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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说明： 

1.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表》中强支撑课

程的课程大纲需在本《汇编》中全部提供; 

2. 如某专业核心课不是强支撑课程，仍需要在汇编中提供该

专业核心课的课程大纲; 

3. 每门课的课程大纲需重起一页（用分页符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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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A（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1E1 英文名称：Calculus A（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数值分析等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理、工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微

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数

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培养学生的熟练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

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基本了解微积分学的基础理论；充分理解微积分学

的背景思想及数学思想。掌握微积分学的基本方法、手段、技巧，并具备一定的

分析论证能力和较强的运算能力。能较熟练地应用微积分学的思想方法解决应用

问题。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函数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和性质，掌握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计

算方法，掌握无穷小与无穷大概念，理解函数的连续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2：理解函数导数的概念，掌握函数的求导法则和求导方法，理解函数

的微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

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3：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导数在函数极限、单调性、极值、最值及

在曲线凹凸性判定方面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4：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和积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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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

问题的表述） 

目标 5：理解定积分的定义和性质，掌握微积分基本公式和定积分积分方法，

掌握用微元法计算一些几何量。（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6：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掌握求解一阶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和二阶常

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

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三、课程内容 

（一）函数、极限与连续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1.1函数的极限，极限的性质。 （2课时） 

1.2无穷小的概念与性质，无穷大的概念，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关系，无穷小

比较。 （2课时） 

1.3 极限的运算法则。 （2课时） 

1.4 极限存在准则，两个重要极限。 （2课时） 

1.5函数连续的概念，函数的间断点，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导数与微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2.1导数的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2课时） 

2.2 函数的和、差的求导法则，函数的积、商的求导法则，反函数的求导法

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高阶导数的概念，高阶导数的运算。 （4课时） 

2.3隐函数及其求导法，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2.4微分的概念，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三）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3.1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 （2课时） 

3.2 x a→ 时
0
0
型未定式， x a→ 时

∞

∞
型未定式，其它类型不定式。（2 课时） 

3.3 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极值。 （2课时） 

3.4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课时） 

3.5 曲线的凹凸性，曲线的拐点。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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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课。 （2课时） 

（四）不定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原函数的概念，不定积分的定义，不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基本积分公式

与简单积分法。 （2课时） 

4.2第一类换元积分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4课时） 

4.3分部积分法。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五）定积分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5.1 引例，定积分的定义，定积分的性质。 （2课时） 

5.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2课时） 

5.3第一类换元积分，第二类换元积分，分部积分。 （2课时） 

5.4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2课时） 

5.5 微元法，平面图形的面积，体积。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六）微分方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2课时） 

6.3线性微分方程及其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2课时） 

习题课。（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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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函

数极限定义性

质，掌握极限

运算法则和方

法，掌握无穷

小 无 穷 大 概

念，理解函数

连续性 

目标 2：理解

导数的概念，

掌握函数的

求导法则和

求导方法，理

解函数的微

分 

目标 3：理解微

分中值定理，

掌握导数在函

数极限、单调

性、极值、最

值及在曲线凹

凸性判定方面

应用 

目标 4:理解

不定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

掌握不定积

分基本公式

和积分方法 

目标 5:理解

定积分定义，

掌握微积分

基本公式和

积分方法，掌

握用微元法

计算几何量 

目标 6：理解

微分方程概

念，掌握求解

一阶微分方

程和二阶常

系数非齐次

线性方程 

1.1函数的极限和性质 √      

1.2 无穷小概念与性

质，无穷大概念，无穷

小无穷大关系，无穷小

比较 

√    

 

 

1.3极限的运算法则 √      

1.4 极限存在准则，两

个重要极限 
√    

 
 

1.5 函数连续概念，函

数间断点，初等函数的

连续性 

√    

 

 

2.1 导数定义和几何意

义，可导与连续关系 
 √   

 
 

2.2函数的和、差、积、

商的求导法则，复合函

数的求导法则 

 √ √  

 

 

2.3 高阶导数的概念，

高阶导数的运算 
 √ √  

 
 

2.4 隐函数求导法，参

数方程确定函数的求

导法 

 √ √  

 

 

2.5 微分概念，微分基

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   

 
 

3.1 罗尔定理，拉格朗

日定理，柯西定理 
  √  

 
 

3.2洛必达法则   √    

3.3 函数的单调性，函

数的极值 
  √  

 
 

3．4函数最大值最小值   √    

3.5 曲线的凹凸性，曲

线的拐点 
  √  

 
 

4.1 不定积分定义，基

本积分公式与简单积

分法 

   √ √  

4.2 第一类换元积分

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 
   √ √  

4.3分部积分法    √ √  

5.1 定积分定义，定积

分的性质 
    √  

5.2 积分上限函数及其

导数，微积分基本公式 
    √  

5.3 第换元积分法，分

部积分法 
    √  

5.4无穷限的反常积分     √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等数学》（机电类）上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第七版上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7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

社，2015.08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考勤与课堂提问（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函数、极限与

连续、导数与微分、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

微分方程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15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1  10 10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10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1  10 15 25 

课程目标 6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0 

合计 20 20 60 100 

 

 

5.5 平面图形面积，体

积 
    √  

6.1微分方程基本概念      √ 

6.2 可分离变量微分方

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6.3 线性微分方程及其

解的结构，二阶常系数

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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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业评分

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

合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

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朱泰英、孔峰 审核人：戚建明 批准人：袁艳红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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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A（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1E2    英文名称：Calculus A（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 

后续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电路、数值分析等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理、工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微

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得数

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培养学生的熟练运算能力和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基本了解微积分学的基础理论；充分理解微积分学

的背景思想及数学思想。掌握微积分学的基本方法、手段、技巧，并具备一定的

分析论证能力和较强的运算能力。能较熟练地应用微积分学的思想方法解决应用

问题。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向量和空间直角坐标系，掌握向量的运算，理解曲面及空间曲

线方程，掌握常用曲面的方程及图形，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程及其求法，

会利用平面和直线的相互关系解决有关问题。（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2：理解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

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几何

应用和极值。（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

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3：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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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 

目标 4：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计算两类曲线积分的方法，

掌握格林公式及其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5：理解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和运算性质，掌握函数幂级数的展开方法。（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三、课程内容 

（八）空间解析几何及向量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8.1 向量概念，向量的线性运算，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坐标运算，向量

的模、方向角、投影。 （2课时） 

8.2 两向量的数量积，两向量的数量积。 （2课时） 

8.3曲面方程的概念，旋转曲面，柱面，二次曲面。 （2课时） 

8.4 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投

影。 （2课时） 

8.5平面的点法式方程，平面的一般方程，两平面的夹角。 （2课时） 

8.6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对称式方程和参数方程，两直线的夹角，直线与

平面的夹角。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九）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 课时） 

9.1二元函数的定义，二元函数的极限，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2课时） 

9.2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高阶偏导数。 （2课时） 

9.3全微分的定义。 （2课时） 

9.4复合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2课时） 

9.5 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两个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 （2课时） 

9.6 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 （2课时） 

9.7多元函数的极值，多元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重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10.1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性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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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4课时） 

10.3 曲面的面积。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一）曲线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

弧长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3课时）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

坐标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3课时） 

11.3 格林公式，格林公式的应用。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十二）无穷级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12.1无穷级数的概念，级数的基本性质。 （2课时） 

12.2正项级数及审敛法，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4课时） 

12.3函数项级数的一般概念，幂级数及其收敛域，幂级数的运算性质。 

 （2课时） 

12.4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4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向量

和空间直角坐标

系，掌握向量的运

算，理解曲面及空

间曲线方程，掌握

平面方程和直线

方程，并能解决有

关空间问题。 

目标 2：理解二元函

数及极限与连续，

掌握偏导数和全微

分，掌握多元复合

函数和隐函数偏导

数求法，掌握微分

学应用和极值。 

目标 3：理解

二重积分概

念和性质，

掌握二重积

分的计算方

法 及 其 应

用。 

目标 4:理解两

类曲线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掌

握计算两类曲

线积分的方法，

掌握格林公式

及其应用。 

目标 5:理解级

数概念，掌握正

项级数和任意

项级数审敛法，

理解幂级数及

收敛域性质，掌

握幂级数展开

方法。 

8.1向量概念及线性运算，

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

模、方向角、投影 

√    

 

8.2向量数量积和数量积 √     

8.3曲面方程概念，旋转曲

面，柱面，二次曲面 
√ √ √  

 

8.4 空间曲线一般方程和

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

面上的投影 

√    

 

8.5 平面点法式方程和一

般方程，两平面夹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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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等数学》（机电类）下册，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数学》（第七版下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7 

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

社，2015.08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8.6 空间直线一般方程、对

称式和参数方程，直线及直

线与平面夹角 

√ √   

 

9.1二元函数定义、极限及

其连续性 
 √   

 

9.2 偏导数的定义及其计

算法，高阶偏导数 
 √   

 

9.3全微分定义及应用  √    

9.4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

全微分形式不变性 
 √   

 

9.5二元隐函数求导法  √    

9.6曲线切线与法平面，曲

面切平面与法线 
 √   

 

9.7多元函数极值、最大值

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   

 

10.1 二重积分的概念，二

重积分的性质 
  √  

 

10.2 二重积分直角坐标及

极坐标计算方法 
  √  

 

10.3曲面的面积，质心   √   

11.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

概念、性质、计算 
   √ 

 

11.2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

概念、性质、计算 
   √ 

 

11.3格林公式及应用    √  

12.1级数概念和性质     √ 

12.2 正项级数、交错级数

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

件收敛 

    √ 

12.3 函数项级数概念，幂

级数及收敛域和性质 
    √ 

12.4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

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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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考勤与课堂提问（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解析几何

及向量代数、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二重积分、曲线积分、无穷级数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10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10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10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1  10 15 25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业评分

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

合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

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朱泰英、孔峰 审核人：戚建明 批准人：袁艳红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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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5P1 英文名称：Complex Function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微积分 A(2) 

后续课程：数值分析、材料加工冶金传输原理、工程传热学 

 

一、课程简介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是工科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复变函数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重点掌握解析函数、柯西定理和柯

西积分公式、留数、共性映射等内容，以及掌握傅里叶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的性

质与方法，为有关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复数的代数表示与几何表示(三角表达式与指数表达式),掌握

复数的四则运算与乘幂、方根运算。能将一个复变函数化为相应的二个二元实变

函数。能将复变函数的极限转化为相应实变函数的极限并计算。知道复变函数连

续性的定义。会根据定义判断复变函数的连续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能

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目标 2：理解可导函数与解析函数的概念。会用定义求简单复变函数的导数。

掌握复变函数的求导法则。理解复变函数可导与解析的充要条件，会用该条件判

断复变函数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知道复变函数中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

数、三角函数的定义以及各自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并掌握导数公式。（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目标 3：了解复变函数积分的概念。掌握积分的参数方程法。理解柯西古萨

基本定理、闭路变形原理与复合闭路定理，会用它们计算积分。掌握柯西积分公

式与高阶导数公式。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并会用它们计算积分。（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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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理解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理解单位阶跃函数与单位脉冲函数的概

念，掌握其拉普拉斯变换。掌握几类初等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理解并能运用拉

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质、微分性质、位移性质、延迟性质等，并会利用它们求函

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会用部分分式法求拉普拉斯逆变换。理解卷积的概念与基本

性质，会用卷积定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掌握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的

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三、课程内容 

（一）复数与复变函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时） 

1.1复数的代数表示与几何表示(三角表达式与指数表达式)。复数的四则运

算与乘幂、方根运算。 （2课时） 

1.2复变函数的概念。复变函数转化为相应的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极限的概

念与计算方法。复变函数连续性的定义与判定方法。 （2课时） 

（二）解析函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可导函数与解析函数的概念。用定义求简单复变函数的导数。复变函数

的求导法则。复变函数可导与解析的充要条件，用该条件判断复变函数的可导情

况与解析情况。 （3课时） 

2.2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三角函数的定义。它们的简单的运算性

质。它们的可导情况与解析情况以及导数公式。 （2课时） 

习题课。 （1课时） 

（三）复变函数的积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复变函数积分的概念。积分的参数方程法。 （2课时） 

3.2用柯西—古萨基本定理、闭路变形原理与复合闭路定理计算复变函数的

积分。 （2课时） 

3.3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以及利用它们计算积分的方法。 （2课时） 

3.4 利用柯西积分公式与高阶导数公式计算积分的方法。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四）积分变换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拉普拉斯变换的概念。单位阶跃函数与单位脉冲函数的概念及其拉普拉

斯变换。几类初等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2课时） 

4.2拉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质、微分性质、位移性质、延迟性质等。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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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求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 （2课时） 

4.3用部分分式法求函数的拉普拉斯逆变换。卷积的概念与基本性质。用卷

积定理求拉普拉斯逆变换。 （2课时） 

4.4拉普拉斯变换的应用。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微分方程。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复变函数》西安交大王绵森编高教出版社 2008年 6月 

《积分变换》（第五版）东南大学张元林编高教出版社 2012年 6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李红谢法松编高教出版社 2008年 6月 

2.《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张光明郑修才编高教出版社 2006年 1月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复数的表示

方法,掌握复数的四则运

算与乘幂、方根运算。掌

握复变函数的基本性质函

数。会计算复变函数的极

限。会根据定义判断复变

函数的连续性。 

目标 2：理解可导

函数与解析函数

的概念。知道复

变函数中指数函

数、对数函数、

幂函数、三角函

数的定义。 

目标 3：知道复变

函数积分的概

念。掌握积分的

三种方法：参数

方程法，原函数

与不定积分，闭

路积分的积分方

法。 

目标 4:理解拉普

拉斯变换的定义。

掌握拉普拉斯变

换与逆变换。掌握

利用拉普拉斯变

换求解微分方程

的方法。 

1.1复数及其基本性质 √    

1.2复变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    

2.1解析函数  √   

2.2初等函数  √   

3.1积分的概念。参数方程法   √  

3.2柯西古萨基本定理及其推论   √  

3.3原函数与不定积分   √  

3.4 柯西积分公式与高阶导数

公式 
  √  

4.1拉普拉斯变换的概念    √ 

4.2拉普拉斯变换的性质    √ 

4.3拉普拉斯逆变换，卷积    √ 

4.4拉普拉斯变换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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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与课堂提问（20%）、作业（20%）

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复数的表示

方法与运算、计算复变函数的极限、判断复变函数的解析情况与可导情况、

计算复变函数的积分、求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与逆变换、利用拉普拉斯变换

求解微分方程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5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5 20 3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5 15 25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业评分标准

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崔汉哲 审核人：戚建明 批准人：袁艳红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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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1A1      英文名称：Numerical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应用工程数学 B 或其它数学选修类课程 

后续课程：有限元分析、CAD/CAE/CAM 综合训练 

 

一、 课程简介 

数值分析是理工科高等院校材料类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研究计

算机解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数值分析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成果。其目的是根

据问题的要求，提炼数学模型，通过算法设计和上机计算，快速准确得出工程需

要的结果。数值分析一直以来都是计算科学很重要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解线性

代数方程组的直接法、解线性代数方程组的迭代法、解非线性方程的迭代法、矩

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计算、代数插值、函数逼近、数值积分与微分、常微分方

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等。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各种常用数值算法的构造原理，提高算法设计能力，为

在计算机上解决科学计算问题打好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求解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了解线性方程组问题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计算

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目标2：掌握函数插值与数据拟合方法，了解函数拟合与近似表达在材料工程预测

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4.4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目标3：掌握数值积分法与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差分法，了解蒙特卡罗方法及有

限差分思想、有限元思想在实际工程中模型建立与数值模拟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目标4：掌握非线性方程求根方法中的二分法与牛顿迭代法，了解其在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1.2 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

求解。)  
目标 5：了解 Matlab 等数值计算软件的使用。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5.2 能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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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对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误差（2 课时） 

1.1 数值分析的研究对象与特点，数值计算的算法设计与技巧。（1 课时） 

1.2 误差的种类及其来源、误差与有效数字、误差的传播与估计，数值计算

中避免误差的若干原则（1 课时） 

（二）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求法（2 课时） 

2.1 高斯消元法：高斯消元法的计算过程。（1 课时） 

2.2 矩阵的三角分解及高斯主元素消去法。（1 课时） 

（三）插值方法（4 课时） 

3.1 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线性插值与抛物插值，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拉

格朗日插值余项定理及误差估计。（2 课时） 

3.2 分段线性插值：多项式插值问题，分段线性插值，分段三次 Hermite 插

值。（2 课时） 

3.3 三次样条插值：三次样条插值概念，三弯矩算法，三转角算法，三次样

条插值函数的误差估计以及插值法在图像处理中的应用。（自主学习） 

（四）数据拟合方法（2 课时） 

4.1 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其它函数类作拟合函

数，Bezier 曲线及应用。（2 课时） 

4.2 数据拟合法在材料设计及预测中的应用。（自主学习） 

（五）数值积分方法（4 课时） 

5.1 插值型求积公式：梯形公式与 Simpson 公式。（2 课时） 

5.2 高斯求积公式：数值积分公式的代数精度，高斯型数值求积公式及应用

（2 课时） 

5.3 求积分的蒙特卡罗方法及其在材料加工中的应用。（自主学习） 

（六）常微分方程数值解（2 课时） 

6.1 欧拉方法与龙格-库塔法：差分方法与数值积分法，欧拉方法的局部截断

误差与精度，二阶龙格-库塔公式（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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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微分方程模型在材料加工中温度场、应力场及扩散问题中的应用。（自主

学习） 

（七）非线性方程求根（4 课时） 

7.1 二分法与迭代法：二分法，简单迭代法，迭代法的几何意义及迭代法的

收敛性。（2 课时） 

7.2 牛顿迭代法和割线法：牛顿迭代公式及其几何意义，牛顿迭代法的收敛

性。（2 课时） 

7.3 基于非线性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工程优化及预测中的应用。（自主学习） 

（八）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4 课时） 

8.1 雅克比迭代法：雅克比迭代法计算格式、矩阵表示，向量与矩阵的范数。

（2 课时） 

8.2 高斯-赛德尔迭代法：高斯-赛德尔方法的构造及计算过程，收敛性问题。

（2 课时） 

8.3 超松弛迭代法：超松弛方法的构造及计算过程。（自主学习） 

（九）Matlab 工具箱的使用（自主学习） 

9.1 Matlab 运行环境相关的各类窗口及其相应的功能特点。 

9.2 Matlab 可视化界面设计。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求

解线性方程组

的直接法及牛

顿迭代法，了解

其在工程分析

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函数

插值与数据拟合

方法，了解函数拟

合与近似表达在

材料工程预测中

的应用。 

目标 3：掌握数值积分法与

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差分

法，了解蒙特卡罗方法及

有限差分思想、有限元思

想在实际工程中模型建立

与数值模拟中的应用。 

目标 4：掌握非线

性方程求根方法中

的二分法与牛顿迭

代法，了解其在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中

的应用。 

目标 5：

了 解

Matlab等

数值计算

软件的使

用。 

1.1 数值分析

的研究对象、算

法设计 

√ √ √ √ √ 

1.2 误差与有

效数字、误差传

播与估计 

√ √ √ √ √ 

2.1 高斯消元

法的思想及计

算过程 

√    √ 

2.2 矩阵的三

角分解及主元

消去法 

√    √ 

3.1 拉格朗日

插值多项式 
 √   √ 

3.2分段插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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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实用数值计算方法》，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Numerical Analysis》，萨奥尔著，裴玉茹，马赓宇译，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4.11 

2. 《数值分析》，李庆扬，王能超，易大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 

3. 《数值分析与算法》（第 2 版），喻文健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9 

4. 《数值分析基础》，关治，陆金甫，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1 

5. 《数值分析方法与工程应用》，杨威启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12 

6. 《数值分析及 Matlab 实验》，姜健飞，胡良剑，唐俭，科学出版社，

2004.06 

7．《Matlab 数值分析应用教程》，周品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11 

8．《Matlab 完全学习手册》，赵国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1 

9.《材料加工过程的建模与数值分析》，盖登宇，李鸿，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12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matlab 软件使用与分析）(3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误差及分析

方法、插值法、数据拟合、数值积分法、线性方程组的直接解法和迭代法、非线

4.1 曲线拟合

的最小二乘法 
 √   √ 

5.1 插值求积

公式 
  √  √ 

5.2 高斯求积

公式 
  √  √ 

6.1 欧拉方法

与龙格-库塔法 
  √  √ 

7.1 二分法与

简单迭代法 
   √ √ 

7.2 牛顿迭代

法与割线法 
   √ √ 

8.1 雅克比迭

代法 
√   √ √ 

8.2 高斯-赛德

尔迭代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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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程组求解。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综合作业 章节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2 2.5  2.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4.4 2.5  2.5 10 1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2 2.5  2.5 15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2 2.5  2.5 15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5.2  30   30 

合计 10 30 10 50 100 

六、评分标准 

1. 章节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1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综合作业 1 次，分组进行，按公式“个人分=组分×贡献率”计算综合作

业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组分评价标准

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数学模型正确；求解算法正确；程序流程正确；计算结果正确；结果分析正确；能正确

熟练使用 Matlab软件；写作规范，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报告。 
A（90-100分） 

数学模型正确；求解算法正确；程序流程正确；计算结果正确；结果分析正确；能正确

使用 Matlab软件；写作规范，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报告。 
B（80-89分） 

数学模型正确；求解算法可行；程序流程可行；计算结果较正确；写作规范，能够完整、

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报告。 
C（70-79分） 

数学模型基本正确；求解算法可行；程序流程可行；计算结果不正确；写作规范，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报告。 
D（60-69分） 

数学模型不正确；求解算法不正确；程序流程不正确；计算结果不正确；结果分析不正

确；不能正确熟练使用 Matlab软件；写作不规范，能完成报告。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百分制，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每缺勤

一次扣平时成绩 5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

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50 分。 

 

制定人：齐小犇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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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程数学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42Q1     英文名称：Appli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B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工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初等数学、微积分 

后续课程：数值模拟等 

 

一、课程简介 

应用工程数学是工科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们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

生初步掌握如何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数学运算、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的能力和素养。（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目标 2：掌握随机事件及其概率；掌握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常见分布；掌握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 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

并求解。） 

目标 3： 掌握矩阵及其初等变换；掌握行列式及其计算；掌握矩阵的秩与

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方法；掌握向量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判别方法及向量组的

秩。（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能针对具体的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三、课程内容 

（一）概率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32课时） 

1.1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的定义，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2课时） 

1.2 频率，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性质，古典概率。 （2课时） 

1.3条件概率，事件的独立性。 （2课时） 

1.4 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2课时） 

2.1随机变量，分布函数。 （2课时） 

2.2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0-1 分布、伯努利试验与二项分布，泊松分

布。 （2课时） 

2.3(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2课时） 

2.3(2) 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3σ”原则。 （2课时） 

2.4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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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联合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

变量及其联合概率密度。 （2课时） 

3.2 & 3.4 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

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定义，二维离散

型随机变量的独立性，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2课时） 

3.5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2课时） 

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随机变量函

数的数学期望，数学期望的性质。 （2课时） 

4.2 方差的定义，方差的计算，方差的性质。 （2课时） 

4.3 & 4.4 协方差的定义，协方差的性质，相关系数的定义，相关系数的性

质，原点矩和中心矩。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二）线性代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2课时） 

1.1& 1.2矩阵的定义，若干特殊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矩阵的线性运算，

矩阵的乘法运算，矩阵的转置。 （2课时） 

1.3逆矩阵的概念，逆矩阵的性质。 （2课时） 

1.4 分块矩阵及其运算，常用的分块形式及其应用。 （2课时） 

1.5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概念，矩阵的标准形，矩阵的标准形分解式。 

 （2课时） 

2.1 & 2.2 排列及逆序，n 阶行列式的定义，代数余子式，n 阶行列式的展

开公式。 （2课时） 

2.3 行列式的性质。 （2课时） 

2.4 行列式的计算，范德蒙德行列式。 （2课时） 

2.5伴随矩阵，逆矩阵公式，克拉默法则。 （2课时） 

3.1矩阵的秩的概念，矩阵的秩的计算，行阶梯形矩阵。 （2课时） 

3.2齐次线性方程组，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平凡解、通解。 （2课时） 

3.3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增广矩阵。 （2课时） 

4.1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义，向量组线性相关性质，线性表示、

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之间的关系。 （2课时） 

4.2 向量组的秩，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两个向量组等价。 （2课时） 

习题课。 （2课时） 

复习。 （2课时） 

考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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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

备数学运
算、数学
抽象、逻
辑推理、

数学建模
的能力和
素养 

目标 2：掌握

随机事件及
其概率；掌握
一维随机变
量及其常见

分布；掌握随
机变量的数
字特征 

目标 3： 掌握矩

阵及其初等变
换；掌握行列式
及其计算；掌握
线性方程组的

求解方法及解
的结构；理解向
量空间的概念 

1.1随机试验，随机事件的定义，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 √  

1.2频率，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性质，古典概率 √ √  

1.3 条件概率，事件的独立性 √ √  

1.4 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 √  

2.1随机变量，分布函数 √ √  

2.2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0-1分布、伯努利试验与二项分布，泊松分布 √ √  

2.3(1)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均匀分布、指数分布 √ √  

2.3(2) 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3σ”原则 √ √  

2.4 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 √  

3.1 联合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及
其联合概率密度 

√ √  

3.2 & 3.4  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函数，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律，
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定义，二维离散型随机
变量的独立性，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 √ 
 

3.5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 √  

4.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随机变量函数的数
学期望，数学期望的性质 

√ √  

4.2 方差的定义，方差的计算，方差的性质 √ √  

4.3 & 4.4 协方差的定义，协方差的性质，相关系数的定义，相关系数的性质，原
点矩和中心矩 

√ √  

习题课 √ √  

1.1& 1.2 矩阵的定义，若干特殊矩阵，矩阵的应用举例，矩阵的线性运算，矩阵
的乘法运算，矩阵的转置 

√  √ 

1.3 逆矩阵的概念，逆矩阵的性质 √  √ 
1.4 分块矩阵及其运算，常用的分块形式及其应用 √  √ 
1.5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的概念，矩阵的标准形，矩阵的标准形分解式 √  √ 
2.1 & 2.2 排列及逆序，n阶行列式的定义，代数余子式， n阶行列式的展开公式 √  √ 
2.3  行列式的性质 √  √ 
2.4 行列式的计算，范德蒙德行列式 √  √ 
2.5 伴随矩阵，逆矩阵公式，克拉默法则 √  √ 
3.1 矩阵的秩的概念，矩阵的秩的计算，行阶梯形矩阵 √  √ 
3.2  齐次线性方程组，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平凡解、通解 √  √ 

3.3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增广矩阵 √  √ 
4.1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义，向量组线性相关性质，线性表示、线性
相关与线性无关之间的关系 

√  √ 

4.2 向量组的秩，向量组的最大无关组，两个向量组等价 √  √ 
习题课 √  √ 
复习 √ √ √ 
机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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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朱泰英、周钢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 

《线性代数及应用》，刘三明，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盛骤、谢式千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第 2 版）， 刘剑平等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及作业等。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概率论

和线性代数。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5 20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10 20 3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2 5 10 20 35 

合计 15 25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

合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

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周钢；审核人：戚建明；批准人：袁艳红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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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A（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8B1英文名称：University Physics A(1)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全校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 

后续课程：专业基础课 

 

一、课程简介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质运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

（包括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微观粒子运动等）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科

学。《大学物理 A》课程，一方面在于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

另一方面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课程的学习，

有助于学生开拓思路、激发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增强适应能力，提高科学素质。

学好本课程，不仅对学生在校的学习十分重要，而且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进一

步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更新知识，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点运动学两类问题和圆周运动，学会应用动量守恒定律、机

械能守恒定律和功能原理求解质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了解转动定律和转动

惯量。（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

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2：掌握振动方程的计算，学会用旋转矢量法求解初相位，掌握波动方

程的计算，了解光的相干条件，掌握干涉、衍射和偏振的原理和计算。（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

述） 

目标 3：掌握气体动理论，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各等值过程中的应用，掌

握热机效率的计算，了解卡诺循环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4：学会误差计算和实验数据处理的方法，掌握示波器的使用、扭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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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物体转动惯量、分光计及其应用、温度传感器特性的研究。（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实

验数据） 

三、课程内容 

（一）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1.1绪论，微积分基础和矢量的概念，参照系、坐标系和质点的概念，描述

质点运动的物理量：位置矢量、运动方程、轨迹方程、位移、路程、速度、加速

度，两类运动学问题。 （3课时） 

1.2圆周运动的角量表示及角量与线量之间的关系，质点作圆周运动时的角

速度、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法向加速度。 （2课时） 

1.3 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及其适用范围，万有引力、重力、弹性力、

摩擦力。使用隔离法分析物理对象，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分析和解决基本力学问题。 

 （2课时） 

1.4动量、冲量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应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求解质

点在平面内的动力学问题。 （2课时） 

1.5 功、动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用动能定理进行有关的计算。保守力、

势能和机械能的概念及其物理意义。机械能守恒定律、功能原理和能量守恒定律

及其意义，并能进行有关的计算。 （4课时） 

1.6刚体模型和刚体的基本运动，刚体运动与质点运动的区别和联系，描述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坐标、角位移、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等概念及其运动学公式。转

动定律，转动惯量的概念。 （2课时） 

1.7力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二）振动、波动和光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2.1简谐振动模型，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及描述简谐振动的基本特征量：频

率、相位、振幅的意义及确定方法，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旋转矢量法，并

能用以分析有关问题。 （3课时） 

2.2简谐振动的能量概念。两个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合成的规律，以及

合振动振幅极大和极小的条件。 （1课时） 

2.3描述波动各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及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机械波产生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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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波函数的各种表达式。根据已知质元的振动表达式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

的方法以及波函数的物理意义，波形图线。 （2课时） 

2.4波的能量传播特征及平均能流、平均能流密度等概念。惠更斯原理和波

的叠加原理。波的相干条件，能应用相位差和波程差的概念分析和确定相干波叠

加后振幅加强和减弱的条件。 （1课时） 

2.5 原子发光的特点，光的相干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

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装置和实验规律，干涉条纹的分布特点及其应用，并能作相

应的计算。光程概念以及光程差与相位差的关系，反射时产生半波损失的条件。

薄膜等厚干涉的原理。 （4课时） 

2.6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及其对光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分析单缝夫琅禾费

衍射的半波带法，能够根据衍射公式确定明、暗条纹分布。光栅衍射条纹的成因

和特点，光栅公式，确定谱线位置的方法。 （2课时） 

2.7自然光、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的意义，偏振器起偏和检偏的方法和原理。

马吕斯定律，并能正确运用它来计算有关问题。光在各向同性介质界面上反射和

折射时偏振状态的变化。布儒斯特定律，并能作相应计算。 （2课时） 

2.8振动、波动和光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三）热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3.1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其应用。理想气

体压强（压强公式不要求推导）和温度的统计意义。自由度概念，理解能量均分

定理及理想气体的内能公式。 （4课时） 

3.2准静态过程、平衡态、平衡过程、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等概念，能够

计算功、热量、内能并理解其相互关系。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热力学第一定

律在理想气体各等值过程与准静态绝热过程中的应用。 （4课时） 

3.3循环过程的意义，热机循环和致冷机循环中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特点，热

机效率的计算。卡诺循环及其效率公式，卡诺定理对提高热机效率的意义。热力

学第二定律的物理意义和微观统计意义。 （2课时） 

3.4热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四）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4.1绪论、测量误差与实验数据处理，包括物理实验的地位及作用，物理实

验课的基本程序及学习方法，测量误差和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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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示波器的使用，包括使用示波器观察各种电信号的波形，测量电压信号

的大小及频率，低频信号发生器的使用。 （3课时） 

4.3扭摆法测定物体转动惯量，包括用扭摆测定几种不同形状物体的转动惯

量和弹簧的扭转常数，并与理论值进行比较，验证转动惯量平行轴定理。（3课

时） 

4.4分光计及其应用，包括分光计的结构及各项调节要求，分光计测量光波

波长的原理和方法，测量纳光灯光波波长。 （3课时） 

4.5温度传感器特性的研究，包括用恒电流法和直流电桥法测量热电阻，测

量铂电阻和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特性，测量电压型、电流型和 PN结温度

传感器的温度特性。 （3课时） 

4.6实验模块的小结、复习。 （2课时） 

（五）总复习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质点力

学、了解刚体定轴转

动的转动定律和转动

惯量 

目标 2：学会计算振

动方程和波动方

程，掌握干涉、衍

射和偏振的原理和

计算 

目标 3：掌握气体动

理论和热力学基础 

目标 4：学会误差

计算和实验数据

处理的方法，掌

握示波器的使用

等实验 

1.1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 √    

1.2圆周运动 √    

1.3牛顿运动三定律的应用 √    

1.4 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

的计算 
√    

1.5 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

律和功能原理的应用 
√    

1.6转动定律和转动惯量 √   √ 

2.1简谐振动、旋转矢量法  √  √ 

2.2简谐振动的能量和合成  √   

2.3 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的求

解和物理意义 
 √   

2.4波的能量和干涉  √   

2.5 杨氏双缝干涉的计算、薄

膜干涉的原理 
 √  √ 

2.6 单缝夫琅禾费衍射和光栅

衍射的计算 
 √  √ 

2.7 马吕斯定律和布儒斯特定

律的计算 
 √   

3.1气体动理论   √  

3.2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及

应用 
  √  

3.3 循环过程、卡诺循环和热

力学第二定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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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学物理学》（第 2版）上册，袁艳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2.《大学物理实验》，杨党强等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理学教程》（第 2版）上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2.《物理学教程》（第 2版）下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3.《普通物理学》（第 7版）上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4.《普通物理学》（第 7版）下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7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5%)及考勤作

业等(15%)。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点运动学两

类问题、圆周运动、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振动方程和波动方程的计算、

干涉、衍射和偏振的原理和计算、热力学第一定律在各等值过程中的应用。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1  20  10 3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4.3 5  5 15 25 

合计 15 20 15 5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15 分。作业评分标准

如下： 

 

 

4.1 绪论、测量误差与实验数

据处理 
   √ 

4.2示波器的使用  √  √ 

4.3扭摆法测定物体转动惯量 √   √ 

4.4分光计及其应用  √  √ 

4.5温度传感器特性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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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50 分。 

 

制定人：袁艳红、杨党强、赵华、柯磊、陈锐    

审核人：柯磊        批准人：袁艳红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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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A（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33008B2 英文名称：University Physics A(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全校工科类本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文理教学部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A（1） 

后续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一、课程简介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质运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

（包括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微观粒子运动等）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科

学。《大学物理 A》课程，一方面在于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

另一方面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课程的学习，

有助于学生开拓思路、激发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增强适应能力，提高科学素质。

学好本课程，不仅对学生在校的学习十分重要，而且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进一

步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更新知识，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高斯定理的应用，学会电势的计算，掌握典型电容器电容的计

算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

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2：掌握安培环路定理，学会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学会应用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掌握动生电动势的计算，了解感生电

场的基本性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

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3：学会狭义相对论中长度收缩和时间延缓的计算，掌握狭义相对论动

力学。了解黑体的概念，掌握光电效应、康普顿散射、氢原子的波尔理论、实物

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了解不确定关系。（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4：学会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量方法，掌握电表改装与校准、集

成霍耳传感器的特性研究及应用、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太阳电池伏安特性的研

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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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 

三、课程内容 

（一）电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1.1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的物理意义、点电荷的电场强度，点电荷系、任意

带电体的电场强度的计算。 （4课时） 

1.2电场线、电场强度通量的计算、高斯定理，高斯定理求解带电系统电场

强度的方法。 （4课时） 

1.3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能、电势和电势差的概念，电势的计算。 

 （3课时） 

1.4导体的静电平衡条件，导体达到静电平衡状态时电荷及电场强度的分布

特征，结合静电平衡条件分析静电感应、静电屏蔽等现象。 （2课时） 

1.5电容的定义及其物理意义，典型电容器电容的计算方法。电容器的储能

公式，电场能量密度的概念，电场能量的简单计算。 （3课时） 

1.6电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二）磁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课时） 

2.1恒定电流、磁场、磁感应强度的概念。毕奥-萨伐尔定律，计算一些简

单几何形状的载流导体（如载流直导线、载流圆形导线等）产生的恒定磁场分布。 

 （3课时） 

2.2稳恒磁场的规律：磁场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应用安培环路定理计

算某些具有对称性载流导体产生磁感应强度的方法。计算简单非均匀磁场中，某

回路包围面积上的磁通量。 （4课时） 

2.3安培定律，计算几何形状简单的载流导体在磁场中所受的安培力。洛仑

兹力的物理意义和判断洛仑兹力方向的方法，计算运动电荷所受到的磁场力并能

分析匀强磁场中电荷运动的规律。霍耳效应的机理。 （3课时） 

2.4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物理意义，应用楞次定律准确判断感应电动势

的方向，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2课时） 

2.5动生电动势的计算，从电磁感应现象引出的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场的概

念，感生电场的两条基本性质以及它与静电场的区别。 （2课时） 

2.6 自感现象，简单回路的自感系数和自感电动势的计算方法，互感现象，

互感系数是回路之间电磁耦合强弱的量度，计算简单回路的互感系数及互感电动

势。 （1课时） 

2.7磁场能量及能量密度的概念，磁场能量定域于磁场中，一些简单模型的

磁场能量的计算方法。 （1课时） 

2.8磁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三）近代物理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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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伽利略变换式、洛伦兹坐标变换式，狭义相对论中长度收缩和时间延缓

概念，一维情况的洛伦兹速度变换式。 （2课时） 

3.2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观以及其与经典时空观的差异，狭义相对论中质量

和速度的关系，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基本方程，狭义相对论中质量和能量的关系，

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 （2课时） 

3.3热辐射及黑体的概念，黑体单色辐出度与频率的关系，普朗克公式及其

物理意义。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散射，光子概念，利用光子概念解释光电效应和康

普顿散射。 （2课时） 

3.4氢原子光谱的形成及氢原子的波尔理论。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及联系

波粒二象性的基本公式。不确定关系及其物理定义。 （2课时） 

3.5近代物理学模块的小结、复习、小测验。 （2课时） 

（四）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4.1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量方法介绍，主要学习计时仪器、测温仪器、

信号发生器、测量显微镜等常用测量仪器的结构原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比

较法、放大法、模拟法、干涉法、补偿法等常用测量方法。 （2课时） 

4.2 电表改装与校准，将 1mA 表头改成较大量程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方法。 

 （3课时） 

4.3集成霍耳传感器的特性研究及应用，包括测量螺线管励磁电流与集成霍

耳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关系，证明励磁电流与磁感应强度成正比，测量螺线管内磁

感应强度沿螺线管中轴线的分布，并与相应的理论曲线比较，测量载流圆线圈和

亥姆霍兹线圈的轴线上的磁场分布。 （3课时） 

4.4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包括用模拟方法来测绘具有相同数学形式的物理

场，初步学会用模拟法测量和研究二维静电场。 （3课时） 

4.5太阳电池伏安特性的研究，包括太阳电池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测量太

阳电池的伏—安特性。 （3课时） 

4.6实验模块的小结、复习。 （2课时） 

（五）总复习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高斯定

理、典型电容器电容

的计算 

目标 2：掌握安培环

路定理、动生电动

势的计算 

目标 3：学会长度收

缩和时间延缓的计

算，掌握光电效应

等内容 

目标 4：学会物理

实验常用仪器及

基本测量方法，

掌握电表改装与

校准等实验 

1.1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的计算 √   √ 

1.2 电场强度通量、高斯定理的

应用 
√   √ 

1.3 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电势的

计算 
√   √ 

1.4静电场中的导体 √    

1.5 典型电容器电容的计算、静

电场的能量 
√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8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大学物理学》（第 2版）下册，袁艳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3 

2.《大学物理实验》，杨党强等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物理学教程》（第 2版）上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2.《物理学教程》（第 2版）下册，马文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 

3.《普通物理学》（第 7版）上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5 

4. 《普通物理学》（第 7版）下册，程守洙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7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15%)及考勤作

业等(15%)。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高斯定理的应

用、电势的计算、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感应电动势、

动生电动势的计算、狭义相对论、量子物理。 
 

 

2.1磁场、毕奥-萨伐尔定律的应

用 
 √  √ 

2.2 安培环路定理的应用、磁通

量的计算 
 √  √ 

2.3安培力和洛仑兹力的计算  √   

2.4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楞次

定律 
 √   

2.5 动生电动势的计算、感生电

动势的概念 
 √   

2.6自感现象和互感现象  √   

2.7磁场能量的计算方法  √   

3.1狭义相对论运动学   √  

3.2狭义相对论动力学   √  

3.3 黑体、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散

射 
  √  

3.4 氢原子理论、实物粒子的波

粒二象性、不确定关系 
  √  

4.1 物理实验常用仪器及基本测

量方法介绍 
   √ 

4.2电表改装与校准 √   √ 

4.3 集成霍耳传感器的特性研究

及应用 
 √  √ 

4.4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 √   √ 

4.5太阳电池伏安特性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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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1  20  10 3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4.3 5  5 15 25 

合计 15 20 15 5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15 分。作业评分标准

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50 分。 

 

制定人：袁艳红、杨党强、赵华、柯磊、陈锐    

审核人：柯磊        批准人：袁艳红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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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6P1            英文名称：General chemist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金属学及热处理 
 

一、课程简介 
《普通化学》是一门关于物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学课，是高等院校中非化

学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是材料、机械、农学等专业人才所必需的一门基础课。

在本课程中系统地讲授了化学基本理论和知识，阐明化学基本规律；理论联系实

际，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必需的化学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这些理论、知识和技能在工程上的应用；培

养分析和解决一些化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今后学习后

继课程及新理论、新技术打下比较宽广而巩固的化学基础，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

需要。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状态函数、反应进度、标准状态等概念。了解等容热效应测量

原理及测量方法。理解等压热效应与反应焓变的关系、等容热效应与热力学能变

的关系。了解能源概况、燃料的热值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2：理解熵和吉布斯函数。掌握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的计算，并能运用

摩尔吉布斯函数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理解标准平衡常数的意义及其与摩尔吉布

斯函数的关系。理解浓度、压力和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理解反应速率与速率

方程。了解元反应与反应级数的概念。能用阿仑尼乌斯公式计算。能应用活化能

和活化分子的概念说明浓度、温度、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了解链反应

与光反应的一般概念。了解大气污染及其控制。了解清洁生产与绿色化学。（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

的表述） 

目标 3：理解溶液的通性。明确酸碱理论、酸碱解离平衡和缓冲溶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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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同离子效应和溶液 PH 值得计算。了解配离子得解离平衡及其移动。掌握

溶度积和溶解度的基本计算。理解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了解表面活性剂溶液的

性质和应用。了解水的净化和废水处理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

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4：了解原电池的组成及其化学反应的热力学原理。了解电极电势概念，

能用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极电动势和原电池电动势。了解化学电源、电解的原理及

电解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了解金属电化学腐蚀的原理及其防止方法。（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

述） 

目标 5：了解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基本特征，掌握 s、p、d 轨道波函数及电

子云空间分布情况。掌握原子核外电子分布的一般规律及其与元素周期表的关系。

了解元素按 s、p、d、ds、f 分区的情况。联系原子结构和周期表，了解元素某

些性质递变情况。了解化学键的本质，掌握共价键键长、键角等概念。掌握杂化

轨道理论的要点，并能说明一些分子的空间构型。了解分子间力和晶体结构，及

其对物理性质的影响。（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

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6：联系周期系和物质结构，了解化合物的熔点、沸点等物理性质的一

般规律。联系周期系和电极电势，了解某些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和酸碱性等化学

性质的一般规律和典型实例。了解配合物的组成、命名和一些特殊配合物的概念。

了解配合物价键理论及其应用。了解金属合金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特性和应

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

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7：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命名、分类，以及其合成反应。了

解高分子化合物的物理性能（如力学性能、电性能、化学稳定性以及老化性能等）

与其分子链结构之间的关系。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改性和加工。了解几种重要的

高分子材料（如塑料、橡胶、纤维等）和复合高分子材料的性能及其应用。（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 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

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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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热化学与能源 （4课时） 

1.1基本概念、热效应及其测量。 （1课时） 

1.2热力学第一定律、反应热与焓、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 （2课时） 

1.3能源的合理利用。 （1课时） 

（二）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与大气污染控制 （5课时） 

2.1熵、吉布斯函数、化学反应的方向的判断。（1课时） 

2.2化学反应的限度、化学平衡常数及结算、化学平衡的移动以及温度的影响。

（1课时） 

2.3反应速率及方程、温度的影响、反应的活化能与催化剂、链反应与光反应。

（2课时） 

2.4大气污染与环境化学、清洁生产与绿色化学。（1课时） 

（三）水溶液化学 （5课时） 

3.1非电解质稀溶液、电解质溶液、表面活性剂溶液与膜化学。（1课时） 

3.2酸与碱概念、解离平衡、缓冲溶液、PH值计算 （2课时） 

3.3难溶电解质、多相平衡、溶度积、水的净化及废水处理。（2课时） 

（四）电化学与金属腐蚀 （4课时） 

4.1 原电池的化学反应、原电池的热力学电、标准电极电势、能斯特方程。 （1

课时） 

4.2在化学上的应用：氧化剂与还原剂强弱比较、反应方向判断、反应进度衡量。

（1课时） 

4.3 一次、二次、连续电池，电解分解电压、超电势、电极电解产物以及应用。 

（1课时） 

4.4 腐蚀的分类、防止。 （1课时） 

（五）物质的结构基础 （4课时） 

5.1原子的结构、电子分布方式、原子结构与性质的周期规律。 （1课时） 

5.2化学键、分子的极性、空间构型、分子间相互作用力、超分子化学。（2课时） 

5.3晶体的基本类型、晶体的缺陷、晶体结构测定。 （1课时） 

（六）无机化合物 （5课时） 

6.1 氧化物、卤化物的性质，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命名、结构、价键理论、热力

学稳定性及制备、应用。 （3课时） 

6.2金属合金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2课时） 

（七）高分子化合物 （5课时） 

7.1 高分子化合物的定义、结构特点、分类、命名，高分子聚合反应分类。 （1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3 
 

课时） 

7.2高分子的结构、分子热运动与玻璃化转变、物理性能。 （1课时） 

7.3高分子的改性、加工。 （1课时） 

7.4高分子的应用：塑料、橡胶、纤维、功能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分子设计。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普通化学》（第六版），浙江大学普通化学教研组等编著，徐端钧等修订，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 
(二)参考教材 
1. 《物理化学》（第 5 版），傅献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7 
2. 《基础有机化学》（第 4 版），邢其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 
3. 《无机化学》（第 3 版），宋天佑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6 
4. 《分析化学》（第 6 版），武汉大学主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2 
5. 《高分子化学》（第 5 版），潘祖仁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06 
6. 《普通化学》李梅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07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作业（20%），出勤（20%）。 
2. 期末考试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状态函

数、反应进

度、标准状

态等概念。

掌握热力

学第一定

律、第二定

律以及第

三定律的

内容及意

义。 

目标 2：掌握热

力学函数的之

间的关系及计

算，并能运用

摩尔吉布斯函

数判断反应进

行的方向，以

及平衡常数的

计算。掌握化

学反应速率与

速率方程。 

目:3：了解

溶 液 的 通

性。掌握酸

碱理论，以

及酸碱解离

平衡及平衡

计算。掌握

多相平衡溶

度积规则及

其计算。 

 

目标 4：掌握原

电池的组成及

热力学原理，并

能用能斯特方

程计算电极电

动势和原电池

电动势。掌握金

属电化学腐蚀

的原理及其防

止方法。 

目标 5：了解原子核

外电子运动的基本特

征，了解元素某些性

质递变规律。掌握化

学键的本质，并能说

明一些分子的空间构

型。联系周期系，了

解化合物的熔点、沸

点、氧化还原性和酸

碱性等物理、化学性

质的一般规律。 

目标 6：了

解高分子

化合物的

基 本 概

念、命名、

分类、合

成反应、

物 理 性

能、改性

和加工。 

 

（一）热化学与能源 √      

（二）化学反应的基本原

理与大气污染控制 
 

√ 
 

 
  

（三）水溶液化学   √    

（四）电化学与金属腐蚀    √   

（五）物质的结构基础     √  

（六）无机化合物     √  

（七）高分子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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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 4 4 12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1 5 5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1 2 2 6 1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1 3 3 9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1 4 4 12 20 

课程目标 6 支撑毕业要求 1.1 2 2 6 1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

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

书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

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

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

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

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徐连仪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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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05A1       英文名称：Theoretical Mechanic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机械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A（1）、大学物理 A（2） 

后续课程：材料力学、机械原理 

 

一、课程简介 
理论力学是各门力学的课程基础，同时是一门对工程对象进行静力学、运动

学与动力学分析的技术基础课，在诸多工程技师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理论力学

作为机械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其任务是使学

生掌握质点、质点系、刚体和刚体系机械运动（包括平衡）的基本规律和研究方

法，为学习相关后继课程，以及将来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打好必要的基础；

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理论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一些简单的工程实际

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世界观，培养学生

的相关能力，培养学生的力学素质和定性、定量分析能力，为学生学习相关专业

课程及进行结构设计和科学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理论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初步学会运

用理论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

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能够根据理论力学的基本原理对简单或复杂的机械工程对象建立力

学模型，具有对静力学,运动学与动力学性态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能力。（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1.3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3：能够对力学模型进行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包括瞬时和过程）

分析，解决一些简单的工程实际问题。（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

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课时） 

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学习理论力学的目的。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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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2.1 静力学公理。 （1课时） 

2.2 约束及物体的受力分析。 （2课时） 

2.3 平面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4课时） 

2.4 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及平衡方程的应用，静定与超静定问题的概念。 

  （2课时） 

2.5 空间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4课时） 

2.6 重心的概念，确定重心的方法。 （2课时） 

2.7 滑动摩擦力和摩擦角的概念，考虑滑动摩擦时单个刚体和简单平面刚体

系的平衡问题。 （2课时） 

（三）运动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描述质点运动的矢量法、直角坐标法和自然坐标法。 （2课时） 

3.2 刚体平移和刚体定轴转动概念及其运动特征，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矢量

表示方法，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的矢积表示方法。 （4课时） 

3.3 点的合成运动概念，点的速度合成定理和加速度合成定理应用。（4课时） 

3.4 刚体平面运动的概念及其运动特征，平面运动刚体角速度、角加速度以

及刚体上各点速度和加速度的求解方法。 （4课时） 

3.5 运动学综合应用。 （2课时） 

（四）动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4.1 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两类动力学基本问题的求解方法。 （2课时） 

4.2 动量矩的概念及动量矩定理的应用，转动惯量的概念及其计算。 

  （6课时） 

4.3 动能的概念及动能定理的应用。 （4课时） 

4.4 动力学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掌握理论力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分析方法，初步学

会运用理论力学的理

论和方法分析问题。 

能够根据理论力学的基本原

理对简单或复杂的机械工程

对象建立力学模型，具有对静

力学,运动学与动力学性态进

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能力。 

能够对力学模型进行静力

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包括

瞬时和过程）分析，解决一

些简单的工程实际问题。 

课程导论 √   

2.1静力学公理 √ √ √ 

2.2 约束及物体的受力分

析 
√ √ √ 

2.3 平面力系的简化与平

衡 
√ √ √ 

2.4 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及平衡方程的应用 
√ √ √ 

2.5 空间力系的简化与平

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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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重心 √ √ √ 

2.7 摩擦 √ √ √ 

3.1 点的运动学 √ √ √ 

3.2 刚体的简单运动 √ √ √ 

3.3 点的合成运动 √ √ √ 

3.4 刚体的平面运动 √ √ √ 

3.5 运动学综合应用 √ √ √ 

4.1 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

程 
√  √ 

4.2 动量矩定理 √  √ 

4.3 动能定理 √  √ 

4.4 动力学综合应用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理论力学（I）》（第八版），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理论力学》，范钦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理论力学》，支希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 《理论力学》，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基础力学教学研究部编，同

济大学出版社，2012.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作业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力学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简单刚体系统的平衡问题、点的速度合成定理应用、点的加速

度合成定理应用、平面运动刚体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求解、平面运动刚体上各点

速度和加速度的求解、动量矩定理的应用、动能定理的应用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测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10 10 15 3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3 10 5 15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3 10 5 20 35 

合计 30 20 5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8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50 分。 

 

 

 

制定人：杨杰 审核人：王廷军 批准人：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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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01B1         英文名称：Mechanics of Material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理论力学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材料力学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机械设计等课程的学习打好理

论基础。 

通过材料力学的学习，学生应对杆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有明确的基本概

念，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和一定的计算能力。对于简单的工程构件，学生应有建

立相关力学模型、受力分析、强度、刚度计算的初步能力。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

实验能力和简单工程结构应力测试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力学的基础知识，并能对实际机械工程问题进行安全性分析与

设计；理解应用材料力学的性质、截面的特性、应力-应变的关系以及材料的力

学性能、强度理论的概念及其应用领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

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能够运用力学原理分析工程方案的合理性；能够熟练掌握强度理论

的应用计算，包括截面的质心、重心、组合图形的转动惯量、回转半径和极惯性

矩等物理参数的计算方法；能够对复杂的工程问题进行力学简化、强度、刚度和

稳定性分析和计算。（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4: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

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 3：能够对力学知识进行工程构件的可行性研究。具有准确、条理、简

洁地解决材料强度相关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能够解决“扭转”、“弯曲”、“剪切”

和“组合受力”的相关问题；理解应力和应变的关系，并能够进行基本梁设计。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4: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

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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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能够根据实验方案开展实验。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4:能对实验结果进

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掌握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明确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和

学习目的。 

1.2理解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物理含义，熟练应用截面法求截面上

的内力。 

1.3掌握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和变形特点。 

（二）工程构件的强度设计 （26 课时） 

2.1 熟练掌握轴力图、扭矩图、剪力图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8课时） 

2.2 掌握横截面与任意斜截面上内力以及正（切）应力的计算公式。 

  （6课时） 

2.3 理解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熟练掌握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

截面设计和许可载荷计算。 （6课时） 

2.4掌握复杂受力情况下危险点的应力分析、主应力计算方法。 （2课时） 

2.5掌握强度理论和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4课时） 

（三）工程构件的刚度设计 （10 课时） 

3.1熟练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量计算方法。 （4课时） 

3.2掌握横向变形和泊松比的概念、了解广义胡克定律概念。 （2课时） 

3.3掌握静不定问题的特点，利用应力应变关系求解各种静不定问题。 

  （4课时） 

（四）工程构件的稳定性 （4课时） 

4.1理解压杆失稳的概念。掌握压杆稳定性设计的步骤、提高压杆稳定性的

措施。  （2课时） 

4.2熟练应用细长压杆的临界载荷、欧拉公式、经验公式。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6课时） 

5.1拉伸和压缩实验：要求同时了解国标的有关规定和实验项目，要求观察

破坏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2课时） 

5.2扭转实验：要求对低碳钢和铸铁的扭转各阶段应力分布和破坏方向进行

分析并根据实验数据推导和验证公式。 （2课时） 

5.3 弯曲实验：进一步熟悉电测方法及电阻应变仪的使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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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力学 I》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第 6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力学

的基础知识，并能

对实际机械工程

问题进行安全性

分析与设计；理解

应用材料力学的

性质、截面的特

性、应力-应变的

关系以及材料的

力学性能、强度理

论的概念及其应

用领域。 

目标 2：能够运用力学

原理分析工程方案的

合理性；能够熟练掌握

强度理论的应用计算，

包括截面的质心、重

心、组合图形的转动惯

量、回转半径和极惯性

矩等物理参数的计算

方法；能够对复杂的工

程问题进行力学简化、

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分

析和计算。 

目标 3：能够对力学

知识进行工程构件的

可行性研究。具有准

确、条理、简洁地解

决材料强度相关问题

的能力；理解并能够

解决“扭转”、“弯曲”、

“剪切”和“组合受

力”的相关问题；理

解应力和应变的关

系，并能够进行基本

梁设计。 

目标 5：能

够根据实

验方案开

展实验。

能够对实

验结果进

行分析和

解释，并

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

合理有效

的结论。 

1.1掌握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

念，明确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和学

习目的。 

√    

1.2理解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

物理含义，熟练应用截面法求截面上的

内力。 

√    

1.3掌握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和变

形特点。 
√    

2.1 熟练掌握轴力图、扭矩图、剪力图

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 √ √  

2.2 掌握横截面与任意斜截面上内力

以及正（切）应力的计算公式。 
 √ √  

2.3 理解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

熟练掌握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

截面设计和许可载荷计算。 

√ √ √  

2.4掌握复杂受力情况下危险点的应力

分析、主应力计算方法。 
 √   

2.5掌握强度理论和组合变形的强度计

算。 
 √ √  

3.1熟练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

量计算方法。 
 √   

3.2掌握横向变形和泊松比的概念、了

解广义胡克定律概念。 
√    

3.3掌握静不定问题的特点，利用应力

应变关系求解各种静不定问题。 
√ √ √  

4.1理解压杆失稳的概念。掌握压杆稳

定性设计的步骤、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

施。 

√ √ √  

4.2熟练应用细长压杆的临界载荷、欧

拉公式、经验公式。 
 √ √  

5.1拉伸和压缩实验    √ 

5.2扭转实验    √ 

5.3 弯曲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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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力学》单辉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 《材料力学》范钦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 《材料力学》范钦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 《材料力学》第 2版邹建奇, 崔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验（10%）、单元测试或大作业（30%）

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材料力学基本

概念、内力计算、内力图的绘制、应力计算、强度分析、稳定性计算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单元测试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10  10 20 4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4 10   10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2.4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4.4  10   10 

合计 30 10 20 4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和单元测试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

成绩的 5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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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

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

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40 分。 

 
 

 

 
制定人：唐矫燕 审核人：王廷军 批准人：赵爽        2017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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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13016B1 英文名称：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s Technique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非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电气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检测技术与控制工程、材料成型设备及其自动化 
 

一、课程简介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本科院校非电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电工技术的基本概念、定律与定理，熟悉基本电路的分析与

计算方法，使学生理解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熟悉常用元器件和集成

器件，理解基本电子电路的原理、功能和分析方法等，并能将理论与实验课程知

识紧密联系，培养学生基本的电工技术应用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路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常用电路分析方法。（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

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掌握正弦电路的相量法，及单相、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了解常用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掌握共射放大电路，负反馈放大

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以及整流滤波电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 了解本

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4：了解门电路和触发器的逻辑功能，掌握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

路的分析、设计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 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

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5：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简单动作电路（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6：掌握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学会查阅电子器件手册和合理

选择器件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 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

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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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直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理论 12 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2课时） 

1.2理想电路元件 （2课时） 

1.3基尔霍夫定理 （2课时）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2课时） 

1.5戴维南定理 （2课时） 

1.6节点电压法 （2课时） 

实验教学 

1.1 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电压电位的测量 （2课时） 

（二）正弦交流电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8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2课时） 

2.2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4课时）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课时） 

实验教学 

2.1 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测量 （2课时） 

（三）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16 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3.1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特性 （2课时） 

3.2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2课时） 

3.3集成运放的组成和特点及集成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 （6课时） 

3.4反馈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及判断方法 （2课时） 

3.5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滤波电路原理 （4课时） 

实验教学 

3.1 共射放大电路参数的测量 （2课时） 

（四）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理论 10 课时+实验 2课时） 

理论教学 

4.1 门电路和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及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4.2 触发器及常用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 （4课时） 

4.3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2课时） 

实验教学 

4.1 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2课时） 

（五）电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10） 

5.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简单控制线路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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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2课时） 

5.3 常用低压电器及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 （4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6.1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器件手册的使用 

6.2 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电路基

本概念，

基本定律

及常用电

路分析方

法 

目标 2：掌

握正弦电

路的相量

法，及单

相、三相交

流电路的

分析和计

算 

目标 3：了解

常用半导体二

极管、三极管，

掌握共射放大

电路，负反馈

放大电路，集

成运算放大电

路以及整流滤

波电路 

目标 4:了解

门电路和触

发器的逻辑

功能，掌握

组合逻辑电

路和时序逻

辑电路的分

析、设计方

法 

目标 5：了解

三相异步电

动机和直流

电动机的工

作原理及简

单动作电路 

目标 6：掌握

常用电工电

子仪器仪表

的使用，学

会查阅电子

器件手册和

合理选择器

件的能力 

1.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参考方向 √      

1.2理想电路元件 √      

1.3基尔霍夫定理 √      

1.4支路电流法和叠加原理 √      

1.5戴维南定理 √      

实验 1：基尔霍夫定理的验证及

电压电位的测量 
√     √ 

2.1正弦交流电压与电流  √     

2.2 基尔霍夫的相量形式及单相

交流电路分析，功率因数的提高 
 √     

2.3三相交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  √     

实验 2：三相电路电压电流的测

量 
 √    √ 

3.1 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基

本特性 
  √    

3.2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分析和计

算 
  √    

3.3 集成运放的组成和特点及集

成基本运算电路的分析 
  √    

3.4 反馈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

及判断方法 
  √    

3.5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原理，滤

波电路原理 
  √    

实验 3：共射放大电路参数的测

量 
  √   √ 

4.1 门电路和逻辑代数的基本

概念及常用组合逻辑电路的分

析（4课时） 

   √   

4.2 触发器及常用时序逻辑电

路的分析 （4课时） 
   √   

4.3 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   

实验4：逻辑门电路的功能测试    √  √ 

5.1 三相异步电动机及其简单

控制线路 
√ √ √  √  

5.2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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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常用低压电器及电动机基

本控制电路 
    √  

6.1 常用电工电子仪器仪表及元

器件手册的使用 
     √ 

6.2 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工电子技术》（第 1 版），刘义杰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8 
（二）参考教材 
1.《电路基础》（第 1 版第 2 次印刷），冯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沈任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4. 《电工学简明教程》（第 2 版），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6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 20%、考勤和作业 20%。 
2.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1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5 1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1 20  15 3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15 2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5 

课程目标 6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10 15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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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万军红 审核人：万军红 批准人：任晓明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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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学及热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9A1       英文名称：Metallurgy and heat treatment 

学分/学时：3/48适用专业：机械类、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普通化学、微积分、认识实习等 

后续课程：制造工艺、模具设计类课程 

 

一、课程简介： 

金属学及热处理课程是理工科高等院校材料类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主

要讲授金属材料的基础理论知识，诸如金属材料的性能、组织结构、晶体缺陷、相结构

与相图、凝固、塑性变形与强化、热处理工艺及原理等。通过讲课、实验、课堂讨论和

课外实践等各个教学环节，把握材料的共性即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制备工艺和性能

之间的相互关系，熟悉材料的个性；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不仅能掌握基本理论，

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验证理论、探索新知识的能力，初

步掌握材料的科学实验方法和有关的实验技术，为进一步学习后续专业知识以及实际工

程应用等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及使用性能，并了解其在工程方面的应用，明白解

决工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1.4：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

方法用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目标2：掌握金属的晶体结构及结晶特点，合金的相结构、相图、结晶过程及微观组

织与性能，并会建立相关数学模型，明白物理意义并正确求解，了解相图在铸造和焊接

工艺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

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目标3：掌握金属及合金的塑性变形、冷热加工特点，冷塑性变形及温度对组织和性

能的影响，学会通过设计实验路线进行验证，并了解其在锻造工艺中的应用。（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4.4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目标4：掌握钢在加热及冷却过程中组织变化特征（固态相变），钢的热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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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热处理工艺在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应用，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数据采集，确保实验

的可靠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4.2： 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

案） 

目标5：掌握金属材料的强韧化方法、金属材料的性能特点及应用，并学会了科学研

究的方法，使学生能进行机械零件的选材及工艺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复杂工程

技术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2.1：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

判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关键环节） 

 

三、课程内容 

(一) 绪论及金属材料的性能（4 学时） 

1.  介绍材料的定义、材料与人类文明、材料的分类、材料成分、工艺、组

织与性能等相互关系，本课程的性质、内容及学习本课程的要求等。(2 学时) 

2. 了解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如铸造、锻造和焊接等。(1 学时) 
3. 掌握金属材料的使用性能，如力学、物理和化学性能。(1 学时) 
(二) 金属及合金的结构与结晶（22 学时） 

1. 掌握纯金属的理想晶体结构、实际晶体结构及晶体缺陷的应用，理解纯

金属的结晶特点，晶核的形成与长大等，认识金属组织，掌握金属铸锭的组织特

征。(9 学时) 

2. 实验一，金相显微镜的构造、使用及金相试样的制备。(2 学时) 
3. 掌握合金的相结构、性能强化方法，熟悉匀晶相图、共晶相图、包晶相

图、共析相图的相图特征及合金结晶过程。(6 学时) 

4. 掌握铁碳合金相图、合金的平衡结晶过程、微观组织与性能及相图的应

用。                                                      (3 学时) 

5. 实验二，铁碳合金平衡组织的显微分析。(2 学时) 

（三）金属及合金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6 学时） 

1. 掌握合金的塑性变形特点、塑性变形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及塑性变形

的工程应用。                                               (2 学时) 

2. 掌握冷、热加工特点，温度对金属组织及性能的影响。 (2 学时) 

3.实验三，冷塑性变形金属的回复再结晶组织分析。(2 学时) 
（四）钢的热处理（12 课时） 

1. 掌握固态相变及钢在加热时的转变。(3 学时) 

2. 掌握过冷奥氏体转变产物珠光体、马氏体和贝氏体的组织形态与性能；

及 TTT、CCT 曲线。(3 学时) 

3. 掌握钢的热处理工艺，如普通热处理和表面热处理，及热处理工艺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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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制造过程中的应用。(6 学时) 

（五）金属材料（2 课时） 

1. 掌握钢的分类、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典型用钢的性能特点及应用。 

2.掌握铸铁的分类、性能及应用。 

3. 掌握铝合金、钛合金、铜合金及轴承合金的性能特点及典型应用。 

（六）习题讨论（2 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金属材料

的工艺性能

及 使 用 性

能，并了解

其在工程方

面的应用，

明白解决工

程问题的复

杂性和多样

性 

目标 2：掌握金属

的晶体结构及结

晶特点，合金的

相结构、相图、

结晶过程及微观

组织与性能，并

会建立相关数学

模型，明白物理

意 义 并 正 确 求

解，了解相图在

铸造和焊接工艺

中的应用 

目标 3：掌握金

属及合金的塑

性变形、冷热加

工特点，冷塑性

变形及温度对

组织和性能的

影响，学会通过

设计实验路线

进行验证，并了

解其在锻造工

艺中的应用 

目标 4:掌握钢在

加热及冷却过程

中组织变化特征

（固态相变），钢

的热处理工艺，

及热处理工艺在

机械制造过程中

的应用，设计实

验方案，进行实

验数据采集，确

保实验的可靠性 

目标 5：掌握金属材

料的强韧化方法、金

属材料的性能特点

及应用，并学会了科

学研究的方法，使学

生能进行机械零件

的选材及工艺分析，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

识、复杂工程技术问

题分析与解决的能

力。 

1.1金属材料的性能 √ √ √ √ √ 

2.1金属、金属的晶体结构  √ √ √ √ 

2.2实际金属的晶体结构  √ √ √ √ 

3.1 金属结晶的现象、条件，

晶核形成、长大 
 √ √ √ √ 

3.2 晶粒大小的控制、金属铸

锭的宏观组织与缺陷 
 √ √ √ √ 

4.1合金的相结构、杠杆定律、

匀晶相图及固溶体的结晶 
 √ √ √ √ 

4.2 二元共晶相图、包晶相图

及其合金的结晶 
 √ √ √ √ 

5.1 铁碳合金相图基本知识、

碳钢的平衡结晶过程 
 √ √ √ √ 

5.2 白口铸铁的平衡结晶过

程、碳含量对组织性能的影响

及相图的应用 

 √ √ √ √ 

6.1单晶、多晶的塑性变形   √ √ √ 

6.2 合金的塑性变形、塑性变

形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断裂 
  √ √ √ 

7.1回复再结晶   √ √ √ 

7.2晶粒长大、金属的热加工   √ √ √ 

8.1 钢在加热时的转变和

TTT 、CCT曲线 
   √ √ 

8.2 珠光体、马氏体和贝氏体

转变 
   √ √ 

9.1钢的退火与正火    √ √ 

9.2 钢的淬火与回火及表面、

化学热处理 
   √ √ 

10.1工业用钢 √ √ √ √ √ 

10.2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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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金属学与热处理》，崔忠圻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崔振铎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09月 

《材料科学基础》，蔡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年 05 月 （第 3

版） 

《热处理工艺学》，潘健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01月（第 1版） 

新材料网------------http://www.xincailiao.com/ 

中国热处理技术网----------- http://www.chte.org/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和作业。 

2. 实验成绩占比 20%. 

3. 期末考核占比 60%.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金属材料的性能、金属及合金

的结构与结晶、金属及合金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钢的热处理、金属材料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4  5 8 13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3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4.4 20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4.2  5 20 2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2.1   12 12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2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85625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4%DE%D5%F1%EE%E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D6%D0%C4%CF%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63 
 

2. 课内实验 3 次，每次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每次实验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

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赵 素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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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冶金传输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3P1 英文名称：Metallurgy Transport Principle for Material Process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材料力学 

后续课程：铸造工艺学、锻造工艺学、焊接工艺学、金属学与热处理 

 

一、课程简介 

《材料加工冶金传输原理》是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的主干专业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介绍材料加工和冶金过程中“三传”，包括动量传输、热量传输和质量传

输，让学生掌握材料加工过程中的热量传输、温度分布、质量传输和动量传输的

基本规律，具有对铸造成形中加热、升温、熔化、凝固过程中的传热和传质的基

本分析能力，掌握焊接过程中焊料熔化和凝固、热影响区温度变化的基本规律，

具有对热处理过程中的加热、升温、相变等过程的基本分析能力，掌握锻造过程

中加热、升温、保温等传热过程分析方法，为后续铸造工学、焊接工艺学、锻造

和金属学与热处理等课程打下理论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流体的性质，以及理想流体与实际流体的动量传输方程、连续

方程、伯努利方程的建立及其在材料加工领域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掌握层流与湍流状态的判别准则，以及边界层理论、相似原理与量

纲分析方法，了解材料加工中的特殊流体流动特点。（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

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关键

环节） 

目标 3：掌握热量传输的基本概念。 掌握稳态和非稳态传热概念、对流传

热方程及其计算方法，掌握辐射传热的概念及基本定律，了解材料加工过程中的

热量传输特征。（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

法正确表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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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掌握质量传输微分方程及其定解条件、分子传质和对流传质概念。

了解材料加工过程中质量传输现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4：能运用基本原

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三、课程内容 

(一) 动量传输（16学时） 

1.1绪论(2学时) 

传输过程的基本概念，产生传输现象的驱动力；传输过程的三个基本定律；

三种传输现象的普遍规律。 

1.2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2学时) 

流体的概念及连续性假设；流体的基本物理性质，包括流体的密度、重度、

比容和比重、流体的压缩性与膨胀性；流体的粘性，包括粘性的概念、牛顿粘性

定律、温度和压强对流体粘性的影响、理想流体的概念。 

1.3流体动力学(6学时) 

基本概念，包括稳定流与非稳定流，迹线与流线，流管与流束，流量与平均

流速；连续性方程，包括直角坐标系的连续性方程，一维总流的连续性方程；动

量微分方程，包括理想流体的动量微分方程（欧拉方程），实际流体的动量微分

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伯努利方程及其应用，包括理想流体的伯努利

方程，实际流体的伯努利方程，伯努利方程的应用条件与毕托管原理； 

1.4层流流动和湍流流动、边界层理论 (4学时) 

流体的流动状态，包括雷诺试验、流动状态的判据—雷诺数；圆管中的层流，

包括速度分布、流量计算、沿程能量损失；圆管中的湍流，包括脉动现象与时均

值的概念、层流边界层、水力光滑管与水力粗糙管、湍流切向力与速度分布；局

部阻力损失系数的确定，包括断面突然扩大的局部损失，其他类型的局部损失。

边界层理论基本概念，平流层流边界层微分方程。 

1.5 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2学时） 

几何相似、运动相似的概念，相似准数的推导及物理意义，相似三定律，量

纲的和谐性，相似准数的转换方法。 

(二) 热量传输(10 学时) 

2.1热量传输的基本概念 (2学时) 

基本概念，包括温度场、等温面、等温线、温度梯度、热流量与热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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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传输的基本方式与规律，包括导热，对流与辐射 

2.2导热 (2学时) 

导热微分方程，包括微分方程式、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一维稳态导热，包

括平面壁的导热、圆柱壁的导热；非稳态导热，包括基本概念、一维非稳态导热。 

2.3对流换热(4学时) 

对流换热的基本形式，包括基本概念、牛顿冷却方式、换热系数的影响因素；

对流换热的微分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微分方程、能量微分方程；相似原

理及其在热量传输中的应用，包括相似的概念、相似准数、相似定律、相似模型

分析与应用。 

2.4辐射换热(2学时) 

热辐射基础，包括热辐射的本质、特点、热辐射的基本概念、定律；热辐射

的工程应用，包括灰体的概念、辐射率的工程处理、两物体间的辐射热交换； 

(三) 质量传输 (6学时) 

3.1质量传输的基本概念 (2学时) 

质量传输的基本方式，包括扩散传质、对流传质、相间传质；基本概念，包

括浓度、速度、传质通量。 

3.2传质微分方程及其扩散传质 (4学时) 

传质微分方程，包括方程的得出、方程的不同形式、定解条件；扩散传质，

包括一维稳态扩散、等摩尔逆向扩散、单向扩散；非稳定扩散，包括忽略表面阻

力的半无限大介质中的非稳定态扩散、简单几何形状物体中的非稳定态扩散及二

维、三维非稳态扩散、影响扩散的因素；扩散的原子理论，包括间隙扩散机制、

空位扩散机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流

体的性质，以及
理想流体与实
际流体的动量
传输方程、连续

方程、伯努利方
程的建立及其
在材料加工领

域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层流

与湍流状态的判
别准则，以及边
界层理论、相似
原理与量纲分析

方法，了解材料
加工中的特殊流
体流动特点。 

目标 3：掌握热量传

输的基本概念。 掌握
稳态和非稳态传热概
念、对流传热方程及
其计算方法，掌握辐

射传热的概念及基本
定律，了解材料加工
过程中的热量传输特

征。 

目标 4:掌握质

量传输微分方
程及其定解条
件、分子传质和
对流传质概念。

了解材料加工
过程中质量传
输现象。 

1绪论 √ √ √ √ 

2.1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 √   

2.2 流体动力学 √ √   

2.3 层流流动和湍流流动、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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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加工冶金传输原理》，吴数森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20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冶金传输原理基础》，沈颐身，李保卫，吴懋林著，冶金工业出版社，2000. 

《冶金传输原理》，华建设等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冶金传输原理》，沈巧珍, 杜建明 编著，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 

《材料加工冶金传输基础》，杨涤心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15%）及综合作业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流体的主要物理

性质、流体动力学、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热量传输的基本概念、导热微分方程、

对流换热、辐射换热、质量传输的基本概念、传质微分方程及其扩散传质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作业 综合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4 3 20 27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1 4 3 20 27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2.2 4 5 20 29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2.4 3 4 10 17 

合计 15 15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15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无错别字。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有个别错别字。 
B（80-89分） 

界层理论 

3 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 √ √   

4.1 热量传输的基本概念   √  

4.2导热   √  

4.3 对流换热   √  

4.4辐射换热   √  

5.1质量传输的基本概念    √ 

5.2 传质微分方程及其扩散
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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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有多个错别字。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错别字较多。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错别字很多。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考试资格。 

3. 综合作业：综合作业内容为对材料加工案例进行动量传输、热量传输、质

量传输的综合分析，以小论文形式呈现，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

终成绩的 15 分。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综合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格式工整且

无错别字。 
A（90-100分） 

按时提交且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格式较为工整

有个别错字。 
B（80-89分） 

按时提交且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格式基本工整有一

些错字。 
C（70-79分） 

按时提交且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格式混乱有较多

错别字。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格式混乱且错别字

很多。 
E（0-59分）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析

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70 分。 

 

制定人：  李雷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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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传热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4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heat transfer 

学分/学时：2/32适用专业：材料类、机械类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冲压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 

 

一、 课程简介 

《工程传热学》是材料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理解

和把握热量传递的基本方式和机理，掌握材料加工过程中的热量传输、温度分布

的基本规律，具有对铸造成形中加热、升温、熔化、凝固过程中的传热的基本分

析能力，掌握焊接过程中焊料熔化和凝固、热影响区温度变化的基本规律，具有

对热处理过程中的加热、升温、相变等过程的基本分析能力，掌握锻造过程中加

热、升温、保温等传热过程分析方法，为后续铸造工学、焊接工艺学、锻造和金

属学与热处理等课程打下理论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热传导过程的基本概念与导热特点，能够将一些工程传热问题简化为稳

态（非稳态）导热过程进行分析。（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

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掌握热对流过程的基本概念与传热特点，能够运用三大守恒定律分

析一些工程问题中的热对流过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能运用相关科学

原理，识别和判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关键环节） 

目标 3：掌握对流换热的特点，能够运用质量守恒、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将

研究对象的传热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了解应用有限差分法在计算机上求解一般

对流换热问题的思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 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

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 

目标4：掌握辐射换热的基本概念，了解一般工程问题中辐射换热的特点。（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2.4：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

得有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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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4学时） 

 一维稳态导热、平壁（含多层）、圆筒壁（含多层）、肋壁等一维稳态导热热阻

公式，复合平壁按一维导热计算的近似热阻公式。   

（二）导热理论基础（4学时） 

1、付立叶定律及与之相关的温度梯度、热流密度、导热系数的基本概念及其矢

量与分量表达方式。2、用微元体热平衡的概念推导导热微分方程。 对简单的规

则形状物体建立导热问题的数学模型，正确列出导热微分方程和单值性条件。  

（三）非稳态导热 （6学时） 

1、对流边界条件下非稳态导热解析解的分析与应用（不含求解过程）。第三类边

界条件的定向点，Bi、Fo 准则的物理意义，正常情况阶段，集总参数法。  2、

周期性变化边界条件下非稳态导热解析解的分析与应用（不含求解过程）。温度

波的衰减与延迟。    

（四）对流换热理论基础（8学时） 

1、流场中微元体的质、动、能量平衡，微分方程组。  2、边界层的基本概念，

厚度、速度梯度、在各种边界上的发生与发展；3、边界层 微分方程组的产生；

微分方程解的主要结论（不含求解过程），速度曲线的相似性，厚度公式；4、用

幂级数逼近速度分布时，边界层厚度、摩擦阻力与换热的近似理论解； 5、边界

层理论的重大意义。 6、动量传递与热量传递的类比。 

（五） 对流换热准则关联式（6学时） 

   1、速度场、温度场相似的基本概念；相似准则的导出及物理现象相似的充分

必要条件；定型尺寸、定性速度与定性温度的定义问题，前两者理论上的任意性

及描述实际上广泛存在的近似相似现象时对三者正确定义的重要性；准则关联式

的高度概括性与广泛适用性；准则关联式的得出方法。 2、管内强制对流换热时

的管内平均速度，断面平均温度；成熟发展区与入口区； 3、非圆断面管道流动

阻力与换热，水力直径作为当量直径的适用范围、缺欠与修正。 

（六） 热辐射的基本定律（4学时） 

1、热辐射量的描述：辐射力、辐射强度，单色、定向，全波、半球等一系列概

念组合的物理意义与表达。  2、普郎克定率，斯蒂芬-玻尔兹曼定率，维恩定率，

兰贝特定律与基尔霍夫定律，发射率与灰体，漫辐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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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传热学》，许国良王晓墨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1 

(二)参考教材 

《传热学》第三版杨世铭、陶文铨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2  

《工程传热学》邬田华，王晓墨，许国良，潘阳，陈维汉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11、9  

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平时考核占比 40%：平时作业 20%，软件模拟作业 20%。2.期末考核占比 60%，

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热量传输的基本概念、导热微分方程、对流

换热、辐射换热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作业 模拟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6 5 18 29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1 6 5 12 23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3 5 10 19 34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2.4 3 0 11 14 

合计 20 20 60 100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热传导

过程的基本概念与
导热特点，能够将
一些工程传热问题
简化为稳态（非稳

态）导热过程进行
分析。 

目标 2：掌握热对

流过程的基本概
念与传热特点，
能够运用三大守
恒定律分析一些

工程问题中的热
对流过程。 

目标 3：掌握对流换热的特

点，能够运用质量守恒、动
量守恒与能量守恒将研究对
象的传热问题转化为数学模
型，了解应用有限差分法在

计算机上求解一般对流换热
问题的思路。 

目标 4:掌握

辐射换热的
基本概念，了
解一般工程
问题中辐射

换热的特点。 

绪论 √ √  √ 

导热理论基础 
√  √  

非稳态导热 √  √  

对流换热理论基础  √ √  
对流换热准则关联式  

 √ √  
热辐射的基本定律   

   √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A%F9%CC%EF%BB%A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CF%FE%C4%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ED%B9%FA%C1%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5%CB%D1%F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3%C2%CE%AC%BA%B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A%D6%D0%BF%C6%BC%BC%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A%D6%D0%BF%C6%BC%BC%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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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

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

者取消本次课程考试资格。 

3. 软件模拟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最终成绩的 20 分。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软件模拟作业，问题阐述清楚明白，模拟结果正确、模拟

流程记录清晰。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软件模拟作业，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模拟流程记录较为

清晰。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软件模拟作业，问题阐述基本清楚，模拟流程记录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软件模拟作业，问题阐述不够清楚，模拟结果不正确，模拟

流程记录不清晰。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模拟流程记

录潦草。 
E（0-59分） 

 

4.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析等，

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齐小犇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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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3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Drawing （1）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机电类、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机械制图（2） 

 

一、课程简介 

机械制图(1)是研究绘制及阅读机械工程图样的理论和方法的课程，是机械

类专业必修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它将为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以后工作中的绘图

工作以及应用投影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熟悉制图工具的使用，掌握仪器绘

图、徒手绘制草图的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

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

其局限性。） 

目标 2：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和投影规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 

目标 3：熟悉轴测投影的基本特性，了解正等轴测的画法和斜二测的画法及

运用，提高空间想象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

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4：掌握视图的投影规律，视图的表达能力和读图能力。（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1.3：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问题） 

目标 5：掌握视图的各种表达方法，熟练运用各种表达方法表达中等难度的

组合体。（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4：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过

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三、课程内容 

（一）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6 课时） 
1.1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1课时） 

1.2尺规制图工具及使用。 （1课时） 

1.3尺规基本几何作图。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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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平面图形的作图 （1课时） 

1.5尺规绘图的一般操作步骤。 （1课时） 

1.6徒手绘图。 （1课时） 

（二）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6 课时） 
2.1投影法的基本知识，平行投影的基本性质。 （1课时） 

2.2 点在两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以及在三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与直角坐标，

投影面和投影轴上点的投影，两点的相对位置以及重影点的投影。 （1课时） 

2.3一般位置直线与特殊位置直线的投影，直线上的点投影，两直线的相对

位置。  （2课时） 

2.4几何元素法表示平面，一般位置平面和特殊位置平面的投影，平面上点

与直线的投影。 （2课时） 

（三）立体及其表面的交线 （8 课时） 
3.1棱柱与棱锥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的点与线，棱柱与棱锥被平面截切后的投

影。  （3课时） 

3.2圆柱体、圆锥体及球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的点与线，圆柱体与圆锥体被

平面截切后的投影。 （3课时） 

3.3表面取点法和辅助平面法求解两回转体相交的交线投影。（2课时） 

（四）轴测投影 （4 课时） 
4.1 轴测投影的形成及特性，轴测投影的分类。 （1课时） 

4.2正等轴测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平面立体的正等轴测的画法，平行

于坐标面的圆的正等轴测画法，曲面立体的正等轴测的画法。 （2课时） 

4.3斜二测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平行于坐标面圆的斜二测画法，组合

体斜二测的画法。 （1课时） 

（五）组合体的视图及尺寸分析 （12 课时） 
5.1三视图的形成及其投影规律，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1课时） 

5.3画组合体视图的步骤及方法。 （4课时） 

5.4读图的基本方法，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 （5课时） 

5.5基本形体的尺寸标注，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2课时） 

（六）零件的表达方法 （12 课时） 
6.1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图。 （2课时） 

6.2剖视图的概念、画法、分类及剖切方法。（6课时） 

6.3断面图的概念，断面图的分类及画法，断面图的标注。 （2课时） 

6.4简化画法，其他表达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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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杨裕根等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熟悉制图
国家标准的基本
规定，熟悉制图工
具的使用，掌握仪

器绘图、徒手绘制
草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正
投影法的基本理
论和投影规律。 

目标 3：熟悉轴
测投影的基本特
性，了解正等轴
测的画法和斜二

测的画法及运
用，提高空间想
象能力。 

目标 4:掌握视
图 的 投 影 规
律，视图的表
达能力和读图

能力。 

目标 5：掌握视
图的各种表达
方法，熟练运
用各种表达方

法表达中等难
度的组合体。 

1.1 制图国家标准的
基本规定 

√     

1.2 尺规制图工具及

其使用 
√     

1.3 尺规基本几何作
图 

√     

1.4平面图形的作图 √     

1.5 尺规绘图的一般
操作步骤 

√     

1.6徒手绘图 √     

2.1 投影法的基本规
定 

 √    

2.2点的投影  √    

2.3直线的投影  √    

2.4平面的投影  √    

3.1平面立体 √ √    

3.2曲面立体 √ √    

3.3 立体与立体相
交。 

√ √    

4.1 轴测投影的基本
概念。 

√  √   

4.2正等测。 √  √   

5.1 三视图的形成及
其投影规律 

√ √  √  

5.2 组合体的形体分
析 

√ √  √  

5.3画组合体 √ √  √  

5.4读组合体视图 √ √  √  

5.5 组合体的尺寸标
注 

√ √   √ 

6.1视图 √ √  √ √ 

6.2剖视图 √ √  √ √ 

6.3断面图 √ √  √ √ 

6.4 简化画法和其他

表达方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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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制图》（第六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年 7 月（第 6 版） 

2. 《机械制图》（第六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 年 7 月（第 6 版）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图纸（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

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投影理论的

运用，点、直线、平面的投影的综合运用，三视图的绘制，读三视图，零件

表达方法的综合运用。 

评定标准：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 图纸 平时测验 出勤及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6 5  21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2  6  10 16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2.2  6 5  11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3 5 6  10 21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2.4 5 6  20 31 

合计 20 30 1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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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绘图，制图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图纸。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绘图，制图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图纸。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制图，制图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绘图表达基本工整。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制图，制图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图纸标注部分错误，总体完整。 
D（60-69分） 

图纸方案不够清晰，制图过程中大体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图纸标注部分错误，总体不

够完整。图纸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 

 

制定人：蔡菲菲 审核人：于忠海 批准人：赵爽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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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3A2        英文名称：Mechanical Drawing （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

械电子工程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等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学习绘制及阅读机械工程图样的理论和方法的课程，是机械类专业

必修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它将为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以后工作中的绘图工作以

及应用投影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用件的相关标准及规范画法，并能够用

于机械结构的表达。（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能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

的语言工具用于工程问题的表述） 

目标 2：能够分析零件的结构、尺寸及相关工艺，分析装配体的工作原理和

装配关系，获得零件和装配体的初步表达方案。并具有识读零件图和装配图的能

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3：能够选用相关的标准及规范，测绘和设计零件和装配体的表达方案。

采用徒手和尺规画法正确表达并绘制零件和装配体。（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目标 4：能够运用机械制图这一工程工具，表达机械系统的结构，从而为机

械系统性能和结构预测与模拟提供基础条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 能认识

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目标 5：培养学生按照国家标准及规范作图的行为。（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

守） 

目标 6：通过 CAD训练，养成团队成员协作的好习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9.1能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事） 

三、课程内容 

（一）标准件、常用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1.1螺纹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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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包括一张 A3 图纸）。 

  （4课时） 

1.3键、销、滚动轴承、弹簧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规定画法。 （3课时） 

1.4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柱齿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规定画法及一对

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画法，能正确测绘计算并绘制出直齿圆柱齿轮的视图。 

  （5课时） 

（二）零件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8 课时） 

2.1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装配图的关系。 （1课时） 

2.2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寸标注。 （3课时） 

2.3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热处理的符号、代号及其标注。 （2课时） 

2.4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公差等技术要求。 （4课时） 

2.5典型零件的画法与识读练习。 （8课时） 

2.6零件图的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轴套类、盘盖类、箱体类等典型零

件的测量与绘制。 （10课时） 

（三）装配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2 课时） 

3.1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规定画法。 （2课时） 

3.2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号、明细栏的注写。 （2课时） 

3.3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2课时） 

3.4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与识读练习。 （8课时） 

3.5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测绘完整的中等复

杂程度的装配图。 （8课时） 

（四）基本绘图软件及常用测绘工具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4.1丁字尺、游标卡尺等工具的使用 

4.2绘图软件 Autocad、UG、SW等软件的运用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机械制图中

标准件和常

用件的相关

标准及规范

画法，能够用

于机械结构

的表达 

目标 2：能够分

析零件的结构、

尺寸及相关工

艺，分析装配体

的工作原理和装

配关系，获得零

件和装配体的初

步表达方案。并

具有识读零件图

和装配图的能力 

目标 3：能够选

用相关的标准及

规范，测绘和设

计零件和装配体

的表达方案。采

用徒手和尺规画

法正确表达并绘

制零件和装配体 

目标 4：能够运

用机械制图这

一工程工具，

表达机械系统

的结构，从而

为机械系统性

能和结构预测

与模拟提供基

础条件 

目标 5：培养学

生按照国家标

准及规范作图

的行为，养成

团队成员协作

的好习惯 

1.1螺纹的基本概念、运用分

析及其规定画法 
√  √  √ 

1.2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

运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 
√  √  √ 

1.3键、销、滚动轴承、弹簧

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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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画法 

1.4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

柱齿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

法、规定画法及一对直齿圆

柱齿轮的啮合画法，能正确

测绘计算并绘制出直齿圆柱

齿轮的视图 

√  √  √ 

2.1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

装配图的关系 
 √    

2.2 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

寸标注 
 √ √ √ √ 

2.3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

热处理的符号、代号及其标

注 

 √ √   

2.4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

公差等技术要求 
 √ √   

2.5 典型零件的画法与识读

练习 
 √ √   

2.6 零件图的结构分析与表

达训练，包括轴套类、盘盖

类、箱体类等典型零件的测

量与绘制 

  √ √ √ 

3.1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

种规定画法 
 √ √   

3.2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

序号、明细栏的注写 
 √ √ √ √ 

3.3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   

3.4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

与识读练习 
 √    

3.5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

析、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

包括测绘完整的中等复杂程

度的装配图 

  √ √ √ 

4.1丁字尺、游标卡尺等工具

的使用 
  √ √ √ 

4.2绘图软件 Autocad、UG、

SW等软件的运用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杨裕根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06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习题集》杨裕根李兵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6.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图》（第六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年 7 月（第 6 版） 

2. 《机械制图》（第六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 年 7 月（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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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六版），钱可强、何铭新、徐祖茂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第 6 版） 

4.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年 7月（第 5版） 

五、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图纸（20%）、作业（30%）及考勤等（10%）。 

3.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螺纹连接的规

定画法、齿轮的计算及规定画法、零件图及装配图等。 

六、成绩评定标准： 

1.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4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图纸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绘图，制图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图纸。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绘图，制图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图纸。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制图，制图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绘图表达基本工整。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图纸方案并完成制图，制图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图纸标注部分错误，总体完整。 
D（60-69分） 

图纸方案不够清晰，制图过程中大体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图纸标注部分错误，总体不

够完整。图纸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期末考核采用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

分析等，卷面成绩 100分，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40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图纸 出勤及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2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2.3 15   1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2.3  5 5 1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8.2  5 5 10 

课程目标 6 支撑毕业要求 9.1 5 10  15 

合计 20 40 40 100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82 
 

 

制定人：原恩桃  审核人：于忠海  批准人：赵爽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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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23004A1       英文名称：Machine and Mechanism Theor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理论力学、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机械原理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能力的技术基础课，是

高等工科院校中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在机械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主要学习机构的结构分析、运动分析和动力分析，常用

机构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创新设计。 

机械原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综合应用先修课程中所学的有关知识和技

能，结合各实践教学环节，培训机械工程高级技术人员，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

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构的组成原理、常用机构的常用类型、特点及应用，具有初

步分析机械结构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

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掌握常用机构及简单机械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2.1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判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关键环节。） 

目标 3：掌握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2能够根据对

象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 （1课时） 

1.1了解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1.2熟悉机器和机构的特征，掌握机械原理的学习方法和机器的组成。 

（二）常用机构的结构及运动分析和设计 （33 学时） 

2.1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机构组成原理

和机构分析。 （5学时） 

2.2平面机构的速度和加速度分析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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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及设计。 

  （4学时） 

2.4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其选择、凸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构

基本尺寸的确定。 （4学时） 

2.5齿轮机构类型特点、渐开线齿廓、直齿斜齿和锥齿轮几何尺寸计算、齿

轮加工原理。 （12学时） 

2.6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算。 （4学时） 

2.7 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等特点及应用。（2学时） 

（三）机械动力学设计 （6学时） 

3.1机械系统的等效力学模型，机械的真实运动规律，机械速度波动的调节。

  （4学时） 

3.2刚性转子的静平衡和动平衡，挠性转子动平衡简介，平面机构动平衡简

介。  （4学时） 

（四）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6课时） 

4.1机构运动简图测绘与分析实验 （2课时） 

4.2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实验 （2课时） 

4.3机构运动方案创新设计实验或刚性转子动平衡测试与分析实验（2课时） 

（五）具有运用标准、规范的能力，初步具备分析和设计一般简单机械传

动装置的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 

5.1实验仪器的使用。 

5.2实验工具的使用。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机构的组成原理、常
用机构的常用类型、特点及应用，

具有初步分析机械结构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常用机构
及简单机械设计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基
本实验原理及

技能。 

1.1 了解课程的研究对象、内
容、课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   

1.2熟悉机器和机构的特征，掌
握机械原理的学习方法和机器
的组成。 

√   

2.1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
动简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机
构组成原理和机构分析。（5学

时） 

√  √ 

2.2 平面机构的速度和加速度
分析（2学时） 

 √  

2.3 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
化、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及
设计。（4学时） 

 √  

2.4 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运
动规律及其选择、凸轮轮廓的设
计、凸轮机构基本尺寸的确定。
（4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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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齿轮机构类型特点、渐开线
齿廓、直齿斜齿和锥齿轮几何尺

寸计算、齿轮加工原理。（12
学时） 

 √ √ 

2.6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

的计算。（4学时） 
 √  

2.7 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
全齿轮机构等特点及应用。（2

学时） 

√ √  

3.1机械系统的等效力学模型，
机械的真实运动规律，机械速度

波动的调节。（4学时） 

 √ √ 

3.2 刚性转子的静平衡和动平
衡，挠性转子动平衡简介，平面

机构动平衡简介。（4学时） 

 √ √ 

4.1 机构运动简图测绘与分析
实验（2课时） 

 √ √ 

4.2 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
实验（2课时） 

 √ √ 

4.3 机构运动方案创新设计实

验或刚性转子动平衡测试与分
析实验（2课时） 

 √ √ 

5.1实验仪器的使用。   √ 

5.2实验工具的使用。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原理》（第 3 版），邓宗全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械原理》，张春林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机械原理》，孙桓等主编（第 8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作业考勤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5 15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1 20 10 25 5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4.2  5 20 25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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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辛绍杰  审核人：王廷军  批准人：赵爽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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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03A1            英文名称：Machine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学及热处理、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机械设计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机械设计能力的技术基础课，是高等工科院校

中机械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在机械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本课程主要学习通用机械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基本设计理论和

设计计算方法，以及机械系统方案的设计与选择问题。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综

合运用先修课程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能，结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提供机械

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的基本训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机械

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通用机械传动的设计原理、方法和机械传动零件设计的一般规

律，具有设计典型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实践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掌握通用机械联接的设计原理、方法和机械联接零件设计的一般规

律，具有设计典型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实践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3：掌握轴系零件的设计原理、方法和轴系零件设计的一般规律，具有

设计典型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实践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能够

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4：具有正确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 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

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目标 5：了解机械设计基本理论的创立、运用和发展，具有正确的设计思想

和创新意识；能够对机械传动装置及其零部件进行分析和设计。（支撑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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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3.3 能够进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

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6：掌握典型机械零件的实验原理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验技能和基本

训练。（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2 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实验

方案。） 

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 

1.1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1课时） 

1.2 机械及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步骤 （1课时） 

（二）传动零件及其设计 （26学时） 

2.1带传动（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普通 V带的型号和规格、带轮的

材料和结构、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设计计算过程。） （6学时） 

2.2链传动特点和应用、链条链轮结构、链传动受力及运动分析、链传动参

数选择及设计计算 （5学时） 

2.3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齿轮受力分析、材料选择、设计准则及具体设计

计算方法。 （10学时） 

2.4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强度计算和

热平衡计算。 （5学时） 

（三）轴系零部件及其设计 （18学时） 

3.1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设计、强度和刚度计算 （4学时） 

3.2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及轴承衬材料、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算

  （2学时） 

3.3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命计算和轴承

的组合设计、润滑与密封。 （10学时） 

3.4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求和分类、结构和特点 （2学时） 

（四）联接件及其设计 （12学时） 

4.1 螺纹联接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和应用；螺纹联接预紧防松,失效形式；

单个螺栓及螺栓组的受力分析及强度计算 （8学时） 

4.2销联接,花键联接及成型连接的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和应用。 

  （4学时） 

（五）基本实验理论及技能 （选做三个） 

5.1带传动效率测定 （2学时） 

5.2齿轮效率测定 （2学时） 

5.3螺栓组及单螺栓联接综合实验 （2学时） 

5.4减速器结构分析与拆装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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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学机械设计史,了解有关创新设计实例和CAD软件的能力（学生自主学习）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通用机械传

动的设计原

理、方法和机

械传动零件

设计的一般

规律，具有设

计典型机械

传动装置和

简单机械的

实践能力。 

目标 2：掌

握通用机械

联接的设计

原理、方法

和机械联接

零件设计的

一般规律，

具有设计典

型机械传动

装置和简单

机械的实践

能力。 

目标 3：掌

握轴系零件

的 设 计 原

理、方法和

轴系零件设

计的一般规

律，具有设

计典型机械

传动装置和

简单机械的

实践能力。 

目标 4：

具 有 正

确 运 用

标准、规

范 、 手

册、图册

和 查 阅

有 关 技

术 资 料

的能力。 

目标 5：了解机

械设计基本理

论的创立、运用

和发展，具有正

确的设计思想

和创新意识；能

够对机械传动

装置及其零部

件进行分析和

设计。 

目标 6：

掌 握 典

型 机 械

零 件 的

实 验 原

理 和 方

法，具有

一 定 的

实 验 技

能 和 基

本训练。 

1.1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

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 √ √  √  

1.2 机械及机械零件设计一般

步骤。 
√ √ √  √  

2.1带传动（带传动的类型、特

点和应用、普通 V 带的型号和

规格、带轮的材料和结构、带

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

设计计算过程。）  

√ √ √ √ √  

2.2链传动特点和应用、链条链

轮结构、链传动受力及运动分

析、链传动参数选择及设计计

算 

√ √ √ √ √  

2.3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齿轮

受力分析、材料选择、设计准

则及具体设计计算方法。 

√ √ √ √ √  

2.4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

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

强度计算和热平衡计算。 

√ √ √ √ √  

3.1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

设计、强度和刚度计算的分析

方法 

√ √ √ √ √  

3.2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

及轴承衬材料、非液体摩擦滑

动轴承的计算 

√ √ √ √ √  

3.3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

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

命计算和轴承的组合设计、润

滑与密封。 

√ √ √ √ √  

3.4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

求和分类、结构和特点 
√ √ √ √ √ √ 

4.1螺纹联接工作原理、类型、

特点和应用；螺纹联接预紧防

松,失效形式；单个螺栓及螺栓

组的受力分析及强度计算 

√ √ √  √ √ 

4.2 销联接,花键联接及成型连

接的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和

应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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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带传动效率测定      √ 

实验 2：齿轮效率测定      √ 

实验 3：螺栓组及单螺栓联接综

合实验 
     √ 

实验 4：减速器结构分析与拆装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设计》，辛绍杰,蔡业彬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械设计》，濮良贵、纪名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6月（第

8版） 

2.《机械设计教程》，吴宗泽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 2版） 

3.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内实验（10%）、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5 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3  5 5 1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3 5 5 30 4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2.3  5 10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3.3 5 5 10 20 

课程目标 6 支撑毕业要求 4.2   10 10 

合计 10 20 70 100 

3.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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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5.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6.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

合题、简答题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

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70 分。 

 

制定人：  王冬梅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赵爽    2017年 07月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2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1P1      英文名称： Fundamental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 

 

一、课程简介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学生必修的技术基础课, 是工程

训练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之一。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

初步掌握各种成形方法、零件加工工艺和结构工艺性等基本工艺知识，具有选择

毛坯、零件加工方法及进行工艺分析的初步能力；了解现代机械制造有关的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发展趋势；为学习其他相关课程，从事机械设计和制造

工作奠定必要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各种常用热加工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工艺特点，具有选择毛坯、零件热加

工方法及工艺分析的初步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

模型方法用于推演、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 

目标 2：具有综合运用工艺知识、分析零件结构工艺性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2.3: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

解决方案。） 

目标3：了解与本课程有关的新工艺、新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3: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会通过文献研究寻求可替代的解

决方案。） 

 

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 

了解材料加工工艺发展史，材料加工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本课程的主要内

容与学习方法。 

（二）常见的工程材料 

熟悉工程材料的分类；了解常用的金属材料及非金属材料；初步了解工程材料的

主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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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属凝固成形工艺 

熟悉金属凝固成形理论基础；熟悉充型能力、流动性和收缩对铸件质量的影响及

常见铸造缺陷(浇不到、冷隔、缩孔、缩松、变形、裂纹等)的形成原因和预防措施。 

1.金属凝固成形理论基础 

了解常用合金的铸造性能；了解常用合金铸件的生产。 

2.铸造方法 

熟悉砂型铸造的工艺过程、特点及应用；了解熔模铸造、金属型铸造、低压铸造、

压力铸造和离心铸造等特种铸造方法的工艺过程、特点及应用范围。 

3.铸造工艺设计 

掌握砂型铸造工艺设计（浇注位置和分型面，工艺参数的确定，铸造工艺图简介）。 

4.铸件结构分析 

掌握铸造工艺对铸件结构的要求，铸造性能对铸件结构的要求。 

（四）金属塑性成形工艺 

了解金属塑性成形理论基础及塑性变形的一般规律；了解金属塑性成形的工艺方

法。 

1.金属塑性成形理论基础 

掌握金属的塑性成形性能；了解金属变形的一般规律。 

2.自由锻造成形 

熟悉自由锻的特点和应用、自由锻基本工序及其工艺要点；掌握典型锻件锤上自

由锻工艺规程的制定(绘制锻件图、确定变形工序、计算坯料质量与尺寸等)和自由锻件结

构工艺性要求；了解坯料加热和锻造温度范围及合金钢的锻造特点。 

3.模形锻造成形 

熟悉锤上模锻的特点与应用、模锻件图的制定以及模锻件结构工艺性要求；了解

其他模锻方法的特点与应用。 

4. 板料冲压成形工艺 

熟悉板料冲压的主要基本工序(落料和冲孔、弯曲、拉深)的工艺特点及保证产品质

量的措施；了解典型冲压件的冲压工艺过程和冲压件的结构工艺性要求。了解冲模的分

类及构造。 

5.特种塑性成形技术 

了解轧制成形、挤压成形、精密模锻成形、液态模锻、超塑性成形、高能率成形

的特点和应用。 

（五）金属焊接成形工艺 

了解焊接的概念、焊接方法的特点等基本内容；熟悉焊接接头的组织和性能；了

解电弧焊冶金过程的特点及其对焊接质量的影响、焊接变形与焊接应力的形成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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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裂纹的防止措施。 

1.金属焊接成形理论基础 

熟悉金属焊接性的概念、碳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特点及焊接方法选用；了解

不锈钢、铸铁、铝、铜及其合金的焊接特点及适用的焊接方法。 

2.焊接方法及工艺 

掌握焊条电弧焊、埋弧焊、氩弧焊、CO2 焊的过程、特点和应用；熟悉焊条的组

成、作用和结构钢焊条牌号表示方法；了解等离子弧焊接与切割的特点和应用；熟悉电

阻焊和钎焊的实质、特点和应用；了解电渣焊的过程、特点与应用；了解电子束焊、激

光焊、摩擦焊、扩散焊的特点与应用。 

3.焊接结构工艺设计 

掌握常用焊接方法的选择、焊缝布置和焊接接头设计的原则；熟悉焊接结构工艺

性分析典型示例。 

4.其他连接成形方法 

了解机械连接的特点；了解胶接的基本原理、特点和应用；了解常用胶粘剂的分

类、组成以及粘接接头设计要求。 

（六）粉末冶金 

了解粉末冶金工艺过程；了解粉末冶金制品的结构设计及常见缺陷分析；了解粉

末冶金技术的新进展。 

（七）非金属材料成形工艺 

1.高分子材料的成形 

了解塑料的成形性能及注射成形、挤出成形、模压成形及其他成形方法的基本原

理和过程，了解塑料制品结构的技术特征。 

了解橡胶的成形性能及橡胶的注射成形、挤出成形及压延成形的基本原理和过程。 

2.陶瓷材料的成形 

了解陶瓷材料成形方法的工艺原理与特点。 

3.复合材料的成形 

了解复合材料的成形方法的工艺原理与特点。 

（八）材料成形工艺选择 

掌握铸造、锻压、焊接等毛坯制造方法的特点；熟悉常用机器零件的毛坯类型；

了解毛坯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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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成形工艺基础》 刘新佳、姜银方等编  化工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热成形技术基础》司乃钧、舒庆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材料成形技术基础》江树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现代材料成形新技术》徐光、常庆明等编著化工工业出版社 

[4]《材料成形技术基础》于爱兵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5]《金属工艺学》邓文英、郭晓鹏高等教育出版社 

[6]《材料成形工艺基础》瞿封样等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测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回答问题、考勤及作业等。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各种常

用热加工方法的基本

原理和工艺特点，具

有选择毛坯、零件热

加工方法及工艺分析

的初步能力。 

目标 2：具有综合运

用工艺知识、分析

零件结构工艺性的

能力。 

目标 3：了解与本

课程有关的新工

艺、新技术及其

发展趋势。 

1常见的工程材料 √  √ 

2金属凝固成形工艺    

2.1金属凝固成形理论基础 √   

2.2铸造方法 √   

2.3铸造工艺设计 √ √  

2.4铸件结构分析 √ √  

3金属塑性成形工艺    

3.1金属塑性成形理论基础 √   

3.2自由锻造成形 √   

3.3模形锻造成形 √   

3.4板料冲压成形工艺 √ √  

3.5特种塑性成形技术  √ √ 

4金属焊接成形工艺    

4.1金属焊接成形理论基础 √   

4.2焊接方法及工艺 √   

4.3焊接结构工艺设计 √ √  

4.4其他连接成形方法   √ 

5粉末冶金   √ 

6非金属材料成形工艺    

6.1高分子材料的成形 √  √ 

6.2陶瓷材料的成形 √  √ 

6.3复合材料的成形 √  √ 

7材料成形工艺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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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材料的发展史、

常见的材料、常见材料的加工工艺以及工艺选择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3 5 10 15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3 5 5 25 3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2.3 5 10 20 35 

合计 15 25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25 分。作业评分标

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

合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

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黄丽琴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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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6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Material Forming 

学分/学时：3/48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学及热处理 

后续课程：冲压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 

 

一、课程简介 

《材料成型原理》是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主

要介绍金属凝固理论、金属焊接成形理论和金属塑性成形理论，让学生掌握金属

成形的基本理论，具有对成形工艺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能力，为后续铸造工艺学、

焊接工艺学、锻造和冲压工艺等课程打下理论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金属塑性变形的物理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4 能够将

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目标 2：掌握运用主应力法求解塑性变形问题，具有一定塑性成形工程技术

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1 能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

和判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关键环节） 

目标 3：掌握金属塑性变形的力学基础，包括应力与应变分析、屈服准则与

应力应变的关系等。（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

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目标 4：掌握液态金属凝固的基本规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 能基于

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 

 
三、课程内容 

（一） 液态金属的结构和性质（1 课时） 

1.1 了解液体结构的特点，明确实际金属的液体结构特征。 

1.2 了解液态合金的粘度与表面张力性质，及其在材料成形中的意义。 

1.3 掌握液态金属充型能力的基本概念、停止流动机理；弄清其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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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二） 凝固温度场（2 课时） 

2.1 了解不同铸型条件下铸件温度场的特点，了解研究铸件温度场的方

法。 

2.2 熟悉凝固动态曲线及其应用，掌握铸件的凝固方式，特点及其影响

因素。 

2.3 了解焊接温度场的特点；了解熔焊过程温度场的基本类型及影响温

度场的因素；了解焊接工艺参数及焊件的热物理性能对焊接温度场的影响规律。 

（三） 金属凝固热力学与动力学（1课时） 

3.1 明确过冷度ΔT是影响相变驱动力的决定因素。 

3.2 掌握均质形核、非均质形核的定义，临界半径、形核功、形核率等

概念。 

（四）单相及多相合金的结晶（4课时） 

4.1掌握溶质再分配的概念，理解不同条件下固液界面处溶质再分配的规

律。 

4.2掌握“成分过冷”条件和判据；“成分过冷”的过冷度及其特性因素，

成分过冷与热过冷的区别与联系。 

4.3理解热过冷及其对纯金属液固界面形态的影响；掌握“成分过冷”对

合金固溶体晶体形貌的影响规律。 

4.1掌握共晶组织的分类及特点；掌握非平衡状态下的共晶共生区。 

（五）金属塑性成形物理基础（6课时） 

5.1 了解金属塑性成形方法的分类及特点；了解金属塑性成形的主要优

缺点，塑性成形方法的发展趋势。（2课时） 

5.2 掌握金属在冷态和热态下成形时的塑性变形特点、变形机理，以及

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了解金属超塑性变形的概念、种类和机理。（2课时） 

5.3 掌握塑性的概念和塑性指标，理解影响金属塑性的因素和提高塑性

的途径。（2课时） 

（六）应力分析（8课时） 

6.1 掌握变形体内点的应力状态含义及表示方法。（1课时） 

6.2 理解任意斜截面上的应力的计算方法。（2课时） 

6.3 掌握应力张量不变量、主应力、主切应力、等效应力等基本概念，

学会运用应力特征方程求解主应力的方法和运用应力莫尔圆图解法确定应力的

方法。（2课时） 

6.4 掌握应力张量的分解方法，理解应力偏张量和应力球张量的含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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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塑性变形的关系。（1课时） 

6.5 理解平衡微分方程的推导方法及其意义，学会运用该方程判断应力

场的真实性。（2课时） 

（七）应变分析（4课时） 

7.1 理解变形体内点的应变状态含义，掌握名义应变和对数应变各自的

表示方法及特点；学会运用塑性体积不变条件求解坯料或工件尺寸。（1课时） 

7.2 理解小变形几何方程的含义，学会运用该方程在物体位移场已知的

情况下，求解应变场。（2课时） 

7.3了解变形连续方程的意义和运用；掌握应变增量和应变速率的基本概

念；理解平面问题和轴对称问题的变形特点。（1课时） 

（八）屈服准则（6课时） 

8.1 了解有关材料性质的基本概念。（1课时） 

8.2 熟练掌握并能正确运用屈服准则，深刻认识 Tresca屈服准则和

Mises屈服准则的定义，物理意义及异同点。（2课时） 

8.3 掌握两种屈服准则在主应力空间、两向应力状态和 平面内的几何描

述。（2课时） 

8.4 平面问题和轴对称问题屈服准则的简化。（1课时） 

（九）塑性应力应变关系（4 课时） 

9.1 掌握弹性应力应变关系和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特点。（1课时） 

9.2 熟练掌握塑性变形的增量理论，学会运用列维-米塞斯方程求解问题。

（2课时） 

9.3 理解塑性变形的全量理论。（1课时） 

（十）真实应力－应变曲线（4课时） 

10.1 深刻理解拉伸实验曲线；熟练掌握利用拉伸和压缩实验的名义应力

求解真实应力的方法。（1课时） 

10.2 实验一，真实应力－应变曲线的绘制（2课时） 

10.3 理解变形温度、变形速度对真实应力－应变曲线的影响。（1 课时） 

（十一）金属塑性成形中的摩擦和润滑（4课时） 

11.1 理解金属塑性成形时摩擦的特点、分类及机理；掌握摩擦系数的测

定方法。（1课时） 

11.2 实验二，圆环镦粗法测定摩擦系数（2课时） 

11.3 了解金属塑性成形常用润滑剂及润滑方法。（1课时） 

（十二）塑性变形问题的工程求解方法（4课时） 

12.1 理解主应力法的基本原理、假设；（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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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掌握主应力法的解题方法和步骤；（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成形基本原理》（第2 版），刘全坤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材料成形原理》（第 3 版），吴树森，柳玉起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08 

2. 《材料加工原理》，李言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7 

3. 《铸件形成理论》，安阁英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  

4. 《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张文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6 

5.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俞汉清、陈金德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6.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董湘怀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8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和考勤等(20%)、课内实验（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液态金属充型能

力的基本概念，铸件的凝固方式、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均质形核、非均质形核的

定义和应用，“成分过冷”条件和判据，金属在冷态和热态下成形时的塑性变形

特点、变形机理，平衡微分方程意义及应用，屈服准则的定义、物理意义及应用，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 握 金
属 塑 性
变 形 的
物 理 基

础。 

目标 2：掌握运用主

应力法求解塑性变
形问题，具有一定塑
性成形工程技术问
题的分析和解决能

力。 

目标 3：掌握金属

塑性变形的力学基
础，包括应力与应
变分析、屈服准则
与应力应变的关系

等。 

目标 4:掌

握液态金
属凝固的
基本规律。 

（一）液态金属的结构和性质    √ 

（二）凝固温度场    √ 

（三）金属凝固热力学与动力学    √ 

（四）单相及多相合金的结晶 √   √ 

（五）金属塑性成形物理基础 √  √  

（六）应力分析  √ √  

（七）应变分析  √ √  

（八）屈服准则  √ √  

（九）塑性应力应变关系  √ √  

（十）真实应力－应变曲线  √ √  

（十一）金属塑性成形中的摩擦
和润滑 

 √ √  

（十二）塑性变形问题的工程求
解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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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变形的增量理论的内涵及应用，主应力法的应用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4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2.1 20 5 30 5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4.1  5 10 1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2.2  5 10 15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2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课内实验 2 次，每次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每次实验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期末考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析等，根据

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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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李雷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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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024C1         英文名称：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工科专业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本科学生学习计算机技术的基础课程，本课程的目的

和任务：帮助学生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建立计算

机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门基本工具的意识，使学生掌握当前社会各个领域必备的有

关的基本的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与

发展；熟练使用 Windows操作系统，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Word、Excel和

PowerPoint，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帮助学生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建立

计算机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门基本工具的意识，使学生掌握当前社会各个领域必备

的有关的基本的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1：能

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目标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了解计算机

的应用与发展；熟练使用 Windows操作系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

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Word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

计算机应用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

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4：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Excel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

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5：掌握 Office的主要软件 PowerPoint，为各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打

下必要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

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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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信息技术概述，了解现代信息的内容、信息技术的应用及信息安全；计

算机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基本结构，掌握信息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

掌握存储器及其管理，了解总线、外设和接口，了解计算机的发展。 

  （1课时） 

1.2计算机软件系统，了解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分类，了解操作系统的功能及

类型，了解常用的工具软件及应用软件；数据通信技术简介；信息技术发展展望，

了解云计算、三网融合以及物联网。 （1课时） 

（二）微机操作系统 Windows 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掌握 Windows中资源管理器的操作，按要求建立文件夹结构，定制文件

夹显示方式。 （1课时） 

2.2掌握在 Windows中文件的查找，文件和文件夹的删除、复制、移动、更

名等操作；掌握快捷方式的建立；掌握压缩软件的使用方法。 （1课时） 

（三）字处理软件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Word基本操作；格式编排掌握，Word文档中字体、段落、分栏等设置操

作。  （1课时） 

3.2插入表格、图和其他对象掌握方法；表格的插入、编辑以及与文本之间

的转换等操作  （1课时） 

3.3掌握艺术字的编辑、图片的插入、图文混排、文字替换等的操作方法。（1 课时） 

3.4掌握公式编辑和文本框、图形编辑、页眉页脚设置、文档页面设置的方

法。 

  （1课时） 

（四）电子表格软件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Excel基本操作，掌握 Excel表格中单元格合并、字体、显示格式、对

齐方式等设置操作。 （1课时） 

4.2 公式与函数，掌握单元格批注、数据自动计算和基本函数的使用方法。 

  （1课时） 

4.3格式化工作表，掌握数据表的复制、数据筛选、隐藏和显示的方法。 

  （1课时） 

4.4 图表、数据管理，掌握数据排序、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 

  （1课时） 

（五）演示文稿制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的添加、删除、位置调整等操作；掌握幻灯片版

式、设计模板设定和母版样式设置操作； （1课时） 

5.2掌握幻灯片自定义动画、幻灯片切换等内容的设置；掌握幻灯片中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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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设置、动作按钮设置。 （1课时） 

（六）综合实验 （2课时） 

6.1 应用所学知识完成 WORD、EXCEL案例文件制作；按要求排版长文档文件。

  （1 课时） 

6.2 POWERPOINT作品制作及综合实验报告的完成。 （1 课时） 

 
序

号 
实验项目 学时数 内容与要求 

实验属

性 

1 
计算机基本

应用 
2 

（1）掌握查看计算机系统性能的方法； 

（2）初步体验利用网络查找信息解决特定问题 

（3）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组成。 

验证 

2 
Windows 操

作 
2 

（1）掌握 Windows中资源管理器的操作，按要求建立文件夹结构，

定制文件夹显示方式； 

（2）掌握在 Windows中文件的查找，文件和文件夹的删除、复制、

移动、更名等操作； 

（3）掌握快捷方式的建立； 

（4）掌握压缩软件的使用方法。 

验证 

3 文字处理 4 

（1）掌握 Word文档中字体、段落、分栏等设置操作； 

（2）掌握方法表格的插入、编辑以及与文本之间的转换等操作； 

（3）掌握艺术字的编辑、图片的插入、图文混排、文字替换等的

操作方法； 

（4）掌握公式编辑和文本框、图形编辑、页眉页脚设置、文档页

面设置的方法。 

验证 

4 

电子表格处

理 

 

4 

（1）掌握 Excel 表格中单元格合并、字体、显示格式、对齐方式

等设置操作； 

（2）掌握单元格批注、数据自动计算和基本函数的使用方法； 

（3）掌握数据表的复制、数据筛选、隐藏和显示的方法； 

（4）掌握数据排序、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 

验证 

5 

演示文稿制

作 

 

2 

（1）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的添加、删除、位置调整等操作； 

（2）掌握幻灯片版式、设计模板设定和母版样式设置操作； 

（3）掌握幻灯片自定义动画、幻灯片切换等内容的设置； 

（4）掌握幻灯片中超级链接设置、动作按钮设置。 

验证 

6 综合实验 2 
（1）WORD、EXCEL 案例文件制作；按要求排版长文档文件 

（2）POWERPOINT 作品制作及综合实验报告的完成 

验证 

创作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使学生掌握

当前社会各个领域

必备的有关的基本

的计算机的基础知

识 

目标 2：熟

练 使 用

Windows 操

作系统。 

目标 3：掌

握 Office

的主要软

件 Word 。 

目标 4:掌握

Office 的主

要 软 件

Excel 。 

目标 5：掌握

Office 的主要

软 件

Powerpoint。 

1.1信息技术概述，了解现代信息的内

容、信息技术的应用及信息安全。 
√     

1.2 计算机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

计算机的发展。 
√     

1.3了解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分类，了解

操作系统的功能及类型，了解常用的工

具软件及应用软件。 

√     

1.4数据通信技术简介；信息技术发展

展望，了解云计算、三网融合以及物联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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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掌握 Windows 中资源管理器的操

作，按要求建立文件夹结构，定制文件

夹显示方式。 

√ √    

2.2握在 Windows中文件的查找，文件

和文件夹的删除、复制、移动、更名等

操作；掌握快捷方式的建立；掌握压缩

软件的使用方法。 

√ √    

3.1Word 基本操作；格式编排掌握，

Word 文档中字体、段落、分栏等设置

操作。 

√  √   

3.2 插入表格、图和其他对象掌握方

法；表格的插入、编辑以及与文本之间

的转换等操作。 

√  √   

3.3掌握艺术字的编辑、图片的插入、

图文混排、文字替换等的操作方法。 
√  √   

3．4 掌握公式编辑和文本框、图形编

辑、页眉页脚设置、文档页面设置的方

法。 

√  √   

4.1 Excel基本操作，掌握 Excel表格

中单元格合并、字体、显示格式、对齐

方式等设置操作。 

√  √ √  

4.2公式与函数，掌握单元格批注、数

据自动计算和基本函数的使用方法。 
√ √ √ √  

4.3 格式化工作表，掌握数据表的复

制、数据筛选、隐藏和显示的方法。 
√   √  

4.4图表、数据管理，掌握数据排序、

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 
√   √  

5.1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的添加、删

除、位置调整等操作；掌握幻灯片版式、

设计模板设定和母版样式设置操作； 

√  √ √ √ 

5.2掌握幻灯片自定义动画、幻灯片切

换等内容的设置；掌握幻灯片中超级链

接设置、动作按钮设置。 

√  √ √ √ 

6.1WORD、EXCEL 案例文件制作；按要

求排版长文档文件。 
√ √ √   

6.2 POWERPOINT 作品制作及综合实验

报告的完成 
√ √ √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2015 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华师大出版社，

2015 
2．《计算机应用基础实验指导（2015 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华师大出

版社，201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计算机应用基础实验指导（2015 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华师大出

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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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综合应用操作（20%）

及作业考勤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上机考试，考核内容主要为所学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应用操作 项目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5 10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5  1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10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10 20 

合计 20 30 10 40 100 

 

六、评分标准 

1.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1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电脑软件。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电脑软件。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电脑软件。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电脑软

件。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电

脑软件。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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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应用操作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每次实

验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综合应用操作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计算机。能够完整、准确、迅速地完成综合应用操

作。 
A（90-100分） 

综合应用操作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计算机。基本能够完整、准确、迅速地完成综合应

用操作。 
B（80-89分） 

综合应用操作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计算机。基本能够完整、准确地完成综合应用操作。 C（70-79分） 

综合应用操作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计算机。基本能够准确地完成综合应用操作。 D（60-69分） 

综合应用操作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计算机。基本能够完成综合应用操作。 E（0-59分） 

 

4.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5.期末考试：闭卷上机考试，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

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40 分。 

 

 
 

制定人：强珏娴 审核人：吉顺如 批准人：王淮亭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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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与经济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4P1英文名称：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技术写作、材料类专业课 

后续课程：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工程项目管理和经济分析能力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

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工程项目投资控制、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掌握工程项目合同管理、风险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熟悉各

种具体的项目管理技术、方法在工程项目上的应用特点，培养学生发现、分析、

研究、解决工程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1：具有编制工程项目计划的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1:掌握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目标2：掌握工程项目进度、成本、质量管理的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2: 

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

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 

目标 3：了解现场管理和使用项目管理软件的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3:能在多学科环境下（包括模拟环境），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运用

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目标 4：具有项目管理的初步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2:了解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及产品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

决策问题。） 

 
三、课程内容 

（一）项目管理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学习内容 （2课时） 

1.1项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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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管理 

1.3项目生命期 

1.4项目管理过程 

1.5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二）项目组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组织与项目组织 

2.2项目组织结构 

2.3项目组织结构的选择。 

（三）项目经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项目经理 

3.2项目经理选择 

3.3项目经理行为准则 

3.4如何培养合格的项目经理。 

（四）项目目标和项目范围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项目定义、项目目标 

4.2交付成果、技术要求 

4.3项目范围概述、项目启动、项目范围计划、项目范围变更控制等。 

（五）项目综合管理与计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5.1项目综合管理概述 

5.2项目计划制定 

5.3项目计划实施 

5.4项目变更控制。 

（六）项目时间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项目进度计划：项目计划的目的、项目进度计划的种类等 

6.2网络计划技术。 

（七）项目成本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7.1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7.2项目资源计划 

7.3项目成本估算 

7.4项目成本预算和控制。 

（八）项目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项目质量管理概述 

8.2质量控制的方法和技术。 

（九）项目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9.1项目风险管理概述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1 
 

9.2项目风险识别、评估、应对和控制。 

（十）项目收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0.1项目合同书 

10.2管理收尾：建立项目文档、项目收尾、项目总结。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项目管理》，胡振华，邓田生等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项目管理》，毕星，翟丽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02 

2.《项目管理教程》，骆珣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01 

3.《项目管理教程》，〔美〕克利福德•格雷，埃里克•拉森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05.10（第 2版） 

4.《有效的项目管理》，〔美〕罗伯特•K•威索基等著，李盛萍等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2002.05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70%，主要包括：测试讨论（30%）、作业（20%）及出勤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管理概述、

项目组织、项目经理、目标与范围管理、综合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

管理、风险管理和项目收尾等。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具有编制

工程项目计划的基

本技能。 

目标 2：掌握工程

项目进度、成本、

质量管理的方法。 

目标 3：了解现场管

理和使用项目管理

软件的基本技能。 

目标 4:具有项目

管理的初步能力。 

项目管理概述 √  √ √ 

项目经理 √  √ √ 

项目组织 √  √ √ 

目标与范围管理 √   √ 

综合管理 √ √  √ 

时间管理 √ √  √ 

成本管理 √ √ √ √ 

质量管理 √ √ √ √ 

风险管理 √   √ 

项目收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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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测试讨论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1.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1.2 10 10 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1.3  10 15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1.2 20 10  30 

合计 30 40 3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测试讨论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测试讨论要

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流畅。 A（90-100分）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清晰，语言表达较为流畅。 B（80-89分）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基本清晰，语言表达基本流畅。 C（70-79分）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基本准确。 D（60-69分） 

能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不够准确。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

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 30 分。 

 

 

制定人：  陈志英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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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1P/Q/R/S1       英文名称：Specialty Introductio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专业课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特别开设的必修课，通过对本专业的专业发

展、课程设置、学习方法等内容的介绍，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的

知识结构；明确在一定阶段内专业学习的主要任务，提高学生学习的针对性和目

的性；通过学习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规划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发展更有目

标和思想准备。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本专业的基本情况和专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10.2：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

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目标 2：了解本专业基本的知识结构及课程设置，明确在一定阶段内学习的

主要任务，提高学生学习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1 了解本

专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

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目标 3：结合学生的专业，做好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使其发展更具目标和

思想准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1 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

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综述 （2课时） 

1.1 介绍材料学院的基本情况，专业的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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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介绍本专业学习的目的和任务，以及专业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

要求。 

1.3 介绍材料的作用、分类及发展历史，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状况。 

（二）教学体系与内容 （2课时） 

2.1 介绍本专业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 

2.2 了解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和体系，认识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 

2.3 介绍主干课程与主要学习方法。 

（三）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4课时） 

3.1 结合企业实际和专业发展前沿，有效塑造学生的历史担当、工匠精神和

国家意识。 

3.2 介绍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相关知识，包括身体素质、健康的心理状况、专

业技能、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社会实践能力。 

3.3 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要求学生意识到高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必要

性和紧迫性。 

（四）职业规划、人生规划 （4课时） 

4.1 结合企业实际，介绍人力资源管理知识，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 

4.2 指导学生进行人生规划，了解其与生活质量、人生目标的关系。 

（五）参观 （2课时） 

5.1 参观相关企业或相关工业展览等，了解企业生产状况，对本专业的生产

过程有感性认识。 

（六）课程总结 （2课时） 

组织学习成果展示（或发布），归纳总结课程学习的目标和要求，并对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进行点评。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本专

业的基本情况和
专 业 发 展 的 历
史、现状与未来 

目标 2：了解本专业基本的

知识结构及课程设置，明
确在一定阶段内学习的主
要任务，提高学生学习的
针对性和目的性 

目标 3：结合学生的

专业，做好人生规
划和职业规划，使
其发展更具目标和
思想准备 

课程综述 √ √  

教学体系与内容  √ √ 

素质与能力培养  √ √ 

职业规划、人生规划 √  √ 

参观 √ √  

课程总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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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杨瑞成，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科学出版社，2012 年 

2. 王高潮，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3. 冯端，材料科学导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 

 

五、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学习总结）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其中： 

1．过程考核（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占 40%，根据出勤与交流互动情况给出。 

2．期末考核（学习总结） 

学习期末成绩占 60%，基于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采用学习报告的形式给予

相应成绩。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 时 表

现 

互动交流 学习报告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0.2  10 20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6.1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2.1 10 10 20 40 

合计 10 3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平时表现和互动交流情况，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态度端正，主动学习，能参与积极讨论，课堂表现非常积极活跃。 A（90-100分） 

态度端正，主动学习，能参与积极讨论，课堂表现积极活跃。 B（80-89分） 

态度基本端正，较主动学习，能参与讨论，课堂表现一般。 C（70-79分） 

态度基本端正，未能主动学习，能参与讨论，课堂表现较差。 D（60-69分） 

态度不端正，未能主动学习，不参与讨论，课堂表现差。 E（0-59分）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6 
 

2. 学习报告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60 分。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学习报告符合主题要求，整体逻辑强，结构完整，格式规范，能给出

自己的评述，观点明确，具有说服力。 
A（90-100分） 

学习报告符合主题要求，整体逻辑较强，结构完整，格式规范。 B（80-89分） 

学习报告较符合主题要求，整体逻辑一般，结构较完整，格式较规范。 C（70-79分） 

学习报告有主题，整体逻辑较差，结构基本完整，格式较差。 D（60-69分） 

不符合主题要求，逻辑性差，格式紊乱，不规范。 E（0-59分） 

 

制定人：   张静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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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02P1 

英文名称：Interchangeability and Technical Measurement 
学分/学时：2/32适用专业：机械类、汽车类、材料类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2） 

后续课程：机械制造技术、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一、课程简介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学科是机械类及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是

教学计划中联系设计课程与工艺课程的纽带，是从基础课学习过渡到专业课学习

的桥梁。它不仅将实现互换性生产的标准化领域与计量学领域的有关知识结合在

一起，而且涉及机械电子产品的设计、制造、质量控制、生产组织管理等许多方

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互换性与标准化的重要性，并建立互换性与

标准化的概念；掌握本课程中公差标准的基本术语和定义、主要内容和应用方法；

掌握精度设计的原则，初步掌握精度设计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测量技术基本技能

的训练，为学生今后能正确选用公差与配合，拟订测量方案打下坚定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互换性、优先数和优先数系的基本概念，掌握有关测量的概念

及量块的使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

件）的设计。） 
目标 2：掌握国家标准对尺寸公差、配合的主要规定，初步掌握合理选用公

差和配合进行精度设计以及尺寸的检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1 了解本专业

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

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目标 3：掌握国家标准对零件几何公差的规定、几何公差在图样上的标注及

检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1 了解本专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

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目标 4：掌握零件表面粗糙度参数的选择原则及在图样上的正确标注方法。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2 能分析和评价本专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目标 5：掌握常用组合件如单键、花键、螺纹、滚动轴承的公差特点及一般

检测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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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测量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1.1互换性的概念及实现互换性的条件；标准化概念及优先数的选取。 

 （2课时） 

1.2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理解长度单位与尺寸传递；掌握量块的使用。 

 （1课时） 

（二）尺寸的公差配合与检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2.1 尺寸与配合的术语和定义。 （1课时） 

2.2尺寸的公差与配合国家标准，标准公差及基本偏差的查表及计算，公差

带图的画法，基准制。 （2课时） 

2.3尺寸公差与配合的选用、标注及识图。 （3课时） 

2.4 尺寸公差检测原则和评定标准。 （1课时） 

（三）几何公差与检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掌握国家标准对几何公差的主要规定，几何公差带的特征、符号和标注。

  （2课时） 

3.2 掌握形状公差、方向公差、位置公差和跳动公差带的定义、标注及解释。

  （2课时） 

3.3掌握公差原则的相关术语及定义，掌握包容要求，了解最大最小实体要

求。  （1.5课时） 

3.4 了解几何误差的检测原则和评定准则。 （0.5课时） 

（四）表面粗糙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4.1理解表面粗糙度的基本术语及定义；了解表面粗糙度评定参数及其数值

标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掌握表面粗糙度参数值的选用和在图样上的标注；初步

掌握表面粗糙度的测量方法。 （2课时） 

（五）常用组合件的公差与检测 （4 课时） 
5.1单键结合的互换性，单键联结的使用要求，影响其互换性的主要几何参

数的误差；掌握单键联结的公差配合的选用原则和方法。 （1课时） 

5.2 花键的公差与检测。 （1课时） 

5.3 普通螺纹联接的公差与检测。 （1课时） 

5.4理解滚动轴承的公差配合及其特点，滚动轴承精度等级及其选用；掌握

滚动轴承与轴及外壳孔的配合种类及其选用，轴颈和外壳孔的表面粗糙度和形位

公差的选用。 （1课时） 

（六）基本工具，仪器仪表的使用及实验 （8 课时） 
6.1直径尺寸测量。了解零件内径、外径尺寸的测量方法，学会用机械比较

仪和内径百分表测量尺寸。 （2课时） 

6.2几何误差的测量。箱体孔轴线的平行度误差测量；齿轮轴跳动误差的测

量。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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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螺纹内径的测量。使用螺纹内径测量仪进行测量，了解螺纹通规止规的

使用。  （2课时） 

6.4综合测量。本次实验为自行设计测量方案并独立完成测量的实验。实验

前根据被测零件图分析其技术要求，确定测量项目。按照不同的测量项目自己设

计测量方案，选择测量方法和测量器具，写出预习报告，经教师检查后，即可按

方案独立完成零件测量的全过程，并写出测量报告。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互换

性、优先数和优先

数系的基本概念，

掌握有关测量的

概念及量块的使

用 

目标 2：掌握国家标

准对尺寸公差、配合

的主要规定，初步掌

握合理选用公差和

配合进行精度设计

以及尺寸的检测 

目标 3：掌握国

家标准对零件

几何公差的规

定、几何公差在

图样上的标注

及检测 

掌握零件表

面粗糙度参

数的选择原

则及在图样

上的正确标

注方法 

掌握常用组合

件如单键、花

键、螺纹、滚

动轴承的公差

特点及一般检

测方法 

1.1互换性的概念 √     

1.2测量的基本概念 √     

2.1尺寸与配合的术语  √    

2.2 尺寸的公差与配合的国

家标准 
 √   

 

2.3尺寸公差与配合的选用  √    

2.4尺寸的检测  √    

3.1几何公差的基本术语   √   

3.2几何公差的定义及注释   √   

3.3公差原则   √   

3.4几何误差的检测原则   √   

4.1表面粗糙度    √  

5.1单键结合的互换性     √ 

5.2花键的公差与检测     √ 

5.3 普通螺纹联接的公差与

检测 
    

√ 

5.4滚动轴承的公差配合     √ 

6.1直径尺寸测量 √ √    

6.2几何误差的测量 √  √   

6.3螺纹内径的测量 √    √ 

6.4综合测量 √ √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周兆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1月第

3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胡凤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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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2版 

2．《互换性与测量技术》，于慧高淑杰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3．《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学习指导及习题集》，李翔英 等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3年 09月第 3版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实验（20%）、作业及考勤（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6.1  10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6.1 20  10 3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6.2  5 15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3.2   10 1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验 3 次，每次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每次实验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4%BA%8E%E6%85%A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9%AB%98%E6%B7%91%E6%9D%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CF%E8%D3%A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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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沈红芳 审核人：王廷军 批准人：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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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模具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8A1           英文名称：StampingDie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设计、金属学及热处理、材料成型原理 
后续课程：CAD/CAM/CAE、模具制造工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冲压模具设计》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模具设计能力的专业必修课，是高等

工科院校中材料类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在材料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主要研究冲裁、弯曲、拉深及其他成形工序的原理、工

艺及模具典型结构；冲压零件的工艺分析，包括冲压模具主要零件的设计要点以

及常用的计算等；冲压模具一般的设计步骤和方法，使学生具有常见冲压模具结

构设计及零件设计的能力和分析生产实际中的有关冲压及其模具技术问题的能

力。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先修课程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能，结合

各种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材料成形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的基本训练，为学生进一步

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模具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冲压基本概念，理解冲压工序种类的冲压基本原理，了解冲压

工艺的特点及其应用，掌握冲压成型原理及相关概念，了解冲压模具典型零件的

常见加工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4 能运用基本原理，借助文献研究，

分析过程的影响因素，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 2：掌握冲压常用设备的种类及其应用场合，以曲柄压力机为例熟练掌

握冲压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理解冲压设备常用参数，了解冲压设备的选用原

则。（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

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目标 3：掌握冲裁工艺分析及相关工艺计算，理解常见冲裁模具的工作原理

及结构，掌握冲裁模具的设计方法及过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

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4：掌握弯曲工艺分析及相关工艺计算，理解常见弯曲模具的工作原理

及结构，掌握弯曲模具的设计方法及过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

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5：掌握拉深工艺分析及相关工艺计算，理解常见拉深模具的工作原理

及结构，掌握拉深模具的设计方法及过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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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6：掌握其他常见的冲压成型工艺分析，了解常见的体积成型工艺、成

型原理及特点等基本概念。（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

单元（部件）的设计） 

 

三、课程内容 

（一）冲压基本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冲压概念、工序种类、特点及其现状。 （2课时） 

1.2 冲压成型的塑性基本概念。 （1课时） 

1.3 冲压常用材料及其冲压成形性能。 （1课时） 

（二）冲压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常见的冲压设备种类及其应用。（1课时） 

2.2 冲压设备结构、工作原理、常用参数（以曲柄压力机为例）。 （2课时） 

2.3了解冲压设备的选用原则。（1课时） 

（三）冲裁工艺及模具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 冲裁变形过程，冲裁件的质量分析，合理冲裁模具间隙。 （2课时） 

3.2冲裁凸模和凹模工作部分刃口尺寸计算，冲裁力的计算及其工艺分析，确定

压力中心。 （2课时） 

3.3冲裁工件的排样设计，原材料的合理利用。（2课时） 

3.4常见的冲裁模的种类。 （1课时） 

3.5不同工序组合冲压模具的典型结构及其设计方法。 （6课时） 

3.6精密冲裁的原理、种类及工艺分析。 （1课时） 

3.7冲裁模重要零部件的结构分析及标准的选用。 （2课时） 

（四）弯曲工艺及模具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弯曲变形过程，弯曲件的质量分析。 （1课时） 

4.2弯曲件的结构工艺性，零件展开毛坯尺寸计算。 （1课时） 

4.3弯曲模的工作部分参数的确定。 （2课时） 

4.4弯曲模的典型结构及其设计过程。 （4课时） 

（五）拉深工艺及模具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拉深过程的工艺分析，拉深零件的应力应变状况。 （1课时） 

5.2筒形件拉深的工艺计算，其他形状的拉深特点。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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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计算拉深力和压边力，拉深模的工作部分结构参数的确定。 （2课时） 

5.4拉深模的典型结构及其设计过程。 （4课时） 

（六）其他冲压方法及模具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校形、翻边等其他板料成型工序的工作原理及其基本工艺。 （2课时） 

6.2了解常用板料成形工艺的模具结构。 （1课时） 

6.3冷挤压成型基本概念及其特点，典型的冷挤压模具结构。 （1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冲压基本概

念，理解冲压

工序种类的

冲压基本原

理，了解冲压

工艺的特点

及其应用，掌

握冲压成型

原理及相关

概念，了解冲

压模具典型

零件的常见

加工方法。 

目标 2：掌握

冲压常用设

备的种类及

其应用场合，

以曲柄压力

机为例熟练

掌握冲压设

备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理

解冲压设备

常用参数，了

解冲压设备

的选用原则。 

目标 3：掌

握冲裁工

艺分析及

相关工艺

计算，理

解常见冲

裁模具的

工作原理

及结构，

掌握冲裁

模具的设

计方法及

过程。 

目标 4：掌

握弯曲工艺

分析及相关

工艺计算，

理解常见弯

曲模具的工

作原理及结

构，掌握弯

曲模具的设

计方法及过

程。 

目标 5：掌

握拉深工艺

分析及相关

工艺计算，

理解常见拉

深模具的工

作原理及结

构，掌握拉

深模具的设

计方法及过

程。 

目标 6：掌

握 其 他 常

见 的 冲 压

成 型 工 艺

分析，了解

常 见 的 体

积 成 型 工

艺、成型原

理 及 特 点

等 基 本 概

念。 

1.1冲压概念、工序种类、

特点及其现状 
√      

1.2 冲压成型的塑性基本

概念 
√  √ √ √ √ 

1.3 冲压常用材料及其冲

压成形性能 
√      

2.1 常见的冲压设备种类

及其应用 
 √     

2.2 冲压设备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冲压设备常用参

数 

 √     

2.3 了解冲压设备的选用

原则 
 √ √ √ √  

3.1冲裁变形过程，冲裁件

的质量分析，合理冲裁模

具间隙 

√  √    

3.2 冲裁凸模和凹模工作

部分刃口尺寸计算，冲裁

力的计算及其工艺分析，

确定压力中心 

 √ √    

3.3冲裁工件的排样设计，

原材料的合理利用 
  √    

3．4常见的冲裁模的种类   √    

3.5 不同工序组合冲压模

具的典型结构及其设计方

法 

  √    

3.6精密冲裁的原理、种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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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实验内容： 
1、冲压模拆装、测绘及工艺分析。 

2、拉深件质量分析及控制。 

（二）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 基本要求 

1 

冲压模拆装、

测绘及工艺

分析 

通过学生动手拆卸模具、测绘结构草图、安装模具及进行相应的工艺分析，

让学生直接从实验中掌握模具结构和安装顺序，以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

动手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拉深件质量

分析及控制 

通过学生动手操作不同材料不同厚度的拉深件了解拉深工序的质量问题及

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能够分析针对不同的工艺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加深学生对拉深工序的理解和掌握。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冷冲模设计》，丁松聚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冲压工艺模具学》，卢险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04 

及工艺分析 

3.7 冲裁模重要零部件的

结构分析及标准的选用 
  √    

4.1弯曲变形过程，弯曲件

的质量分析 
√   √   

4.2弯曲件的结构工艺性，

零件展开毛坯尺寸计算 
   √   

4.3 弯曲模的工作部分参

数的确定 
   √   

4.4 弯曲模的典型结构及

其设计过程 
 √  √   

5.1 拉深过程的工艺分

析，拉深零件的应力应变

状况 

√    √  

5.2 筒形件拉深的工艺计

算，其他形状的拉深特点 
    √  

5.3计算拉深力和压边力，

拉深模的工作部分结构参

数的确定 

    √  

5.4 拉深模的典型结构及

其设计过程 
 √   √  

6.1 校形、翻边、缩口、

胀形和起伏成形等的板料

成型工作原理及其基本工

艺 

√     √ 

6.2 了解常用板料成形工

艺的模具结构 
     √ 

6.3 冷挤压成型基本概念

及其特点，典型的冷挤压

模具结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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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材料科学系列)》，吴诗惇主编，西北工业大学出

版社，2002.01 

3. 《冲压模具简明设计手册》，郝滨海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01 

4.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柯旭贵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9 

5. 《实用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洪慎章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1 

6．UG、Pro/E、Solidworks、AutoCAD 等软件使用说明书 

7.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10%）、平时作业、测验及考勤

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冲压基本概念、

冲压工艺分析及重要计算、冲压模具典型结构原理及设计。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2.4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1  5 5 1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30 3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10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5 10 20 

课程目标 6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5 

合计 10 20 70 100 

七、评分标准 

1.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课内实验 2 次，每次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每次实验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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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回答

题、综合题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

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70 分。 

 

制定人：  王晓梅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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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模具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0A1 英文名称：Plastic Mold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学及热处理、机械设计、材料成型原理 

后续课程：CAD/CAM/CAE、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塑料模具设计课程是高等工科院校材料成型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是一门培

养学生塑料成型模具设计与制造能力的专业课，在材料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主要讲授塑料材料性能、模塑成型工艺、成型设备、

模具结构设计和计算。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先修课程中所学到的有关知

识与技能，结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以设计能力为核心，突出专业知识的实用性、

综合性和先进性，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材料成形工作打下

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高聚物分子结构特点、热力学性能和成型性能；掌握热塑性塑

料和热固性塑料成型原理、塑料的组成及成型特性；了解常用塑料性能及应用。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

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目标 2：掌握塑料产品工艺结构设计原则；了解塑料产品缺陷原因；能够对

塑料产品结构进行工艺分析。（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

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3：掌握注塑成型原理、工艺过程和工艺参数，掌握注塑机结构原理、

参数选用和校核；能够制定注塑成型工艺规程、调试注塑机工艺参数；掌握压缩

成型原理和工艺过程，了解工艺参数、压力机结构原理；掌握挤出成型原理和工

艺过程，掌握挤出机头结构原理和设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3：能够进行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4：掌握典型注塑模具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注塑成型零部件和结构零

部件的设计计算；掌握压缩模具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压缩模成型零部件设计计

算；掌握挤出模具结构设计；能够根据塑件产品结构及塑料原料成型分析，设计

合理的模具结构，并应用制图能力绘制模具结构图。（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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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理解中空成型、压注成型和发泡成型原理、工艺过程及设备；了解

模具材料和加工要求；了解注塑成型新技术；了解注塑模具设计流程及模具设计

软件等。（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

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三、课程内容 

（一）塑料原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2 学时） 

1.1 高分子聚合物的结构及特点；热力学性能、流变学性质及物理化学性能

等 （1 课时） 

1.2 塑料的组成、分类及成型工艺性能；常用塑料性能及用途（1 课时） 

（二）塑料产品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2.1 塑件精度和表面质量控制，塑件缺陷分析 （1 学时） 

2.2 塑件结构设计规则（1 学时） 

（三）注塑成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4 学时） 
3.1 注塑成型原理；注塑成型工艺过程及要求 （2 学时） 
3.2 注塑成型工艺参数温度、压力和时间的控制及其对成型的影响 

（2 学时） 
3.3 注塑模具的类型、结构组成及典型注塑模具结构 （3 学时） 
3.4 注塑机结构、工作原理及与模具有关的注塑机工艺参数校核 （2 学时） 

3.5 分型面设计原则及其对成型的影响（2 学时） 
3.6 普通浇注系统的设计原则与成型性分析，主流道、分流道、浇口、冷料

穴及拉料杆的结构、尺寸设计及位置选择。热流道浇注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结构设

计（3 学时） 
3.7 成型零部件的结构设计、成型尺寸计算及强度、刚度计算（6 学时） 

3.8 推出机构结构组成、设计与计算（2 学时） 

3.9 侧向分型与抽芯机构的工作原理，结构零件设计与计算（4 学时） 
3.10 模具温度控制原理及常见冷却系统结构设计（2 学时） 

3.11 注塑模具工作条件及失效形式，常用模具钢的种类及选用（2 学时） 

3.12 模具结构设计计算等小项目的课堂讨论、分析和展示（4 课时） 

（四）压缩成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4.1 压缩成型原理、工艺过程 （2 学时） 

4.2 压缩成型模具结构，零部件设计与计算，压缩模与压力机的关系 

（4 学时） 
（五）挤出成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学时） 

5.1 挤出成型原理、工艺过程 （1 学时） 

5.2 挤出模具的结构，挤出模与挤出机的关系，几种典型的挤出机头（3 学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30 
 

时） 

（六）其它成型技术（学生自主学习） 

6.1 中空、压注、发泡成型工艺 

6.2 注塑成型新技术及应用 

6.3 注塑模具设计流程及 CAD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屈华昌、吴梦陵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8 月（第 3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塑料成型模具》，申开智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年 3 月（第 3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理解高

聚物分子结构

特点、热力学性

能和成型性能；

掌握热塑性塑

料和热固性塑

料成型原理、塑

料的组成及成

型特性；了解常

用塑料性能及

应用。 

目标 2：掌

握塑料产品

工艺结构设

计原则；了

解塑料产品

缺陷原因；

能够对塑料

产品结构进

行 工 艺 分

析。 

目标 3：掌握注塑成

型原理、工艺过程和

工艺参数，掌握注塑

机结构原理、参数选

用和校核；能够制定

注塑成型工艺规程、

调试注塑机工艺参

数；掌握压缩和挤出

成型原理和工艺过

程，掌握挤出机头结

构原理和设计。 

目标 4:掌握典型注

塑模具结构和工作原

理，掌握注塑成型零

部件和结构零部件的

设计计算；掌握压缩、

挤出模具结构和工作

原理；能够设计合理

的模具结构，并应用

制图能力绘制模具结

构图。 

目标 5：理解中

空成型、压注成

型和发泡成型

原理、工艺过程

及设备；了解模

具材料和加工

要求；了解注塑

成型新技术；了

解注塑模具设

计流程及模具

设计软件等。 

1.1高分子聚合物结构特点 √     

1.2塑料热力学性能及特性 √     

2.1塑件精度和表面质量控制  √    

2.2塑件结构设计工艺性  √    

3.1注塑成型原理及工艺过程 √ √ √   

3.2注塑成型工艺参数控制 √ √ √   

3.3注塑模具典型结构  √ √ √  

3.4注塑机结构及参数校核   √ √  

3.5 分型面设计及分析  √  √  

3.6浇注系统设计及计算 √ √ √ √  

3.7 成型零部件结构设计及

计算 
 √  √  

3.8 推出机构设计计算    √  

3.9 侧向分型抽芯机构设计    √  

3.10模温控制系统设计   √ √  

3.11 模具材料性能及选用    √ √ 

3.12课堂项目练习、讨论 √ √ √ √  

4.1压缩成性原理及工艺过程   √   

4.2压缩模设计及压力机  √ √ √ √ 

5.1挤出成型原理及工艺   √   

5.2典型机头设计及挤出机  √ √ √ √ 

6.1其它成型工艺 √    √ 

6.2 注塑成型新技术及应用 √    √ 

6.3注塑模具设计流程及 CA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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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2.《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余芙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9

月 

3.《塑料成型工艺学》，杨鸣波等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年 6 月（第

3 版） 

4. 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10%，主要包括：作业和出勤 

2. 课程实验占比 20% 

3.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塑料分子结构及

性能，塑件结构设计和缺陷分析，成型工艺和设备，模具结构设计、计算和分析

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1  1 6 7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2  2 10 12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3 10 2 20 32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3.2 10 5 30 4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3.1   4 4 

合计 20 10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构设计合理，计算结果

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构设计较为合理，计

算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构设计基本合理，计算结

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结构设计部分不合理，部分

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构设计不合理，计算结果不

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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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内实验 2 次，每次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每次实验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分析

题、计算题、综合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

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70 分。 
 

制定人：午丽娟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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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及控制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40P1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Technology & Control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工学、微机基础 

后续课程：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主要研究检测技术的

工作原理及其在材料加工过程中的应用；自动控制理论及主要控制仪表与装置在

材料热加工领域中的应用。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掌握材料工程中常用的测试技

术和控制理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践能够针对金属材料成型的工程实

际，初步确定合理的检测或控制方法，能够正确选用相应的仪器仪表。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检测技术的相关工作原理及其在材料加工过程的应用。（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

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掌握自动控制理论及主要控制仪表与装置在材料热加工领域中的应

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

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践能够针对金属材料的工程实际，初步确定

合理的检测或控制方法，能够正确选用和使用相应仪器仪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实验数

据） 

 
三、课程内容 

（（一） 检测系统概论  （4 课时） 

1.1 检测技术的作用、组成、信号分类。 （2课时） 

1.2 检测系统的特性、性能指标。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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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感器技术               （8课时） 

2.1 传感器的选用、传感器的构成、电阻式传感器。 （2课时） 

2.2 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 （2课时） 

2.3 其他传感器、传感器的集成化和智能化技术。 （4课时） 

（三）温度检测技术             （4课时） 

3.1温度检测的方法及分类、接触式测温方法。（2课时） 

3.2非接触式测温方法、测温技术在材料成型中的应用。（2课时） 

（四）检测技术在材料加工工程领域中的应用 （2课时） 

4.1 磁粉探伤法、超声波探伤法。 （1课时） 

4.2 X射线探伤法、液体渗透剂探伤。 （1课时） 

（五）控制系统理论基础 （4 课时） 

5.1自动控制系统发展历史、工作原理、自动控制系统基本组成。 （2

课时） 

5.2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分类、性能分析。 （2课时） 

（六）控制仪表与装置 （2课时） 

6.1控制仪表与装置的分类与发展，执行器、变送器的原理及应用。 （1

课时） 

6.2 PID调节规律、数字式调节器的原理及应用。 （1课时） 

（七）典型的自动控制理论 （2课时） 

7.1 神经控制系统、模糊控制。 （1课时） 

7.2 专家控制、分级递阶智能控制。 （1课时） 

（八）实验、考试 （6 课时） 

8.1 霍尔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 （2课时） 

8.2 光电传感器速度测量实验。 （2课时） 

8.3 考试。 （2课时）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掌握
检测技术的相关工
作原理及其在材料
加工过程的应用。 

目标 2：掌握
自动控制理论及
主要控制仪表与
装置在材料热加

工 领 域 中 的 应
用。 

目标 3： 针
对金属材料的工
程实际，初步确
定合理的检测或

控制方法，能够
正确选用和使用
相应仪器仪表。 

1.1检测技术的作用、组成、信号分类 √   

1.2检测系统的特性、性能指标 √   

2.1传感器的选用、传感器的构成、电阻式传感器 √  √ 

2.2电感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 √  √ 

2.3其他传感器、传感器的集成化和智能化技术 √  √ 

3.1温度检测的方法及分类、接触式测温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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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检测技术与自动控制工程基础》，严学华、司乃潮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8 月（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付华等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3 
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项目式教学》，陈晓军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3 
3. 《自动检测技术及仪表控制系统》（第 3 版），张毅等编著，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2.09 
4. 《检测与控制技术综合实验》（第 5 版），修吉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05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10%)及课堂表现(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卷面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检测系统的静态

特性与动态特性、各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温度检测的方法与计算、无损

探伤的应用、自动控制系统的原理、控制仪表与装置的应用、典型控制理论及发

展趋势等。 

3. 项目实验（10%），包括霍尔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和光电传感器速度测量

实验，2个实验。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5 5 10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4.3 10 5 5 20 40 

合计 30 10 10 5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3.2非接触式测温方法、测温技术在材料成型中的
应用 

√  √ 

4.1磁粉探伤法、超声波探伤法 √  √ 

4.2 X射线探伤法、液体渗透剂探伤 √  √ 

5.1自动控制系统发展历史、工作原理、自动控制

系统基本组成 
 √  

5.2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分类、性能分析  √  

6.1控制仪表与装置的分类与发展，执行器、变送
器的原理及应用 

 √ √ 

6.2PID调节规律、数字式调节器的原理及应用  √ √ 

7.1神经控制系统、模糊控制  √ √ 

7.2专家控制、分级递阶智能控制  √ √ 

8.1霍尔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 √ √ √ 

8.2光电传感器速度测量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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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验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实验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能够

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备。

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器设

备。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验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实验方案并基本完成实验，实验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仪

器设备。实验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50 分。 

 
 
 
制定人：余维薇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张静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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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制造工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1P1 英文名称：Mold and Di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CAD/CAE/CAM 综合训练、冲压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模具制造工艺》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主要讲授模具制

造过程、特点、材料选取，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特种加工、装配工艺，以及先

进模具制造技术。课程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模具制造的常用技术和方法，解决模具

生产中的简单技术问题，了解模具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本课程教学过程需要综

合运用先修课程的有关知识，将为学生日后从事模具设计及制造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模具制造的基础知识，熟悉各种模具制造的工艺方法、原理和

特点。（支撑毕业设计指标点 1.4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与综合） 

目标 2：了解模具机械加工及特种加工技术，具有编制中等复杂模具零件制

造工艺规程的能力。（支撑毕业设计指标点 3.3：能够进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3：掌握冷冲压模具和塑料模具装配的工艺方法及装配过程中的检测与

调试，具备处理模具装配中的工艺技术问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设计指标点 1.4

能够将相关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用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比较

与综合） 

目标 4：掌握模具制造的新工艺、新技术，了解模具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

（支撑毕业设计指标点 3.3：能够进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

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5：掌握模具材料的特点、选材原则及其热处理方法。（支撑毕业设计

指标点 3.3：能够进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

中体现创新意识） 

 

三、课程内容 

（一）模具制造概述（2 学时） 
    1.1 模具制造过程及生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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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模具制造工艺规程的编制 
1.3 模具零件的毛坯种类选择、毛坯尺寸及形状的确定 
1.4 模具零件的结构工艺性 
（二）模具机械加工技术（4 学时） 

2.1 掌握车削加工的基本方法：普通车削、成形车削。（1 学时） 
2.2 掌握铣削加工的基本方法：普通铣削、仿形车削。（1 学时） 
2.3 掌握磨削加工的基本方法：普通磨削、成形磨削、坐标磨削。（1

学时） 
2.4 掌握镗削加工和钻削加工等其他机械加工方法。（1 学时） 

（三）模具的特种加工技术（10 学时） 
3.1 电火花成形加工：原理和特点、影响加工精度和生产率的因素、凹模型

孔和型腔的电火花加工方法、电极的设计与制造、电火花加工的操作知识。（4
学时） 

3.2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特点和控制原理、凹模的准备、线切割加工的操作

知识。（4 学时） 
3.3 超声波加工与激光加工（2 学时） 
（四）现代模具制造技术（2 学时） 
4.1 数控加工技术的特点、工艺过程及加工原理。 
4.2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特点、工艺过程及加工原理。 
4.3 逆向工程技术的特点、工艺过程及加工原理。 
4.4 高速切削技术的特点、工艺过程及加工原理。 
（五）模具典型零件加工（6 学时） 
5.1 凸模类零件加工工艺分析及工艺规程制订。（2 学时） 
5.2 凹模类零件加工工艺分析及工艺规程制订。（2 学时） 
5.3 模架的加工工艺分析。（2 学时） 
（六）模具的装配（6 学时） 

6.1 了解模具零件的紧固方法和模具间隙控制方法。（2 学时） 
6.2 熟悉冷冲模的装配：模架装配、凸模和凹模的装配、冷冲模总装

配的工艺方法及装配过程中的检测与调试。（2 学时） 
6.3 熟悉塑料模的装配：导柱、导套、型芯、型腔、主流道衬套、推杆

的装配方法、塑料模具总装配的工艺方法及装配过程中的检测与调试。（2
学时） 
（七）模具常用材料及热处理（2 学时） 
7.1 了解模具材料的特点及选材要求。 
7.2 了解模具零件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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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模具

制 造 的 基 础 知

识，熟悉模具制

造的方法、原理

和特点。 

目标 2：掌握模具

机械加工及特种加

工技术，学会编制

中等复杂模具零件

的制造工艺规程。 

目标 3：掌握冷

冲压模具和塑

料模具装配的

工艺方法及检

测调试 

目标 4:掌握模

具制造的新工

艺、新技术，了

解模具制造技

术的发展方向。 

目标 5：了解模

具材料的特点、

选材原则及热

处理方法。 

1.1 模具制造过程及

生产特点 
√     

1.2 模具制造工艺规

程的编制 
√     

1.3 模具零件的毛坯

确定 
√     

1.4 模具零件的结构

工艺性 
√     

2.1 车削加工的基本

方法 
√ √    

2.2 铣削加工的基本

方法 
√ √    

2.3 磨削加工的基本

方法 
√ √    

2.4 镗削加工的基本

方法 
√ √    

3.1 电火花成形加工 √ √    

3.2 电火花线切割加

工 
√ √    

3.3 超声波加工与激

光加工 
√ √    

4.1 数控加工技术 √   √  

4.2 快速原型制造技

术 
√   √  

4.3 逆向工程技术 √   √  

4.4 高速切削技术 √   √  

5.1 凸模类零件加工

工艺分析及工艺规程

制订 

  √   

5.2 凹模类零件加工

工艺分析及工艺规程

制订 

  √   

5.3 模架的加工工艺分

析 
  √   

6.1 模具零件的紧固方

法和模具间隙的控制

方法 

  √   

6.2冷冲模的装配   √   

6.3塑料模的装配   √   

7.1 模具材料的特点及

选材要求 
   √ √ 

7.2 模具零件的热处理

和表面处理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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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具制造工艺》（第 2 版），张荣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 
(二)参考教材 
1.《模具制造工艺与装备》，侯维芝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2 

2.《模具制造工艺课程设计指导与范例》，甄瑞麟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1 
3.《模具制造工艺学》（第 2 版），李云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 
4.《机械制造与模具制造工艺学》（第 2 版），杨櫂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6 
5.《模具制造工艺的制定》，张玉华，杨伟生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3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20%）、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模具制造过程及特点，模具零

件的机械加工、特种加工、装配工艺，以及模具材料的选取和模具制造新方法。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出勤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4 4 5 12 21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3 4 5 20 29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4 4  10 14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3.3 4 5 8 17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3.3 4 5 10 19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

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

较为正确，书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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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书写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

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

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评分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编程、综

合分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

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苗青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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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设备及其自动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3A1英文名称：Material Forming Equipment and Automat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材料成型原理、冲压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 

后续课程：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材料成形设备及其自动化是一门培养学生成形设备设计和选用的专业课，是

高等工科院校中材料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在材料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主要讲授材料成形中各种常用设备的工作原理、设备结

构、设备性能、主要技术参数及其选用原则。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先

修课程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能，结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材料成形工程

技术人员所需的基本训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材料成形

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压力机、液压机、注塑机、挤出机和其它成形设备的结构组成、

工作原理及适用的工艺范围。（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

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

各种因素。） 

目标 2：掌握典型机构和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特点、结构参数设计控制方法和

流程，能够分析机械机构运动学和动力学性能，具有创新设计意识。（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3能够进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

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3：了解成形设备辅助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4：理解成形工艺与成形设备关系，了解设备主要技术参数，具有根据

成形需求选择合适设备的能力。了解设备建模和仿真分析软件。（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

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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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 

了解成型设备的基本概念、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内外发展状况。  

（二）曲柄压力机    （16学时） 

2.1 曲柄压力机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2学时） 

2.2 曲柄滑块机构的运动规律、受力分析 （2学时） 

2.3 动力机构、传动机构、曲柄滑块机构的结构和设计参数，滑块行程的调

节措施（4学时） 

2.4 刚性离合器、摩擦离合器和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2学时） 

2.5 曲柄压力机主要技术参数、选用原则和步骤（2学时） 

2.6 伺服压力机工作原理、成形工艺                        （1学时）  

2.7 拉伸压力机、冷挤压机、热模锻压力机结构和工作原理（2学时） 

2.8 自动送料装置、冲压机械手、冲压生产线               （1 学时） 

（三）液压机 （10学时） 

3.1 液压机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分类                        （2 学时） 

3.2 液压机的典型结构、机架部件、液压缸部件，三梁四柱式液压机结构及

受力分析                                                    （4学时） 

3.3 液压系统、液压元件、典型液压机液压系统分析          （2学时） 

3.4 液压机主要技术参数及选用原则                         （2学时） 

（四）塑料挤出机                                       （6 学时） 

4.1 挤出成型原理、挤出机结构、分类及型号                 (2学时) 

4.2 固体输送理论、熔融理论及熔体输送理论                  （2 学

时）                                                              

4.3 挤出机头结构、参数选用及其它类型挤出机                （2 学

时） 

（五）塑料注射成型机 （6学时） 

5.1 塑料注塑成型机结构、工作原理、技术参数 （2学时） 

5.2 螺杆式注塑成型机注射装置和合模装置机构、配合关系及控制系统 

（2学时） 

5.3 注塑成型机的选用原则、参数计算及校核。新型注塑机     （2 学时） 

（六）其它成形设备 （8学时） 

6.1 压铸成型特点、压铸机结构、工作原理及主要技术参数（2学时） 

6.2 螺旋压力机工作原理、典型结构、力能关系及技术参数    （2 学时） 

6.3 锻锤工作原理、典型结构及技术参数 （2学时） 

6.4 板料折弯、多点成型、高速压力机等机构及原理 （2学时） 

（七）自学设备建模和仿真CAD/CAE软件              （学生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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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机械压

力机、液压机、注

塑机、挤出机及其

它成形设备的结构

组成、工作原理及

技术参数 

目标 2:掌握典型机构的

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

结构设计和运动学参数

调整方法，获得一定的

机构设计、运动性能分

析能力和基本训练 

目标 3: 具有

正确运用标

准、规范、手

册、图册和查

阅有关技术

资料的能力 

目标 4:熟悉成形工

艺对成形设备的技术

要求，具有根据成形

需求选择合适设备的

能力和改造设备、创

新设备的意识 

1 了解成形工艺与成形设备的

发展现状 
√  √ √ 

2.1 曲柄压力机的工作原理和

结构 
√   √ 

2.2 曲柄滑块机构的运动规律、

受力分析 
 √  √ 

2.3 动力机构、传动机构、曲柄

滑块机构的结构和设计参数，滑

块行程的调节措施 

√ √  √ 

2.4 刚性离合器、摩擦离合器和

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 √  √ 

2.5 曲柄压力机主要技术参数、

选用原则和步骤 
  √ √ 

2.6 伺服压力机工作原理、成形

工艺 
√   √ 

2.7 拉伸压力机、冷挤压机、热

模锻压力机结构和工作原理 
√   √ 

2.8自动送料装置、冲压机械手、

冲压生产线 
 √   

3.1 液压机的工作原理、特点及

分类 
√ √  √ 

3.2 液压机的典型结构、机架部

件、液压缸部件，三梁四柱式液

压机结构及受力分析 

 √  √ 

3.3 液压系统、液压元件、典型

液压机液压系统分析 
 √  √ 

3.4 液压机主要技术参数及选

用原则 
  √ √ 

4.1 挤出成型原理、挤出机结

构、分类及型号 
√   √ 

4.2 固体输送理论、熔融理论及

熔体输送理论 
√  √  

4.3 挤出机头结构、参数选用及

其它类型挤出机 
 √ √ √ 

5.1 塑料注塑成型机结构、工作

原理、技术参数 
√  √  

5.2 螺杆式注塑成型机注射装

置和合模装置机构、配合关系及

控制系统 

 √   

5.3 注塑成型机的选用原则、参

数计算及校核。新型注塑机 
  √ √ 

6.1 压铸成型特点、压铸机结

构、工作原理及主要技术参数 
√ √ √ √ 

6.2 螺旋压力机工作原理、典型

结构、力能关系及技术参数 
√ √ √ √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5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成形设备》，王卫卫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8月（第 2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冲压与塑压设备概论》，刘占军、高铁军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年 6月（第 1版） 

2.《材料成形设备》，周志明等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

1版） 

3.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1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5%）、出勤（5%）。 

2. 综合作业占比 20%. 

3.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曲柄压力机、

液压机和其它压力机工作原理、运动学动力学分析及机构设计，注塑机和挤出机

等工作原理和结构设计。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综合作业 课后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1 8 5 30 43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3 8 5 20 33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2 2  10 12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3.1 2  10 12 

合计 20 10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30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构设计合理，计算结果

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构设计较为合理，计

算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6.3 锻锤工作原理、典型结构及

技术参数 
√ √ √ √ 

6.4 板料折弯、多点成型、高速

压力机等机构及原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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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构设计基本合理，计算结

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结构设计部分不合理，部分

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构设计不合理，计算结果不

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

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70 分。 

 

 

制定人：午丽娟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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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0Q1  英文名称：Coursework of Mechanical Design 
学分/学时：2/2周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2）、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材料力学、

机械设计、工程材料与金属热处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是机械设计课程重要的实践训练环节，教学所要达到的目

的是： 1、初步掌握机械产品或机械结构的创新设计过程和方法，综合运用所学

的理论知识、生产知识进行机械传动零部件和机械总成的结构布置和设计。培养

学生系统化设计思想和设计能力，为今后进行设计工作打下基础。2、拟定传动

方案、总体结构方案，结合生产，独立完成能够满足使用条件的机械部件的设计，

培养学生对现代机械产品的自主创新设计技术工作的适应能力。3、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结合生产实际独立分析和

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4、进行机械设计基本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和运用

专利文献、设计资料以及计算、CAD设计与工程制图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初步掌握机械产品或机械结构的设计过程和方法，综合运用所学的

理论知识、生产知识提出传动方案、总体结构方案，结合生产，独立完成满足使

用条件的机械部件设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

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2：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结合生产实际独立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能够

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3：进行机械设计基本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和运用专利文献、设

计资料以及计算、CAD 设计与工程制图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能够

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三、课程内容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教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机械传动装配总图的设计；传动系

统部件图的设计；主要零件的设计；编制设计说明书等。 

2.1 课程设计准备： （0.5 天） 
教学内容： 
2.1.1 布置课程设计任务，学生认真研究设计任务书和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8 
 

册，明确设计要求、条件、内容和步骤，收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图纸，复习机械

设计课程有关内容； 
2.1.2 准备设计所需的工具和用具，拟定设计计划。 
2.2 教学单元 1：传动装置的总体设计 （1.5 天） 
教学内容： 
2.2.1 确定传动装置的传动方案； 
2.2.2 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2.2.3 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重点：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难点：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2.3 教学单元 2：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 （1.5 天） 
教学内容： 
设计计算各级传动件的参数和主要尺寸，如齿轮传动设计，齿轮的模数、齿

数、分度圆直径和齿宽；带传动设计，带的型号、根数、带长、带轮外径及宽度、

中心距及压轴力，链传动设计，传动链的型式、链轮的齿数、链节距、中心距和

链长等。 
2.4 教学单元 3：装配图设计 （3.5 天） 
2.4.1 装配草图设计及零部件尺寸或型号确定：按装配图的设计步骤进行装

配草图设计，画好装配草图后，应逐一检查轴结构、支撑结构、箱缘尺寸、以及

附件等设计的正确性、合理性，检查后交教师审查。 时间：1.5 天 
2.4.2 装配工作图设计：按生产图纸要求绘制装配图，装配图不仅要符合制

图规范，而且要完成装配图的其他要求，如标注尺寸、技术特性、技术要求、零

件编号及其明细栏、标题栏等。 时间：2 天 
2.5 教学单元 4：零件工作图设计 （1.5 天） 
按国标画出相配合的轴与齿轮的零件工作图，2张 
2.6 教学单元 5：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1 天） 
整理前期课程设计所做的设计计算工作，按要求完成设计计算说明书。 
2.7 教学单元 6：设计总结、提交设计文件 （0.5 天）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初步掌握机械产品

或机械结构的设计过程和方法，
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生产
知识进行传动方案、总体结构方

案，结合生产，独立完成满足使
用条件的机械部件设计。 

目标 2：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
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结
合生产实际独立分析和解

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目标 3：进行机械设计

基本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
收集和运用专利文献、设计
资料以及计算、CAD 设计与

工程制图的能力。 

2.1.1布置课程设计任务   √ 

2.1.2 准备设计所需的工
具和用具，拟定设计计划 

  √ 

2.2.1 确定传动装置的传
动方案 

√   

2.2.2 计算传动机构所需

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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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分配传动比、计算

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

数 

√   

2.3 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   √ √ 

2.4.1 装配草图设计及零
部件尺寸或型号确定 

√   

2.4.2总装配工作图设计 √  √ 

2.5 零件工作图设计   √ 

2.6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  

2.7 设计总结、提交设计

文件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唐增宝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册》，吴宗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图册》，龚溎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指导书》，龚溎义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课程考核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成绩根据学生的设计态度、主要参数设计计算和图纸质量、

创新性及日常检查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成绩。由平时成绩与设

计质量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设计态度（10%）、考勤（10%）等。 

2. 设计质量考核占比 80%，质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装配图成绩（30%）、

零件图成绩（20%）和设计说明书成绩（30%）构成。存在原则错误按不及格计。

对于创新型设计允许有小量非原则性错误，成绩可以高于同等质量的一般题目的

课程设计。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成绩 设计质量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2 10 30 4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30 3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20 25 

合计 20 8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平时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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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设计质量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80 分。图纸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按要求合理、正确地绘制图纸，图纸完整、准确、标注清晰、绘制工整，设计说明书

表述清晰、书写工整。 
A（90-100分） 

能按要求合理、正确地绘制图纸，图纸完整、准确、标注基本清晰、绘制基本工整，设

计说明书表述较为清晰、书写工整。 
B（80-89分） 

能按要求合理、正确地绘制图纸，图纸完整、基本准确、标注基本清晰、绘制基本工整，

设计说明书表述基本清晰、书写较为工整。 
C（70-79分） 

基本能按要求合理、正确地绘制图纸，图纸基本完整、准确、标注基本清晰、绘制基本

工整，设计说明书表述基本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D（60-69分） 

能按要求绘制图纸，但图纸有错误，设计说明书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制定人：辛绍杰  审核人：王廷军  批准人：赵爽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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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2P/Q/R/S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机械、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各类专业课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针对大一学生开设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到实

际工程现场开展的实践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其尽快了解专业方面

的有关情况。通过这个阶段的参观、见习，培养学生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为

系统了解专业概况、巩固和深化专业思想，加强其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本专业典型产品的生产工艺、产品功能，所需主要设备及产品

的制造工艺流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

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目标 2：了解现代企业文化和企业的生产组织和管理，了解工程技术人员在

实际生产第一线的职责和任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2：能分析和评价本专

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

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目标 3：了解本专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及工程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增强专业责任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1：知晓和理

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目标4：了解本专业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增加专业方面的实际生产感性认识，

培养专业兴趣，为后续专业课程的教学奠定必要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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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实习动员、听取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在实习开始时，由系主任及带队老师进行实习动员。到实习单位后，由实习

单位指派人员向学生介绍本单位情况，观看专业录象及进行安全保密教育。 

（二）企业实地参观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进行企业实地参观，了解实习单位概况，在参观实验室、实习工厂的典型设

备中应着重了解先进工艺方法、先进工装、先进设备的特点以及先进的组织管理

形式等。 

（三）专题技术讲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为了保证和提高实习质量，在实习期间还可请实习单位有关人员做专题技术

讲座，如介绍专用生产线特点；专用生产设备结构与性能；生产中的技术革新成

就等。 

（四）课程总结、撰写实习报告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实习结束时，学生应提交书面的实习日记，需认真记录实习过程、实习所学

和实习感悟。提交实习报告，3500 字左右，对实习过程中的收获和不足进行总

结。实习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观看专业录象等环节，了解专业概况。 

2.总结对所参观的典型设备的基本认识和对本专业所具备的知识结构的认

识。 

3.对整个认识实习的总结，写出实习心得体会。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本专业

典型产品的生产工

艺、产品功能，所

需主要设备及产品

的制造工艺流程 

目标 2：了解现代

企业文化，企业

的生产组织和管

理，工程技术人

员在实际生产第

一线的职责和任

务 

目标 3：了解本专

业在国民经济建

设中的地位及工

程技术发展现状

与趋势，对社会

和环境的影响 

目标 4：了解本

专业应具备的

知识结构，增加

专业方面的实

际生产感性认

识，培养专业兴

趣 

实习动员、听取报告  √   

企业实地参观 √ √   

专题技术讲座 √  √ √ 

课程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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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生产实习教程——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专业》，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6 月 

2.《机械生产实习教程与范例》，何庆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 3月

（第 1 版）  

3.《生产实习规范指导手册（高等学校分册）》，贾恒旦主编， 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9年 9月（第 1 版） 

五、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的质量,结

合实习表现，包括考勤纪律等进行综合考查。 

2.成绩评定：实习表现 20%，实习日记 20%，实习报告 60%。  

3.说明：在实习中，应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工作纪律，爱护劳动工具、

仪器设备，遵守操作规程，保证实习安全。必须保证实习的参加学时数，缺席一

天以上没有考核成绩。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实习表现 实习日记 实习报告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4.1  10 15 2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6.2 10  1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7.1 10  15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4.1  10 15 25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实习表现包括实习纪律、安全与实习态度等，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态度端正，严格遵守实习企业安全规范及日常管理制度，能够非常认真地对待实

习，并按期完成实习任务。 
A（90-100分） 

态度端正，遵守实习企业安全规范及日常管理制度，能够较认真地对待实习，并

按期完成实习任务。 
B（80-89分） 

态度较端正，基本遵守实习企业安全规范及日常管理制度，按期完成实习任务。 C（70-79分） 

态度基本端正，基本遵守实习企业安全规范及日常管理制度，基本完成实习任务。 D（60-69分） 

态度不端正，不遵守实习企业安全规范及日常管理制度，未完成实习任务。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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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实习日记反映企业参观见闻内容的真实性、合理性、充实程度来评

定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实习笔记记录的时间顺序清晰，内容真实合理、丰富完备，书写工整，插图形象。 A（90-100分） 

实习笔记记录的时间顺序清晰，实习过程及内容较完整丰富、记录真实、表述清楚。 B（80-89分） 

实习笔记能记录实习过程的基本要素，主要内容完整。 C（70-79分） 

实习笔记能反映实习过程的基本要素，主要内容基本完整。 D（60-69分） 

实习笔记所记录实习过程基本要素不完整，不能反映实习过程。无故不作记录，或

记录寥草，敷衍了事。 
E（0-59分） 

 

3. 实习报告，要求对认识实习全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写出完整的实习

报告，按百分制计分，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60 分。实习报告内容包括：  

（1）实习题目、实习目的；  

（2）实习时间、地点、参观的主要实验室、企业等的名称；  

（3）实习单位概况、主要特点；  

（4）实习收获和体会，以及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法律法规、安

全生产的认识； 

（5）对实习的建议及有关问题的改进意见。 

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实习报告内容符合要求，整体逻辑强，结构完整，格式规范，能给出自己

的评述，观点明确，具有说服力。 
A（90-100分） 

实习报告内容符合要求，整体逻辑较强，结构完整，格式规范。 B（80-89分） 

实习报告内容基本符合要求，整体逻辑一般，结构较完整，格式较规范。 C（70-79分） 

实习报告内容基本符合要求，整体逻辑较差，结构基本完整，格式较差。 D（60-69分） 

实习报告内容不符合要求，逻辑性差，格式紊乱，不规范。 E（0-59分） 

 

制定人：   张静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5 
 

《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2P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3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模具设计、模具制造工艺 

后续课程：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本专业生产实践的基础知识，巩固和深化专业理论知识并

了解当前模具工业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了解现代模具企业的组织结

构和生产管理，通过生产实习，使学生获得一定的工程实践知识和技能，巩固所

学理论知识，为学习本专业的相关课程及以后从事的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每位

学生必须准时上下班，不得无故缺席；服从实习单位领导、技术人员和学校带队

教师的安排，认真参加专业生产实习，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纪律；认真填写

实习日记，记录每天实习内容和感受，实习结束时撰写实习报告。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实践中典型模具的基本结构、主要零件、技术标准体系，

了解实际生产中模具设计的要点、难点。（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1：了解本专

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

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目标 2：了解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工特点和能力，

能分析和评价这些产品、用途、生产工艺及设备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产品设计、生产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2：能分析和评价本专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目标 3：了解本专业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隐患，学会

思考生产可持续性问题。（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思考本专业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

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目标 4：能够跟实习企业的技术员、工程师等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学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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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1：能就专业问题，

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

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目标 5：了解当前模具工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以及现代模具企业的

组织结构和生产管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1.1 掌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项

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三、课程内容 

（一）安全教育、参观、讲课（１天） 

（二）模具设计与加工车间（２天） 

（三）冲压车间（２天） 

（四）铸造、锻造、焊接等制造车间（２天） 

（五）装配车间、质量检验等部门（２天） 

（六）实习小结（１天）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主要参考书：实习大纲及相关资料。 

五、课程考核 

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实习报告质量、学生实习表现及实习日记给出

学生实习成绩，其中，实习纪律和实习态度占 20%，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占 80%。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
解生产实践中

典型模具的基
本结构、主要零
件、技术标准体
系，了解实际生

产中模具设计
的要点、难点。 

目标 2：了解实习厂家
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

及设备的加工特点和能力，
能分析和评价这些产品、用
途、生产工艺及设备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

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
产品设计、生产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目标 3：
了解本专业

工程实践中
对人类和环
境可能造成
的损害和隐

患，学会思考
生产可持续
性问题。 

目标 4:
能够跟实习

企业的技术
员、工程师等
人员进行有
效沟通，学习

知识的同时
能够准确表
达自己的观

点。 

目标 5：
了解当前模

具工业的新
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以
及现代模具

企业的组织
结构和生产
管理。 

（一）安全教育、参观、
讲课 

 √ √   

（二）模具设计与加工
车间 

√ √  √ √ 

（三）冲压车间 √ √ √ √ √ 

（四）铸造、锻造、焊
接等制造车间 

√ √ √ √ √ 

（五）装配车间、质量
检验等部门 

√ √ √ √ √ 

（六）实习小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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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成绩 实习日记 实习报告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6.1  5 5 1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6.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7.2  10 10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0.1 10 5 5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1.1  10 10 20 

合计 20 40 40 100 

 

评定标准： 

1. 实习报告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最终成绩为 40 分。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1、记录生产实践中企业及主要生产的基本结构、主导产品、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体系与

产品制造的关联；2、记录和分析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工特点和

能力，能分析和评价产品及制造过程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安全健康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3、关注且记录本专业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隐患，体

现出思考生产可持续性问题；4、能够就观察思考的问题跟实习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质

量安全管理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体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5、了解实习企业及所在行业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以及现代模具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管理。6、能针对上述 5个

方面撰写报告，体现出：工艺技术有深度有思考，生产管理流程有宽度，行业发展与新

技术有高度；7、报告版面完整，条理清晰，语言简洁，能正确引用原理、标准、规范及

文献且有引用出处。8、实习日记丰富翔实。 

A（90-100分） 

撰写的实习报告能够完整体现上述五个基本考核方面；报告版面完整，条理清晰，语言

简洁，但欠缺个人认识思考，能够引用资料文献但不能确认出处，实习日记丰富翔实。 
B（80-89分） 

撰写的实习报告基本体现实习内容，实习日记较为丰富；版面基本完整，阐述语言个别

不够恰当，欠缺个人认识思考，能够引用资料文献但不能确认出处 
C（70-79分） 

撰写的实习报告基本体现实习内容，实习日记较为粗糙，缺乏实践和观察技术含量，欠

缺个人认识思考，未能正确引用资料文献。 
D（60-69分） 

撰写的实习报告未能覆盖五个实习目标内容；欠缺个人认识思考；未能正确引用资料文

献；实习不认真，日记粗糙欠缺技术；能及时提交报告。 

出现其中三个方面即判定不及格 

E（0-59分） 

2. 实习日记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最终成绩为 40 分。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1、实习日记能够体现实习观察、关联资料的运用、个人的思考体会，丰富翔实；2、反

映了实习企业及主要生产的基本结构、主导产品、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体系与产品制造

的关联；2、记录和分析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工特点和能力；3、

关注到本专业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隐患，体现出对生产可持续性

和绿色制造问题；4、能由实习关注到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的发展思考；5、调理清晰、语言逻辑恰当、技术词汇运用严谨，文献资料引用恰当。 

A（90-100分） 

1、实习日记能够基本体现实习观察、关联资料的运用，欠缺个人的思考体会，较为丰富；

2、反映了实习企业及主要生产的基本结构、主导产品、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体系与产品

制造的关联；2、记录和分析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工特点和能力；

3、未能站在本专业对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隐患产生感觉，未能体

现出对生产可持续性和绿色制造问题；4、大体能够由实习关注到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思考；5、调理清晰、语言逻辑恰当、技术词汇运用

严谨，有文献资料引用。 

B（80-89分） 

1、实习日记能够基本体现实习观察、关联资料的运用，欠缺个人的思考体会，不够丰富

翔实；2、反映了实习企业及主要生产的基本结构、主导产品、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体系
C（70-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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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制造的关联；2、记录和分析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工特点

和能力；3、未能站在本专业对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隐患产生感觉，

未能体现出对生产可持续性和绿色制造问题；4、未能够由实习关注到所在行业的发展状

况；5、版面较为清晰、语言逻辑较为恰当、技术词汇运用存在个别错误，缺乏文献资料

引用。 

1、实习日记不够丰富翔实，但尚能够体现出实习观察、关联资料的运用，欠缺个人的思

考体会；2、基本反映了实习企业及主要生产的基本结构、主导产品、工艺设计和技术标

准体系与产品制造的关联；2、能够记录到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

工特点和能力，缺乏分析；3、未能站在本专业对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

害和隐患产生感觉，未能体现出对生产可持续性和绿色制造问题；4、未能够由实习关注

到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5、版面不够清晰、语言逻辑出现不恰当、技术词汇运用存在个

别错误，缺乏文献资料引用。 

D（60-69分） 

1、实习日记不够丰富翔实，态度不够认真，未能及时记录；2、未能全面反映实习企业

及主要生产的基本结构、主导产品、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体系与产品制造的关联；2、未

能能够到实习厂家主要产品用途及生产工艺及设备的加工特点和能力，缺乏分析；3、未

能站在本专业对工程实践中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和隐患产生感觉；4、未能够由

实习关注到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5、版面不够清晰、语言逻辑多次出现不恰当、技术词

汇运用存在错误，缺乏文献资料引用。 

E（0-59分） 

3. 平时成绩按百分制评分，主要结合出勤情况、学习态度等。折算后结计为

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全勤（参加学校活动有批准的正式通知及假条）；实习态度认真，能够遵守实习纪律和团

队要求，思考回答问题简洁准确。 
A（90-100分） 

未能全勤，除参加有批准的学校活动外，其它原因缺课不超过 1 次；能够遵守实习纪律

和团队要求，思考回答问题简洁准确。 
B（75-89分） 

未能全勤，除参加有批准的学校活动外，其它原因缺课不超过 2 次；能够遵守实习纪律

和团队要求，实习态度尚端正，思考问题和观察问题不够认真。 
C（60-75分） 

未能全勤，除参加有批准的学校活动外，其它原因缺课超过 2 次；不能完整遵守实习纪

律和团队要求；实习态度不够端正，思考问题和观察问题不够认真；日记不能独立完成。 

出现之上两个方面即为不及格 

D（0-59分） 

完成情况 成绩 

 

制定人：  韦东来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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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基本训练（车钳加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93001T1英文名称：Engineering Basic Training (turning and 

benching)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

器、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财务管理、物流

管理、质量管理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能源经济、经济与金融、汽车服务工程、

车辆工程 18个专业 

开课学院：工业技术中心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 

后续课程：机械工程基础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车削加工实习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与掌握机械加工种类中最为常用的

车削加工的基本知识及方法与手段，了解一些基本的加工工艺思路，掌握车削端

面、车削外圆柱面、车削内圆柱面的基本方法。钳工实习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一

些钳工的基础知识，掌握一些最常用的锉、锯、孔加工方面的钳工的基本技能，

通过零件制作，将这部分钳工的基本加工技能得以贯穿，借助于简单机构的拆装，

提高学生对常用工具的认识，达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目的。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车削加工基本知识、车床的组成结构、加工范围，学会车床的

基本操纵。掌握车削外圆、端面、内孔的操作要领，完成零件的车削加工。（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CAD/CAE

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了解钳工基本知识、初步掌握锉削、锯割、钻孔等基本操作技能。

掌握工具的选用，学会运用锉削、锯割等基本技能完成实习作品的加工制作。（指

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

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三、课程内容 

（一）车工模块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6 课时） 

1.1 车削基础知识与安全操作规程。 （3课时） 

1.2 车床结构与操纵、车刀及工件的安装。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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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端面车削要领与车削端面练习。 （2课时） 

1.4台阶外圆车削要领与车削台阶外圆练习。 （6课时） 

1.5 钻孔与内圆车削要领及车削内圆练习，独立完成实习报告。 （4课时） 

（二）钳工模块基本要求与基本内容 （16 课时） 

2.1 钳工基础知识及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3课时） 

2.2 锉削、锯削、钻孔操作要领示范及训练。 （1课时） 

2.3 海豚开瓶器制作工艺分析与考核要求。 （1课时） 

2.4 海豚开瓶器制作加工与作品评价，独立完成实习报告。 （11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科基本训练（车钳加工）实习报告》，工业技术中心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工程技术基础实习》，范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车削和钳工两部分组成，各占 50%；车削与钳工成绩评定时，均

按平时成绩、操作实践和安全文明生产三个方面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实习体会。 

2. 操作实践占比 70%，主要包括：尺寸、形位公差、粗糙度、观赏性和实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车削加工基本知识、车

床的组成结构、加工范围，学会车床的
基本操纵。掌握车削外圆、端面、内孔
的操作要领，完成零件的车削加工。 

目标 2：了解钳工基本知识、初步掌

握锉削、锯割、钻孔等基本操作技能。
掌握工具的选用，学会运用锉削、锯割
等基本技能完成实习作品的加工制作。 

1.1 车削基础知识与

安全操作规程。 
√  

1.2 车床结构与操
纵、车刀及工件的安装。 

√  

1.3 端面车削要领与
车削端面练习。 

√  

1.4 台阶外圆车削要
领与车削台阶外圆练习。 

√  

1.5 钻孔与内圆车削

要领及车削内圆练习。 
√  

2.1 钳工基础知识及
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 

2.2 锉削、锯削、钻
孔操作要领示范及训练。 

 √ 

2.3 海豚开瓶器制作

工艺分析与考核要求。 
 √ 

2.4 海豚开瓶器制作
加工与作品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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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等方面。 

3. 安全文明生产占比 10%，主要包括：考勤、着装、规范操作、定置管理、

清洁卫生、设备养护等方面。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安全文明生产 平时成绩 操作实践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30 4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10 40 60 

合计 10 20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平时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

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习体会。 A（90-100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

习体会。 
B（80-8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

成实习体会。 
C（70-7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基本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地完成实习体会。 
D（60-6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扎实，实习体会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2. 安全文明生产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评分标

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A（90-100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B（80-89分） 

着装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C（70-79分） 

着装基本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D（60-69分） 

着装不合要求、操作缺乏规范、实践结束后未能保证卫生清洁、未对设备进行养护 E（0-59分） 

3. 操作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7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操作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强 A（90-100分） 

操作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强 B（80-89分） 

操作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C（70-79分） 

操作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不强 D（60-69分） 

操作实践样品尺寸基本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

差 
E（0-59分） 

 

 

制定人： 谢再平  审核人：  施新华  批准人： 付晓刚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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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基本训练（铣磨铸及数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93001T2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Basic Training (milling, 

grinding,casting and CNC machining)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机械类、电气类、商学类专业 

开课学院：工业技术中心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后续课程：机械工程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与掌握一些常用的机械加工方法与手段，对

加工工艺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通过热加工轮换实习，了解一些热加工方面的基

本知识；通过数控加工技术的学习，了解一些先进的制造技术。为后续学习、创

新活动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铣床和磨床的工作原理，铣削和磨削的基础知识，学会平面铣

削、键槽铣削和平面磨削的基本操作方法和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

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

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掌握铸造的工艺过程和铸造的基础知识，了解砂型的结构，零件、

模样和铸件之间的关系，具备采用常用工具进行单箱手工造型的方法和基本技能。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

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了解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掌握轴类零件和盘类零件的数控加工工

艺，掌握应用 FANUC 0i系统数控机床仿真软件进行零件编程和加工的方法。（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

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目标 4：了解电火花成型机床的工作原理，掌握电火花成型机床的编程原理

及基本操作方法，学会采用电火花成型机床加工简单的零件。（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

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三、课程内容 

（一）铣床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8课时） 

1.1了解铣床的工作原理、铣削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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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掌握铣削加工的工艺特点和应用范围。 （1课时） 

1.3掌握平面铣削的基本操作方法和基本技能。 （3课时） 

1.4 掌握键槽铣削的基本操作方法和基本技能。 （3课时） 

（二）磨床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4课时） 

2.1了解磨床的工作原理、磨削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课时） 

2.2掌握平面磨床的操作方法以及平面磨床的调整方法。 （1课时） 

2.3掌握平面磨削的基本操作方法和基本技能。 （2课时） 

（三）铸造工艺和铸件缺陷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 （4课时） 

3.1了解铸造的工艺过程、铸造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课时） 

3.2了解砂型的结构，了解零件、模样和铸件之间的关系。 （1课时） 

3.3掌握采用常用工具进行单箱手工造型的方法和基本技能。 （1课时） 

3.4 掌握常见铸件的缺陷及其产生原因。 （1课时） 

（四）数控车床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6课时） 

4.1 了解数控车床的工作原理、数控车削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课时） 

4.2 掌握 FANUC 0i 系统数控车床仿真软件的编程方法及零件加工。（2课时） 

4.3 掌握 FANUC0i 系统数控车床的面板操作及轴类零件的加工工艺。 
 （2课时） 

4.4 掌握正确使用测量工具的方法及数控车床的维护保养。 （1课时） 

（五）数控铣床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6课时） 

5.1 了解数控铣床的工作原理、数控铣削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课时） 

5.2 掌握 FANUC 0i系统数控铣床仿真软件的编程方法及零件加工。 

 （2课时） 

5.3 掌握 FANUC0i系统数控铣床的面板操作及盘类零件的加工工艺。 

 （2课时） 

5.4 掌握正确使用测量工具的方法及数控铣床的维护保养。 （1课时） 

（六）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2课时） 

6.1 了解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工作原理、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0.5课时） 

6.2 掌握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法。 （0.5课时） 

6.3 应用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加工简单零件。 （1课时） 

（七）电脉冲机床的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2课时） 

7.1 了解电脉冲机床的工作原理、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0.5课时） 

7.2 掌握电脉冲机床的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法。 （0.5课时） 

7.3 应用电脉冲机床加工样品零件。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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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铣

床和磨床的工

作原理，铣削和

磨削的基础知

识，学会平面铣

削、键槽铣削和

平面磨削的基

本操作方法和

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铸造

的工艺过程和铸

造的基础知识，了

解砂型的结构，零

件、模样和铸件之

间的关系，具备采

用常用工具进行

单箱手工造型的

方法和基本技能 

目标 3：了解数控

机床的工作原理，

掌握轴类零件和盘

类零件的数控加工

工艺，掌握应用

FANUC 0i系统数控

机床仿真软件进行

零件编程和加工的

方法 

目标 4:了解电火

花成型机床的工

作原理，掌握电

火花成型机床的

编程原理及基本

操作方法，学会

采用电火花成型

机床加工简单的

零件 

1.1铣床的工作原理、铣削

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    

1.2 铣削加工的工艺特点

和应用范围 
√    

1.3 平面铣削的基本操作

方法和基本技能 
√    

1.4 键槽铣削的基本操作

方法和基本技能 
√    

2.1磨床的工作原理、磨削

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    

2.2 平面磨床的操作方法

以及平面磨床的调整方法 
√    

2.3 平面磨削的基本操作

方法和基本技能 
√    

3.1铸造的工艺过程、铸造

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   

3.2砂型的结构，零件、模

样和铸件之间的关系 
 √   

3.3 采用常用工具进行单

箱手工造型的方法和基本

技能 

 √   

3．4 常见铸件的缺陷及其

产生原因 
 √   

4.1数控车床的工作原理、

数控车削基础知识及安全

教育 

  √  

4.2 FANUC 0i 系统数控车

床仿真软件的编程方法及

零件加工 

  √  

4.3 FANUC 0i 系统数控车

床的面板操作及轴类零件

的加工工艺 

  √  

4.4 正确使用测量工具的

方法及数控车床的维护保

养 

  √  

5.1数控铣床的工作原理、

数控铣削基础知识及安全

教育 

  √  

5.2 FANUC 0i 系统数控铣

床仿真软件的编程方法及

零件加工 

  √  

5.3 FANUC 0i 系统数控铣

床的面板操作及盘类零件

的加工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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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科基本训练（铣磨铸及数控）实习报告》，工业技术中心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工程技术基础实习》，范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五、课程考核 

1. 现场实践 70分（其中：铣工项目 15分、磨工项目 10分、铸造项目 10

分、数控 1 项目 35 分） 

2. 实习规范 20分（包括：安全、着装、纪律等） 

3. 实习小结 10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实习规范 实习小结 现场实践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20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3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合计 20 10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实习小结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评分

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习小结。 A（90-100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

习小结。 
B（80-8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

成实习小结。 
C（70-79分） 

5.4 正确使用测量工具的

方法及数控铣床的维护保

养 

  √  

6.1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

工作原理、基础知识及安全

教育 

   √ 

6.2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

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法 
   √ 

6.3 应用电火花线切割机

床加工简单零件 
   √ 

7.1 电脉冲机床的工作原

理、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 

7.2 电脉冲机床的编程原

理及基本操作方法 
   √ 

7.3 应用电脉冲机床加工

样品零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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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基本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地完成实习小结。 
D（60-6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扎实，实习小结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2. 实习规范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

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A（90-100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B（80-89分） 

着装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C（70-79分） 

着装基本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D（60-69分） 

着装不合要求、操作缺乏规范、实践结束后未能保证卫生清洁、未对设备进行养护 E（0-59分） 

3. 现场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70 分。评分标

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强 A（90-100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强 B（80-8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C（70-7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不强 D（60-6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基本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

差 
E（0-59分） 

 

 

制定人：侯国柱 审核人：余谧 批准人：  施新华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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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基本训练（焊锻热及数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93001T5英文名称：Engineering Basic Training (welding，forging，

heat treatment and CNC machining)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开课学院：工业技术中心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后续课程：机械工程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 

 

一、课程简介 

设置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掌握焊接、锻压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和基本技

能；掌握基本的热处理工艺及其对材料组织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同时学习并掌握

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数控雕刻机的建模原理和图像处理方法，具备相应的

建模分析和后置处理能力，学会运用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数控雕刻机制作

创意作品，培养学生追求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焊接基础知识及基本操作方法，学会两块金属板件的焊接基本

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

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掌握锻压基础知识及基本操作方法，学会简单零件的锻压基本技能。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

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掌握基本的热处理工艺方法以及热处理工艺对材料组织及力学性能

的影响，学会碳钢的热处理流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

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

方案的各种因素） 

目标 4：掌握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的建模原理和图像处理方法，具备相应

的建模分析和后置处理能力，学会运用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制作创意作品。（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

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目标 5：了解数控雕刻机的工作原理，掌握数控雕刻机的编程原理及基本操

作方法，学会应用数控雕刻机制作创意作品。（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能够

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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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焊接技术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8课时） 

1.1 掌握焊接技术的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学时） 

1.2 掌握焊接技术的基本操纵方法。 （3学时） 

1.3 进行两块金属板件的焊接基本训练。 （4学时） 

（二）锻压技术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4课时） 

2.1 掌握锻压技术的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学时） 

2.2 掌握锻压技术的基本操纵方法。 （1学时） 

2.3 进行简单零件的锻压基本训练。 （2学时） 

（三）热处理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4课时） 

3.1 掌握热处理的基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1学时） 

3.2 学会观察铁碳合金平衡组织。 （1学时） 

3.3 学会进行碳钢的热处理。 （2学时） 

（四）激光内雕机、3D 打印机的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12 课时） 

4.1了解激光内雕机的工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基本应用方法。 （1课时） 

4.2学会应用二维图像处理技术对于自制的二维图像进行有效处理，制作出

精美的二维作品。 （4课时） 

4.3学会应用三维内雕图像处理技术，进行三维图像的预处理工作，制作出

精美的三维作品。 （3课时） 

4.4 了解 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基本应用方法。 （1课时） 

4.5 掌握 3D打印机的预处理方法和技术参数设置，学会应用 3D打印切片分

析软件完成三维创意作品。 （3课时） 

（五）数控雕刻机的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4课时） 

5.1 了解数控雕刻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用途及安全教育。 （0.5课时） 

5.2 掌握数控雕刻机的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法。 （1课时） 

5.3 学会应用雕刻软件和数控雕刻机完成平面雕刻作品。 （2.5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焊接基础知

识及基本操

作方法，学

会两块金属

板件的焊接

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

锻压基础知

识及基本操

作方法，学会

简单零件的

锻压基本技

能 

目标 3：掌握基

本的热处理工

艺方法以及热

处理工艺对材

料组织及力学

性能的影响，学

会碳钢的热处

理流程 

目标 4:掌握激光内

雕机、3D打印机的建

模原理和图像处理方

法，具备相应的建模

分析和后置处理能

力，学会运用激光内

雕机、3D打印机制作

创意作品 

目标 5:了解数控

雕刻机的工作原

理，掌握数控雕

刻机的编程原理

及 基 本操 作 方

法，学会应用数

控雕刻机制作创

意作品 

1.1 掌握焊接技术的基

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     

1.2 掌握焊接技术的基

本操纵方法 
√     

1.3 进行两块金属板件

的焊接基本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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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科基本训练（焊锻热及数控）实习报告》，工业技术中心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工程技术基础实习》，范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五、课程考核 

1. 现场实践 70分（其中：焊接项目 15分、锻压项目 10分、热处理项目

10分、数控 2 项目 35 分） 

2. 实习规范 20分（包括：安全、着装、纪律等） 

2.1 掌握锻压技术的基

础知识及安全教育 
 √    

2.2 掌握锻压技术的基

本操纵方法 
 √    

2.3 进行简单零件的锻

压基本训练 
 √    

3.1 掌握热处理的基础

知识及安全教育 
  √   

3.2 学会观察铁碳合金

平衡组织 
  √   

3.3 学会进行碳钢的热

处理 
  √   

4.1 了解激光内雕机的

工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

基本应用方法 

   √  

4.2 学会应用二维图像

处理技术对于自制的二

维图像进行有效处理，

制作出精美的二维作品 

   √  

4.3 学会应用三维内雕

图像处理技术，进行三

维图像的预处理工作，

制作出精美的三维作品 

   √  

4.4了解 3D打印机的工

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基

本应用方法 

   √  

4.5掌握 3D打印机的预

处理方法和技术参数设

置，学会应用 3D打印切

片分析软件完成三维创

意作品 

   √  

5.1 了解数控雕刻机的

工作原理、基本用途及

安全教育 

    √ 

5.2 掌握数控雕刻机的

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

法 

    √ 

5.3 学会应用雕刻软件

和数控雕刻机完成平面

雕刻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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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习小结 10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实习规范 实习小结 现场实践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1  5 10 1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3 5  20 2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5.3 5  10 15 

合计 20 10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实习小结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习小结。 A（90-100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

习小结。 
B（80-8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

成实习小结。 
C（70-7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基本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地完成实习小结。 
D（60-6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扎实，实习小结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2. 实习规范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A（90-100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B（80-89分） 

着装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C（70-79分） 

着装基本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D（60-69分） 

着装不合要求、操作缺乏规范、实践结束后未能保证卫生清洁、未对设备进行养护 E（0-59分） 

3. 现场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7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强 A（90-100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强 B（80-8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C（70-7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不强 D（60-6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基本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

差 
E（0-59分） 

 

制定人：张伟 审核人： 余谧 批准人：  施新华   2017年 07月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71 
 

《工科基本训练（电子焊装）》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93002R1英文名称：Engineering Basic Training （Electronic Soldering）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电气、电子信息、机械、材料等专业类 

开课学院：工业技术中心 

先修课程：《电工基础》或《电工电子学》 

后续课程：课程设计或专业实习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实习对电的使用和控制有一定的认识，了解电子焊接工

艺，掌握电子焊接基本操作技能等，了解电路工作原理，能认知常见电子元器件，

掌握通孔板焊装与调试基本电路的技能；学会产品制作及装配调试工艺，为后续

课程学习奠定实践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认知电，熟知实践过程用电安全要求及其他规程。（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

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了解电子焊接工艺要求，学会常用电工工具，掌握电子焊接基本操

作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

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了解电路工作原理，学会常用电子元件的识别与检测、绘制简单电

路图、电路简单故障检修技能，掌握通孔板焊装与调试基本电路的技能。（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4：学会产品制作及装配调试工艺、PCB板简单故障检修技能，掌握 PCB

板焊装与调试的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

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并

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三、课程内容 

（一）用电安全知识、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1课时） 

1.1 实习规章制度（考勤、评分等） 

1.2 用电安全知识、触电急救及电气防火方法 

1.3 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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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知识 （3课时） 

2.1 常用电工工具、万用表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2.2 常用电子元器件 

2.3 电子焊接基本技术与要求 

（三）焊点练习 （6课时） 

3.1 讲解示范手工焊接的方法和技巧、常见错误操作、焊点焊接工艺要求 

 （1课时） 

3.2 造型创意焊接制作 （5课时） 

（四）基本电路焊装调试 （11 课时） 

4.1 电路讲解、元器件识别、电路调试注意事项及示范 （3课时） 

4.2 通孔板焊接方法、电路分布工艺及要求 （1课时） 

4.3 单相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稳压管稳压电路焊装调试 （2课时） 

4.4 单相全波整流、RC滤波电路焊装调试 （2课时） 

4.5 单相桥式整流、三极管稳压电路焊装调试 （3课时） 

（五）印刷电路板装调 （10 课时） 

5.1 产品电路原理、调试与检测方法 （2课时） 

5.2焊装工艺技巧与过程 （2课时） 

5.3 电子产品印制板电路 1焊装调试 （3课时） 

5.4 电子产品印制板电路 2焊装调试 （3课时） 

（六）实习经验小结与交流 （1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认知电，熟

知实践过程用电安全

要求及其他规程。 

目标 2：了解电子焊

接工艺要求，学会

常用电工工具，掌

握电子焊接基本操

作技能。 

目标 3：了解电路工

作原理，学会常用

电子元件的识别与

检测、绘制简单电

路图、电路简单故

障检修技能，掌握

通孔板焊装与调试

基本电路的技能。 

目标 4:学会产品

制作及装配调试

工艺、PCB板简单

故障检修技能，

掌握 PCB 板焊装

与调试的技能。 

1.1 实习规章制度（考

勤、评分等） 
√    

1.2用电安全知识、触电

急救及电气防火方法 
√    

1.3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    

2.1常用电工工具、万用

表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   

2.2常用电子元器件  √   

2.3 电子焊接基本技术

与要求 
 √   

3.1 讲解示范手工焊接

的方法和技巧、常见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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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技术基础实践教程》，韩强主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工艺技术与实践》（第二版），郭志雄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2. 《维修电工（五级）》（第 2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

编写，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3. 《维修电工（四级）上册》（第 2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

室组织编写，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五、课程考核 

1. 现场实践 70分（其中：焊点练习 15分、基本电路焊装调试 25分、印刷

电路板装调 30分） 

2. 实习规范 20分（包括：安全、着装、纪律等） 

3. 实习小结 10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实习规范 实习小结 现场实践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20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3 5  20 25 

合计 20 10 70 100 

操作、焊点焊接工艺要求 

3.2造型创意焊接制作  √   

4.1 电路讲解、元器件识

别与检测、电路调试与检

测方法 

  √  

4.2通孔板焊接方法、电

路分布工艺及要求 
  √  

4.3 单相半波整流、电容

滤波、稳压管稳压电路焊

装调试 

  √  

4.4 单相全波整流、RC

滤波电路焊装调试 
  √  

4.5 单相桥式整流、三极

管稳压电路焊装调试 
  √  

5.1产品电路原理、调试

与检测方法 
   √ 

5.2 焊装工艺技巧与过

程 
   √ 

5.3 电子产品印制板电

路 1焊装调试 
   √ 

5.4 电子产品印制板电

路 2焊装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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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1. 实习小结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习小结。 A（90-100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

习小结。 
B（80-8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

成实习小结。 
C（70-7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基本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地完成实习小结。 
D（60-6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扎实，实习小结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2. 实习规范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A（90-100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B（80-89分） 

着装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C（70-79分） 

着装基本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D（60-69分） 

着装不合要求、操作缺乏规范、实践结束后未能保证卫生清洁、未对设备进行养护 E（0-59分） 

3. 现场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7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强 A（90-100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强 B（80-8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C（70-7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不强 D（60-6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基本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

差 
E（0-59分） 

 

 

 
 
制定人：王哲健  审核人： 陆春雨   批准人： 施新华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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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基本训练（电气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93002R2英文名称：Engineering Basic Training 

（Electrical Control）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电气、机械、材料等专业大类 

开课学院：工业技术中心 

先修课程：《电工基础》或《电工电子学》 

后续课程：课程设计或专业实习 

 

一、课程简介 

电气控制实习是认知电及电气设备的基础实践课程。实习要求学生掌握常用

常见电动机控制线路的接线安装调试等工艺。通过实习，提高学生的读图能力、

动手能力、调试能力、遇故障检修能力，着重培养学生扎实的现场技能。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认知电，熟知实践过程用电安全要求及其他规程。（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CAD/CAE软件的使用

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了解常用电气控制器件，学会使用万用表检查电路，掌握三相异步

电机单向控制电路安装接线及调试，能根据控制要求进行简单电路设计。（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掌握三相异步电机可逆运行控制电路和制动电路的安装接线及调试。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

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4：掌握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减压启动控制的安装接线及调试。（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三、课程内容 

（一）用电安全知识、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1课时） 

1.1 实习规章制度（考勤、评分等） 

1.2 用电安全知识、触电急救及电气防火方法 

1.3 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二）常用电工工具使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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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常用元器件（断路器、熔断器、热继电器、接触器、按钮等） 

2.2 万用表使用 

2.3 电气控制安装基本技术与要求 

（三）电动机单向运动控制线路（设计）安装调试 （13 课时） 

3.1 区分主电路、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认识异步电动机，主电路常见保护

方法 （1课时） 

3.2 接触器接线方法和检测、启动停止按钮接线方法 （1课时） 

3.3 异步电动机单向点动控制线路安装和调试 （4课时） 

3.4 异步电动机单向运行控制线路安装和调试 （4课时） 

3.5 异步电动机单向点动与连续运行控制线路设计、安装和调试（3 课时） 

（四）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线路安装调试 （12 课时） 

4.1 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主电路接线方法和安装调试 （1课时） 

4.2 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安装和调试 （3课时） 

4.3 按钮、接触器双重联锁的正反转控制控制线路安装和调试 （4课时） 

4.4 异步电动机双重联锁的正反转、能耗制动控制线路安装和调试（4课时） 

（五）电动机减压起动控制线路安装调试 （4课时） 

5.1 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减压起动控制线路安装和调试 （4课时） 

（六）实习经验小结与交流                                （1 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认知

电，熟知实践

过程用电安

全要求及其

他规程。 

目标 2：了解常用电气控制器

件，学会使用万用表检查电路，

掌握三相异步电机单向控制电

路安装接线及调试，能根据控

制要求进行简单电路设计。 

目标 3：掌握三相

异步电机可逆运

行控制电路和制

动电路的安装接

线及调试。 

目标 4:掌握三相

异步电机星三角

减压启动控制的

安装接线及调试 

1.1 实习规章制度（考

勤、评分等） 
√    

1.2用电安全知识、触

电急救及电气防火方

法 

√    

1.3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    

2.1常用元器件（断路

器、熔断器、热继电器、

接触器、按钮等） 

 √   

2.2万用表使用  √   

2.3电气控制安装基本

技术与要求 
 √   

3.1区分主电路、控制

电路和辅助电路，认识

异步电动机，主电路常

见保护方法 

 √   

3.2接触器接线方法和

检测、启动停止按钮接

线方法 

 √   

3.3异步电动机单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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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气技术基础实践教程》，韩强主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机拖动与控制》，张晓娟、李俊涛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2. 《维修电工（五级）》（第 2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

编写，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3. 《维修电工（四级）下册》（第 2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

室组织编写，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五、课程考核 

1. 现场实践 70分[其中：单向控制 30分（单向点动、单向运行、点动与连

续控制各 10分），可逆控制 30分（正反转、正反转双重连锁、正反转双重连锁

能耗制动各 10分），减压起动（星三角）10分] 

2. 实习规范 20分（包括：安全、着装、纪律等） 

3. 实习小结 10分 

 

 

动控制线路设计和调

试 

3.4 异步电动机单向

运行控制线路设计和

调试 

 √   

3.5异步电动机单向点

动、自锁控制线路设计

和调试 

 √  
 

 

4.1 异步电动机正反

转控制线路主电路接

线方法和安装调试 

  √  

4．2 异步电动机正反

转控制线路控制电路

接线、调试和检测 

  √  

4．3 按钮、接触器双

重联锁的正反转控制

控制线路设、调试和检

测 

  √  

4．4 异步电动机双重

联锁的正反转、能耗制

动控制线路安装调试 

  √  

5.1 异步电动机星三

角减压起动控制线路

接线、检测和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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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安全文明生产 实习小结 操作实践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10 10 25 

合计 20 10 7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实习小结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习小结。 A（90-100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

习小结。 
B（80-8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

成实习小结。 
C（70-7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基本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地完成实习小结。 
D（60-6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扎实，实习小结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2. 安全文明生产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

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A（90-100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B（80-89分） 

着装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C（70-79分） 

着装基本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D（60-69分） 

着装不合要求、操作缺乏规范、实践结束后未能保证卫生清洁、未对设备进行养护 E（0-59分） 

3. 现场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70 分。评分标准如

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强 A（90-100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强 B（80-8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C（70-7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不强 D（60-6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基本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

差 
E（0-59分） 

 

制定人： 于文兵   审核人： 陆春雨   批准人： 施新华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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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基本训练（数钳加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593001T3英文名称：Engineering Basic Training (CNC machining 

and benching)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开课学院：工业技术中心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 

 

一、课程简介 

设置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熟悉传统钳工加工技术和现代加工技术的特性、基

本原理和使用方法；掌握钻孔、攻丝、铰孔加工的工艺方法以及行为公差检测手

段及方法，学会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的装配技术。同时学习并掌握激光内雕机、3D

打印机、数控雕刻机的建模原理和图像处理方法，具备相应的建模分析和后置处

理能力，学会运用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数控雕刻机制作创意作品。在教学

过程中使学生了解传统钳工加工技术和现代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发展动向，培

养学生追求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钻孔、攻丝、铰孔加工的工艺方法，学会钻孔、攻丝、铰孔的

基本操作方法和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

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

性） 

目标 2：掌握行为公差检测手段及方法，学会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的装配技术。

（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

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3：掌握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的建模原理和图像处理方法，具备相应

的建模分析和后置处理能力，学会运用激光内雕机、3D打印机制作创意作品。（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

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目标 4：了解数控雕刻机的工作原理，掌握数控雕刻机的编程原理及基本操

作方法，学会应用数控雕刻机制作创意作品。（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掌握本

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

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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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钳工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16 课时） 

1.1 掌握钻孔、攻丝、铰孔加工的工艺方法及安全教育。 （1课时） 

1.2 进行钻孔、攻丝、铰孔加工的专业课题训练。 （7课时） 

1.3掌握行为公差检测手段及方法。 （1课时） 

1.4 进行行为公差检测的专业课题训练。 （3课时） 

1.5 掌握蜗轮蜗杆减速机运动分析及装配技术要求。 （1课时） 

1.6 进行蜗轮蜗杆减速机拆装训练。 （3课时） 

（二）激光内雕机、3D 打印机的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12 课时） 

2.1了解激光内雕机的工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基本应用方法。 （1课时） 

2.2学会应用二维图像处理技术对于自制的二维图像进行有效处理，制作出

精美的二维作品。 （4课时） 

2.3学会应用三维内雕图像处理技术，进行三维图像的预处理工作，制作出

精美的三维作品。 （3课时） 

2.4 了解 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基本应用方法。 （1课时） 

2.5 掌握 3D打印机的预处理方法和技术参数设置，学会应用 3D打印切片分

析软件完成三维创意作品。 （3课时） 

（三）数控雕刻机的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的研究 （4课时） 

3.1 了解数控雕刻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用途及安全教育。 （0.5课时） 

3.2 掌握数控雕刻机的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法。 （1课时） 

3.3 学会应用雕刻软件和数控雕刻机完成平面雕刻作品。 （2.5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钻孔、

攻丝、铰孔加工的

工艺方法，学会钻

孔、攻丝、铰孔的

基本操作方法和基

本技能 

目标 2：掌握行

为公差检测手

段及方法，学会

蜗轮蜗杆减速

机构的装配技

术 

目标 3：掌握激光内雕

机、3D打印机的建模原

理和图像处理方法，具

备相应的建模分析和

后置处理能力，学会运

用激光内雕机、3D打印

机制作创意作品 

目标 4:了解数控雕

刻机的工作原理，掌

握数控雕刻机的编

程原理及基本操作

方法，学会应用数控

雕刻机制作创意作

品 

1.1掌握钻孔、攻丝、铰

孔加工的工艺方法及安

全教育 

√    

1.2进行钻孔、攻丝、铰

孔加工的专业课题训练 
√    

1.3 掌握行为公差检测

手段及方法 
 √   

1.4 进行行为公差检测

的专业课题训练 
 √   

1.5 掌握蜗轮蜗杆减速

机运动分析及装配技术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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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科基本训练（数钳加工）实习报告》，工业技术中心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工程技术基础实习》，范辉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五、课程考核 

1. 现场实践 70分（其中：数控 2项目 35分、钳工项目 35分） 

2. 实习规范 20分（包括：安全、着装、纪律等） 

3. 实习小结 10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实习规范 实习小结 现场实践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10  20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3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1 5  20 25 

合计 20 10 70 100 

1.6 进行蜗轮蜗杆减速

机拆装训练 
 √   

2.1 了解激光内雕机的

工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

基本应用方法 

  √  

2.2 学会应用二维图像

处理技术对于自制的二

维图像进行有效处理，制

作出精美的二维作品 

  √  

2.3 学会应用三维内雕

图像处理技术，进行三维

图像的预处理工作，制作

出精美的三维作品 

  √  

2.4 了解 3D 打印机的工

作原理及图像处理的基

本应用方法 

  √  

2.5 掌握 3D 打印机的预

处理方法和技术参数设

置，学会应用 3D 打印切

片分析软件完成三维创

意作品 

  √  

3.1 了解数控雕刻机的

工作原理、基本用途及安

全教育 

   √ 

3.2 掌握数控雕刻机的

编程原理及基本操作方

法 

   √ 

3.3 学会应用雕刻软件

和数控雕刻机完成平面

雕刻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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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1. 实习小结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评分标准

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习小结。 A（90-100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

习小结。 
B（80-8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

成实习小结。 
C（70-7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本扎实、全面，基本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

地完成实习小结。 
D（60-69分）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扎实，实习小结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2. 实习规范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

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A（90-100分） 

着装合适、操作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B（80-89分） 

着装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C（70-79分） 

着装基本合适、操作基本规范、实践结束后基本能够保证卫生清洁、并对设备进行养护 D（60-69分） 

着装不合要求、操作缺乏规范、实践结束后未能保证卫生清洁、未对设备进行养护 E（0-59分） 

3. 现场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70 分。评分标准

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强 A（90-100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强 B（80-8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合理、粗糙度达标、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C（70-7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不强 D（60-69分） 

现场实践样品尺寸基本精确、形位公差基本合理、粗糙度基本达标、观赏性和实用性较

差 
E（0-59分） 

 

 

 

制定人： 张尚义  审核人： 余谧  批准人： 施新华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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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3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 周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一门必修的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其目的是在学生已完成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学习后，通过专题研究、论文综述、工程设计、软件工程等方式，综

合应用和深化本专业所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模具和产品开发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和开发方法，了解影响设计

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并能对方案做初步的优化。（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掌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

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目标 2：能够制定合理的材料加工工艺路线，在工艺制定过程中体现创新意

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3 能够进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

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3：在设计模具、设备或制定工艺方案时能够考虑安全、健康、法律、

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4 在设计中能够考虑安全、健

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目标 4：在毕业设计答辩过程中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相关问题。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1：能就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

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目标 5：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学习相关文献加深对毕业设计课题

的理解。（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题的

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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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1.学生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一项给定的设计任务，绘制相应的工程

图纸，撰写设计说明书。 

2.学生应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塑性成型工程问题，

并在此过程中使理论认识深化，知识领域扩展，专业技能延伸。 

3.学生应学会依据课题任务进行调研、资料收集、加工与整理，正确使用设

计手册等有关工具书，掌握工程设计的程序、方法、技术规范，掌握实验、测试

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4.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求实作风，树立正确的工程、经济与全局意识。 

5.毕业设计（论文）的时间不少于 15 周（含评阅与答辩）。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毕业设计（论文）的成果形式 

1.工程设计类课题 

侧重于设计计算与绘图能力的培养和工程创新能力的基本训练。工程设

计绘图量折合成图幅为Ａ0号图纸不少于 2张，设计说明书字数不少于 1.5万字，

查阅文献 15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2篇）。学生应运用计算机进行设计、计算、

绘图。 

2.工程技术研究类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模
具和产品开发全流
程的基本设计和开

发方法，了解影响
设计目标和技术方
案的各种因素并能
对方案做初步的优

化。 

目标 2：能
够制定合理的
材料加工工艺

路线，在工艺制
定过程中体现
创新意识。 

目标 3：在
设计模具、设备
或制定工艺方

案时能够考虑
安全、健康、法
律、文化及环境
等制约因素。 

目标 4：
在毕业设计
答辩过程中

能够准确表
达自己的观
点，回应相关
问题。 

目标 5：
具有自主学
习的能力，能

够通过学习
相关文献加
深对毕业设
计课题的理

解。 

绘制工程图纸，撰
写设计说明书 

√ √    

综合运用多学科
理论、知识与技能，分
析和解决塑性成型工

程问题 

√ √   √ 

掌握工程设计的
程序、方法、技术规范，

掌握实验、测试等科学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  

培养学生的科学

态度与求实作风，树立
正确的工程、经济与全
局意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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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研究如何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流

程，使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生产相衔接。在教师的指导下，应能自拟研究方案和

实验技术方案，确定实验方法和步骤，设计实验装置，并提出可行性分析报告。

能独立动手完成(或与他人配合完成)本题目的主要实验，能正确掌握采集、分析

和处理实验信息、数据的方法，并能从理论上对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论

证，完成撰写研究论文的训练。该类毕业设计（论文）需毕业论文不少于 1.5

万字，查阅文献不少于 15篇（其中外文文献≥2篇），完成结构设计（工程绘图

量不少于折合成Ａ0号图纸 1.5张，其中至少有总装图），或提供有关实验或调

研的原始数据，或形成一个中、小型的计算机软件，或者形成实物形式的研究成

果。 

3.软件开发类课题 

侧重于软件开发能力的培养。所开发软件的主题应与专业方向相关，软

件设计说明书字数不少于 1.2万字，查阅文献 15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2篇）。

软件文档应包括有效程序和源程序清单、软件设计说明书。学生答辩前应以指导

教师为主组织软件验收。 

 

五、毕业设计（论文）环节安排 

1. 选题，接受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2. 课题调研、实习与文献检索。 

围绕毕业设计（论文）任务规定要解决的工程技术问题，进一步了

解与之有关的生产、工艺、试验、使用等实际知识并进行国内外有关著

作、论文、报告、专利和其他技术资料的收集，应翻译 2 万印刷符号以

上的外文技术资料。 

3. 撰写开题报告。 

4. 设计方案论证。 

在研究、总结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解决课

题任务几种可能的技术方案，并对方案进行充分的分析、比较和论证。

机械设计类课题的技术方案包括功能原理方案、总体设计方案以及动力

传动方案或工艺路线方案；研究论文类课题则包括实验、检测方案，或

建模、仿真方案。 

5. 对设计选定方案进行详细设计并完成相应的设计计算或实验、仿

真研究等工作。 

设计类课题应完成设计对象的结构设计，按国家标准绘制装配图和

部分主要零件图。此外，应在完成系统运动和受力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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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零件强度和刚度计算；对工艺装备设计还应进行定位误差计算；

对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则还应进行控制系统的设计计算。 

6. 总结、撰写说明书，说明书（或论文）文本格式应符合学校统一

规定。 

7. 答辩。 

 

六、设计说明书包含以下 9个部分： 

1. 目录 

2. 前言 

说明本设计的目的、意义、范围及应达到的技术要求； 

简述本课题在国内外发展的概况及存在问题； 

阐述本设计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指导思想。 

3. 方案设计 

说明设计原理，提出设计方案，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 

定设计方案并说明选定的依据； 

阐明所选方案的特点。 

4. 设计计算 

分析系统的运动和受力； 

列出主要零部件的工作条件、给定参数、计算公式及各主要参数计

算的详细步骤和计算结果； 

根据计算结果应选用的标准元器件或非标零部件的结构、尺寸。 

5. 结构设计 

包括机械结构设计、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功能电路的设计、控制

系统的硬件装置设计等，并绘制相应图纸。 

6. 经济分析比较 

概括说明本设计的总体情况和价值，总结优点、特色，有何创新，

性能达到何水平等； 

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对设计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加以分析。 

7. 其他要说明的问题。 

8. 参考文献（不少于 15 篇，其中外文文献≥2 篇）。 

9. 附件：图纸、实验原始记录、软件程序等。 
 
七、装订要求 

装订必须整齐美观。装订顺序为：封面、任务书（由上海电机学院统一印制）、

中英文摘要、目录、设计说明书、图纸。图纸可以不装订在设计说明书里，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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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程图纸折叠惯例折叠后，装入资料袋中。 

 

八、毕业设计（论文）的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总成绩评分比例为：指导教师评分占 30％，评阅教

师评分占 20％，答辩小组评分占 50％.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评分依据

详见学院统一评分表。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指导教师

评分 

评阅教师

评分 

答辩小组

评分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1 10 7 10 27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3 10 7 10 27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4 4 2 6 12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0.1   15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2.2 6 4 9 19 

合计 30 20 50 100 

（一）答辩程序与时间安排 

时段 内容 时间（分） 

第 1～6分钟 学生进场、讲述论文、演示结果 6 

第 7～12分钟 答辩委员质疑、学生辩解、学生退场 6 

第 13～15分钟 答辩委员填写评分表 3 

（二）答辩成绩 

各档次成绩须按下列基本要求评定： 

 (1) 获“优秀”（90-100 分）的要求：能按设计(论文)题目的要求全面、

按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成果反映的基本概念(或论据)全部正确，分析解决问

题和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强，论证充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一定的创新性，文字

书写正确、工整。工程绘图图面清洁美观，符合国标，设计的结构或工艺先进。

答辩时叙述和回答问题正确流畅，表达能力强。 

(2) 获“良好”（80-89分）的要求：能按时、较好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的要求。毕业设计(论文)成果反映的基本概念(或论据)正确，论证合理，有

一定的见解。文字书写正确、工整。工程绘图图面清洁，符合国标，设计的结构

或工艺先进。答辩时叙述和回答问题较流畅正确。 

(3) 获“中等”（70-79分）的要求：毕业设计(论文)成果反映的概念(或

论据)基本正确，论证一般，没有较大原则性错误。文字书写清楚通顺。工程绘

图图面清洁，符合国标，设计结构或工艺一般。答辩时叙述和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4) 获“及格”（60-69 分）的要求：基本能完成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的要

求。毕业设计(论文)成果中反映的基本概念(或论据)没有原则错误，论证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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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书写清楚，工程绘图图面一般，基本符合国标，设计结构或工艺欠佳，答辩

时能叙述和回答问题。 

(5) 被评为“不及格”（0-59分）的规定：不能按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的要求。毕业设计(论文)成果中基本概念(或论据)有原则性错误，论证模糊。

文字书写零乱，工程绘图图面欠清洁，与国标不完全符合，设计结构工艺有明显

缺陷。答辩时基本概念模糊，不能正确叙述和回答问题。 

九、指导书、参考资料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制定人： 韦东来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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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3P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材料成形原理、冲压模具课程

设计、材料成形设备及其自动化、模具 CAD/CAE/CAM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是一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材料成形知识能力

的实践性专业课，是高等工科院校中材料类专业的一门实践课程，在材料类专业

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主要研究常用模具的工艺分析、结

构设计、成形模拟及数值仿真等问题。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先修课程

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能，结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材料成形专业技术人

员所需的综合训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材料成形及控制

工程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综合运用和巩固本课程及有关课程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模

具设计和产品开发的周期和流程，培养学生从事模具设计的能力，为后续毕业设

计和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掌握工程设计和产

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

方案的各种因素） 

目标 2：培养学生认真负责、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强化

质量意识和时间观念，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4：在设

计中能够考虑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 

目标 3：具有正确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能够正确使用相关绘图、设计及分析软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能够选

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相关专业模拟软件，对材料成形及

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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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掌握材料塑性成形及装备设计制造的基本方法，能够正确完成工艺

计算及成形工艺学分析，独立完成一副模具的设计工作，并进行成形模拟或数值

仿真，并合理分析其工艺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3：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

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测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

并能够分析其局限性） 

目标 5：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具备急需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9.3：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三、课程内容 

（一）工艺分析及模具结构设计： （4天） 

1.1进行工艺分析、选择合理的成形方案（冲压/锻造/铸造/注塑等） 

1.2 确定模具类型及结构 

1.3进行必要的工艺计算 

1.4选择合适的成形设备  

（二）模具图纸绘制 （4天） 

2.1手工绘制模具的总装配图和工作零件图 

2.2使用AutoCAD绘制模具的装配图及所有非标零件图 

2.3使用 Solidworks、UG、Pro/E等三维软件进行零件造型及模具装配。 

（三）成形性能模拟/结构运动仿真/实验验证 （4天） 

根据设计内容及实验设备在三种实践方案中选择一种完成。 

3.1使用有限元软件对零件的成形性能进行模拟，分析其应力应变状态及成

形特性； 

3.2使用三维仿真平台对模具结构进行运动分析，检查模具的干涉情况，完

成虚拟装配及运动仿真； 

3.3制造实际零件对应的模具，进行验证性生产，对比分析实际产品与任务

零件，提出改善性方案。 

（四）撰写设计说明书 （2天） 

4.1 对成形零件进行合理的工艺分析； 

4.2 根据工艺计算结果选择合适的设备； 

4.3完成模具结构设计及制定主要零件的制造工艺规程； 

4.4进行模具图纸的绘制及三维仿真 

4.5综合性分析及验证 

（五）整理设计内容并答辩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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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综合运用和

巩固本课程及有关

课程的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掌握模

具设计和产品开发

的周期和流程，培

养学生从事模具设

计的能力，为后续

毕业设计和实际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目标 2：培养

学生认真负

责、踏实细致

的工作作风

和严谨的科

学态度，强化

质量意识和

时间观念，养

成良好的职

业习惯。 

目标 3：具

有正确运用

标准、规范、

手册、图册

和查阅有关

技术资料的

能力，能够

正确使用相

关绘图、设

计及分析软

件。 

目标 4：掌握材料塑

性成形及装备设计

制造的基本方法，

能够正确完成工艺

计算及成形工艺学

分析，独立完成中

等难度模具的设计

工作，并进行成形

模拟或数值仿真，

并合理分析其工艺

性。 

目标 5：

培 养 学

生 团 队

协 作 精

神，使学

生 具 备

急 需 学

习 和 发

展 的 能

力。 

工艺分析及模具结构设计 √ √ √ √  

模具图纸绘制  √ √  √ 
成形性能模拟/结构运动仿

真/实验验证 
 √  √ √ 

撰写设计说明书 √  √ √  

整理设计内容并答辩 √ √ √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设计指导书》，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模具设计与制造简明手册》，冯炳尧等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 10月（第 4版） 

2.《UGNX10.0 模具设计教程》，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6年 1月（第 6版） 

3.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学习态度等。 

2. 评阅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说明书、图纸及三维造型等。 

3.答辩成绩占比 30%，主要考察学生综合表达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考核 评价环节 对应毕业要求指标点 

平时成绩（20分） 出勤、学习态度 3.1 3.4 5.2 

评阅成绩（50分） 说明书、二维图纸、三维造型 3.1 5.2 5.3 

答辩成绩（30分） 综合表达、验证分析部分 3.4 9.3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86%AF%E7%82%B3%E5%B0%A7&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8C%97%E4%BA%AC%E5%85%86%E8%BF%AA%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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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评阅成绩 答辩成绩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4 5   15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2 5  10  1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3   30  3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9.3    15 15 

合计 20  50 30 100 

 

评定标准： 

1. 评阅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最终成绩为 50 分。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基础扎实，运用准确（符合毕业要求 3.1）；正确使用标准规范，正确使用相关绘图、设

计及分析软件（符合毕业要求 5.2）；能够正确完成工艺计算及成形工艺学分析，独立完

成一副模具的设计工作，并进行成形模拟或数值仿真，并合理分析其工艺性（符合毕业

要求 5.2）；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基本掌握材料塑性成形及装备设计制造的基本方法，使用标准与规范，对于绘图、设计

及分析软件能力较好，独立完成一副模具的设计工作，并进行成形模拟或数值仿真，并

合理分析其工艺性。 

B（80-89分） 

部分掌握材料塑性成形及装备设计制造的基本方法；使用标准与规范，对于绘图、设计

及分析软件能力较好；能够在指导教师和同学帮助下相对独立完成一副模具的设计工作；

尝试成形模拟或数值仿真，并合理分析其工艺性。 

C（70-79分） 

对材料塑性成形及装备设计制造的基本方法掌握一般；但有使用标准与规范，对于绘图、

设计及分析软件能力和意识；能够在指导教师和同学帮助下相对独立完成一副模具的设

计工作，不能进行或未进行成形模拟或数值仿真及工艺合理性分析。 

D（60-69分） 

对相关基础知识模糊；缺乏使用标准与规范，对于绘图、设计及分析软件能力和意识，

未能够独立完成一副模具的设计工作，未按时提交设计及进行答辩。 
E（0-59分） 

2. 评阅成绩合格方可进入答辩。答辩成绩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最终成

绩为 30 分。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专业基础较强，独立完成相关设计；能够指导和带领设计团队完成工作；设计中能够体

现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能够较好运用多媒体整理答辩报告，思

路清晰，版面简洁，答辩完整，正确回答有关提问。（符合毕业要求 3.4、9.3） 

A（90-100分） 

专业基础较为充分，独立完成相关设计；能够指导和带领设计团队完成工作；设计中能

够体现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能够较好运用多媒体整理答辩报告，

思路较为清晰，版面能够对应答辩内容，答辩基本完整，回答有关提问尚不够正确。 

B（75-89分） 

专业基础较为充分，在指导帮助下完成相关设计；能够参与设计团队完成工作；设计中

能够尝试体现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因素；答辩报告思路较为清晰，版

面能够对应答辩内容，答辩大体完整，回答有关提问尚不够正确。 

D（60-75分） 

专业基础较模糊，体现出部分运用错误；在指导帮助下完成相关设计；缺乏参与设计团

队及寻求团队协助的意识；设计中未能尝试体现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

因素；答辩报告思路不够清晰，版面未能准确对应答辩内容，回答有关提问不够正确。 

E（0-59分） 

3. 平时成绩按百分制评分，主要结合出勤情况、学习态度等。折算后结计为

最终成绩的 20 分。评分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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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全勤（参加学校活动有批准的正式通知及假条）；听课态度认真，思考回答问题简洁准确。 A（90-100分） 

未能全勤，除参加有批准的学校活动外，其它原因缺课不超过 3 次；听课态度认真，思

考回答问题简洁准确。 
B（75-89分） 

未能全勤，除参加学校活动有批准的活动外，缺课 3 至 6 次；听课态度较为认真，思考

回答问题不够简洁准确，改正不够虚心及时。 
C（60-75分） 

除参加学校活动有批准的活动外，缺课 6 次及以上，听课态度不够认真，回答问题不够

简洁准确，改正不够虚心及时。 
D（0-59分） 

 

制定人：  王晓梅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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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AE/CAM 综合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0P1         英文名称：CAD/CAE/CA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冲压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模具制造工艺、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CAD/CAE/CAM 技术是现代模具行业的关键技术之一。《CAD/CAE/CAM 综合训练》是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之一。本课程主要讲授 CAD/CAE/CAM 的基本知识及系统的硬件

构成，模具设计制造常用 CAD 软件及二次开发技术，冲压模具 CAD 技术，模具零件数控

加工 CAM 技术及模具 CAE 技术。本课程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机进行模具设计、模具零件制

造和仿真能力，为日后学生从事模具设计制造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模具 CAD/CAE/CAM 基本概念、系统组成、原理、发展应用及

常用软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了解本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

具、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2：掌握通用 CAD 软件——AutoCAD 及其二次开发。（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5.3 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模拟和预

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 

目标 3：掌握冲压模具 CAD/CAE/CAM 常用软件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及关

键技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

程工具和相关专业模拟软件，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

析、计算与设计） 

目标 4：掌握模具制造与数控加工的原理和方法，熟悉常用数控编程软件在

模具制造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

息资源、工程工具和相关专业模拟软件，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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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掌握金属塑性成形模拟原理及通用 CAE 软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 

 

三、课程内容 

（一）模具CAD/CAE/CAM课程的基本介绍和课程要求（2课时） 

1.1模具CAD/CAE/CAM的基本概念、系统组成及基本原理（1课时） 

1.2掌握模具CAD/CAE/CAM常用软件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1课时） 

（二）通用CAD软件（6课时） 

2.1通用CAD软件。（2课时） 

2.2掌握AutoCAD的二次开发工具LISP语言。（4课时） 

（三）模具CAD技术及与实例运用 （10课时） 

3.1熟悉冲压模具基础知识；掌握冲裁零件输入、零件展开的CAD（2课时） 

3.2掌握冲裁零件工艺性判别、排样及材料利用率计算的CAD（2课时） 

3.3 掌握冲裁零件总冲压力计算、压力中心计算的CAD（2课时） 

3.4 掌握冲裁零件工艺参数计算、冲模结构设计及冲模图样绘制的CAD（2课时） 

3.5 典型冲压件冲模CAD（2课时） 

（四）模具CAM技术与实例运用（6课时） 

4.1模具零件数控加工（2课时） 

4.2数控线切割3B编程（2课时） 

4.3典型模具零件CAM（2课时） 

（五）模具CAE技术及实例运用（6课时） 

5.1掌握典型的金属成形工艺原理。（1课时） 

5.2了解典型成形模具结构及其设计原理。（1课时） 

5.3掌握CAE技术基本原理。（2课时） 

5.4板材拉深成形模具的零部件运动仿真及受力件有限元分析（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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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李名尧主编.《模具 CAD/CA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2（第 2
版）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模具

CAD/CAE/CAM 基

本概念、系统组

成、原理、发展应

用及常用软件。 

目标 2：掌握通用

CAD 软 件 —

AutoCAD 及其二

次开发。 

 

目标 3：掌握冲压模

具 CAD/CAE/CAM 常

用 软 件 （ UG 、

SolidWorks）的工

作流程、工作内容

及关键技术。 

目标 4：掌握模具制

造与数控加工的原

理和方法，熟悉常用

数控编程软件在模

具制造中应用。 

目标 5：掌

握金属塑

性成形模

拟原理及

通 用 CAE

软件。 

1.1模具 CAD/CAE/ 

CAM基本概念、系统

组成及基本原理 

√     

1.2模具 CAD/CAE 

/CAM 常用软件的应

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     

2.1通用 CAD软件  √    

2.2AutoCAD 的二次

开发工具 LISP语言 
 √    

3.1 冲压模具基础

知识及冲裁零件输

入、零件展开的 CAD 

  √   

3.2 冲裁零件工艺

性判别、排样及材料

利用率计算的 CAD 

  √   

3.3 冲裁零件总冲

压力计算、压力中心

计算的 CAD 

  √   

3.4 冲裁零件工艺

参数计算、冲模结构

设计及冲模图样绘

制的 CAD 

  √   

3.5 典型冲压件冲

模 CAD 
  √   

4.1 模具零件数控

加工 
   √  

4.2 数控线切割 3B

编程 

 

 
  √  

4.3 典型模具零件

CAM 

 

 
  √  

5.1 典型的金属成

形工艺原理 
    √ 

5.2 典型成形模具

结构及其设计原理 
    √ 

5.3CAE 技术的基本

原理 
    √ 

5.4 板材拉深成形

模具的零部件运动

仿真及受力件有限

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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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 

1.  任秉银.《模具 CAD/CAE/CA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01 

2.  王匀.《模具 CAD/CAE/CA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8 

3. 黄晓燕. 《Solidworks2007 产品造型及模具设计实训教程》. 清华大学出

版社 

4. 《UG NX 7.0 中文版模具设计与数控加工教程》（CAD/CAM/CAE 基础与实

践），云杰漫步科技 CAX 设计教研究室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2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20%）及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冲压件模具 CAD/CAM/CAE 上机

操作。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出勤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5.1 4 5 5 14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5.3 4 5 10 19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2 4  25 29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5.2 4 5 10 19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4.3 4 5 10 19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程序编制正确，

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程序编制较

为正确，书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程序编制基本正

确，书写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程序编制结果不

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程序编制不正确，

书写潦草。 
E（0-59分）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E%8B%E5%8C%80&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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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

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期末考试： 

(1). 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软件，完成典型冲压件的模具 CAD/CAM/CAE

操作，提交源文件及上机报告。 

(2). 根据上机报告进行评分，上机报告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  苗青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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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模具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109P1           英文名称：Project Design of Stamping Die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设计、材料成型原理、冲压模具设计 

后续课程：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冲压模具课程设计》是一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金属板料冲压成形知识能力

的实践性专业课，是高等工科院校中材料类专业的一门实践课程，在材料类专业

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主要研究冲压模具的工艺分析、结

构设计、主要零件加工制造及装配等问题。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先修

课程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能，结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材料成形专业技

术人员所需的综合训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日后从事材料成形及

控制工程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综合运用和巩固本课程及有关课程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冲

压模具设计和产品开发的周期和流程，培养学生从事冲压模具设计的能力，为后

续毕业设计和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3 能够进行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2：培养学生认真负责、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强化

质量意识和时间观念，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2 理解诚

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目标 3：具有正确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能够正确使用相关绘图、设计及分析软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 CAD/CAE软件，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目标 4：掌握金属板料冲压成形装备设计制造的基本方法，能够正确完成工

艺计算及成形工艺学分析，独立完成较高难度冲压模具的设计工作，并进行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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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设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

设计） 

目标 5：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具备继续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9.2 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三、课程内容 

（一）冲压工艺分析及模具结构设计： （4天） 

1.1进行冲压工艺分析、选择合理的成形方案 

1.2 确定模具类型及结构（要求设计较复杂模具，至少同时完成两种工序） 

1.3进行必要的工艺计算 

1.4选择合适的成形设备  

（二）模具图纸绘制 （5天） 

2.1手工绘制模具的总装配图和工作零件图 

2.2使用AutoCAD绘制模具的装配图及所有非标零件图 

2.3制定工作零件的加工工艺规程。 

（三）三维建模及虚拟装配 （3天） 

3.1使用 Solidworks、UG、Pro/E等三维软件进行零件造型及模具装配； 

3.2完成冲压模具的虚拟拆装演示； 

3.3基于仿真结构制定装配过程及技术要求。 

（四）撰写设计说明书 （2天） 

4.1 对冲压零件进行合理的工艺分析； 

4.2 根据工艺计算结果选择合适的设备； 

4.3完成模具结构设计及制定工作零件的制造工艺规程； 

4.4进行模具图纸的绘制及三维建模 

（五）整理设计内容并答辩 （1天）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综合运

用和巩固本课程及
有关课程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掌
握模具设计和产品

开发的周期和流
程，培养学生从事
模具设计的能力，
为后续毕业设计和

实际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目标2：

培养学生认
真负责、踏实
细致的工作
作风和严谨

的科学态度，
强化质量意
识和时间观
念，养成良好

的职业习惯。 

目标3：

具有正确运
用标准、规
范、手册、
图册和查阅

有关技术资
料的能力，
能够正确使
用 相 关 绘

图、设计及
分析软件。 

目标4：掌握材

料塑性成形及装备
设计制造的基本方
法，能够正确完成
工艺计算及成形工

艺学分析，独立完
成中等难度模具的
设计工作，并进行
成形模拟或数值仿

真，并合理分析其
工艺性。 

目

标5：培
养 学 生
团 队 协
作精神，

使 学 生
具 备 急
需 学 习
和 发 展

的能力。 

冲压工艺分析及模具结

构设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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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图纸绘制  √ √  √ 

三维建模及虚拟装配  √  √ √ 

撰写设计说明书 √  √ √  

整理设计内容并答辩 √ √ √ √ √ 
  

四、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冲压模具课程设计指导书》，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冷冲模设计》，丁松聚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1月第一版 

2.《UGNX10.0 模具设计教程》，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6年 1月（第 6版） 

3.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评阅成绩、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学习态度等。 

2.评阅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说明书、图纸及三维造型等。 

3.答辩成绩占比 30%，主要考察学生综合表达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模具图纸 设计说明书 答辩成绩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3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8.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5.2  10  10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3.2  10 10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9.2 10    10 

合计 20 30 20 3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模具图纸主要包括装配图和主要零部件图，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模具图纸评分标准如下：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8C%97%E4%BA%AC%E5%85%86%E8%BF%AA%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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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模具图结构合理，尺寸齐全，标注规范。 A（90-100分） 

模具图结构基本合理，尺寸齐全，标注规范。 B（80-89分） 

模具图结构基本合理，尺寸比较齐全，标注规范。 C（70-79分） 

模具图结构基本合理，尺寸比较齐全，标注总体规范。 D（60-69分） 

模具图结构存在明显错误，尺寸不全，标注不规范。 E（0-59分） 

2. 设计说明书主要包括工艺分析和工艺计算等，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具体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模具工艺分析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正确，说明书内容完整。 A（90-100分） 

模具工艺分析基本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正确，说明书内容完整。 B（80-89分） 

模具工艺分析基本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基本正确，说明书内容完整。 C（70-79分） 

模具工艺分析基本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基本正确，说明书内容基本完整。 D（60-69分） 

模具工艺分析不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不正确，说明书内容不完整。 E（0-59分） 

3. 答辩成绩主要考察学生的理解水平和表达能力，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

的 30 分。具体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熟悉设计过程，能够准确表达设计要点，回答问题流利准确。 A（90-100分） 

基本熟悉设计过程，能够准确表达设计要点，回答问题流利准确。 B（80-89分） 

基本熟悉设计过程，能够大体准确表达设计要点，回答问题流利准确。 C（70-79分） 

基本熟悉设计过程，能够大体准确表达设计要点，回答问题比较流利准确。 D（60-69分） 

不熟悉设计过程，不能够准确表达设计要点，回答问题不流利准确。 E（0-59分） 

4.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20 分，迟到早退扣

10 分，无故旷课 4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10

分。 

 

制定人：  王晓梅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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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模具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108P1 英文名称：Project Design of Plastic Mold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学及热处理、塑料模设计、模具制造工艺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简介： 

塑料模具课程设计是一门培养学生塑料模具设计和制造综合能力的实践课

程，是高等院校材料类专业不可缺少的实践环节，在材料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要求学生根据塑件结构设计要求，分析制定合适的

成型工艺和成型方案，独立完成模具结构和成型零件设计计算，模具装配图和零

件图绘制，主要零件加工工艺编写。本课程在实践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先修课程中

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能，进行材料成形技术人员所需的基本训练，为学生具备

综合模具设计能力和日后从事材料成形工作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塑料成型理论和基本原理，能够对塑件结构和材料特性进行成

型分析，制定合理的模塑成型工艺。（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3 能够进行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2：掌握成型零件和结构零件设计方法，能够设计合理的模具结构，制

定典型零件加工工艺，对成型设备进行选型和参数校核。（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3：掌握国家工程制图规范，能够使用相关绘图、设计及分析软件，正

确绘制模具装配图和零件图，建立模具CAD三维模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单元（部件）的设计） 

目标 4：具有正确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文献资料，

合理解决模具设计过程中问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科学

原理，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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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掌握基本的模具设计理论、方法和步骤，培养专业的设计思维和创

新意识，具有设计中等复杂程度塑料模具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掌

握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

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三、课程内容 

（一）成型工艺和方案制定查阅资料、塑件分析 （2天） 

1.1 查阅资料、分析塑件材料特性和结构特性 （1天） 

1.2 成型工艺和参数设计 （1天） 

（二）模具结构设计和设备选用 （5天） 

2.1成型方案设计、模具工作原理分析 （1天） 

2.2成型零件结构设计、尺寸计算；模架选择和结构零件设计 （2天） 

2.3模具三维建模 （1天） 

2.4设备型号选择和主要技术参数校核 （1天） 

（三）装配图和零件图绘制 （4天） 

3.1模具装配图绘制，图纸符合国家标准 （2天） 

3.2非标零件图绘制，图纸符合国家标准 （2天） 

（四）编写制造工艺和设计说明书 （3天） 

4.1成型零件和主要结构零件材料选择、热处理工艺及加工工艺制定 

（1 天） 

4.2编写设计说明书 （2天） 

（五）答辩 （1天）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塑料
成型理论和基本

原理，塑件结构和
原料特性分析，模
塑成型工艺分析
和参数设计 

目标2、掌握成型零件
和结构零件设计计

算；典型零件材料选
择、热处理工艺和加
工工艺制定；成型设
备选用和参数校核 

目标 3：掌握国
家工程制图标

准及模具装配
图和零件图绘
制，模具 CAD三
维模型建立 

目标 4：具有
正确运用标

准、规范、手
册、图册和查
阅有关技术
资料的能力 

目标 5：树立正确的
设计思想和创新意

识，掌握基本的模具
设计理论、方法和步
骤，获得中等复杂程
度的塑料模具设计能

力和基本训练 

1.1查阅资料、分析塑件
材料特性和结构特性 

√   √ √ 

1.2成型工艺和参数设
计 

√   √ √ 

2.1成型方案设计、模具

工作原理分析   √   √ 

2.2成型零件结构设计、
尺寸计算；模架选择和

结构零件设计 
 √  √ √ 

2.3模具三维建模   √  √ 

2.4 设备型号选择和主
要技术参数校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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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模具装配图绘制，图
纸符合国家标准   √ √ √ 

3.2非标零件图绘制，图
纸符合国家标准   √ √ √ 

4.1 成型零件和主要结
构零件材料选择、热处
理工艺及加工工艺制定 

 √  √ √ 

4.2编写设计说明书 √ √ √ √ √ 

5 答辩 √ √ √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塑料模具课程设计指导书》，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参考教材及网站 

1.《注塑成型实用手册》，刘朝福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年 10月 

2.《新编塑料模具设计手册》，谭雪松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年 11

月（第 1版） 

3.《塑料模具设计与制造》，齐卫东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 2月（第

2版） 

4.《模具设计与制造简明手册》，冯炳尧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 2月（第 4版） 

5.《最新模具标准应用手册》，李占尧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5月 

6.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http://kczx.sdju.edu.cn/G2S/Showsystem/Index.aspx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考勤、设计进度和态度 

2. 设计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图纸、说明书、三维造型 

3. 答辩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综合表达能力、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模具图纸 设计说明书 答辩成绩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3.3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10 10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3.2 5 10  1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4.1 5 10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3.1  10  10 20 

合计 20 30 20 30 100 

http://book.jd.com/writer/%E5%86%AF%E7%82%B3%E5%B0%A7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86%AF%E7%82%B3%E5%B0%A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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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1. 模具图纸主要包括装配图和主要零部件图，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分。模具图纸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模具图结构合理，尺寸齐全，标注规范。 A（90-100分） 

模具图结构较为合理，尺寸较为齐全，标注较为规范。 B（80-89分） 

模具图结构基本合理，尺寸基本齐全，标注基本规范。 C（70-79分） 

模具图结构部分不合理，尺寸部分不全，标注部分不规范。 D（60-69分） 

模具图结构存在明显错误，尺寸不全，标注不规范。 E（0-59分） 

2. 设计说明书主要包括工艺分析和工艺计算等，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分。具体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模具工艺分析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正确，说明书内容完整。 A（90-100分） 

模具工艺分析较为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较为正确，说明书内容较为完整。 B（80-89分） 

模具工艺分析基本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基本正确，说明书内容基本完整。 C（70-79分） 

模具工艺分析部分错误，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部分错误，说明书内容部分不完整。 D（60-69分） 

模具工艺分析不正确，工艺计算过程及结果不正确，说明书内容不完整。 E（0-59分） 

3. 答辩成绩主要考察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设计思路，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

的 30 分。具体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熟悉设计过程，能够准确表达设计要点，设计思路新颖，回答问题流利准确。 A（90-100分） 

较为熟悉设计过程，能够较为准确表达设计要点，设计思路较为新颖，回答问题较为流

利准确。 
B（80-89分） 

基本熟悉设计过程，能够基本准确表达设计要点，设计思路一般，回答问题基本流利准

确。 
C（70-79分） 

部分熟悉设计过程，能够部分准确表达设计要点，设计思路欠考虑，回答问题部分流利

准确。 
D（60-69分） 

不熟悉设计过程，不能够准确表达设计要点，设计思路不正确，回答问题不流利准确。 E（0-59分） 

4. 平时：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20 分，迟到早退扣

10 分，无故旷课 4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结合设计进度，总评折算后计

为最终成绩的 20分。 

 

 

制定人：午丽娟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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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06P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arx Doctrine 

学分/学时：2+1/32+16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各专业 

先修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 

后续课程：形势与政策（4）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属于公共基础课。本课

程的教学任务，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

科学性地有机统一，帮助学生全面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从总体上掌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

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和条件，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学会联系实际，

用基本原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用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行动。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本

专业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

患。） 

目标 2：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基本原理，着重掌握世界统

一于物质和物质决定意识及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观点，实践、认识、真理、价值

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和实践第一的观点，学会联系实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

论基本原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用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行动。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2：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本

专业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

患。） 

目标 3：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着重掌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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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

点，学会联系实际，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会用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行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2：能够站在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本专业工程实践的可持续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对

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目标 4：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新变化和历史地位，了解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过程，掌握科学社会主

义的基本观点，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树立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学会联系实际，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学会用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行动，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1：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

习的必要性。） 

目标 5：整体性掌握和综合运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2.1：能在社会发

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三、课程内容 

（一）绪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4课时） 

1.1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2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1.3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1.4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4 课时） 

2.1 世界统一于物质 

2.2 物质决定意识 

2.3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2.4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2.5 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 

2.6 唯物辩证法是根本方法 

（三）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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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学的实践观 

3.2 能动的反映论 

3.3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3.4 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3.5 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3.6 价值、价值评价和价值观 

3.7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8 认识论与思想路线 

3.9 必然和自由 

（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4 学时） 

4.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4.2 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 

4.3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4.4 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5 阶级斗争和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6 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7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8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发展及其趋势 （6 学时） 

5.1 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5.2 劳动价值论及其意义 

5.3 资本原始积累 

5.4 剩余价值论及其意义 

5.5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5.6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特点和本质 

5.7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5.8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5.9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后果 

5.10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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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六）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4 学时） 

6.1 社会主义的产生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6.2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6.3 俄、中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6.4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6.5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6.6 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前进 

（七）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2 学时） 

7.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7.2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7.3 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7.4 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长期性 

7.5 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7.6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综合运用 （4 学时） 

8.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理解 

8.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综合运用 

8.3 期末考试 （2 学时） 

 

四、实践教学 

（一）总课时 （16 课时） 

本课程实践教学 16 课时，主要采取班级集体指导和小组自主学习和实践的

形式。 

（二）目标 

通过实践教学，促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学以致用，行为

真知。 

（三）组织形式 

采取的主要形式有：实践基地活动、读书会活动、人文沙龙等，通过具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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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促使学生深刻感悟并运用基本原理；请学生结合社会热点、专业认知、特定主

题等做社会调查，促使学生深刻感悟并运用基本原理；结合实际应用，请学生结

合特定主题做理论探究，促使学生掌握并运用基本原理；其他能够掌握并运用基

本原理的形式。 

（四）成果形式 

论文、演示文稿，或者其他有效载体等；A4纸打印。 

（五）时间安排 

1.第一周，授课教师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形式和要求。 

2.第二周，授课教师进行实践教学讲解，并组织分组。 

3.第三周开始，每个班级分别进入实践项目的自主活动阶段，教师以多种形

式与学生保持沟通和交流，比如微信、QQ等。 

4.第四周开始，学生可以陆续提交相关进展资料，有较为优秀表现的小组，

可以挑选出来，在班级上交流示范。 

5.第十五周，是学生以小组形式提交实践成果的最后截止时间。 

（六）成绩评定 

实践成绩以 30%的比例计入课程总评。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握

马 克思主义

是 无产阶级

和 人类解放

的科学 

目标 2：掌

握辩证唯物

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认识

论 

目标 3：

掌 握 历

史 唯 物

主义 

目标 4:

掌握科

学社会

主义 

目标 5：整

体性掌握

和综合运

动 

1.1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1.2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     

1.3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     

1.4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 √     

2.1世界统一于物质  √    

2.2物质决定意识  √    

2.3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    

2.4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2.5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  √    

2.6唯物辩证法是根本方法。  √    

3.1科学的实践观  √    

3.2能动的反映论  √    

3.3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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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    

3.5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    

3.6价值、价值评价和价值观  √    

3.7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3.8认识论与思想路线  √    

3.9必然和自由。  √    

4.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   

4.2 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

用 
  √   

4.3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   

4.4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4.5阶级斗争和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4.6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4.7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4.8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5.1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  

5.2劳动价值论及其意义    √  

5.3资本原始积累    √  

5.4剩余价值论及其意义    √  

5.5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  

5.6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特点和

本质 
   √  

5.7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  

5.8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  

5.9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后    √  

5.10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实质    √  

5.11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社会主义

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  

6.1社会主义的产生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  

6.2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6.3 俄、中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  

6.4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

艰巨性和长期性 
   √  

6.5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  

6.6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前进    √  

7.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

学立场和方法 
   √  

7.2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7.3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  

7.4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长期性    √  

7.5 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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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关 
   √  

8.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理解     √ 

8.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综合运用     √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 卷），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9.12 

2.《列宁专题文集》，列宁，人民出版社，2009.12 

3.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http://jhsjk.people.cn/）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著作/列宁著作（http://www.cctb.net/wxzl/） 

5.宣讲家网-经典文献-（马恩列；党的历史文献、当代文献集；党和国家主

要领导人选集、文集）（http://www.71.cn/acastudies/classicdoc/） 

6.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ndex.html）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践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20%）、课堂讨论和互动（20%）

及考勤等（10%）。 

2.实践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集体辅导、小组活动、讨论交流、小组作

业等。 

3.期末考核占比 2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原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践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7.2  10 5 5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7.2 10  10 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7.2 10 10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2.1 10  5 5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2.1  10  5 15 

合计 30 30 20 20 100 

 

 

 

http://www.cctb.net/wxzl/
http://www.71.cn/acastudies/classi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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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1. 平时成绩，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和课堂表现

计为最终成绩的 5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实践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考虑

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验，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

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

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

分析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基本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

识点分析考虑问题。实践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20 分。 

 

 

制订人：_ 陆建松_审核人：__陈瑞丰 批准人：_宋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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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

大纲 

课程代码：053007R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各专业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大学生公共必修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历史

地位和作用，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帮助他们确立科学

社会主义信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

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2：掌握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理论及其发展历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3：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主要体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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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4：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观，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5：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

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三、课程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6课时） 

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2课时） 

1.2 毛泽东思想 （1课时）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课时） 

1.4 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 （2课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6课时） 

2.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2课时）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2课时） 

2.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课时） 

（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3课时） 

3.1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课时） 

3.2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1课时） 

3.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课时） 

（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2课时） 

4.1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1课时） 

4.2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1课时） 

（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4课时） 

5.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课时） 

5.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2课时） 

（六）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4课时） 

6.1 社会主义的本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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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课时） 

6.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2课时） 

（七）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3课时） 

7.1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课时） 

7.2 全面深化改革 （1课时） 

7.3 扩大对外开放 （1课时） 

（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8课时） 

8.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2课时） 

8.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2课时） 

8.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课时） 

8.4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课时） 

8.5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课时） 

（九）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2课时） 

9.1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1课时） 

9.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课时） 

（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4课时） 

10.1 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的依据 （2课时） 

10.2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课时） 

（十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 （2课时） 

11.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0.5课时） 

1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0.5课时） 

11.3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0.5课时） 

11.4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0.5课时） 

（十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2课时） 

12.1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0.5课时） 

12.2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0.5课时） 

12.3 全面从严治党 （1课时） 

（十三）实践教学 （16 课时） 

13.1 讨论选题 （2课时） 

13.2 学生分组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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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技术辅导 （1课时）： 

13.4 过程指导 （10课时） 

13.5 总结评定 （2课时） 

（十四）期末考试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中国化

马克思主

义的形成

发展、主

要内容和

精神实质 

目标 2：掌握

毛泽东思想

关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改造

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重要

理论及其发

展历程 

目标 3：掌握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

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

方面的主要体现 

目标 4: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 

目标 5：学会运

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基本

理 论 观 察 问

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增

强理论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

发展 
√   √  

1.2毛泽东思想 √ √  √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   √  

1.4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 √ √ √ √ √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

成的依据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

线和基本纲领 
 √    

2.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和基本经验 
 √   √ 

3.1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

义的转变 
 √    

3.2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

史经验 
 √    

3.3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

确立 
 √    

4.1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    

4.2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    

5.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 √ 

5.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 √  

6.1 社会主义的本质   √ √ √ 

6.2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 √  

6.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战略 
  √ √  

7.1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  

7.2 全面深化改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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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扩大对外开放   √ √  

8.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 
  √ √  

8.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 
  √ √  

8.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 
  √ √  

8.4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8.5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 √  

9.1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 √  

9.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 √  

10.1 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

的依据 
  √ √  

10.2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 √  

11.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目的 
  √ √  

1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依靠力量 
  √ √  

11.3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

战线 
  √ √  

11.4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

军队 
  √ √  

12.1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 √  

12.2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

学化水平 
  √ √  

12.3 全面从严治党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5 年修订版），本书

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2009.12 

2.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91.06 

3. 《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著，人民出版社，2010.04 

4. 《江泽民文选》，江泽民著，人民出版社，2006.08 

5. 《胡锦涛文选》，胡锦涛著，人民出版社，2016.09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著，外文出版社，2014.10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著，外文出版社，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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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实践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10%）、课堂讨论和互动（10%）

及考勤等（20%）。 

2.实践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集体辅导、小组活动、讨论交流、小组作

业等。 

3.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和总布局、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防与外交战略、“一国两制”科

学构想与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等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践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8.1  10 3  13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8.1 10   10 2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8.1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8.1 10  4  14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8.1  10 3 10 23 

合计 30 30 10 3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平时成绩，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和课堂表现

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内实践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实践要求如

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考虑

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验，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

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 C（70-79分）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21 
 

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

分析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基本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

识点分析考虑问题。实践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3.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30 分。 
 
 

制定人：胡欣诣 审核人：  顾建伟  批准人：  宋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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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12P1 英文名称：Ideology Morality and Law Basic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科类专业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针对全校本科各专业开设的基础课程，是

一门适应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人生理论与实践的崭新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以学生成才为着眼点，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为主要内容，以荣辱

观为统领。 

本课程的任务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教育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的结

合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帮助大

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价值标准和行

为规范，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讲授及社会实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

中自觉遵守） 

目标 2：帮助大学生解决好成长成才与历史使命的关系，学习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适应人生新阶段，塑造良好的形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2 ：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目标 3：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领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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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提升法律素质，维护

法律尊严。（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三、课程内容 

（一）理论教学 

1、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2学时） 

教学重点：了解该课程学习的意义和方法；大学生活的新特点；大学生如何

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 

教学难点：消除大学生可能存在的思想困惑与消极因素；树立创新学习理念，

培养创新学风； 

课堂活动：设计提问环节，现场解答学生问题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通过绪论部分的学习，使学生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的性质和目的，消除可能存在的思想困惑与消极因素，激发内在动力，提高独

立生活的能力，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和培养优良的学风。 

2、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2学时） 

教学重点：理想信念的含义和特征；在理想的指引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道德观；摆正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明确人生规划。 

教学难点：正确对待实现理想过程中的顺境与逆境问题。 

课堂活动：学生分组以“我的大学规划”为主题演讲 5分钟；联系社会热点

事件，谈谈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困惑。 

基本要求：理想信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通过本章学习，使大学生

认识到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帮助大学

生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引导大学生坚持

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3、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    （4学时） 

教学重点：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中华文化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教学难点：今天，我们如何正确、理性地表达爱国主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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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爱国的正确方式。基本要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

容。通过本章学习，引导大学生将远大的理想与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结

合起来，继承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明确爱国的底线，

做一个忠诚的、理性的爱国者。 

4、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       （4学时） 

教学重点：阐释作为人生观核心的人生目的；分析批判“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和“个人主义”三种错误人生观，帮助学生建立高尚的人生观；科学对待

人生环境。 

教学难点：如何协调自我身心关系；如何协调个人与他人关系。 

课堂活动：学生分组演示人生目的与人生态度的 PPT。 

基本要求：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大学生健康精神世界的坚实

基础。通过本章学习，帮助大学生较为系统地了解和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理论，

掌握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理解人生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科学而正确地

解决人生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5、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    （2学时） 

教学重点：道德的基本内涵；道德的功能和作用；正确对待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道德；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道德建设。 

教学难点：加强社会诚信道德建设。 

课堂讨论：如何看待一些大学生不还贷变“老赖”的现象？ 

基本要求：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通

过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学习，认识到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必要性，掌

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从而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自觉

恪守公民道德规范。 

6、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   （4学时） 

教学重点：道德的基本内涵；道德的功能和作用；在认识社会公德重要性的

基础上，如何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树立正确

的恋爱观、婚姻观；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教学难点：大学生如何遵守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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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电影：《美丽人生》。 

基本要求：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是文明社会对公民的必然要求，

对树立良好的国家、民族与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章学习，帮助大学生

了解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基本手段、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意义，增强大学生

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性，特别是要帮助大学生遵守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自觉

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7、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治体系 （4学时） 

教学重点：法律的本质与特征；宪法的基本精神与宪法权威；我国的实体法

律部门与程序法律部门；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教学难点：如何维护宪法权威与法律尊严。 

课堂讨论：为了结果正义，是否可以放弃程序正义？ 

推荐电影：《全民目击》。 

基本要求：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通过本章学习，帮

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我国宪法的基本制度，以及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等

基础知识，理解宪法根本大法的地位，明确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领会法律精神，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8、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4学时） 

教学重点：法治的含义与特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

统一；法治思维方式的含义。 

教学难点：法治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 

课堂讨论：为什么中国要法治不要人治？ 

推荐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推荐书籍：洛克的《政府论（下）》。 

基本要求：法治缺少社会基础就如同空中楼阁，不是真正的法治。通过本章

学习，帮助学生了解法治的内涵与基本要求，领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重要意义，自觉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提

升法律素质，维护法律尊严，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9、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 （2学时） 

教学重点：权力与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理性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途径。 

https://www.baidu.com/s?wd=%E4%BE%9D%E6%B3%95%E6%B2%BB%E5%9B%B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Pvn1rAw-uWcvuHubmv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4n1nkPW0zPH64rjcdPH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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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 

课堂讨论：夏俊峰案件、于欢辱母杀人案件。 

推荐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辩护人》、《纽伦堡的审判》、《一级恐惧》、《杀

死一只知更鸟》。 

推荐书籍：《皇帝走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之门》、《司法的理念

与制度》、《正义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西窗法雨》。 

基本要求：人人依法办事，人人遇事找法。这样的时代，是最安全的时代。

通过本章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正确看待各种法律事件的能

力，增强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信心，学会理性运用各种法律手段解决日常生活

中常见的法律问题，逐渐树立依照法定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以实

际行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二）实践教学 （16学时） 

1、讨论选题 （2学时） 

2、学生分组 （1学时） 

3、技术辅导 （1学时） 

4、过程指导 （10学时） 

5、总结评定 （2学时） 

（三）复习与期末考试 （4学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通过课堂讲授及社

会实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法律观，树立

崇高的理想信念。 

目标 2：帮助大学生解决好

成长成才与历史使命的关

系，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适应人生新阶

段，塑造良好的形象。 

目标 3：理解社会主义法律

的本质，领会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

意义。培养法律思维方式，

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提

升法律素质，维护法律尊严。 

1、绪论珍惜大学生活开

拓新的境界 
√ √  

2、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

高信念 
√ √  

3、弘扬中国精神共筑精

神家园 
√ √  

4、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

生价值 
√ √  

5、注重道德传承加强道

德实践 
√ √  

6、遵守道德规范锤炼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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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品格 

7、学习宪法法律建设法

治体系 
  √ 

8、树立法治观念尊重法

律权威 
  √ 

9、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

律义务 
  √ 

 

四、课程教材 

（一）教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修订版 

（二）参 考 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列宁选集》第 1—4卷，列宁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 

3.《毛泽东选集》第 1—5卷，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 

4.《邓小平文选》第 1—3卷，邓小平著，人民出版社，1993、1994年； 

5、《思想道德修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蓉生主编．2003年 12月第 1

版。 

6、《法律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程天权主编．2003 年 8 月第 1 版。 

7、《思想道德修养教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组编．2004

年 11月第 1版。 

8、《法律基础教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组编．2004

年 11月第 1版。 

9.《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谢海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梅清海 主编 ，新华出版社，2006年；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案例及分析》，祖嘉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年；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

外文局，外文出版社，2014年； 

13.《大国方略》，顾骏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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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一）考核方式：考试 

（二）考核要求：熟练掌握基本理论；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 

（三）成绩评定方式：理论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社会实践报告占总

评成绩的 30%；平时表现（如出勤、演讲、参与讨论情况）与平时作业，占总评

成绩的 30%。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社会实践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8.2  5 10 15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8.2 10 20  10 4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8.2  5 10 15 30 

合计 10 30 20 40 100 

六、评分标准 

1. 平时成绩，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和课堂

表现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

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

书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

基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

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社会实践报告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社

会实践报告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考虑

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A（90-100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验，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

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清晰、书写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B（80-89分） 

能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分析

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C（70-7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识点

分析考虑问题。能够完整、正确、表述尚清晰、书写基本工整地完成实践报告。 
D（60-69分） 

能基本合理、正确地制定方案并基本完成实践，实践过程中基本能正确熟练使用所学知

识点分析考虑问题。实践报告完成较差、表述不清晰、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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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计算、综合分

析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

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40 分。 

 

制订人： 罗薇  审核人： 罗薇  批准人：  宋洁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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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14P1 

英文名称：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全部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形势与政策（1）、

形势与政策（2） 

后续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3）、

形势与政策（4） 

 

一、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公共基础课，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

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的精神而新设

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本科专业综合教育必修课，它担负着对学生进行国

情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任务。 

 

二、课程目标 

目标1：知晓近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

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 有正确价值

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2：掌握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领会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认识革命的必要性、

正义性和进步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 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3：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苦

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观，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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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通晓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

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信服近现代中国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 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5：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确理解个人在历史以及社

会、自然环境中的地位，培养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正确分析和

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

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思考中华民族赖以走向近现代化的历

史文化的内涵，培植既不骄傲自大又不妄自菲薄，既自信又虚心的新民族文化心

理特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 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

解中国国情） 

 

三、课程内容 

（一）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2课时） 

本专题帮助了解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国

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掌握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两大历史任务，正确认识争取

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两大历史任务的关系，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

义性和进步性。 

1.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2  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1.3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4课时） 

本专题通过讲授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学生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

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通过讲授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人

民的反抗斗争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从而使学生自觉地继承爱国主义传统

和革命传统，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 

2.1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2.2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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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4课时） 

本专题通过学习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过程、意义和结果，

了解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所作的探索和努力，认识到地主阶级不可能使中国真

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理解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3.1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3.2  洋务运动的兴衰 

3.3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四）辛亥革命和封建帝制的终结 （4课时） 

本专题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辛亥革命的过程的学习，认识推翻封

建帝制、建立民国的重要意义，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同时，通

过对共和制蜕变为封建军阀专制、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失败原因的分

析，使学生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

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和领导阶级。 

4.1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4.2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4.3  辛亥革命的失败 

（五）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2课时） 

本专题帮助学生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懂得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密切关系；认识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人民所受的“三座大山”的重压，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

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社会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及其政治代表，围绕“两个中国之命运”而展开的

斗争，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才能为中国实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指明道路。 

5.1  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5.2  “三座大山”的重压 

5.3  两个中国之命运 

（六）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4课时）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33 
 

本专题将使学生了解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后怎样经过比较、探求最终选

择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了解工人阶级

政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识它的创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6.1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6.2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6.3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七）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4课时） 

通过本专题的学校，学生会认清国民革命失败后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

质，懂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了解中国共产

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辛历程，理解中国民主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 

7.1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7.2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八）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4课时） 

1、教学内容 

本专题讲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高学生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

继承和发扬抗日军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了解中国军民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历史，

认识中华民族大团结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懂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懂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8.1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8.2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8.3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8.4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九）为新中国而奋斗 （4课时） 

本专题帮助学生了解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认识两

种命运两种前途之间决定胜负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了解国民

党政权的反动本质及其面临的全面危机，认识这一政权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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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了解“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进一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真理。 

9.1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9.2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9.3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9.4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知

晓近代外

国 资 本 -

帝国主义

入侵中国

及其与中

国封建势

力 相 结

合，给中

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

带来的深

重苦难； 

目标 2：掌握

近代中国的

主要矛盾，

领会近代以

来中国所面

临的争取民

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

现 国 家 富

强、人民富

裕这两项历

史任务，认

识革命的必

要性、正义

性 和 进 步

性； 

目标 3：

了 解 近

代 以 来

中 国 的

先 进 分

子 和 人

民 群 众

为 救 亡

图 存 而

进 行 的

艰 苦 探

索、顽强

奋 斗 的

历 程 及

其 经 验

教训； 

目标 4：通晓

历史和人民怎

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选择

了 中 国 共 产

党、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

选择了改革开

放，信服近现

代中国走上以

共产党为领导

力量的社会主

义道路的历史

必然性； 

目标 5：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正确

理解个人在历史以及社

会、自然环境中的地位，培

养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和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正确分析

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培

养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精

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

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养和

社会实践能力，思考中华民

族赖以走向近现代化的历

史文化的内涵，培植既不骄

傲自大又不妄自菲薄，既自

信又虚心的新民族文化心

理特质； 

1.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 

1.2 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 

1.3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   √ 

2.1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    √ 

2.2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独立

的斗争 
  √  √ 

2.3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

觉醒 
  √  √ 

3.1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  √ 

3.2洋务运动的兴衰   √  √ 

3.3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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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  √ 

4.2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  √ 

4.3 辛亥革命的失败   √  √ 

5.1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 √   √ 

5.2  “三座大山”的重压 √ √   √ 

5.3 两个中国之命运 √ √   √ 

6.1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 √ 

6.2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

产党诞生 
   √ √ 

6.3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 √ 

7.1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 √ 

7.2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 √ 

8.1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  √ √ √ 

8.2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  √ √ √ 

8.3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  √ √ √ 

8.4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

砥柱 
√  √ √ √ 

9.1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 √ 

9.2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 √ 

9.3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 √ 

9.4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

择 
   √ √ 

 

四、课程教材 

（一）教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 

（二）主要参考资料 

1、王顺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重点难点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2、康沛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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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2年版。 

3、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全十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五、课程考核 

《纲要》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学生课堂陈述与讨论／随堂小考（30%）；

出勤／纪律／课堂专注度和参与度（3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题型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

材料分析、论述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堂讨论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8.1   5 5 1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8.1、9.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8.1   5 10 1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9.2  10  5 15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8.1、9.2  10 10 10 30 

合计  30 30 4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课堂讨论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30 分。测试讨论要

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流畅。 A（90-100分）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清晰，语言表达较为流畅。 B（80-89分）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基本清晰，语言表达基本流畅。 C（70-79分） 

能积极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基本准确。 D（60-69分） 

能参加讨论，讨论过程中知识点运用不够准确。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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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题型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材料分析、论

述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

绩 100 分，折算成总 40 分。 

 

 

制定人：张旭 审核人：黄伟 批准人：宋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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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16P1-4 

英文名称：Situation and Policy 

学分/学时：0.5／8  

适用专业：各专业（本科 1、2年级，（1）-（4））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

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理解个人在历史以及社会、

自然环境中的地位，具有社会责任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有正确价值

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目标 2：正确处理好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关系，把思想性作为优先目标，通过

有效的教育教学，把知识内化为能力和素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和习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1：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和内涵；） 

目标 3：提高学生对国内外形势的关注度和敏感性，帮助学生养成关心时事

的良好习惯，掌握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把握形势的方法，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学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

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6.2：能分析和评价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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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

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三、课程内容 

《形势与政策》教育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要坚持不懈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

《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全过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

革措施教育；进行我国对外政策、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发展趋势、世

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原则立场的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教学内容大致分为国内经济、国内政治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板块，具体教学

内容，依据每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印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而定。每学期教学内容围绕以下三大板块展开： 

1. 国内经济形势与趋势  （2课时） 

2. 国内政治（含台海关系） （3课时） 

3. 世界经济与政治  （3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帮助学生

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理

解个人在历史以及社

会、自然环境中的地

位，具有社会责任感。 

目标 2：正确处

理好思想性和知识

性的关系，把思想性

作为优先目标，通过

有效的教育教学，把

知识内化为能力和

素质，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和习惯。 

目标 3：提高学生对国内外

形势的关注度和敏感性，帮助学

生养成关心时事的良好习惯，掌

握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把握形

势的方法，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学生综合考

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及环境的意识以及社会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 

国内经济形势与趋势  √ √ √ 

国内政治（含台海关系）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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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全年二册），《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第 1版），外文出版社，2014年。 

2.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印发《201X 年上（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

教育教学要点》的通知。 

3.新华网、人民网及央视网等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从课程笔记与课程心得两方面进行。 

1 课程笔记占比 40%，要求学生记录两场课程讲座的主要内容，每场讲座的

笔记 50 分，合计 100 分，占总评成绩 40%。 

2 课程心得占比 60%，要求学生结合两场课程讲座撰写听课心得，每场讲座

心得 50 分，合计 100 分，占总评成绩 60%。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课程笔记 课程心得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8.1 15 15 3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7.1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6.2 15 25 40 

合计 4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课程心得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60 分。评分标

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课程心得，并按要求完成课程心得内容，课程心得完整、正确、表述清晰、阐

述条理、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课程心得，并按要求完成课程心得内容，课程心得完整、表述清晰、阐述较为

条理、书写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课程心得，并按要求完成课程心得内容，课程心得完整、表述基本清晰、阐述

基本条理、书写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课程心得，并按要求完成课程心得内容，课程心得基本完整、表述基本清晰、

阐述有一定条理、书写基本工整。 
D（60-69分） 

未按照要求完成课程心得或不交课程心得，课程心得不完整、表述不清晰、阐述缺乏条

理、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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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笔记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课程笔

记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按时提交课程笔记，并按要求完成课程笔记，课程笔记详实、完整、准确、记录清晰、

有条理、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课程笔记，并按要求完成课程笔记，课程笔记详实、完整、准确、记录较为清

晰和条理、书写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课程笔记，并按要求完成课程笔记，课程笔记详实、完整、准确、记录基本清

晰、基本有条理、书写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课程笔记，并按要求完成课程笔记，课程笔记基本准确、记录基本清晰、有条

理、书写基本工整。 
D（60-69分） 

未按照要求完成课程笔记或不交课程笔记，课程笔记不完整、记录不清晰并缺乏条理、

书写潦草。 
E（0-59分） 

 

 

制定人：  黄 伟  审核人：  黄  伟  批准人： 宋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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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63001A1  英文名称：CollegeEnglishI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非语言类所有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大学英语（2）、大学英语（3） 

 

一、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是非英语专业本科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

知识、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

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本课程是把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关于大学英语要求与

本校实际相结合，面向非英语专业本科大学英语的一门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大学英语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

进行口头和笔头交流, 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所需要的人才。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3500 左右单词和 500-600 个习惯用语或固定词组，其中积极

词汇为 900左右，并具备基本的构词法知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2：了解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

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目标 2：读懂语言难度一般的普通题材的简单文章，领会掌握一些基本的阅

读技巧，掌握中心大意及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50 词。在

快速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词。（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10.2：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

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目标 3：掌握描述时间、地点、方位的基本表达方式，掌握比较人、物体及

事物的基本表达方式，能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进行描述和表达观点、态度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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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根据特定目的有效地进行简单的语言表达。（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4：能借助词典将难度略低或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英语句子翻译成汉语，

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英译汉速度为每小时 200英语单词，

汉译英速度为每小时 150字。（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

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

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5：能完成一般性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观感、情感和发生的事

件等，能写常见的应用文，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90词的短文，

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意连贯。能掌握基本的写作技能。（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三、课程内容 

（一）The Pursuit of Dreams （5课时） 

1.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 课时） 

1.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the pursuit of dreams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1.3 know what makes successful dream chasers （1课时） 

1.4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Dream and American Dream; explain how to make one’s dream come true （1

课时） 

1.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二）Freshman Year （5课时） 

2.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 课时） 

2.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freshman yea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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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

课时） 

2.3 communicate with regard to freshman year experience （1 课时） 

2.4 understand what America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think of the 

freshman year; reflect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year at 

college and how their parents feel when they leave home to attend college;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parents and Chinese 

ones （1课时） 

2.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三） True Stories of Nazi Germany （5课时） 

3.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 课时） 

3.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the Jews’ horrific 

experiences in World War II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 课时） 

3.3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to the Jew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zi 

rule; discuss the impact of war on people so as to value peace and life; 

learn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to the future 

of humanity（2 课时） 

3.4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四）Meeting Statesmen （5 课时） 

4.1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 课时） 

4 ． 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smen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1 课时） 

4.3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ia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 the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necessary to 

launch a successful political career （2 课时） 

4.4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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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he Water Problem （5 课时） 

5.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 课时） 

5.2 build up a basic vocabulary about humanity’s water problem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

课时） 

5.3 discuss the water situ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explain 

why water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facing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propose ways to help conserve water （2课时） 

5.4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六）Going Offline （5课时） 

6.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6.2 expand a vocabulary about the digital world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6.3 talk about one’s own life in the virtual world and ,if any, their 

digital detox experience （1课时） 

6.4 understan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mart-phones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 whether smart-phones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banned in 

class（1课时） 

6.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七）Final reviewing and quiz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目标 1：掌
握 3500 左
右单词和

500-600

个习惯用
语或固定

词组，其中
积极词汇
为 900 左
右，并具备

基本的构

目标 2：读懂语言
难度一般的普通
题材的文章，领

会掌握一些基本
的阅读技巧，掌
握中心大意及主

要事实和有关细
节，阅读速度达
到每分钟 50词。
在快速阅读篇幅

较长、难度略低

目标 3：掌握描
述时间、地点、
方位的基本表

达方式；掌握比
较人、物体及事
物的基本表达

方式；能使用适
当的语言形式
进行描述和表
达观点、态度和

情感等；能根据

目标 4：能借
助词典将难
度略低或与

课文内容有
关的英语句
子翻译成汉

语，汉语句子
翻译成英语，
理解正确，译
文达意。英译

汉速度为每

目标 5：能完成
一般性写作任
务，能描述个人

经历、观感、情
感和发生的事
件等，能写常见

的应用文，能就
一般性话题或
提纲在半小时
内写出 90 词的

短文，内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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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词法知识。 的材料时，阅读
速度达到每分钟

70词。 

特定目的有效
地进行简单的

语言表达。 

小时 200英语
单词，汉译英

速度为每小
时 150字。 

完整，用词恰
当，语意连贯。

能掌握基本的
写作技能。 

1.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1.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the 

pursuit of dreams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 

1.3 know what makes successful 

dream chasers 
  √   

1.4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Dream and American Dream; 

explain how to make one’s 

dreamcome true 

√  √   

1.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2.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2.2 build up an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freshman year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context properly 

√  √ √ √ 

2.3 communicate with regard to 

freshman year experience 
  √   

2.4 understand what America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think of the freshman year; 

reflect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year at college and 

how their parents feel when they 

leave home to attend college;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parents and Chinese ones 

 √ √   

2.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3.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3.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the 

Jews’horrific experiences in 

World War II and know how touse 

the key words an d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3.3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to 

the Jew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zi rule; discuss the impact of 

war on people so as to value 

peace and life; learn less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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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ist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to the 

future of humanity 

3.4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4.1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4.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smen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 

4.3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ia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 the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necessary to launch 

a successful political career 

 √ √   

4.4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5.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s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5.2 build up a basic vocabulary 

about humanity’s water problem 

and know how to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5.3 discuss the water situ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explain why water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facing 

mankind in the 21
st
century; 

propose ways to help conserve 

water 

  √   

5.4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6.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6.2 expand a vocabulary about 

the digital world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context properly 

√  √ √ √ 

6.3 talk about one’s own life 

in the virtual world and,if any, 

their digital detox experience 

  √   

6.4 understan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mart-phones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 

whether smart-phones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banned in class 

 √ √   

6.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7 final reviewing and quiz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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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学生用书 1》（第 1版），李荫华主编，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教师用书 1》（第 1 版），李荫华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3 

2.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综合训练 1》（第 1 版），冯豫主编，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3 

3. 《21 世纪大学新英语长篇阅读 1》（第 1 版），汪榕培、邹申总主编，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6.05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 10%、作业 10%、平时表现（包括测

试、答疑、课堂参与等等）20%。 

2.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写作、

翻译。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0.2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0.2 5   10 1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0.3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0.3   10 10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0.3 5  5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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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

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

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阅读、写作、翻译等，根据各个课程

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

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严大为 审核人：叶新 批准人：郭应可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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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63001A2 英文名称：CollegeEnglishII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非语言类所有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1） 

后续课程：大学英语（3） 

 

一、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是非英语专业本科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

知识、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

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本课程是把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关于大学英语要求与

本校实际相结合，面向非英语专业本科大学英语的一门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大学英语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

进行口头和笔头交流, 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所需要的人才。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领会式掌握 4500 个单词（包括中学词汇）和 800-900 个习惯用语

或固定搭配，并具有按照基本构词法识别生词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2：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

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目标 2：能基本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60 词。

在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90 词。能基本读懂

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能读懂工作、生活中

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能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10.2：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

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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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能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英语短文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通顺达

意；也能够将有一定难度的汉语单句译成英语，用词准确、贴切，内容完整，无

重大语法错误。英译汉速度为每小时 250 英语单词，汉译英速度为每小时 200

字。（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4：能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就一般性的主题表达个人观点，在 30 分

钟内写出 120词左右、体裁为议论文、记叙文或应用文的短文，内容完整、用词

恰当，文理通顺，语篇连贯，无重大语言错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

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5：领略同一题材下中外不同文化视角，深层比较国别文化差异，理解

并尊重文化差异，让学生能够了解不同文化的“和而不同”。（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10.2：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

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三、课程内容 

（一）Living Green （5课时） 

1.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课时） 

1.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green living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1.3 brainstorm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r modern lifesty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to live green in our daily lives （1课时） 

1.4 act out an interview about lifestyle issues, which centers on 

green living around the world （1课时） 

1.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二）Tales of True Love （5课时） 

2.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课时） 

2.2 acquire useful language for telling a love story and know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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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2.3 write an informal letter to family members （1课时） 

2.4 recount the popular folk tale of The Butterfly Lovers （1课时） 

2.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三） Friendship （5课时） 

3.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课时） 

3.2 acquire useful language while exploring why some friendships last 

whereas others weaken and fall apart, and know how to use properly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1课时） 

3.3 undertake an exploration of friendship and frien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1 课时） 

3.4 talk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a roommate （1课时） 

3.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四）Study Abroad （5课时） 

4.1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课时） 

4．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how the experiences of 

overseas study may differ from that in China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4.3 understand the criteria used by admissions officers and those used 

by students when they select foreig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pply to（1课时） 

4.4 debate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studying abroad （1课时） 

4.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五）Pioneers of Flight （5课时） 

5.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5.2 build up a basic vocabulary about humanity’s dream of flight and 

aviation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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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ly（1课时） 

5.3 explain why Wan Hu, Howard Hughes and Leonardo da Vinci, who areall 

pioneers of flight, were ahead of their time and how their work relates 

to aviation today （1课时） 

5.4 do the role play of interviewing a Chinese astronaut （1课时） 

5.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六）Maker Movement in China （5课时） 

6.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1课时） 

6.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the maker movement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6.3 understand what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out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1课时） 

6.4 use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from the three articles they 

have read to talk about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making something of their 

own（1课时） 

6.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七）Final reviewing and quiz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
领会式掌
握 4500

个 单 词
（包括中
学词汇）
和

800-900

个习惯用
语或固定
搭配，并

具有按照
基本构词
法识别生

词 的 能
力。 

目标 2：能基本读
懂一般性题材的
英文文章，阅读

速度达到每分钟
60 词。在阅读篇
幅较长、难度略
低的材料时，阅

读速度达到每分
钟 90词。能基本
读懂国内英文报
刊，掌握中心意

思，理解主要事
实和有关细节。
能读懂工作、生

活中常见的应用
文体的材料。能
在阅读中使用有
效的阅读方法。 

目标 3：能将与
课文内容相关
的英语短文译

成汉语，理解正
确，译文通顺达
意；也能够将有
一定难度的汉

语单句译成英
语，用词准确、
贴切，内容完
整，无重大语法

错误。英译汉速
度为每小时 250

英语单词，汉译

英速度为每小
时 200字。 

目标 4：能
使用恰当的
写作技能，

就一般性的
主题表达个
人观点，在
30 分钟内

写出 120 词
左右、体裁
为议论文、
记叙文或应

用 文 的 短
文，内容完
整、用词恰

当，文理通
顺，语篇连
贯，无重大
语言错误。 

目标 5：领
略同一题
材下中外

不同文化
视角，深层
比较国别
文化差异，

理解并尊
重文化差
异，让学生
能够了解

不同文化
的“和而不
同”。 

1.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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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green living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context properly 

√  √ √  

1.3 brainstorm the negativ e impact of 

our modern lifestyle on the 

environmentand 

How to live green in our daily lives 

   √ 
 

√ 

1.4 act out an interview about 

lifestyle issues,which centers on 

green living around the world 

√    
 

√ 

1.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2.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2.2 acquire useful language for telling 

a love story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context 

properly 

√  √ √  

2.3 write an informal letter to family 

members 
√   √  

2.4 recount the popular folk tale of The 

Butterfly Lovers 
   √ √ 

2.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3.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3.2 acquire useful language while 

exploring why some friendships last 

whereas others weaken and fall apart, 

and know how to use properly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  √ √  

3.3 undertake an exploration of 

friendship and frien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   √ 

3.4 talk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a 

roommate 
   √  

3.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4.1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4.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how the experiences of overseas study 

may differ from that in China and kno 

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4.3 understand the criteria used by 

admissions officers and those used by 

students when they select foreig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pply t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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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ebate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studying abroad 
   √ √ 

4.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5.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5.2 build up a basic vocabulary about 

humanity’s dream of flight and 

aviation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5.3 explain why Wan Hu, Howard Hughes 

and Leonardoda Vinci, who are all 

pioneers of flight, were ahead of their 

time and how their work relates to 

aviation today 

√   √  

5.4 do the role play of interviewing a 

Chinese astronaut 
√   √ √ 

5.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6.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6.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the maker movement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 n 

context properly 

√  √ √  

6.3 understand what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out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   √ 

6.4 use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from the three articles they have read 

to talk about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making something of their own 

√  √ √  

6.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7 Final reviewing and quiz √ √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学生用书 2》（第 1版），李荫华主编，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4 

（二）参考教材 

1.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教师用书 2》（第 1版），李荫华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4 

2.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综合训练 2》（第 1版），梁正溜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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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世纪大学新英语长篇阅读 2》（第 1版），汪榕培、邹申总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05 

4.《全新版大学英语快速阅读 2》，郭杰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04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 10%、作业 10%、平时表现（包括测

试、答疑、课堂参与等等）20%。 

2.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写作、

翻译。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0.2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0.2 5   10 1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0.3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0.3   10 10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0.3 5  5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

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

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阅读、写作、翻译等，根据各个课程目

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严大为 审核人：叶新 批准人：郭应可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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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3）》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63001A3 英文名称：CollegeEnglishIII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非语言类所有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外国语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1）、大学英语（2）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大学英语是非英语专业本科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

知识、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

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本课程是把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关于大学英语要求与

本校实际相结合，面向非英语专业本科大学英语的一门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大学英语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

进行口头和笔头交流, 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所需要的人才。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领会式掌握 5500个单词（包括中学词汇）和 1200个习惯用语或固

定搭配，并具有按照基本构词法识别生词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2：

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

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目标 2：能读懂难度中等的一般性题材的英语文章，正确掌握中心大意，抓

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70词。能快速阅读篇幅较长、难度

略低的材料，基本读懂国内英文报刊，掌握中心意思，理解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能读懂工作、生活中常见的应用文体的材料，并在阅读中使用有效的阅读方法；

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10词。（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2：了解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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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能够翻译英语国家报刊、杂志上有一定难度的科普、文化、评论等

方面的文章，也能够翻译反映中国国情和文化的汉语文章。英译汉速度为每小时

300英语单词，汉译英速度为每小时 250字。译文基本流畅，基本忠实原文，并

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

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

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4：能描述简单的图表和图画;能就熟悉的主题发表个人观点；能根据

提纲、图表或图画等提示信息作简短的讨论、解释和说明。能运用基本的写作策

略，在 30分钟内，根据所规定的题目及所给出的提示，写出一篇 120词至 150

词的短文。中心思想明确,结构基本完整,用词较为恰当,语句通顺,语意连贯。（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5：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心，帮助学生构建多元文化身份，能用英语对外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备跨

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

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三、课程内容 

（一）Working Holiday Abroad （5课时） 

1.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1.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working holidays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

课时） 

1.3 understand what a working holiday is and why it could be a 

memorable experience （1课时） 

1.4 talk about the possibl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taking a working 

holiday （1课时） 

1.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二）Conspicuous Consumption （5课时）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59 
 

2.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2.2 acquire useful language about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2.3 understand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luxury goods, how it 

has come into being and the effects it might have on society （1课时） 

2.4 conduct group discussions centering on the “fuerdai”（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rich kids） phenomenon in China （1课时） 

2.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三） Cultural Differences （5课时） 

3.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3.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know how to use properly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1

课时） 

3.3 illustrate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hock by giving examples （1

课时） 

3.4 explain the tones of Mandarin Chinese （1课时） 

3.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四）Emerging Adulthood （5课时） 

4.1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4．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growing up and adulthood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

课时） 

4.3 compare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n emerging adulthood（1课

时） 

4.4 talk about the changes in expectations of young adults and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parents （1课时） 

4.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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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igital Age （5课时） 

5.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5.2 build up a basic vocabulary abou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5.3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y mentioned in this unit, including self-driving cars, machine 

learning, Magic Band, autonomous flying vehicles, predicative analytics 

and MOOCs （1课时） 

5.4 explain the details of a recent digital invention made in China 

（1课时） 

5.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六）Determination （5课时） 

6.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1课时） 

6.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determination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1课时） 

6.3 explain what were difficulties each of them had to overcome and 

summarize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1课时） 

6.4 do a role play about the Tenant’s federal suit against DuPont 

from your perspective （1课时） 

6.5 exercises and summary （1课时） 

（七）Final reviewing and quiz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目标 1：

领 会 式

掌 握

5500 个

单词（包

括 中 学

词汇）和

1200 个

习 惯 用

语 或 固

目标 2：能读懂难

度中等的一般性

题材的英语文章，

正确掌握中心大

意，抓住主要事实

和有关细节；阅读

速度为每分钟 70

词。能快速阅读篇

幅较长、难度略低

的材料，基本读懂

目标 3：能够翻

译英语国家报

刊、杂志上有一

定难度的科普、

文化、评论等方

面的文章，也能

够翻译反映中

国国情和文化

的汉语文章。英

译汉速度为每

目标 4：能描述简

单 的 图 表 和 图

画 ;能就熟悉的

主题发表个人观

点；能根据提纲、

图表或图画等提

示信息作简短的

讨论、解释和说

明。能运用基本

的写作策略，在

目标 5：

培 养 学

生 文 化

自信心，

帮 助 学

生 构 建

多 元 文

化身份，

能 用 英

语 对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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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定搭配，

并 具 有

按 照 基

本 构 词

法 识 别

生 词 的

能力。 

国内英文报刊，掌

握中心意思，理解

主要事实和有关

细节，能读懂工

作、生活中常见的

应用文体的材料，

并在阅读中使用

有效的阅读方法；

阅读速度达到每

分钟 110词。 

小时 300英语单

词，汉译英速度

为 每小时 250

字。译文基本流

畅，基本忠实原

文，并能在翻译

时使用适当的

翻译技巧。 

30 分钟内，根据

所规定的题目及

所给出的提示，

写出一篇 120 词

至 150词的短文。

中心思想明确 ,

结构基本完整 ,

用词较为恰当 ,

语句通顺 ,语意

连贯。 

传 播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和

国 家 建

设 的 伟

大成就。 

1.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1.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working holidays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1.3 understand what a working holiday 
is and why it could be a memorable 
experience 

 √   
 

√ 

1.4 talk about the possibl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taking a working holiday 

  √ √  

1.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2.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s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2.2 acquire useful language about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  

2.3 understand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luxury goods, how it 
has come into being and the effects it 
might have on society 

 √   
 

√ 

2.4 conduct group discussions centering 
on the “fuerdai”（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rich kids）phenomenon in China 

√   √ 
 

√ 

2.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3.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3.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to talk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know how 
to use properly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  √ √  

3.3 illustrate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hock by giving examples 

   √ √ 

3.4 explain the tones of Mandarin 
Chinese 

  √  √ 

3.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4.1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4．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growing up and adulthood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4.3 compare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n emerging adulthoo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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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alk about the changes in 
expectations of young adults and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parents 

  √ √  

4.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5.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5.2 build up a basic vocabulary abou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5.3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y mentioned in this unit, 
including self-driving cars, machine 
learning, Magic Band, autonomous 
flying vehicles, predicative analytics 
and MOOCs 

   √ √ 

5.4 explain the details of a recent digital 
invention made in China 

  √  √ 

5.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6.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 √  √  

6.2 build up an active vocabulary about 
determination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  √   

6.3 explain what were difficulties each 
of them had to overcome and summarize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 √  

6.4 do a role play about the Tenant’s 
federal suit against DuPont from your 
perspective 

√  √  √ 

6.5 exercises and summary √ √ √ √ √ 

7 final reviewing and quiz √ √ √ √ √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学生用书 3》（第 1版），李荫华主编，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教师用书 3》（第 1版），李荫华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6 

2.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综合训练 3》（第 1版），冯豫主编，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08 

3. 《21世纪大学新英语长篇阅读 3》（第 1版），汪榕培、邹申总主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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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出版社，2014.02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 10%、作业 10%、平时表现（包括测

试、答疑、课堂参与等等）20%。 

2.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写作、

翻译。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0.2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0.2 5  10 1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0.3 5  20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0.3  10 10 2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10.3 5 5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

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

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题型包括阅读、写作、翻译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

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严大为 审核人：叶新  批准人：郭应可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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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903001P1 英文名称：Military  Theory  Course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全校本各专业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军事理论》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极为重视的对大学生开展国防教

育的课程。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对加强国家的国防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当今世界远不是太平盛世，强权

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盛行，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安宁；没有强大的国

防，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因此，我们必须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走有中国

特色的精兵之路，依托高科技、依靠人才的不断补充，包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后

备国防力量。大学生是社会中最年轻也最活跃的知识性群体，是国防建设重要的

后备军，所以，开展大学生的军事国防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军事的一般常识，了解我军的发展史，了解我国国防建设和发

展的重要性；了解国防是由政治、经济科技、自然和军事五大要素构成的；了解

国防的一般法规常识，熟悉公民国防权利与义务，进而激发大学生的爱国和报效

祖国的意识，使其积极为强国防、固长城，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目标 2：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重要意义。

理解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打得赢、不变质”的思想；军队建设和经济建

设协调发展的思想； “能打仗，打胜仗”的建军思想。（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9.3: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目标 3：了解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理解我国应对周边安全的战略方针，为维护国家的安全，时刻准

备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

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目标 4：从冷战结束后的主要战争实践中，了解信息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

位；认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的不太平之源，信息化战争的速度之快，

http://dict.cn/Military
http://dict.cn/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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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力大，明白精兵强军的重要意义。（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

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

行责任。） 

目标 5：了解新形势下我军的强军目标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最新发展。（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三、课程内容 

（一）国防的法规、建设和国防动员 （2 课时） 

1.1 国防的概述 

1.2 国防的基本含义和法规体系 

1.3 公民的国防权利与义务 

1.4 国防动员和教育 

1.5 国防建设的成就 
（二）我党的军事思想 （2 课时） 

2.1 军事思想的概述 
2.2 毛泽东军事思想 
2.3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2.4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2.5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2.6 习近平军队建设重要思想 

（三）战略环境、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2 课时） 
3.1 战略环境的概述 
3.2 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和特点 

3.3 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3.4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与现状 

3.5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 

（四）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 （2 课时） 

4.1 军事信息技术概述 
4.2 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和发展趋势 

4.3 信息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4.4 新军事变革的特征和影响 
（五）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2 课时） 

5.1 把强军梦放在实现“中国梦”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 

5.2 全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深刻内涵和要求 
（六）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最新发展 （2 课时） 

6.1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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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主要进程 

6.3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发展重点 

（七）讨论 （2 课时） 

（八）考试 （2 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军

事常识，我军的

发展史，了解我

国国防建设和

发展的重要性；

了解国防的一

般法规常识，掌

握公民国防权

利与义务。 

目标 2：了解和掌握毛泽

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

和发展的过程和重要意

义。理解积极防御的军事

战略思想；“打得赢、不

变质”的思想；军队建设

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

思想； “能打仗，打胜

仗”的建军思想。 

目标 3：了解我国周

边安全环境和国际

战略格局的现状、

特点和趋势，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理

解我国应对周边安

全的战略方针，为

维护国家的安全，

时刻准备着。 

目标 4：了解信

息技术在现代

战 争 中 的 地

位；信息化战

争 的 速 度 之

快，杀伤力大，

新军事变革的

紧迫性和  意

义。 

1.1 国防的概述 √    

1.2 国防的基本含义和法

规体系 
√    

1.3 公民的国防权利与义

务 
√    

1.5 国防建设的成就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

逆变电路及斩波电路工作

原理 

√    

2.1 军事思想的概述  √   

2.2 毛泽东军事思想  √   

2.3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

设思想 
 √   

2.4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

设思想 
 √   

2.5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

队建设重要论述 
 √   

2.6 习近平军队建设重要

思想 
 √  √ 

3.1 战略环境的概述  √   

3.2 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

和特点 
  √  

3.3 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

趋势。 
  √  

3.4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

演变与现状 
  √  

3.5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

发展趋势 
  √  

4.1 信息技术概述    √ 

4.2 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

运用和发展趋势 
   √ 

4.3 信息技术与新军事变

革的关系 
   √ 

4.4 新军事变革的特征和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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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   龚泗琪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2016年 07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军事理论教程》孟天财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年 08 月 

《军事理论教程》魏纯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毛泽东选集》有关军事和战争的论述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和互动（20%）及考勤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防的法规、

建设和国防动员；我党主要的军事思想和理论；战略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信息

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与新军事变革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9.3 5  10 20 3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15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5 1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5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

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

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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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综合分析等，

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盛青 审核人：  黄伟  批准人：  宋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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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903001P1    英文名称：Military  Theory  Course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全校本各专业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军政训练》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极为重视的对大学生开展国防教

育的课程。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对加强国家的国防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当今世界远不是太平盛世，强权

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盛行，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安宁；没有强大的国

防，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因此，我们必须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走有中国

特色的精兵之路，依托高科技、依靠人才的不断补充，包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后

备国防力量。大学生是社会中最年轻也最活跃的知识性群体，是国防建设重要的

后备军，所以，开展大学生的军事国防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军事的一般常识，了解我军的发展史，了解我国国防建设和发

展的重要性；了解国防是由政治、经济科技、自然和军事五大要素构成的；了解

国防的一般法规常识，熟悉公民国防权利与义务，进而激发大学生的爱国和报效

祖国的意识，使其积极为强国防、固长城，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支

撑毕业要求标点 9.2 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目标 2：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重要意义。

理解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打得赢、不变质”的思想；军队建设和经济建

设协调发展的思想； “能打仗，打胜仗”的建军思想。（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9.3：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目标 3：了解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理解我国应对周边安全的战略方针，为维护国家的安全，时刻准

备着。（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

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目标 4：从冷战结束后的主要战争实践中，了解信息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

位；认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的不太平之源，信息化战争的速度之快，

杀伤力大，明白精兵强军的重要意义。（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

http://dict.cn/Military
http://dict.cn/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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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

履行责任） 

目标 5：了解新形势下我军的强军目标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最新发展。（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3：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三、课程内容 

（一）国防的法规、建设和国防动员 （2 课时） 

1.1 国防的概述 

1.2 国防的基本含义和法规体系 

1.3 公民的国防权利与义务 

1.4 国防动员和教育 

1.5 国防建设的成就 
（二）我党的军事思想 （2 课时） 

2.1 军事思想的概述 
2.2 毛泽东军事思想 
2.3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2.4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2.5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2.6 习近平军队建设重要思想 

（三）战略环境、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2 课时） 
3.1 战略环境的概述 
3.2 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和特点 

3.3 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3.4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与现状 

3.5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 

（四）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 （2 课时） 

4.1 军事信息技术概述 
4.2 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和发展趋势 

4.3 信息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4.4 新军事变革的特征和影响 
（五）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2 课时） 

5.1 把强军梦放在实现“中国梦”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 

5.2 全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深刻内涵和要求 
（六）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最新发展 （2 课时） 

6.1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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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主要进程 

6.3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发展重点 

（七）讨论 （2 课时） 

（八）考试 （2 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了解军

事常识，我军的

发展史，了解我

国国防建设和

发展的重要性；

了解国防的一

般法规常识，掌

握公民国防权

利与义务。 

目标 2：了解和掌握毛

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

重要意义。理解积极防

御的军事战略思想；

“打得赢、不变质”的

思想；军队建设和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 

“能打仗，打胜仗”的

建军思想。 

目标 3：了解我国

周边安全环境和

国际战略格局的

现状、特点和趋

势，增强国家安

全意识，理解我

国应对周边安全

的战略方针，为

维 护 国 家 的 安

全，时刻准备着。 

目标 4：了解

信息技术在现

代战争中的地

位；信息化战

争 的 速 度 之

快，杀伤力大，

新军事变革的

紧迫性和 意

义。 

1.1 国防的概述 √    

1.2 国防的基本含义和法规体系 √    

1.3 公民的国防权利与义务 √    

1.5 国防建设的成就 √    

1.5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及逆变电路及斩

波电路工作原理 
√    

2.1 军事思想的概述  √   

2.2 毛泽东军事思想  √   

2.3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   

2.4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   

2.5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

述 
 √   

2.6 习近平军队建设重要思想  √  √ 

3.1 战略环境的概述  √   

3.2 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和特点   √  

3.3 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  

3.4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与现状   √  

3.5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   √  

4.1 信息技术概述    √ 

4.2 信息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和发展趋

势 
   √ 

4.3 信息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 

4.4 新军事变革的特征和影响    √ 

 
 
 

 

四、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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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   龚泗琪 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2016年 07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军事理论教程》孟天财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年 08 月 

《军事理论教程》魏纯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毛泽东选集》有关军事和战争的论述 
 
五、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和互动（20%）及考勤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防的法规、

建设和国防动员；我党主要的军事思想和理论；战略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信息

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与新军事变革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课程实验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9.2 5   10 15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9.3 5  10 20 3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15 20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5 10 

课程目标 5 支撑毕业要求 8.3 5  5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结果较为正确，书写较

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本工

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2.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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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3.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题型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综合分析

等，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及区分度。卷面

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分 60 分。 

 

 

制定人：盛青 审核人： 黄伟  批准人：  宋洁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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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与沟通》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53052P1           英文名称：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学分/学时：1.5/24           适用专业：本科专业  

开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认知有效协调与沟通的内涵、目的和意义，掌

握协调与沟通的基本内容和技巧；掌握公共关系的一般原理及公共关系管理过程

的基本模式，掌握科技文献写作和工程文书与写作能力。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认知有效协调与沟通的内涵、目的和意义，了解有效协调与沟

通的原理，找出协调与沟通中的障碍及克服途径。（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2：熟练掌握协调与沟通的基本内容和技巧；掌握公共关系的一般原理

及公共关系管理过程的基本模式和危机处理的技巧和原则。（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10.1：能就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目标 3：掌握冲突产生的原因，掌握有效冲突协调的原则与技巧。掌握面试

的技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

能就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目标 4：掌握科技文献写作和工程文书与写作能力，了解机电产品市场营销

的技巧，理解工程心理学的基本内容，懂得职场礼仪及会议组织的一些基本方法。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0.1：能就专业问题，以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

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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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绪论  协调与沟通                 （2课时） 

折纸游戏的感受/自画像分析/故事（尴尬的饭局）的体会/倾听的艺术 

（一）沟通概述                 （2课时） 

1.1沟通的含义 

1.2沟通的功能、特征和目标 

1.3造成沟通障碍的要素 

1.4沟通障碍的克服技巧 

（二）语言沟通            （2课时） 

2.1口语沟通 

2.2 演讲 

2.3书面语沟通 

（三）沟通技巧              （2课时） 

3.1学会听话——“会听” 

3.2学会说话——“会说” 

3.3学会阅读——“会读” 

3.4学会书写——“会写”  

3.5学会观察——“会看”  

3.6沟通的“游戏规则”技巧 

3.7处理特殊关系的技巧 

（四）非语言沟通             （2课时） 

4.1非语言沟通的概念 

4.2非语言沟通的意义 

4.3非语言沟通的作用 

4.4非语言沟通的表现形式 

4.5非语言沟通的禁忌语  

4.6非语言沟通的行为规范  

（五）职场沟通技巧            （2课时） 

5.1日常沟通技巧 

5.2职场沟通技巧 

（六）面试沟通                （2课时） 

6.1面试的类型 

6.2面试的准备 

6.3面试中的问题 

6.4怎样谈判初期工资 

6.5简历及求职信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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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际风格沟通技巧             （2课时） 

7.1选择与沟通对象接近的方式 

7.2人际风格的分类 

7.3与不同风格的人沟通的技巧 

（八）接近客户的技巧                 （2课时） 

8.1如何使用接近语言 

8.2面对接待员的技巧 

8.3面对秘书的技巧 

8.4会见关键人士的技巧 

8.5获取客户好感的六大法则 

（九）协调概述                       （2课时） 

9.1协调的内涵及原则、作用、方式 

9.2团体 

（十）公共关系与沟通协调             （2课时） 

10.1组织内部的公共关系  

10.2组织外部的公共关系 

10.3危机处理的公关技巧 

（十一）考试                       （2课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目标 1：掌
握认知有效协
调与沟通的内
涵、目的和意

义，了解有效协
调与沟通的原
理，找出协调与
沟通中的障碍

及克服途径。 

目标 2：熟练掌
握协调与沟通的基
本内容和技巧；掌
握公共关系的一般

原理及公共关系管
理过程的基本模式
和危机处理的技巧
和原则。 

目 标
3：掌握冲突
产 生 的 原
因，掌握有

效冲突协调
的原则与技
巧。掌握面
试的技巧。 

目标 4：，掌握科技
文献写作和工程文书
与写作能力，了解机电
产品市场营销的技巧，

理解工程心理学的基
本内容，懂得职场礼仪
及会议组织的一些基
本方法。 

1.1沟通的含义 √    

1.2沟通的功能、特征和目标 √    

1.3造成沟通障碍的要素 √    

1.4沟通障碍的克服技巧 √    

2.1口语沟通 √    
2.2 演讲 √    

2.3书面语沟通 √    

3.1学会听话——“会听”  √   

3.2学会说话——“会说”  √   

3.3学会阅读——“会读”  √   

3.4学会书写——“会写”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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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学会观察——“会看”   √   

3.6沟通的“游戏规则”技巧  √   

3.7处理特殊关系的技巧 √ √   

4.1非语言沟通的概念 √ √   

4.2非语言沟通的意义 √ √   

4.3非语言沟通的作用 √ √   

4.4非语言沟通的表现形式  √   

4.5非语言沟通的禁忌语   √   

4.6非语言沟通的行为规范  √   

5.1日常沟通技巧 √  √  

5.2职场沟通技巧 √  √  

6.1面试的类型   √  

6.2面试的准备   √  

6.3面试中的问题   √  

6.4怎样谈判初期工资   √  

6.5简历及求职信的制作   √  

7.1选择与沟通对象接近的方式   √  

7.2人际风格的分类   √  

7.3与不同风格的人沟通的技巧   √  

8.1如何使用接近语言  √  √ 

8.2面对接待员的技巧  √  √ 

8.3面对秘书的技巧  √  √ 

8.4会见关键人士的技巧  √  √ 

8.5获取客户好感的六大法则    √ 

9.1 协调的内涵及原则、作用、

方式 
  √  

9.2团体   √  

10.1组织内部的公共关系   √   

10.2组织外部的公共关系  √   

10.3危机处理的公关技巧  √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沟通与协调》，张卿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5 

（二）参考教材 

1、《沟通与协调的技巧和艺术》，梁玉萍、丰存斌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9年版 

2、《高等学校应用型特色规划教材：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陶应虎等主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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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技术人员沟通协调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汤文颖主编，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2014年版 

4、《人际关系与沟通》（第 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曽仕强、刘君

政著，2004.5 

5、《人际沟通与社交礼仪》（第 1版），王允、张岩松主编，清华大学出

版社出版，2015.8 

6、《人际沟通实务教程》，吴雨潼主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平时作业（20%），随堂情景演练（20%），

考勤（2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协调与沟通的

基本内容和技巧、有效协调与沟通的原理、协调与沟通中的障碍及克服途径、 

公共关系的一般原理及公共关系管理过程的基本模式、有效冲突协调的原则

与技巧、科技文献写作和工程文书与写作能力、危机处理的原则及应用等。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平时表现 情景演练 作业 课程考试 

课程目标 1 支撑毕业要求 10.3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支撑毕业要求 10.1、10.3  10 10 5 25 

课程目标 3 支撑毕业要求 10.3   10 15 25 

课程目标 4 支撑毕业要求 10.1  10 10 10 30 

合计  20 40 40 100 

 

六、评分标准 

1. 每次作业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结合出勤情况计为最终成绩的 40 分。

作业评分标准如下： 

完成情况 评分 

按时提交作业，并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清楚明白，计算结果正确，书写工整。 A（90-100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较为清楚明白，计算结果较为正确，书

写较为工整。 
B（80-8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基本清楚，计算结果基本正确，书写基

本工整。 
C（70-79分） 

按时提交作业，按要求完成作业内容，问题阐述不够清楚，部分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

潦草。 
D（60-69分） 

未按照作业要求完成作业或不交作业，问题阐述不清楚，计算结果不正确，书写潦草。 E（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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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堂情景演练按百分制评分，总评折算后计为最终成绩的 20 分。测试讨

论要求如下： 
完成情况 成绩 

能积极参加随堂情景演练，随堂情景演练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清晰，语言表达

流畅。 
A（90-100分） 

能积极参加随堂情景演练，随堂情景演练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清晰，语言表达

较为流畅。 
B（80-89分） 

能积极参加随堂情景演练，随堂情景演练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准确，思路基本清晰，语言

表达基本流畅。 
C（70-79分） 

能积极参加随堂情景演练，随堂情景演练过程中知识点运用基本准确。 D（60-69分） 

能参加随堂情景演练，随堂情景演练过程中知识点运用不够准确。 E（0-59分） 

 

3. 出勤：出勤成绩采用扣分制，每缺勤一次扣平时成绩 1 分，无故旷课 5

次以上者取消本次课程成绩。 

 

4. 期末考试：开卷笔试，根据各个课程目标出题，注意每道题对课程目标的

支撑及区分度。卷面成绩 100 分，折算成总 40 分。 

 

 

制订人：  顾建伟  审核人：  张  旭  批准人：宋  洁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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