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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当前理工类院校专业英语课程的 开设现状, 指 出专业 英语在 学生的素 质教育 中占有 重要
地位, 应得到重视。分析了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自身 教学实 践, 提出 了相关教 学改革 的几点 建议
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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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English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ANG Zhuang, LEI Lin
(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 ational Univ.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status quo of professional English course in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professional English course is most important in the student. s quality education, and must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professional English teaching and our own teaching practi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professional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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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随着科 技的 进步、人 才竞争 的日 益激 烈, 培养

我们 针对教学过程中的一 些典 型现 象和问 题进 行了深 入的

高素质的科 技人 才越 来越受 到重 视。其中, 良 好的 外语水
平对于及时 掌握专业 领域 的国际 动态, 加 强国 际学 术交流

思考 , 总结了 一些经验。本文拟就理工类专 业英语的 特点,
谈几点专业英语 课程 教学改 革的 看法, 供 教学 同仁参 考和

十分重要, 是广大 科技 人员和 研究 生应该 具备 的基 本素质
之一。然而, 在特 定的 专业科 技领 域使用 的特 殊英 语形式

探讨 。

一、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范畴

( 专业科技英语) 有很多不同于普 通英语 的特点, 单 纯依靠
普通基础英 语知识来 阅读 存在一 定难 度。因而 在大 学生四
年的学习期 间, 继大 学英 语之 后开设 相应 的课 程 ) ) ) 专业

专业英语是针对理工 类院 校和 综合大 学的 相关专 业而
开设的一门专业 课。该课 程旨 在通 过对高 年级 本科生 进行

英语, 来引导学生 进入 本专业 英语 文献的 阅读 显得 尤为重
要。几乎所有高等 理工 科院校 都设 有专业 英语 这门 专业基

一到两个学期的 指导 教学, 完 成从 英语基 础到 专业应 用能
力的 过渡。

础课, 其最基本的 目标 是使学 生能 够熟练 阅读 国外 相关的
专业文献, 尽可能地培养学生听、说、写 科技英语的 能力,

5大学英语教 学大纲6 ( 修订本 ) 对大 学英 语的教 学目
标作了新的阐述, 修订后 的大 纲将 大学英 语教 学部分 分为

以拓宽学生 知识 面。可见, 专 业英 语课程 既是 基础 英语教
学的延伸, 又是基础 英语 与专 业教学 的结 合与实 践, 是培

基础阶段和应用 提高 阶段, 应 用提 高阶段 包括 专业英 语和
高级英语。其 中, 专业 英语 被规定 为必 修课。明 确指 出专

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工具, 是理工科院校一门重要课程。
但是, 由于专业英语 不像 基础英 语那 样有 国家四 六级

业英 语教学作为大学英语 教学 中一 个不可 缺少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担负着学生完成 从学习阶段到使用阶 段过渡的 任务,

统考, 并和 学生的 学位、毕 业挂 钩, 学校 对专业 英语 课程
的设置和意 义认识不 够。学生 对专 业英语 的学 习也 不够重

从而 保证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 [ 1] 。

二、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视, 不适应专业英语 的特 点。教师 的教学 内容 和方 法难度
大且枯燥、缺乏吸 引力。在 这些 问题的 限制 下, 专业 英语

( 一) 教学目标不明确, 重视程度不够

课程的开设状况令人担忧, 其普及率和成效不尽人意。
在近几年 的专 业 英语 ( 科 技英 语) 教学 实 践 过程 中,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1、学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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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少, 个别学院甚至 将其 安排 成选修 课。高层 教学 管理层
面上的目标 不明 确, 导致 制度 和措施 上的 不重视, 大大挫

针对上述问 题, 为提 升专 业英语 课程 质量和 理工 科学
生综 合素质, 专业英 语课 程教学 改革 的意义 重大。结 合我

败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们在专业英语教 学方 面的体 验和 思考, 本 文总 结了以 下一

2、教师层面
教师对专业 英语 课程 的本质 和目 标也不 太明 确。受评

些教 改对策和具体方法。
( 一) 选择合适的教材 [ 5]

估制度的影 响, 并不 重视 专业 英语课 程的 地位, 教 学方法
和手段不求改进和创新。

教材的内容 在很 大程度 上影 响课堂 教学 模式, 课 堂教
学模式又影响课堂氛 围以 及学 生的 学习 效果。 因此 5 专业

3、学生层面
现阶段, 各高校都将 基础 课程和 基础 英语 的考试 成绩

英语6 教材的选用应遵 循以 下原 则: 一 是与 专业 课程 要有
很好的衔接 性和 关联性; 二是专 业词 汇量要 全面, 能 广泛

作为衡量大 学生学习 成果 的重要 依据, 并 与毕 业和 保送研
究生等绑定 在一起, 导 致大部 分学 生只将 考试 作为 学习的

涵盖本专业 重要、基 本的 词汇; 三 是内容 要适 应电子 信息
时代的发展要求。 但是教 材的 编写 仍往往 落后 于电子 信息

首要目标, 缺乏对 相关 专业知 识学 习和语 言技 能的 正确态
度, 缺少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技术的迅猛 发展, 因 此在 教学过 程中, 应 充分 考虑使 用多

( 二) 缺乏高质量专业英语教材
通过对各理工类高校目前适用的专业 英语教材的 搜集,

媒体技术 等手 段, 及时 将最新 的专 业资料 ( 如论 文、元器
件数 据手册、产品 说明书、 专利、会 议通 讯等) 展示 给学

我们发现, 由于理工 类专 业多, 难 以撰写 一般 性强 的专业

生, 让学生及时接 触到更 广泛 的专 业英语 资料 和教学 辅助
材料 。

英语教材。各高校大 都各 自扎 营为寨, 相 关教 师根 据课时
量和教案编写教材, 缺乏规范性。

( 二) 精心编排教学内容
专业英语是 培养 学生综 合能 力的重 要工 具, 不仅 使学

此外, 当前专业英语 教材 大多只 注重 书面 英语的 阅读
理解 和 笔译 专 业 文献, 而对 听、说、 写等 则 比 较轻 视 [ 2] 。

生能够熟练阅读 国外 相关的 专业 文献, 还 要掌 握获取 文献
的方法和途 径。因此, 在 专业 英语 的教学 中应 加强文 献意

还有不少教材在实际使 用性和 语言 文字等 方面 都存 在质量
上参差不齐 的问 题, 缺少 成熟 的系列 化专 业教材, 难以满

识, 结合专业英语 的教学 开发 利用 外文科 技期 刊和国 外网
络资 源, 提高 学生获取专业信息的能力。我们在电子P信息P

足新形势下 专业英语 教学 的要求, 达不到 培养 既懂 外语又
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通信 工程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创新做法是:

( 三) 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手段落后

( 1) 向学生介 绍目 前比较 著名 的、被世 界各 国广 泛使
用的 英文专业文献检索工 具的 使用 方法及 学校 图书馆 链接

当前专业英语的教 学模式 基本 上是教 师课 内讲 解的传
统方法, 没 有实践 教学 环节。老 师一般 是照 本宣 科, 在讲

网址 , 如 5美国工 程索引6 ( Engineering Index , EI) 、 5 美国
科技 会议 录 索引6 ( Index to Science &Technical Proceedings,

解专业文章 时把专业 英语 术语与 汉语 一一对 应。这 种落后
的教学方法 使学生没 有在 实践中 应用 专业知 识的 机会, 造

ISTP) 、 5 美国科 学引 文索 引6
等。

成学生对 许多 诸如信 号、时频、 编码、电 磁波等 专业 方面
基本概念理 解不 深不 透, 更是 不会运 用, 成为 语言 知识的

( 2) 向学生介 绍电子 信息 类国外 重要 的协 会组织 和出
版机构, 及其 下属 的外文 期刊、会 议等, 如 美国 电气 电子

消极接受者。
( 四) 教师衡量标准不规范

工 程 师 学 会 协 会 (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IEEE) 、国 际 光 学 工 程 学 会 ( The International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目前国 内对 专业 英 语教 师 没 有任 何 任职 资 格标 准 [ 3] 。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SPIE ) 、 美 国 航 空 航 天 学 会

所以, 学校 在 选拔 专 业英 语教 师 时, 产 生良 莠 不 齐现 象。
虽然, 教学大纲中要 求专 业英 语课应 由专 业教师 担任, 但

(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下的 各种期
刊 ( Transaction \ Journal) 和会议论文集 ( Proceeding) 。

在实际教学 中, 有的 学校 是由 专业教 师担 任, 多数 学校则
是由一般英语教师担任。一般英语教师很 少精通专业 知识,

( 3) 向学生介 绍专 利申请 的英 文撰 写方法 、电子 产品
说明书的阅读方 法等 既可以 开阔 学生 的视野, 又可提 高学

对教材中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背景知 识很难讲深 讲透。
而由专业课 老师讲, 又 不同程 度地 存在着 语言 障碍 或缺乏

生的专业兴趣的 内容, 进 一步 帮助 学生理 解科 技英语 的特
点。

英语教学方法, 从 而影 响和限 制了 学生专 业英 语水 平的提
高。由于专业英语 本身 跨学科 的特 点要求 教师 不但 具备较

( 三) 探索有特色的教学模式
1、科学安排教学进度

强的外语表 达能力和 较好 的外语 教学 方法, 还 要求 教师具
备比较全面 的专业基 本知 识, 目前 达到这 个标 准的 教师还

教学进度的安排, 应该首 先考 虑学生 的接 受能 力。教
师应充分了解学 生原 本的英 语水 平, 根据 学生 不同时 期的

不是很多。
( 五) 考核形式单一

具体情况结 合教 材, 合理 选取教 学辅 助内容、 有利于 学生
了解 并熟悉用英语描述专业知识的复杂语言现象。

各院校的专 业英 语任 课老师 多为 单干户, 期末考 核也

2、生动进行词汇讲解

往往是由任 课老师从 英文 书刊中 摘取 一段让 学生 翻译, 这
离听说读写及专业知识 的扩充 等综 合能力 的考 核要 求相差

词汇是翻译 的基 础, 词汇 教学也 是专 业英语 翻译 中最
重要 的部分。专业词 汇很 多都是 由基 础英语 词汇 引申、转

甚远 [ 4] 。

化、派生或合 成的, 因 此, 应该 重点 讲解同 一个 词汇 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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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英语和公 共英语义 项上 的联系 和区 别, 基本 的构 词法如
常用前缀、后缀和 一些 常用的 词根 等。另外, 电 子和 通信

( 1) 建议学校 加大 培养力 度, 在中 青年 教师 中培 养一
批具有广博 专业 知识、英 语能力 强、教学 基本 功扎实 的骨

技术中的专 业缩 写词 汇较多, 随着信 息技 术发展, 新的缩
写词汇还将 不断涌现, 如何培 养对 缩写的 反应 力等 便成为

干老 师, 担当 专业英语教学的主力军 [ 4] 。
( 2) 任课教 师定期 组织 开展 5 专业英 语6 教 学研 讨活

专业英语教 学不 同于 公共英 语的 问题。通 过构词 分析, 可
以将枯燥的 单词学习 变成 有意义 的逻 辑推理 , 培养 学生在

动, 如讨论教 学大 纲, 研究 编写 教材、探 讨教 学方 法, 以
便于 统一要求, 统一考核标准。

实践中学词汇、在使用中学词汇的良好习惯。
3、注重培养翻译技巧

( 3) 聘请英语 专业 的资深 教师, 定 期举 办英 语及 英语
教学方法的培 训班。也 可以让任课教师到国 外或外校 进修,

专业英语使 用的 是英 语科技 语体, 具 有较 强的科 学性
和逻辑性。文章 中 大量 使用 了 名词 化结 构 和非 限 定动 词,

全面提高英语 听、说、读、 写、译 的水 平, 将 专业 课 和英
语课 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这样可缩短 句子又比 较醒 目, 同时 为了避 免造 成主 观臆断
的印象, 往往使用被 动语 态和 第三人 称叙 述。教师 应有计

( 六) 科学 全面的考核
为有效提高 专业 英语的 教学 质量, 应 制定合 理的 考核

划、有步骤 地 讲述 科 技文 章的 翻 译方 法, 如 长 句 的翻 译、
被动句的翻 译、动词 的翻 译等。让 学生通 过不 断的 课堂翻

体系并严格 执行。采 用平 时作业 与期 末考试 相结 合, 基本
知识 与应用能力相结合的考核方法是目前较 为有效的 途径。

译实践来总结规律, 逐渐提高翻译能力和翻译技巧 [ 5] 。
4、教学手段多样化

其中 平时作业包括课堂讨论、论文写作、语 法及词汇 考核,
学生 讲授等; 期末考 试由 口语和 笔试 两部分 组成, 并 恰当

专业英语教学 手段要 与时 俱进, 不 断创 新, 借助 各种
电教媒体向 学生传输 各种 专业英 语教 学资源 。学校 应加大

安排两者的 比例。口 语形 式应根 据专 业特点 制定, 笔 试部
分主要是翻 译给 定的专 业文 章, 撰写 英文摘 要等。上 述考

对现代化教学设备资金的投入, 全面提供 现代化教学 条件,
包括互联 网、多媒 体教 学平台、 各种专 业教 学设 备, 将难

核体系, 既能考核学生 的阅读能力, 又 能体现学 生听、说、
读、写、译的水 平, 充分 评估了 学生 运用英 语表 达专 业知

以理解的工 艺、工作 原理 和实 验过程 等利 用图像、 动画和
声音效果直 观地 呈现 在学生 面前, 将 抽象 问题具 体化、复

识的能力和创新 能力。但 关键 的问 题是要 如何 至始至 终的
贯彻这一考核体 系, 使之 逐步 默化 为规范 性和 操作性 都强

杂问题简单化, 提高教学效率。
5、增强课外作业的实践性

的准 则。

四、结束语

以课外作业 的方 式, 让学 生上网 检索 或者 到图书 馆查
阅相关专业 的英文文 献, 阅读 并用 中英文 写出 文章 的要点

通过几 年的 努力, 我们 在 5 专 业英语6 课程 教学 中取

和摘要。一方面, 让 学生 掌握 利用 现代 电子 信息 手段 迅速
检索专业信息、及时了解专业动态和研 究成果。另一 方面,

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实践 证明 现行 的教学 模式 下存在 一些
问题, 理工类专业 英语课 程改 革和 创新仍 是一 个长期 而艰

让学生在 获取 专 业 知识 的 同时, 增长 了 对本 专 业 的兴 趣,
把原来枯燥无味的学习变得多姿多彩。

巨的 任务。本 文总结了 5 专 业英 语6 课 程教 改中 的几 点思
考和体 会, 以 期同 行们 批 评指 正, 共 同 建设 好 这门 课 程,

( 四) 合理安排开课时间
我们主张第五P六学期开设 5 专 业英语6 课程 为宜。首
先, 为双语教学奠定基础。现在很多院校 开设了双语 课程,
双语课程一 般都是专 业必 修课, 安 排在第 六或 第七 学期进
行。通过 5 专业英 语6 课 程的学 习, 能够 完成 从专业 基础

为培 养高素质理工类人才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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