课程是非常合适的。  

4. 遵循认知规律组织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课程学习的效果 

遵循认知教学规律内容采用背景问题—产生、建立概念—发现定律—建立体系—发展理

论—应用理论为展开方式，强调概念的产生过程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在完成了概念的产生到

理论体系的建立之后，又以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来收尾。例如，对传统内容体系进行变动。

在不违背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从教学的角度出发调整了部分内容以往的编写顺序如将

定理-定理-例题改为定理-例题-定理，在内容的完整性方面有所改进，如解析函数沿简单正

向闭曲线的积分为零，反之也给以交待。做到既遵从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与学生的认知

规律、思维方式做到了有机统一，传授给学生数学的思想，数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了学

生应用知识的意识。 

5. 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习题，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课程教学实施提供了丰富变化的课后习题。按基本题目，综合题目，逻辑与推理型题目，

扩展思维及精彩题目构成的大量习题，给了教师选择，学生练习、思考的空间。例如，题目

条件与要证明结论不完全对应，这就要求学生分解题目，在不同的条件假设下讨论推演结论，

这种处理方法在以往鲜见，它培养的是学生的数学能力，工科学生将来遇到的问题的环境要

比课堂上有限的讲授复杂的多，习题的这种变化对教会学生数学的思想方法是有益的，而且

实际中学生也比较感兴趣。 

6. 变化的考试内容和题型，促进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 

考试仍然采用闭卷方式，但考试的内容和题型发生了变化。如要求学生归纳出课程的知

识体系，对长期应试，做模拟题的学生来讲，这样的题目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它测试学生跳

出了某个具体题目，站在一定高度总览、综合、总结的能力。  

7.突出数学思想方法的讲解，实现课程教学的目的 

数学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数学知识，更主要的是要使学生学会数学的

思想方法，形成应用数学知识的意识和创新的思想。因此，我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特别

突出了数学思想方法的挖掘、整理和讲解，例如，通过积分变换介绍了数学变换的思想、通

过柯西公式介绍了边界决定内部的数学思想、通过复函数的展开介绍了数学逼近的思想等。

8.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 

学校每年约有千名学生学习本课程，在规范教学(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及练习册、教学日

历、教案，统一考试流水阅卷)的同时多元教学方式共存，占总量 2/3 以上的课堂采用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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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在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上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 

9.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课程教学过程中采用以板书为主，以多媒体为辅的教学手段。实现课堂教学内容深浅详

略自如控制，整体教学信息量大，主题内容与补充知识穿插共现，调节了课堂内外教学气氛，

书写规范，图形标准，动画技术使得图形变换过程生动形象，提高了教学质量。尤其在共形

映照一章，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多媒体动画生动形象的显示了图形变换的

整个过程，学生为之振奋惊叹，取得了特别好的教学效果。 

10.开发网上教学资源，形成了全方位的教学服务环境。 

已研制、构建了如教学录像、网络课程、视频光盘、题库、网上答疑等十八个精品课程

的模块，初步形成网上教学平台，不久逐步实现网上教学、网上自测训练等功能，建立起一

个全方位的教学环境，实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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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学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内

学生评教指标和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 

1.校外专家评价 

全国名师教指委主任马知恩教授的评价摘录：本教材填补了工科数学《复变函数与积分

变换》立体化教材的空白。教材正确把握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方向，取材适当，强调应用知

识能力的培养，增加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知识和应用实例，添加了数学实验；内容安排加

强了弹性，习题也比较丰富，这些都便于师生选择，有利于因材施教；在内容体系编排和讲

解方法方面充分反映了作者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做到了简单、明了、易读。电子教材目标

明确，取材适当，文字叙述和公式表达简洁规范，逻辑性强，重点突出，字幕清楚，速度适

当，适用于课堂教学，是一套适用于教学的良好电子教材。辅导书收集了不少学生易犯的错

误和疑难问题给予解答，指明了各章节的要求、重点，有典型例题示范，书末所附的学科，

人物介绍在指导学生人文素养教书育人方面也有一定作用，本书有较大的使用面，综上所述，

本教材是一套优秀的立体化教材。 

国家工科数学教学基地负责人郭镜明教授的评价摘录:教材在内容框架和选材上充分吸

收了国外教材的长处，突出数学思想，强调数学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加强内容的介绍，并实

现与计算机应用相结合，对传统内容和习题配置都做了很多富有特色的改进，成为一本受欢

迎在众多同类教材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教材。 

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数学会攻克院校委员会副主任宣立新教授评价摘录:全书具有体系

严禁、逻辑性强、内容组织由浅入深、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充分考虑了学生的知识基

础和初步形成的思维方式，体现以读者为本，与高等数学呼，应易教易学，内容组织注意内

容发展的自然过程，强调过程中蕴涵的数学思想，应用性强，题型丰富题量大，有培养创新

能力、思考性较强的题目。辅导书紧扣主教材典型例题剖析，读者常见错误等对教师和读者

学习十分有益。 

西安工业大学贺兴时教授评价摘录，这本教材突破了原有教材的风格，将占总课时几乎

一半的伏辩函数、微分、积分和级数部分内容与高等数学中响应部分遥相呼应，这样的安排

在教学过程中省时省力，使原本紧张的课时还 为期末考试复习腾出了时间。具有了工科教材

的鲜明特点，非常教师反映好教，学生反映好学，非常适合应用型普通工科院校的教学。 

2.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是我校重点建设课程，校教学督导组非常重视对该课程教

学过程的监督和检查。近几年，学校督导组每学期对全校所有课程评比两次（学期中期及期

末各进行一次），结果显示：《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的综合教学效果连续三年达到优秀。

校督导组专家张明德教授等多次深入“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堂听课，一致认为“授

课内容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条理清楚，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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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专业课程打下较好基础”，“授课教师知识素养和个人教学风范好，控制课堂教学能力很

强，课堂互动效果好”。 

潘鼎坤教授的评价：我校的《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有较好的基础，和西安交大等

知名高校有较好的交流。希望在老中轻几代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把《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

程建设成真正的精品课程。 

3.校内教学管理部门评价 

近几年教务处的教学检查结果显示：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能够严格按教务处教学规范执行；教学大纲和课程简介符合课

程教学要求；教学周历清楚，考试后的教学小结内容全面、缺点和不足分析透彻，改进措施

切实可行，改进效果明显，教学效果逐年稳步提升。考试试卷内容符合教学大纲，难易程度

适中，内容形式多样灵活；卷面清楚，考卷格式和答案符合学校规范要求；考卷批改认真、

规范，课堂秩序较好。 

4.学院及教研室评价 

按照学校教学规定，学院及教研室领导和同事需定期深入课堂听课，监督课程进度，并

对课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对近年学院及教研室领导对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进行的课堂

教学质量调查统计结果表明：（1）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多媒体采用当，效果显著。（2）授

课老师遵守纪律、无迟到、提前下课和找人代课现象；（3）讲课有热情，精神饱满，富有感

染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能调动学生情绪，课堂气氛活跃；（4）对问题的阐述简练准

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深入浅出，能给予学生思考、联想、创新的启迪；（5）授课教师

对课程内容娴熟、运用自如，教学内容充实，能反应或联系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

成果。在期中教学检查教学质量评估的各项指标考核方面，该课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5.学生评教指标 

（1）学生评教指标 

学生评教由教务处组织，在每学期中期进行，采取全体学生无记名填表及量化打分方式，

学生评教分“      课程期中教学检查调查表”和“      课程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成绩表”

两种表格，通过汇总统计对课程进行评比。 

“      课程期中教学检查调查表”包括 7 项指标：①讲课条理性及重点难点交代；②

实验课内容安排及指导方式与报告批改；③作业分量及难易程度与批改情况；④辅导答疑情

况；⑤严格管理及考勤情况；⑥教师教书育人情况；⑦对教学管理及后勤工作意见。 

“      课程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成绩表”包括 10 项指标：①教学勤勉热忱，能按时上下

课，不擅自停课、调课；②上课能严格要求，认真辅导答疑，及时批改作业；③关心学生学

习，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改进工作；④讲课思路清晰，有一定深度，重点难点

突出；⑤能理论联系实际，及时介绍学科发展动态；⑥本课程教材质量好，适合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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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语言清晰流畅，层次分明，板书设计合理、字迹工整；⑧启迪学生思维，有效调节课堂气

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⑨恰当运用现代化辅助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⑩总体来说，

该门课程的授课教师教学效果好；学习这门课程的收获大。 

6.学生评价结果： 

(1) 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被同学称赞，教学方法灵活，不死板地按照课本讲解。以利于

同学们理解掌握的角度进行分析讲解。鼓励激发同学们去写关于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论文

而且给了一些例文供同学们参考，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学习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兴趣。 

(2) 有自己的见解，上课重点突出，内容安排得当，重点知识详细讲解，有耐心，循循

善诱，上课语音、语速适当；建议上课时多补充一些相关知识点的例题，让同学们充分领会

概念、定理的精髓. 

(3) 教学扎实认真，待人温和，讲解条理清晰，板书一目了然；普通话有待提高. 

(4) 老师讲得深入透彻，对我们进行求学方面的鼓励，提供考研信息，在尊重教材的基

础上，以更通俗易懂的方法向我们传授知识，课堂效率较高，同学反映良好 

  (5) 不论在教书育人、教学内容上，苏老师做得非常好，在同学中迎得了很好的口碑。

苏老师很好地处理教材内容，还增加适当的内容.  

(6) 上课认真负责，讲课有条理，声音宏亮，对于知识点的剖析，言简意赅，补充的例

题也比较恰当，有代表性，我们已经适应老师的上课方式。不足之处，板书不太整齐. 

(7) 对学生、对教学负责的态度一如继往地为我们上好每一节课。教学内容精之又精，

力求让每位学生不仅听懂，而且学得深、学得透。这段时间，同学们学习复变函数课的热情

很高，应得因于苏老师教学水平得当. 

 7.学生对老师教学的总结 

(1) 老师讲课生动流利，突出重点，难点。 

(2) 老师不死扣书本，而是在必要时加入自己的分析，使大家更易理解。 

(3) 老师讲课通俗易懂，生动流畅，很有大家风范。 

(4) 老师讲课特别有亲和力，同学们都比较喜欢上他的课，他上课所讲的内容基于教材，

但又不局限于教材，会适当补充一点必要知识。 

(5) 老师博学多识，讲课由浅入深，同学们容易接受。他在教学上比较注重突出重点，

在重点问题撒谎能够愿意花多一点时间讲清楚，他采用的是一种灵活的教学手段，不拘泥于

一种形式，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板书上。 

(6) 老师对授课内容做了适当的调整，对于我们已学过的，已掌握的知识略讲，对于新

问题新概念新方法则做到了讲解深刻到位。 

 35



 

(7) 老师辅导很负责，对同学提出的疑问都能做出很好的解答，每次辅导都在确认同学

都没疑问时才离开。 

8.近三年学生评教结果： 

1.2007 级学生对复变函数课程评教综合分数为:93.54 分； 

2.2008 级级学生对复变函数课程评教综合分数为:86.95.9 分； 

3.2009 级 3 个班级学生对复变函数课程评教分数分别为:96.77 分. 

9.录像资料评价 

从课堂教学的录像资料来看： 

1.录像内容覆盖了课程教学活动的过半过程。 

2.能从数学思想、数学方法及数学知识多个层次上进行讲解。 

3.授课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表述清晰准确，逻辑性强，对教学内容有充分

的理解和把握。 

4.采用了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能驾驭课堂情绪，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好。 

5.老师讲课内容熟悉，思路清晰，表述清楚、流畅，概念准确，重点、难点处理得当。

6.多媒体教学的辅助功能运用的当，效果好。 

 

*以上相关资料可在网上或教研室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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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课堂录像（课程教学录像资料要点） 

第 1 章 复变函数 (主讲 乔学军) 

     复数 §1.1.1   §1.1.2    平面点集 §1.2.1   §1.2.2   初等函数§1.3.1   §1.3.2    §1.4.1 

第 2 章 导数 (主讲 王梦婷) 

     复函数的极限和连续§2.1.1   §2.1.2    解析函数§2.2.1   §2.2.2   已知解析函数实/虚部求其

表达式§2.3.1   §2.3.2   

第 3 章 积分 (主讲 苑文法) 

     积分的概念性质 §3.1.1   §3.1.2    柯西定理§3.2.1   §3.2.2    解析函数的导数§3.3.1 §

3.3.2§3.4.1 

第 4 章 级数 (主讲 林芳) 

     收敛序列、级数§4.1.1   §4.1.2    §4.2.1   §4.2.2   §4.3.1   §4.3.2    §4.4.1   §4.4.2 

第 5 章 留数 (主讲 李治飞) 

      孤立奇点§5.1.1   §5.1.2    孤立奇点留数理论§5.2.1   §5.2.2   留数理论§5.3.1   §5.3.2   
 留数应用§5.4.1  

第 6 章 保形映照 (主讲 苏变萍) 
     保形映照的概念§6.1.1   §6.1.2    分式线性映照函数§6.2.1   §6.2.2   指数函数与幂函 
数的映照§6.3.1  §6.3.2   习题课§6.4.1

第 7 章 傅里叶变换 
     §7.1.1   §7.1.2    §7.2.1   §7.2.2   §7.3.1   §7.3.2   §7.4.1 

第 8 章 拉普拉斯变换(主讲马思遥) 
     §8.1.1   §8. 1.2.   §8.2.1.   §8.2.2.

 
注：蓝色表示已上网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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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我评价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限 200 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拥有高水平的立体化自编教材。立体化教材《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包括主教材、

电子教材、教学辅导书，由高等教育出版，是教育科学国家“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主

是教育科学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2）在教学方法手段上拥有的特色和创新：类比授课、通俗语言表述内容、引入思考扩

展习题、变化考试内容和题型、很好利用了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按认知规律组织教学。课间

课程史和数学家介绍； 

（3）较早对《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

学内容的研究，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的研究，网络课程的制作，几近全程的教学录像，

测试题库，成熟的教学要求与计划，教学内容释疑解难，课程习题，参考资料，知识的源与

流，课程试验等。 

 

5-2 本课程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国外一流大学同类课程的建设是多样化的，有的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的全方位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课程学时及其在授课、作业、实验等教学环节的分配、课程考核

等方面与我们有较大的差异性，师资优良拥有数学大师、院士等，教师的自主权较大，国外

二流大学与一流大学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与之相比本课程在课程设计、教材建设、教

学资料与条件、教学手段、对教学内容研究的深入程度等处于领先地位。

高质量教材。主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自2003 年出版以来

使用量约 11 万册。与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省属大学相比较本课程的教材建设属于领先水平，

与欧美俄罗斯等国同类教材相比，在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以及教材的可用性等方面相当，

教材被销往台湾。 

教学方法及手段居国内前列。 多次在全国性大学数学教学研讨会上介绍经验，省内外

的部分高校多次来信要求学习电子教材，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校该课程教学手段的先进

性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给予的肯定，课程多方位深入细致的研究走在了前面。

教学理念先进。 提倡学生主动性、个性化的学习。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与安排，利用精

品课程网站资源从授课录像到课程测试等一系列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可在线提问请求解答，

对基础好学习能力强主动型学习的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非常有意义，这一方面在国内做的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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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实践教学有待进一步研究； 

2．试题库还需进一步建设完善。 

 

 

6．课程建设规划 

6-1-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 

课程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把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建设成应用型普通工科院校的省级和全国

的精品课程、样板课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应用和推广，同时为广大师生、科技工作者提供学

习和交流的平台。 

本课程的建设步骤： 

（1）广泛征求全国高校对《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教材使用的意见和建议，使教材日臻

完善； 

（2）继续开展课程的教学法讨论，提高教师的执教水平，总结本校和兄弟院校对本课程

的教学经验，进一步完善该课程的教学体系和创新教学方法。 

（3）不断思考课程的整体架构，关注国内外课程建设的新动态，提高课程已有成果的质

量。 

课程资源上网计划： 

该课程资源建设于 2007 年上半年初步完成，并不断完善，2009.5 网上开通。课程网址：

http://www.xauat.edu.cn/jpkc ，点击精品课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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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三年内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时间表 

本课程目前已完成授课录像上网资料过半，计划在 2 年内随课堂教学更新现有的录像，实

现全课程授课过程录像上网，具体计划如下： 

1) 2010 年 9 年-2011 年 7 月完成随课堂录像。 

2) 2011 年 8 年-2012 年 7 月完成随课堂录像后期剪辑制作，配套相应动画、文字说明，

实现录像全面上网。 

 

6-2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课程简介，课程负责人，教师队伍，课程历史沿革，教学改革与研究，课程内容和教学组

织，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作业习题，立体化课程主教材，电子教材，配套辅导书，教学资料，

参考文献，考核办法，数学实验，网络课程，几近全程教学录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与手段，

测试题库，知识的源与流(复变函数史，积分变换史，相关科学家，课程相关软件)，教学效果，

自我评价，课程建设规划，学校政策措施，共享与辐射，佐证材料，校级精品课程申请书， 特

色、政策支持及辐射共享。 

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链接（仅供专家评审期间参阅） 

http://www.xauat.edu.cn/jpkc ，点击精品课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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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校的政策措施 

7-1 所在高校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文件、实施情况及效果 

作为能够集中体现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水平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对“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学校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情

况有： 

政策文件： 

我校先后出台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精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暂行)》等相关文件；对各级各类课程实行从“制定规划，

申报立项”到“阶段验收及经费使用、后续申报”的全过程项目管理。 

（1） 学校专门成立了以主管校长为组长的“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校

精品课程专家指导委员会、评估委员会”； 

（2） 精品课程与名牌专业申报相结合，要求有 1~2 门精品课程的专业方可申报“名牌专

业”； 

（3） 将加强师资队伍培养和精品课程建设结合起来，着力培养能够担任精品课程教学的后

续师资队伍； 

（4） 学校多方筹资，加强校园网络和多媒体教学硬件建设，积极推进使用先进的现代化教

学手段，带动精品课程建设； 

（5） 积极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培训班，鼓励中青年教师参与其中； 

（6） 对获精品课程称号的课程，视不同级别给与相应的经费支持，所在院系视具体情况也

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7） 获得精品课程立项建设的项目，学校鼓励其做好后续建设工作，根据教育教学改革发

展的需要，及时充实、更新、提升课程建设成果，不断提高课程质量。 

（8） 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的课程负责人和课程组主要成员，学校将在其职称评定、教学岗

位设置、人才工程评选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9） 承担精品课程的授课教师教学工作量在校规定的基础上上浮 20%； 

（10） 学校在狠抓文字教材建设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电子教材建设工作。将基础课

程教材、教学参考书、学习指导书、实验课教材、实践课教材、专业课程教材配套建

设，加强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多媒体软件、电子教案、教学资源库的配套建设，为

“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施情况及效果： 

我校自 2003 年以来，获“校级精品课程”82 门，“省级精品课程”21 门，“国家级精

品课程”5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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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本课程后续建设规划的支持措施 

（1）学校对校级精品课程支持 1.0 万元，省级精品课程支持 3.0 万元，国家级精品课程

支持 5.0 万元，用于录制授课录像、编制和更新多媒体课件。  

（2）学校对于参与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师在今后的岗位聘任、职称晋升中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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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明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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