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数学 A（一）课程大纲

2022-2023学年秋季学期

（本文档最后更新时间：2022年 9月 14日 20:15）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 A（一） Advanced Mathematics A (No. 1)
课程号：00132511 教学班号：1

授课时间地点：第 1-16周每周周二 1-2节，周四 3-4 节 / 理教 102
授课教师：童嘉骏 / tongj at bicmr.pku.edu.cn / 镜春园 78号院怀新园 78406-1 室

答疑时间地点：周二下午 2:30-3:30，周四下午 2:00-3:00，或邮件预约 / 镜春园 78 号院怀

新园 78406-1室（点击链接，怀新园位于图中标 78号处。到访时请联系保安开院门，78406-1
室位于院子最北侧二层小楼二楼）

习题课及助教：第 2-16周每周周二 10-11节（第 1周无习题课，从第 2周开始）

教学班号 1 / 陈伟 / 三教 104 / 1538673717 at qq.com
教学班号 2 / 侯浩杰 / 三教 504 / houhaojie at pku.edu.cn
教学班号 3 / 苏本朝 / 三教 108 / 466659979 at qq.com

习题课分班：为保证助教们的工作量大致相同，请同学们按照学号尾号分班参加习题课和提

交作业：学号尾号是 0、1、5的同学们请去习题课 1班，学号尾号是 4、6、8的同学们请去

2班，学号尾号是 2、3、7、9的同学们请去 3班。

课程平台：北京大学教学网（北京大学门户登录→信息服务→教学网）。课程通知（教学网

课程网站→课程通知）、课堂的视频录像（教学网课程网站→课堂实录）、作业和考试成绩

（教学网课程网站→个人成绩）等重要内容将均会发布在教学网，亦有论坛可以提问讨论（教

学网课程网站→答疑讨论）。

课程目的：学习掌握一元函数微分与积分、多元函数微分以及向量代数的理论。要求能正确

理解其中的基本概念，领悟其基本思想，掌握证明和计算中的基本方法，提高严格逻辑推导

能力，熟练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为学习有关专业课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教材：《高等数学（第二版）》，李忠、周建莹编著，上册

参考书：《数学分析》，伍胜健编著，主要是第一册，部分内容也可能会参考第二三册

课程主要内容（教学进度计划详见下）：

1. 一元函数的概念与极限（约 12学时）：实数基本性质、初等函数与一般函数、序列与极

限、函数极限与连续性。

2. 一元函数微积分的基本概念（约 10学时）：微商的概念、初等函数的微商、复合函数与

反函数的微商、微分与近似计算、高阶导数、原函数与不定积分、定积分。

3. 微积分基本定理与积分的计算（约 8学时）：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换元与分部积分、有

理式的积分法、定积分简单应用与近似计算。

4. 微分中值定理与泰勒公式（约 10学时）：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与求极限的

https://bicmr.pku.edu.cn/cn/content/page/9.html
https://bicmr.pku.edu.cn/cn/content/page/9.html


洛比达法则、泰勒公式、极值问题、函数的单调与凸凹性。

5.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初步（约 6学时）：向量的概念与运算、坐标表示、空间直线

与平面的方程、二次曲面的分类。

6. 多元函数微分学（约 14学时）：多元函数的概念、多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偏导与全

微分、链锁法则、多元函数的微分中值定理与泰勒公式、隐函数存在定理、极值问题。

成绩评定办法：作业 20%，期中 30%，期末 50%。

考试：均为闭卷统考

期中考试：2022年 10月末至 11月初（预计第 8周前后，待定），周末

期末考试（如果考试周整体提前一周）：2022年 12月 19日（星期一），晚上

作业：每节课后布置作业，发布于教学网。从第二周开始，每周二习题课前将上周布置的作

业交给各班习题课助教。习题课助教对作业中的部分题目进行打分，其他题目仅检查完成度。

不交、迟交或者抄袭将影响平时作业成绩。

习题课与习题集：每周一正午前会在教学网发布与近期讲授内容相关的补充习题集（选做）。

在周二晚的习题课上，助教会从中选取一些进行讲解，也可能会加入其他自选的扩展内容。

学术诚信与纪律：在修读本课程的过程中，请遵守北京大学关于学术诚信与学术纪律的相关

规定。参见北京大学教务部网站《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习纪律管理规定》。如有违规

行为，将据实向学校、院系相关部门报告。

其他：本课程鼓励积极提问和参加答疑。如有任何问题、在学期中碰到任何困难、或者对本

课程有任何建议，请随时联系授课教师和/或助教。

http://www.dean.pku.edu.cn/web/rules_info.php?id=8


教学进度计划

（可能与实际执行情况有出入）

周数 授课日期 章节与大致内容

第一部分 一元函数的概念与极限（约 12 学时）

第 1周 9.6, 9.8 §1.1 - §1.2 实数理论，变量与函数

第 2周 9.13, 9.15 §1.3 - §1.5 序列极限，函数极限

第 3周 9.20, 9.22 §1.5 - §1.6 连续函数，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第二部分 一元函数微积分的基本概念（约 10 学时）

第 4周 9.27, 9.29 §2.1 - §2.3 微商，复合函数与反函数求导，无穷小量与微分

§2.4一阶微分的形式不变性

第 5周 10.4, 10.6 §2.5 - §2.7 微分与近似计算，高阶导数和高阶微分，不定积分

第 6周 10.11 §2.8 - §2.9 定积分，变上限积分

第三部分 微积分基本定理与积分的计算（约 8 学时）

第 6周 10.13 §2.10, §3.1 微积分基本定理，不定积分换元法

第 7周 10.18, 10.20 §3.2 - §3.3 分部积分法，有理式的不定积分

§3.4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和换元

第 8周 预计本周前后期中考（时间待定），预计安排在周末，闭卷统考

10.25 §3.5 定积分的应用

§3.6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若时间允许）

第四部分 微分中值定理与泰勒公式（约 10 学时）

第 8周 10.27 §4.1 - §4.2 微分中值定理，洛必达法则

第 9周 11.1, 11.3 §4.3 - §4.4 泰勒公式及其余项

第 10周 11.8, 11.10 §4.5 - §4.6 函数极值，函数凸凹性，函数作图

第五部分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初步（约 6 学时）

第 11周 11.15, 11.17 §5.1 - §5.3 向量的概念与运算，坐标表示，平面与直线的方程

第 12周 11.22 §5.4 - §5.5 二次曲面分类，空间曲线的切线和弧长

第六部分 多元函数微分学（约 14 学时）

第 12周 11.24 §6.1 - §6.2 多元函数，多元函数的极限

第 13周 11.29, 12.1 §6.2 - §6.4 多元函数的极限，连续性，偏导数和全微分

第 14周 12.6, 12.8 §6.5 - §6.6 复合函数与隐函数求导，方向导数和梯度

§6.7 多元微分中值定理和泰勒公式

第 15周 12.13, 12.15 §6.8 - §6.9 隐函数定理，多元函数极值/最值问题

期末考试（如果考试周整体提前一周）：2022年 12月 19日（星期一），晚上，闭卷统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