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 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 Function of Complex Variable and Integral Transform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 54/3/3.0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 0

先修课程： 微积分，线性代数
授课时间： 机械4-6班单周周二5-6节;.机械3-4班 周

授课地点： 6D301, 6D404

五3-4节;机械1-3班 双周周五3-4节;机械1-3班周三34节;
授课对象： 2016机械1-6班
开课院系：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王刚 /讲师

联系电话：13713643524

Email： wg110789@sina.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每次发放作业
时，课前采用集中讲解方式；3.课程结束后和教学前安排集中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
作业（√）

期中考（√）

期末考（√）

出勤（√）

使用教材：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苏变萍、陈东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教学参考资料：
参考教材：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马柏林、李丹衡、宴华辉,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刘西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电子、电气、自动化及光信息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其目的是为培养相关专业
学生的计算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由于针对的是非数学专业的学生，因此在兼顾理论的同时，以实
际应用为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与基本方法；能应用复变函数的积分理论、留数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学生掌握Fourier 变换、
Laplace 变换的性质及相关计算，并以此为工具学会分析和处理工程实际中的一些问题，为学习后续
课程打好基础。培养学生应用这些概念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为学习相关后续专业课程
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为将来从事教学、科研以及其它实际工作打好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常用的
计算法则，了解该课程的后续应用。学生在学习完本课
程后，至少应掌握下述技能：(1) 解析函数的构造及其
幂级数表示；（2）Fourier 变换的性质及其应用；
（3）Laplace 变换及其应用；（4）离散 Fourier 变
换、快速 Fourier 变换及其应用；（5）z 变换及其应
用。应理解复变函数的解析性、多元函数的调和性与基
本的复变函数，了解函数的奇点与留数定理。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的基
本运算
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使
得学生通
过学习本课程得到知识的积累和一定的启发，学习数学
的严密
性，从更高的起点和不同的角度看待工程问题。从观察
出发，借
助于数学思维，并能运用《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的知
识去分析、
研究、评估甚至解决一些简单的或常见的工程问题。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培养
作为一个具备良好数学基础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员必
须具备的
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向上
的价值
观，为成为优秀的工程师提供前提条件，为未来的学
习、工作和
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并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
选）：
√ 核心能力1：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知识的能力；
□ 核心能力2：设计与执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相关实验，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 核心能力3：机械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术以及使用
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 核心能力4：机械工程系统、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设
计能力；
□ 核心能力5：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及
创新能力；
□ 核心能力6：发掘、分析与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
能力；
□ 核心能力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了解工程技
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与能力；
□ 核心能力8：理解职业道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
任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
式

作业安排

1,2

复数与复变函
数

6

重点：1.复数、区域、单连通区域、多连通
区域、逐段光滑曲线、无穷远点、扩充复平
面等的概念。2. 复数的计算，各种表示方法
及其相互转化，模和辐角的性质，一些简单
函数的定义与性质。 难点：复数的辐角，多
值函数，复函数的几何意义的应用，各类基
本初等函数的概念

课堂讲授

P25-30 习题
1.1.1， 1.1.7，
1.1.9，1.1.14，
1.1.19，1.2.1，
1.3.2 ， 1.4.3
， 1.5.2 ，
1.5.7 ，
1.5.15，1.5.19

3,4

解析函数

6

重点：1.复变函数极限和连续的概 念。2.
导数、解析函数、柯西—黎曼方程。 3．解
析函数的定义和等价刻画。基本初 等函数的
解析性，根式函数和对数函数的 单值解析分
支。4. 函数的可导性和解析性 的充要和充
分条件，求各阶导数 难点：复变函数可导与
解析的判别法。

课堂讲授

P49-53 习题
2.1.6，2.2.2，
2.3.1，2.3.9，
2.4.4，2.4.7，
2.5.9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
式

作业安排

5,6,7

复变函数的积
分

9

重点：1.复积分的概念和计算。2. 柯西积分
定理，柯西积分定理的推广。3. 柯西积分公
式，解析函数平均值定理，解析函数无穷可
微性及其理论，利用柯西积分公式计算围线
积分。 难点：：已知解析函数的实部或虚部
求解析函数

课堂讲授

P69-75 习题
3.1.1 ， 3.1.2
，3.1.3 ，
3.2.3 ，
3.2.6， 3.3.4，
3.4.1

8,9

解析函数的级
数表示

6

重点：1.复变函数项级数、幂级数、 泰勒展
式、洛朗级数、收敛半径、收敛圆 的概念。
2.复函数项级数和函数的连续性， 逐项积分
性质和解析性。3. 幂级数和的解 析性，幂
级数的收敛半径和收敛圆。 难点：求具体函
数的泰勒展式；洛朗 级数

课堂讲授

P98-102 习题
4.1.1 , 4.1.8,
4.2.2, 4.2.4,
4.3.2, 4.3.8,
4.4.4

10,11

留数及其应用

6

重点：1.留数概念，留数定理及证明，孤立
奇点的留数，利用留数定理计算围线积分。
2.利用留数定理计算实积分的四种类型 难
点：留数定理及证明。

课堂讲授

重点：1.留数概
念，留数定理及
证明，孤立奇点
的留数，利用留
数定理计算围线
积分。2.利用留
数定理计算实积
分的四种类型 难
点：留数定理及
证明。

12

共形映射

3

重点：1.解析函数导数的几何意义及保形变
换、分式线性变换的保角性、保圆性、保对
称性等概念、性质及应用。 难点：确定一些
区域之间的初等变换 所构成的映射。

课堂讲授

P142-145 习题
6.1.1，6.2.2，
6.2.4，6.3.1,
6.4.3

13,14 15

傅里叶变换

9

重点：1.傅里叶级数、展开定理、傅 氏积分
与傅氏变换、单位脉冲函数及其性 质。2.
傅氏变换的性质 难点：单位脉冲函数；频谱
理论

课堂讲授

P196-198 习题
1.1.1 ， 1.2.1
， 1.2.2，1.2.8

16,17,18

拉普拉氏变换

9

重点：拉氏变换的存在定理、拉氏变换的性
质、卷积与卷积定理、拉氏逆变换及拉氏变
换的应用。 难点：卷积定理与拉氏逆变换。

课堂讲授

P237-241 习题
2.1.1，2.2.1，
2.3.3，2.3.11
2.4.2, 2.4.3,
2.4.6

合计：

54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平时

作业: 百分制，登记不低于5次，缺交一次，扣20分, 权重0.1; 考勤:百分制，考勤
不低于5次，迟到或旷课一次，扣20分, 权重0.1; 期中考试:百分制, 权重0.1;

0.30

期末

百分制

0.70

大纲编写日期： 2018-03-20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分
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
（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