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数学Ⅰ 

一． 说明 

（一） 课程性质 
高等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理科类、工科类、管理类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 

（二） 教学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理解数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数学的基本方法，培养

学生的数学素质，培养学生变量数学的观点和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运算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 教学内容 

本教材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

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以及微分方程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

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四） 教学时数 

本课程的教学时数为 90 课时。 

（五）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组织学生进行适当的讨论。 

（六） 参考教材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教学要求及安排 

第一章    函数与极限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函数的概念及函数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有界性。理解复合

函数和反函数的概念。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会建立简单实 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及换元法则。理解子数列的概念，掌握数列的极限与其子

数列的极限之间的关系。理解极限存在的 夹逼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理解无穷小、无穷

大、以及无穷小的阶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

概念，了 解间断点的概念，并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

性质(介值定理，最大最小值定理，一致连续性)。 

教学时数： 

20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映射与函数（2 学时） 

集合、映射、函数 

第二节 数列的极限（2 学时） 

数列极限的定义、收敛数列的性质 

第三节 函数的极限（2 学时） 

函数极限的定义、函数极限的性质 

第四节 无穷小与无穷大（2 学时） 

无穷小、无穷大 

第五节 极限运算法则（2 学时） 

第六节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2 学时） 

第七节 无穷小的比较（2 学时） 

第八节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2 学时） 

函数的连续性、函数的间断点 

第九节 连续函数的运算与初等函数的连续性（2 学时） 

连续函数的和、差、积、商的连续性、反函数与复合函数的连续性、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第十节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2 学时） 

有界性与最大值最小值定理、零点定理与介值定理、一致连续性 

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导数的定义及几何意义，熟练掌握求导法则，了解高阶导数，掌

握隐函数和参数方程的求导方法，了解微分与导数的关系，掌握函数的微分。 

教学时数： 

10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导数概念（2 学时） 

引例、导数的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可导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第二节 函数的求导法则（2 学时） 

函数的和、差、积、商的求导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基本求导法则

与导数公式 

第三节 高阶导数（2 学时） 

第四节 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相关变化率（2 学时） 



隐函数的导数、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相关变化率 

第五节 函数的微分（2 学时） 

微分的定义、微分的几何意义、基本初等函数的微分公式与微分运算法则、微分在近似计算中

的应用 

第三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微分中值定理：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和柯西中值定理，

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掌握洛必达法则，掌握泰勒公式，掌握函数的单调性判定法、曲线凹凸性，

了解函数的极值，了解函数图形的描绘方法。 

教学时数： 

14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微分中值定理（2 学时） 

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 

第二节 洛必达法则（2 学时） 

第三节 泰勒公式（2 学时） 

第四节 函数的单调性与曲线的凹凸性（2 学时） 

函数单调性的判定法、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第五节 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2 学时） 

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最大值最小值问题 

第六节 函数图形的描绘（2 学时） 

第七节 曲率（1 学时） 

弧微分、曲率及其计算公式、曲率圆与曲率半径、曲率中心的计算公式渐屈线与渐伸线 

第八节 方程的近似解（1 学时） 

二分法、切线法 

第四章   不定积分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掌握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掌握有

理函数的积分。 

教学时数： 

10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2 学时）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基本积分表、不定积分的性质 

第二节 换元积分法（3 学时） 

第一类换元法、第二类换元法 

第三节 分部积分法（2 学时） 

第四节 有理函数的积分（2 学时） 

有理函数的积分、可化为有理函数的积分举例 

第五节 积分表的使用（2 学时） 

第五章   定积分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了解微积分的基本公式，熟练掌握定积分

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了解无穷限的反常积分和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 

教学时数： 

10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2 学时） 

定积分问题举例、定积分定义、定积分的近似计算、定积分的性质 

第二节 微积分基本公式（2 学时） 

变速直线运动中位置函数与速度函数之间的联系、积分上限的函数及其导数、牛顿一莱布尼茨

公式 

第三节 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2 学时） 

定积分的换元法、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第四节 反常积分（2 学时） 

无穷限的反常积分、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 

第五节 反常积分的审敛法 Γ 函数（2 学时） 

无穷限反常积分的审敛法、无界函数的反常积分的审敛法、函数 

第六章   定积分的应用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定积分的元素法，了解定积分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上的应用。 

教学时数： 

6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定积分的元素法（2 学时） 

第二节 定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2 学时） 

平面图形的面积、体积、平面曲线的弧长 

第三节 定积分在物理学上的应用（2 学时） 

变力沿直线所作的功、水压力、引力 

第七章   微分方程 

教学要点：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微分方程的可分离变量法，掌握

齐次方程的判定与解法，掌握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高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

法，了解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和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解法。 

教学时数： 

20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2 学时） 

第二节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2 学时） 

第三节 齐次方程（2 学时） 

齐次方程、可化为齐次的方程 

第四节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2 学时） 

线性方程、伯努利方程 

第五节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2 学时） 

( ) ( )ny f x 型的微分方程、
'' '( , )y f x y 型的微分、

'' '( , )y f y y 型的微分方程 

第六节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2 学时） 

二阶线性微分方程举例、线性微分方程的解的结构、常数变易法 

第七节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2 学时） 

第八节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2 学时） 

( )= ( )r
mf x e P x

型、 ( )= [ ( )cos ( )sin ]r
l nf x e P x wx P x wx  型 

第九节 欧拉方程（2 学时） 

第十节 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解法举例（2 学时） 

三．参考书目 

1．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2．四川大学数学学院《高等数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3．王雪标等 《微积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4．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