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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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材料成形原理、冲压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

计、塑料模具设计等专业核心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会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解决材料塑性成形

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2：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适当表述材料

塑性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建立模型并求解，能够对计算结果进行分

析和归纳，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 3：掌握工装设备及零部件设计和工艺知识，并用于设计材料塑性成

形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在方案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在解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4：具备材料塑性成形工程领域必须的分析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

原理，设计、实施、完成实验；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

得到解决材料塑性成形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目标 5：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以及二次开发的基础知识，具有运用

CAD/CAM 软件解决材料塑性成形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掌握计算机仿

真的基本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软件工具对材料塑性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仿真预测与模拟研究，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6：具有较强的书写能力，能够独立撰写设计文稿；具有良好的口头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具备外文文献检索、阅读、理解能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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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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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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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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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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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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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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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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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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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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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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按工程图纸折叠惯例折叠后，装入资料袋中。 

七、毕业设计（论文）的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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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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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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内容 

目 标

1：学

会 综

合 运

用 多

学 科

的 理

论 知

识 与

技能，

分 析

解 决

材 料

塑 性

成 形

工 程

领 域

的 复

杂 工

程 问

题。 

目标 2：能

够运用数

学、自然

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

基 本 原

理，适当

表述材料

塑性成形

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

程问题，

建立模型

并求解，

能够对计

算结果进

行分析和

归纳，获

得有效结

论。 

目标 3：掌握

工装设备及

零部件设计

和工艺知识，

并用于设计

材料塑性成

形工程领域

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

案；具有在方

案设计中综

合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及

环境的意识；

在解决方案

的设计环节

中能体现创

新意识。  

目标 4: 具

备材料塑性

成形工程领

域必须的分

析研究能力，

能够基于科

学原理，设

计、实施、完

成实验；能正

确采集和整

理实验数据，

并通过信息

综合得到解

决材料塑性

成形工程领

域复杂工程

问题的合理

有效的结论。 

目标 5：掌握计

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造以及二

次开发的基础

知识，具有运用

CAD/CAM 软件解

决材料塑性成

形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的

能力；掌握计算

机仿真的基本

方法，能够选择

合适的软件工

具对材料塑性

成形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仿真预

测与模拟研究，

并理解其局限

性。  

目标 6：

具 有 较

强 的 书

写能力，

能 够 独

立 撰 写

设 计 文

稿；具有

良 好 的

口 头 表

达 能 力

和 人 际

交 往 能

力；具备

外 文 文

献检索、

阅读、理

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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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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检测及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7P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material forming detec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机械电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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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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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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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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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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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3.1 温度检测的方法及分类、接触式测温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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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时） 

（四）检测技术在材料加工工程领域中的应用 （3课时） 

4.1 磁粉探伤法、超声波探伤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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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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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仪表与装置 （2课时） 

6.1自动控制系统发展历史、工作原理、自动控制系统基本组成。 （1课时） 

6.2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分类、性能分析。 （1课时） 

（七）典型的自动控制理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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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模糊控制在冲天炉上的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在铸造工业中的应用及研

究进展等。 （1课时） 

（八）实验、考试 （6课时） 

8.1 位移测量实验。 （2课时） 

8.2 速度测量实验。 （2课时） 

8.3 考试。 （2课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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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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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10%）、平时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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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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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制定人：  余维薇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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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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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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仪表装置的分类与发展、调节器  √ √ 

6.2 执行器、变送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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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3 模糊控制在冲天炉上的应用、人工神经

网络在铸造工业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等。 

 √ √ 

8.1 位移测量实验 √ √ √ 

8.2 速度测量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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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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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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金属学及热处理 

后续课程：冲压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金属塑性变形的物理基础。 

目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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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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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掌握液态金属凝固的基本规律，冶金处理及其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目标 5：掌握材料成型过程中化学冶金基本规律和缺陷的成型机理、影响

因素及防止措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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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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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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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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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与焊缝宏观组织及其控制 （4课时） 

5.1 熟悉铸件的宏观结晶组织特点，形成规律，掌握控制铸件宏观组织的

基本原理及措施。 

5.2 了解焊接熔池凝固条件及结晶特征、熔池结晶组织的细化。  

（六）特殊条件下的凝固与成形 （2课时） 

6.1 掌握快速凝固的概念，方法，了解其对凝固组织的影响。  

6.2 了解失重条件下铸件的组织形成规律。  

6.3 了解定向凝固组织形成规律。  

（七）液态金属与气相的相互作用 （2课时）  

7.1了解金属材料在焊接或熔炼过程中各种气体的来源和产生。 

7.2了解气体在金属中的溶解；气体对金属的氧化。 

7.3了解气体对金属材料焊接或熔炼质量的影响以及控制气体的措施。 

（八）液态金属与熔渣的相互作用 （2课时）  

8.1 了解渣相的作用与形成  

8.2 了解渣体结构及碱度；渣相的物理性质；活性熔渣对金属的氧化。  

（九）液态金属的净化与精炼 （2课时）  

9.1了解液态金属脱氧的目的、基本方式；掌握铸造与焊接冶金工艺中常

用的脱氧方式及特点。 

9.2 了解液态金属脱碳的目的；掌握液态金属脱碳主要反应。  

9.3 了解硫、磷的危害和影响因素；掌握脱硫、脱磷的主要控制措施。  

（十）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与性能 （2课时）  

10.1 了解焊接热循环，焊接热循环下金属组织转变特点。 

10.2 了解熔池凝固和焊缝固态相变，焊缝性能的控制。 

10.3 了解熔合区的形成，焊接热影响的组织与性能。 

（十一）凝固缺陷及控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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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了解偏析种类、特征和形成原因，掌握基本概念。 

11.2 了解焊接或熔炼过程中气孔和夹杂的种类和形成原因，掌握焊接过程

中氮气孔、CO 和氢气孔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和控制措施，掌握焊接过程中夹

杂的种类、特征和形成原因。 

（十二）金属塑性成形物理基础 （4课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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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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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时）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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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时） 

12.4 掌握求和约定和张量的基本知识。 （1课时） 

（十三）应力分析 （8课时） 

13.1 掌握变形体内点的应力状态含义及表示方法。 （1课时） 

13.2 理解任意斜截面上的应力的计算方法。 （2课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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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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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与塑性变形的关系。 （1课时）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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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应变分析 （4课时）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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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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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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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屈服准则 （6课时） 

15.1 了解有关材料性质的基本概念。 （1课时）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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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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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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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平面问题和轴对称问题屈服准则的简化。 （1课时） 

（十六）塑性应力应变关系 （4课时）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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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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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理解塑性变形的全量理论。 （1课时） 

（十七）真实应力－应变曲线 （4课时）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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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实验一，真实应力－应变曲线的绘制 （2课时）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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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金属塑性成形中的摩擦和润滑 （4课时）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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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实验二，圆环镦粗法测定摩擦系数 （2课时） 

18.3 了解金属塑性成形常用润滑剂及润滑方法。 （1课时） 

（十九）塑性变形问题的工程求解方法 （6课时） 

19.1 理解主应力法的基本原理、假设； （1课时） 

19.2掌握主应力法的解题方法和步骤； （4课时） 

19.3了解主应力法解其它问题的一般方法。 （1课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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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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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加工原理》，李言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7 

《铸件形成理论》，安阁英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  

《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张文钺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6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俞汉清、陈金德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董湘怀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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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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15%）、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5%)。 

2.期末考核占比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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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宏观组织的基本原理及相关措

施，快速凝固的概念、方法，铸造与焊接冶金工艺中常用的脱氧方式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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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变形的增量理论的内涵及应用，

主应力法的应用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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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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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塑性变形

的物理基础。 

  

目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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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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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掌

握液态金属

凝固的基本

规律，冶金

处理及其对

产品性能的

影响。 

目标 5：掌

握材料成型

过程中化学

冶金基本规

律和缺陷的

成型机理、

影响因素及

防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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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与焊缝宏观

组织及其控制 
√   √  

（六）特殊条件下的凝

固与成形 
   √ √ 

（七）液态金属与气相

的相互作用 
    √ 

（八）液态金属与熔渣

的相互作用 
    √ 

（九）液态金属的净化

与精炼 
    √ 

（十）焊接热影响区的

组织与性能 
    √ 

（十一）凝固缺陷及控

制 
    √ 

（十二）金属塑性成形

物理基础 
√  √   

（十三）应力分析  √ √   

（十四）应变分析  √ √   

（十五）屈服准则  √ √   

（十六）塑性应力应变

关系 
 √ √   

（十七）真实应力－应

变曲线 
 √ √   

（十八）金属塑性成形

中的摩擦和润滑 
 √ √   

（十九）塑性变形问题

的工程求解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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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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机械类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材料力学，金属学与热处理 

后续课程：铸造工艺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材料加工和冶金过程中“三传”的基本概念，即动量传输、

热量传输和质量传输。了解流体的粘性，区分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概念。掌

握理想流体动量传输方程，欧拉方程，掌握实际流体动量传输方程，Naver-Stokes

方程，掌握稳定流体的贝努利方程。 

目标 2：了解层流和湍流区别，掌握流动状态判准则-----雷诺数的概念。了

解流体在圆管中的层流特点，了解流体在平行平板间的层流运动。掌握边界层

理论。掌握相似原理和量纲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热量传输的傅里叶方程，了解热导率、热扩散率等基本概念。 

掌握稳态和非稳态传热概念，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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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4：掌握质量传输微分方程及其定解条件。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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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内容 

(一) 动量传输 （1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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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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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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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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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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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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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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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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量传输的基本方式与规律，包括导热，对流与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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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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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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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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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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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浓度、速度、传质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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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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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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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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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雷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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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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材料

加工和冶金过程

中“三传”的基

本概念，即动量

传输、热量传输

和质量传输。 了

解流体的粘性，

区分牛顿流体和

非 牛 顿 流 体 概

念。掌握理想流

体 动 量 传 输 方

程，欧拉方程，

掌握实际流体动

量 传 输 方 程 ，

Naver-Stokes 方

程，掌握稳定流

体 的 贝 努 利 方

程。 

目标 2：了解层

流和湍流区别，

掌握流动状态

判准则-----雷

诺数的概念。了

解流体在圆管

中的层流特点，

了解流体在平

行平板间的层

流运动。掌握边

界层理论。掌握

相似原理和量

纲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热

量传输的傅里

叶方程，了解热

导率、热扩散率

等基本概念。 

掌握稳态和非

稳态传热概念，

掌握对流传热

方程及其计算

方法，掌握辐射

传热的概念及

基本定律。 

目标 4:掌握

质量传输微

分方程及其

定解条件。掌

握分子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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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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热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5P1         英文名称：Material Therm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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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后续课程：金属学及热处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概念、数学表达式，及其在相变化、化学变

化过程的应用；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了解克劳修斯不等式的意义，以及熵判

据；掌握亥姆赫兹函数、吉布斯函数；理解化学势判据。 

目标 2：掌握化学反应的方向判据以及平衡常数的定义、表达式；掌握混

合物和溶液以及乌尔定律与亨利定律；掌握相数、组分数和自由度数等相平衡

中的基本概念；学会相律的推导；掌握单组分相图。  

目标 3：了解统计热力学系统的分类；掌握化学动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内

容；掌握阿累尼乌斯方程表达式及有关计算；了解活化能的定义。  

目标 4：了解电池电动势产生机理；掌握形成可逆电池的必要条件；学会

应用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池电动势；了解金属的电化学腐蚀与电化学防护； 

目标 5：掌握表面张力与表面吉布斯函数的概念；了解拉普拉斯方程、开

尔文方程；了解朗缪尔吸附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 （4 课时） 

1.1 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力学平衡。 （1 课时） 

1.2 体积功、可逆过程、热力学第一定律概念及表达式、热力学能 （1 课时） 

1.3 等容热、等压热、焓、热容的定义、热容与温度的关系及其应用。 

 （1 课时） 

1.4 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与实际气体，相变过程，化学变化过程的应

用。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概念、数学表达式，以及其在相变化过程、

化学变化过程的应用；学会计算等容热容与等压热容相应过程中系统的热力学

能与焓的变化；学会应用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燃烧焓计算化学反应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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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焓；了解盖斯定律的内容与应用。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 （4 课时） 

2.1 自发过程、限度、平衡状态、热机效率、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达式 

 （1 课时） 

2.2 卡诺定理，熵、克劳修斯不等式、熵判据、熵变计算。 （1 课时） 

2.3 能斯特热定理、热力学第三定律、规定熵、亥姆赫兹与吉布斯函数计算。 

 （1 课时） 

2.4 化学势定义、判据、以及应用计算。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了解热机效率与卡诺循环；掌握克劳修

斯不等式的意义；理解熵增加原理与熵判据；掌握亥姆赫兹函数、吉布斯函数

的定义、物理意义以及其函数判据；理解化学势判据在相平衡与化学反应平衡

中的应用。 

（三）化学平衡 （4 课时） 

3.1 化学反应方向判据、平衡条件、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反应等温方程。 

 （1 课时） 

3.2 标准平衡常数的热力学计算、以及与温度的关系。 （1 课时） 

3.3 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温度、浓度、压力、惰性气体。 （1 课时） 

3.4 平衡组成的计算，标准反应吉布斯函数与温度图在冶金方面的应用。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化学反应的方向判据；掌握平衡常数的定义、表达式；学

会应用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掌握对化学平衡的影响因素，

会计算有关平衡组成。  

（四）混合物与溶液 （3 课时） 

4.1 混合物与溶液组成的表示法；偏摩尔量、拉乌尔定律、亨利定律。 

 （1 课时） 

4．2 理想液态混合物与理想稀溶液组分的化学势、液态混合物与溶液的相

平衡。 （1 课时） 

4．3 真实液态混合物与真实溶液中组分的化学势、物质在两相间的分配平

衡，气体在金属中的溶解平衡。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混合物和溶液；掌握拉乌尔定律与亨利定律；掌握理想液

态混合物和理想稀溶液中各个组分化学势的表达式；了解物质在两相之间的分

配平衡和应用；了解气体在金属中的溶解平衡。 

（五）相平衡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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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相律的概念、相律的推导以及应用；单组分系统两相平衡及相图。 

 （1 课时） 

5.2 双组份系统液液平衡及杠杆规则、双组份系统固液平衡、相图的制作。 

 （1 课时） 

5.3 双组份系统液气平衡、双组份系统复杂相图的分析及应用。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相数、组分数和自由度数等相平衡中的基本概念；学会相

律的推导；学会从相平衡条件推导克拉佩龙方程和克拉佩龙-克劳修斯方程，以

及有关计算；掌握单组分相图；  

（六）统计热力学初步 （2 课时） 

6.1 分子运动形式与能级公式、粒子的能量分布、熵的统计意义。（1 课时） 

6.2 玻尔兹曼分布的意义与应用、热力学函数与配分函数的关系、统计热力

学对理想气体、原子晶体的应用。 （1 课时） 

要求学生：明确统计热力学系统的分类；理解能级、能级的简并度和能级

分布的意义；了解熵的统计意义；  

（七）化学动力学 （4 课时） 

7.1 反应速率测定方法以及速率方程、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反应级数的

测定。 （1 课时） 

7.2 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范特荷夫规则、阿累尼乌斯公式。 （1 课时） 

7.3 活化能、基元反应活化能概念、简单碰撞理论。 （1 课时） 

7.4 复合反应类型以及近似处理方法、链反应、多相反应动力学、催化剂与

催化作用、光化学反应。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化学动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反应速率表示方法、基

元反应和非基元反应、质量作用定律、反应速率系数、反应级数与反应分子数；

了解反应级数的测定方法；掌握阿累尼乌斯方程表达式及有关计算；理解活化

能的定义。  

（八）电化学 （4 课时） 

8.1 电解质溶液导电机理、电导与电导率、离子的迁移、电解质离子的化学

势，电解质和离子的活度、离子强度。 （1 课时） 

8.2 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可逆电池热力学、能斯特方程、电池电动势测

定应用。 （1 课时） 

8.3 浓差电池、不可逆电极过程、极化现象、超电势种类及影响、电解反应。 

 （1 课时） 

8.4 金属腐蚀的电池作用与电解作用、化学电源种类。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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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掌握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意义；掌握电解质活度与浓度的关

系；掌握形成可逆电池的必要条件；能正确的写出电极与电池反应；学会应用

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池电动势；了解电池电动势产生机理；掌握电池电动势测定

的主要应用；了解金属的电化学腐蚀与电化学防护。 

（九）界面现象与分散系统 （4 课时） 

9.1 表面吉布斯函数、表面张力、弯曲液面表面现象。 （1 课时） 

9.2 微小液滴、晶粒、气泡的新相生成及亚稳态、固体表面的吸附作用。 

 （1 课时） 

9.3 溶液表面的吸附、表面活性剂、润湿的形式、接触角、毛细现象、润湿

应用。 （1 课时） 

9.4 分散系统分类、溶胶的制备与净化。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表面张力与表面吉布斯函数的概念；了解弯曲液面附加压

力产生的原因及其与曲率半径的关系；了解拉普拉斯方程、开尔文方程；了解

朗缪尔吸附理论的基本内容；学会解释毛细管凝聚现象；掌握润湿现象、接触

角，并了解其应用；熟悉溶胶特点。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理化学》（第 4 版），任素珍等编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 

1. 《材料热力学》（第 2 版），郝士明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10 

2. 《物理化学》（第 6 版），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08 

3. 《新编胶体与界面化学》（第 1 版），刘洪国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11 

4. 《材料热力学》（第 3 版），徐祖耀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 

5. 《物理化学》（第 5 版），傅献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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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包括：考勤作业(25%)，平时测验(25%)。 

2.期末考试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热力学能，热

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焓、热容、熵、吉布斯函数、化学势、化学

反应方向判据、标准平衡常数，平衡组成计算，拉乌尔定律、亨利定律，相律、

相平衡及相图，化学反应速率，反应级数的测定，范特荷夫规则、阿累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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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活化能、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可逆电池、能斯特方程，电池电动势

测定应用，金属的防腐蚀，表面张力，吸附、润湿现象，接触角、溶胶。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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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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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学第一定

律概念、数学

表达式，及其

在相变化、化

学变化过程的

应用；掌握热

力 学 第 二 定

律，了解克劳

修斯不等式的

意义，以及熵

判据；掌握亥

姆赫兹函数、

吉布斯函数；

理解化学势判

据。 

 

 

 

目标 2：掌握

化学反应的

方向判据以

及平衡常数

的定义、表达

式；掌握混合

物和溶液以

及乌尔定律

与亨利定律；

掌握相数、组

分数和自由

度数等相平

衡中的基本

概念；学会相

律的推导；掌

握单组分相

图。 

目标 3：了解

统计热力学

系统的分类；

掌握化学动

力学中的基

本概念和内

容；掌握阿累

尼乌斯方程

表达式及有

关计算；了解

活化能的定

义。 

目标 4：了

解电池电动

势 产 生 机

理；掌握形

成可逆电池

的 必 要 条

件；学会应

用能斯特方

程计算电池

电动势；了

解金属的电

化学腐蚀与

电 化 学 防

护；  

 

 

目标 5：掌

握表面张力

与表面吉布

斯函数的概

念；了解拉

普 拉 斯 方

程、开尔文

方程；了解

朗缪尔吸附

理论的基本

内容。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 √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 √     

（三）化学平衡  √    

（四）混合物与溶液  √    

（五）相平衡  √    

（六）统计热力学初步   √   

（七）化学动力学   √   

（八）电化学    √  

（九）界面现象与分散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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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性能与表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9P1 英文名称：Material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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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大学物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后续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力学性能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材料微观组织结构、力学、物理和化学性能，以及微结构对

材料宏观性能的影响机制等三大模块的基础知识。 

目标 2：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从工程实际问题中，

发现并解剖出材料微结构与性能的科学的问题，将所学与生产、实践活动相结

合。 

目标 3：培养学生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能力，能够提出改善材料性能的

思路，发明、创造新性能材料的路径。 

目标 4：培养学生使用现代材料测试设备的能力，掌握现代测试方法的原

理。 

目标 5：拥有特殊性能的材料在不断地被研发和生产，对人类生活的产生

深刻的影响，通过渗透在三大知识模块中案例的学习，培养学生不甘落后，奋

发努力的终身学习习惯。 

二、课程内容 

（一）材料微观组织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讲授 12 课时，实验 12 课时） 

1.1 材料中原子排列，包括原子键合的五种形式，近代共价键理论和金属键

的能带理论 （2 课时） 

1.2 晶体与晶体结构，包括晶体的各向异性与单晶体宏观材料的性能的联

系。表征材料的晶体结构，常使用的方法 X 射线衍射法，它的原理介绍和实验。 

 （讲授 2 课时，实验 4 课时） 

1.3 晶体缺陷，包括点、线、面缺陷的形成机制和类型，点缺陷对方钴矿导

电性的影响，线缺陷深刻地影响材料的力学性能，面缺陷成就了纳米材料。因

缺 陷 尺 度 小 ， 常 使 用 电 镜 对 其 进 行 观 察 。 介 绍 扫 描 电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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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DS+EBSD+WDS）的原理，安排实验。介绍原子力显微镜的成像原理，

数据分析，安排实验 （讲授 4 课时，实验 8 课时） 

1.4 合金相及分类，包括合金相的结构、分类，影响因素，固溶强化对材料

力学性能的影响机制，及与材料晶体结构的联系。 （2 课时） 

1.5 陶瓷中的相和分子相，包括晶体相，玻璃相和气相，以及高分子的构成

（2 课时） 

（二）材料性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讲授 14 课时，实验 4 课时） 

2.1 材料力学性能，包括弹性、塑性、冲击韧度、疲劳强度、断裂强度和耐

磨性等。 （讲授 4 课时，实验 4 课时） 

2.2 材料的物理性能之一——导电性，包括能带理论下的导体、半导体和绝

缘体模型，影响导电性的因素。 （2 课时） 

2.3 材料的物理性能之二——磁学性质，包括磁学基本性质和分类。 

 （2 课时） 

2.4 材料的物理性能之三——光学性质，包括颜色的产生，光的吸收和色散

以及激光等。 （2 课时） 

2.5 材料的物理性能之四——热学性质，包括声子的产生和热的传导机制。

介绍热分析的设计原理，安排热分析的实验 （讲授 2 课时，实验 4 课时） 

2.6 材料的化学性质，包括材料寿命学科的介绍，金属、陶瓷和高分子材料

的腐蚀过程。 （2 课时） 

（三）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对宏观性能的影响机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

内容 （6 课时） 

3.1 新型高分子材料的结构特点与性能，新型的高分子材料如何从微结构的

改造，提高其力学性能及在人体组织液中的亲和性。 （2 课时） 

3.2 新型陶瓷材料的结构特点与性能，新型的陶瓷材料的微结构重组，碳

家族里伟大的材料新星。 （2 课时） 

3.3 新型金属材料的结构特点与性能，新型的金属材料如何从微结构的改

造，提高其高温下的力学性能，汽车轻量化的绿色途径如何通过镁合金的重组

设计达到等。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的结构、组织与性能》(第 1 版)，孙占波、梁工英编 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0 .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http://www.golden-book.com/search/Search.asp?key1=%D5%D4%B3%CC%D1%EE%BD%A8%C3%F1%D6%F7%B1%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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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刘智恩编著，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材料科学导论》，冯端，师昌绪，刘治国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无机材料物理性能》(第 2 版)，关振铎，张中太，焦金生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1.6 

《现代材料分析测试方法 》(第 1 版)，郭立伟，朱艳，戴鸿滨编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4.2  

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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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10%)、课堂表现(10%)、作业(10%)

和课堂笔记(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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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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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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微观组织

结构、力学、

物理和化学性

能，以及两者

之间的联系的

基础知识。 

目标 2：培养

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

的能力。 

目标 3：培养

学生设计、开

发解决方案

的能力。 

目标 4：培

养学生使用

现代材料测

试设备的能

力。 

目标 5：培

养学生终身

学习习惯。 

1.1 材料中原子排列 √ √ √ √  

1.2 晶体与晶体结构 √ √ √ √  

1.3 晶体缺陷 √ √ √ √  

1.4 合金相及分类 √ √ √ √  

1.5 陶瓷中的相和分子

相 
√ √ √ √  

2.1 材料力学性能 √ √ √   

2.2 材料的导电性 √ √ √   

2.3 材料的磁学性质 √ √ √   

2.4 材料的光学性质 √ √ √   

2.5 材料的热学性质 √ √ √   

2.6 材料的化学性质 √ √    

3.1 新型高分子材料的

结构特点与性能 
√ √ √  √ 

3.2 新型陶瓷材料的结

构特点与性能 
√ √ √  √ 

3.3 新型金属材料的结

构特点与性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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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模具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9A1         英文名称：Forging Di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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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形原理、金属学及热处理、机械设计 

后续课程：模具制造工艺、项目综合训练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锻造用材料准备方法和锻造加热规范的制订。 

目标 2：掌握自由锻工艺设计。 

目标 3：掌握锤上模锻工艺和模具设计。 

目标 4：具有一定进行锻造工艺过程分析的能力；具有一定分析和克服产

品缺陷，解决锻件品质问题的能力。 

目标 5：学会使用三维、二维 CAD 软件进行模具设计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锻造用材料准备（4 课时） 

1.1 认识锻造成形方法，了解锻造生产的特点，知道锻造方法的分类，以及

锻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2 课时） 

1.2 了解锻造用钢锭的内部组织结构、主要缺陷和下料方法，了解型材的主

要缺陷、常用下料方法及各自适用范围及优缺点。（2 课时） 

（二）锻前加热 （6 课时） 

2.1 了解锻前加热目的和方法。 （1 课时） 

2.2 了解金属加热时产生的缺陷及防止措施。 （1 课时） 

2.3 理解锻造温度范围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2 课时） 

2.4 掌握加热规范主要参数的确定方法。 （2 课时） 

（三）自由锻工艺 （12 课时） 

3.1 了解自由锻的成形特点、工序分类及锻件分类。 （2 课时） 

3.2 掌握自由锻基本工序中镦粗、拔长、冲孔、扩孔工序的变形分析、了

解各基本工序易产生的缺陷及防止措施。 （5 课时） 

3.3 初步掌握自由锻工艺规程的制定方法。 （4 课时） 

3.4 了解大型自由锻件锻造工艺特点。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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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锻工艺 （18 课时） 

4.1 了解锤上模锻的特点及应用范围，掌握锤上模锻方式与变形特征，知

道模锻件的分类。 （2 课时） 

4.2 掌握模锻件图设计、模锻变形工步制定、坯料尺寸的确定和模锻锤吨

位计算。 （6 课时） 

4.3 掌握锤锻模型槽（包括制坯工步型槽和模锻工步型槽）设计。（5 课时） 

4.4 掌握锤锻模结构设计。 （2 课时） 

4.5 了解热模锻压力机、螺旋压力机、平锻机锻模结构特点。（2 课时） 

4.6 了解锻模材料的选用和模锻后续工序。 （1 课时） 

（五）课程项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运用所学知识，分别进行自由锻和模锻工艺设计，具体要求： 

5.1 要求完成锻造工艺过程设计，要求有详细的设计、计算过程，学会工

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3 课时） 

5.2 撰写项目设计说明书，包括摘要、冷锻件图绘制，设备吨位，模锻件

变形工步选择，坯料尺寸等。 （2 课时） 

5.3 制作 PPT，交流汇报。 （3 课时） 

（六）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6.1 二维制图软件 AutoCAD、三维绘图软件 UG 或 Solidworks 等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锻造工艺学与模具设计》（第 3 版），姚泽坤主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锻造工艺学》，吕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 年 5 月 

《锻造工艺学》，张志文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 年（修订版）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闫洪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中国锻压网------------ http://dz.duanxie.cn/  

模具大典、锻造设计手册等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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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测试 20%+项目作业 20%+考勤 10%+

实验 10%。 

http://dz.duanxi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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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锻造方法的分

类，锻造用钢锭的内部组织结构、主要缺陷和下料方法，锻造温度范围确定的

原则和方法，自由锻工艺规程的制定方法及应用，锤上模锻方式与变形特征，

锤锻模型槽、结构设计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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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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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造用材料准

备方法和锻造

加热规范的制

订。 

 

目标 2：掌握

自由锻工艺

设计。 

目标 3：掌握

锤上模锻工

艺和模具设

计。 

 

目标 4：具

有一定进行

锻造工艺过

程分析的能

力；具有一

定分析和克

服 产 品 缺

陷，解决锻

件品质问题

的能力。 

目标 5：学

会 使 用 三

维 、 二 维

CAD 软件进

行模具设计

的方法。 

1.1 认识锻造成形方

法，了解锻造生产的特

点，知道锻造方法的分

类，以及锻造技术的发

展趋势。 

√   √  

1.2 了解锻造用钢锭

的内部组织结构、主要

缺陷和下料方法，了解

型材的主要缺陷、常用

下料方法及各自适用

范围及优缺点。 

√   √  

2.1 了解锻前加热目

的和方法。 
√   √  

2.2 了解金属加热时

产生的缺陷及防止措

施。 

√   √  

2.3 理解锻造温度范

围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   √  

2.4 掌握加热规范主

要参数的确定方法。 
√   √  

3.1 了解自由锻的成

形特点、工序分类及锻

件分类。 

 √    

3.2 掌握自由锻基本

工序中镦粗、拔长、冲

孔、扩孔工序的变形分

析、了解各基本工序易

产生的缺陷及防止措

施。 

 √  √ √ 

3.3 初步掌握自由锻

工艺规程的制定方法。 
 √  √ √ 

3.4 了解大型自由锻

件锻造工艺特点。 
 √  √  

4.1 了解锤上模锻的

特点及应用范围，掌握

锤上模锻方式与变形

特征，知道模锻件的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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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4.2 掌握模锻件图设

计、模锻变形工步制

定、坯料尺寸的确定和

模锻锤吨位计算。 

  √ √ √ 

4.3 掌握锤锻模型槽

（包括制坯工步型槽

和模锻工步型槽）设

计。 

  √  √ 

4.4 掌握锤锻模结构

设计。 
  √  √ 

4.5 了解热模锻压力

机、螺旋压力机、平锻

机锻模结构特点。 

  √   

5.1 要求完成锻造工

艺过程设计，要求有详

细的设计、计算过程，

学会工程问题的分析

与解决问题能力。 

√ √ √ √ √ 

5.2 撰写项目设计说

明书，包括摘要、冷锻

件图绘制，设备吨位，

模锻件变形工步选择，

坯料尺寸等。 

√ √ √ √ √ 

5.3 制作 PPT，交流汇

报。 
√ √ √ √ √ 

6.1 二 维 制 图 软 件

AutoCAD、三维绘图软

件 UG 或 Solidworks

等的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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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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工艺学、冲压工艺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传热物理过程的普遍性与传热学在材料类和机械类工程专业

上应用的必要性特殊性。 

目标 2：掌握温度场与热流密度场的概念和三种基本传热方式的计算方法。 

目标 3：能够应用质量，动量与能量平衡的概念将研究对象的传热问题转

化为数学模型，列出方程（含微分方程），对部分简单边界条件问题能够求出解

析解。 

目标 4：了解应用有限差分法在计算机上求解一般的传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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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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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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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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时考核：出勤 20%、作业、课堂提问等 20%，期末考查占 60%.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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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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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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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传热物理

过程的普遍性与传热

学在材料类和机械类

工程专业上应用的必

要性特殊性 

目标 2：掌握

温度场与热流

密度场的概念

和三种基本传

热方式的计算

方法 

目标 3：能够应用传

热学概念将研究对

象的传热问题转化

为数学模型，对部

分简单边界条件问

题能够求出解析解 

目标 4:了解应

用有限差分法

在计算机上求

解一般的传热

问题 

（一）、掌握三种
传热形式、了解
热阻公式 

√ √   

（二）、对导热理
论基础，掌握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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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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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稳
态导热，掌握三
类边界条件和集
总参数法。了解
周期性变化边界
条件下非稳态导
热解析解的分析
与应用。 

√ √ √ 

 
√ 

（四）、对流换热
理论基础，掌握
流场中微元体的
质、动、能量平
衡，微分方程组。
了解边界层的基
本概念，厚度、
速度梯度、在各
种边界上的发生
与发展；了解边
界层  微分方程
组的产生。 

√ √  √ 

 

（五）  对流换
热准则关联式，
掌握速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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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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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六）  在热辐
射 的 基 本 定 律
上，掌握热辐射
量的描述，了解
普郎克定率，斯
蒂芬 -玻尔兹曼
定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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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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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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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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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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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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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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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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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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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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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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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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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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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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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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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项目风险识别、评估、应对和控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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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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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版），〔美〕克利福德•格雷，埃里克•拉森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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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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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出版社，2002.05 

5. 中国工程项目管理网 http://www.cpm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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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测试 30%+项目作业 20%+考勤讨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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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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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pm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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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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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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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学及热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9A1 英文名称：Me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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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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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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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了解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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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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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相变知识在材料焊接性

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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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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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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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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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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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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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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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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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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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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课时） 

1. 掌握固态相变及钢在加热时的转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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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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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制造过程中的应用。 (6 学时) 

（五）金属材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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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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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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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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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现及考勤作业等。 

2. 实验成绩占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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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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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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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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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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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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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了

解其在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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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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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态相变知

识在材料焊

接性方面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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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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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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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成形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2P1 英文名称：Net Shap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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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原理，冲压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计 

后续课程：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精密模锻工艺的精密下料、少无氧化加热等方法，掌握精密

模锻的力能参数计算、工艺制定及模具设计原则，学会进行模锻设备选择。 

目标 2：掌握精密冲裁工艺的变形机理，掌握精冲件精度控制及结构工艺

性设计，掌握精冲工艺及模具结构。 

目标 3：掌握挤压成形的基本原理、挤压件设计要点和挤压力计算，掌握

挤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目标 4：掌握其他精密塑性成形工艺的特点和典型模具结构。 

二、课程内容 

1、精密下料及少无氧化加热 （2 学时） 

1.1 精密塑性成形工艺对毛坯下料的质量要求，精密下料方法及设备。 

 （1 学时）  

1.2 敞焰少氧化加热，感应加热。 （1 学时） 

2、 精密模锻 （8 学时） 

2.1 精密模锻分类 （1 学时） 

2.2 精密模锻力能参数计算 （1 学时） 

2.3 精密模锻成形过程的分析，精密模锻工艺过程的制定，精密模锻的辅

助工序，精密模锻时的润滑。 （2 学时）  

2.4 精密模锻模具：模具的类型，模具设计要点，模膛设计中的一般问题，

模具的导向装置，模具的顶出装置。 （2 学时） 

2.5 精密模锻设备 （1 学时） 

2.6 精密模锻应用实例 （1 学时） 

3、 精密冲裁 （10 学时） 

3.1 精冲变形过程及应力分析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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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精冲工艺的技术指标及精冲件的质量分析 （1 学时） 

3.3 精冲件的结构工艺性分析 （2 学时） 

3.4 精冲工艺的力能计算，精冲零件及工艺过程设计，精冲工艺的润滑。 

 （2 学时）                     

3.5 精冲模具结构，凸凹模间隙及尺寸，模芯结构，精冲模的典型结构。 

 （2 学时） 

3.6 精冲设备 （1 学时） 

3.7 精冲应用实例 （1 学时） 

4 、挤压 （8 学时） 

4.1 挤压基本原理 （1 学时） 

4.2 挤压件的材料选择、形状及尺寸设计、变形程度、尺寸精度和表面粗

糙度。 （2 学时） 

4.3 挤压力计算 （1 学时） 

4.4 反挤压凸模的设计，挤压凹模的设计，组合凹模的优化设计。 （2 学时）  

4.5 挤压设备选择 （1 学时）  

4.6 挤压应用实例 （1 学时） 

5 、其他精密塑性成形技术 （4 学时） 

5.1 多向模锻和径向锻造成形 （1 学时） 

5.2 摆动辗压和等温模锻 （1 学时） 

5.3 超塑性模锻和精压 （1 学时） 

5.4 旋压和液态模锻 （1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工程训练与工程应用：金属精密塑性成形技术》，王少纯等编著，哈

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1  

(二)参考教材  

1. 《精密塑性成形工艺》， 夏巨谌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1999.10 

2. 《精密塑性体积成形技术》， 吕炎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2 

3. 《金属塑性形成原理》，董湘怀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8 

4. 《锻造工艺学与模具设计》，桃泽坤主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8 

5. 《锻压手册第 3 版（修订本）第 3 卷 锻压车间设备》， 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塑性工程学会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9  

6. 《复杂铝合金零件精密模锻技术》，程俊伟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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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  

7. 《精冲技术》，涂光祺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  

8. 《挤压技术—金属精密件的经济制造工艺》 K.Lange等编著,杜国辉等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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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上课出勤率(10%)、课堂表现（10%）、

平时测验及作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精密模锻、精

密冲裁、热挤压等精密塑性成形工艺的原理及特点、工艺分析、工艺参数计算

及模具结构设计。 

五、附件 

 

制定人： 苗青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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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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精密

模锻金属变形过

程、下料及加热方

法并进行工艺分

析，掌握精密模锻

工艺方案制订及

模具设计。  

目标 2：掌握精

密冲裁的金属

变形过程并进

行工艺分析，学

会精冲的模具

设计和设备选

择。 

目标 3：掌握挤

压成形的金属

变形过程并进

行工艺分析，学

会挤压力的计

算及模具设计。  

目标 4：掌握

其他精密成

形工艺的特

点和典型的

模具结构； 

1、 精密下料及少无氧化

加热 
     

1.1 精密下料 √    

1.2 少无氧化加热 √    

2、 精密模锻      

2.1 精密模锻分类 √    

2.2 精密模锻力能参数计

算 
√    

2.3 精密模锻工艺 √    

2.4 精密模锻模具 √    

2.5 精密模锻设备 √    

2.6 精密模锻应用实例 √    

3、 精密冲裁  √   

3.1 精冲变形机理  √   

3.2 精冲件精度要求  √   

3.3 精冲件结构工艺性  √   

3.4 精冲工艺  √   

3.5 精冲模具  √   

3.6 精冲设备  √   

3.7 精冲应用实例  √   

4、 挤压   √  

4.1 挤压基本原理   √  

4.2 挤压件设计   √  

4.3 挤压力计算   √  

4.4 挤压模具设计   √  

4.5 挤压设备选择   √  

4.6 挤压应用实例   √  

5、 其他精密塑性成形技

术 
     

5.1 多向模锻和径向锻造    √ 

5.2 摆动辗压和等温模锻    √ 

5.3 超塑性模锻和精压    √ 

5.4 旋压液态和模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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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5P1 英文名称：Finite Elemen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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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后续课程：有关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有限元法特点及利用有限元分析结构的基本步骤。 

目标 2：理解梁、杆、板单元刚度矩阵的推导方法。 

目标 3：会使用平面单元，使用 Ansys 进行应力计算。 

目标 4：使用 3 维实体单元，使用 Ansys 进行应力计算。 

目标 5：能够解释并评估有限元计算结果。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基本概念 

为什么使用有限元；有限元的应用；有限元历史简介；有限元法结构分析

的步骤；常见的商用有限元软件；介绍本课程目标以及考核方法。 

1.2 矩阵代数复习 

什么是线性代数方程；矩阵的加减；矩阵与标量的乘法；矩阵的乘法；矩

阵的转置；对称矩阵；单位矩阵；矩阵的行列式；奇异矩阵；矩阵的逆；线性

方程的求解方法；正定矩阵；矩阵的微分和积分 

1.3 弹簧单元 

（二）杆和梁单元 （6 课时） 

2.1 杆单元； 

Direct Method 求刚度矩阵；Formal Method 求刚度矩阵；分布载荷；2D 和

3D 空间中的杆单元； （4 课时） 

2.2 梁单元； 

简单平面梁单元；Direct Method 求刚度矩阵；Formal Method 求刚度矩阵；

分布载荷；3D 梁单元；横向分布载荷的等效节点载荷；框架结构的 FE 分析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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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维问题 （6 课时） 

3.1 基本理论回顾 

平面(2D)问题；应力-应变-温度本构关系；应变和位移关系；平衡方程；精

确弹性解。 

3.2 2-D 问题的有限单元 

刚度矩阵一般描述；常应变三角形单元；线性应变三角形单元；线性应变

四边形单元；二阶四边形单元；载荷的转化；应力计算。 

上机：平面结构静力有限元分析 （2 课时） 

（四）有限单元法建模及求解技术 （2 课时） 

4.1 对称 

对称的类型；对称的应用。 

4.2 方程的求解方法 

直接法(高斯消去法)；迭代方法。 

4.3 有限元解的本质： 

刚化效应。 

4.4 数值计算的误差： 

刚化效应。 

4.5 有限元求解的收敛性 

4.6 适应性 

（五）板和壳单元 （4 课时） 

5.1 板理论 

作用在板上的力和扭矩；应力；力与应力的关系；薄板理论；厚板理论 

5.2 板单元 

Kirchhoff 板单元；Mindlin 板单元；离散 Kirchhoff 单元 

5.3 壳单元的应用 

（六）3D 问题的实体单元 （4 课时） 

6.1 3D 弹性理论 

应力状态；应变；应力-应变关系；位移；应变-位移关系；平衡方程；边

界条件；应力分析 

6.2 有限单元的建立 

位移场和刚度矩阵。 （3 课时） 

6.3 典型的 3D 实体单元 

四面体单元；六面体单元；五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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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 2：实体结构静力有限元分析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有限元分析：ANSYS理论与应用（第四版）》，李继荣等译，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5.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有限元法原理与 ANSYS 应用》，夏建芳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 《ANSYS Workbench 15.0 结构分析快速入门、进阶与精通》，北京兆迪

科技有限公司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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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上机（20%）、考勤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上机考核。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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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元法特点

及利用有限元

分析结构的基

本步骤 

目标 2：理解

梁、杆、板单

元刚度矩阵

的推导方法。 

目标 3：会使

用平面单元，

使 用 Ansys

进行应力计

算。 

目标 4:使

用 3 维实体

单元，使用

Ansys 进行

应力计算。 

目标 5：能

够解释并评

估有限元计

算结果。 

1.1 基本概念 √     

1.2 矩阵代数复习 √     

1.3 弹簧单元 √     

2.1 杆单元  √    

2.2 梁单元  √    

3.1 基本理论回顾   √   

3.2 2D 问题的有限单

元 
  √   

上机 1：平面结构静力

有限元分析 
√  √  √ 

4.1 对称 √  √ √  

4.2 方程的求解方法 √ √ √ √ √ 

4.3 有限元解的本质     √ 

4.4 数值计算的误差     √ 

4.5 有限元求解的收

敛性 
    √ 

4.6 适应性 √     

5.1 板理论   √   

5.2 板单元   √   

5.3 壳体与壳单元   √   

6.1 3D 弹性理论    √  

6.2 3D 有限单元的建

立 
   √  

6.3 典型 3D实体单元    √  

上机 2：实体结构静力

有限元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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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8P1          英文名称：Lectures on the Frontier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分/学时：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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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工艺学、冲压工艺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跟踪国际科技前沿、研究热点。 

目标 2：了解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域。 

目标 3：了解先进材料及加工方法，纳米材料、碳材料、航空发动机用材

料、新能源汽车用材料。 

目标 4：了解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发展状况、技术关键。 

目标 5：了解再制造技术、了解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机技术。 

二、课程内容 

1. 中国制造 2025 的基本要求和学习内容 （3 学时） 

（1）掌握我国制造业最新科技政策、重点发展领域、在国际上所处地位； 

（2）掌握我国重点发展的 10 个领域的需求、目标、发展重点以及技术路

线图。 

2. 材料研究的两条基本规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学时） 

1）掌握先进材料开发的两条基本规律。 

2）掌握材料研究的“四要素”。 

3）掌握材料研究的两个“全过程”。 

3.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了解人智能的发展历史。 

2）了解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专家系统、自主学习算法。 

3）了解智能制造的要素，传感、控制和驱动技术。 

4. 先进再制造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了解再制造的内涵与特征； 

2）了解国内外再制造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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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中国自主创新的再制造产业模式； 

4）掌握再制造技术种类； 

5. 机器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学时） 

1）了解机器人种类和应用； 

2）了解机器人技术关键； 

3）了解世界机器人发展方向和中国机器人发展重点。 

6. 新能源汽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学时） 

1）了解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史； 

2）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种类； 

3）了解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关键。 

3）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与国外技术的异同。 

7. 纳米材料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了解纳米材料的概念、应用和发展历史； 

2）了解纳米材料的种类； 

3）了解纳米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 

8. 先进碳材料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了解碳材料种类及发展历史； 

2）了解碳纤维、碳纳米管、石墨烯的概念和应用 

3）了解碳材料的先进制备技术； 

9. 航空发动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学时） 

1）了解航空发动机发展历史； 

2）了解航空发动机的构成、各部件所用材料 

3）了解航空发动机各部件的制备技术。 

10. 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学时） 

1）了解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2）了解量子通讯理论与量子计算机技术关键； 

3）了解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在国际上所处地位。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世界前沿科技》，李慕南编著， 辽海出版社，201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国际科学技术前沿报告 2016》，张志强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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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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时考核：出勤 20%、作业、课堂提问等 10%，期末考查占 70%，让

学生撰写关于科技前沿热点的专题调研报告。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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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国家科技

发展规划，

跟踪国际科

技前沿、研

究热点 

目标 2：了解

中 国 制 造

2025 重点领

域 

目标 3：了解先进

材 料 及 加 工 方

法，纳米材料、

碳材料、航空发

动机用材料、新

能 源 汽 车 用 材

料。 

目标 4:了解

人工智能、智

能制造、机器

人发展状况、

技术关键 

目标 5：了解

再制造技术、

了解量子通

讯与量子计

算机技术。 

1.1 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高档数

控机床和机器人 

√ √    

1.2 航空航天装

备海洋工程装备

及高技术船舶 

√ √    

1.3 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电力装

备 

√ √    

1.4 农机装备新

材料生物医药及

高性能医疗器械 

√ √    

2.1 材料研究的

“四要素” 
√  √   

2.2 材料研究的

两个全过程 
√  √   

3.1 人工智能的

技术发展、专家系

统、自主学习算法 

√ √  √  

3.2 智能制造的

要素，传感、控制

和驱动技术 

√ √  √  

4.1 再制造的内

涵与特征；国内外

再制造产业发展

现状 

√    √ 

4.2 中国自主创

新的再制造产业

模式；再制造技术

种类 

√    √ 

5.1 机器人种类

和应用 
√ √  √ √ 

5.2 机器人技术

关键；世界机器人

发展方向和中国

机器人发展重点 

√ √  √ √ 

6.1 新能源汽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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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史；新能

源汽车的种类 

6.2 新能源汽车

的技术关键，我国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与国外技术的异

同。 

√  √   

7.1 纳米材料的

概念、应用和发展

历史 

√ √ √   

7．2 纳米材料的

种类；纳米材料的

关键制备技术 

√ √ √   

8.1 碳材料种类

及发展历史；碳纤

维、碳纳米管、石

墨烯的概念和应

用 

√  √   

8.2 碳材料的先

进制备技术 
√  √   

9.1 航空发动机

发展历史；航空发

动机的构成、各部

件所用材料 

√ √ √   

10.1 量子通讯与

量子计算机的发

展历史 

√ √ √  √ 

10．2 量子通讯理

论与量子计算机

技术关键 

√ √   √ 



59 

 

《模具 CAD/CAE/CAM》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0P1         英文名称：Die/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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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冲压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 

后续课程：模具制造工艺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模具 CAD 三维建模技术，掌握曲线曲面复杂建模和模具总体

装配，并学会基于 CAD 完成模具的工程制图。 

目标 2：掌握模具 CAE 分析技术，学会使用三维软件完成模具零部件运动

仿真、受力件的有限元分析及成型件的流体分析。 

目标 3：掌握模具 CAM 技术，学会使用三维软件 CAM 技术完成复杂型腔

类零件的加工仿真。 

目标 4：掌握模具成型工艺方法，掌握模具结构组成、结构设计。 

目标 5：掌握使用模具 CAD/CAE/CAM 完成具体的模具设计实例。 

二、课程内容 

（一）明确模具 CAD/CAE/CAM 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2 课时） 

1.1 了解模具 CAD/CAE/CAM 的概况。 （1 课时） 

1.2 明确本模具 CAD/CAE/CAM 的应用、发展趋势、系统组成、软件介绍

和学习方法。（1 课时） 

（二）成形工艺及模具结构 （4 课时） 

2.1 掌握典型的金属成形工艺原理。 （2 课时） 

2.2 了解典型成形模具结构及其设计原理。 （2 课时） 

（三）模具 CAD 技术 （6 课时） 

3.1 了解三维几何建模技术与分类。 （2 课时） 

3.2 明确图形及产品数据交换技术。 （2 课时） 

3.3 掌握基于 UGNX 的几何造型技术。 （2 课时） 

（四）模具 CAE 技术 （6 课时） 

4.1 掌握 CAE 技术的基本原理。 （2 课时） 

4.2 学会使用 UG 软件完成模具的运动仿真、受力件有限元分析及成形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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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析。 （4 课时） 

（五）模具 CAM 技术 （6 课时） 

5.1 掌握数控机床及编程技术。 

5.2 了解数控加工过程的动态仿真。 

5.3 掌握基于 UG 的 CAM 技术。 

（六）冲压模具 CAD/CAE/CAM 实例分析 （8 课时） 

6.1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 CAD/CAE/CAM 设计流程。 （1 课时） 

6.2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模具的装配及运动仿真。 （1 课时） 

6.3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模具的工作零件加工仿真。 （2 课时） 

6.4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模具的流体分析。 （2 课时） 

6.5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模具基于 UG 制图模具的工程图纸绘制。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具 CAD/CAE/CAM》王匀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模具 CAD/CAE/CAM》，任秉银主编，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6.01 

2. 《模具 CAD/CAM》第二版，李明尧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2 

3. 《模具 CAD\CAM》，李志刚等编著，机械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08 

4. 《中文版 UG NX 模具设计完全学习手册》，黄成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5.04 

5. 《 UG NX 7.0 中文版模具设计与数控加工教程》（配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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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冲压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等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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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1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80%，根据课程内容 6 个方面形成的阶段设计成果实施各

阶段的质量及考核，从而形成各阶段的考核成绩。最终的考核成绩在 6 个阶段

考核成绩的基础上，由指导教师结合图纸质量、说明书质量和答辩记录对总成

绩在 10%左右的范围内适度调整。 

五、附件 

制定人：  刘加亮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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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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模
具 CAD 三维建
模技术，掌握曲
线曲面复杂建
模和模具总体
装配，并学会基
于 CAD 完成模
具的工程制图。  

目标 2：掌握模
具 CAE 分析技
术，学会使用三
维软件完成模
具运动仿真、受
力件的有限元
分析及成型件
的流体分析。 

目标 3：掌握
模具 CAM 技
术，学会使用
三维软件 CAM
技术完成复杂
型腔类零件的
加工仿真。 
 

目标 4：掌握
模具成型工
艺方法，掌
握模具结构
组成、结构
设计。 
 

目标 5：掌握
使 用 模 具
CAD/CAE/CA
M 完成具体
的模具设计
实例。 

1.1 了 解 模 具
CAD/CAE/CAM 的概况。 

√ √ √   

1.2 明 确 本 模 具
CAD/CAE/CAM 的应用、
发展趋势、系统组成、
软件介绍和学习方法。 

√ √ √   

2.1 掌握典型的金属成
形工艺原理。 

   √  

2.2 掌握典型成形模具
结构及其设计原理。 

   √  

3.1 掌握三维几何建模
技术与分类。 

√   √  

3.2 掌握图形及产品数
据交换技术。 

√ √ √   

3.3学会基于 UGNX的几
何造型技术。 

√    √ 

4.1 掌握 CAE 技术的基
本原理。 

 √   √ 

4.2学会使用 UG软件完
成模具的运动仿真、受
力件有限元分析及成形
件流体分析。 

 √   √ 

5.1 掌握数控机床及编
程技术。 

  √  √ 

5.2 掌握数控加工过程
的动态仿真。 

  √  √ 

5.3 掌握基于 UG 的 CAM
技术。 

  √  √ 

6.1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
模具设计计算与建模。 

√   √ √ 

6.2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
模具的装配及运动仿真。 

 √  √ √ 

6.3掌握板材拉深成形模
具的工作零件加工仿真。 

  √ √ √ 

6.4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
模具的流体分析 

 √  √ √ 

6.5 掌握板材拉深成形
模具基于 UG 制图模具
的工程图纸绘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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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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 CAD/CAE/CAM，冲压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计  

后续课程：模具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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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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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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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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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模具材料的特点、选材原则及其热处理方法。 

二、课程内容 

1、模具制造概述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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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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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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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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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知识。 （4 学时） 

3.3 超声波加工与激光加工 （2 学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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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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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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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方法。 （2 学时）  

6.2 熟悉冷冲模的装配：模架的装配方法、凸模和凹模的装配方法、冷冲

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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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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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模具各种零件的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模具制造工艺》（第 1 版），张荣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二)参考教材 

1.《模具制造工艺》，傅建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8 

2.《模具制造工艺》，邱训红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3 

3.《模具制造工艺与装备》，侯维芝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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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模具制造工艺学》（第 2 版），李云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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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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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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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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上课出勤率(10%)、课堂表现（10%）、

平时测验及作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模具加工的基

础理论和加工方法、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技术及特种加工技术、现代模具制造

技术、以及模具的装配、模具常用材料及热处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苗青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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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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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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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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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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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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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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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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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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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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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的结构和生物性能相互关系。 

目标 5：了解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的概念、分类。理解其基本原理、仪器

组成和适用范围。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热化学与能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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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时） 

1.3 能源的合理利用。 （0.5 课时）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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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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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与大气污染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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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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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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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溶液化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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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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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课时）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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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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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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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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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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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质的结构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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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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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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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无机化合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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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时） 

6.2 金属合金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1 课时）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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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高分子化合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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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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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课时）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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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生物大分子基础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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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氨基酸、多肽、蛋白质。 （1 课时） 

8.2 核苷酸、基因工程、单糖、低聚糖。 （1 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的结构和性能相互关系。初步掌握

手性化合物构型的 R，S 标记法则。了解核苷酸，DNA 和 RNA 的组成和结构。

了解基因与基因工程。了解糖类的化学组成与结构。 

（九）仪器分析基础 （6 课时） 

9.1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 课时） 

9.2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析。 （1 课时） 

9.3 红外光谱光谱分析。 （1 课时） 

9.4 电位分析。 （1 课时） 

9.5 色谱分析。 （1 课时） 

9.6 课堂实践。 （1 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的概念、分类。了解几种最常见的仪

器分析方法，理解其基本原理、仪器组成和适用范围。通过实例，认识几种常

见仪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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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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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考勤(10%)、作业(10%)。 

2.期末考试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3.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反应热与焓、化学反应方向判断、化学平衡及控制、

反应速率、酸碱解离平衡、PH 值计算、溶度积应用、原电池与电极电势计算与

应用、化学键与分子间作用力、晶体结构、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的性质与应

用、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性质与应用、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仪器分析的原



70 

理与适用范围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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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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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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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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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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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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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氨基酸、多肽

和蛋白质的结

构和生物性能

相互关系。 

目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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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氨基酸、

多肽和蛋白

质的结构和

生物性能相

互关系。 

目标 5：了解

分析化学与

仪器分析的

概念、分类。

理解其基本

原理、仪器

组成和适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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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生物大分子基础    √  

（九）仪器分析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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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差与配合》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2P1         英文名称：Common Difference & Coperation 

学分/学时：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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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制图（2）、工科基本训练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冲压模具设计、锻造模具设计、塑

料模具设计、模具 CAD/CAE/CAM、模具制造工艺、材料成型设备及其自动化、

模具项目综合训练、塑性成形技术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标准化、互换性和公差的基本概念及与精度设计有关的基本术

语和定义。 

目标2：基本掌握机械精度设计标准的主要内容、特点和应用原则。 

目标3：初步学会根据机械零件的使用要求，正确设计几何量公差并正确标

注在图样上。 

目标4：熟悉各种典型的几何量检测方法和初步学会使用常用的计量器具。 

二、课程内容 

（一）教学内容 

1.1 教学单元 1：绪论 （2 学时） 

1.1.1 互换性与公差的概念 

1.1.2 标准化与优先数系 

1.1.3 检测技术的发展 

1.1.4 本课程的特点和任务 

1.2 教学单元 2：技术测量基础 （4 学时） 

1.2.1 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理解长度单位与尺寸传递； 

1.2.2 理解计量器具与测量方法的分类；  

1.2.3 掌握测量误差的分类、测量数据的处理及测量结果的表达方法。 

1.3 教学单元 3：尺寸精度设计与检测 （6 学时） 

1.3.1 概述 

1.3.2 标准公差系列——公差带大小的标准化 

1.3.2 基本偏差系列系列——公差带位置的标准化 

1.3.3 尺寸精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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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尺寸精度检测 

1.4 教学单元 4：几何精度设计与检测 （6 学时） 

1.4.1 概述 

1.4.2 几何公差的标注方法及几何公差带 

1.4.3 公差原则与公差要求 

1.4.4 几何精度设计 

1.4.5 几何误差及其检测 

1.5 教学单元 5：表面粗糙度轮廓设计与检测 （2 学时） 

1.5.1 概述 

1.5.2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评定 

1.5.3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设计 

1.5.4 表面粗糙度轮廓符号、代号及其注法 

1.5.5 表面粗糙度轮廓的检测 

1.6 教学单元 6：常用结合件的公差与检测 （8 学时） 

1.6.1 滚动轴承与孔轴结合的精度设计与检测 

1.6.2 键和花键结合的精度设计与检测 

1.6.3 螺纹结合的精度设计与检测 

1.6.4 圆柱齿轮精度设计与检测 

（二）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学

时 

课堂教学 
学

时 

自主学习 

讲

授 

实

验 

案例分

析 
。。。 

作

业 

实验 

报告 

文献 

查阅 
。。。 

教学单元1  2 2    2     

教学单元2 4 4 0 0  4 2    

教学单元3 6 6    6 2    

教学单元4 6 6 0 0  6 2    

教学单元5 2 2    2 2    

教学单元6 8 8 0   8     

机动 4          

学时合计 32 28    28 8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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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精度设计与检测基础》，刘品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月第 9版 

(二)参考教材 

[参 考 书]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邢闽芳，房强汉，兰利洁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7年 7月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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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作业(10%)、综合性大作业（20%）及出

勤(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尺寸公差、形

位公差、表面粗糙度和常用结合件的公差与配合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典型应用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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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CF%C3%F6%B7%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7%BF%C7%BF%BA%B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BC%C0%FB%BD%E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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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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标准

化、互换性和公

差的基本概念及

与精度设计有关

的基本术语和定

义。 

目标 2：基本掌

握机械精度设计

标准的主要内

容、特点和应用

原则。 

目标 3：初步学会根

据机械零件的使用

要求，正确设计几何

量公差并正确标注

在图样上。 

目标 4：熟悉

各种典型的

几何量检测

方法和初步

学会使用常

用的计量器

具。 

教学单元 1：绪论 √    

教学单元 2：技术测量基础 √ √ √ √ 

教学单元 3：尺寸精度设计

与检测 
√ √ √ √ 

教学单元 4：几何精度设计

与检测 
√ √ √ √ 

教学单元 5：表面粗糙度轮

廓设计与检测 
√ √ √ √ 

教学单元 6：常用结合件的

公差与检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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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与健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6P1 英文名称：Occupational Saftety and health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程技术专业通用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职业安全与事故的概述，工作场所安全和岗位操作安全的基

本要素构成； 

目标 2：掌握热加工行业、机械制造行业、电气行业的安全生产特征，主

要危害和环境影响因素，安全环保作业指导书的编制； 

目标 3：掌握危险化学品种类，了解危化品的生产、储存与运输安全要求；

掌握重大危险源监控要求； 熟悉特种设备种类，安全要求技术特点；了解防火

防爆的基本知识和防护要求； 

目标 4：职业危害的常见种类，职业病相关知识，个人职业健康保护的基

本要求和相关政策法规； 

目标 5：掌握事故应急救援体系、预案的基本构成；事故灾难与意外伤害

的紧急避险常识。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绪言：安全、环保与个人职业健康的概述 （2 课时） 

第一章：职业安全基础 （2 课时） 

1.1 工作场所安全。 （1 课时） 

1.2 岗位操作安全。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安全、环保与个人职业健康的政策法规；与国家、行业、

个人的关系；工作场所安全和岗位操作安全的基本概念与要求。  

第二章：典型行业的安全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 （10 课时） 

2.1 冶金热加工行业安全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 （4 课时） 

2.2 机械加工行业安全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 （4 课时） 

2.3 电气行业安全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 （2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冶金热加工行业安全技术特点和相应的安全与环境保护；

机械加工行业安全技术特点和相应的安全与环境保护；电气行业安全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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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应的安全与环境保护。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安全 （3 课时） 

3.1 危化品的种类、生产、储存与运输。 （1 课时） 

3.2 危化品重大危险源监控。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危化品的概念与种类，了解危化品的生产、储存、运输要

求，掌握危化品重大危险源的监控。  

第四章：特种设备安全 （3 课时） 

4.1 锅炉与压力设备安全。 （2 课时） 

4.2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特种设备的种类，相应安全管理要求。 

第五章：防火与防爆 （2 课时） 

5.1 火灾与消防安全。 （1 课时） 

5.2 防爆与抑爆技术安全。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火灾的基础知识和消防方法，爆炸的基本知识和防爆抑爆

的方法。  

第六章：职业病防护 （4 课时） 

6.1 职业危害常见种类。 （2 课时） 

6.2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政策法规。 （1 课时） 

6.3 工伤保险相关知识。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职业病种类和防护方法，了解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政策法

规，工伤保险相关知识。 

第七章：事故应急救援 （2 课时） 

7.1 掌握应急救援的特点与救援体系基本构成。 （1 课时） 

7.2 应急救援预案的形成与演练。 （1 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应急救援的特点与体系构成，了解应急救援预案的形成，

进行应急演练。 

第八章：紧急避险 （2 课时） 

8.1 自然灾害的防护。 （1 课时） 

8.2 事故灾难与意外伤害避险。 （1 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自然灾害的类型与防护，了解事故灾难与意外伤害避险措施。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职业安全与紧急避险》（第 1版），崔迎、孙艳丽等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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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6.8 

(二)参考教材 

1.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安全教育》（第 2 版），邹红艳等主编，冶金工业出

版社，2018.1 

2. 《机械工厂生产安全重要风险管控措施》（第 1 版），上海电气（集团）

总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编著，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12 

3. 《机械工厂生产性岗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第 1 版），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编著，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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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考勤(10%)，作业(30%)。 

2.期末考试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 

五、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制定人：  管仲毅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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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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职
业安全与事故
的概述，工作场
所安全和岗位
操作安全的基
本要素构成。 
 
 

目标 2：掌握
热加工行业、
机 械 制 造 行
业、电气行业
的安全生产特
征，主要危害
和环境影响因
素，安全环保
作业指导书的
编制 

目标 3：掌握
危险化学品种
类，了解危化
品的生产、储
存与运输安全
要求；掌握重
大危险源监控
要求； 熟悉特
种设备种类，
安 全 技 术 特
点；了解防火
防爆基本知识
和防护要求。 

目标 4：职业
危害的常见
种类，职业
病相关知
识，个人职
业健康保护
的基本要求
和相关政策
法规； 
 

目标 5：掌握
事故应急救
援体系、预
案的基本构
成；事故灾
难与意外伤
害的紧急避
险常识。 

绪言：安全、环保与个

人职业健康的概述 
√ √ √ √ √ 

第一章：职业安全基础 √ √ √ √  

第二章：典型行业的安全

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 
√ √   √ 

第三章：危险化学品安全   √  √ 

第四章：特种设备安全   √  √ 

第五章：防火与防爆   √  √ 

第六章：职业病防护    √ √ 

第七章：事故应急救援     √ 

第八章：紧急避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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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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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实践中典型模具的基本结构和主要零件。了解实际生产

中模具设计的要点、难点。 

目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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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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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就业岗位的感性认识。 

目标 3：了解实习单位纪律，严格遵守实习安全规定。 

目标 4：了解并熟悉模具生产的基本加工、装配、调试过程。 

目标 5：了解模具 CAD/CAM/CAE在生产中的应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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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教材 

主要参考书：实习大纲及相关资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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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抽

查）给出学生实习成绩，其中，实习纪律和实习态度占 20%，实习笔记和实习

小结占 80%。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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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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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生产实践中典

型模具的基本

结构和主要零

件。了解实际

生产中模具设

计的要点、难

点 

目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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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3：了

解实习单位

纪律，严格

遵守实习安

全规定 

目标 4:了

解并熟悉模

具生产的基

本加工、装

配、调试过

程 

目标 5：了

解 模 具

CAD/CAM/CA

E 在生产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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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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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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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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分析等材料成型设计类课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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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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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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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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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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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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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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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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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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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3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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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方程组求解。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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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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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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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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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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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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类、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材料成型原理 

后续课程：模具项目综合训练、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高分子聚合物结构特点及其性能，掌握热塑性和热固性塑料

成型原理、塑料原料组成及塑性成型特性，熟悉常用塑料原料性能及预处理。 

目标 2：掌握塑料产品的结构、工艺性和设计原则，熟悉塑料产品质量分

析，学会产品结构分析和成型缺陷分析。 

目标 3：掌握注塑、压缩和挤出成型原理、成型工艺过程和工艺参数设计，

掌握注塑成型设备工艺参数校核，熟悉成型设备零部件结构，学会注塑成型工

艺规程编制及注塑设备工艺参数调试，了解中空成型、压注成型原理及设备。 

目标 4：掌握注塑、压缩和挤出成型典型模具结构和工作原理，掌握注塑

成型零部件、浇注系统、结构零部件和温度控制系统等的设计与计算，熟悉压

缩和挤出成型零部件的设计，学会根据塑件结构及塑料原料设计模具结构，并

应用制图能力绘制模具工程图。 

目标 5：掌握模具材料及应用，熟悉注塑成型新技术、注塑模具设计程序

及模具设计 CAD 软件等，了解压注成型、气动成型、发泡成型。 

二、课程内容 

（一）塑料原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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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2.1 塑件精度和表面质量控制，塑件缺陷分析。 （1 课时） 

2.2 塑件结构设计规则。 （1 课时） 

（三）注塑成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4 课时） 

3.1 注塑成型原理；注塑成型工艺过程及要求。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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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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3.3 注塑模具的类型、结构组成及典型注塑模具结构。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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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3.5 分型面设计原则及其对成型的影响。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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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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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3.8 推出机构结构组成、设计与计算。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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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3.10 模具温度控制原理及常见冷却系统结构设计。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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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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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4.1 压缩成型原理、工艺过程。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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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五）挤出成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挤出成型原理、工艺过程。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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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 

（六）其它成型技术（学生自主学习） 

6.1 注塑成型新技术及其应用 

6.2 注塑模具设计程序 

6.3 压注成型、气动成型及发泡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3版），屈华昌、吴梦陵等编著， 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4.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塑料成型模具》（第 3 版），申开智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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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刘彦国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02 

3.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余芙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9 

4. 《塑料成型工艺学》（第 3 版），杨鸣波等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6 

5. 《注塑模具典型结构图册》，刘朝福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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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塑件结构工艺

性、塑料成型工艺特性、成型工艺过程、成型工艺参数、注塑机有关参数校核、

注塑模具结构分析及设计计算、压缩模具结构及压缩机、挤出模具结构及挤出

机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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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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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热

塑性和热固性

塑料成型原理

及成型工艺性 

目标 2：掌握

塑料产品结构

设计，学会分

析产品工艺性 

目标 3：掌握

成型工艺及成

型设备，学会

工艺参数控制

及设备参数校

核 

目标 4:掌握

模具结构设

计及零部件

计算，学会

设计成型零

件及结构件 

目标 5：掌握

模具材料性

能及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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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搓成 
√ √ √   

5.2 典型机头设计及挤

出机 
√ √ √ √ √ 

6.1 注塑成型新技术及

应用 
√ √ √ √ √ 

6.2 注塑模具设计程序 √ √ √ √ √ 

6.3 其它成型工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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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7P1 英文名称：Foundry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制造工艺类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铸造行业的地位及成就，铸造技术的历史及发展趋势。 

目标 2：掌握液态成形原理。 

目标 3：掌握铸铁、铸钢和铸造有色金属的熔炼、分类、组织和性能。 

目标 4：掌握砂型铸造工艺设计，特种铸造工艺及应用。 

目标 5：学会控制铸造质量，使学生具有一定工程技术问题分析与解决的

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2 课时） 

1. 介绍铸造的定义、铸造生产的特点、我国铸造行业的地位和成就、我国

铸造技术的辉煌历史和铸造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本课程的性质、内容及学习

本课程的要求等。 

(二) 铸造成形工艺原理 （6 课时） 

1. 掌握液态金属对铸型的充填、铸件的凝固。 （2 课时） 

2. 掌握液态金属的结晶及组织控制和铸件的偏析。 （2 课时） 

3. 掌握铸件中的气体与非金属夹杂物、铸件的收缩及收缩缺陷。（2 课时） 

（三）铸铁、铸钢和铸造有色金属 （10 课时） 

1. 掌握铸铁的组织、性能特点及应用，铸铁的熔炼。 （4 课时） 

2. 掌握铸钢的熔炼、组织、铸造性能、及铸钢件的热处理。 （2 课时） 

3. 掌握铸造非铁合金的熔炼、分类、性能及应用。 （4 课时） 

（四）砂型铸造及特种铸造 （8 课时） 

1. 掌握砂型的分类、造型、铸造工艺方案设计、浇注系统设计、冒口的设

计等。 （4 课时） 

2. 掌握熔模精密铸造、消失模铸造、金属型铸造、压力铸造、低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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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铸造、离心铸造和连续铸造等铸造工艺、特点及应用。 （4 课时） 

（五）铸造生产质量控制 （4 课时） 

1. 掌握铸造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铸件质量与检验。 （2 课时） 

2. 掌握铸件的缺陷分析和铸造生产的环境保护。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铸造工程基础》，范金辉等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铸造技术》，介万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04月（第 1 版） 

2.《铸造工艺学》，李荣德，米国发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08 月  

3.《铸造金属凝固原理》，陈宗民，于文强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01 月 

4.中国铸造网——http://www.chin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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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测验(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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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成形工艺

原理、铸铁、铸钢和铸造有色金属、砂型铸造及特种铸造、铸造生产质量控制

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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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造行业的地

位及成就，铸

造技术的历史

及发展趋势  

目标 2：掌握

液态成形原

理 

目标 3：掌握

铸铁、铸钢和

铸造有色金

属的熔炼、分

类、组织和性

能 

目标 4:掌

握砂型铸造

工艺设计,

特种铸造工

艺及应用 

目标 5：学

会控制铸造

质量，使学

生具有一定

工程技术问

题分析与解

决的能力 

1.1 铸造生产特点 √     

1.2 铸造地位、铸造技

术历史及发展趋势 
√     

2.1 液态金属对铸型

的充填及铸件的凝固 
 √ √  √ 

2.2 金属的结晶及组

织控制 
 √ √  √ 

2.3 铸件偏析、缺陷  √ √  √ 

3.1 铸铁相图、凝固过

程、固态相变和铸铁的

熔炼 

 √ √  √ 

3.2 灰铸铁、球墨铸

铁、蠕墨铸铁和可锻铸

铁的性能特点及应用 

 √ √  √ 

3.3 铸造碳钢的结晶

过程、组织、铸造性能

和铸件的热处理 

 √ √  √ 

3．4 铸造铝合金、铜

合金的分类、热处理和

熔炼 

 √ √  √ 

3.5 铸造钛合金、高温

合金等的分类和熔铸 
 √ √  √ 

4.1 砂型铸造特点、铸

造工艺方案设计 
   √ √ 

4.2 浇注系统、冒口和

工艺装备设计 
   √ √ 

4.3 熔模铸造、消失模

铸造、金属型铸造工艺

特点及应用 

   √ √ 

4.4 压力铸造、低压铸

造等工艺特点及应用 
   √ √ 

5.1 铸造生产过程质

量控制、铸件质量与检

验 

 √ √ √ √ 

5.2 铸件缺陷分析及

铸造生产的环境保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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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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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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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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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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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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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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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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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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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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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中的具体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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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制定人：  张静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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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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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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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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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液压与气压传动、理论力学、机械原理、数控加工技术、电工电子

技术、材料成型检测及控制工程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了解液压机、机械压力机、塑料挤出机、塑料注射成型机、螺旋

压力机、锻锤及压铸机的工作原理。 

目标 2: 掌握液压机及机械压力机的设计方法。 

目标3: 能运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液压机及机械压力机的计算机三维建模。 

目标 4: 能运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液压机及机械压力机的结构分析。 

目标 5：了解塑料挤出机、注塑机、螺旋压力机、锻锤及铸造机的选用方

法。 

二、课程内容 

(一) 液压机 （16 课时） 

1.1 了解液压机应用实例，知道液压机的组成、工作原理，了解液压机的

发展及应用范围。 掌握液压机的详细结构及传统设计方法。 

1.2 掌握液压机结构的有限元分析方法，学会使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进行液压机结构分析。 

1.3 上机一，ANSYS WORKBENCH 软件基本操作。 

1.4 上机二，利用 ANSYS WORKBENCH 进行液压机结构分析。 

1.5 掌握液压机的三维 CAD 建模方法。  

1.6 上机三，液压机典型零件的三维 CAD 建模。 

1.7 掌握液压机的液压系统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掌握液压机的电气控制

系统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 

（二）机械压力机 （12 学时） 

2.1 了解机械压力机应用实例，知道机械压力机机的组成、工作原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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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压力机的发展及应用范围。 掌握机械原理机的详细结构及传统设计方法。 

2.2 掌握机械压力机结构的有限元分析方法，学会使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进行机械压力机结构分析。 

2.3 上机四，利用 ANSYS WORKBENCH 进行机械压力机运动学分析及机

械压力机结构分析。 

2.4 掌握机械压力机的三维 CAD 建模方法。  

2.5 上机五，机械压力机典型零件的三维 CAD 建模。 

（三）塑料挤出机 （4 课时） 

3.1 了解塑料挤出机的应用范围。理解塑料挤出机的工作原理、组成及结

构形式，理解挤出机的分类方法及单螺杆挤出机参数。 

3.2 掌握塑料挤出机的选用方法。 

（四）塑料注射成型机 （2 课时） 

4.1 掌握塑料注射机的分类、规格表示法及技术参数的含义；重点掌握注

射成型机的工作过程和技术参数。 

4.2 了解注射机与塑料注射模的安装关系，合理选用设备；理解塑料模设

计的基本原则。了解其它塑料注射机的结构特点及其应用。 

(五) 其它成型设备 （6 学时） 

5.1 螺旋压力机 （2 课时） 

掌握螺旋压力机的原理、特性、分类和参数表示。了解螺旋压力机的典型

结构。掌握螺旋压力机的技术参数及使用。 

5.2 锻锤 （2 课时）     

掌握锻锤的工作原理、分类和参数表示。了解锻锤的典型结构:空气锤、蒸

气-空气锤、对击锻锤和高速锤。了解锻锤的主要技术参数和使用。 

5.3 铸造压力机 （2 课时） 

了解铸造机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六）项目设计与实现 （8 课时）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款液压机或者机械压力机，具体要求： 

6.1  4 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

的任务。 

6.2 要求完成设计作品，即要求完成作品三维 CAD 的设计与分析，学会工

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6.3 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摘要、设备的 CAD 设计模型，液压及电气控制系

统及计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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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制作 PPT，交流汇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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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与塑压成型设备》 孙凤勤  闫亚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2. 《冲压与塑压设备》  孙凤勤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3. 《曲柄压力机》 何德誉  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年 

4. 《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 屈华昌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6年 

5.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简明手册》  王孝培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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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20%）、项目(30%)及考勤作业等

(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液压机的设计、

机械压力机的设计、塑料挤出机及塑料注射成型机的工作原理及选用、螺旋压

力机及锻锤的工作原理及技术参数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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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机、机械

压力机、塑料

挤出机、塑料

注射成型机、

螺旋压力机、

锻锤及压铸机

的工作原理。 

目标 2: 掌

握液压机及

机械压力机

的设计方法。 

 

目标 3: 能

运用三维建

模软件进行

液压机及机

械压力机的

计算机三维

建模。 

目标 4: 能

运用有限元

软件进行液

压机及机械

压力机的结

构分析。 

目标 5：了

解塑料挤出

机、注塑机、

螺 旋 压 力

机、锻锤及

铸造机的选

用方法。了

解弧焊电源

的选择、安

装及使用。 

1.1 了解液压机应用

实例，知道液压机的组

成、工作原理，了解液

压机的发展及应用范

围。 掌握液压机的详

细结构及传统设计方

法。 

√ √   √ 

1.2 掌握液压机结构

的有限元分析方法，学

会 使 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进行

液压机结构分析。 

   √  

1.3 上机一， ANSYS 

WORKBENCH 软件基本

操作。 

   √  

1.4 上 机 二 ， 利 用

ANSYS WORKBENCH 进行

液压机结构分析。 

   √  

1.5 掌握液压机的三

维 CAD 建模方法。 
  √   

1.6 上机三，液压机典

型零件的三维 CAD 建

模。 

  √   

1.7 掌握液压机的液

压系统工作原理及设

计方法。掌握液压机的

电气控制系统工作原

理及设计方法。 

√     

2.1 了解机械压力机

应用实例，知道机械压

力机机的组成、工作原

理，了解机械压力机的

发展及应用范围。 掌

握机械原理机的详细

结构及传统设计方法。 

√ √   √ 

2.2 掌握机械压力机

结构的有限元分析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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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会使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进行

机械压力机结构分析。 

2.3 上 机 四 ， 利 用

ANSYS WORKBENCH 进行

机械压力机运动学分

析及机械压力机结构

分析。 

   √  

2.4 掌握机械压力机

的三维 CAD建模方法。  
  √   

2.5 上机五，机械压力

机典型零件的三维

CAD 建模。 

  √   

3.1 了解塑料挤出机

的应用范围。理解塑料

挤出机的工作原理、组

成及结构形式，理解挤

出机的分类方法及单

螺杆挤出机参数。 

√     

3.2 掌握塑料挤出机

的选用方法。 
    √ 

4.1 掌握塑料注射机

的分类、规格表示法及

技术参数的含义；重点

掌握注射成型机的工

作过程和技术参数。 

√     

4.2 了解注射机与塑

料注射模的安装关系，

合理选用设备；理解塑

料模设计的基本原则。

了解其它塑料注射机

的结构特点及其应用。 

    √ 

5.1 螺旋压力机 √    √ 

5.2 锻锤 √    √ 

5.3 铸造压力机     √ 

6 项目设计与实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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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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应用工程数学、材料力学、材料成型原理、锻造模具设

计、材料成型设备及其自动化、模具 CAD/CAE/CAM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对冲压模具、锻造模具、塑料模具或材料成型设备的有限元分析、

三维 CAD设计及实验进行综合训练。 

目标 2: 实现冲压模具、锻造模具、塑料模具或材料成型设备的数字双胞

胎平台的搭建。 

二、项目设计与实现（3周）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并制造一套冲压模具、锻造模具、塑料模具或材料成

型设备，具体要求： 

2.1  4人一组，相互讨论，共同完成，但要求每位同学均要有明确而具体

的任务。 

2.2 要求完成设计作品，即要求完成作品三维 CAD的设计与分析，学会工

程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2.3 技术报告需要包括所设计的虚拟作品与实物的对比验证。具体包括虚

拟与现实作品的尺寸对比及实验结果对比，从而实现数字双胞胎平台的搭建及

验证。 

(例如：冲压模具需要建立其三维 CAD模型，进行某典型零件的冲压过程有

限元模拟。对应相同尺寸的实物模具，并进行相同零件的实验。比较虚拟计算

结果与实际冲压实验得到的产品结果。) 

2.4 撰写项目报告，包括模具或设备的 CAD设计模型、技术报告及实物模

型。 

2.5 制作 PPT，交流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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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答辩小组通过答辩评定。 

制定人：  胡金华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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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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压模具、锻造模具、

塑料模具或材料成型设备的有

限元分析、三维 CAD设计及实验

进行综合训练。 

目标 2: 实现冲压模具、锻造

模具、塑料模具或材料成型设

备的数字双胞胎平台的搭建。 

 

1 任务分工 √ √ 

2 模具三维 CAD设计 √  

3 有限元分析 √ √ 

4 实验 √ √ 

5 编写项目说明书及 ppt报告 √ √ 

6 项目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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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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ing Di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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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模具 CAD/CAM/CAE、模具制造工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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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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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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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冲压设备常用参数（以曲柄压力机为例）。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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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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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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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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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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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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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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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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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冲压模具网 http://www.cymjw.rob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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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课程实验（10%）、平时测验(10%)及考

勤作业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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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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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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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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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设计方法 

3.6 精密冲裁的原理、

种类及工艺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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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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铸模具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17P1        英文名称：Press Casting Mol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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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模具 CAD/CAM/CAE、模具制造工艺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铸造工艺与压力铸造，理解压铸原理与金属充填理论，并了

解压铸工艺特点及其应用和发展。 

目标 2：掌握压铸合金性能要求及常见的压铸合金，掌握压铸件的精度、

表面粗糙度及加工余量，学会压铸件基本结构单元设计，并了解压铸件结构设

计的工艺性。 

目标 3：掌握压铸工艺分析及参数选择，掌握压铸用涂料，掌握压铸件的

整修和处理，学会常见的特殊压铸工艺。  

目标 4：了解各类压铸机的特点、基本结构，理解压铸机的选用及有关参

数的校核。 

目标 5：掌握压铸模设计原则及结构组成，掌握浇注系统及排溢系统设计、

学会压铸模成型零部件与模体设计、掌握抽芯机构设计、推出机构设计和加热

与冷却系统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压铸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铸造工艺与压力铸造、压铸原理与金属充填理论。 （2课时） 

1.2 压铸工艺特点及其应用和发展。 （2课时） 

（二）压铸合金及压铸件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压铸合金性能要求、常见压铸合金种类及牌号。 （2课时） 

2.2 压铸件的精度、表面粗糙度及加工余量、压铸件基本结构单元设计、

压铸件结构设计的工艺性。 （2课时） 

（三）压铸工艺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压铸工艺参数（压力、速度、温度、时间）。 （4课时） 

3.2 压室充满度；压铸用涂料。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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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压铸件的整修和处理。 （1课时） 

3.4 特殊压铸工艺。 （2课时） 

（四）压铸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4.1 各类压铸机的特点及压铸机的基本结构。 （1课时） 

4.2 压铸机的选用及有关参数的校核。 （1课时） 

（五）压铸模具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5.1 压铸机特性曲线、压铸模设计原则、压铸模结构组成、分型面设计。 

 （2课时） 

5.2 浇注系统及排溢系统设计。 （2课时） 

5.3 成型零件结构设计、压铸模模体设计与计算。 （2课时） 

5.4 常用抽芯机构及其组成；抽芯力和抽芯距离的确定；斜导柱抽芯机构、弯

销抽芯机构、斜滑块抽芯机构、齿轮齿条抽芯机构、液压抽芯机构。 （2课时） 

5.5 推出机构分类及组成；推杆推出机构、推管推出机构、推件板推出机

构；复位与预复位机构设计；推出机构的导向。 （2课时） 

5.6 压铸模具的加热与冷却系统设计。 （2课时） 

5.7 典型压铸模具结构讨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压铸成形工艺与模具设计》，江昌勇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压铸工艺及模具》，赖华清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4 第一版 

2. 《压铸模具设计手册》，潘宪曾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08 第三版 

3. 《压铸技术手册(第二版)》，吴春苗编著，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02 

4. 《压铸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关月华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8 

5. 《压铸工艺及设备模具实用手册》，罗启全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10 

6．Solidworks、UG等软件使用 

7．中国压铸模具网 http://www.mould.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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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压铸工艺基本

概念、压铸合金基本要求及常见类型、压铸设备结构及选用、压铸工艺分析、

压铸模具典型结构及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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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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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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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铸造
工艺与压力铸造，
理解压铸原理与
金属充填理论，并
了解压铸工艺特
点及其应用和发
展 

目标 2：掌握压
铸合金性能要求
及常见的压铸合
金，掌握压铸件
的精度、表面粗
糙度及加工余
量，学会压铸件
基本结构单元设
计，并了解压铸
件结构设计的工
艺性 

目标 3：掌握压
铸工艺分析及参
数选择，掌握压
铸用涂料，掌握
压铸件的整修和
处理，学会常见
的特殊压铸工艺 

目标 4：了解各
类压铸机的特
点、基本结构，
理解压铸机的
选用及有关参
数的校核 

目标 5：掌握压
铸模设计原则
及结构组成，掌
握浇注系统及
排溢系统设计、
学会压铸模成
型零部件与模
体设计、掌握抽
芯机构设计、推
出机构设计和
加热与冷却系
统设计 

1.1 铸造工艺与压力铸造、
压铸原理与金属充填理论 

√     

1.2 压铸工艺特点及其应
用和发展 

√     

2.1 压铸合金性能要求、常
见压铸合金种类及牌号 

 √    

2.2 压铸件的精度、表面粗
糙度及加工余量、压铸件基
本结构单元设计、压铸件结
构设计的工艺性 

 √    

3.1 压铸工艺参数（压力、
速度、温度、时间） 

  √   

3.2 压室充满度；压铸用涂
料 

  √   

3.3 压铸件的整修和处理   √   

3.4 特殊压铸工艺   √   

4.1 各类压铸机的特点及
压铸机的基本结构 

   √  

4.2 压铸机的选用及有关
参数的校核 

   √  

5.1 压铸机特性曲线、压铸
模设计原则、压铸模结构组
成、分型面设计 

    √ 

5.2 浇注系统及排溢系统
设计 

    √ 

5.3 成型零件结构设计、压
铸模模体设计与计算 

    √ 

5.4 常用抽芯机构及其组
成；抽芯力和抽芯距离的确
定；斜导柱抽芯机构、弯销
抽芯机构、斜滑块抽芯机
构、齿轮齿条抽芯机构、液
压抽芯机构 

    √ 

5.5 推出机构分类及组成；
推杆推出机构、推管推出机
构、推件板推出机构；复位
与预复位机构设计；推出机
构的导向 

    √ 

5.6 压铸模具的加热与冷
却系统设计 

    √ 

5.7 典型压铸模具结构讨
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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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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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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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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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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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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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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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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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值 100分，根据出勤率与交流互动情况给出。 

2．期末考核（学习总结） 

分值 1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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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平时成绩占 40%；学习期末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静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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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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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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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3Q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加工基础、焊接结构、焊接电弧及

弧焊方法、焊接电源等专业核心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会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解决材料焊接工程

领域的工程问题。 

目标 2：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适当表述材料

焊接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建立模型并求解，能够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

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 3：掌握工装设备及零部件设计和工艺知识，并用于设计材料焊接工

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在方案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在解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4：具备材料焊接工程领域必须的分析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原理，

设计、实施、完成实验；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解

决材料焊接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目标 5：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以及二次开发的基础知识，具有运用

CAD/CAM 软件解决材料焊接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掌握计算机仿真的

基本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软件工具对材料焊接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仿真预测与模拟研究，并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 6：具有较强的书写能力，能够独立撰写设计文稿；具有良好的口头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具备外文文献检索、阅读、理解能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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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或设计任务，绘

制相应的工程图纸，撰写论文或设计说明书。 

2. 学生应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焊接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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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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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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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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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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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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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撰写开题报告。 

5.设计方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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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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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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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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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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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答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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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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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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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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按工程图纸折叠惯例折叠后，装入资料袋中。 

七、毕业设计（论文）的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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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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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斌锋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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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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会 综

合 运

用 多

学 科

的 理

论 知

识 与

技能，

分 析

解 决

材 料

焊 接

工 程

领 域

的 工

程 问

题。 

目标 2：能

够运用数

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

本原理，适

当表述材

料焊接领

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

建立模型

并求解，能

够对计算

结果进行

分析和归

纳，获得有

效结论。 

目标 3：掌握

工装设备及

零部件设计

和工艺知识，

并用于设计

材料焊接工

程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具

有在方案设

计中综合考

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

律、文化及环

境的意识；在

解决方案的

设计环节中

能体现创新

意识。  

目标 4: 具备

材料焊接工

程领域必须

的分析研究

能力，能够基

于科学原理，

设计、实施、

完成实验；能

正确采集和

整理实验数

据，并通过信

息综合得到

解决材料焊

接工程领域

复杂工程问

题的合理有

效的结论。 

目标 5：掌握计

算机辅助设计与

制造以及二次开

发的基础知识，

具 有 运 用

CAD/CAM 软件解

决材料焊接工程

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掌握

计算机仿真的基

本方法，能够选

择合适的软件工

具对材料焊接工

程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仿真

预测与模拟研

究，并理解其局

限性。  

目标 6：

具有较强

的书写能

力，能够

独立撰写

设 计 文

稿；具有

良好的口

头表达能

力和人际

交 往 能

力；具备

外文文献

检索、阅

读、理解

能力。 

绘制工程图纸，撰

写工艺报告和设

计说明书 

√ √   √ √ 

综合运用多学科

理论、知识与技

能，分析和解决焊

接工程问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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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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焊接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6A1 英文名称：Material Weldabilit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连接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熟练掌握焊接性试验的选用方法，掌握常用金属材料在焊接时容易出现的

缺陷类型以及防止的方法和措施，能够制定合理的焊接工艺。 

目标 1：掌握金属焊接性的基本概念； 

目标 2：了解合金结构钢的分类，热轧正火钢、低碳调质钢、中碳调质钢、

专用钢基本焊接性能，能正确制订上述材料焊接工艺； 

目标 3：掌握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时的耐蚀性能、热裂纹及脆化问题，掌

握制订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工艺的基本要点； 

目标 4：掌握铝及铝合金焊接时易出现的缺陷； 

目标 5：掌握铸铁焊接时的白口及淬硬组织、冷裂纹问题，掌握铸铁焊接

工艺的基本要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概述 (1 学时。讲授１学时) 

重点介绍本课程的性质、内容、任务和要求，并明确最终要达到能正确制

订焊接工艺的目的。 

第二章 焊接性及其试验评定 (11 学时。其中讲授５学时，实验６学时) 

基本要求：掌握金属焊接性的基本概念及其所包含的两方面含义，掌握斜

Y 坡口焊接裂纹试验及插销试验。熟悉斜 Y 型坡口焊接裂纹试验法；插销试验；

压板对接焊接裂纹试验法（Fisco 试验）；可调拘束裂纹试验法； 刚性固定对接

裂纹试验（巴东试验）；拉伸拘束裂纹试验（TRC）；刚性拘束裂纹试验（RRC）；

窗形拘束裂纹试验等试验方法的适用对象。 

重    点： 焊接性所指的形成冶金缺陷的敏感性及焊接接头的使用性能，

斜 Y 坡口焊接裂纹试验及插销试验评定对象、试验原理及试验过程。 

第三章 合金结构钢的焊接 (6 学时。讲授 6 学时) 

基本要求：了解合金结构钢的分类，热轧正火钢、低碳调质钢、中碳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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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专用钢基本焊接性能，能正确制订上述材料焊接工艺。 

重    点： 各类钢焊接时过热区的脆化及焊接裂纹形成的原因及防止措

施。 

第四章 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 （4 学时。讲授 4 学时） 

基本要求：掌握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时的耐蚀性能、热裂纹及脆化问题，

掌握制订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工艺的基本要点。 

重    点：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时的耐蚀性能、热裂纹、脆化问题 

第五章 有色金属的焊接 （6 学时。讲授 6 学时） 

基本要求：掌握铝及铝合金焊接时易出现的缺陷，掌握制订铝合金焊接工

艺的基本要点。铜及铜合金焊接时易出现的缺陷，掌握制订铜合金焊接工艺的

基本要点。掌握钛及钛合金焊接时的杂质污染、裂纹、气孔问题，掌握制订钛

合金焊接工艺的基本要点。 

重    点：铝合金气孔产生的机理，铜合金焊接时易出现裂纹的原因，钛

合金焊接时易被杂质污染及产生裂纹、形成气孔的机理。 

第六章 铸铁焊接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基本要求：掌握铸铁焊接时的白口及淬硬组织、冷裂纹问题，掌握铸铁焊

接工艺的基本要点。 

重    点：铸铁焊接时的白口及淬硬组织、冷裂纹形成原因。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焊接冶金学－材料焊接性》，李亚江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焊接冶金学》，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第四建设公司编，天津大学

出版社  

2. 《金属焊接性基础》 陈伯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可采用闭卷、开卷或闭卷与开卷结合或完成报告的

方式进行。闭卷考试可采用填空、问答、判断、改错等题型，开卷考试可着重于

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应用上，以问答题为主。  

2．考核成绩：本课程评分由下列部分组成，1）平时成绩占 30%（平时到课

率、平时作业表现、上课态度及回答问题质量）；2）实验成绩占 20%（共 2次实

验）；3）期末考试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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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陈云霞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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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掌握金属

焊接性的

基本概念 

了解合金结

构 钢 的 分

类，热轧正

火钢、低碳

调质钢、中

碳调质钢、

专用钢基本

焊接性能，

能正确制订

上述材料焊

接工艺 

掌握不锈钢及

耐热钢焊接时

的耐蚀性能、

热裂纹及脆化

问题，掌握制

订不锈钢及耐

热钢焊接 

掌握铝及

铝合金焊

接时易出

现 

掌握铸铁焊接

时的白口及淬

硬组织、冷裂纹

问题，掌握铸铁

焊接工艺的基

本要点 

焊接性及其试验评定 √ √ √ √ √ 

合金结构钢的焊接 √ √    

不锈钢及耐热钢焊接工艺

的基本要点 
√  √   

有色金属的焊接的缺陷 √   √  

铸铁焊接要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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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2A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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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材料科学基础 

后续课程：材料连接原理、焊接结构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材料成型过程中物理、化学冶金和力学作用的内部规律。 

目标 2：了解液态金属和合金的结构、性质，掌握液态金属与合金凝固结

晶的基本规律及结晶过程中的伴随现象。 

目标 3：了解材料成型过程中传热、传质和流动等现象，了解冶金处理对

凝固组织与材料性能的影响。 

目标 4：了解材料的凝固成形、焊接成形等近代材料成形技术中共同的物

理现象、基本规律及各成形技术的基本原理、理论基础、分析问题的方法。 

目标 5：了解金属材料在塑性成型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对材料成形过程及

原理有深入广泛的实质性理解。 

二、课程内容 

（一）液态金属的结构和性质 （4学时） 

以液态金属为例，概要介绍有关液体结构的知识，介绍近年来新的突破和

成果。对液体的性质，主要讨论与液态成形相关的粘度和表面张力。 

1.1  液态金属的结构；液体与固体、气体结构比较及衍射特征；液态金属

结构的理论模型：无规密堆硬球模型、液态金属结构的晶体缺陷模型、液体结

构及粒子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描述；实际金属的液态结构； 

1.2  液态金属的性质；液态合金的粘度及其影响因素及其在材料成形中的

意义；表面张力的实质及影响表面张力的因素及其在材料成形中的意义； 

1.3  液态金属的充型能力；液态金属充型能力的基本概念、液态金属停止

流动机理与充型能力；影响充型能力的因素 

（二）凝固温度场 (4 学时) 

介绍液态金属凝固及焊接熔池凝固过程中的温度分布特点与近似计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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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传热基本原理；温度场与传热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方程；  

2.2  铸件凝固温度场的解析解法；凝固温度场的求解方法；铸件凝固温度

场的解析解法；铸件凝固时间计算；界面热阻与实际凝固温度场；铸件凝固温

度场的获得及动态凝固曲线；铸件凝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2.3  熔焊过程温度场；焊接温度场的特点；熔焊过程温度场的基本类型及

影响温度场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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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时） 

结晶过程的形核及晶体生长热力学与动力学 

3.1  凝固热力学；影响相变驱动力的决定因素；K0 的定义、物理意义及

“偏析系数”； 

3.2  均质形核的临界半径、形核功、形核率等概念及相关公式。 

3.3  非均质形核形核功；非均质形核形核条件； 

3.4  晶体长大；液-固界面自由能及界面结构类型、本质及其判据；晶体

长大方式 

 

（四）单相及多相合金的结晶 （4 学时） 

凝固过程溶质再分配的规律；“成分过冷”条件及其对合金凝固组织的影响

规律、单相固溶体合金及多相合金的凝固。 

4.1  凝固过程中溶质再分配；平衡凝固条件下的溶质再分配；固相无扩散

而液相充分混合均匀的溶质再分配；固相中无扩散而液相中只有扩散的溶质再

分配；液相中部分混合（有对流作用）的溶质再分配； 

4.2  合金凝固界面前沿的成分过冷；“成分过冷”条件和判据；“成分过冷”

的过冷度及其特性因素； 

4.3  “成分过冷”对合金单相固溶体结晶形态的影响；热过冷及其对纯金

属液固界面形态的影响；“成分过冷”对合金固溶体晶体形貌的影响规律；较宽

成分过冷作用下的枝晶生长；自由树枝晶的生长；枝晶间距。 

4.4  共晶合金的结晶；共晶组织的分类及特点；非平衡状态下的共晶共生

区；离异生长及离异共晶；层片状共晶组织的形核及长大；棒状共晶生长；非

小晶面—小晶面共晶合金的结晶 

（五）铸件宏观组织及其控制 （4 学时） 

实际铸件及焊缝的宏观凝固组织特征、规律、机理及控制方法。 

5.1  铸件的宏观组织；铸件的宏观组织的类别，并分析各晶区组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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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控制关键和途径。 

5.2  表面激冷区及柱状晶区的形成；稳定凝固壳层的产生，及其决定着表

面细晶粒区向柱状晶区的过渡；阻止柱状晶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则是中心等轴

晶区的形成。 

5.3  内部等轴晶的形成机理；过冷熔体独立生核的能力和各种形式晶粒脱

落（或熔断）、游离、增殖的程度，抑制柱状晶区，扩大等轴晶区，细化等轴晶

组织。 

5.4  铸件宏观结晶组织的控制；促进及细化等轴晶机理分析及三方面控制

措施：合理地控制浇注工艺和冷却条件；孕育处理；动力学细化。 

5.5 焊接熔池凝固；熔池凝固条件及结晶特征、熔池结晶组织的细化；影

响焊接弯曲柱状晶形态的因素。 

（六）特殊条件下的凝固与成形 （2 学时） 

快速凝固、失重条件下的凝固和定向凝固。 

6.1  快速凝固 

6.2  失重条件下的凝固 

6.3  定向凝固 

（七）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与性能 (4 学时) 

焊接热循环的主要参数、焊接热循环条件下的金属组织转变特点、焊接热

影响区的组织与性能等问题。 

7.1 焊接热循环；焊接热循环的参数及特征；焊接热循环的特殊性；焊接

热循环参数的意义、计算及其影响因素 

7.2 焊接热循环条件下的金属组织转变特点；焊接加热过程的组织转变；

焊接冷却过程的组织转变；焊接热过程几个特点及其对焊接加热、冷却过程的

相变点和组织转化的影响（与热处理相比）； 

7.3 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与性能；不易淬火钢的热影响区组织：易淬火钢

热影响区的组织：焊接热影响区的硬化、脆化、软化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7.4 焊接热模拟技术（概略介绍其目的、原理、方法及其发展趋势） 

（八）  凝固缺陷及控制 (8 学时) 

介绍偏析、气孔、夹杂、缩孔、缩松和裂纹等重要凝固缺陷的形成机理、

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8.1  合金中的成分偏析；偏离分类，各类偏离的特征、形成原因及影响规

律； 

8.2  气孔与夹杂；气孔的分类及特征，气泡的生核、长大及上浮，气孔的



127 

形成机理，防止气孔产生的措施；夹杂物的形成及防止措施 

8.3  缩孔与缩松；液态金属冷却、凝固过程中的收缩特点；缩孔与缩松的

分类及特征，缩孔与缩松的形成机理，影响缩孔与缩松的因素及防止措施； 

8.4  应力；应力与变形：应力的形成原因及机理，控制应力的措施，变形

及控制变形的措施； 

8.5  热裂纹；热裂纹的分类及形成机理，热裂纹的影响因素及防止措施； 

8.6  冷裂纹；冷裂纹的分类及形成机理，热裂纹的影响因素及防止措施 

（九）  金属塑性成形的物理基础 (2 学时) 

9.1金属在冷态下的塑性变形 

9.2金属的热塑性变形 

9.3对塑性和变形抗力的影响因素 

9.4金属的超塑性 

（十）应力分析 （4 学时） 

10.1张量的基本知识 

10.2外力、应力和点的应力状态 

10.3主应力和主切应力 

10.4应力平衡微分方程 

（十一） 应变分析 （4 学时） 

11.1位移与应变 

11.2质点的应变状态和应变张量 

11.3小应变几何方程、应变连续方程 

11.4塑性变形体积不变条件 

11.5速度分量和速度场、位移增量和应变增量、应变速率张量 

11.6对数应变 

（十二）屈服准则 （4 学时） 

12.1材料真实应力-应变曲线及材料 

12.2理想塑性材料的屈服准则 

12.3屈服准则的几何表达 

12.4两个屈服准则的统一表达式 

12.5应变硬化材料的屈服与加载表面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成形基本原理》，刘全坤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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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材料成形原理》，陈平昌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材料加工原理》，徐 洲，姚寿山编著，科学出版社, 2003年 

《金属材料成型原理》，雷玉成，汪建敏，贾志宏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金属材料液态成型工艺》，贾志宏，傅明喜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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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

思维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陆斌锋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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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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材料成型过

程中物理、化

学冶金和力

学作用的内

部规律。 

目标 2：了解

液态金属和

合金的结构、

性质，掌握液

态金属与合

金凝固结晶

的基本规律

及结晶过程

中的伴随现

象。 

目标 3：了解

材料成型过

程中传热、传

质和流动等

现象，了解冶

金处理对凝

固组织与材

料性能的影

响。 

目标 4： 了

解材料的凝

固成形、焊接

成形等近代

材料成形技

术中共同的

物理现象、基

本规律及各

成形技术的

基本原理、理

论基础、分析

问题的方法。 

目标 5： 了

解金属材料

在塑性成型

过程中的基

本原理，对

材料成形过

程及原理有

深入广泛的

实 质 性 理

解。 

1.1  液态金属的结构 √     

1.2  液态金属的性质 √     

1.3  液态金属的充型能力 √     

2.1  传热基本原理 √     
2.2  铸件凝固温度场的解析解

法 
√     

2.3  熔焊过程温度场 √   √ √ 

3.1  凝固热力学  √    

3.2  均质形核的临界半径、形核

功、形核率 
 √    

3.3  非均质形核形核功；非均质

形核形核条件； 
 √    

3.4  晶体长大；  √    

4.1 凝固过程中溶质再分配；  √    
4.2 合金凝固界面前沿的成分过

冷； 
 √  √ √ 

4.3 “成分过冷”对合金单相固

溶体结晶形态的影响 
  √   

4.4  共晶合金的结晶；   √   

5.1 铸件的宏观组织   √   
5.2 表面激冷区及柱状晶区的形

成 
  √   

5.3 内部等轴晶的形成机理   √   

5.4  铸件宏观结晶组织的控制   √ √ √ 

6.1特殊条件下的凝固与成形   √ √ √ √ √ 

7.1焊接热循环；      
7.2 焊接热循环条件下的金属组

织转变特点 
√ √ √   

7.3 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与性能 √ √ √   

7.4 焊接热模拟技术 √ √ √   

8.1 凝固缺陷及控制 √ √ √   

9.金属塑性成形的物理基础     √ 

10.应力分析     √ 

11 应变分析     √ 

12 屈服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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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1A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Materials Science 

学分学时：4/64（8）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化学、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材料加工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能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 

目标 2：掌握材料在高温下的物理化学过程，相变过程。 

目标 3：掌握各种材料制备工艺过程的物理化学基础和研究方法。 

目标 4：掌握常用材料分析测试仪器或设备的使用与操作，能够对实验数

据进行计算处理与分析，并能够撰写正确规范的实验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材料的原子结构与键合 （4学时，讲授 4学时） 

了解原子结构及键合类型，掌握物质的组成、原子的结构、电子结构和元素

周期表，熟悉一次键（金属键、离子键、共价键）、二次健（范德华力和氢键）

的定义、特点。掌握材料中的结合键的类型对材料性能的影响，键-能曲线及其

应用。 

1.1.原子结构主量子数、角量子数、磁量子数和自旋量子数、原子量、原子

价和电负性等基本概念，能量最低原理、包利不相容原理等基本原理，原子核外

电子排布规律。原子结构、原子排列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1.2.材料中的结合键的类型、本质，各结合键对材料性能的影响，键-能曲

线及其应用。 

（二）材料的晶态结构 （10学时，讲授 8学时，实验 2学时） 

了解晶体的特点、空间点阵、晶胞、晶系和布拉菲点阵，晶向和晶面的表示

方法，晶带和晶带定律、晶面间距，晶体的对称性，极射投影。 

掌握三种典型的金属晶体结构，致密度和配位数，点阵常数和原子半径，晶

体的原子堆垛方式和间隙，多晶型性。 

2.1.晶体与非晶体、晶体结构、空间点阵、晶格、晶胞、晶格常数、布拉菲

点阵、晶面间距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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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晶体晶向指数与晶面指数的标定方法；晶带定理；倒易点阵。 

2.3.晶体结构及类型，常见晶体结构(bcc、fcc、hcp)及其几何特征、配位数、

堆积因子（致密度）、间隙、密排面与密排方向。原子的堆垛和配位数的基本概

念及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2.3.合金相结构；固溶相；中间相。   

实验 一     金相显微镜的使用与金相试样的制备     

（三）晶体缺陷 （10学时，讲授 10学时） 

熟悉点缺陷的概念、形成、平衡浓度，点缺陷的运动。掌握晶体缺陷的基本

类型、特征及其运动特征；其中掌握位错的定义、基本类型和特征，柏氏矢量的

定义、特性和表示方法，位错的运动（滑移、攀移，运动位错的交割），位错的

生成和增殖，实际晶体结构中的位错，堆垛层错，不全位错，位错反应。了解晶

体缺陷与合金材料的强化原理。了解外表面和表面能，晶界和亚晶界（小角度晶

界、大角度晶界结构，晶界能，晶界特性，孪晶界），相界的定义、种类和特点。 

3.1.晶体中的点缺陷；点缺陷的形成；点缺陷的平衡浓度；点缺陷的运动 

3.2.位错类型，刃型位错、螺型位错、位错线和滑移线的基本概念，柏格斯

回路和柏氏矢量的基本概念及物理意义。 

3.3.金属晶体中的滑移面和滑移方向及其与外加切应力之间的关系。 

3.4.位错的运动、增殖以及实际晶体中的位错 

3.5.晶界、亚晶界、孪晶界、堆垛层错和相界面等基本概念。 

(四) 固体中原子及分子的运动 （8学时，讲授 8学时） 

了解菲克第一定律，菲克第二定律，典型条件下扩散方程的解，熟悉扩散的

原子理论，了解扩散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4.1.扩散概念；扩散第一定律、扩散第二定律。 

4.2.置换固溶体的扩散和扩散热力学分析；置换型固溶体中的扩散；扩散

系数 D与浓度相关时的求解；扩散热力学 

4.3.扩散驱动力及扩散机制，反应扩散。 

4.4.扩散系数、扩散激活能，影响扩散的因素及原理：晶体组成的影响，化

学键的影响，结构缺陷的影响。温度与杂质的影响等等。 

(五) 材料的形变和再结晶 （10学时，讲授 6学时，实验 4学时） 

材料弹性性能参数及内在原理；单晶体三种基本变形方式及其特点比较、多

晶体变形特点与晶界、晶粒取向的关系；单相合金中塑性变形的屈服、时效现象

和微观解释、多相合金的几种强化机制原理及定量表述；塑性变形对材料各类性

能的影响；塑性变形金属的回复、再结晶和晶粒长大过程中的性能变化、微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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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变化、转变机制以及动力学表述；热变形下动态回复、再结晶的微观组织特点、

对性能影响。金属及合金的回复与再结晶内容包括回复、再结晶、晶粒长大和热

加工。要求掌握回复、再结晶、晶粒长大的机制、晶粒大小的控制、动态回复与

动态再结晶。 

5.1晶体弹性；弹性变形的本质、特征和弹性模量；弹性的不完整性；黏弹

性 

5.2 单晶体和多晶体的塑性变形； 

5.3 合金塑性变形，塑性变形对性能组织的影响； 

5.4 冷变形材料的回复、再结晶与晶粒长大 

5.5热变形金属的动态回复与再结晶；热加工对组织性能的影响；蠕变；超

塑性 

实验二 金属冷塑性变形与再结晶退火后组织及性能分析 

（六）相平衡与相图 （12学时，讲授 10学时，实验 2学时） 

掌握相平衡条件和相律，单组元相图。掌握匀晶相图、共晶相图、包晶相图

及其合金凝固，其他类型的二元相图，复杂二元相图的分析方法，根据相图推测

合金的性能，二元相图实例分析（铁碳合金的组织及其性能）。熟悉三元相图成

分表示方法（成分三角形），三元相图的空间模型，三元相图的截面和投影图。

了解固态互不溶解的三元共晶相图。 

6.1. 相平衡与相平衡图的基本概念、相律的基本概念，相平衡的相率解释。 

6.2. 二元合金相图的建立，二元相图中的匀晶、共晶、包晶、偏晶等相图

的结构分析；共析、包析反应；二元相图的平衡结晶过程分析、冷却曲线；二元

合金中匀晶、共晶、共析、二次相析出的平衡相和平衡组织特点；杠杆定律及其

应用。 

6.3.基本相图的分析和应用，相图与性能的关系。 

6.4.简单三元合金的相平衡分析、冷却曲线分析、截面图分析。 

实验三   铁碳合金平衡组织的显微分析 

(七)  钢的热处理原理与工艺 （10学时，讲授 10学时） 

钢的热处理原理内容包括钢在加热、冷却和回火时的转变。要求掌握奥氏体

的形成，奥氏体向 P、B 和 M 的转变机制和特点，回火过程的各个阶段及组织性

能。 

7.1.熟悉铁碳合金的平衡结晶过程及室温下所得到的组织，并能够应用杠杆

定律进行相组成物相对含量计算；熟悉铁素体、奥氏体、珠光体、莱氏体和渗碳

体等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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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钢在加热时的转变；连续加热时奥氏体的形成规律，奥氏体的组织结

构和性能；奥氏体的形成机制以及奥氏体晶粒度概念、长大机制、影响因素和控

制途径。 

7.3过冷奥氏体冷却转变；过冷奥氏体珠光体转变；过冷奥氏体贝氏体转变；

过冷奥氏体马氏体转变；过冷奥氏体等温冷却转变图（TTT图）和过冷奥氏体连

续冷却转变图（CCT图）珠光体的组织形态、结构与性能以及珠光体的形成机制；

影响珠光体转变动力学因素和珠光体的机械性能；亚（过）共析钢珠光体的形成；

钢中魏氏组织的形成；马氏体晶体结构以及新生马氏体的异常正方度、马氏体转

变的主要特征、马氏体(板条马氏体和片状马氏体)的形态学；影响马氏转变的动

力学因素；马氏体转变的热力学条件；Ms 点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马氏体的机

械性能；奥氏体稳定化。 

7.4 钢在回火时的转变；碳原子在马氏体内的偏聚、马氏体的分解-回火马

氏体、残余奥氏体的转变棗二次淬火、碳化物的转变棗二次硬化；α 相的回复与

再结晶碳化物聚集球化；掌握淬火钢回火时机械性能的变化；回火脆性及防止方

法。 

7.5 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等各类工艺的名称、目的、工艺特点；获得的

组织、性能及实际应用；根据 CCT转变曲线合理选择热处理工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科学基础》，胡赓祥，蔡珣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材料科学基础》，潘金生、仝健民、田民波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美）James P.Schaffer. 工程材料科学与设计（原书第 2版），机械工

业出版社，2002 

3.《物理冶金基础》，唐仁正编，冶金工业出版社，1985 

4．《材料科学基础》，谢希文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9． 

5．《材料科学基础教程》，赵品主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6．《材料科学基础教程习题及解答》，赵品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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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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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

思维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陆斌锋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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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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材

料的组成、结构

与性能间的相

互关系和变化

规律。 

目标 2：掌握

材料在高温

下的物理化

学过程，相变

过程。 

目标 3：掌握各

种材料制备工

艺过程的物理

化学基础和研

究方法。 

目标 4:掌握常用材

料分析测试仪器或

设备，对实验数据进

行计算处理与分析，

撰写正确规范的实

验报告。 

1.1.原子结构 √    

1.2.材料中的结合键的类型 √    

2.1.晶体结构概念 √    

2.2.晶体晶向指数与晶面指

数的标定方法 
√    

2.3.晶体结构及类型 √    

2.4.合金相结构 √   √ 

3.1.晶体中的点缺陷  √   

3.2.位错类型，位错线和滑

移线的基本概念 
 √   

3.3.金属晶体中的滑移面和

滑移方向 
 √   

3.4.位错的运动、增殖以及

实际晶体中的位错 
 √   

3.5.晶界、亚晶界、孪晶界、

堆垛层错和相界面等基本概

念。 

 √   

4.1.扩散概念；扩散第一定

律、扩散第二定律。 
  √  

4.2.置换固溶体的扩散和扩

散热力学分析 
  √  

4.3.扩散驱动力及扩散机

制，反应扩散。 
  √  

4.4.扩散系数、扩散激活能，

影响扩散的因素及原理 
  √  

5.1晶体弹性；弹性变形的本

质、特征和弹性模量； 
√ √ √ √ 

5.2 单晶体和多晶体的塑性

变形； 
  

√ 
 

5.3 合金塑性变形，塑性变

形对性能组织的影响； 
  

√ 
 

5.4 冷变形材料的回复、再

结晶与晶粒长大 
  

√ 
 

5.5 热变形金属的动态回复

与再结晶；热加工对组织性

能的影响 

  
√ 

 

6.1.相平衡与相平衡图的基

本概念 
 

√ √ √ 

6.2.二元相图中的匀晶、共

晶、包晶、偏晶等相图的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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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析；共析、包析反应；  

6.3.基本相图的分析和应

用，相图与性能的关系。 
√ √ √ √ 

6.4.简单三元合金的相平衡

分析、冷却曲线分析、截面

图分析。 

√ √ √ √ 

7.1.熟悉铁碳合金的平衡结

晶过程及室温下所得到的组

织 

√ √ √ √ 

7.2  钢在加热时的转变； √ √ √ √ 

7.3过冷奥氏体冷却转变； √ √ √ √ 

7.4钢在回火时的转变；   √ √ 

7.5 热处理工艺   √ √ 



137 

 

《材料力学性能》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8A1         英文名称：Materials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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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机械设计基础、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力学 

后续课程：材料成型检查及控制工程基础、焊接结构、焊接检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拉伸力-伸长曲线和应力-应变曲线的测定方法，掌握屈服强

度、抗拉强度、条件屈服强度、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的求解方法，掌握弹性变

形和塑性变形的定义、评价方法和本质区别，理解材料断裂的主要分类、断口

的主要特征和材料强度的影响因素。 

目标 2：掌握材料的压缩、弯曲和扭转性能测定方法与评价指标，掌握材

料的维氏硬度、洛氏硬度、布氏硬度和显微维氏硬度的测定方法与评价指标。 

目标 3：掌握测定材料冲击韧性的工程意义、测试方法和评价指标，理解

材料冲击断口的分类、典型特征和材料冲击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标 4：理解裂纹尖端的应力场、测定材料断裂韧性的工程意义和测试方

法，了解断裂判据和裂纹扩展能力判据，了解影响断裂韧性的因素和金属材料

增韧途径。 

目标 5：了解金属疲劳现象及特点、定义、分类、测定方法，了解疲劳裂

纹的形成过程、扩展机理及预防方法。 

目标 6：了解材料的应力腐蚀断裂机理、评定指标和材料氢脆断裂机理 

目标 7：了解材料高温蠕变的机制和测定方法，了解影响金属高温蠕变性

能的主要因素。 

目标 8：了解材料的磨损机制和材料耐磨性能的评价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材料各种主要力学性能指标的基本概念、

物理本质、变化规律以及工程意义。了解影响材料力学性能的主要因素及材料

性能与其化学成分、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基本掌握改善或提高材料力学性能

指标、充分发挥材料力学性能潜力的主要途径，以及材料或机件失效的基本分

析方法。对材料力学性能测试原理、方法及相关仪器设备有所了解。培养具有

合理选材、用材、开发新型材料的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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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一）材料在单向静拉伸载荷下的力学性能 （6课时） 

1.1  拉伸力-伸长曲线和应力-应变曲线的测定方法，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条件屈服强度、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的求解方法。 （2课时） 

1.2 弹性变形及其实质、广义胡克定律、弹性性能及其工程意义。 （2课时） 

1.3 塑性变形的方式与特点、屈服现象及本质、加工硬化、颈缩现象和抗

拉强度。 （2课时） 

（二）材料在其他静载荷下的力学性能 （2课时） 

2.1材料的压缩、弯曲和扭转性能测定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课时） 

2.2 材料的维氏硬度、洛氏硬度、布氏硬度和显微维氏硬度的测定方法与

评价指标。 （1课时） 

（三）材料在冲击载荷下的力学性能 （2课时） 

3.1 测定材料冲击韧性的工程意义、测试方法和评价指标。 （1课时） 

3.2 材料冲击断口的分类、典型特征和材料冲击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1

课时） 

（四）材料的断裂及断裂韧性 （8课时） 

4.1材料的断裂过程、断口的宏观和微观特征。 （2课时） 

4.2裂纹尖端的应力场、测定材料断裂韧性的工程意义和测试方法。 

 （1课时） 

4.3断裂判据和裂纹扩展能力判据。 （2课时） 

4.4 影响断裂韧性的因素和金属材料增韧途径。 （1课时） 

4.5 材料的断裂试验、J 积分试验、裂纹张开位移试验、脆性材料的断裂

韧性试验。 （2课时） 

（五）材料的强化效应 （2课时） 

5.1 固溶强化、与固溶相关的力学效应。 （1课时） 

5.2 析出强化、弥散强化、位错与析出相的交互作用、微合金钢中的析出。

（1课时） 

（六）材料在变动载荷下的力学性能 （2课时） 

6.1 金属疲劳现象及特点、定义、分类、测定方法简介。 （1课时） 

6.2 疲劳裂纹的形成过程、扩展机理及预防方法简介。 （1课时） 

（七）材料在环境条件下的力学性能 （2课时） 

7.1 材料的应力腐蚀断裂条件、机理、评定指标和防止措施。 （1课时） 

7.2 材料的氢脆断裂类型、特征、机理和预防措施。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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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材料在高温条件下的力学性能 （2课时） 

8.1 材料高温蠕变的机制和测定方法简介。 （1课时） 

8.2影响金属高温蠕变性能的主要因素简介。 （1课时） 

（九）材料的摩擦与磨损性能 （2课时） 

9.1 摩擦与磨损的基本概念、磨损模型。 （1课时） 

9.2 磨损试验方法，材料耐磨性能的评定方法，摩擦和磨损的预防方法。 

 （1课时） 

（十）复合材料及纳米材料的力学性能 （2课时） 

10.1 复合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及其影响因素。 （1课时） 

10.2 纳米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1课时） 

（十一）考前答疑与辅导。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力学性能》（第 2版）下册，时海芳、任鑫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材料性能学》，王从曾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8 

2. 《材料性能学》，张帆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07 

3. 《材料力学性能》，刘春廷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01 

4. 《材料力学行为》，Marc Meyers 等著，张哲峰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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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考勤及平时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徐孟嘉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A%B1%BA%A3%B7%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8%CE%F6%C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4%D3%D4%F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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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材

料拉

伸性

能的

测定

方法、

评价

指标

和影

响因

素 

目标

2：掌握

材料的

压缩、

弯曲和

扭转性

能和硬

度的测

定方法

与评价

指标 

目标

3：掌

握测

定材

料冲

击韧

性的

测试

方法、

评价

指标

和主

要影

响因

素 

目标

4:理解

裂纹尖

端的应

力场、

测定材

料断裂

韧性的

工程意

义和测

试方法  

目

标

5:

了

解

金

属

材

料

的

强

化

特

性

及

其

微

观

机

理 

目标 6：

了解金

属疲劳

的特

点、定

义、测

定方法

和疲劳

裂纹的

形成过

程、扩

展机理

及预防

方法 

 

目标

7:了

解应

力腐

蚀断

裂和

氢脆

断裂

的形

成过

程、扩

展机

理及

预防

方法 

目标 8：

了解材

料高温

蠕变的

机制、

测定方

法和影

响金属

高温蠕

变性能

的主要

因素 

目标

9:了

解摩

擦磨

损的

形成

过程、

评定

方法

及预

防方

法 

目标

10:了

解复

合材

料和

纳米

材料

的基

本力

学性

能及

其影

响因

素 

1.1拉伸力-伸长曲线和

应力-应变曲线的测定

方法 
√    

   
 

  

1.2 弹性变形及其实

质、广义胡克定律、弹

性性能及其工程意义。 
√    

   
 

  

1.3 塑性变形的方式与

特点、屈服现象及本质、

加工硬化、颈缩现象和

抗拉强度 

√    

   

 

  

2.1材料的压缩、弯曲

和扭转性能测定方法与

评价指标 
 √   

   
 

  

2.2.材料的维氏硬度、

洛氏硬度、布氏硬度和

显微维氏硬度的测定方

法与评价指标 

 √   

   

 

  

3.1 材料冲击韧性的工

程意义、测试方法和评

价指标 
  √  

   
 

  

3.2 材料冲击断口的分

类、典型特征和材料冲

击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  

   
 

  

4.1 材料的断裂过程、

断口的宏观和微观特征 
   √ 

   
 

  

4.2 材料断裂韧性的工

程意义 

测试方法。 

   √ 

 

 

 

 

  

4.3 断裂判据和裂纹扩

展能力判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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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影响断裂韧性的因

素和金属材料增韧途径 
   √       

4.5 材料的断裂试验、J

积分试验、裂纹张开位

移试验、脆性材料的断

裂韧性试验 

   √ 

 

 

 

 

  

5.1 固溶强化、与固溶

相关的力学效应 
    

√ 
 

 
 

  

5.2 析出强化、弥散强

化、位错与析出相的交

互作用、微合金钢中的

析出 

    

√ 

 

 

 

  

6.1 金属疲劳现象及特

点、定义、分类、测定

方法简介 
    

 
√ 

 
 

  

6.2 疲劳裂纹的形成过

程、扩展机理及预防方

法简介 
    

 
√ 

 
 

  

7.1 材料的应力腐蚀断

裂条件、机理、评定指

标和防止措施 
    

 
 

√ 
 

  

7.2 材料的氢脆断裂类

型、特征、机理和预防

措施 
    

 
 

√ 
 

  

8.1 材料高温蠕变的机

制和测定方法 
       √   

8.2 金属高温蠕变性能

的主要因素 
       √   

9.1 摩擦与磨损的基本

概念、磨损模型 
        √  

9.2 磨损试验方法，材

料耐磨性能的评定方

法，摩擦和磨损的预防

方法 

    

 

 

 

 

√  

10.1 复合材料的主要

力学性能及其影响因素 
         √ 

10.2 纳米材料的主要

力学性能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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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连接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9A1 英文名称：Materials Welding and Joining Techniqu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化学、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材料焊接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够选择正确焊接材料； 

目标 2：制定合理焊接工艺； 

目标 3：分析焊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的能力； 

目标 4：具备分析金属材料连接性的基本能力和试验研究。 

二、课程内容 

0．绪论 （2学时） 

焊接的本质、焊接接头及其形成过程、焊接方法的种类和特点、焊接温度

场和焊接热循环及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1．焊接化学冶金 （16学时。含讲授 10学时，实验 6学时） 

了解焊接化学冶金的特点以及气、渣、金属三相反应体系的形成过程。明

确气体与金属、熔渣与金属的作用规律，重点掌握熔渣的结构理论、焊缝金属

的氧化还原、脱硫、脱硫及合金化等知识。 

2．焊缝及热影响区 （12学时。含讲授 10学时，实验 2学时） 

了解熔池凝固和焊缝的固态相变的基本原理及凝固和固态相变组织以及焊

缝性能的控制，如何避免焊缝中的气孔和夹杂等缺陷等内容。重点掌握焊缝金

属的一次组织和二次组织的形成、形态及对焊缝性能的影响规律，以及焊缝中

气孔形成的原因及防止措施。 

3．焊接裂纹 （6学时） 

简单了解焊接裂纹的危害及分类，重点掌握焊接热裂纹、焊接冷裂纹、再

热裂纹、层状撕裂、应力腐蚀等裂纹的特点、形成机理及防止措施。 

4．高能束焊接 （6学时） 

了解电子束焊的特点、工作原理、分类、设备及电子束焊的焊接参数；重

点掌握激光焊的特点、设备、焊接工艺、焊缝的形成及特点及激光焊焊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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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数；了解激光+电弧复合热源焊接、 激光+电弧复合热源焊接的特点、激光

与电弧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工作原理。 

5.高温合金的焊接 （6学时） 

了解高温合金的分类及性能；重点掌握高温合金的焊接性和高温合金的焊

接工艺。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连接原理》，杜则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焊接冶金及金属焊接性，周振丰、张文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 

2.焊接与连接工程学导论，何德福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3.材料连接原理与工艺，邹家生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4.中国工程材料大典，史耀武主编，22、23卷，，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可采用闭卷、开卷或闭卷与开卷结合或完成报告的

方式进行。闭卷考试可采用填空、问答、判断、改错等题型，开卷考试可着重

于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应用上，以问答题为主。  

2．考核成绩：  

本课程评分由下列部分组成： 

（1） 平时成绩占 30%（平时到课率、平时作业表现、上课态度及回答问

题质量）； 

（2） 实验成绩占 20%（共 2次实验）；  

（3） 期末考试占 5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云霞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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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选择正确焊接材

料 

制定合理焊

接工艺 

分析焊接过

程 

分析金属材料连接

性的基本能力和试

验研究 

焊接化学冶金 √ √ √  

焊缝及热影响区   √ √ 

焊接裂纹 √ √ √ √ 

高能束焊接 √ √ √  

高温合金的焊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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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焊接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53P1            英文名称：Advanced Weld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连接原理、材料焊接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拓展“电弧焊基础”等焊接方法，了解现代焊接科技和学术前沿 

目标 2：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拓展焊接专业学生的专业视野。 

 

二、课程内容 

介绍高效焊接技术的原理、特点、设备及工艺应用。 

（一）高效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4 学时） 

1.1  A-TIG 焊技术 

1.2 热丝 TIG 焊 

1.3 TOPTIG 焊 

（二）高效熔化极气体保护焊方法 （4 学时） 

2.1 双丝 GMA 焊 

2.2 T.I.M.E.焊 

2.3 带极 GMA 焊 

（三）高效埋弧焊方法 （6 学时） 

3.1 双丝埋弧焊 

3.2 多丝埋弧焊 

3.3 带极埋弧堆焊 

3.4 粉末埋弧焊 

（四）窄间隙焊接技术 （6 学时） 

4.1 窄间隙焊接的原理及特点 

4.2 窄间隙 TIG（NG-TIG）焊 

4.3 窄间隙 GMAW（NG-GMAW） 

（五）复合及多热源焊接 （6 学时） 

5.1 激光-电弧复合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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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双钨极 TIG 焊 

5.3 双面双弧焊 

（六）搅拌摩擦焊及搅拌摩擦点焊 （6 学时） 

6.1 FSW 的原理及特点 

6.2 FSW 的焊接参数 

6.3 搅拌头的设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效焊接方法》，林三宝 范成磊 杨春利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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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思维

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陆斌锋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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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电弧焊基础”

等焊接方法，了解现代焊接科

技和学术前沿 

目标 2：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拓

展焊接专业学生的专业视野。 

高效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 √ 

高效熔化极气体保护焊方法 √ √ 

高效埋弧焊方法 √ √ 

窄间隙焊接技术 √ √ 

复合及多热源焊接 √ √ 

搅拌摩擦焊及搅拌摩擦点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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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5A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Drawing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

动化、电机电器智能化、工业工程、产品质量工程等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及应用。 

目标 2：掌握仪器绘图和计算机制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3：掌握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 

目标 4：掌握一定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 

目标 5：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包括遵守国家标准

的自觉性）。 

二、课程内容 

（一）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学时） 

1.1熟悉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1.2掌握用仪器作图的基本技能。 

在Ａ４纸上按１:１抄画一个平面图形。 

A4图纸上图形准确，作图方法正确。图线均匀，连接光滑，箭头符合要求，

数字注写正确，布图匀称，图面整洁。 

（二）投影法和点、直线的、平面的投影 （6学时） 

2.1掌握正投影的基本理论； 

2.2掌握点、空间直线的投影特性； 

2.3直线上取点、空间平面投影特性； 

2.4面上取点取线的作图方法。 

（三）立体的投影、截交线、相贯线 （6学时） 

3.1掌握基本立体的投影方法和作图方法； 

3.2熟悉截平面为特殊位置平面时，圆柱体、球体、棱柱体、棱锥体截交线

形状的分析方法和投影作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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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熟悉利用积聚性求两圆柱体相贯线的方法。 

（四）轴测图 （2学时） 

4.1了解轴测投影的基本知识及正等轴测的画法。 

（五）组合体 （6学时） 

5.1掌握组合体的分析； 

5.2组合体画图和读图方法； 

5.3熟悉组合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六）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 （8学时） 

6.1掌握视图、剖视图、断面图的画法和标注规则； 

6.2了解常见的简化画法及其规则。 

（七）标准件和常用件 （6学时） 

7.1熟悉螺纹及螺纹紧固件的连接画法； 

7.2了解直齿圆柱齿轮的规定画法、其它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法； 

7.3熟悉有关国家标准的查阅方法。 

在 A3纸上按 1:1用比例画法画螺栓、螺柱的连接图。 

A3 纸上螺纹连接画法正确，严格按照比例计算尺寸作图，图线均匀，同类

图线规格一致，布图匀称，图面整洁。 

（八）零件图 （6学时） 

8.1熟悉零件的视图选择； 

8.2了解尺寸标注方法，对零件尺寸工艺方面的要求有初步的理解； 

8.3熟悉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的标注、极限与配合的标注与查表； 

8.4能识读一般复杂程度的零件图。 

（九）装配图 （6学时） 

9.1了解装配图的内容和作用； 

9.2熟悉装配图的表达方法及视图选择； 

9.3了解装配图的尺寸标注； 

9.4识读较简单的装配图。 

（十）AutoCAD计算机绘图基础 （16学时，实验 16学时，上机操作） 

10.1 AutoCAD的基本操作 

10.2 AutoCAD绘制二维图形 

10.3 AutoCAD绘制视图与剖视图 

10.4 AutoCAD绘制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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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制图》，刘小年 郭克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2

版） 

《工程制图习题集》，刘小年 王菊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5月

（第 2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工程制图》（含习题集），郭红利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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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按各章节知识点要求，突

出重点，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思维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陆斌锋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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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投影法的基

本 理 论 及 应

用。 

目标 2：掌握

仪器绘图和

计算机制图

的 基 本 技

能。 

目标 3：掌握

阅读工程图

样的能力。 

目标 4:掌握

一定空间想

象能力和空

间分析能力。 

目标 5：耐心

细致的工作

作风和严肃

认真的工作

态度 

1.1熟悉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 √ √ √ √ 

1.2 掌握用仪器作图的基本技

能。 
√ 

√ √ √ √ 

2.1正投影的基本理论； √ √ √ √ √ 

2.2点、空间直线的投影特性； √ √ √ √ √ 

2.3直线上取点、空间平面投影

特性； 
√ √ √ √ √ 

2.4面上取点取线的作图方法。 √ √ √ √ √ 

3.1 基本立体的投影方法和作

图方法； 
√ √ √ √ √ 

3.2 截交线形状和投影作图方

法； 
√ √ √ √ √ 

3.3 利用积聚性求两圆柱体相

贯线的方法。 
√ √ √ √ √ 

4.1 轴测投影的基本知识及正

等轴测的画法。 
√ √ √ √ √ 

5.1掌握组合体的分析； √ √ √ √ √ 

5.2组合体画图和读图方法； √ √ √ √ √ 

5.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 √ √ √ √ 

6.1掌握视图、剖视图、断面图

的画法和标注规则； 
√ √ √ √ √ 

6.2 了解常见的简化画法及其

规则。 
√ √ √ √ √ 

7.1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的连接

画法； 
√ √ √ √ √ 

7.2直齿圆柱齿轮的规定画法、

其它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

法； 

√ √ √ √ √ 

7.3有关国家标准的查阅方法。 √ √ √ √ √ 

8.1零件的视图选择； √ √ √ √ √ 

8.2尺寸标注方法 √ √ √ √ √ 

8.3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的标

注、极限与配合的标注与查表； 
√ √ √ √ √ 

9.1装配图的内容和作用； √ √ √ √ √ 

9.2 装配图的表达方法及视图

选择； 
√ √ √ √ √ 

9.3了解装配图的尺寸标注； √ √ √ √ √ 

9.4识读较简单的装配图。 √ √ √ √ √ 

AutoCAD 计算机绘图基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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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操作实习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7P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s of Weld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材料连接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教学组织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与实践能力为主，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等能力。 

目标2：学习手工电弧焊、钨极氩弧焊、CO2气体保护焊等焊接方法及其工艺； 

目标3：掌握上述三种焊接方法的焊接设备的基本原理与组成； 

目标4：培养学生正确选择焊接方法的能力，正确使用各种焊接设备。 

二、课程内容 

1、不同焊接位置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方法 

1）了解和掌握焊条电弧焊焊接参数的选择 

2）掌握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技术 

3）不同焊接位置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方法 

指导教师介绍手工电弧焊操作规程，讲解手工电弧焊内容，演示焊接操作。

选择焊接的材料，穿戴好劳保护具，启动电焊机，选择施焊的电流及焊条，进

行试焊，送进焊条，移动焊条进行平焊，掌握收尾焊、熄弧、续焊，敲掉熔渣。

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学生所焊试件焊缝的形成过程，找出成败因果及解决

焊接缺陷的方法。 

2、平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形 

1）掌握各种接头不同位置焊接的成形机理和正确的运条方法 

2）掌握各种接头不同位置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 

3）控制熔池温度观察熔孔大小和正确运条方法 

3、常用三种焊接方法 

1）掌握气体保护焊、手工电弧焊、氩弧焊的原理 

2）掌握气体保护焊、手工电弧焊、氩弧焊的焊接方法 

指导教师介绍气体保护焊、手工电弧焊、氩弧焊操作规程，讲解焊接内容，

演示焊接操作。选择焊接的材料，穿戴好劳保护具，启动电焊机，选择施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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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及焊条，进行试焊，送进焊条，移动焊条进行平焊，掌握收尾焊、熄弧、

续焊，敲掉熔渣。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学生所焊试件焊缝的形成过程，找

出成败因果及解决焊接缺陷的方法。 

三、课程教材  

参考教材 

1.  焊接操作实习实验指导书（指导教师自编） 

2. 《焊接技术与操作技巧》，金凤柱等，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06 

3. 《焊接手册——焊接方法与设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编，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1       

四、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平时考勤、现场操作、口试成绩、实习报告。 

现场操作评分标准具体见下表。 

项目 项目内容 分数 评分要求 

手工电 

弧焊 

1、施焊姿势 

2、焊条角度 

3、焊接速度 

4、电弧长度 

5、焊缝成型质量 

5 

5 

5 

5 

10 

逐项内容按： 

1、完全符合要求不扣分 

2、基本符合要求扣 3～5 分 

3、较差扣 5～10 分 

4、某项完全不符合要求该项为零分 

操作正 

确性 

1、正确使用焊机并按操作规程操作 

2、操作姿式、焊条角度正确 

3、能准确调节焊接电流 

4、遵守安全技术规程 

5、主动做好实习场地卫生 

8 

8 

8 

8 

8 

逐项内容按： 

1、完全符合要求不扣分 

2、其中一条较差扣 3 分 

3、其中两条较差扣 6 分 

依次类推 

焊接质量 焊接质量分析 20 
没有焊接缺陷不扣分，有焊接缺陷扣

10 分，不能分析原因扣 5 分 

实习纪律 实习表现和态度 10 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不扣分 

 

五、附件 

制定人： 陈云霞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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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教学组织以培养

学生职业素质与

实践能力为主，

提高学生综合应

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等能力 

学习手工电

弧焊、钨极氩

弧焊、CO2气体

保护焊等焊

接方法及其

工艺 

 

掌握上述三种

焊接方法的焊

接设备的基本

原理与组成 

培养学生正确选

择焊接方法的能

力，正确使用各

种焊接设备 

不同焊接位置焊条电弧焊的

基本操作方法 
√ √ √  

平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

形 
√ √ √  

手工电弧焊 √ √ √ √ 

气体保护焊 √  √ √ 

氩弧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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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操作实习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7P2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s of Welding 

学分/学时： 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材料连接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教学组织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与实践能力为主，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等能力。 

目标2：学习手工电弧焊、钨极氩弧焊、CO2气体保护焊等焊接方法及其工艺； 

目标3：掌握上述三种焊接方法的焊接设备的基本原理与组成； 

目标4：培养学生正确选择焊接方法的能力，正确使用各种焊接设备。 

二、课程内容 

2.1 焊接生产管理及安全基础知识  

讲解焊接生产管理、常见安全技术、劳动保护及触电急救技术。 

2.2 焊接工艺基础知识 

讲解焊接操作的基本知识。选择焊接的材料，启动电焊机，选择施焊的电

流及焊条，进行试焊，送进焊条，移动焊条进行平焊，掌握收尾焊、熄弧、续

焊，敲掉熔渣。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学生所焊试件焊缝的形成过程，找出

成败因果及解决焊接缺陷的方法。 

2.3 焊条电弧焊 

 讲解电弧焊设备、电弧焊操作基本要领及注意事项，学生具体操作实验。 

1）了解和掌握焊条电弧焊焊接参数的选择 

2）掌握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技术 

3）不同焊接位置焊条电弧焊的基本操作方法 

2.4 埋弧自动焊 

讲解埋弧焊设备及工艺基础，讲解自动埋弧焊开坡口与不开坡口的平对接直

缝焊接技术，学生具体操作实验。 

2.5 钨极氩弧焊 

 讲解钨极氩弧焊设备及工艺基础，讲解钨极氩弧焊平敷焊，学生具体操作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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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O2气体保护焊 

讲解CO2气体保护焊焊接设备及工艺基础，讲解平敷焊、对接焊、平角焊、

CO2半自动焊等，学生具体操作实验。 

三、课程教材  

 参考教材 

1.  焊接操作实习实验指导书（指导教师自编） 

2. 《焊接技术与操作技巧》，金凤柱等，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06 

3. 《焊接手册——焊接方法与设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编，机

械工业出版社，2001       

四、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平时考勤、现场操作、口试成绩、实习报告。 

现场操作评分标准具体见下表。 

项目 项目内容 分数 评分要求 

焊 条 电 弧

焊 

1、施焊姿势 

2、焊条角度 

3、焊接速度 

4、电弧长度 

5、焊缝成型质量 

5 

5 

5 

5 

10 

逐项内容按： 

1、完全符合要求不扣分 

2、基本符合要求扣 3～5 分 

3、较差扣 5～10 分 

4、某项完全不符合要求该项为零分 

操 作 正 确

性 

1、正确使用焊机并按操作规程操作 

2、操作姿式、焊条角度正确 

3、能准确调节焊接电流 

4、遵守安全技术规程 

5、主动做好实习场地卫生 

8 

8 

8 

8 

8 

逐项内容按： 

1、完全符合要求不扣分 

2、其中一条较差扣 3 分 

3、其中两条较差扣 6 分 

   依次类推 

焊接质量 焊接质量分析 20 
没有焊接缺陷不扣分，有焊接缺陷扣

10 分，不能分析原因扣 5 分 

实习纪律 实习表现和态度 10 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不扣分 

 

五、附件 

制定人：  陈云霞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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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教学组织以培养

学生职业素质与

实践能力为主，

提高学生综合应

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等能力 

学习手工电

弧焊、钨极氩

弧焊、CO2气体

保护焊等焊

接方法及其

工艺 

掌握上述三种

焊接方法的焊

接设备的基本

原理与组成 

培养学生正确选

择焊接方法的能

力，正确使用各

种焊接设备 

焊接工艺基础知识 √ √ √  

焊条电弧焊 √ √ √  

埋弧自动焊 √ √ √ √ 

CO2气体保护焊 √  √ √ 

钨极氩弧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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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电弧与弧焊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5A1 英文名称：Welding Arc and Welding Method 

学分学时：3/48（8）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工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材料焊接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焊接电弧的产生、内部机理、电弧特性。 

目标 2：掌握各种电弧焊方法所涉及的原理、特点、应用对象。 

目标 3：开拓视野，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创造性思维。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讲授 2学时） 

1.1 焊接方法的发展及其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 

1.2 电弧焊方法的分类和特点 

1.3 焊接电弧研究在电弧焊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二）焊接电弧基础 （4 学时。讲授 4 学时） 

2.1焊接电弧的物理基础 气体放电现象；电弧中的带点粒子和导电机构；

电弧产热机制；电弧电压与等离子气流；直流电弧与交流电弧 

2.2焊接电弧特性 焊接电弧的静特性和动特性；阴极斑点和阳极斑点；电

弧的阴极清理作用；最小电压原理；电弧的挺直性与磁偏吹 

2.3 电弧焊中的保护气 保护气种类与纯度；保护气的分解及在金属中的溶

解；混合气体的选择与作用 

2.4 电弧的引燃与稳弧措施 接触引弧；非接触引弧；交流电弧稳弧措施 

（三）电弧焊熔化现象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3.1 焊丝熔化热、熔化速度、熔化特性，熔滴过渡的分类及与各种条件的

关系 

3.2 焊缝成形特点，熔池上的作用力及熔池金属流动，焊接参数的作用与

选择，焊接缺陷 

（四）钨极氩弧焊 （10 学时。讲授 8 学时，实验 2 学时） 

4.1 钨极氩弧焊（TIG焊）的原理、特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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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钨极特性 

4.2 交流 TIG焊、脉冲 TIG焊、电弧特性，高频引弧与稳弧，焊接工艺条

件 

4.3 高效 TIG焊 A-TIG焊，热丝 TIG焊，TOPTIG焊，K-TIG焊，磁力旋转

TIG 焊，双钨极 TIG焊 

（五）等离子弧焊接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5.1 等离子弧焊接的原理、特点与应用 

5.2 电弧特性，电弧主要形式，焊接工艺，等离子弧的其它应用。 

（六）CO2 气体保护电弧焊 （6 学时。讲授 4 学时，实验 2 学时） 

6.1 CO2气体保护电弧焊的原理、特点与应用 

6.2 电弧特性，冶金特点、焊接飞溅与控制措施，熔滴过渡特点与控制，

焊接设备特点，混合气体保护电弧焊特点，高效焊接。 

（七）熔化极氩弧焊 （14 学时。讲授 12 学时，实验 2 学时） 

7.1 熔化极氩弧焊（MIG焊）的原理、特点与应用 

7.2 电弧特性，熔滴过渡形式，电弧自身调节 

7.3 铝合金焊接焊丝熔化与电弧固有自身调节，脉冲 MIG焊 

7.4 高效化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双丝 GMA焊，带极 GMA焊，T.I.M.E焊，药

芯焊丝电弧焊，交流 MIG焊 

（八）埋弧焊 （6 学时。讲授 4 学时，实验 2 学时） 

8.1 埋弧焊的原理、特点与应用 

8.2 电弧特性，冶金特点与焊剂选择，焊缝成形特点与控制，弧长反馈控

制，SAW设备 

8.3 高效埋弧焊方法 双丝埋弧焊，多丝埋弧焊，带极埋弧焊，粉末埋弧焊 

（九）窄间隙焊接技术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9.1 窄间隙焊接的原理及特点 

9.2 窄间隙 TIG 焊，窄间隙 GMAW，窄间隙埋弧焊，摆动电弧焊接 

（十）复习和答疑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弧焊基础》 杨春利 林三宝 主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高效焊接方法》 林三宝 范成磊 杨春利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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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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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

思维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徐孟嘉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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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目标 

 

 

 

内容                   

焊接电

弧 

焊 丝

的 熔

化 及

熔 滴

过渡 

母 材 熔

化 和 焊

缝成形 

电弧焊

自动控

制基础 

自动埋

弧焊 

CO2气体

保 护 电

弧焊 

熔 化

极 氩

弧焊 

钨 极

氩 弧

焊 

等离子

弧焊接

与切割 

窄 间

隙 焊

接 技

术 

电弧焊方法

的基础理论 

√ √ √ √       

电弧焊焊接

过程的质量

控制参数、

控制方法及 

机械化自动

化途径 

 √ √ √ √ √ √ √ √ √ 

焊接设备的

结构原理 

   √ √ √ √ √ √ √ 

焊接过程自

动化技术的

基本概念和

知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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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检验》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103051P1       英文名称：Weld Inspec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物理学》、《电工学》、《材料科学基础》 

后续课程：《材料焊接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焊接检验方法的基本原理及适用范围； 

目标 2：了解焊接缺陷的分类及形成原因； 

目标 3：了解由原材料加工制造成为焊接产品所需检测环节及检验措施； 

目标 4：初具选择检验方法、制定焊接检验程序、评定焊接质量等级和进

行焊接质量分析、管理的的基本能力。 

二、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1．绪论：焊接质量检验及控制对保证焊接质量的作用和意义；焊接质量检

验方法的分类；焊接质量检验与全面质量控制的关系。 

2．焊接缺陷：焊接缺陷的概念及分类；焊接缺陷的特征及分布；各种缺陷

产生的原因及防止；焊接缺陷的危害及对质量的影响。 

3．射线探伤：射线探伤的基本原理；X- 射线照相探伤条件的选择与工作

程序；射线实时图象法探伤和 CT技术简介；射线的安全防护。 

4．超声波探伤：超声波探伤的基本原理；超声波探伤条件的选择与工作程

序。 

5．表面探伤法简介：磁力探伤；涡流探伤；渗透探伤。 

6．破坏性检验：焊接接头力学性能试验；焊接接头金相组织分析；焊缝金

属化学成分试验分析。 

7．焊接质量评定及控制：焊接质量评定标准；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规范；

焊接质量控制的内容。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焊接检验》，赵熹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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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焊接无损检测技术》，李克田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四、课程考核 

1．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可采用闭卷、开卷或闭卷与开卷结合或完成报告的

方式进行。闭卷考试可采用填空、问答、判断、改错等题型，开卷考试可着重

于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应用上，以问答题为主。 

2．考核成绩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

和思维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陈云霞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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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目标  

 

 

 

内容 

掌握焊接检验方

法的基本原理及

适用范围 

了解焊接缺陷

的分类及形成

原因 

了解由原材料加

工制造成为焊接

产品所需检测环

节及检验措施 

初具选择检验方法、

制定焊接检验程序、

评定焊接质量等级

和进行焊接质量分

析、管理的的基本能 

焊接缺陷 √ √ √ √ 

射线探伤 √ √ √ √ 

超声波探伤 √ √  √ 

表面探伤法力 √ √  √ 

破坏性检验 √  √ √ 

焊接质量评定及控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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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结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39A1       英文名称：Mechanics of Welding Structure 

学分学时：2/32（6）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力学 材料科学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了解和掌握焊接热过程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目标 2: 了解焊接应力和变形产生的原因及调整和控制应力与变形的方法； 

目标 3: 掌握焊接接头承载能力的计算方法； 

目标 4: 了解焊接结构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1.1 焊接性分析，构件焊接性（材料—焊接适应性，设计—焊接可靠性，

制造—焊接可行性）； 

1.2 焊接结构概述，特点、优点、应用范围； 

1.3 本课程的内容范围、结构和学习要求。 

（二）焊接的热场与流场 （8 学时。含讲授 6 学时，实验 2 学时） 

2.1 基本原理  焊接温度场的意义，焊接热源的类型，焊接热源的功率；热

传导定律，辐射传热定律，对流传热定律，导热微分方程式，初始条件和边界

条件，材料热物理性质的特征值。几何尺寸和热输入的简化模型：必要性，几

何尺寸简化，热源空间尺寸形状简化，热源作用时间因素的简化，模型选择应

考虑的问题，模型求解（数值解）与试验结果的比较。 

2.2 整体温度场 固定瞬时热源作用下的温度场；连续固定和移动热源下的

温度场；高斯热源分布；热饱和与温度均匀化；有限尺寸影响；有限元法简介。 

2.3 焊接热循环对母材的影响 热影响区显微组织的转变，时间温度转变图，

显微组织转变模型，单道焊时热循环的影响，多道焊时热循环的影响。 

（三）焊接应力 （8 学时。含讲授 4 学时，实验 4 学时） 

3.1 内应力的产生内应力及其产生原因，弹性热应力场，弹塑性热应力场，

热力学基本方程，材料热物性和力学特征值，焊接引起的内应力。 

3.2 收缩力与应力源模型 纵向收缩力模型，横向收缩力模型，模型在圆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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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球壳上的应用，残余应力源模型。 

3.3 焊接残余应力 焊接残余应力的分布，焊缝纵向残余应力，焊缝横向残

余应力，焊接相变赢利，拘束焊接赢利，点焊，喷涂及火焰切割时的残余应力；

焊接残余应力的影响，残余应力的测量。 

3.4 减少残余应力的措施 必要性，设计措施，选材措施，制造工艺措施（包

括焊前措施，焊时措施，焊后措施） 

（四）焊接变形 （4 学时。讲授 4 学时） 

4.1 焊接变形的一些基本概念 自由变形，外观变形和内部变形，焊接引起

变形的种类，产生原因。 

4.2 焊接残余变形 纵向收缩变形及挠曲变形，横向收缩及坡口横向偏移，

角变形，错边变形及扭曲变形，波浪变形。 

4.3 焊接变形的测量与矫正 焊接过程中应变与位移的测量，焊后变形测量。预

防焊接变形的措施，焊接过程中变形的调整控制措施，焊后矫正焊接变形的方法。 

（五）焊接接头 （2 学时。讲授 2 学时） 

5.1 焊接接头的一般性能 焊接接头的基本概念，焊接接头的不均匀性及其

力学行为，焊缝及接头的基本形式，分类及表示方法。 

5.2 焊接接头的工作应力分布工作性能 应力集中的概念，电弧焊接头的工

作应力分布和工作性能，接触焊接头的工作应力分布和工作性能，铆焊联合结

构与铆焊联合接头。 

5.3 焊接接头静载强度计算 工作焊缝与联系焊缝，强度计算的假设，电弧

焊与接触焊接头的静载强度计算，焊缝许用应力。 

（六）焊接结构的脆性断裂 （4 学时。讲授 4 学时） 

6.1 金属材料的脆性断裂 脆断事故及研究脆断的意义，脆断的形态特征及

影响因素，脆性断裂的能量理论，材料断裂的评定方法。 

6.2 焊接结构的特点及其对脆断的影响 刚度大，整体性强的特点，焊接结

构制造工艺特点。 

6.3 焊接结构抗开裂性能与止裂性能的评定方法 脆性断裂的产生，扩展与

停止，焊接接头抗开裂性能试验，止裂试验。 

6.4 预防焊接结构脆性断裂的措施 正确选材，采用合理的焊接结构设计，

用断裂力学方法评定结构安全性。 

（七）焊接接头和焊接结构的疲劳强度 （4 学时。讲授 4 学时） 

7.1 材料的疲劳断裂 研究的意义，疲劳断裂的过程和断口特征，疲劳限和

疲劳强度的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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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焊接接头疲劳强度的计算 

7.3 断裂力学在疲劳裂纹扩展研究中的应用 裂纹的亚临界扩展，疲劳裂纹

扩展特性，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估算。 

7.4 影响焊接接头疲劳强度的因素和改进措施 应力集中的影响及降低应力

集中的措施，近缝区金属性能变化的影响及材料机械性能的改善，残余应力的

影响及残余应力场的调整，缺陷的影响及特殊保护措施。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焊接结构》，方洪渊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3 月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焊接结构》，田锡唐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82 年 9 月第一版 

《焊接热效应》 D.拉达伊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焊接热过程计算》H.H.雷卡林 著  中国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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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

思维方式。 

五、附件 

制定人：  徐孟嘉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167 

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焊接的热

场与流场 

焊接应力

与变形 

焊接接头及

其静载强度

计算 

焊接结构类型

及其力学特点 

焊接结构的

脆性断裂 

焊接结构的

疲劳强度 

焊接热过程的

分析和计算方

法 

√      

焊接应力和变

形产生的原因 

 √ √ √ √ √ 

调整和控制应力

与变形的方法 

 √ √ √  √ 

焊接接头承载能

力的计算方法 

  √ √ √ √ 

焊接结构设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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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自动化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59P1         英文名称：Welding Autom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热加工测试技术，电工电子学，计算机控制技术 

课程类别：选修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焊接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熟悉一般焊接自动化系统的控制

要求，并具有一定的系统设计能力； 

目标 2：了解焊接自动化中经常使用的位置、位移、速度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并可以结合工程实际选用各种类型的传感器；  

目标 3：掌握电动机速度调节原理及在焊接自动化方面的应用； 

目标 4：了解单片机、PLC及焊接机器人在焊接自动化中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2 课时） 

1.1 焊接自动化系统的构成和关键技术，焊接自动化的发展趋势。（2 课时） 

（二）焊接自动化中的控制技术基础 （4 课时） 

2.1 焊接自动化的概念。 （1 课时） 

2.2 开环与闭环控制 （2 课时） 

2.3 焊接自动化常用的控制策略。 （1 课时） 

（三）焊接自动化中的传感技术 （4 课时） 

3.1 传感器处理的基本电路。 （1 课时） 

3.2 位置传感器及其在焊接自动化中的应用。 （1 课时） 

3.3 位移与速度传感器及其在焊接自动化中的应用。 （1 课时） 

3.4 光电编码器及其在焊接自动化中的应用。 （1 课时） 

（四）焊接自动化中电动机控制技术 （6 课时） 

4.1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0.5 课时） 

4.2 焊接自动化中的直流电动机及其控制原理。 （1.5 课时） 

4.3 直流调速系统基本电路。 （1 课时） 

4.4 闭环控制晶闸管交流器式调速系统。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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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直流电动机脉宽调速系统。 （1 课时） 

4.6 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原理及步进电动机及其控制原理。 （1 课时） 

（五）焊接自动化中的单片机控制技术 （4 课时） 

5.1 单片机控制系统 （1 课时） 

5.2 常用的单片机。 （1 课时） 

5.3 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1 课时） 

5.4 单片机控制系统举例。 （1 课时） 

（六）焊接自动化中的 PLC 控制技术 

 （6 学时，其中授课 4 学时，实验 2 学时） 

6.1 PLC 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2 课时） 

6.2 典型焊接 PLC 控制系统源。 （2 课时） 

6.3 PLC 控制实验。（实验教学） （2 课时） 

（七）焊接机器人技术 （6 学时，其中授课 4 学时，实验 2 学时） 

7.1 焊接机器人系统的组成。 （2 课时） 

7.2 典型焊接机器人系统。 （2 课时） 

7.3 弧焊机器人在线编程实验。（实验教学）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焊接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胡绳荪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焊接过程现代控制技术》，陈善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2.《弧焊过程质量实时传感与控制》，王其隆，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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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实验（10%）、出勤(10%)及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焊接电源基础

知识及操作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彦兵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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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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焊

接自动控制的基

本原理，并具有

一定的系统设计

能力。 

目标 2：了解焊

接自动常用传感

器工作原理并学

会各类型传感

器。 

目标 3：掌握电

动机速度调节原

理及在焊接自动

化方面的应用。 

目标 4：了解单

片机、PLC以及

焊接机器人在

焊接自动化中

的应用。 

1.1焊接自动化的关键技术、

发展趋势 
   √ 

2.1焊接自动化的概念  √   

2.2开环控制与闭环控制 √ √   

2.3焊接自动化常用的控制策

略 
√ √   

3.1 传感器信息处理的基本

电路 
√ √ √  

3.2位置传感器及其在焊接自

动化中的应用 
√ √ √  

3.3位移与速度传感器及其在

焊接自动化中的应用 
√ √ √  

3.4光电编码器及其在焊接自

动化中的应用 
√  √  

4.1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    

4.2焊接自动化中的直流电动

机及其控制原理。 
√ √ √  

4.3直流调速系统基本电路   √  

4.4闭环控制晶闸管交流器式

调速系统。 
  √  

4.5 直流电动机脉宽调速系

统。 
  √  

4.6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原理

以及步进电机控制原理。 
√  √  

5.1单片机控制系统。 √   √ 

5.2常用的单片机。 √   √ 

5.3 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 

5.4单片机控制系统举例    √ 

6.1 PLC 的结构和运行原理    √ 

6.2 典型焊接的 PLC 控制系

统 
   √ 

6.3 PLC 编程特点    √ 

7.1 焊接机器人概论    √ 

7.2 焊接机器人运动学和动

力学 基础 
   √ 

7.3 焊接机器人传感技术    √ 

7.4 焊接机器人离线编程技

术 
   √ 

7.5 焊接机器人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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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焊电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56A1         英文名称：Arc Welding Power Source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电工学 

后续课程：焊接自动化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能够确定不同焊接方法对焊接电源的要求 ； 

目标 2：学会各种焊接电源的结构、原理和特点 ； 

目标 3：能够正确调节焊接电源的焊接参数 ；  

目标 4：能根据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正确选择、安装、维护焊接电源。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2课时） 

1.1弧焊电源的基本概念、分类和用途及其现状。 （2课时） 

（二）焊接电弧及其电特性 （10课时） 

2.1 焊接电弧的物理性质。 （2课时） 

2.2 焊接电弧的结构及伏安特性 （2课时） 

2.3 交流电弧。 （1课时） 

2.4 焊接电弧的分类及特点。 （1课时） 

2.5电弧的静电特性实验。（实验教学） （2课时） 

（三）弧焊变压器 （10课时） 

3.1 弧焊变压器的原理及分类。 （4课时） 

3.2 常漏磁式弧焊变压器。 （2课时） 

3.3 增强漏磁式弧焊变压器。 （2课时） 

3.4 弧焊变压器的维护及故障排除。 （2课时） 

（四）弧焊整流器 （12课时） 

4.1弧焊整流器的组成、分类及磁饱和电抗器。 （2课时） 

4.2无反馈磁饱和电抗器式弧焊整流器,。 （2课时） 

4.3全部内反馈磁饱和电抗器式弧焊整流器。 （2课时） 

4.4部分内反馈磁饱和电抗器式弧焊整流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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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磁饱和电抗器式弧焊整流器的动特性。 （2课时） 

4.6晶闸管式弧焊整流器、弧焊整流器的故障排除。 （2课时） 

（五）脉冲弧焊电源 （4课时） 

5.1脉冲电源的概述、单相整流式、磁饱和电抗器式脉冲电源 （2课时） 

5.2晶闸管、晶体管式脉冲弧焊电源。 （2课时） 

（六）新型弧焊电源 （6课时） 

6.1逆变式弧焊电源。 （2课时） 

6.2矩形波交流弧焊电源。 （2课时） 

6.3 新型电源拆装教学展示。（实验教学） （2课时） 

（七）弧焊电源的选择与使用 （4课时） 

7.1弧焊电源的选择与安装。 （2课时） 

7.2弧焊电源的使用。 （2课时） 

7.3 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弧焊电源》，任庭春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弧焊电源》,  郑义庭，黄石生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01 

2.《现代弧焊电源机器控制》,胡绳荪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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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教学实验（10%）、项目操作(10%)及考

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焊接电源基础

知识及操作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郭彦兵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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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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确

定不同焊接方法

对焊接电源的要

求。 

目标 2：学会各

种焊接电源的结

构、原理和特点。 

 

目标 3：能够正

确调节焊接电源

的焊接参数。 

目标 4：能根据

焊接材料及焊

接方法正确选

择、安装、维

护焊接电源。 

1.1弧焊电源的基本概念、分

类和用途及其现状 
√   √ 

2.1焊接电弧的物理本质  √   

2.2焊接电弧的结构及伏安特

性 
√ √  √ 

2.3交流电弧 √ √  √ 

2.4焊接电弧的分类及特点 √ √  √ 

2.5对弧焊电源的要求 √   √ 

3.1 弧焊变压器的原理及分

类 
√ √ √ √ 

3.2 正常漏磁式弧焊变压器

（现场教学） 
√ √ √  

3.3 增强漏磁式弧焊变压器

（现场教学） 
√ √ √  

3.4弧焊变压器的维护及故障

排除 
√  √ √ 

4.1弧焊整流器的组成、分类

及磁饱和电抗器 
√ √ √ √ 

4.2无反馈磁饱和电抗器式弧

焊整流器。 
√ √ √ √ 

4.3全部内反馈磁饱和电抗器

式弧焊整流器。 
√ √ √ √ 

4.4部分内反馈磁饱和电抗器

式弧焊整流器。 
√ √ √ √ 

4.5 磁饱和电抗器式弧焊整

流器的动特性 
√ √ √ √ 

4.6晶闸管式弧焊整流器、弧

焊整流器的故障排除 。 
  √ √ 

5.1冲电源的概述、单相整流

式、磁饱和电抗器式脉冲电

源。 

√ √ √ √ 

5.2晶闸管、晶体管式脉冲弧

焊电源。 
√ √ √ √ 

6.1逆变式弧焊电源 √ √ √ √ 

6.2 矩形波交流弧焊电源 √ √ √ √ 

7.1 弧焊电源的选择与安装    √ 

7.2 弧焊电源的使用    √ 

7.3 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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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2Q1          英文名称：Arc Welding Power Sources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焊接操作实习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程类类别：必修                                            

 

一、 实习目的及任务 

焊接专业方向学生的生产实习在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学员通过参加装配焊

接生产实践来了解焊接结构生产过程，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初步培养

学生分析、解决一般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生产实习，学生应树立应有的

职业精神，培养必要的职业素质，为成为合格的人力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习要求 

通过生产实习在专业知识上要有所收获，在职业精神和素质上要有本质上

的提高。 

（一） 专业知识要求 

1、深入了解一个典型焊接结构的技术要求、尺寸、组成及生产过程。 

2、深入了解一个典型装配焊接胎卡具的作用、工作原理及主要定位、夹紧

形式。 

3、绘制典型焊接结构生产流程平面布置图，绘制典型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

图。 

4、了解所在车间使用的焊接方法、焊接电源及检查产品质量的常用方法。 

5、争取通过生产劳动提高操作技能，密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二） 职业精神和职业素质培养 

1、通过生产实习接触实际，接触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清楚焊接专业

的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工作内容；培养与工人阶级的感情，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培养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2、积极参加公益劳动，配合车间开展有关活动。实习期间每人至少为工厂

做一件好事。 

3、有组织、守纪律、讲文明礼貌，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展现出当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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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风貌。 

4、向优秀知识分子学习，与校友座谈，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扎实肯干的精

神。 

二、 实习内容、地点及时间 

实习时间：共三周，扣除公休日及往返路程所占时间，有效实习日为 10 天。 

实习地点：校外实习基地 

实习内容（时间安排）： 

1． 在生产班组实习 5 天，包括点上实习和面上实习。 

2． 安全教育、全厂参观 1 天。 

3． 讲座 4 个共 2 天，讲座有：①产品设计报告；②产品工艺分析报告；

③工艺装配设计报告；④新工艺新材料试验研究。 

4． 实习考核 1天。 

5． 实习动员、准备及报告 1天。 

三、 实习考核方法 

生产实习的评分标准 

优秀：能完成实习计划，达到实习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

习内容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运用所学理论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有一定的独

立见解，考核中能正确地回答问题；实习中表现好，无违纪现象。 

良好：能完成实习计划，达到实习大纲规定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

习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考核中能正确地回答问题，实习中表现较好，

无违纪现象。 

中等：能完成实习计划，达到实习大纲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

容较为全面的总结；考核中能正确地回答主要问题，实习中表现较好，无违纪

现象。 

及格：能完成实习计划，达到实习大纲规定的主要要求；能完成实习报告，

内容基本正确；考核中基本上能回答问题，无违纪现象。 

不及格：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以不及格处理： 

1.未达到实习大纲的基本要求，实习报告马虎潦草，内容有明显错误；考

核时不能回答主要问题或有原则性错误。 

2.学生在实习期间因故请假缺席的时间超过全部实习时间 1/3 以上者。实习

中无故旷课超过 1/5 以上者，除实习成绩不及格以外，还须按相关规定进行纪

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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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习考核成绩按结构评分法进行： 

1.考核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实习态度，劳动纪律以及安全等，该成绩占

总成绩的 30%。 

2．考核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掌握生产实践知识，解决一般工程实际问题

的能力等，由厂校双方教师共同评定，占总成绩的 30%。 

3．考核学生的实习日记、实习报告，包括对班组或车间的生产组织、生产

工艺、劳动效益方面的综合了解分析、革新建议及实习心得体会等，由校方教

师为主负责评定，占总成绩的 40%。 

五、实习组织 

厂校共同组成实习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实习教学，组织协调思想教育、成

绩考核和生活管理等工作。学校指派教师参加领导小组，工厂也指派专人参加

领导小组工作。为保证实习正常进行，组成焊接实习队。 

六、附件 

制定人： 陈云霞  审核人：韦东来  批准人：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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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典型焊接结构的

技术要求、尺寸、

组成及生产过程 

典型装配焊接

胎 卡 具 的 作

用、工作原理

及主要定位、

夹紧形式 

典型产品的生

产工艺流程图 

焊接方法、焊

接电源及检查

产品质量的常

用方法 

生产劳动操作

技能，理论联

系实际 

培养与工人的感

情，处理正确的

人际关系 

√    √ 

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培养职业的

荣誉感和责任感 

√ √ √ √ √ 

积极参加公益劳

动，配合车间开

展有关活动 

√    √ 

有组织、守纪律、

讲文明礼貌，积

极 开 展 文 体 活

动，展现出当代

大学生的精神风

貌 

√ √   √ 

向企业优秀员工

学习，与员工座

谈，学习他们爱

岗敬业、扎实肯

干的精神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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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焊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54P1 英文名称：Special welding method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加工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除电弧焊外的其他主要连接方法的基本原理、接头的形成过

程； 

目标 2：熟悉各种连接方法的工艺特点及应用范围； 

目标 3：了解各种连接方法具体工艺参数及其对连接质量的影响； 

目标 4：能够运用这些连接方法解决用熔焊难焊材料和难焊连接形式的具

体工程问题，了解焊接行业的最新发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学时） 

1.1 焊接方法的发展  

1.2 焊接的物理本质  

1.3 焊接方法的分类  

1.4 特种焊接方法的发展趋势与新型焊接方法 

（二）激光焊  （6 学时） 

2.1 激光物理基础  

2.2 激光焊接设备  

2.3 激光焊接工艺  

2.4 激光焊接的应用  

2.5 激光复合焊接新技术  

（三）电子束焊接  （6 学时） 

3.1 电子束焊接的基本原理  

3.2 电子束焊接工艺、接头结构设计，及参数对焊缝成形的影响  

3.3 典型材料的连接 ：钢铁材料的、有色金属、金属间化合物材料及复合

材料、难熔金属及非晶体材料、和异种材料的电子束焊  

3.4 电子束焊接新技术 ：电子束钎焊 ；电子束表面改性 ；电子束快速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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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面毛化 ；非真空电子束焊接  

（四） 钎焊 （6 学时） 

4.1 钎焊原理 

4.2 钎焊的方法及设备 

4.3 钎料和钎剂 

4.4 钎焊接头设计及钎焊工艺 

4.5 典型材料的钎焊：常用金属材料、硬质合金、金属与非金属的连接、

复合材料的钎焊 

4.6 钎焊缺陷及检验 

（五）搅拌摩擦焊 （6 学时） 

5.1 搅拌摩擦焊原理 

5.2 搅拌摩擦焊的应用现状 

5.3 钢铁材料的搅拌摩擦焊 

5.4 搅拌摩擦焊的设备与开发 

（六）其他焊接方法 （4 学时） 

6.1 扩散焊 

6.2 等离子弧焊接 

6.3 超声波焊接 

6.4 爆炸焊 

（七）答疑辅导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特种焊接技术》，张洪涛、陈玉华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钎焊》 朱艳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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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包括提问和练习）、

平时作业、大作业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积极性、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口头及

文字表达能力。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和思维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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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徐孟嘉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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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内容 

目标 

激光焊 电子束焊

接 

 钎焊 搅拌摩擦

焊 

其他焊接

方法 

掌握除电弧焊外的其他主要连接方

法的基本原理、接头的形成过程 

√ √ √ √ √ 

熟悉各种连接方法的工艺特点及应

用范围 

√ √ √ √ √ 

了解各种连接方法具体工艺参数及

其对连接质量的影响 

√ √ √  √ 

能够运用这些连接方法解决用熔焊

难焊材料和难焊连接形式的具体工

程问题 

√ √ √ √ √ 

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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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焊接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0P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Weld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微机原理与应用、计算机在焊接中的应用、焊接自动化控制基础 

课程类别：选修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焊接机器人发展、分类和系统组成。  

目标 2：掌握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学原理。 

目标 3：掌握弧焊机器人传感、跟踪与控制技术。  

目标 4：掌握焊接机器人系统的配置方法。  

目标 5：了解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及生产线应用实例 

目标 6：了解焊接机器人离线编程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2课时） 

1.1 焊接自动化发展概况及机器人焊接发展概况。 （1课时） 

1.2 焊接机器人分类及焊接机器人系统组成。 （1课时） 

（二）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学 （10学时） 

2.1 刚体的位置和姿态描述及坐标变换。 （2课时） 

2.2 机械手的运动学。 （2课时） 

2.3机器人操作臂动力学。 （2课时） 

2.4焊接机器人电动机驱动技术。 （2课时） 

2.5机器人位置控制技术。 （2课时） 

（三）弧焊机器人传感、跟踪与控制技术 （8学时） 

3.1 弧焊机器人传感技术。 （2课时） 

3.2弧焊机器人跟踪技术。 （2课时） 

3.3机器人焊接动态过程智能控制技术。 （2课时） 

3.4机器人遥控焊接技术。 （2课时） 

（四）焊接机器人离线编程技术 （4学时） 

4.1 离线编程与仿真技术概况。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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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焊接机器人规划技术。 （1课时） 

4.3焊接机器人模拟仿真和离线编程应用软件 （2课时） 

（五）焊接机器人系统的配置 （4学时） 

5.1焊接生产自动化的目的及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2课时） 

5.2焊接机器人系统的配置。 （2课时） 

（六）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及生产线 （4学时） 

6.1 简易机器人工作站、不同变位机与焊接机器人组合的工作站、焊接机

器人与周边设备作协调运动的工作站。 （2课时） 

6.2 焊接柔性制造系统、焊接机器人生产线。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焊接机器人技术与系统》，黎文航、王加友、周方明编著，国防工业出版

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化焊接技术》，吴林、陈善本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08 

2. 《焊接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胡绳荪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01 

3.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孙树栋编著，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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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10%)及考勤(10%)、作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郭彦兵  审核人： 陆斌锋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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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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机器人发

展、分类和系

统组成。 

目标 2：掌握

机器人运动

学和动力学

原理。 

 

目标 3：掌握

弧焊机器人

传感、跟踪与

控制技术。 

目标 4：掌

握焊接机器

人系统的配

置方法。 

目标 5：了

解焊接机器

人工作站及

生产线应用

实例。 

目标 6:了

解焊接机器

人离线编程

技术。 

1.1 焊接自动化

发展概况及机

器人焊接发展

概况。 

√     

 

1.2 焊接机器

人分类及焊接

机器人系统组

成。 

√     

 

2.1 刚体的位置

和姿态描述及

坐标变换。 

 √    

 

2.2 机械手的

运动学。 
 √    

 

2.3 机器人操作

臂动力学。 
 √    

 

2.4 焊接机器人

电动机驱动技

术。 

 √    

 

2.5 机器人位置

控制技术。 
 √   √ 

 

3.1 弧焊机器人

传感技术。 
  √   

 

3.2 弧焊机器人

跟踪技术。 
  √   

 

3.3 机器人焊接

动态过程智能

控制技术。 

  √   

 

3.4 机器人遥控

焊接技术。 
  √   

 

4.1 离线编程

与仿真技术概

况。 

     

√ 

4.2 焊接机器人

规划技术。 
     

√ 

4.3 焊接机器人

模拟仿真和离

线编程应用软

件。 

     

√ 

5.1 焊接生产自

动化的目的及

实施中应注意

的问题。 

   √  

 



185 

 

5.2 焊接机器人

系统的配置。 
   √  

 

6.1 简易机器人

工作站、不同变

位机与焊接机

器人组合的工

作站、焊接机器

人与周边设备

作协调运动的

工作站。 

    √ 

 

6.2 焊接柔性

制造系统、焊接

机器人生产线。 

    √ 

 



186 

 

《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3R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材料科学基础、表面工程基础、失效分析、再制造

工程设计、材料现代分析技术专业核心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初步掌握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步骤和设计规范的应用，具

有在方案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在解

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2：能熟练应用检索工具收集和查询有关技术资料，具有较强的书写

能力，能够独立撰写设计文稿，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目标 3：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对工程设计方案进行选择、

分析和评价。 

目标 4：能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独立进行工艺设计，

设计方案、过程基本正确。 

目标 5：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完成实验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对设计方案进行理

论验算，具备材料工程领域必须的分析研究能力。 

目标 6：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解决材料工程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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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完成相关试验内容），撰写设计说明书（撰写毕业论文）。 

2. 学生应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材料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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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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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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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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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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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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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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论文），说明书（或论文）文本格式应符合学校统

一规定。 

7.答辩。 

五、设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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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毕业论文要求 

1. 目录：要与论文全文的大小标题的序号、文字完全一致，页码正确。 

2. 中文摘要和关键字：摘要应该概括地反映出原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说

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

或新见解，不要与引言相混淆。摘要语言力求精炼准确。 

3. 英文摘要：中英文题名和内容的一致性。其英文题名和内容与中文题名

和内容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英文摘要要自成一篇英文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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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文：正文的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 

 4.1 绪论：作者研究此项工作的目的、范围，国内外进展情况、前人成果，

本文设想、研究手段和方法概述等。 

4.2 实验研究与分析：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包括论文观点的理论分析，

系统实验方案及实验结果，实验分析与讨论（附有各种有关的图表、图片、公

式等）。要求理论正确、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文中若

有他人研究成果引用必须注明，与参考文献一致。 

4.3 结论：结论是对正文的最终结论，应准确、完整、精炼。应包括本文主

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意义，本论文主要创新点，存在的问题、不足或进一步工

作的设想。 

4.4 参考文献：文中引用他人成果或文章内容应注明参考文献。按论文中参

考文献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并视具体情

况将序号作为上角标，或作为论文的组成部分。 

4.5 致谢：对给予本文研究的选题、构思、实验或撰写等方面给以指导、帮

助或建议的人员致以谢意。 

4.6 附录：附录不是文章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可为深入了解本文的人员提供

参考，主要提供论文有关公式推导、演算以及不宜列入正文的数据和图表等。

附录应当一一编写顺序呈上，并在论文相关内容处注明。 

4.7 格式：格式按照“上海电机学院毕业论文撰写的指导意见”执行。 

七、装订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装订必须统一整齐美观。毕业设计（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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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全文）、图纸。图纸可以不装订在设计说明书里，但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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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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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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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小犇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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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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

握设计原则、设

计方法、设计步

骤和设计规范

的应用，具有在

方案设计中综

合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

文化及环境的

意识；在解决方

案的设计环节

中能体现创新

意识。 

目标 2：能熟

练应用检索

工具收集和

查询有关技

术资料，具

有较强的书

写能力，能

够独立撰写

设计文稿，

具有良好的

口头表达能

力和人际交

往能力。 

目标 3：

能综合

运用多

学科的

理论知

识与技

能对工

程设计

方案进

行选择、

分析和

评价。 

 

目标 4：能运

用数学、自

然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基

本原理独立

进行工艺设

计，设计方

案、过程基

本正确。 

目标 5：能够

基于科学原理

完成实验并能

运用所学知识

对设计方案进

行理论验算，

具备材料工程

领域必须的分

析研究能力。 

 

目标 6：能

正确采集

和整理实

验数据，

并通过信

息综合得

到解决材

料工程领

域复杂工

程问题的

合理有效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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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完成相关试验内

容），撰写设计说

明书（撰写毕业论

文） 

√ √ √  √ √ 

学生应综合运用

多学科理论、知识

与技能，分析和解

决材料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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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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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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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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6A1 英文名称：Surface Engineering Found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再制造技术与工程专业、电子封装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化学》、《大学物理》、《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材料成形技术》、《再制造工程基础》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表面技术的涵义和分类，了解表面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目标 2：通过对表面晶体学及表面热力学等知识的学习，了解固体材料表

面与界面的特性。 

目标 3：了解改善金属材料表面性能和功能的相关表面工程技术原理和工

艺方法。 

目标 4：掌握典型表面涂镀层及表面改性技术，实现基体材料本身所不具

备的特殊的性能的知识技能。 

目标 5：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应用表面工程技术改善和提高金属构件表面

质量的初步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表面技术概论和基本理论概念 （2课时） 

1.1 介绍表面技术的涵义、分类、发展和应用。 （1课时） 

1.2 介绍固体材料表面与界面的表面晶体学、表面热力学等基本概念和理

论。 （1课时） 

（二） 电镀与化学镀 （6课时） 

2.1 介绍电镀和化学镀的基本原理。 （2课时） 

2.2 掌握电镀、化学镀的基本工艺。 （2课时） 

2.3电刷镀实验 （2课时） 

（三）金属的化学表面处理 （4课时） 

3.1 介绍金属表面化学处理的典型方法和作用。 （2课时） 

3.2介绍化学表面处理的原理、工艺特点。 （2课时） 

（四）表面涂敷技术 （6课时） 

4.1 阐述涂料的基本组成、作用和成膜机理。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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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介绍涂装材料、工艺及装备。 （1课时） 

4.3 介绍堆焊复合工艺技术和主要应用。 （2课时） 

4.4 介绍热喷涂原理和典型热喷涂工艺及应用。 （2课时） 

（五）表面改性技 术（4课时） 

5.1 介绍典型表面改性技术的种类和工艺方法。 （2 课时) 

5.2 激光等高能束表面处理的原理与工艺技术。 （2课时） 

气相沉积技术 （6课时） 

6.1 气相沉积技术的原理与实现方法。 （2课时） 

6.2 真空镀膜等典型沉积技术的工艺特点与应用。 （2课时） 

6.3 磁控溅射镀膜实验。 （2课时） 

表面分析和测试 （4课时） 

7.1 简介表面分析技术的方法、内容和步骤。 （1课时） 

7.2 简介表面分析仪器和测试手段。 （1课时） 

7.3 纳米划痕\压痕实验。 （2课时） 

三、课时分布 

序号 教学内容 
课时分配 

课堂 实验 合计 

1 表面技术概论和基本理论概念 2   2 

2 电镀与化学镀 4 2  6 

3 金属的化学表面处理 4  4 

4 表面涂敷技术 6  6 

5 表面改性技术 4   4 

6 气相沉积技术 4 2 6 

7 表面分析和测试 2 2 4 

总     计     32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表面工程技术》，李慕勤 等 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表面工程学》，曾晓雁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2.《中国材料工程大典第 16、17 卷材料表面工程（上、下）》2006 年 

3.《现代表面技术》，钱苗根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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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表面工程技术》，王振廷等编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5.《表面工程与再制造》期刊和网站 

五、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性质：考查。 

2、考核方法：笔试（开卷）。 

3、成绩评定：作业成绩(30%)、实验(10%)和考试成绩(60%)计算。 

 

制定人： 管仲毅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http://bq.kongfz.com/item/k738bk632fk5ef7.html
http://bq.kongfz.com/item/k54c8k5c14k6ee8k5de5k4e1ak5927k5b66k51fak7248k793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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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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表面技术的
涵义和分类，
了解表面技
术的发展和
应用 

目标 2：通过对
表面晶体学及
表面热力学等
知识的学习，
了解固体材料
表面与界面的
特性 

目标 3：了解
改善金属材料
表面性能和功
能的相关表面
工程技术原理
和工艺方法 

目标 4：掌握
典型表面涂镀
层及表面改性
技术，实现基
体材料本身所
不具备的特殊
的性能的知识
技能。 

目标 5：通过
学习，培养学
生应用表面
工程技术改
善和提高金
属构件表面
质量的初步
能力 

1.1 介绍表面技术的涵
义、分类、发展和应用 

√  √  √ 

1.2 介绍固体材料表
面与界面的表面晶体
学、表面热力学等基本
概念和理论 

 √ √  √ 

2.1 介绍电镀和化学
镀的基本原理 

  √ √ √ 

2.2 掌握电镀、化学镀
的基本工艺 

  √ √ √ 

3.1 介绍金属表面化
学处理的典型方法和
作用 

  √ √ √ 

3.2 介绍化学表面处理
的原理、工艺特点 

  √ √ √ 

4.1 阐述涂料的基本
组成、作用和成膜机理 

  √ √ √ 

4.2 介绍涂装材料、工
艺及装备 

  √ √ √ 

4.3 介绍堆焊复合工
艺技术和主要应用 

  √ √ √ 

4.4 介绍热喷涂原理
和典型热喷涂工艺及
应用 

  √ √ √ 

5.1 介绍典型表面改
性技术的种类和工艺
方法 

  √ √ √ 

5.2 激光等高能束表
面处理的原理与工艺
技术 

  √ √ √ 

6.1 气相沉积技术的
原理与实现方法 

  √ √ √ 

6.2 真空镀膜等典型
沉积技术的工艺特点
与应用 

  √ √ √ 

7.1 简介表面分析技
术的方法、内容和步骤 

√ √ √ √ √ 

7.2 简介表面分析仪
器和测试手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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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形技术》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7A1 英文名称：Technology of Material Form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再制造技术与工程专业、机械制造和机电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材料学》、《金属学与热处理》 

后续课程：《塑性成形设备》、《铸造工艺及设备》、《金属塑性加工原理》、

《焊接工程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材料成型技术的构成内容，发展概况；通过该课程学习了解

且掌握坯料成型的基础知识。 

目标 2：应掌握一定的金属材料的性能构成，热加工成型技术对材料性能

和品质的影响因素。 

目标 3：了解且掌握有关热处理、铸造、金属精炼提纯与内在品质、压力

加工、焊接等热加工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工艺特点。 

目标 4：了解且掌握材料成型过程可能产生的缺陷类型，形成原因，控制

措施等基本技能。 

目标 5：使学生获得有关金属零件毛坯制造的一般知识，并初步学会运用

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中出现的一些相关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热加工工艺概论 （2课时） 

1.1 介绍材料成型的热加工工艺技术概况，了解该课程的性质、涵盖内容

及本课程的要求。 （1课时） 

1.2 介绍材料成型技术的发展历程概况，介绍材料生产及其成形工艺历史、

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1课时） 

（二） 金属材料的通用知识基础 （6课时） 

2.1 介绍材料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了解材料的强度与塑性、硬度、冲击

韧度、疲劳强度等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能。 （2课时） 

2.2 介绍金属和合金的结构与结晶，三种典型的晶体结构、纯金属的结晶

过程及同素异构转变等相关知识。 （2课时） 

2.3 介绍二元合金相图的构成和相图分析，了解铁碳合金的基本组织和性

能，分析铁碳合金相图构成和作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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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成型的热处理工艺技术 （6课时） 

3.1理解钢在加热及冷却时的组织转变，了解钢铁材料的典型热处理工艺，

如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等。 （2课时） 

3.2了解钢铁材料的的分类、牌号命名方法及含义；了解合金元素在钢中

的作用。 （2课时） 

3.3 热处理工艺实践或金属材料的组织性能试验。 （2课时） 

（四）材料成型的铸造工艺技术 （4课时） 

4.1 阐述合金的铸造，了解合金的流动性、收缩性、应力与变形等知识。 

 （1课时） 

4.2 介绍典型铸造工艺砂型铸造的工艺技术特点。 （1课时） 

4.3 介绍钢的精炼与纯净技术，了解钢的内在品质构成。 （2课时） 

（五）材料成型的压力加工工艺技术 （4课时） 

5.1 阐述金属塑性变形的一般知识，了解坯料加热和冷却对塑性成型的关

系。 （2 课时) 

5.2 了解自由锻造和其它塑性成型方式的工艺特点。 （2课时） 

材料成型的焊接工艺技术 （6课时） 

6.1 阐述焊接技术的一般知识，焊接冶金过程对焊接接头组织、性能和焊

件焊接应力、变形的影响。 （2课时） 

6.2  掌握常用焊接方法的特点，了解金属的焊接性能；了解常见焊接缺陷

的产生因素和控制技术措施。 （2课时） 

6.3 焊接工艺实践或焊接接头熔敷金属的特性试验。 （2课时） 

三、课时分布 

序号 教学内容 
课时分配 

课堂 实验 合计 

1 绪论—热技工工艺概论 2   2 

2 金属材料的通用知识基础 6   6 

3 材料成型的热处理工艺技术 4 2 6 

4 材料成型的铸造工艺技术 4  4 

5 材料成型的压力加工工艺技术 4 2  6 

6 材料成型的焊接工艺技术 4 2 6 

7 机动 2   2 

总     计     32 

四、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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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热加工工艺基础》谷春瑞、王桂新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塑性成形设备》，李培武，杨文成编，机械工业出版社，1994 年  

2、《金属学与热处理》，崔忠圻，机械工业出版社，1994 年 

3、《金属塑性加工原理》彭大暑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4、《金属工艺学》 邓文英、郭晓鹏，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国铸造、焊接、锻造协会的网站和相关期刊 

6、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所属热加工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办专业期刊 

五、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性质：考查。 

2、考核方法：笔试（开卷）。 

3、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占 30％；工艺实践（试验）课程 10%；考试成绩

占 60％。 

 

制定人： 管仲毅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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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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材

料成型技术的

构成内容，发

展概况；通过

该课程学习了

解且掌握坯料

成型的基础知

识 

目标 2：应掌握

一定的金属材

料的性能构成，

热加工成型技

术对材料性能

和品质的影响

因素 

目标 3：了解且

掌握有关热处

理、铸造、金

属精炼提纯与

内在品质、压

力加工、焊接

等热加工方法

的基本原理和

工艺特点 

目标 4：了解

且掌握材料成

型过程可能产

生的缺陷类

型，形成原因，

控制措施等基

本技能。 

目标 5：使学

生获得有关机

器零件毛坯制

造 的 一 般 知

识，并初步学

会运用这些知

识分析和解决

工程中出现的

一些相关问题 

1.1 介绍材料成型

的热加工工艺技术

概况，了解该课程

的性质、涵盖内容

及本课程的要求 

√    √ 

1.2 介绍材料成型

技术的发展历程概

况，介绍材料生产

及其成形工艺历

史、对现代社会的

意义 

√    √ 

2.1 介绍材料金属

材料的力学性能，

了解材料的强度与

塑性、硬度、冲击

韧度、疲劳强度等

工程材料的基本性

能 

√ √   √ 

2.2 介绍金属和合

金的结构与结晶，

三种典型的晶体结

构、纯金属的结晶

过程及同素异构转

变等相关知识 

√ √   √ 

2.3 介绍二元合金

相图的构成和相图

分析，了解铁碳合

金的基本组织和性

能，分析铁碳合金

相图构成和作用 

√ √   √ 

3.1 理解钢在加热

及冷却时的组织转

变，了解钢铁材料

的典型热处理工

艺，如退火、正火、

淬火、回火等 

√  √  √ 

3.2 了解钢铁材料

的的分类、牌号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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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方法及含义；了

解合金元素在钢中

的作用械工业中的

作用和需求 

3.3 热处理工艺实

践或金属材料的组

织性能试验 

√  √  √ 

4.1 阐述合金的铸

造，了解合金的流

动性、收缩性、应

力与变形等知识 

√ √ √ √ √ 

4.2 介绍典型铸造

工艺砂型铸造的工

艺技术特点 

√ √ √ √ √ 

4.3 介绍钢的精炼

与纯净技术，了解

钢的内在品质构成 

√ √ √ √ √ 

5.1 阐述金属塑性

变形的一般知识，

了解坯料加热和冷

却对塑性成型的关

系 

√ √ √ √ √ 

5.2 了解自由锻造

和其它塑性成型方

式的工艺特点 

√ √ √ √ √ 

6.1 阐述焊接技术

的一般知识，焊接

冶金过程对焊接接

头组织、性能和焊

件焊接应力、变形

的影响 

√ √ √ √ √ 

6.2  掌握常用焊

接方法的特点，了

解金属的焊接性

能；了解常见焊接

缺陷的产生因素和

控制技术措施 

√ √ √ √ √ 

6.3 焊接工艺实践

或焊接接头熔敷金

属的特性试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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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腐蚀与防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7P1        英文名称：Material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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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化学》、《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 《无损检测技术》、《再制造质量控制》、《产品寿命评估》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材料腐蚀的基本概念和类型；掌握电化学腐蚀的热力学判据

原理，以及形成腐蚀电极的条件；掌握电化学腐蚀的动力学原理，了解腐蚀电

极的阳极过程、阴极过程、阳极极化、阴极极化、过电位的概念。 

目标 2：了解金属钝化现象、过程和类型，掌握电化学钝化和化学钝化的

方法，了解金属钝化的机理和特点； 了解金属全面腐蚀与局部腐蚀的概念，掌

握局部腐蚀的电化学特征、电化学机理及控制方法。 

目标 3：了解应力腐蚀、环境腐蚀的现象、过程、类型、机理及特点；掌

握控制腐蚀的技术途径，了解电化学保护机理，合理选用缓蚀剂，掌握材料表

面处理和涂层方法。  

目标 4：掌握电化学仪器的操作方法，认识电解池装置，了解测定的电极

电位与外加电流之间的关系。 

目标 5：掌握耐腐蚀金属的合金化原理以及提高金属耐腐蚀性的途径；掌

握非金属材料的腐蚀概念，了解非金属腐蚀与金属腐蚀的区别。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绪论 （1课时） 

1.1 金属腐蚀的基本概念、分类，腐蚀科学的发展及研究意义，金属腐蚀

速率表征。 

要求学生：掌握材料腐蚀的基本概念和类型，熟悉材料腐蚀速率的表示方

法。  

（二）电化学腐蚀热力学 （3课时） 

2.1 腐蚀过程热力学判据，电极电位判据，腐蚀电池的构成及类型。（2 课

时） 

2.2 金属电极电位、标准电极电势和金属电动序，电位-PH 图及应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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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电化学腐蚀的热力学判据原理，明白电极、电极电位的基

本概念，了解原电池与电解池的工作原理、阳极氧化和阴极还原的含义、形成

腐蚀电极的条件，了解腐蚀电池的结构与类型，掌握电位高低与阴极阳极的对

应关系。 

（三）电化学腐蚀动力学 （4课时） 

3.1腐蚀电池阳极过程、阴极过程，腐蚀速率与极化。 （1课时） 

3.2过电位概念，阴极、阳极过电位。 （1课时） 

3.3 活化极化、浓差极化腐蚀动力学方程，腐蚀极化图和混合电势理论及

应用。 （2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电化学腐蚀的动力学原理，了解腐蚀电极的阳极过程、阴

极过程、阳极极化、阴极极化、过电位的概念，掌握活化极化动力学方程的简

化处理。 

（四）阴极去极化过程 （3课时） 

4.1 阴极去极化过程的概念，析氢腐蚀与吸氧腐蚀的概念。 （1课时） 

4.2 阴极去极化的电化学特征，影响析氢腐蚀与吸氧腐蚀的因素。 （1课时） 

4.3 去极化过程发生条件，阴极去极化的控制过程。 （1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金属电化学腐蚀的阴极过程和类型，掌握电化学腐蚀的阴

极去极化过程的机理和特点，明确去极化作用，去极化剂、氢去极化剂、氧去

极化剂的基本概念，了解去极化过程发生的条件，掌握去极化过程的影响因素

和去极化的控制。 

（五）金属的钝化 （3课时） 

5.1金属表面钝化现象、类型，电化学钝化。 （1课时） 

5.2活化区、钝化区、过钝化区、致钝电位、维钝电位、击穿电位、Flade

电位。 （1课时） 

5.3钝化机理，成相膜理论，吸附理论，钝化膜组成、结构。 （1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金属钝化现象、过程和类型，掌握电化学钝化和化学钝化

的方法，了解金属钝化的机理和特点，明确电化学钝化曲线特征范围及参数，

了解钝化膜的组成、结构与抗腐蚀性能的关系。  

（六）局部腐蚀 （3课时） 

6.1 局部腐蚀的概念，电偶腐蚀，点蚀，缝隙腐蚀，晶间腐蚀，选择性腐

蚀。 （1课时） 

6.2局部腐蚀的类型、特征、电化学机理、控制方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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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闭塞电池的工作原理，大阴极小阳极腐蚀电池组成，局部腐蚀影响因

素。 （1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金属全面腐蚀与局部腐蚀的概念，掌握局部腐蚀的电化学

特征、电化学机理及控制方法，了解局部腐蚀发生的环境条件、影响因素、理

论模型以及控制方法。  

（七）应力腐蚀 （2课时） 

7.1应力腐蚀的概念、产生、三要素及机理。 （1课时） 

7.2 腐蚀疲劳、磨损腐蚀、空泡腐蚀、微动腐蚀、滞后破坏，应力腐蚀控

制方法。 （1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应力腐蚀的现象、过程、类型、机理及特点，明确金属收

到载荷时，表面及组织的能量会发生变化，引起电化学性能的变化而加速腐蚀。  

（八）环境腐蚀 （3课时） 

8.1环境腐蚀概念，大气、海水、土壤、细菌、高温腐蚀的电化学机理。 

 （1课时） 

8.2环境腐蚀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方法。 （1课时） 

8.3金属高温氧化的热力学及氧化速率，金属高温氧化膜的结构及成分。 

 （1课时） 

要求学生：了解环境腐蚀的现象和类型、影响因素以及控制方法，掌握金

属环境腐蚀的电化学机理，认识材料在自然环境中的腐蚀行为及规律。 

（九）金属腐蚀控制 （2课时） 

9.1材料选择的原则，抗腐蚀材料的结构设计。 （1课时） 

9.2电化学保护机理，缓蚀剂缓蚀机理，表面涂层。 （1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控制腐蚀的技术途径，从材料、环境、界面三方面控制腐

蚀方法，掌握抗腐蚀材料的结构设计，了解电化学保护机理，合理选用缓蚀剂，

掌握材料表面处理和涂层方法。  

（十）腐蚀电化学研究方法 （2课时） 

10.1电化学研究方法的特点，电化学测试方法，稳态极化曲线。 （1课时） 

10.2电化学阻抗谱的测量原理、方法。 （1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电化学仪器的操作方法，认识电解池装置，了解测定的电

极电位与外加电流之间的关系。 

（十一）耐腐蚀金属材料 （2课时） 

11.1提高合金耐腐蚀性的方法，金属耐腐蚀合金化原理。 （1课时） 

11.2耐腐蚀合金的分类、耐腐蚀机理，不锈钢的组织类型、性能和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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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耐腐蚀金属的合金化原理以及提高金属耐腐蚀性的途径，

掌握耐腐蚀金属材料的分类、生产及应用，了解耐腐蚀性金属合金化设计的概

念，以及合金组织结构与电化学仪腐蚀的关系。 

（十二）非金属材料的腐蚀与防护（4课时） 

12.1非金属材料腐蚀概念，高分子材料的老化及机理。（1课时） 

12.2 陶瓷材料，玻璃的溶解与水解腐蚀，混凝土的渗透性及腐蚀机理。（1

课时） 

12.3 课堂实验课 （2课时） 

要求学生：掌握非金属材料的腐蚀概念、机理和类型，了解非金属腐蚀与

金属腐蚀的区别，掌握非金属材料腐蚀的防护方法与措施，掌握陶瓷材料和高

分子材料的分类和耐腐蚀性。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腐蚀与防护》（第 1版），王保成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二)参考教材 

1. 《材料腐蚀与防护概论》（第 2 版），李晓刚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8 

2. 《物理化学》（第 6 版），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08 

3.《材料腐蚀与防护》，孙齐磊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1 

4. 《材料热力学》（第 3 版），徐祖耀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 

5. 《材料腐蚀与防护》（第 1 版），孙秋霞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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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考勤作业(20%)，平时测验(20%)。 

2.期末考试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腐蚀热力学判

据、电极电位判据，腐蚀电池及其电极过程，腐蚀速率与极化，过电位，活化、

浓差极化腐蚀动力学，腐蚀极化图，阴极去极化及其电化学特征与控制，金属

表面钝化及机理，局部腐蚀的电化学机理，应力腐蚀的产生及其机理、控制方

法，环境腐蚀的分类、影响因素及控制方法，抗腐蚀材料，电化学保护机理，

缓蚀剂，表面涂层，电化学仪器及测试方法，耐腐蚀合金的耐腐蚀机理，非金

属材料腐蚀概念及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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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制定人：  徐连仪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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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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材

料腐蚀的基本概

念和类型；掌握

电化学腐蚀的热

力学判据原理，

以及形成腐蚀电

极的条件；掌握

电化学腐蚀的动

力学原理，了解

腐蚀电极的阳极

过程、阴极过程、

阳极极化、阴极

极化、过电位的

概念。 

目标 2：了解金

属钝化现象、

过程和类型，

掌握电化学钝

化和化学钝化

的方法，了解

金属钝化的机

理和特点； 了

解金属全面腐

蚀与局部腐蚀

的概念，掌握

局部腐蚀的电

化学特征、电

化学机理及控

制方法。 

目标 3：了解应

力腐蚀、环境

腐蚀的现象、

过程、类型、

机理及特点；

掌握控制腐蚀

的技术途径，

了解电化学保

护机理，合理

选用缓蚀剂，

掌握材料表面

处理和涂层方

法。 

目标 4：掌握

电化学仪器

的操作方法，

认识电解池

装置，了解测

定的电极电

位与外加电

流之间的关

系。 

 

目标 5：掌握

耐腐蚀金属

的合金化原

理以及提高

金属耐腐蚀

性的途径；掌

握非金属材

料的腐蚀概

念，了解非金

属腐蚀与金

属腐蚀的区

别。 

 

（一）绪论 √     

（二）电化学腐蚀热力学 √     

（三）电化学腐蚀动力学 √     

（四）阴极去极化过程 √     

（五）金属的钝化  √    

（六）局部腐蚀  √    

（七）应力腐蚀   √   

（八）环境腐蚀   √   

（九）金属腐蚀控制   √   

（十）腐蚀电化学研究方

法 
   √  

（十一）耐腐蚀金属材

料。 
    √ 

（十二）非金属材料的腐

蚀与防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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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现代分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4A1 英文名称：Modern Analysis Techniques 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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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材料科学基础 

后续课程：材料现代分析技术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与材料成分、组织、结构有关的现代分析技术与测试方法。 

目标 2：掌握光学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和电子显微分析等方法在材料科学

领域中所能解决的问题及基本原理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光学显微分析和 X射线衍射分析的实验方法与分析方法。 

目标 4：掌握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电子显微分析的实验方

法与分析方法。 

目标 5：了解原子力显微镜、热分析、光谱等方法在材料科学领域中所能

解决的问题及基本原理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0）绪论 （2课时） 

简要介绍与材料组织、结构有关的材料分析技术的分类。了解材料分析研

究的方法及其分析的目的。 （2课时） 

（一）TG-DSC热重分析 （4课时） 

1.1 TG热重分析 （2课时） 

1.2 DSC视差扫描量热分析 （2课时） 

（二）X射线衍射分析 （10课时） 

2.1  X射线衍射物理学基础：X射线的产生与 X射线管、X射线谱、X 射线

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4课时） 

2.2 X射线衍射方向与布拉格方程、X射线衍射强度与多晶衍射。（4课时） 

2.3 物相分析与点阵常数的精确测定、宏观残余应力与多晶体织构的测定。

（2课时） 

（三）材料电子显微分析基础 （4课时） 

3.1 电子光学基础：主要介绍电子波与电磁透镜、放大倍数、像差与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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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电磁透镜的景深与焦长。 （2课时） 

3.2 电子衍射原理：包括电子衍射原理、衍衬成像与衍射花样。 （2课时） 

（四）透射电子显微镜 （4课时） 

4.1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与成像原理。 （2课时） 

4.2 透射样品的制备技术。 （1课时） 

4.3 晶体衍衬成像分析，明场像与暗场像。 （1课时） 

（五）扫描电子显微镜与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技术 （6课时） 

5.1电子束与样品作用产生的信号、扫描电镜的构造与工作原理。（2课时） 

5.2扫描电镜的表面形貌衬度原理、原子序数衬度原理及其应用。（2课时） 

5.3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技术原理及其应用。 （2课时） 

（六）其它分析技术 （2课时） 

6.1 原子力显微镜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1课时） 

6.2 热分析、光谱等其它分析技术：介绍热分析技术、光谱分析、能谱分

析等材料分析技术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分析方法》（第 3版），周玉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材料组织结构的表征》，戎咏华、姜传海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09 

2. 《材料近代分析测试方法》（修订版），常铁军，刘喜军 著，哈尔滨工

业大学出版社，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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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课堂提问与作业成绩（20%）、

平时与期中测验成绩(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光学显微分析、

X 射线衍射、电子显微分析等方法在材料科学领域中所能解决的问题及基本原

理和方法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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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成分、组

织、结构有关的

现代分析技术

与测试方法。 

目标 2：掌握

光 学 显 微 分

析、X 射线衍

射和电子显微

分析等方法在

材料科学领域

中所能解决的

问题及基本原

理和方法。 

目标 3：掌握

光学显微分析

和 X 射线衍射

分析的实验方

法 与 分 析 方

法。 

目标 4：掌握

透射电子显

微镜、扫描

电子显微镜

等电子显微

分析的实验

方法与分析

方法。 

目标 5：了解

原子力显微

镜、热分析、

光谱等方法

在材料科学

领域中所能

解决的问题

及基本原理

和方法。 

0  绪论 √     

1.1 TG 热重分析（2课

时） 
√ √ √  √ 

1.2 DSC 视察扫描量热

分析（2课时） 
√ √ √  

√ 

 

2.1  X 射线衍射物理

学基础 
√ √ √   

2.2 X 射线衍射方向与

布拉格方程、X 射线衍

射强度与多晶衍射 

√ √ √   

2.3 物相分析与点阵常

数的精确测定、宏观残

余应力与多晶体织构的

测定 

√ √ √   

3.1 电子光学基础 √ √  √  

3.2 电子衍射原理 √ √  √  

4.1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

结构与成像原理 
√ √  √  

4.2 透射样品的制备技

术 
√ √  √  

4.3 晶体衍衬成像分

析，明场像与暗场像 
√ √  √  

5.1 电子束与样品作用

产生的信号、扫描电镜

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 √  √  

5.2 扫描电镜的表面形

貌衬度原理、原子序数

衬度原理及其应用 

√ √  √  

5.3 电子背散射衍射分

析技术原理及其应用 
√ √    

6.1 原子力显微镜工作

原理及其应用 
√    √ 

6.2 热分析、光谱等其

它分析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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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现代分析技术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5P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odern Analysis Techniques of 

Materials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材料科学基础、材料现代分析技术 

后续课程： 再制造工程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TG-DSC热重分析仪的工作原理、曲线分析方法。 

目标 2：掌握 X射线衍射的工作原理、物相分析与点阵常数的精确测定。 

目标 3：掌握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及其两种成像方式。 

目标 4：了解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技术的工作原理与分析方法。 

目标 5：了解原子力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TG-DSC热重分析（2课时） 

1.1 TG热重分析。 （1课时） 

1.2 DSC视差扫描量热分析。 （1课时） 

（二）X射线衍射仪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6课时） 

2.1  X射线衍射仪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衍射方向与衍射强度。 （2课时） 

2.2 多晶材料的物相分析与点阵常数的精确测定。 （2课时） 

2.3 用 X射线衍射仪测定钢中的残余奥氏体含量。 （2课时） 

（三）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4课时） 

3.1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及图像衬度观察：包括扫描电镜的构造与

工作原理、表面形貌衬度观察、原子序数衬度观察。 （2课时） 

3.2扫描电镜的应用：铁碳合金的微观组织观察、断口形貌分析。 （2课时） 

（四）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技术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2课时） 

4.1电子背散射衍射分析技术的工作原理。 （1课时） 

4.2菊池花样观察。 （1课时） 

（五）原子力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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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原子力显微镜的结构与成像原理。 （1课时） 

5.2 薄膜材料的三维形貌观察。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分析方法》（第 3版），周玉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材料组织结构的表征》，戎咏华、姜传海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09 

2. 《材料近代分析测试方法》（修订版），常铁军，刘喜军 著，哈尔滨工

业大学出版社，2010.03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考勤、课堂提问与作业成绩（20%）、

平时与期中实验的测验成绩(20%)。 

2.实验报告占比 60%，主要包括：八次实验报告考评后的总成绩。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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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DSC热重分

析仪的工作原

理、曲线分析方

法。 

目标 2：掌握 X

射线衍射的工

作原理、物相

分析与点阵常

数 的 精 确 测

定。 

目标 3：掌握扫

描电子显微镜

的工作原理及

其两种成像方

式。 

 

目标 4：了解

电子背散射

衍射分析技

术的工作原

理与分析方

法。 

目标 5：了解

原子力显微

镜的工作原

理及其应用。 

1.1 TG 热重分析。 √     

1.2 DSC 视差扫描量热分

析。 
√     

2.1  X 射线衍射仪的结

构与工作原理、衍射方向

与衍射强度 

 √    

2.2 多晶材料的物相分

析与点阵常数的精确测

定 

 √    

2.3 用 X 射线衍射仪测

定钢中的残余奥氏体含

量 

 √    

3.1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

结构原理及图像衬度观

察 

  √   

3.2扫描电镜的应用   √   

4.1 电子背散射衍射分

析技术的工作原理 
  √ √  

4.2菊池花样观察   √ √  

5.1 原子力显微镜的结

构与成像原理 
    √ 

5.2 薄膜材料的三维形

貌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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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4P1 英文名称：Gree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材料科学基础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绿色设计与制造思想，培养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产

品设计制造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的概念、基础理论、思维方法，能够采

用拆卸技术、回收技术分析和解决基本问题。 

目标 3：掌握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的关键技术，初步具备将其应用于机械

产品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中。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2 课时） 

1.1 绿色技术产生的客观背景及国内外发展趋势 （1 课时） 

1.2 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的主要研究内容 （1 课时） 

（二）绿色产品及其评价 （8 课时） 

2.1 绿色产品的概念及评价指标体系 （4 课时） 

2.2 绿色产品的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4 课时） 

（三）绿色设计 （6 课时） 

3.1 绿色设计及其特点 （2 课时） 

3.2 绿色设计方法与设计经济性分析 （2 课时） 

3.3 绿色设计的材料选择与工具开发 （2 课时） 

（四）拆卸设计 （4 课时） 

4.1 拆卸设计的概念、特点与拆卸设计的内容 （2 课时） 

4.2 拆卸设计的方法与评价方法 （2 课时） 

（五）回收设计 （6 课时） 

5.1 回收设计概念、方式 （2 课时） 

5.2 回收设计的经济性分析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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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回收设计方法及过程 （2 课时） 

（六）绿色制造 （4 课时） 

6.1 绿色制造概述与绿色制造系统 （2 课时） 

6.2 绿色制造过程的环境管理 （2 课时） 

（七）绿色包装设计 （2 课时） 

7.1 产品包装设计 （1 课时） 

7.2 包装的绿色制造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刘光复、刘志峰、李钢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http://www.gdgm.org.cn/ 

2.《绿色制造的理论与技术》，刘飞、曹华军、张华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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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绿色设产

品评价方法、绿色设计理论与方法、拆卸技术设计、回收设计、绿色制造。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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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dg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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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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绿色设

计与制造思想，培养

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分析和解决产品设

计制造问题的能力。 

目标 2：掌握绿色设计

与绿色制造的概念、

基础理论、思维方法，

能够采用拆卸技术、

回收技术分析和解决

基本问题。 

目标 3：掌握绿色设计与绿

色制造的关键技术，初步具

备将其应用于机械产品的

设计与制造过程中。 

1.1 绿色技术产生的客观

背景及国内外发展趋势 
√ √ √ 

1.2 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

的主要研究内容 
√ √ √ 

2.1 绿色产品的概念及评

价指标体系 
√   

2.2 绿色产品的评价标准

及评价方法 
√   

3.1 绿色设计及其特点 √   

3.2 绿色设计方法与设计

经济性分析 
√  √ 

3.3 绿色设计的材料选择

与工具开发 
√  √ 

4.1 拆卸设计的概念、特点

与拆卸设计的内容 
 √  

4.2 拆卸设计的方法与评

价方法 
 √  

5.1 回收设计概念、方式  √  

5.2 回收设计的经济性分

析 
 √  

5.3回收设计方法及过程  √  

6.1 绿色制造概述与绿色

制造系统 
  √ 

6.2 绿色制造过程的环境

管理 
  √ 

7.1产品包装设计   √ 

7.2包装的绿色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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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9P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nanomateria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类、能源类、电子类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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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研究等专业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纳米材料的概念、分类及其特点。 

目标 2：了解纳米材料的力学、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目标 3：了解纳米材料的主要制备方法及其原理、工艺过程和适用范围。 

目标 4：掌握纳米材料成分、结构、形貌的测试和表征方法。 

目标 5：了解纳米材料的应用现状和应用前景以及研究进展。 

二、课程内容   

(一) 纳米材料概论 （4学时） 

 介绍纳米材料的定义、分类、纳米科学与技术、纳米材料的应用材料，本

课程的性质、内容及学习本课程的要求等。 

(二) 纳米材料的纳米效应、性能  （6学时） 

了解纳米材料的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及应用、表面效应、及宏观量

子隧道效应等。 (4 学时) 

掌握纳米材料的力学性能、热学性能、磁学性能、电学性能、光学性能。 

 (2 学时) 

(三) 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及纳米材料的自组装、表征 （12学时） 

1. 熟悉固相法、物理气相沉积法、化学气相沉积法、液相合成方法、通过

固化纳米粉合成块材、模板辅助自组装纳米结构材料、各向异性纳米粒子的合

成和组装、绿色纳米合成等制备方法。 （6学时） 

2. 了解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2 学时) 

3. 实验一、纳米材料的制备。 (2 学时) 

4. 实验二、纳米材料的力学性能测试。 (2 学时) 

（四）碳纳米材料的合成 （6学时） 

1. 了解碳族、熟悉富勒烯、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纳米材料的结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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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及应用。 （6学时） 

（五） 纳米制造的光刻技术、 纳米技术用于太阳能制氢的新能源研究 

（4学时） 

1. 熟悉紫外线光刻微制造、扫描束刻蚀纳制造、纳米压印刻蚀技术、扫描

探针刻蚀制造技术。 

2. 熟悉氢能经济、产氢、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可见光驱动的光催化剂的发

展等。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纳米材料基础》(第 2版)，张耀君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9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纳米材料基础与应用》，林志东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08 月 

《纳米结构和纳米材料：合成、性能及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01月 

新材料网——http://www.xincail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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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的性

能、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纳米材料的表征、碳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 素  审核人：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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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ook.jd.com/publish/%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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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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纳

米材料的概念、

分类及其特点 

目标 2：了解纳

米 材 料 的 力

学、物理性能

和化学性能 

目标 3：了解纳

米材料的主要

制备方法及其

原理、工艺过

程和适用范围 

目标 4:掌握

纳米材料成

分、结构、形

貌的测试和

表征方法。 

目标 5：了解

纳米材料的

应用现状和

应用前景以

及研究进展 

1.1纳米世界概述 √     

1.2 纳米材料的定义 √     

1.3 纳米材料的分类 √     

1.4 纳米科学与技术 √     

1.5 纳米材料的应用     √ 

2.1小尺寸效应 √ √  √  

2.2量子尺寸效应 √ √  √  

2.3表面效应  √ √  √  

2.4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 √  √  

3.1力学性能 √ √    

3.2热学性能  √ √    

3.3磁学性能  √ √    

3.4电学性能和光学性

能 
√ √    

4.1固相方法   √   

4.2物理气相沉积法    √   

4.3 化学气相沉积法   √   

4.4 液相合成方法等   √   

4.5  纳米材料的自组

装 
√  √   

5.1扫描隧道显微镜    √  

5.2原子力显微镜    √  

6.1碳族 √  √ √ √ 

6.2富勒烯 √  √ √ √ 

6.3碳纳米管和石墨烯 √  √ √ √ 

7.1紫外线光刻微制

造  
 √   √ 

7.2扫描束刻蚀纳制造  √   √ 

7.3纳米压印刻蚀技术  √   √ 

7.4扫描探针刻蚀   √   √ 

8 纳米技术用于太阳能

制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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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2A1                       英文名称：Failure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28理论+4实验）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力学性能 

后续课程：材料现代分析技术、材料现代分析技术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失效、失效分析的基础知识与基础方法。 

目标 2：掌握金属零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静载荷、疲劳断裂、磨损、腐蚀

等各种失效形式的形貌特征、原因、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及具体的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金属零件加工缺陷对失效的影响。 

目标 4：掌握典型的失效分析实例与断口分析实验。 

目标 5：了解失效分析的思路及其方法的运用，了解失效分析经常使用的

设备、标准。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具有一定的构件故障分析及排除能力。能初

步利用失效分析的方法对各种损坏构件的故障进行分析，指导各类零件产品的

设计、选材、加工、寿命评估、质量检测及管理。 

二、课程内容 

（0）绪论（2课时） 

简要介绍失效与失效分析、失效分析的社会经济效益与意义、失效分析对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促进作用、失效分析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失效分析基础知识 (4 学时) 

1.1 机械零件失效形式与来源 

1.2 应力集中与零件失效 

1.3 残余应力与零件失效  

1.4 材料的韧性与断裂设计 

1.5 应力分析与失效分析 

（二）失效分析基本方法 （4学时） 

2.1 失效分析的思路及方法 

2.2 失效分析的程序及步骤 

2.3 断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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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静载荷作用下的断裂失效分析 （4学时） 

3.1 过载断裂失效分析 

3.2 材料至脆断裂失效分析 

3.3  环境至脆断裂失效分析 

3.4  混合断裂失效分析 

（四） 疲劳断裂失效分析 （4学时） 

4.1 疲劳断裂失效的基本形式和特征 

4.2 疲劳断口形貌及其特征 

4.3 疲劳断裂失效类型与鉴别  

4.4 疲劳断裂失效的原因与预防  

（五） 磨损与腐蚀失效分析 （4学时） 

5.1 磨损失效分析 

5.2 腐蚀失效分析  

（六）金属构件加工缺陷与失效 （4学时） 

6.1 铸造加工缺陷与失效 

6.2 锻造加工缺陷与失效 

6.3 焊接加工缺陷与失效分析 

6.4 热处理缺陷与失效 

6.5 金属零件冷加工缺陷与失效 

（七） 实际构件失效分析实例 （2学时） 

7.1 风机轴断裂分析 

7.2 减速齿轮早期开裂分析 

7.3 振动压路机驱动桥弧齿准双曲面齿轮的失效分析 

（八） 失效分析实验 （4学时） 

8.1 宏观断口分析：强调宏观断口分析在失效分析中的重要意义，分析断

口位置、特征与零件失效的关系。 （2学时） 

8.2 微观断口分析：强调宏观断口分析在失效分析中的重要意义，分析断

口位置、特征与零件失效的关系。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失效分析----基础与应用》（第 2版），孙智 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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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属构件失效分析》，廖景娱 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6 

2. 《机械零件失效分析》，刘瑞堂 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09 

3. 《机械零部件失效分析典型 60 例》，李平平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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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课内实验（20%）、平时与期中测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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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分析基础

知识、基本方法、静载荷作用下的断裂失效分析、疲劳断裂失效分析、磨损与

腐蚀失效分析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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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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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失

效、失效分析的

基础知识与基

础方法。 

 

目标 2：掌握

金属零件在使

用过程中发生

静载荷、疲劳

断裂、磨损、

腐蚀等各种失

效形式的形貌

特征、原因、

影响因素、预

防措施及具体

的分析方法。 

目标 3：掌握

金属零件加工

缺陷对失效的

影响。 

目标 4：掌握

典型的失效

分析实例与

断口分析实

验。 

目标 5：了解

失效分析的

思路及其方

法的运用，

了解失效分

析经常使用

的设备、标

准。 

0  绪论 √    √ 

1.1 机械零件失效形式

与来源 
√     

1.2 应力集中与零件失

效 
√     

1.3 残余应力与零件失

效 
√     

1.4 材料的韧性与断裂

设计 
√     

1.5 应力分析与失效分

析 
√     

2.1 失效分析的思路及

方法 
√    √ 

2.2 失效分析的程序及

步骤 
√    √ 

2.3 断口分析 √    √ 



221 

 

3.1 过载断裂失效分析  √   √ 

3.2 材料至脆断裂失效

分析 
 √   √ 

3.3  环境至脆断裂失

效分析 
 √   √ 

3.4  混合断裂失效分

析 
 √   √ 

4.1 疲劳断裂失效的基

本形式和特征 
 √   √ 

4.2 疲劳断口形貌及其

特征 
 √   √ 

4.3 疲劳断裂失效类型

与鉴别  
 √   √ 

4.4 疲劳断裂失效的原

因与预防 
 √   √ 

5.1 磨损失效分析  √   √ 

5.2 腐蚀失效分析  √   √ 

6.1 铸造加工缺陷与失

效 
  √   

6.2 锻造加工缺陷与失

效 
  √   

6.3 焊接加工缺陷与失

效分析 
  √   

6.4 热处理缺陷与失效   √   

6.5 金属零件冷加工缺

陷与失效 
  √   

7.1 风机轴断裂分析    √ √ 

7.2 减速齿轮早期开裂

分析 
   √ √ 

7.3 振动压路机驱动桥

弧齿准双曲面齿轮的失

效分析 

   √ √ 

8.1宏观断口分析    √ √ 

8.2微观断口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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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3A1 

英文名称：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理论 28/实验 4）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表面工程基础、失效分析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设计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一、 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超声波检测的基础知识和超声检测的基本方法，理解检测的

基本原理以及超声检测的各种应用。通过实验操作，掌握一定的检测技能。 

目标 2：掌握射线探伤的原理及方法，理解材料中的缺陷形式与特点，初

步具备射线探伤的应用与缺陷识别的能力。 

目标 3：掌握其它几种传统无损检测技术的原理与方法，如磁粉检测、渗

透检测、涡流检测，初步具备无损检测方法的选择与检测工艺制定的能力。 

目标 4：了解几种无损检测新技术，掌握不同检测方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初步具备工况条件下对无损检测技术的选择能力。 

二、 课程内容 

（一）绪论----无损检测技术概述 （1 课时） 

1.1 无损检测概念，无损检测在工程技术革新中的意义和作用，常用无损检

测方法及其特点，无损检测案例的引用 （1 课时） 

（二）超声波检测 （8 课时理论/4 课时实验） 

2.1 超声检测的基本原理：波动的种类与波形，声波的波动特性，声场及其

特征值，超声波在异质界面上的投射、反射和折射，超声波传播中的衰减 

 （3 课时） 

2.2 超声检测方法：超声检测用仪器与探头的选择，试块的选用，超声检测

方法分类，超声测量技术 （3 课时） 

2.3 超声检测新技术：电磁超声检测，超声成像技术，超声显微镜，激光超

声检测技术 （2 课时） 

2.4 超声探伤与相控阵探伤：超声波探测标准试块厚度及试件内的缺陷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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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射线检测 （8 课时） 

3.1 射线检测的基本原理：射线的种类与获得，射线的衰减特性（2 课时） 

3.2X 射线检测方法：象质计与几何不清晰度，增感屏与胶片的选择，散乱

射线的遮蔽与曝光曲线，底片评定与实例分析 （3 课时） 

3.3 其它射线检测方法：γ 射线检测、射线实时检测技术、工业射线 CT 技

术、中子射线检测 （2 课时） 

3.4 射线防护 （1 课时） 

（四）磁粉检测 （4 课时） 

4.1 磁粉检测的基本原理 （1 课时） 

4.2 磁粉检测方法：磁粉方法、磁粉探伤机、试块与试片、磁粉检测的有效

性与无关显示 （3 课时） 

（五）渗透检测 （2 课时） 

5.1 渗透检测的基本原理 （1 课时） 

5.2 渗透检测方法、检测用设备与检测用材料 （1 课时） 

（六）涡流检测 （3 课时理论+2 课时实验） 

6.1 涡流检测的基本原理 （1 课时） 

6.2 涡流检测方法：涡流频率的选择、缺陷检测模型分析 （1 课时） 

6.3 涡流检测实验：涡流法对焊缝探伤 （2 课时） 

6.4 几种表面缺陷检测方法的比较 （1 课时） 

（七）无损检测新技 （2 课时） 

7.1 了解目视检测与红外检测 （1 课时） 

7.2 领会声发射技术、微波检测与激光全息检测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损检测概论》，无损检测学会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无损检测技术与应用》，张俊哲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 年 

2.《无损检测技术》，刘贵民，马丽丽，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3. L.W. Schmerr, S.J.Song,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systems - 

Models and measurements, Springer, New York, 2007 

4. L. W. Schmerr, Fundamentals of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A 

modeling approach, Plenum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  

 

http://ourex.lib.sjtu.edu.cn/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28freeText0%29=%e5%88%98%e8%b4%b5%e6%b0%91&vl%2810225382UI0%29=creator&vl%2850541600UI1%29=all_items&vl%281UIStartWith0%29=exact&fn=search&tab=default_tab&mode=Basic&vid=chinese&scp.scps=scope%3a%28SJT%29%2cscope%3a%28sjtu_metadata%29%2cscope%3a%28sjtu_sfx%29%2cscope%3a%28sjtulibzw%29%2cscope%3a%28sjtulibxw%29&ct=lateralLinking
http://ourex.lib.sjtu.edu.cn/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l%28freeText0%29=+%e9%a9%ac%e4%b8%bd%e4%b8%bd&vl%2810225382UI0%29=creator&vl%2850541600UI1%29=all_items&vl%281UIStartWith0%29=exact&fn=search&tab=default_tab&mode=Basic&vid=chinese&scp.scps=scope%3a%28SJT%29%2cscope%3a%28sjtu_metadata%29%2cscope%3a%28sjtu_sfx%29%2cscope%3a%28sjtulibzw%29%2cscope%3a%28sjtulibxw%29&ct=lateral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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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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实验（20%）、考勤（10%）、章节作业（1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超声检测

的原理及常用超声检测技术、X 射线检测方法与结果分析及其射线防护知识、

磁粉检测方法、渗透与涡流检测、几种表面缺陷检测方法的比较。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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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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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超声

波检测的基础知

识和超声检测的

基本方法，理解检

测的基本原理以

及超声检测的各

种应用。通过实验

操作，掌握一定的

检测技能。 

目标 2：掌握射线探

伤的原理及方法，理

解材料中的缺陷形

式与特点，初步具备

射线探伤的应用与

缺陷识别的能力。 

 

目标 3：掌握其它几

种传统无损检测技术

的原理与方法，如磁

粉检测、渗透检测、

涡流检测，初步具备

无损检测方法的选择

与检测工艺制定的能

力。 

 

目标 4：了解几种

无损检测新技术，

掌握不同检测方

法的适用性与局

限性，初步具备工

况条件下对无损

检测技术的选择

能力。 

 

1.1无损检测概

念，无损检测在

工程技术革新中

的意义和作用，

常用无损检测方

法及其特点，无

损检测案例的引

用 

√ √ √ √ 

2.1超声检测的

基本原理 
√    

2.2超声检测方

法 
√    

2.3超声检测新

技术 
√    

2.4 超声波检测

实验 
√    

3.1 射线检测的

基本原理 
 √   

3.2X射线检测方

法 
 √   

3.3 其它射线检

测方法 
 √   

3.4射线防护  √   

4.1 磁粉检测的

基本原理 
  √  

4.2 磁粉检测方

法 
  √  

5.1 渗透检测的

基本原理 
  √  

5.2 渗透检测方

法、检测用设备

与检测用材料 

  √  

6.1 涡流检测的

基本原理 
  √  

6.2 涡流检测方

法 
  √  

6.3 涡流检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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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6.4 几种表面缺

陷检测方法的比

较 

  √  

7.1 目视检测与

红外检测 
   √ 

7.2声发射技术、

微波检测与激光

全息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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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0P1         英文名称：Physic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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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化学 

后续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热、功、可逆过程等概念；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以及其数学

表达式；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实际气体、相变化过程、化学变化

过程的应用；了解盖斯定律的内容与应用。 

目标 2：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了解热机效率与卡诺循环；理解克劳修斯

不等式的意义；理解熵增加原理与熵判据；了解热力学第三定律及规定熵的意

义；理解亥姆赫兹函数、吉布斯函数的定义、物理意义以及其函数判据，掌握

化学势的定义，并理解化学势判据在相平衡与化学反应平衡中的应用。 

目标 3：理解化学反应的方向判据，及平衡条件；掌握平衡常数的定义、

表达式；掌握范特荷夫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学会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学会计

算有关平衡组成；掌握化学动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掌握阿累尼乌斯方程

表达式及有关计算；理解活化能的定义。 

目标 4：理解混合物和溶液；了解偏摩尔量的概念；掌握拉乌尔定律与亨

利定律；掌握相数、组分数和自由度数等相平衡中的基本概念；学会相律的推

导；掌握克拉佩龙方程和克拉佩龙-克劳修斯方程，以及有关计算；掌握单组、

双组分相图；掌握杠杆规则的有关计算；了解统计热力学系统。  

目标 5：掌握电化学的基本概念；了解电池电动势产生机理；能正确的写

出电极与电池反应；学会应用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池电动势；了解金属的电化学

腐蚀原理以及金属的电化学防护；理解表面张力与表面吉布斯函数的概念；了

解拉普拉斯方程；了解开尔文方程；了解朗缪尔吸附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 （6课时） 

1.1热力学概论、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力学平衡。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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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体积功、可逆过程、热力学第一定律概念及表达式、热力学能（1课时） 

1.3等容热、等压热、焓、热容定义、热容与温度的关系及其应用。 

 （1课时） 

1.4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与实际气体的应用。 （1课时） 

1.5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相变过程的应用。 （1课时） 

1.6热力学第一定律对化学变化过程的应用。 （1课时） 

要求学生： 

理解热力学的基本概念；掌握热、功、可逆过程等概念，并学会计算体积

功； 

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以及其数学表达式； 

掌握等容过程热、等压过程热的概念及计算； 

掌握等容热容与等压热容的定义式，学会计算其相应过程中系统的热力学

能与焓的变化； 

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实际气体、相变化过程、化学变化过程

的应用； 

了解盖斯定律的内容与应用； 

学会应用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燃烧焓计算化学反应的摩尔焓； 

了解反应焓与温度的关系。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 （6课时） 

2.1自发过程、限度、平衡状态、热机效率、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达式（1课

时） 

2.2卡诺定理。 （1课时） 

2.3熵、克劳修斯不等式、熵判据、熵变计算。 （1课时） 

2.4 能斯特热定理、热力学第三定律、规定熵、亥姆赫兹函数与吉布斯函

数。 （1课时） 

2.5 亥姆赫兹函数与吉布斯函数的计算：理想气体、相变过程、化学反应

过程。 （1课时） 

2.6化学势定义、判据、以及应用计算。 （1课时） 

要求学生： 

掌握热力学第二定律； 

了解热机效率与卡诺循环； 

理解克劳修斯不等式的意义； 

掌握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的热温商和熵函数，理解熵增加原理与熵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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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简单变化过程和相变化过程熵变的计算； 

了解热力学第三定律及规定熵的意义； 

学会应用物质的标准摩尔熵计算物质在任意状态的熵值和化学反应的标准

摩尔熵； 

理解亥姆赫兹函数、吉布斯函数的定义、物理意义以及其函数判据，并掌

握理想气体等温过程、相变过程、等温化学过程其函数的计算； 

掌握热力学函数基本关系；掌握化学势的定义，并理解化学势判据在相平

衡与化学反应平衡中的应用。 

（三）化学平衡 （5课时） 

3.1化学反应方向判据、平衡条件、标准平衡常数、化学反应等温方程。 

 （1课时） 

3.2标准平衡常数的热力学计算、以及与温度的关系。 （1课时） 

3.3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温度、浓度、压力、惰性气体。 （1课时） 

3.4平衡组成的计算。 （1课时） 

3.5 标准反应吉布斯函数与温度图在冶金方面的应用。 （1课时） 

要求学生： 

理解化学反应的方向判据，及平衡条件； 

掌握平衡常数的定义、表达式； 

掌握范特荷夫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学会应用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判断反应

进行的方向； 

学会分析温度、压力、浓度、惰性气体对化学平衡的影响，会计算有关平

衡组成； 

了解标准摩尔反应吉布斯函数与温度的图形在冶金方面的应用。 

（四）混合物与溶液 （4课时） 

4.1 混合物与溶液组成的表示法；偏摩尔量、拉乌尔定律、亨利定律。 

 （2课时） 

4．2理想液态混合物与理想稀溶液组分的化学势、液态混合物与溶液的相

平衡。 （1课时） 

4．3真实液态混合物与真实溶液中组分的化学势、物质在两相间的分配平

衡，气体在金属中的溶解平衡。 （1课时） 

要求学生： 

理解混合物和溶液； 

了解偏摩尔量的概念，了解在多组分系统中引入偏摩尔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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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拉乌尔定律与亨利定律； 

掌握理想液态混合物和理想稀溶液中各个组分化学势的表达式，以及其相

平衡； 

掌握真实液态混合物和真实稀溶液中溶质的化学势、活度和活度因子； 

了解物质在两相之间的分配平衡和应用； 

了解气体在金属中的溶解平衡。 

（五）相平衡 （4课时） 

5.1相律的概念、相律的推导以及应用；单组分系统两相平衡及相图。 

 （1课时） 

5.2双组份系统液液平衡及杠杆规则、双组份系统固液平衡、相图的制作。

（1课时） 

5.3双组份系统液气平衡、双组份系统复杂相图的分析及应用。 （1课时） 

5.4分析简单共晶的三组分液固相图。 （1课时） 

要求学生： 

掌握相数、组分数和自由度数等相平衡中的基本概念； 

学会相律的推导； 

学会从相平衡条件推导克拉佩龙方程和克拉佩龙-克劳修斯方程，以及有关

计算； 

掌握单组分相图； 

掌握双组份部分互溶相图（液液平衡）； 

掌握杠杆规则的有关计算； 

学会用热分析法制作相图； 

掌握液态完全互溶，固态不互溶中的简单共晶系统相图； 

掌握生成稳定化合物的双组分系统相图； 

了解生成不稳定化合物的双组分系统相图； 

了解含固溶体的双组分系统相图； 

学会分析双组份系统的气液平衡蒸气压-组成图和沸点-组成图。 

（六）统计热力学初步 （2课时） 

6.1分子运动形式与能级公式、粒子的能量分布、熵的统计意义。（1课时） 

6.2 玻尔兹曼分布的意义与应用、热力学函数与配分函数的关系、统计热

力学对理想气体、原子晶体的应用。 （1课时） 

要求学生： 

明确统计热力学系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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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级、能级的简并度和能级分布的意义； 

了解熵的统计意义； 

了解玻尔兹曼分布的意义与应用； 

了解热力学函数与配分函数的关系、了解统计热力学对理想气体、原子晶

体的应用实例。 

（七）化学动力学 （6课时） 

7.1反应速率的表示法、反应速率测定方法以及速率方程。 （1课时） 

7.2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反应级数的测定。 （1课时） 

7.3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范特荷夫规则、阿累尼乌斯公式。 （1课时） 

7.4活化能、基元反应活化能概念、简单碰撞理论。 （1课时） 

7.5复合反应类型以及近似处理方法、链反应。 （1课时） 

7.6多相反应动力学、催化剂与催化作用、光化学反应。 （1课时） 

要求学生： 

掌握化学动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反应速率表示方法、基元反应和非

基元反应、质量作用定律、反应速率系数、反应级数与反应分子数； 

掌握具有简单级数反应的特征和有关计算； 

了解反应级数的测定方法； 

掌握阿累尼乌斯方程表达式及有关计算； 

理解活化能的定义； 

掌握基元反应活化能的物理意义； 

掌握三种复合反应的特征，并了解复合反应近似处理方法； 

掌握链反应的特点； 

了解反应速率理论-简单碰撞理论和活化络合理论的基本内容； 

了解催化作用的特点； 

了解光化学反应的基础知识。 

（八）电化学 （7课时） 

8.1 电解质溶液导电机理、电导与电导率、离子的迁移、电解质离子的化

学势，电解质和离子的活度、离子强度。 （1课时） 

8.2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可逆电池热力学、能斯特方程。 （1课时） 

8.3 电池电动势测定应用：测定热力学函数、金属氧化物分解压、离子平

均活度测定、求 PH值、电势滴定分析、判断反应方向。 （1课时） 

8.4 浓差电池、不可逆电极过程、极化现象、超电势种类及影响、电解反

应。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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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金属腐蚀的电池作用与电解作用、化学电源种类。 （1课时） 

8.6 课堂演示实验：在设定的电势下，观察铁片电解质溶液中的电化学腐

蚀情况。（2课时） 

要求学生： 

掌握电化学的基本概念； 

掌握电导率、摩尔电导率的意义及它们与溶液浓度的关系； 

了解离子独立运动定律； 

掌握迁移数与摩尔电导率、离子电迁移率之间的关系； 

掌握电解质活度与浓度的关系； 

学会计算电解质溶液的离子强度和了解德拜-休克尔极限公式； 

掌握形成可逆电池的必要条件，可逆电极的类型； 

能正确的写出电极与电池反应； 

学会应用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池电动势； 

了解电池电动势产生机理； 

掌握电池电动势测定的主要应用：计算平均活度因子、PH值和判断反应趋

势； 

了解浓差电池； 

掌握极化现象与超电势，在电解过程，应用计算的方法判断两个电极上首

先发生反应的物质； 

了解电解的一般过程及应用； 

了解金属的电化学腐蚀原理以及金属的电化学防护。 

（九）界面现象与分散系统 （8课时） 

9.1表面吉布斯函数、表面张力及其影响因素、弯曲液面表面现象。 

 （1课时） 

9.2微小液滴、晶粒、气泡的新相生成及亚稳态、固体表面的吸附作用、。 

 （1课时） 

9.3 溶液表面的吸附、表面活性剂、润湿的形式、接触角、毛细现象、润

湿应用。（1课时） 

9.4课堂演示实验：应用纳米材料制备仿生荷叶表面-超疏水涂层。（2 课时） 

9.5 分散系统分类、溶胶的制备与净化、溶胶的光学、电学性质、溶胶的

聚沉、纳米材料的特点、制备与应用。 （1课时） 

9.6课堂演示实验： 演示制备的硅凝胶在光、电势、酸碱条件下的现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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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 

理解表面张力与表面吉布斯函数的概念； 

了解表面张力与温度的关系，了解弯曲液面附加压力产生的原因及其与曲

率半径的关系； 

了解拉普拉斯方程，了解开尔文方程，了解新相的生成与亚稳态； 

了解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区别与联系，了解吸附曲线类型，了解朗缪尔

吸附理论的基本内容； 

学会解释毛细管凝聚现象，了解溶液表面吸附； 

了解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征、分类和应用； 

掌握润湿的形式以及接触角，并了解其应用； 

了解分散系统的分类，熟悉溶胶的制备与净化； 

理解溶胶在光学、动力、电学性质方面的特点，以及利用这些特点研究溶

胶的粒径大小和带电情况，了解溶胶的稳定性以及聚沉现象；认识纳米材料。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物理化学》（第 4版），任素珍等编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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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ochemistry》（第 2 版），哈曼著、陈艳霞等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01 

3. 《新编胶体与界面化学》（第 1 版），刘洪国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11 

4. 《材料热力学》（第 3 版），徐祖耀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 

5. 《物理化学》（第 6 版），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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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考勤作业(10%)，平时测验(20%)， 实验（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热力学能，热

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的概念、表达式及应用，焓、热容、熵判据、吉布斯

函数计算、化学势、化学反应方向判据、标准平衡常数，平衡组成计算，拉乌

尔定律、亨利定律，相律、相平衡及相图，化学反应速率，反应级数的测定，

范特荷夫规则、阿累尼乌斯公式，活化能、电极电势、电池电动势、可逆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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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斯特方程，电池电动势测定应用，金属的防腐蚀，表面张力，吸附、润湿现

象，接触角、溶胶。 

五、附件 

 

制定人：  徐连仪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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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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热、

功、可逆过程等

概念；掌握热力

学第一定律以

及其数学表达

式；掌握热力学

第一定律对理

想气体、实际气

体、相变化过

程、化学变化过

程的应用；了解

盖斯定律的内

容与应用。 

 

 

 

 

目标 2：掌握

热力学第二定

律；了解热机

效率与卡诺循

环；理解克劳

修斯不等式的

意义；理解熵

增加原理与熵

判据；了解热

力学第三定律

及规定熵的意

义；理解亥姆

赫兹函数、吉

布斯函数的定

义、物理意义

以及其函数判

据，掌握化学

势的定义，并

理解化学势判

据在相平衡与

化学反应平衡

中的应用。 

目标 3：理解

化学反应的方

向判据，及平

衡条件；掌握

平衡常数的定

义、表达式；

掌握范特荷夫

化学反应等温

方程，学会判

断反应进行的

方向；学会计

算有关平衡组

成；掌握化学

动力学中的基

本 概 念 和 内

容； 掌握阿累

尼乌斯方程表

达式及有关计

算；理解活化

能的定义。 

 

目标 4：理解

混合物和溶

液；了解偏

摩尔量的概

念；掌握拉

乌尔定律与

亨利定律；

掌握相数、

组分数和自

由度数等相

平衡中的基

本概念；学

会相律的推

导；掌握克

拉佩龙方程

和克拉佩龙

-克劳修斯

方程，以及

有关计算；

掌握单组、

双 组 分 相

图；掌握杠

杆规则的有

关计算；了

解统计热力

学系统。 

目标 5：掌握

电化学的基

本概念；了解

电池电动势

产生机理；能

正确的写出

电极与电池

反应；学会应

用能斯特方

程计算电池

电动势；了解

金属的电化

学腐蚀原理

以及金属的

电化学防护；

理解表面张

力与表面吉

布斯函数的

概念；了解拉

普拉斯方程；

了解开尔文

方程；了解朗

缪尔吸附理

论的基本内

容。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 √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  √    

（三）化学平衡   √   

（四）混合物与溶液    √  

（五）相平衡    √  

（六）统计热力学初步    √  

（七）化学动力学   √   

（八）电化学     √ 

（九）界面现象与分散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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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1A1 英文名称：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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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表面工程基础等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设计、再制造工程设计综合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再制造工程的内涵和地位，理解再制造与维修和再循环的区

别，了解再制造工程在循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标 2：掌握产品再制造过程中的清洗与拆解、表面修复等技术，了解热

喷涂、电刷镀、激光再制造、快速成形等再制造关键技术及质量控制技术，具

备典型产品再制造的组织实施、方法步骤和所用的关键技术的能力。 

目标 3：掌握再制造毛坯和零部件的剩余寿命预测等再制造等关键方法，

初步具备典型再制造毛坯和零部件剩余寿命预测及再制造的能力。 

目标 4：掌握再制造产品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常用方法和工具，初步具备再

制造产品质量检验与分析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再制造工程概述 （2 课时） 

1.1 再制造工程概述：再制造在产品全寿命周期中的地位，再制造与维修及

再循环的区别。 （1 课时） 

1.2 再制造工程的国内外发展状况：国外再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再制造工程

在国内研究和应用现状。 （1 课时） 

（二）零部件拆解与清洗技术 （2 课时） 

2.1 零部件拆解：零部件常用拆解方法与工艺过程。 （1 课时） 

2.2 零部件清洗：零部件常用清洗方法与工艺过程。 （1 课时） 

（三）再制造工程先进技术 （18 课时） 

3.1 再制造热喷涂技术：热喷涂技术概述，热喷涂工艺过程，涂层的成形和

结合机理，电弧喷涂、等离子喷涂的原理、特点和应用范围。 （2 课时） 

3.2 再制造电沉积技术：电沉积技术概述，电镀、纳米电刷镀、化学镀的

原理、特点和应用范围，镀覆层的成形和结合机理。 （6 课时） 

3.3 再制造快速成形技术：快速成形技术概述，快速成形中的数据处理技

术，快速成形工艺方法及技术应用。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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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微纳米表面损伤自修复技术：微纳米润滑材料的表面损伤自修复机理，

微纳米润滑材料的摩擦学性能，微纳米表面损伤自修复技术的应用。（2 课时） 

（四）再制造毛坯和零部件的剩余寿命预测（8 课时） 

4.1 再制造毛坯和零部件的缺陷检测技术：缺陷检测和寿命预测的基本方法

和原理以及操作规程。 （2 课时） 

4.2 再制造毛坯剩余寿命预测及再制造零部件使用寿命预测：再制造毛坯寿

命预测，再制造零部件寿命预测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4 课时） 

（五）再制造质量控制与管理 （2 课时） 

5.1 再制造质量控制：质量控制的基本原理，再制造产品的全面质量管理的

常用方法和工具。 （1 课时） 

5.2 再制造产品质量检验与分析的方法及步骤，再制造产品持续改进的程序

和技术，再制造产品的服务质量管理。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再制造工程基础及其应用》，徐滨士编著， 哈尔滨工艺大学出版社，

2005.10 

2. 《再制造设计理论及应用》，朱胜，姚巨坤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5 

3. 《装备再制造工程的理论与技术》，徐滨士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07 

4. 《再制造——再循环的最佳形式》，罗尔夫·施泰因希尔佩著，朱胜，

姚巨坤，邓流溪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03 

5. 《再制造与循环经济》徐滨士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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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3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再制造工

程先进技术、再制造毛坯和零部件的剩余寿命预测、再制造质量控制与管理。 

 

五、附件 

 

制定人：  罗蓬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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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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再

制造工程的内涵

和地位，理解再

制造与维修和再

循环的区别，了

解再制造工程在

循环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 

目标 2：掌握产品再

制造过程中的清洗与

拆解、表面修复等技

术，了解热喷涂、电

刷镀、激光再制造、

快速成形等再制造关

键技术及质量控制技

术，具备典型产品再

制造的组织实施、方

法步骤和所用的关键

技术的能力。 

目标 3：掌握再制造

毛坯和零部件的剩余

寿命预测等再制造等

关键方法，初步具备

典型再制造毛坯和零

部件剩余寿命预测及

再制造的能力。 

目标 4：掌握再制

造产品的全面质

量管理的常用方

法和工具，初步具

备再制造产品质

量检验与分析的

能力。 

 

1.1 再制造工程

概述 
√    

1.2 再制造工程

的国内外发展状

况 

√    

2.1零部件拆解  √   

2.2零部件清洗  √   

3.1 再制造热喷

涂技术 
 √   

3.2 再制造电沉

积技术 
 √   

3.3 再制造快速

成形技术 
 √   

3.4 微纳米表面

损伤自修复技术 
 √   

4.1 再制造毛坯

和零部件的缺陷

检测技术 

  √  

4.2 再制造毛坯

剩余寿命预测及

再制造零部件使

用寿命预测 

  √  

5.1 再制造质量

控制 
   √ 

5.2 再制造产品

质量检验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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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工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2A1        英文名称：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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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设计综合实践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再制造性设计及废旧产品的再制造性评价。 

目标 2： 掌握废旧件失效模式及寿命预测分析，了解再制造过程中费用分

析、时机分析及环境分析，掌握再制造过程中保障资源设计与管理设计，初步

具备典型再制造毛坯和零部件寿命预测及再制造的能力。 

目标 3： 掌握再制造过程中的常见技术及先进技术，具备拆解与清洗、检

测、加工、装配、磨合、涂装工艺与技术的设计能力，掌握典型产品再制造的

组织实施、方法步骤和所用的关键技术。 

目标 4：掌握再制造工艺流程的制定，说明文件的编写，具备正确选择再

制造关键技术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再制造设计概述及效益分析（2 课时） 

1.1 再制造设计概述：再制造工程内涵，再制造与相关学科、专业间的关

系，再制造设计的内涵，再制造设计的基本观点。 （1 课时） 

1.2 再制造效益分析：再制造的资源效益、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军事效益。 （1 课时） 

（二）再制造性设计 （6 课时） 

2.1 再制造性基础及再制造性设计分析：再制造性的定义及参数，再制造

性设计准则，再制造性定性设计分析与定量指标分析。 （2 课时） 

2.2 再制造性设计技术：再制造性建模、分配、预计、试验与评定。 

 （2 课时） 

2.3 废旧产品再制造性评价：再制造性影响因素，再制造性的定性评价及定

量评价。再制造性工程框架及发展措施。 （2 课时） 

（三）再制造设计分析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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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废旧件失效模式及寿命预测分析：再制造中的废旧件失效分析，废旧件

的疲劳寿命及蠕变寿命预测。 （2 课时） 

3.2 再制造费用、时机及环境分析：再制造周期费用分析流程模型、分解及

计算，产品退役形式及再制造时机选择，再制造周期环境影响评价。（2 课时） 

（四）再制造保障资源设计 （2 课时） 

4.1 再制造保障资源设计：再制造设备、人员、备件保障设计。（2 课时） 

（五）再制造管理设计 （4 课时） 

5.1 再制造逆向物流管理及生产管理：逆向物流流程分析及管理环节，再制

造生产计划管理与生产过程管理。 （2 课时） 

5.2 再制造质量、器材及信息管理：再制造过程的质量管理，再制造器材筹

措、储备、分配与供应，再制造信息的管理。 （2 课时） 

（六）再制造工艺与技术设计 （4 课时） 

6.1 产品再制造拆解与清洗工艺与技术：再制造拆解技术与方法，再制造清

洗工作内容及清洗技术。 （1 课时） 

6.2 再制造检测工艺、加工技术及装配技术：再制造毛坯检测方法与废旧

零件检测技术，再制造加工方法分类与选择，失效零件再制造加工方法与技术，

再制造装配工艺制定。 （1 课时） 

6.3 再制造产品磨合试验工艺与涂装工艺：磨合的影响因素，再制造产品

的整装试验及磨合试验系统，再制造产品的涂装、包装及说明书编写。（2 课时） 

（七）先进再制造设计思想及技术 （6 课时） 

7.1 再制造精益生产设计与资源管理计划：再制造精益生产模式设计，现代

化再制造生产资源管理设计。 （2 课时） 

7.2 再制造中的成组技术设计与清洁生产设计：再制造中成组技术应用设

计，再制造清洁生产应用设计。 （2 课时） 

7.3 虚拟再制造与柔性再制造：虚拟再制造的组成及设计应用，柔性再制造

系统组成、关键技术、设计应用。 （2 课时） 

（八）再制造工程应用 （4 课时） 

8.1 再制造全过程设计：以发动机、机床、复印机等设备的再制造过程为例，

不同机电产品在再制造工艺、关键技术、物流体系等方面的组织实施、方法步

骤和关键技术设计。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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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再制造设计理论及应用》，朱胜，姚巨坤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5 

2. 《再制造工程基础及其应用》，徐滨士等编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10 

3. 《装备再制造工程的理论与技术》，徐滨士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07 

4. 《再制造——再循环的最佳形式》，罗尔夫·施泰因希尔佩著，朱胜，

姚巨坤，邓流溪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03 

5. 《再制造与循环经济》徐滨士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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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3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再制造性

设计、再制造设计分析、再制造工艺与技术设计、先进再制造技术。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制定人： 罗蓬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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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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制 造

性 设 计 及

废 旧 产 品

的 再 制 造

性评价 

目标 2：掌握废

旧件失效模式

及寿命预测分

析，了解再制造

过程中费用分

析、时机分析及

环境分析 

目标 3： 掌握再制造过程

中的常见技术及先进技术，

具备拆解与清洗、检测、加

工、装配、磨合、涂装工艺

与技术的设计能力，掌握典

型产品再制造的组织实施、

方法步骤和所用的关键技

术。 

目标 4：掌握再制

造工艺流程的制

定，说明文件的编

写，具备正确选择

再制造关键技术

的能力。 

1.1再制造设计概述 √ √ √ √ 

1.2再制造效益分析 √ √ √ √ 

2.1 再制造性设计分

析 
√   √ 

2.2 再制造性设计技

术 
√   √ 

2.3 废旧产品再制造

性评价 
√   √ 

3.1 废旧件失效模式

及寿命预测分析 
 √  √ 

3.2 再制造费用、实际

及环境分析  √  √ 

4.1 再制造保障资源

设计 
  √ √ 

5.1 再制造逆向物流

管理及生产管理 
  √ √ 

5.2 再制造质量、器材

及信息管理 
  √ √ 

6.1 产品再制造拆解

与清洗工艺与技术 
  √ √ 

6.2 再制造检测工艺、

加工技术及装配技术 
  √ √ 

6.3 再制造产品磨合

试验工艺与涂装工艺 
  √ √ 

7.1 再制造精益生产

设计与资源管理计划 
  √ √ 

7.2 再制造中的成组

技术设计与清洁生产

设计 

  √ √ 

7.3 虚拟再制造与柔

性再制造 
  √ √ 

8.1 再制造全过程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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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工程设计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3P1 

英文名称：Integrated practice of re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foundation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与基础、表面工程基础、再制造工程基础、再制造工程设

计、无损检测、现代材料分析与测试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再制造全流程工艺路线设计，能根据给定任务书，确定再制

造过程中拆解与清洗、表面工程修复、质量检测等重要工序的工艺选择、计算

机开发及操作文件的编制，掌握再制造项目工艺流程草图的绘制。 

目标 2：掌握再制造加工设备的使用、工艺条件的控制，具备现场观察和

工艺操作及计算机模拟分析的能力。 

目标 3：掌握相关分析测试仪器的使用，具备运用理论知识与计算机技术

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4：掌握再制造工艺设计说明书的撰写，具备运用多媒体技术对项目

进行总结整理与汇报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明确设计任务，收集文献资料，确立设计目标及设计内容（6 课时） 

1.1 接收任务书，明确设计任务，按照参考文献及设计内容查阅资料 

 （2 课时） 

1.2 根据任务书要求，确定设计方案。 （2 课时） 

1.3 绘制再制造工艺流程草图，确立设计流程。 （2 课时） 

（二）对旧件进行拆解与清洗、再制造表面修复、加工、装配工艺设计，

完成工艺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编制。 （20 课时） 

2.1 确定旧件拆解与清洗工艺设计。 （4 课时） 

2.2 确定旧件再制造表面工程修复工艺选择、计算机开发及操作技术文件编

制。 （10 课时） 

2.3 确定再制造产品加工及装配工艺设计及作业指导书编制。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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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旧件及再制造产品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判断分析。 

 （8 课时） 

3.1 旧件无损检测及结果分析。 （4 课时） 

3.2 再制造产品表面精度、表面硬度、机械配合检测与结果分析。 （4 课时） 

（四）编写再制造工艺设计说明书，编写主要工序工艺过程卡片。 （4 课时） 

4.1 编写再制造工艺设计说明书。 （2 课时） 

4.2 编写主要工序工艺过程卡片。 （2 课时） 

（五）答辩。 （2 课时） 

5.1 制作 PPT。 （1 课时） 

5.2 完成答辩。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再制造工程设计综合实践》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再制造设计理论及应用》，朱胜，姚巨坤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5 

2. 《再制造工程基础及其应用》，徐滨士等编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10 

3. 《装备再制造工程的理论与技术》，徐滨士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07 

4. 《再制造——再循环的最佳形式》，罗尔夫·施泰因希尔佩著，朱胜，

姚巨坤，邓流溪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03 

5. 《再制造与循环经济》徐滨士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08 

四、课程考核 

综合实践以项目为基础，项目实施以小组进行，3-5 人为一小组确定一项目

开展设计与分析。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80%）与答辩考核（20%）进行综合评

价。3 过程考核节点以课程内容为依据，主要包含 4 个过程评价（各占综合评

价的 20%），每个过程考核分值 100 分，其中项目完成度 50%，过程小结报告

25%，交流讨论 15%，出勤率 10%。答辩考核分值 100 分，其中项目答辩成绩

50%，交流讨论 25%，展示 25%。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制定人： 罗蓬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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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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再制造全流程

工艺路线设计，能根据给定

任务书，确定再制造过程中

拆解与清洗、表面工程修复、

质量检测等重要工序的工艺

选择、计算机开发及操作文

件的编制，掌握再制造项目

工艺流程草图的绘制。 

目标 2： 掌握再

制造加工设备

的使用、工艺条

件的控制，具备

现场观察和工

艺操作及计算

机模拟分析的

能力。 

目标 3： 掌握相

关分析测试仪

器的使用，具备

运用理论知识

与计算机技术

分析实际问题

的能力。 

目标 4： 掌握再制

造工艺设计说明书

的撰写，具备运用

多媒体技术对项目

进行总结整理与汇

报的能力。 

1.1 接收任务书，明

确设计任务，按照

参考文献及设计内

容查阅资料 

√    

1.2 根据任务书要

求，确定设计方案 
√    

1.3 绘制再制造工

艺流程草图，确立

设计流程 

√    

2.1 确定旧件拆解

与清洗工艺设 
√ √   

2.2 确定旧件再制

造表面工程修复工

艺选择、开发及操

作技术文件编制 

√ √   

2.3 确定再制造产

品加工及装配工艺

设计及作业指导书

编制 

√ √   

3.1 旧件无损检测

及结果分析 
  √  

3.2 再制造产品表

面精度、表面硬度、

机械配合检测与结

果分析 

  √  

4.1 编写再制造工

艺设计说明书 
   √ 

4.2 编写主要工序

工艺过程卡片 
   √ 

5.1制作答辩用 PPT    √ 

5.2 完成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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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物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1P1 

英文名称： Logistics Systems for Remanufactur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生产实习、再制造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再制造物流的内涵，重要意义和面临的问题。 

目标 2：了解废旧机电产品回收与拆解的管理。 

目标 3：介绍再制造物流体系的发展趋势，了解再制造生产中的物流管理

流程。 

目标 4：了解再制造营销中的物流管理。 

二、课程内容 

（一）概述 （4课时） 

1.1 了解再制造物流的内涵、特点及其驱动因素。 

1.2 介绍再制造物流的主要环节。 

1.3 再制造物流管理初探。 

1.4 构建再制造物流的重要意义和面临的问题。 

（二）废旧机电产品回收与拆解管理 （4课时） 

2.1了解废旧机电产品回收的管理。 

2.2了解废旧机电产品拆解的管理。 

（三）再制造生产中的物流管理 （6课时） 

3.1了解再制造生产和新品制造的区别。 

3.2 介绍再制造生产的特点，了解再制造生产计划和调度。 

3.3 再制造库存管理。 

3.4 结合企业实际和专业发展前沿，介绍再制造物流体系的发展趋势。 

（四）再制造产品营销中的物流管理 （2课时） 

4.1 以一种成功的再制造营销模式为例，介绍再制造产品营销中的物流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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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徐滨士等，再制造与循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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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值 100分，根据出勤率与交流互动情况给出。 

2．期末考核（学习总结） 

分值 100分，基于学生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特别是对再制造物流管理

方面的认识，采用论文、讨论、演讲、报告等形式给予相应成绩。 

3．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平时成绩占 40%；学习期末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静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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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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再制

造物流的内涵，重

要意义和面临的

问题 

目标 2：了解

废旧机电产

品回收与拆

解的管理 

目标 3：介绍再

制造物流体系的

发展趋势，了解

再制造生产中的

物流管理流程 

目标 4：再制造

产品营销中的物

流管理 

概述 √  √ √ 

废旧机电产品回收与拆解管理 √ √   

再制造生产中的物流管理  √ √  

再制造产品营销中的物流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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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寿命评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8P1      英文名称： Life evaluation of product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失效分析 

后续课程：无损检测技术、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产品寿命评估准则，能运用产品寿命评估可靠度等函数进行

估计。 

目标 2：掌握产品寿命分析方法，能针对不同情况选择适当分析方法进行

产品寿命分析。 

目标 3：掌握剩余寿命评估方法与模型，能根据不同方法选择不同模型进

行产品寿命评估与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产品寿命基本概念与评估准则（8 课时） 

1.1 产品寿命的基本概念：寿命、故障间隔时间、可靠性分析等。 （1 课时） 

1.2 产品寿命评估可靠度函数：定义、可靠度性质、可靠度估计。 （2 课时） 

1.3 产品累计故障分布函数、故障密度函数与故障率函数：定义、性质、

累计故障分布函数与故障密度函数的估计。 （3 课时） 

1.4 故障规律统计分析。 （1 课时） 

（二）产品寿命的分析方法 （4 课时） 

2.1 非参数推断法 （2 课时） 

2.2 参数推断法：指数分布的统计推断、威尔分布的统计推断、正态分布与

对数正态分布的统计推断 （2 课时） 

（三）剩余寿命评估方法 （16 课时） 

3.1 疲劳累积损伤理论与疲劳寿命评估方法 （2 课时） 

3.2 名义应力法与局部应力-应变法 （2 课时） 

3.3 能量法与场强法 （2 课时） 

3.4 断裂力学方法 （4 课时） 

3.5 可靠性设计方法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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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概率断裂力学法 （2 课时） 

3.7 金属结构疲劳寿命评估理论基础 （2 课时） 

（四）剩余寿命评估模型 （4 课时） 

4.1 非线性疲劳累积损伤模型修正 （2 课时） 

4.2 修正模型材料参数的确定 （1 课时） 

4.3 再制造毛坯剩余寿命评估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制造业过程质量控制与检验基础》，梁国明、李广田编著，中国标准

出版社，2006 年 4 月 

2.《激光熔覆再制造产品热损伤与寿命评估》，廖文和，科学出版社，2017.11 

3.《结构疲劳寿命分析》，姚卫星，国防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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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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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寿命

可靠度函数、累计故障分布函数、故障密度函数与故障率函数的估计、产

品寿命分析方法与模型、主要剩余寿命评估方法与模型。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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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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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产品寿命

评估准则，能运用产

品寿命评估可靠度等

函数进行估计。 

目标 2：掌握产品寿命

分析方法，能针对不

同情况选择适当分析

方法进行产品寿命分

析。 

目标 3：掌握剩余寿命评估

方法与模型，能根据不同方

法选择不同模型进行产品寿

命评估与分析。 

1.1 产品寿命的基本概

念：寿命、故障间隔时

间、可靠性分析等。 

√   

1.2 产品寿命评估可靠

度函数：定义、可靠度

性质、可靠度估计。 

√   

1.3 产品累计故障分布

函数、故障密度函数与

故障率函数 

√   

1.4 故障规律统计分

析。 
√   

2.1非参数推断法  √  

2.2参数推断法  √  

3.1 疲劳累积损伤理论

与疲劳寿命评估方法 
  √ 

3.2 名义应力法与局部

应力-应变法 
  √ 

3.3能量法与场强法   √ 

3.4断裂力学方法   √ 

3.5可靠性设计方法   √ 

3.6概率断裂力学法   √ 

3.7 金属结构疲劳寿命

评估理论基础 
  √ 

4.1 非线性疲劳累积损

伤模型修正 
  √ 

4.2 修正模型材料参数

的确定 
  √ 

4.3 再制造毛坯剩余寿

命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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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质量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6P1      英文名称： Remanufacturing Quality Control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再制造工程基础、失效分析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设计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再制造流程及质量形成过程及全过程质量模型。 

目标 2：掌握再制造质量问题分析及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目标 3：掌握再制造产品质量控制的检测与检验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再制造质量控制基础 （2 课时） 

1.1 再制造质量的含义、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制造体系的基本组成规律及

其相关标准的应用及其研究进展。 

（二）再制造过程质量模型 （4 课时） 

2.1 废旧产品再制造流程：鉴定回收、拆卸、清洗、检测评估、再设计阶段、

再制造阶段、再装配阶段、销售服务阶段 （2 课时） 

2.2 废旧产品再制造质量形成过程 （1 课时） 

2.3 废旧产品再制造全过程质量模型 （1 课时） 

（三）废旧零部件的可再制造质量问题分析 （4 课时） 

3.1 设计评审、工艺评审、产品质量评审的目的和要求 （2 课时） 

3.2 设计评审、工艺评审、产品质量评审的依据、主要内容和程序 （2 课时） 

（四）再制造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4 课时） 

4.1 生产准备状态检查 （1 课时） 

4.2 工序质量控制 （1 课时） 

4.3 生产过程标识管理 （1 课时） 

4.4 产品包装过程的控制 （1 课时） 

（五）检测与检验方法 （6 课时） 

5.1 检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2 课时） 

5.2 检验的手段和方法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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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与分析 （6 学时） 

6.1 再制造产品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常用方法和工具 （2 课时） 

6.2 再制造产品质量检验与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2 课时） 

6.3 再制造产品持续改进的程序和技术 （1 课时） 

6.4 再制造产品服务的组成和结构 （1 课时） 

（七）再制造质量控制与知识管理 （4 课时） 

7.1 知识管理的基本方法 （2 课时） 

7.2 知识管理在质量控制中的作用 （2 课时） 

（八）复习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质量控制理论与方法》，姜兴宇，李丽，乔赫廷.，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质量管理与可靠性》，张根保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年 4

月 

2.《制造业过程质量控制与检验基础》，梁国明、李广田编著，中国标准出

版社，20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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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3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再制造过

程质量模型、再制造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再制造产品质量检测与分析。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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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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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再制造流

程及质量形成过程及

全过程质量模型。 

目标 2：掌握再制造质

量问题分析及产品生

产过程质量控制。 

目标 3：掌握再制造产

品质量控制的检测与

检验分析方法。 

1.1再制造质量的含义、产品质

量的基本要求、制造体系的基

本组成规律及其相关标准的应

用及其研究进展。 

√   

2.1废旧产品再制造流程：鉴定

回收、拆卸、清洗、检测评估、

再设计阶段、再制造阶段、再

装配阶段、销售服务阶段 

√   

2.2废旧产品再制造质量形成

过程 
√   

2.3废旧产品再制造全过程质

量模型 
√   

3.1设计评审、工艺评审、产品

质量评审的目的和要求 
 √  

3.2设计评审、工艺评审、产品

质量评审的依据、主要内容和

程序 

 √  

4.1生产准备状态检查  √  

4.2工序质量控制  √  

4.3生产过程标识管理  √  

4.4产品包装过程的控制  √  

5.1检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

法 
  √ 

5.2检验的手段和方法   √ 

6.1再制造产品的全面质量管

理的常用方法和工具 
  √ 

6.2再制造产品质量检验与分

析的方法和步骤 
  √ 

6.3再制造产品持续改进的程

序和技术 
  √ 

6.4再制造产品服务的组成和

结构 
  √ 

7.1知识管理的基本方法   √ 

7.2知识管理在质量控制中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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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法规与标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79P1 英文名称：Remanufacturing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 

后续课程：再制造营销、再制造应用领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再制造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再制造？再制造的重要性是什

么？如何进行再制造。 

目标 2：学习中国循环经济政策和再制造政策，我国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

律有哪些？目前开展再制造试点的行业包括哪些？如何在这些行业中解决绿色

再制造的技术问题。 

目标 3：学习中国再制造相关的法规。首先了解发达国家关于装备和汽车

再制造国家法规。结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学习我国再制造方面的相关法

规。 

目标 4：关于再制造标准的学习。学习国内外再制造标准介绍及特点分析，

最后学习中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情况。 

二、课程内容 

（一）再制造意义，行业及方法（4课时） 

1.1再制造概论：什么是再制造？为什么要进行再制造？如何进行再制造。 

 （1课时） 

1.2 再制造适合的行业领域，主要行业分类，行业特征，资源能源损耗等

情况。 （1课时） 

1.3 学习不同行业再制造的方法，了解国外各行业再制造方法，对比目前

国内再制造行业现状。 （2课时） 

1.4学习国外再制造领域的各行业规划和相关国家规范和行业规范。 

 （1课时） 

（二）中国循环经济政策和再制造政策 （6课时） 

2.1 学习循环经济的概念及意义，理解中国特色循环经济模式，认识再制

造在循环经济中的位置。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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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我国循环经济政策，了解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清洁生产促进

法》，《节约能源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学习中国再制造政策《国务

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

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报告》，《汽车产品回收利用

技术政策》。 （2课时） 

2.3 学习目前开展再制造试点的重点行业及特征；了解重点行业要实现绿

色再制造的技术难题。 （2课时） 

（三）再制造与法规 （2课时） 

3.1 学习国外关于再制造相关的法律规范，以装备和汽车行业为例，学习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组

织开展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 （1课时） 

3.2 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分析国内外再制造法规的差异，要求学生提出自己

的分析意见和观点。 （1课时） 

（四）再制造与标准 （4课时） 

4.1 学习国外装备和汽车行业再制造标准，主要包括美国军用标准（MIL），

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SAE），美国国家标准（ANSI），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ISO），欧洲标准化组织标准（CEN），德国标准化协会（DIN），英国标准化协

会（BSI）标准，法国标准（NF），加拿大通用标准局（CGSB），南非标准局标准

（SABS）。 （1课时） 

4．2 国外各行业再制造标准的简要介绍及特点分析。 （1课时） 

4．3 中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学习，石油行业一个国家标准等同于 ISO

标准。汽车再制造行业标准的简要介绍。 （1课时） 

4．4 完善相应再制造法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再制

造业，加强行业管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快再制造标准制定。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再制造技术与应用》 ，徐滨士等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GB/T28619-2012再制造技术术语 ，徐滨士等编著，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2. 

2. GB/T28619-2012机械产品再制造通用技术要求，徐滨士等编著，中国标

准出版社，2012. 

3. 《再制造与循环经济 》，徐滨士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 



257 

4. 《再制造工程基础及其应用》，徐滨士编著，哈尔滨工业人民出版社，

2005 

5. 《装备再制造工程的理论与技术》，徐滨士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6． 《再制造技术与工艺》 ，朱胜，姚巨坤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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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作业(20%)及考勤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再制造意义 、

应用领域、与循环经济关系，技术难题，国内外法规和标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玉奇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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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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意

义，行业及方法 

目标 2：中国循

环经济政策和再

制造政策  

目标 3： 再制造

与法规 

目标 4: 再制

造与标准 

1.1 再制造概论 √    

1.2再制造适合的行业领域 √    

1.3再制造的方法 √    

1.4国外再制造领域规范 √    

2.1循环经济概述  √   

2.2 循环经济政策和法律  √   

2.3 再制造试点的重点行业

及特征 
 √   

3.1 国外关于再制造相关的

法律规范 
  √  

3.2 分析国内外再制造法规

的差异 
  √  

4.1 国外装备和汽车行业再

制造标准 
√ √ √ √ 

4.2 标准的简要介绍及特点

分析 
√ √ √ √ 

4.3 中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 
√ √ √ √ 

4.4 再制造法规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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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营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2P1       英文名称： Remanufacturing Market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再制造法规与标准、材料成型技术 

后续课程：工程项目管理与经济分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再制造产品，有掌握再制造营销理论，能综合运用专业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再制造营销管理人才。 

目标 2：将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再制造产品市场的研究。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再制造产品营销理念。  

目标 3：了解国际再制造产品市场的变化趋势，了解国内外主要再制造产

品的营销模式，熟练掌握再制造产品知识，深刻理解再制造营销理论和方法，

熟悉再制造产品营销策略的制定，掌握再制造市场调研和分析的方法。 

目标 4：把握国内外再制造营销发展的前沿问题，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教

学，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并通过实践教学的环节，培养学生对再

制造产品市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再制造产品营销实际问题能力，增强学生

的学习自主性，为学生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再制造产品营销概述，市场竞争 （4课时） 

1.1 再制造产品营销概述：了解再制造产品的社会经济价值，了解中国再制

造产品市场，了解再制造市场营销功能，特征和营销管理的内容；了解再制造市

场营销环境的构成，特征，再制造市场营销的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构成内容及其对

再制造市场的影响，能够运用市场营销环境的分析方法，对再制造营销环境的变

化因素及其特定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该企业营销对策。 （1课时） 

1.2了解再制造市场的竞争态势：了解不同竞争地位的再制造企业的特点，

掌握再制造市场竞争策略制定及选择；并能够运用竞争战略管理模型，对特定

再制造企业的竞争战略进行分析并提供竞争方案。 （1课时） 

1.3 购买行为分析：了解再制造产品购买者的分类，熟悉影响再制造产品

购买者购买行为的基本因素，掌握各类再制造产品消费市场与再制造业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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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买行为特征，能够通过对再制造购买者行为研究，提出对再制造产品设计，

价格，促销与销售渠道等策略提供支持。 （2课时） 

（二）再制造产品市场调研和策略 （5课时） 

2.1  再制造市场调研和预测：掌握再制造市场调研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再

制造市场预测的主要方法，能够根据市场调查与预测的方法，对特定的再制造

市场进行调查研究。 （2课时） 

2.2再制造目标市场：理解再制造市场细分，市场目标，市场定位的概念，

掌握再制造市场细分的方法，掌握再制造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再制造市场定位的

方法。 （1课时） 

2.3 再制造产品策略：理解再制造产品整体概念的内涵，能够通过对产品

整体概念的应用，理解再制造产品三个层次的构成，对再制造产品技术设计，

外观设计和品牌战略的设计提供决策支持；掌握再制造产品组成策略，能够通

过对产品组成概念的应用，对再制造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方向，再制造产品更新

换代和新产品推出时机提供决策支持；掌握再制造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营销

策略，掌握再制造品牌策略，了解再制造新产品开发的程序。 （2课时） 

（三）再制造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策略 （5课时） 

3.1 了解再制造产品的价格构成，了解再制造产品的定价程序，了解再制造定

价因素，掌握再制造定价的一般方法及基本策略，掌握再制造企业价格变动策略，

能够运用消费者行为理论，对再制造产品定价提供理论支持。 （2课时） 

3.2 了解再制造分销渠道类型，特点和功能，了解再制造分销渠道的规划

过程，熟悉国内外再制造分销渠道的主要模式，掌握再制造分销渠道管理的内

容和方法，能够运用渠道管理理论，对再制造销售渠道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能够依据不同企业特点，提供合适的渠道设计策略。 （2课时） 

3.3 了解人员推销，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等促销方式，掌握再制造

促销组合策略的制定，能够运用促销理论和方法，结合消费行为理论，对再制

造产品的促销策划提供理论支持。 （1课时） 

（四）再制造产品的服务营销和创新 （2课时） 

4.1 领会再制造服务营销的理念，特征和策略，掌握再制造服务营销策划；

能根据不同再制造产品服务企业的特点，设计相应的服务营销策划。（1课时） 

4.2 根据再制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再制造营销理念进行探讨，并

对营销新领域和方法进行讨论。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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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再制造工程基础及其应用》，徐滨士编著，哈尔滨工业人民出版社，

2005. 

2. 《再制造技术与工艺》，朱胜，姚巨坤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1 

3. 《再制造技术与应用》，徐滨士等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12 

4. 《营销管理》，菲利普科特勒等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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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再制造产品营销

概述，市场竞争，再制造产品市场调研和策略，再制造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

策略，再制造产品的服务营销和创新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玉奇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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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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再

制造产品，营销

理论， 

目标 2： 再制造

产品市场和营销

理念 

目标 3：了解国

际再制造产品市

场的变化趋势,

营销模式 

目标 4:把握国

内外再制造营

销发展的前沿

问题 

1.1 再制造产品营销概述 √    

1.2 再制造市场的竞争态势 √    

1.3 购买行为分析 √    

2.1 再制造市场调研和预测  √   

2.2 再制造目标市场  √   

2.3 再制造产品策略  √   

3.1 再制造产品的价格构成   √  

3.2 再制造分销渠道类型，特

点和功能 
  √  

3.3 人员推销，广告，销售促

进和公共关系等促销方式 
  √  

4.1 再制造服务营销的理念，

特征和策略 
√ √ √ √ 

4.2 再制造产品的服务营销和

创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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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2R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3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表面工程基础、再制造工程基础、失效分析 

后续课程：再制造工程设计及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实践中典型再制造产品的基本结构和主要零件。了解实

际生产中再制造产品设计与制造的要点、难点。 

目标 2：了解当前再制造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了解现代再制

造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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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就业岗位的感性认识。 

目标 3：了解实习单位纪律，严格遵守实习安全规定。 

目标 4：了解并熟悉再制造产品的全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安全教育、参观、讲课 （1 天） 

（二）再制造毛坯回收评估、拆解与清洗车间 （1 天） 

（三）再制造工艺设计部门 （1 天） 

（四）零部件无损检测车间 （2 天） 

（五）零部件修复车间 （2 天） 

（六）再制造产品装配车间与总成检测部门 （1 天） 

（七）再制造产品质量控制与仓储物流管理部门 （1 天） 

（八）实习小结 （1 天） 

三、课程教材 

   主要参考书：实习大纲及相关资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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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抽

查）给出学生实习成绩，其中，实习纪律和实习态度占 20%，实习笔记和实习

小结占 8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玉奇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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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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

产实践中典型再

制造产品的基本

结构和主要零

件。了解实际生

产中再制造产品

设计与制造的要

点、难点。 

目标 2：了解当前再制造企

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

材料，了解现代再制造企

业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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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对就业岗位的感性认

识。 

目标 3：了

解实习单

位纪律，

严格遵守

实习安全

规定。 

目标 4：了

解并熟悉

再制造产

品的全流

程。 

 

（一）安全教育、参观、讲课 √ √ √ √ 

（二）再制造毛坯回收评估、

拆解与清洗车间 
√   √ 

（三）再制造工艺设计部门 √   √ 

（四）零部件无损检测车间 √   √ 

（五）零部件修复车间 √ √  √ 

（六）再制造产品装配车间与

总成检测部门 
 √ √ √ 

（七）再制造产品质量控制与

仓储物流管理部门 
  √ √ 

（八）实习小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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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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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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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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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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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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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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或进行安全保密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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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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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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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实习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观看视频、参观、讲解等环节，了解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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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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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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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中的具体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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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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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讲座 √  √ √ 

课程总结，撰写实习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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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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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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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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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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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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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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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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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值 100分，根据出勤率与交流互动情况给出。 

2．期末考核（学习总结） 

分值 10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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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平时成绩占 40%；学习期末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张静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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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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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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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5P1         英文名称：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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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三维辅助建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增材制造基本概念、基本材料、基本工艺、应用范围，掌握

常用增材制造用设备特点。 

目标 2：掌握光固化成型工艺(Stereolithography, SL)，学会利用电脑三

维图像结合紫外线固化塑胶与高能光束光源，实现三维物件的成型。 

目标 3：掌握选择性激光烧结(Selected laser sintering, SLS)成型工艺，

学会采用激光分层烧结固体粉末，使烧结成型的固化层叠加生成所需形状零件

的工艺。 

目标 4：掌握三维印刷成型工艺(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3DP)，掌

握粉末黏结 3DP工艺和微喷光化 3DP 工艺。 

目标 5：掌握熔融沉积制造(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和叠层实

体制造(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 LOM)成型工艺。 

二、课程内容 

（一）增材制造成型工艺及技术概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增材制造发展历史及应用范围。 （1课时） 

1.2常用增材制造方法及特点。 （1课时） 

（二）光固化成型(SL)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 SL工艺的特点、加工方式、固化方法、后处理方法。 （2课时） 

2.2 SL系统组成、系统控制的硬件和软件、质量影响因素。 （2课时） 

（三）选择性激光烧结(SLS)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 SLS法烧结机理、后处理。 （2课时） 

3.2 SLS系统组成、控制技术。 （2课时） 

3.3 SLS工艺成型质量影响因素。 （2课时） 

（四）三维印刷成型(3DP)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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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DP成型工艺、系统组成。 （2课时） 

4.2 3DP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控制技术、质量影响因素。 （4课时） 

（五）熔融沉积制造(FDM)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FDM成型过程及系统组成。 （2课时） 

5.2 FDM控制系统硬件及软件、工艺成型质量影响因素影响。 （2课时） 

（六）叠层实体制造(LOM)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LOM成型工艺与系统组成。 （2课时） 

6.2 LOM控制系统硬件及软件、工艺成型质量影响因素影响。 （2课时） 

（七）常用增材制造设备介绍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黏结剂喷射式 3D打印机、材料挤压式 3D打印机 （2课时） 

7.2 压电驱动式 3D打印机、气动式、电动式 3D打印机 （2课时） 

（八）SLS试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8.1 三维几何建模、扫描路径规划。 （2课时） 

8．2 采用 SLS法打印零件。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3D打印成型工艺及技术》，冯春梅、杨继全等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6.5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3D 打印技术》，王云赣，王宣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07 

2. 《3D 打印技术及其应用》，张巨香，于晓伟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03 

3. 《3D 打印技术》，杜志忠，陆军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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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光固化成型工

艺、选择性激光烧结成型工艺、三维印刷成型工艺、熔融沉积制造工艺、叠层

实体制造工艺、常用增材制造设备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雷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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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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增材

制造基本

概念、基

本材料、

基 本 工

艺、应用

范围、掌

握常用增

材制造用

设备 

目标 2：掌握

光固化成型

工 艺

(Stereolith

ography, 

SL)，学会利

用电脑三维

图像结合紫

外线固化塑

胶与高能光

束光源，实现

三维物件的

成型 

目标 3：掌握选

择性激光烧结

(Selected 

laser 

sintering, 

SLS) 成 型 工

艺，学会采用

激光分层烧结

固体粉末，使

烧结成型的固

化层叠加生成

所需形状零件

的工艺。 

目标 4:掌

握三维印

刷成型工

艺 (Three 

dimension

al 

printing, 

3DP)，掌握

粉末黏结

3DP 工 艺

和微喷光

化 3DP 工

艺。 

目标 5：掌握

熔融沉积制

造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和叠层

实 体 制 造

(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

ng, LOM) 成

型工艺。 

1.1 增材制造成型工艺

及技术概要 
√     

1.2 常用增材制造方法

及特点。 
√ √ √ √ √ 

2.1 SL 工艺的特点、加

工方式、固化方法、后处

理方法。 

√ √    

2.2 SL 系统组成、系统

控制的硬件和软件、质量

影响因素。 

√ √    

3.1 SLS法烧结机理、后

处理。 
√  √   

3.2 SLS 系统组成、控制

技术。 
√  √   

3.3 SLS工艺成型质量影

响因素。 
√ √ √   

4.1 3DP 成型工艺、系统

组成。 
√ √  √  

4.2 3DP 控制系统硬件和

软件、控制技术、质量影

响因素。 

√ √  √  

5.1 FDM 成型过程及系统

组成。 
√ √   √ 

5.2 FDM 控制系统硬件及

软件、工艺成型质量影响

因素影响。 

√ √   √ 

6.1 LOM 成型工艺与系统

组成。 
√ √  √ √ 

6.2 LOM 控制系统硬件及

软件、工艺成型质量影响

因素影响。 

√  √  √ 

7.1 黏结剂喷射式 3D 打

印机、材料挤压式 3D 打

印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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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压电驱动式 3D 打印

机、气动式、电动式 3D

打印机 

√  √   

8.1 三维几何建模、扫描

路径规划。 
√ √ √ √ √ 

8．2 采用 SLS 法打印零

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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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3S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材料科学基础、芯片制造技术综合实践、失效分析、

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电子封装可靠性等专业核心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初步掌握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步骤和设计规范的应用，具

有在方案设计中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的意识；在解

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2：能熟练应用检索工具收集和查询有关技术资料，具有较强的书写

能力，能够独立撰写设计文稿，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目标 3：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对工程设计方案进行选择、

分析和评价。 

目标 4：能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独立进行工艺设计，

设计方案、过程基本正确。 

目标 5：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完成实验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对设计方案进行理

论验算，具备材料工程领域必须的分析研究能力。 

目标 6：能正确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解决材料工程

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合理有效的结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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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完成相关试验内容），撰写设计说明书（撰写毕业论文）。 

2. 学生应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材料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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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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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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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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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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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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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撰写开题报告。 

5.设计方案论证。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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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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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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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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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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总结、撰写说明书（或论文），说明书（或论文）文本格式应符合学校统

一规定。 

10.答辩。 

五、设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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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毕业论文要求 

1.目录：要与论文全文的大小标题的序号、文字完全一致，页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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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文摘要和关键字：摘要应该概括地反映出原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说

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

或新见解，不要与引言相混淆。摘要语言力求精炼准确。 

3.英文摘要：中英文题名和内容的一致性。其英文题名和内容与中文题名

和内容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英文摘要要自成一篇英文短文。 

4.正文：正文的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 

4.1 绪论：作者研究此项工作的目的、范围，国内外进展情况、前人成果，

本文设想、研究手段和方法概述等。 

4.2 实验研究与分析：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包括论文观点的理论分析，

系统实验方案及实验结果，实验分析与讨论（附有各种有关的图表、图片、公

式等）。要求理论正确、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文中若

有他人研究成果引用必须注明，与参考文献一致。 

4.3 结论：结论是对正文的最终结论，应准确、完整、精炼。应包括本文主

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意义，本论文主要创新点，存在的问题、不足或进一步工

作的设想。 

4.4 参考文献：文中引用他人成果或文章内容应注明参考文献。按论文中参

考文献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并视具体情

况将序号作为上角标，或作为论文的组成部分。 

4.5 致谢：对给予本文研究的选题、构思、实验或撰写等方面给以指导、帮

助或建议的人员致以谢意。 

4.6 附录：附录不是文章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可为深入了解本文的人员提供

参考，主要提供论文有关公式推导、演算以及不宜列入正文的数据和图表等。

附录应当一一编写顺序呈上，并在论文相关内容处注明。 

5.格式：格式按照“上海电机学院毕业论文撰写的指导意见”执行。 

七、装订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装订必须统一整齐美观。毕业设计（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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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全文）、图纸。图纸可以不装订在设计说明书里，但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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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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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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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小犇  审核人： 韦东来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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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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

握设计原则、设

计方法、设计步

骤和设计规范的

应用，具有在方

案设计中综合考

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

化及环境的意

识；在解决方案

的设计环节中能

体现创新意识。 

目标 2：能熟

练应用检索

工具收集和

查询有关技

术资料，具

有较强的书

写能力，能

够独立撰写

设计文稿，

具有良好的

口头表达能

力和人际交

往能力。 

目标 3：

能综合

运用多

学科的

理论知

识与技

能对工

程设计

方案进

行选择、

分析和

评价。 

 

目标 4：

能运用数

学、自然

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

基本原理

独立进行

工 艺 设

计，设计

方案、过

程基本正

确。 

目标 5：能够

基于科学原

理完成实验

并能运用所

学知识对设

计方案进行

理论验算，具

备材料工程

领域必须的

分析研究能

力。 

目标 6：能

正确采集和

整理实验数

据，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

到解决材料

工程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

的合理有效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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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完成

相关试验内容），撰

写设计说明书（撰

写毕业论文） 

√ √ √  √ √ 

学生应综合运用多

学科理论、知识与技

能，分析和解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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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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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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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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和微系统封装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9P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Microsystems Packaging and MEM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材料科学基础、电工学 

后续课程：芯片制造技术综合实践、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子封装中器件级封装和板级封装的基本工艺知识； 

目标 2：掌握器件结构和基板结构的基本原理，了解高倒装焊、三维封装、

晶圆级封装等高级封装技术； 

目标 3：了解电子封装中各种工艺设备和相关可靠性测试标准。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2课时） 

1.1 电子封装中器件级和板级封装的工艺流程、相关工业分布（1课时） 

1.2 三维封装简介、晶元级封装简介，质量检测和可靠性测试的介绍（1

课时） 

（二）器件级封装 （7课时） 

2.1 金属框架为基板的器件结构、封装工艺和封装选材（SOP、QFP、QFN） 

 （2课时） 

2.2 有机材料为基板的器件结构，封装工艺和封装选材（BGA） （2课时） 

2.3 陶瓷封装的器件结构，封装工艺和封装选材（CBGA） （2课时） 

2.4其他高级封装器件的结构、工艺和选材介绍（Flip chip, CSP, WLCSP） 

 （1课时） 

（三）板件级封装 （4课时） 

3.1 PCB板的基本结构、选材和生产工艺。 （1课时） 

3.2 表面贴装工艺流程的介绍 （1课时） 

3.3锡膏机、贴片机和回流焊炉的作用和操作介绍与 SMT工艺难点（1课时） 

3.4 质量问题和检测方法：肉眼观察、X-Ray检测、超声波无损检测、横

切片检测。 （1课时） 

（四）三维封装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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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维封装的概念、各类三维封装的原始模型及优缺点对比 （1课时） 

4.2 SIP和 POP的结构、特点、工艺成本，并分析 POP优于 SIP的市场原

因 （1课时） 

4.3三维封装的工艺流程、工艺难点及后续质量问题（Known good die 问

题，金线问题、分层问题、热控制问题） （2课时） 

（五）封装的环境考虑及可靠性设计 （4课时） 

5.1有铅焊的危害性及无铅焊的提出和全球半导体行业无铅化的推广 

 （1课时） 

5.2无铅焊推广所带来的工艺变革：材料（无铅焊接焊料的分类、各类合

金的对比）、工艺调整（回流焊炉炉温的调整）、无铅焊取代有铅焊以后的可靠

性问题、晶须问题 （2课时） 

5.3混合焊接的产生原因、混合焊接需要注意的工艺问题与可靠性问题。

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再利用的探讨。 （1课时） 

（六）质量检测和可靠性 （7课时） 

6.1质量检测和可靠性的概念和区别 （1课时） 

6.2质量检测的方法回顾和总结 （1课时） 

6.3器件级可靠性测试：热湿敏感度、踢/拔球测试、器件踢/拔测试 

 （2课时） 

6.4板级可靠性测试：跌落测试（Drop down test）、温度循环测试、弯曲

测试、热振动测试 （2课时） 

6.5失效分析法与仿真分析 （1课时） 

（七）组装线生产操作 （4课时） 

7.1 试验安全条例、表面贴装线总体介绍和明确试验流程（1课时） 

7.2 锡膏机的操作使用介绍、钢网的选用（1课时） 

7.3 贴片机的程序设定与回流焊炉的操作使用介绍（1课时） 

7.4样品出炉后的后需清理工作（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系统封装基础——中文译本》，Tumala.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封装工程》，田民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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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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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讨论及课堂表现（15%）、平时作

业(15%)、平时测验(2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金属框架为基

板的器件封装、有机材料为基板的器件封装、陶瓷封装、板件级封装中 SMT 工

艺、三维封装工艺、无铅焊、器件级可靠性测试、板级可靠性测试、锡膏机、

贴片机与回流焊炉的操作使用。 

五、附件 

 
 
 

制定人： 王相虎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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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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封装中器

件级封装和板

级封装的基本

工艺知识； 

 

目标 2：掌握器

件结构和基板

结构的基本原

理，了解高倒装

焊、三维封装、

晶圆级封装等

高级封装技术； 

目标 3：了解

电子封装中

各种工艺设

备和相关可

靠性测试标

准。 

1.1 电子封装中器件级和板级封装的工艺流程、相

关工业分布 

 

√   

1.2 三维封装简介、晶元级封装简介，质量检测和

可靠性测试的介绍 
√   

2.1 金属框架为基板的器件结构、封装工艺和封装

选材（SOP、QFP、QFN） 
√   

2.2 有机材料为基板的器件结构，封装工艺和封装

选材（BGA） 
√   

2.3 陶瓷封装的器件结构，封装工艺和封装选材

（CBGA） 
√   

2.4 其他高级封装器件的结构、工艺和选材介绍

（Flip chip, CSP, WLCSP） 
√   

3.1 PCB板的基本结构、选材和生产工艺。 √   

3.2 表面贴装工艺流程的介绍 √   

3.3 锡膏机、贴片机和回流焊炉的作用和操作介绍

与 SMT 工艺难点 
√   

3.4 质量问题和检测方法：肉眼观察、X-Ray检测、

超声波无损检测、横切片检测 
√   

4.1 三维封装的概念、各类三维封装的原始模型及

优缺点对比 
 √  

4.2 SIP 和 POP 的结构、特点、工艺成本，并分析

POP优于 SIP的市场原因 
 √  

4.3 三维封装的工艺流程、工艺难点及后续质量问

题（Known good die问题，金线问题、分层问题、

热控制问题） 

 √  

5.1 有铅焊的危害性及无铅焊的提出和全球半导体

行业无铅化的推广 
 √  

5.2 无铅焊推广所带来的工艺变革：材料（无铅焊

接焊料的分类、各类合金的对比）、工艺调整（回流

焊炉炉温的调整）、无铅焊取代有铅焊以后的可靠性

问题、晶须问题 

 √  

5.3 混合焊接的产生原因、混合焊接需要注意的工

艺问题与可靠性问题。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再利用的

探讨。 

 √  

6.1质量检测和可靠性的概念和区别   √ 

6.2质量检测的方法回顾和总结   √ 

6.3器件级可靠性测试：热湿敏感度、踢/拔球测试、

器件踢/拔测试 
  √ 

6.4板级可靠性测试：跌落测试（Drop down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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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循环测试、弯曲测试、热振动测试 

6.5失效分析法与仿真分析   √ 

7.1 试验安全条例、表面贴装线总体介绍和明确试

验流程 
  √ 

7.2 锡膏机的操作使用介绍、钢网的选用   √ 

7.3 贴片机的程序设定与回流焊炉的操作使用介绍   √ 

7.4样品出炉后的后需清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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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器件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3A1 英文名称：Semicondudor Devices Phys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材料科学基础、普通化学 

后续课程：材料现代分析技术、表面组装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物理的基础知识。 

目标 2：掌握 PN结的各项性能指标参数及其与半导体材料参数、工艺参数

和器件几何结构参数的关系。 

目标 3：掌握双极型晶体管的各项性能指标参数及其与半导体材料参数、

工艺参数和器件几何结构参数的关系。 

目标 4：掌握 MOS场效应管和结型场效应管的各项性能指标参数及其与半

导体材料参数、工艺参数和器件几何结构参数的关系。 

目标 5：了解功率 MOSFET、IGBT 和光电器件等其他常用半导体器件的原理

及应用。 

二、课程内容 

（0）绪论 （2课时） 

简要介绍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半导体的四种基础结构、主要的

半导体器件、了解微电子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半导体物理基础 (10 学时) 

1.1半导体晶体结构和缺陷：包括半导体的晶体结构、晶体的晶向与晶面、

半导体中的缺陷 

1.2半导体的能带与杂质能级：包括半导体中电子共有化运动与能带、Si

和 Ge的能带结构及本征半导体、杂质半导体 

1.3半导体中的平衡与非平衡载流子：包括等导带电子浓度与价带空穴浓

度、本征载流子浓度与本征费米能级、杂质半导体的载流子浓度等 

1．4 半导体中载流子的输运现象：包括载流子的漂移运动与迁移率、半导

体中的主要散射机构及迁移率与平均自由时间的关系等 

1.5 半导体表面：半导体表面和表面能级、Si-SiO2系统中的表面态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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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理、表面能带弯曲与反型等等 

（二）PN结 （8学时） 

2.1平衡 PN结：PN结的制造工艺和杂质分布、平衡 PN结的空间电荷区和

能带图、平衡 PN结的载流子浓度分布 

2.2 PN结的直流特性：PN结的正向特性、PN结的反向特性、PN结的伏安

特性 

2.3 PN结空间电荷区的电场和宽度 

2.4 PN 结的击穿特性：击穿机理、雪崩击穿电压、影响雪崩击穿电压的因

素 

2.5 PN结的电容效应和开关特性：PN结的势垒电容、扩散电容、开关作用、

反向恢复时间 

（三）双极型晶体管 （8学时） 

3.1 晶体管的基本结构、制造工艺和杂质分布：晶体管的基本结构和分类、

晶体管的制造工艺和杂质分布、均匀基区晶体管和缓变基区晶体管 

3.2 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原理：晶体管的能带及其载流子的浓度分布、晶体

管载流子的传输及各极电流的形成、晶体管的直流伏安特性曲线等等 

3.3 晶体管的直流伏安特性曲线：共基极连接的直流特性曲线、共发射极

连接的直流特性曲线 

3.4 晶体管的反向电流与击穿特性：晶体管的反向电流、晶体管的反向击

穿电压、穿通电压 

3.5  晶体管的频率特性、功率特性、开关特性 

（四） MOS场效应晶体管 （8学时） 

4.1 MOS场效应晶体管的结构、工作原理和输出特性：MOS场效应晶体管的

结构、MOS场效应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和输出特性、MOS场效应晶体管的分类 

4.2 MOS场效应晶体管的阈值电压：电压的定义与表示式、影响阈值电压

的其他因素 

4.3 MOS场效应晶体管的直流电流―电压特性：包括线性区、饱和区、亚

阈值区 

4.4 MOS电容及 MOS场效应晶体管瞬态电路模型 

4.5 MOS场效应晶体管的开关特性和二级效应 

（五）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及金属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6学时） 

5.1 JFET及 MESFET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分类：结构、工作原理和输出特

性、JFET和 MESFET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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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JFET的电流电压特性 

5.3 JFET的直流和交流小信号参数、JFET的高频参数 

5.4  短沟道 JFET和 MESFET 

（六） 其它的常用半导体器件 （6学时） 

6.1 功率 MOS场效应晶体管 

6.2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 

6.3 半导体光学效应及光电二极管 

6.4 发光二极管 

6.5 半导体激光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半导体器件物理》（第 2版），刘树林，商世广，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9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第四版），[美] Donald A.Neamen 著，赵毅强，姚

素英，史再峰 等 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2. 《半导体器件—物理与工艺学》，（第二版）[美] 施敏  编著，苏州大

学出版社，2014年 4月； 

3. 《半导体物理学》（第六版），刘恩科等，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年； 

4.《半导体器件物理》（第一版），孟庆巨，刘海波，孟庆辉，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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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主要包括：平时考勤、课堂提问与作业

成绩（20%）、平时与期中测验成绩(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半导体材料和

半导体物理的基础知识；PN 结、双极型晶体管、MOS 场效应管等常用半导体器

件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工作特性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颖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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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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半

导体材料和半

导体物理的基

础知识。 

目标 2：掌握

PN 结的各项

性能指标参数

及其与半导体

材料参数、工

艺参数和器件

几何结构参数

的关系。 

目标 3：掌握

双极型晶体管

的各项性能指

标参数及其与

半导体材料参

数、工艺参数

和器件几何结

构 参 数 的 关

系。 

目标 4：掌握

MOS 场效应

管和结型场

效应管的各

项性能指标

参数及其与

半导体材料

参数、工艺

参数和器件

几何结构参

数的关系。 

目标 5：了解

功 率

MOSFET 、

IGBT 和光电

器件等其他

常用半导体

器件的原理

及应用。 

0  绪论 √     

1.1 半导体晶体结构和

缺陷 
√ √    

 1.2 半导体的能带与

杂质能级 
√ √    

1.3 半导体中的平衡与

非平衡载流子 
√ √    

1．4 半导体中载流子的

输运现象 
√ √    

1.5 半导体表面 √ √    

2.1平衡 PN结  √    

2.2 PN 结的直流特性  √    

2.3 PN结空间电荷区的

电场和宽度 
 √    

2.4 PN 结的击穿特性  √    

2.5 PN结的电容效应和

开关特性 
 √    

3.1 晶体管的基本结

构、制造工艺和杂质分

布 

  √   

3.2 晶体管的电流放大

原理 
  √   

3.3 晶体管的直流伏安

特性曲线 
  √   

3.4 晶体管的反向电流

与击穿特性 
  √   

3.5  晶体管的频率特

性、功率特性、开关特

性 

  √   

4.1 MOS 场效应晶体管

的结构、工作原理和输

出特性 

   √  

4.2 MOS 场效应晶体管

的阈值电压 
   √  

4.3 MOS 场效应晶体管

的直流电流―电压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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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OS 电容及 MOS 场

效应晶体管瞬态电路模

型 

   √  

4.5 MOS 场效应晶体管

的开关特性和二级效应 
   √  

5.1 JFET 及 MESFET 的

结构、工作原理和分类 
   √  

5.2 JFET的电流电压特

性 
   √  

5.3 JFET的直流和交流

小信号参数、JFET的高

频参数 

   √  

5.4  短沟道 JFET 和

MESFET 
   √  

6.1 功率 MOS 场效应晶

体管 
    √ 

6.2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GBT） 
    √ 

6.3 半导体光学效应及

光电二极管 
    √ 

6.4 发光二极管     √ 

6.5 半导体激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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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103100A1   

英文名称：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and equip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焊接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微电子制造科学与工程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微加工的分类，掌握各种测试方法在材料微测量和表征中的

应用，了解各种测试方法原理及其实验过程，了解微加工工艺模拟过程。 

目标 2：掌握刻蚀的作用、原理、各类刻蚀方法的优缺点及其工艺流程；掌握

颗粒污染、有机杂质、金属杂质等的清洗方法及其相关工艺流程；掌握化学机械

抛光的原理及工艺流程；掌握图像转到硅晶片上的硅熔融和阳极键合技术原理及

工艺；了解抛光时间、抛光压力、旋转速度、抛光液等因素对化学机械抛光效果

的影响；了解其它键合技术；了解浇铸和压印的物理意义和工艺流程。 

目标 3：掌握 MOS 模块、自对准双阱工艺、自对准硅化物结构；掌握等离

子刻蚀、湿法刻蚀等加工工艺下硅晶片的微观结构特征；了解释放型结构和沉

积结构。 

目标 4：掌握工艺集成中的晶圆片、图形转移工艺；污染、热工艺及可靠

性等方面的设计规则；熟悉多晶硅栅 CMOS 制造工艺；熟悉各种金属布线方法

和工艺，了解 CMOS 及 MEMS 的工艺集成。 

目标 5：熟悉等离了刻蚀、化学气相沉积及键合的相关设备，了解微电子

技术的加工工艺环境。 

二、课程内容 

（一）微测量及材料表征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 微加工分类；显微分析、X 射线分析、光谱分析、质谱分析、能谱分

析等材料微测量和表征方法。 （1课时） 

1.2一维、二维和三维微加工工艺模拟。 （1课时） 

（二）微加工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 湿法刻蚀、电化学刻蚀及等离子体刻蚀原理及工艺；刻蚀工艺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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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材料的刻蚀工艺及常见问题。 （2课时） 

2.2 杂质的形式，颗粒污染、有机杂质、金属杂质；湿法清洗、物理清洗

及冲洗烘干。 （2课时） 

2.3化学机械抛光工艺、参数及设备；CMP过程中的力学和化学变化及测量

控制；CMP的应用。 （2课时） 

2.4 硅熔融键合、阳极键合、其它键合技术原理及工艺；键合力学；晶圆

片的键合及图层转移；浇注和压印工艺。 （2课时） 

（三）微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MOS模块；自对准双阱工艺、自对准硅化物结构。 （2课时） 

3.2 多步刻蚀、多层刻蚀、无掩膜刻蚀；光刻胶效应、图形尺寸和图形密

度效应；刻蚀残留和损伤。 （2课时） 

3.3 <100>硅基片的基本结构；刻蚀剂、刻蚀掩膜和保护层、刻蚀速率和自

动终止；隔膜的制备；硅片正面的体微加工；边角的补偿；<110>、<111>硅片

的刻蚀。 （2课时） 

3.4 结构层与牺牲层、单结构层、双结构层、黏滞、旋转结构、铰链结构；

电镀结构、剥离金属化、特殊沉积、局部沉积、隔膜结构。 （2课时） 

（四）集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太阳能电池的集成，晶圆片的选择、圆形转移工艺。污染预算、热工

艺及热预算、技术化和可靠性等设计规则 （2课时） 

4.2 CMOS晶体管制造中的多晶硅栅工艺、晶体管按比例缩小、栅模块等。 

 （2课时） 

4.3 双层和多层金属布线工艺，大马士革金属布线工艺，铜金属布线；MEMS

工艺集成中的双面加工工艺、隔膜结构和硅穿孔结构。 （2课时） 

（五）微加工设备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 净化室的标准、净化室的子系统、净化室环境及安全。 （2课时） 

5.2 真空设备中真空的获得，真空薄膜的相互作作用，等离子体刻蚀及溅

射。 （2课时） 

5.3 化学气相沉积设备中的沉积速率模型，反应腔室，原子层沉积，MOCVD，

硅 CVD外延，外延反应器和键合设备。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加工导论》，[芬兰]S ami Franssila 著，陈迪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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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半导体制造技术》，[美] Michael Quirk 著，韩郑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5.06 

2. 《芯片制造-半导体工艺制程实用教程》（第 6 版），[美] Peter Van Zant 著，

韩郑生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1 

3. 《半导体制造技术导论》（第 2 版），[美]Hong Xiao 著，杨银堂、段宝兴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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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微加工分

类、微测量和材料表征方法、刻蚀工艺、杂质去除工艺、化学机械抛光原理及

工艺、硅熔融和阳极键合技术、自对准工艺、硅晶片微观结构、工艺集成及设

计规则。 

五、附件 

 

制定人：午丽娟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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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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加 工 的 分

类，掌握各种

测试方法在材

料微测量和表

征中的应用，

了解各种测试

方法原理及其

实验过程，了

解微加工工艺

模拟过程 

目标 2：掌握

刻蚀的作用、

原理、各类刻

蚀工艺；掌握

杂质清洗方法

及工艺；掌握

化学机械抛光

原理及工艺；

掌握图像转到

硅晶片上的硅

熔融和阳极键

合技术原理及

工艺；了解对

化学机械抛光

效果的影响因

素等  

目标 3：掌握

MOS 模块、自

对 准 双 阱 工

艺、自对准硅

化物结构；掌

握 等 离 子 刻

蚀、湿法刻蚀

等加工工艺下

硅晶片的微观

结构特征；了

解释放型结构

和沉积结构 

目标 4:掌握

工艺集成中

的晶圆片、

图形转移工

艺；污染、

热工艺及可

靠性等方面

的 设 计 规

则；熟悉多

晶硅栅 CMOS

制造工艺；

熟悉各种金

属布线方法

和工艺，了

解 CMOS 及

MEMS 的工艺

集成 

目标 5：熟悉

等 离 了 刻

蚀、化学气

相沉积及键

合的相关设

备，了解微

电子技术的

加工工艺环

境 

1.1微加工分类 √     

1.2微加工工艺模拟 √     

2.1刻蚀工艺 √ √    

2.2杂质清洗 √ √    

2.3 化学机械抛光工艺 √ √    

2.4 键合技术 √ √    

3.1 MOS 模块 √ √ √   

3.2光刻图形化 √ √ √   

3.3 <100>硅基片的基本

结构 
√ √ √   

3.4结构 √ √ √   

4.1工艺集成 √ √ √ √  

4.2 CMOS 晶体管制造 √ √ √ √  

4.3 多层金属布线 √ √ √ √  

5.1净化室 √ √ √ √ √ 

5.2真空和等离子体 √ √ √ √ √ 

5.3 化学气相沉积和外

延设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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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材料与工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101P1         英文名称：Thin Film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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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 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目标：面向本科生介绍薄膜材料的制备工艺及其薄膜特性。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一些薄膜材料的基本知识，了解当前该领域内的

一些研究前沿进展，开阔视野，有利于学生将来更好的投入科研、工作中去。 

本课程要求学生： 

目标 1：掌握各种成膜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包括蒸发镀膜、溅射镀膜、

离子镀、化学气相沉积以及溶液制膜技术等， 

目标 2：掌握薄膜厚度的测量与监控。 

目标 3：掌握薄膜的形成，薄膜的结构与缺陷， 

目标 4：了解薄膜的各种物理性能，如电学性质、力学性质、半导体特性、

磁学性质以及超导性质等。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真空技术基础 （2 课时） 

1.1 真空的基本知识； 

1.2 稀薄气体的基本性质； 

1.3 真空的获得； 

1.4 真空的测量。 

教学要求：初步了解真空的基本知识，掌握获取一定程度的真空状态的方

法及测量手段。 

（二）真空蒸发镀膜法 （4 课时） 

2.1 真空蒸发原理 

2.2 蒸发源的蒸发特性及膜厚分布 

2.3 蒸发源的类型 

2.4 合金及化合物的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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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膜厚和沉积速率的测量与监控 

教学要求：了解真空蒸发镀膜的基本原理，了解蒸发特性以及相应的膜厚

分布特点，了解膜厚和沉积速率的测量与监控方法。  

（三）溅射镀膜 （4 课时） 

3.1 溅射镀膜的特点 

3.2 溅射的基本原理 

3.3 溅射镀膜类型 

3.4 溅射镀膜的厚度均匀性 

教学要求：了解溅射法制备纳米薄膜的基本原理，掌握溅射法制备的特点，

熟悉溅射镀膜的几种基本类型，了解溅射镀膜的厚度分布特点，掌握控制厚度

均匀性指标。 

（四）离子镀膜 （2 课时） 

4.1 离子镀原理 

4.2 离子镀的特点 

4.3 离子轰击的作用 

4.4 离子镀的类型 

教学要求：掌握离子镀的原理和基本特点以及离子轰击的作用，了解离子

镀的几种基本类型。 

（五）化学气相沉积 （4 课时） 

5.1 化学气相沉积的基本原理 

5.2 化学气相沉积的特点 

5.3 CVD 方法简介 

5.4 低压化学气相沉积 

5.5 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 

5.6 其他化学气相沉积法 

教学要求：掌握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纳米薄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特点，了

解几种常见的化学气相沉积方法。 

（六）溶液镀膜法（4 课时） 

6.1 化学反应沉积 

6.2 阳极氧化法 

6.3 电镀法 

6.4 LB 膜的制备 

教学要求：了解溶液镀膜法的基本原理和特点，掌握几种溶液镀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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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薄膜的形成 （4 课时） 

7.1 凝结过程 

7.2 核形成与生长 

7.3 薄膜形成过程与生长模式 

7.4 溅射薄膜的形成过程 

7.5 薄膜的外延生长 

7.6 薄膜形成过程的计算机模拟 

教学要求：掌握薄膜的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生长模式，了解两种薄膜形成

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方法。 

（八）薄膜的结构与缺陷 （4 课时） 

8.1 薄膜的结构 

8.2 薄膜的缺陷 

8.3 薄膜结构与组分的分析方法 

教学要求：了解薄膜的结构特点，了解薄膜结构与组分的分析方法。 

（九）薄膜的性质 （4 课时） 

9.1 薄膜的力学性质 

9.2 金属薄膜的电学性质 

9.3 介质薄膜的电学性质 

9.4 半导体薄膜的性质 

9.5 薄膜的其他性质 

教学要求：了解薄膜的各种特殊性质，其中包括力学性质、电学性质、磁

学性质等。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推荐教材 

《薄膜技术与薄膜材料》，石玉龙，闫凤英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03 

《现代薄膜材料与技术》，张永宏主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08 

(二)参考教材 

1. 《现代薄膜材料与技术》，蔡珣，石玉龙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09  

2. 《薄膜技术与薄膜材料》,田民波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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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考勤作业(20%)，平时测验(2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A%AF%D3%F1%C1%F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3%C6%B7%EF%D3%A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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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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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C%AB%9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A%AF%D3%F1%C1%F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A%B6%AB%C0%ED%B9%A4%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C%EF%C3%F1%B2%A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5%BB%A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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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现真空状态

的方法及测量手段, 真空蒸发镀膜的基本原理，膜厚和沉积速率的测量与监控

方法, 溅射法制备纳米薄膜的基本原理，离子镀的原理和基本特点, 化学气相沉

积法制备纳米薄膜，溶液镀膜法,薄膜的结构特点以及组分的分析方法,薄膜特殊

性质。 

五、附件 

 

制定人：  徐连仪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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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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种

成膜技术的基本

原理与方法 

目标 2：掌握薄

膜厚度的测量

与监控。 

目标 3：掌握薄

膜的形成，薄膜

的结构与缺陷， 

目标 4:了解

薄膜的各种

物理性能，  

（一）真空技术基础 √    

（二）真空蒸发镀膜法 √ √  √ 

（三）溅射镀膜法 √ √  √ 

（四）离子镀膜 √ √  √ 

（五）化学气相沉积 √ √  √ 

（六）溶液镀膜法 √ √  √ 

（七）薄膜的形成   √  

（八）薄膜的结构与缺陷   √  

（九）薄膜的性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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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组装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103094P1        英文名称：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焊接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微电子制造科学与工程概论、微连接原理、电子封

装材料 

后续课程： 电子封装结构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SMT 组装工艺方式和组装工艺流程，掌握组装元器件及电路

板种类与特点，熟悉组装设备和生产线布置，熟悉 SMT 和 THT 两种工艺过程。 

目标 2：掌握常用无铅焊料合金体系、性能特点、适用贴装的产品；掌握

焊锡膏的基本特性指标、评价体系及选择方法；掌握胶粘剂的固化与性能要求。

熟悉 SMT 常用组装材料的组成、物理常数及特性；熟悉助焊剂、清洗剂的基本

作用、适用工艺、特性指标；学会根据组装元件选择合适的组装材料。 

目标 3：掌握胶黏剂和焊膏涂敷工艺过程、工艺参数控制及涂敷检测方法；

熟悉焊膏印刷缺陷原因及调整方法。 

目标 4：掌握影响贴片精度的主要因素及检测方法；熟悉贴片机组成及工

艺特性；熟悉高精度视觉贴片机的工艺过程；了解贴片机的工作过程。 

目标 5：掌握波峰焊、再流焊的分类、工艺过程及特性；了解焊接原理及

其它焊接技术。 

目标 6：掌握污染物及其清洗的基本原理；熟悉清洗工艺、设备及不同污

染物的测试技术；掌握来料检测、组装过程质量及工艺检测技术；掌握 SMT 组

件返修的基本方法与工具。了解清洗工艺技术的作用、分类及主要影响因素。 

二、课程内容 

（一）SMT 组装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 SMT工艺技术方法、特点及要求；SMT和 THT在工艺技术、基板、元器

件、组件形态方面的区别。 （1课时） 

1.2 SMT单面、双面及全表面组装方式和组装工艺流程。 （2课时） 

1.3 SMT 生产线的设计、布置及自动化过程；组装设备的选型依据及使用

方法；工艺设计和组装设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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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组装元器件的类型及基本特点；印刷电路板种类、基本特点及检测标

准 （1课时） 

（二）SMT组装工艺材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组装工艺材料的要求和使用方法；焊料的组成、物理常数及特性； SMT

焊料特性要求及应用注意事项；无钎焊料。 （2课时） 

2.2焊膏的特点、分类和组成；焊膏特性的影响因素及 SMT焊膏性能要求。 

 （2课时） 

2.3 焊剂的特点、分类及组成；焊剂的作用及施加方法；黏结固化原理；

SMT 常用胶黏剂及性能要求；清洁剂种类及性能要求。 （2课时） 

（三）胶黏剂和焊膏涂敷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胶黏剂涂敷方法及要求；胶黏剂分配器点涂工艺过程及参数；胶黏剂

针式转印工艺过程及参数。 （2课时） 

3.2焊膏涂敷方法及原理；丝网印刷技术；焊膏印刷工艺过程、工艺参数；

焊膏印刷缺陷分析。 （2课时） 

（四）SMC/ SMD贴装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SMC/SMD 贴装方法；贴装机的组成部分、工作过程及工艺特性；供料

系统及视觉系统。 （2课时） 

4.2 SSM贴装准确度、主要影响因素及检测；高精度视觉贴装技术。 

 （2课时） 

（五）SMT焊接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SMT 焊接方法及特点；波峰焊接原理、分类及工艺特性；波峰焊机组

成及功能；波峰发生器。 （2课时） 

5.2 再流焊接方法及特点；气相、红外、工具及激光再流焊接工艺特性；

免洗和无铅焊接技术。 （2课时） 

（六）SMA清洗工艺和 SMT检测与返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时） 

6.1 清洗目的及影响清洗的主要因素；污染物及其清洗原理；溶剂、水及

超声等清洗工艺及设备。 （2课时） 

6.2 SMT 可测试性设计；元器件、电路板及组装工艺材料检测；组件质量

及焊点质量检测；组装工艺过程检测。 （2课时） 

 

 

 

 



302 

三、课程实验 

序号 实验项目 学时 性质 类型 每组生数 基本要求 

1 
表面组装焊

点返修实验 
2 必做 综合 6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

必须掌握实验原

理，明确实验要求，

实验方法和步骤，

熟悉实验设备和仪

器的性能和使用方

法，清楚对试件的

要求和准备。 

2 

表面组装焊

点力学性能

测试 

2 必做 综合 6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表面组装工艺技术》（第 2版），周德俭，吴兆华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子组装技术》，宋长发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03 

2. 《微电子焊接技术》，薛松柏，何鹏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3 

3. 《表面组装技术基础》，曹白杨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06 

4. 《表面组装技术 SMT 基础与通用工艺》，顾霭云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4.01 

5. 《SMT 核心工艺解析与案例分析》（第 3 版），贾忠中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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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SMT 组装

方式及组装流程、元器件和电路板的类型及组装特性、组装工艺材料的组成和

应用、胶黏剂和焊膏涂敷工艺应用、贴装工艺设备和准确性控制、波峰焊和再

流焊的应用、清洗原理和方法、检测和返修技术的应用。 

六、附件 

 

制定人： 午丽娟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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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T 组装

工艺方式和

组装工艺流

程，掌握组

装元器件及

电路板种类

与特点，熟

悉组装设备

和生产线布

置 ， 熟 悉

SMT 和 THT

两种工艺过

程 

目标 2：掌握

无铅焊料合

金体系性能

特点；掌握焊

锡膏的基本

特性指标；掌

握胶粘剂的

固化。熟悉

SMT 组装材

料；熟悉助焊

剂、清洗剂。

学会根据组

装元件选择

合适的组装

材料 

目标 3：

掌 握 胶

黏 剂 和

焊 膏 涂

敷 工 艺

过程、工

艺 参 数

控 制 及

涂 敷 检

测方法；

熟 悉 焊

膏 印 刷

缺 陷 原

因 及 调

整方法 

目标 4:掌

握 影 响 贴

片 精 度 的

主 要 因 素

及 检 测 方

法；熟悉贴

片 机 组 成

及 工 艺 特

性；熟悉高

精 度 视 觉

贴 片 机 的

工艺过程；

了 解 贴 片

机 的 工 作

过程 

目标 5：掌

握波峰焊、

再 流 焊 的

分类、工艺

过 程 及 特

性；了解焊

接 原 理 及

其 它 焊 接

技术 

目标 6：掌

握 污 染 物

清 洗 基 本

原理；熟悉

清 洗 工 艺

设备；掌握

来料检测、

组 装 过 程

质 量 及 工

艺 检 测 技

术 ； 掌 握

SMT 组件返

修 的 基 本

方 法 与 工

具 

1.1 SMT 组装方式与组

装工艺流程 
√     

 

1.2 SMT 生产线的设计 √     
 

1.3 工艺设计和组装

文件设计 
√     

 

2.1 SMT 工艺材料的用

途、焊料 
√ √    

 

2.2焊膏 √ √     

2.3 焊剂 √ √     

3.1 胶黏剂涂敷工艺技

术 
√  √   

 

3.2 焊膏涂敷和印刷工

艺技术 
√  √   

 

4.1 贴装方法与贴装机

工艺特性 
√   √  

 

4.2 影响准确贴装的主

要因素 
√   √  

 

5.1 SMT 焊接方法与波

峰焊接 
√    √ 

 

5.2再流焊接技术 √    √  

实验一 表面组装焊点

返修实验 
√ √   √ 

 

实验二 表面组装焊点

力学性能测试 
√ √   √ 

 

6.1 SMA 清洗工艺技术 √     √ 

6.2 SMT 检测与返修

技术 
√     √ 



304 

 

《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8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s package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32       适用专业：材料类、机械类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计算机三维辅助建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常用集成电路封装方法、封装工艺流程。 

目标 2：掌握陶瓷封装材料、聚合物封装材料、引线框架材料、金属焊接

材料、高分子环氧树脂封装材料等各类封装材料的基本特性和用途。 

目标 3：掌握引线键合技术、倒装芯片技术、聚合物键合技术、球栅阵列

式(Ball grid Array Package，BGA)封装技术、芯片尺寸封装(Chip scale 

Package, CSP)封装技术。 

目标 4：掌握封装可靠性测试技术、封装过程中的缺陷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常用封装技术简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芯片封装的概念、级别、发展趋势。 （1课时） 

1.2常用封装类型介绍，DIP、SOP、QFP、PGA、LGA、BGA、CSP、SiP、SoC、

PiP、PoP、TSV法简介。 （1课时） 

（二）陶瓷封装材料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传统陶瓷芯片封装的基本类型。 （2课时） 

2.2 多层共烧结陶瓷封装材料。 （2课时） 

2.3 陶瓷球阵列芯片封装技术。 （2课时） 

（三）聚合物材料封装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3.1 模塑封装、密封用聚合物。 （2课时） 

3.2 塑料球栅阵列芯片封装。 （2课时） 

（四）引线框架材料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引线框架的功能、引线框架的装配。 （2课时） 

4.2 引线框架的制造、键合基本工艺过程、键合失效机制。 （2课时） 

（五）金属焊接材料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焊料的组成、焊接强度。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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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助焊剂、锡焊膏。 （2课时） 

（六）高分子环氧树脂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环氧树脂材料、基本制造工艺。 （2课时） 

6.2 刚性环氧树脂、柔性环氧树脂、硅有机树脂。 （2课时） 

（七）IC芯片贴装与引线键合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IC芯片贴装的方法、IC芯片引线键合 （2课时） 

7.2 载带自动焊技术、芯片的倒装技术 （2课时） 

（七）封装可靠性工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可靠性测试项目、T/C测试、T/S测试、HTS、TH、PC、Precon测试 

 （2课时） 

7.2 封装过程中的缺陷分析，金线偏移、翘曲、空洞、锡汗等现象分析 

 (2课时)。 

（八）芯片封装设计及试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8.1 采用设计软件进行 WB-PBGA 封装设计。 （1课时） 

8．2 芯片封装实体零部件拆装。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电子器件封装-封装材料与封装技术》，周良知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集成电路芯片封装技术》，李可为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03 

2. 《IC 封装基础与工程设计实例》，毛忠宇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7 

3. 《微机电系统集成与封装技术基础》，娄文忠、孙运强编著，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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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常用封装技术

类型、陶瓷封装材料及技术、聚合物封装材料与技术、引线框架材料及键合技

术、高分子环氧树脂材料及封装技术、IC芯片贴装与引线键合、封装可靠性工

程方法及常见缺陷类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雷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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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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常用集

成电路封

装方法、封

装工艺流

程  

目标 2：掌握陶

瓷封装材料、聚

合物封装材料、

引线框架材料、

金属焊接材料、

高分子环氧树

脂封装材料等

各类封装材料

的基本特性和

用途。 

目标 3：掌握引

线键合技术、倒

装芯片技术、聚

合物键合技术、

球 栅 阵 列 式

(Ball grid 

Array 

Package，BGA)

封装技术、芯片

尺寸封装(Chip 

scale 

Package, CSP)

封装技术。 

目标 4:掌握

封装可靠性

测试技术、封

装过程中的

缺陷分析方

法。 

1.1 芯片封装的概念、级别、发

展趋势 
√    

1.2 常用封装类型介绍，DIP、

SOP、QFP、PGA、LGA、BGA、CSP、

SiP、SoC、PiP、PoP、TSV 法简

介 

√  √  

2.1 传统陶瓷芯片封装的基本类

型。 
√ √ √  

2.2 多层共烧结陶瓷封装材料。 √ √   

2.3 陶瓷球阵列芯片封装技术。 √  √  

3.1 模塑封装、密封用聚合物。 √ √   

3.2 塑料球栅阵列芯片封装。 √ √ √  

4.1 引线框架的功能、引线框架

的装配。 
√ √ √  

4.2 引线框架的制造、键合基本

工艺过程、键合失效机制。 
√ √ √ √ 

5.1 焊料的组成、焊接强度。  √ √ √ 

5.2 助焊剂、锡焊膏。  √   

6.1 环氧树脂材料、基本制造工

艺。 
 √ √  

6.2 刚性环氧树脂、柔性环氧树

脂、硅有机树脂。 
 √ √  

7.1 IC芯片贴装的方法、IC芯片

引线键合 
√ √ √  

7.2 载带自动焊技术、芯片的倒

装技术 
 √ √  

8.1 采用设计软件进行 WB-PBGA

封装设计。 
 √ √  

8．2 芯片封装实体零部件拆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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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封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0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Packaging Structure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电子器件与组件结构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子封装机械结构设计。 

目标 2：掌握电子封装热设计。 

目标 3：掌握电子封装电磁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电子封装概述 （4课时） 

1.1 封装层次和封装功能。 

1.2 封装结构形式。 

1.3 封装基板技术。 

（二）机械振动基础 （4课时） 

2.1 机械振动概述。 

2.2 振动原理。 

（三）电子部件机械振动 （4课时） 

3.1 PCB振动。 

3.2 悬挂元件振动。 

（四）电子封装结构热控制理论基础 （4课时） 

4.1 导热。 

4.2 对流换热。 

4.3 热辐射。 

（五）电子器件封装热设计 （6课时） 

5.1 电子芯片封装结构热应力。 

5.2 DIP封装热设计。 

5.3 PGA封装热设计。 

5.4 QFP封装热设计。 

5.5 BGA封装热设计。 

5.6 叠层芯片 SCSP封装元件热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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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D封装热设计。 

（六）PCB的热设计 （4课时） 

6.1 PCB上的热源。 

6.2 PCB结构设计。 

6.3 PCB散热方式。 

（七）高速电路 （6课时） 

7.1高速信号和高速电路系统。 

7.2 高速电路系统 PCB设计简介。 

7.3 高速电路相关电子学术语。 

7.4 高速电路中常用电子元件特性分析。 

7.5 高速电路的 PCB设计。 

三、课程教材 

《电子封装结构设计》，田文超等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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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作业(20%)、考勤 (10%)、实

验（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韦东来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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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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电子封装

机械结构设计。 

目标 2：掌握电子

封装热设计。 

目标 3：掌握电子封装

电磁设计。 

1.1 封装层次和封装功能。 √   

1.2 封装结构形式。 √   

1.3 封装基板技术。 √   

2.1 机械振动概述。 √   

2.2 振动原理。 √   

3.1 PCB 振动。 √   

3.2 悬挂元件振动。 √   

4.1 导热。  √  

4.2 对流换热。  √  

4.3 热辐射。  √  

5.1 电子芯片封装结构热应力。  √  

5.2 DIP 封装热设计。  √  

5.3 PGA 封装热设计。  √  

5.4 QFP 封装热设计。  √  

5.5 BGA封装热设计。  √  

5.6 叠层芯片 SCSP 封装元件热

应力分析。 
 √  

5.7 3D 封装热设计。  √  

6.1 PCB 上的热源。  √  

6.2 PCB 结构设计。  √  

6.3 PCB 散热方式。  √  

7.1高速信号和高速电路系统。   √ 

7.2 高速电路系统 PCB 设计简

介。 
  √ 

7.3 高速电路相关电子学术语。   √ 

7.4 高速电路中常用电子元件特

性分析。 
  √ 

7.5 高速电路的 PCB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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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封装可靠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8A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Packaging Reliabilit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微连接原理与方法 

后续课程：材料现代分析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封装技术基本原理、封装材料及技术发展 

目标 2：了解封装缺陷和失效，掌握失效分析技术。 

目标 3：掌握微电子封装质量鉴定及保证。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 （4课时） 

1.1封装的概念及功能。 

1.2封装的层次及过程。 

1.3半导体行业国际技术发展蓝图 (ITRS)对封装要求。 

1.4电子元件及组件封装面临的挑战。 

1.5电子元件及组件分类。 

1.6电子元件及组件结构及设计需考虑的因素。 

（二）陶瓷结构 （4课时） 

2.1陶瓷封装的特性。 

2.2陶瓷封装材料。 

2.3厚膜材料与工艺。 

2.4陶瓷芯片载体制造工艺。 

2.5主要结构形式与特点。 

2.6微组装。 

（三）金属封装结构 （4课时） 

3.1金属基板材料。 

3.2绝缘体与被覆基板。 

3.3金属化工艺。 

3.4涂覆工艺。 

3.5多层金属基板。 

（四）塑料封装 （4课时） 

4.1塑料封装的特性。 

4.2模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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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引线框架。 

4.4模塑封装工艺。 

4.5主要封装结构。 

（五）芯片键合与互连 （4课时） 

5.1芯片键合。 

5.2 C4与倒扣。 

5.3 TAB。 

5.4引线键合。 

5.5 BGA。 

5.6 SMT。 

（六）薄膜封装 （4课时） 

6.1电学性能。 

6.2薄膜导体与工艺。 

6.3薄膜聚合物与工艺。 

6.4薄膜集成无源元件。 

6.5通孔与平整化工艺。 

（七）电气性能的封装设计基础 （6课时） 

7.1系统封装电气性能分析。 

7.2信号分配。 

7.3功率分配。 

7.4电磁干扰与噪声抑制。 

7.5 RF封装。 

7.6设计流程。 

7.7辐射与防护。 

（八）实验：电子器件封装过程演示。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高级电子封装》，Richard K. Ulrich 等，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2 版），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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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作业(20%)、考勤 (10%)、实

验（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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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解 封

装 的 基

本概念。 

目标 2：了解

电子元件和

组件的封装

结构。 

目标 3：了解电

子元件和组件

部分封装材料

特性。 

目标 4：掌握电

子封装的工艺

过程和各关键

技术。 

1.1 封装的概念及功能。 √    

1.2 封装的层次及过程。 √   √ 

1.3 半导体行业国际技术发展蓝图 

(ITRS)对封装要求。 
√    

1.4电子元件及组件封装面临的挑战。 √    

1.5 电子元件及组件分类。 √    

1.6 电子元件及组件结构及设计需考

虑的因素。 
√    

2.1 陶瓷封装的特性。   √ √ 
2.2 陶瓷封装材料。   √  
2.3 厚膜材料与工艺。   √  
2.4 陶瓷芯片载体制造工艺。   √  
2.5 主要结构形式与特点。   √  
2.6 微组装。   √  
3.1 金属基板材料。   √ √ 
3.2 绝缘体与被覆基板。   √  
3.3 金属化工艺。   √  
3.4 涂覆工艺。   √  
3.5 多层金属基板。   √  
4.1 塑料封装的特性。   √ √ 
4.2 模塑料。   √  
4.3 引线框架。   √  
4.4 模塑封装工艺。   √  
4.5 主要封装结构。  √   
5.1 芯片键合。  √   
5.2 C4 与倒扣。  √   
5.3 TAB。  √   
5.4 引线键合。  √   
5.5 BGA。  √   
5.6 SMT。  √   
6.1 电学性能。   √  
6.2 薄膜导体与工艺。   √ √ 
6.3 薄膜聚合物与工艺。   √  
6.4 薄膜集成无源元件。   √  
6.5 通孔与平整化工艺。   √  
7.1 系统封装电气性能分析。    √ 
7.2 信号分配。    √ 
7.3 功率分配。    √ 
7.4 电磁干扰与噪声抑制。    √ 
7.5 RF 封装。    √ 
7.6 设计流程。    √ 
7.7 辐射与防护。    √ 
实验：电子器件封装过程演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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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器件与组件结构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104P1 

英文名称：Electronic Device and Component Structure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半导体器件物理 

后续课程：电子封装结构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封装的基本概念。 

目标 2：了解电子元件和组件的封装结构。 

目标 3：了解电子元件和组件部分封装材料特性。 

目标 4：掌握电子封装的工艺过程和各关键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概论（4课时） 

1.1封装的概念及功能。 

1.2封装的层次及过程。 

1.3半导体行业国际技术发展蓝图 (ITRS)对封装要求。 

1.4电子元件及组件封装面临的挑战。 

1.5电子元件及组件分类。 

1.6电子元件及组件结构及设计需考虑的因素。 

（二）陶瓷结构（4课时） 

2.1陶瓷封装的特性。 

2.2陶瓷封装材料。 

2.3厚膜材料与工艺。 

2.4陶瓷芯片载体制造工艺。 

2.5主要结构形式与特点。 

2.6微组装。 

（三）金属封装结构（4课时） 

3.1金属基板材料。 

3.2绝缘体与被覆基板。 

3.3金属化工艺。 

3.4涂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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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多层金属基板。 

（四）塑料封装（4课时） 

4.1塑料封装的特性。 

4.2模塑料。 

4.3引线框架。 

4.4模塑封装工艺。 

4.5主要封装结构。 

（五）芯片键合与互连（4课时） 

5.1芯片键合。 

5.2 C4与倒扣。 

5.3 TAB。 

5.4引线键合。 

5.5 BGA。 

5.6 SMT。 

（六）薄膜封装（4课时） 

6.1电学性能。 

6.2薄膜导体与工艺。 

6.3薄膜聚合物与工艺。 

6.4薄膜集成无源元件。 

6.5通孔与平整化工艺。 

（七）电气性能的封装设计基础（6课时） 

7.1系统封装电气性能分析。 

7.2信号分配。 

7.3功率分配。 

7.4电磁干扰与噪声抑制。 

7.5 RF封装。 

7.6设计流程。 

7.7辐射与防护。 

（八）实验：电子器件封装过程演示。（4课时） 

三、课程教材 

《高级电子封装》，Richard K. Ulrich 等，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2 版），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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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及作业(20%)、考勤 (10%)、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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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1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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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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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解 封

装 的 基

本概念。 

目标 2：了解

电子元件和

组件的封装

结构。 

目标 3：了解电

子元件和组件

部分封装材料

特性。 

目标 4：掌握电

子封装的工艺

过程和各关键

技术。 

1.1 封装的概念及功能。 √    

1.2 封装的层次及过程。 √   √ 

1.3 半导体行业国际技术发展蓝图 

(ITRS)对封装要求。 
√    

1.4电子元件及组件封装面临的挑战。 √    

1.5 电子元件及组件分类。 √    

1.6 电子元件及组件结构及设计需考

虑的因素。 
√    

2.1 陶瓷封装的特性。   √ √ 
2.2 陶瓷封装材料。   √  
2.3 厚膜材料与工艺。   √  
2.4 陶瓷芯片载体制造工艺。   √  
2.5 主要结构形式与特点。   √  
2.6 微组装。   √  
3.1 金属基板材料。   √ √ 
3.2 绝缘体与被覆基板。   √  
3.3 金属化工艺。   √  
3.4 涂覆工艺。   √  
3.5 多层金属基板。   √  
4.1 塑料封装的特性。   √ √ 
4.2 模塑料。   √  
4.3 引线框架。   √  
4.4 模塑封装工艺。   √  
4.5 主要封装结构。  √   
5.1 芯片键合。  √   
5.2 C4 与倒扣。  √   
5.3 TAB。  √   
5.4 引线键合。  √   
5.5 BGA。  √   
5.6 SMT。  √   
6.1 电学性能。   √  
6.2 薄膜导体与工艺。   √ √ 
6.3 薄膜聚合物与工艺。   √  
6.4 薄膜集成无源元件。   √  
6.5 通孔与平整化工艺。   √  
7.1 系统封装电气性能分析。    √ 
7.2 信号分配。    √ 
7.3 功率分配。    √ 
7.4 电磁干扰与噪声抑制。    √ 
7.5 RF 封装。    √ 
7.6 设计流程。    √ 
7.7 辐射与防护。    √ 
实验：电子器件封装过程演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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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器件与封装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9P1 

英文名称：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packag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 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材料力学、微电子概论、电工技

术、电子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电子封装结构设计、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光电子器件的基本原理及工作方式； 

目标 2： 培养学生使用和分析光电子器件的能力； 

目标 3： 掌握典型的光电子器件 LED器件封装技术及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   （2课时） 

1.1 发光二极管的发展历史与主要材料 （1课时） 

1.2 LED发展历史与发光效率的重要指标 （1课时） 

（二）半导体基本概念  （8课时） 

2.1 半导体基本理论：能带、本征半导体、掺杂半导体、费米-狄拉克函数、

能态密度、质量作用定律、简并半导体、直接与非直接半导体、半导体内空穴

和电子浓度的定量计算 （4课时） 

2.2 PN 结理论：PN 结能带图、正向偏压与反向偏压 PN 结的载流子分布与

I-V特性、利用 Shockley方程和模型计算 PN结的正向和反向电流（4课时） 

（三）LED原理              （6课时） 

3.1 LED 原理：发光二极管组建结构、发光二极管载流子损耗机制、电子

阻挡层的影响，半导体的光吸收机制和吸收系数，内量子效应，外量子效应，

萃取效率 （2课时） 

3.2 异质结结构设计原理：载流子损耗机制，电子阻挡层影响，环氧封装

材料对萃取效率的影响 （2课时） 

3.3 计算光逃逸角，射场形，Lambertian 放射图案，利用 I-V 取向判断寄

生电阻的来源 （2课时） 

（四）LED外延技术 （2课时） 

4.1 液相外延法、分子束外延法、氢化物气相外延法，金属有机物气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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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原理和仪器设备 （1课时） 

4.2 蓝光 GaN LED 的 MOCVD生长的原理、方法和技术要点 （1课时） 

（五）LED的结构与设计 （8课时） 

5.1高内量子效率和萃取效率的原理与常用方法 （2课时） 

5.2湿法刻蚀图形化蓝宝石基板技术、覆晶技术、透明基板技术的原理 

 （2课时） 

5.3利用半导体的光反射和吸收机制对 LED的结构进行设计 （4课时） 

（六）色彩学与色度学 （3课时） 

6.1色度图的构成 （1课时） 

6.2基本概念的理解：光通量、光强度、视觉函数、发光功率、发光功效、

色度图、普朗克光源、色温、演色性等基本概念 （2课时） 

（七）白光二极管组成、荧光粉与封装方式、LED应用（分组报告） 

 （3课时） 

7.1 半导体照明应用环节、LED 产业市场现状、荧光粉和封装材料原理和

现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LED 原理与应用（彩色图解版）》，郭浩中、赖芳仪、郭守义，化学工业

出版社，2013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及固体照明，史光国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 年 

[2] 光电器件基础与应用，彭军，科学出版社，2009年 

[3]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候宏录主编，国防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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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组报告（10%）[其中考核评价标

准如表 1 所示]、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20%)。 

表 1. 分组考核评分表 

序号 评分点 评分标准 总分 得分 

1 完整性 
完整反映汽车某系统或总成设计过程，包括设计要

求、参数计算、结构设计过程及校核等 
20  

2 专业性 体现相关知识点解读专业、准确 30  

3 逻辑性 整个设计过程符合工程实际 20  

4 延展性 所展现的内容不局限书本知识，有一定的补充 10  

5 规范性 
PPT 制作规范，包括字体大小、颜色背景、公式、

图片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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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讲台表现 声音洪亮、表述清晰、肢体动作协调、表现自信 10  

合计 10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发光二极管的

原理、发光二极管外延技术、发光二极管的结构与设计、白光二极管组成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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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子器件

的基本原理

及工作方式； 

目标 2： 培养

学生使用和分

析光电子器件

的能力； 

目标 3： 掌握

典型的光电子

器件 LED器件

封装技术及设

计。 

1.1 发光二极管的发展历史与主要材料 √  √ 

1.2 LED发展历史与发光效率的重要指标 √  √ 

2.1 半导体基本理论 √  √ 

2.2PN 节理论 √  √ 

3.1 LED原理 √  √ 

3.2 异质结结构设计原理 √  √ 

3.3 计算光逃逸角，射场形，Lambertian放射图

案，利用 I-V取向判断寄生电阻的来源 
√  √ 

4.1 液相外延法、分子束外延法、氢化物气相外

延法，金属有机物气相沉积的原理和仪器设备 
√  √ 

4.2 蓝光 GaN LED 的 MOCVD生长的原理、方法和

技术要点 
√  √ 

5.1 高内量子效率和萃取效率的原理与常用方法  √ √ 

5.2 湿法刻蚀图形化蓝宝石基板技术、覆晶技术、

透明基板技术的原理 
 √ √ 

5.3 利用半导体的光反射和吸收机制对 LED的结

构进行设计 
 √ √ 

6.1 色度图的构成  √ √ 

6.2 基本概念的理解：光通量、光强度、视觉函

数、发光功率、发光功效、色度图、普朗克光源、

色温、演色性等基本概念 

 √ √ 

7.1 半导体照明应用环节、LED产业市场现状、

荧光粉和封装材料原理和现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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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制造原理与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5P1 

英文名称：The Principle and Engineering of Microelectronic Fabr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焊接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微电子制造科学与工程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硅的晶体结构、性能和缺陷，硅的晶体生长方法；圆晶制备

方法；熟悉微电子制造步骤，硅晶生长设备；了解其它单晶。 

目标 2：掌握费克第一和第二扩散定律及其分析解、扩散原子模型；熟悉

常见杂质扩散系数；掌握热氧化模型及 SiO2热氧化过程及设备；掌握离子注入

原理及工艺过程；熟悉快速热处理工艺；了解扩散机制、热塑性应力。 

目标 3：掌握光刻原理和工艺过程；熟悉光刻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曝光光

源和三种常用光刻机原理；掌握湿法刻蚀和干法刻蚀的工艺过程；了解等离子

体及真空工艺。 

目标 4：掌握物理和化学气相淀积原理和工艺；熟悉外延生长工艺，了解

介质等离子体增强淀积、分子束外延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微电子制造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  微电子制造步骤；微电子制造中的单项工艺与工艺技术；微电子制造

工艺举例。 （2课时） 

2.1 相图、结晶学和晶体结构、硅的晶体结构和性能。 （2课时） 

2.2 硅的晶体缺陷、硅的晶体生长和设备；直拉法生长单晶硅的三个阶段、工

艺过程；光圈变化规律、掺杂浓度及影响；区熔法单晶生长；其它单晶。 （2课时） 

2.3 圆片的制备的 SOI、应变硅技术、体效应；圆晶规格。 （2课时） 

（二）热处理与离子注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2.1 扩散工艺在微电子制造中的用途；扩散的原子模型、扩散系数 D 的物

理机制、扩散模式、Fair空位扩散模型、填隙扩散机制。 （2课时） 

2.2 费克第一和第二扩散定律；费克定律的分析解，预淀积扩散和推进扩

散；扩散浓度与深度的关系；结深的计算。 （2课时） 

2.3常见杂志的扩散系数，GaAs中 Zn、Si的扩散；杂质分布分析，薄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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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杂质浓度的关系。 （2课时） 

2.4 氧化膜的作用、热氧化模型与基本方程；线性和抛物线速率的系数、

抛物线速率常数、线性速率常数；SiO2短程有序的结构、特性、氧化层厚度的

测定；替代的栅绝缘层、氧化设备。 （4课时） 

2.5 离子注入工艺过程；离子注入机原理，离子源、质量分析、离子加速

过程；库仑散射原理，入射离子与电子、晶格离子的相互作用；投影射程和标

准偏差计算；沟道效应及措施；注入损伤。 （4课时） 

2.6 快速热处理中的灰本辐射，热交换和光吸收；快速热处理反应腔设计；

热塑应力；杂质的快速热激活；介质的快速热加工。 （2课时） 

（三）图形转移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 光学光刻原理和工艺过程；衍射，调制传输函数和光学曝光；光刻机

的主要性能指标、曝光光源和三种常用光刻机原理；正性和负性光刻；典型的

光刻工艺流程。 （2课时） 

3.2 真空基础知识、直流等离体子体的组成、射频放电等离子体；湿法刻

蚀和干法刻蚀工艺过程。 （2课时） 

（四）薄膜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物理气相淀积工艺，蒸发工艺的淀积速率，常用蒸发系统，蒸发工艺的限

制因素；溅射原理，溅射产额，溅射薄膜形貌与台阶覆盖，常用溅射工艺。（2课时） 

4.2 化学气相淀积工艺原理，淀积速率与温度的关系，技术分类；外延工艺分类，

气相外延生长的热动力学，外延层的掺杂与缺陷，硅的气相外延工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微电子制造科学原理与工程技术》（第 2 版），[美] Stephen A. Campbell

著，曾莹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微电子材料与器件制备技术》，王秀峰、伍媛婷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05 

2. 《芯片制造-半导体工艺制程实用教程》（第 6 版），[美] Peter Van Zant 著，

韩郑生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1 

3. 《半导体制造技术导论》（第 2 版），[美]Hong Xiao 著，杨银堂、段宝兴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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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10%)。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BF%88%E5%85%8B%E5%B0%94%C2%B7%E5%A4%B8%E5%85%8B+%28Michael+Quirk%29&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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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单晶硅的

结构及生长工艺、圆晶的制备与规格、扩散原理及费克、热氧化模型及氧化过

程、离子注入原理及工艺、光刻和刻蚀原理及工艺、物理化学气相淀积原理及

工艺、外延工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午丽娟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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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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硅的晶

体结构、性能和缺

陷，硅的晶体生长

方法；圆晶制备方

法；熟悉微电子制

造步骤，硅晶生长

设备；了解其它单

晶 

目标 2：掌握费克

扩散定律及其模

型；熟悉常见杂质

扩散系数；掌握热

氧化模型及 SiO2

热氧化过程及设

备；掌握离子注入

原理及工艺过程；

熟悉快速热处理

工艺；了解扩散机

制、热塑性应力 

目标 3：掌握光刻

原 理 和 工 艺 过

程；熟悉光刻机

的 主 要 性 能 指

标、曝光光源和

三种常用光刻机

原理；掌握湿法

刻蚀和干法刻蚀

的工艺过程；了

解等离子体及真

空工艺 

目标 4:掌握物理

和化学气相淀积

原理和工艺；熟悉

外延生长工艺，了

解介质等离子体

增强淀积、分子束

外延技术 

1.1 微电子制造引论 √    

1.2 相图和结晶学 √    

1.3 晶体缺陷和单晶生长 √    

1.4 圆片的制备和规格 √    

2.1 扩散机理 √ √   

2.2费克扩散定律 √ √   

2.3 常见杂质的扩散系数 √ √   

2.4 热氧化 √ √   

2.5 离子注入 √ √   

2.6 快速热处理 √ √   

3.1光学光刻 √  √  

3.2真空科学和等离子体 √  √  

4.1物理淀积 蒸发和溅射 √   √ 

4.2化学气相淀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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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连接原理与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103096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method of Material Microjoin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焊接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普通化学；材料科学基础；微电子制造科学与工程概论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微连接的定义、特点，芯片与芯片、芯片与载体、器件之间

等不同类型的微互联及其相应的连接技术；熟悉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印制

电路板的特点及连接特性。 

目标 2：掌握固相键合基本原理、固相扩散键合理论；掌握丝线键合、球

键合、楔形键合的基本原理，工艺特点；掌握软钎焊基本原理和冶金反应；掌

握金属表面氧化膜的形成机理。了解丝线键合技术的发展 

目标 3：掌握通孔插装技术；浸焊、托焊和波峰焊的工艺过程；掌握表面

组装的工艺及钎焊；掌握再流焊工艺；掌握手工焊接技术。了解烙铁钎焊、烙

铁钎焊工艺；精密电阻焊、精密压焊和粘接等其它连接方式。 

目标 4：掌握钎料合金；锡铅合金相图、熔化凝固特性。掌握钎剂的特性

及作用机理；熟悉钎剂的工艺性能，了解清洗剂和贴装胶。掌握锡钎料工艺；

熟悉钎料工艺性能与焊缝力学性能的试验测试。 

目标 5：掌握复合 Ag纳米颗粒的结构、特性、键合机理和强度、断口形貌；

掌握键合条件对 Cu-Cu 接头焊接性的影响，熟悉接头微观组织与断口形貌。了

解纳米连接、纳米薄膜连接技术方法 

目标 6：掌握圆片键合的机制、工艺；掌握热效应、蛇形扩散理论与焊接

过程模型，了解塑料微连接工艺；熟悉典型陶瓷材料特点；掌握陶瓷表面金属

化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微连接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 微连接的定义、特点；芯片与芯片、芯片与载体、器件之间等不同类

型的微互联及其相应的连接技术。 （1课时） 

1.2 微连接的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印制电路板的特点及连接特性；微

连接技术的发展。 （1课时） 

（二）微连接原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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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微连接原理的物理本质；固相键合原理、固相扩散键合、丝线键合技

术的基本原理、丝线键合的工艺参数、丝线键合技术的发展趋势。 （4课时） 

2.2电子软钎焊连接定义、原理、基本冶金反应、特点及应用。 （2课时） 

2.3金属表面氧化膜的形成；反应物质在氧化膜里的扩散模型何传输途径；

铜、锡、铅及合金固态金属表面的氧化机理；液态钎料的氧化。 （2课时） 

2.4 金属氧化膜的机械和化学去除法；固体母材表面张力及影响因素；润

湿与表面张力的关系、润湿条件及润湿性判断；毛细现象与填缝能力；改善润

湿性和填缝能力的方法。 （2课时） 

2.5 母材在液态钎料中的溶解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丝线键合技术的发展趋

势。 （2课时） 

（三）微连接方法及工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通孔插装技术的定义及其工艺过程；浸焊、托焊和波峰焊的定义和工

艺。 （2课时） 

3.2表面组装的概念、工艺过程及钎焊方法。 （2课时） 

3.3 贴-插混合组装的定义、贴插混装的通孔再流焊。 （2课时） 

3.4 手工焊接技术、烙铁钎焊与工具的选择、烙铁钎焊工艺；精密电阻焊、

精密压焊和粘接等其它连接方式。 （2课时） 

（四）微连接材料及性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钎料金属的物理化学性质；常用电子钎料合金；锡钎料的分类及制备。

 （2课时） 

4.2 含铅钎料中锡铅的作用；锡铅合金相图；锡铅合金熔化凝固特性；锡

铅合金液态、物理及力学性能；无铅钎料的合金系、选择和应用。 （2课时） 

4.3 钎剂的特性及作用机理；钎剂的化学组成、分类、选择和使用；钎剂

的工艺性能、理化指标及常用的钎剂材料。 （2课时） 

4.4 清洗剂的作用机理、组成和性能；贴装胶的组成、分类及性能要求；

阻焊剂、插件胶、导电胶等辅助材料。 （2课时） 

4.5 锡钎料在钎焊过程中的行为、工艺性能及影响因素；钎料工艺性能测

定的试验方法；钎料与焊缝力学性能的试验方法。 （4课时） 

（五）纳米连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纳米连接方法。 （2课时） 

5.2纳米颗粒连接的结构、热特性、键合机理等工艺；纳米薄膜连接。（2课时） 

（六）不同材料的微连接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直接、阳极和中间层圆片键合方式机制及工艺过程。 （2课时） 

6.2 塑料热效应、键合接头蛇形扩散理论和聚合物焊接过程模型；塑料键

合工艺方法。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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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陶瓷与金属冶金部的相容性、力学性能的不匹配；陶瓷金属的钎焊、

真空扩散焊的工艺过程及特点。 （2课时） 

三、课程实验 

序号 实验项目 学时 性质 类型 每组生数 基本要求 

1 

手工电烙铁钎

焊 PCB 板接头

及金相分析 

4 必做 综合 6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必须掌

握实验原理，明确实验要

求，试验方法和步骤，熟悉

实验设备和仪器的性能和

使用方法，清楚对试件的要

求和准备。 

2 
软钎料润湿性

试验 
4 必做 综合 6 

要求学生在实验前必须掌

握实验原理，明确实验要

求，试验方法和步骤，熟悉

实验设备和仪器的性能和

使用方法，清楚对试件的要

求和准备。 

四、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子微连接技术与材料》，杜长华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微连接与纳米连接》，[美] 周运鸿编著，田艳红等译，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01 

2. 《材料连接原理》，陈铮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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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业

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不同类型的微

互联及其相应的连接技术、微连接原理、微连接方法及工艺过程、微连接材料

的性能及连接特性、纳米连接键合机理、热特性、不同材料微连接工艺等。 

六、附件 

 

制定人： 午丽娟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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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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微连接

的定义、特

点，芯片与

芯片、芯片

与载体、器

件之间等

不同类型

的微互联

及其相应

的连接技

术；熟悉电

子元器件、

集成电路、

印制电路

板的特点

及连接特

性 

目标 2：掌

握固相键合

基本原理、

固相扩散键

合理论；掌

握 丝 线 键

合、球键合、

楔形键合的

基本原理，

工艺特点；

掌握软钎焊

基本原理和

冶金反应；

掌握金属表

面氧化膜的

形成机理。

了解丝线键

合技术的发

展 

目标 3：掌

握 通 孔 插

装技术；浸

焊、托焊和

波 峰 焊 的

工艺过程；

掌 握 表 面

组 装 的 工

艺及钎焊；

掌 握 再 流

焊工艺；掌

握 手 工 焊

接技术。了

解 烙 铁 钎

焊、烙铁钎

焊工艺；精

密电阻焊、

精 密 压 焊

和 粘 接 等

其 它 连 接

方式 

目标 4:掌

握钎料合

金；锡铅合

金相图、熔

化凝固特

性。掌握钎

剂的特性

及作用机

理；熟悉钎

剂的工艺

性能，了解

清洗剂和

贴装胶。掌

握锡钎料

工艺；熟悉

钎料工艺

性能与焊

缝力学性

能的试验

测试 

目标 5：掌

握复合 Ag

纳米颗粒

的结构、特

性、键合机

理和强度、

断口形貌；

掌握键合

条 件 对

Cu-Cu接头

焊接性的

影响，熟悉

接头微观

组织与断

口形貌。了

解纳米连

接、纳米薄

膜连接技

术方法 

目标 6：掌

握圆片键

合的机制、

工艺；掌握

热效应、蛇

形扩散理

论与焊接

过程模型，

了解塑料

微连接工

艺；熟悉典

型陶瓷材

料特点；掌

握陶瓷表

面金属化

方法 

1.1 微连接技术 √      

1.2 微连接的主

要对象 
√     

 

2.1 微连接的物

理本质 
√ √    

 

2.2 电子软钎焊

及其特点 
√ √    

 

2.3 金属表面的

氧化 
√ √    

 

2.4 金属氧化膜

的去除 
√ √    

 

2.5 液态钎料与

母材的相互溶解

和扩散 

√ √    

 

3.1 通孔插装技

术 
√  √   

 

3.2 表面组装技

术 
√  √   

 

3.3 贴 -插混合

组装技术 
√  √   

 

3.4 手工焊接技

术 
√  √   

 

4.1 钎料金属的

物理化学性质 
√   √  

 

4.2 锡铅料制品

及制备工艺 
√   √  

 

4.3 钎剂及其它 √   √   



329 

 

辅助材料 

4.4 清洗剂 √   √   

4.5 微连接用钎

料的工艺性能 
√   √  

 

5.1 纳米连接方

法 
√    √ 

 

5.2 纳米连接特

性 
√    √ 

 

6.1 圆片键合工

艺 
√     

√ 

6.2 塑料键合工

艺 
√     

√ 

6.3 陶瓷键合工

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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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封装工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1P1         英文名称：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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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 

后续课程：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目标：要求学生基本掌握电子封装技术的基础知识，掌握基本

的微电子封装材料、工艺处理技术。 

本课程要求学生： 

目标 1：了解封装技术发展的驱动力和封装技术的发展简史，熟悉有机 PCB，

陶瓷基片的工艺过程以及贴片和电子装配技术； 

目标 2：掌握电子封装中电气考虑、建模和仿真、热设计、机械设计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 

目标 3：了解封装的可靠性设计和封装材料特性的分析技术； 

目标 4：掌握光电、电力电子、微波器件、传感器的封装工艺，以及当前

多芯片和三维封装技术。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微电子封装的导言和概览 （2 学时） 

（1）概述； 

（2）电子封装功能； 

（3）封装等级结构； 

（4）微电子封装技术简史； 

（5）封装技术的驱动力。 

要求重点掌握：晶片贴装、第一等级互连、封装盖和引脚密封、第二等级

互连以及封装技术的驱动力。 

（1）了解电子封装技术的功能；  

（2）掌握封装等级结构的概念；  

（3）了解电子封装技术的发展简史；  

（4）了解封装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驱动力。 

微电子封装材料 （4 学时）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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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封装材料性质； 

封装中的陶瓷材料； 

封装中的聚合物材料； 

封装中的金属材料； 

高密度互连基片中使用的材料。 

要求重点掌握：力学性能、湿气渗透、界面的粘滞性、电气性能、热性质、

化学性质以及封装中的聚合物材料特性。 

（1）了解影响封装性能的材料特性，包括力学性能、湿气渗透、界面的粘

滞性、电气性能、热性质、化学性质等； 

（2）了解封装中常用的陶瓷材料，如氧化铝、氧化铍的基本性能和用途； 

（3）了解封装中常用的聚合物材料的主要分类和基本性能； 

（4）了解封装中常用的金属材料的基本性能和用途；  

（5）了解高密度互连中经常使用的材料。 

（三） 处理技术 （2 学时） 

（1）概述； 

（2）薄膜沉淀； 

（3）模式化； 

（4）金属间的连接。 

要求重点掌握：光平板印刷、蚀刻、固态焊接、熔焊和铜焊。 

（1）了解薄膜沉积的的工艺技术和用途；  

（2）了解平板印刷和蚀刻的工艺技术和用途；  

（3）掌握金属互连的原理和几种典型工艺方法。 

（四）电子封装的装配工艺 （6 学时） 

（1）概述； 

（2）设施； 

（3）元件的处理； 

（4）表面贴装技术装配； 

（5）晶圆准备； 

（6）晶粒贴附； 

（7）线焊； 

（8）倒装芯片； 

（9）封装/密封/包装； 

（10）封装级别处理； 

（11）艺术级技术。 

要求重点掌握：封装中装配对于温、湿度和静电防护的要求；芯片焊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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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和工艺；倒装芯片和倒装焊。 

（1）掌握电子封装中装配对于温、湿度和静电防护的要求；  

（2）了解表面贴装技术的概念；  

（3）了解晶圆准备的过程；  

（4）了解芯片焊接的种类和它们的工艺过程；  

（5）了解到装芯片和到装焊的概念；  

（6）了解芯片密封技术。 

（五）设计考虑 （2 学时） 

概述； 

封装和电子系统； 

封装功能间的折中； 

折中设计例子； 

产品开发周期； 

设计概念； 

PCB/MCM 设计过程。 

要求重点掌握：折中设计；产品开发周期以及设计概念。 

（1）了解封装设计的全过程；  

（2）掌握折中设计和产品开发周期的概念主要损耗机制。 

（六）射频和微波封装 （4 学时） 

概述与背景； 

传输线； 

高频电路的实现； 

集总元件； 

分布式元件； 

仿真和电路布局； 

测量和测试； 

频域测量； 

时域测量； 

设计例子。 

要求重点掌握：传输线模型、系统级传输线、平面传输线、高频电路的实

现、分布式和集总式元件的设计方法。 

（1）掌握传输线的模型和设计方法；  

（2）了解分布式和集总式元件的设计方法；  

（3）了解射频和微波封装的测试方法；  

（4）了解激光器的典型材料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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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力电子器件封装 （4 学时） 

（1）概述； 

（2）电力半导体器件技术； 

（3）商用功率封装； 

（4）功率封装设计方法。 

要求重点掌握：几种常见半导体器件技术、分立功率器件封装、多芯片功

率模块和一体化集成方案、功率封装设计方法。 

（1）掌握电力电子器件的主要封装考虑；  

（2）掌握几种主要封装的原理和方法；  

（3）了解功率封装的主要设计方法；  

（4）了解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的概念。  

（八）多芯片和三维封装 （4 学时） 

（1）概述； 

（2）封装层次和分类； 

（3）3D 系统； 

（4）多芯片封装的选择； 

（5）密度缩放的趋势。 

要求重点掌握：封装层次和分类、3D 系统、多芯片封装的选择。 

（1）了解封装层次和分类的概念；  

（2）了解三维封装的概念和 MCM 堆叠方法； 

（3）了解折叠方法本特征。 

（九）MEMS 和 MOEMS 的封装 （4 学时） 

（1）概述； 

（2）背景； 

（3）MEMS 集成的挑战； 

（4）数字微镜器件的封装方法； 

（5）封装技术的未来挑战。 

要求重点掌握：MEMS499、MEMS 集成的挑战、数字微镜器件的封装方法。 

（1）了解 MEMS 和 MOEMS 的封装的主要挑战；  

（2）以数字微镜器件为例，了解 MEMS 和 MOEMS 的封装的设计方法。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高级电子封装》（第 2 版），R. K. Urich, W. D. Brown 著，李虹、张辉、郭

志川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5。（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共 18 章，限于学

时，本书的第 4、5、6、7、8、9 章和 16、17、18 章可不讲授，留学生课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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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参阅，不作具体要求。） 

（二）参考教材 

1.《电子封装工程》, 田民波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电子封装工艺与装备技术基础教程》，高宏伟，张大兴，何西平，付小

宁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0。 

3.《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原著第 3 版），Herper, C. A 编著，中国电子学

会电子封装专委会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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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包括：考勤作业(20%)，平时测验(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晶片贴装、第

一等级互连、封装盖和引脚密封、第二等级互连；封装中的聚合物材料特性；

光平板印刷、蚀刻、固态焊接、熔焊和铜焊工艺；倒装芯片和倒装焊；传输线

模型、系统级传输线、平面传输线、高频电路的实现、分布式和集总式元件的

设计方法；常见半导体器件封装、多芯片功率模块和一体化集成方案；封装层

次和分类、3D 系统、多芯片封装的选择；MEMS499、MEMS 集成的挑战、数字

微镜器件的封装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徐连仪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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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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封装技术

发展的驱动力和封装

技术的发展简史，熟

悉有机 PCB，陶瓷基片

的工艺过程以及贴片

和电子装配技术； 

目标 2：掌握电

子封装中电气

考虑、建模和

仿真、热设计、

机械设计的基

本 原 理 和 方

法；  

目标 3：了

解封装的

可靠性设

计和封装

材料特性

的分析技

术 

目标 4:掌握光

电、电力电子、

微波器件、传

感器的封装工

艺，以及当前

多芯片和三维

封装技术 

（一）微电子封装的导言

和概览： 

电子封装功能； 

封装等级结构； 

微电子封装技术简史； 

封装技术的驱动力。 

√    

（二） 微电子封装材

料： 

封装材料性质； 

封装中的陶瓷材料，聚合

物材料，金属材料； 

高密度互连基片中使用的

材料 

√    

（三） 处理技术： 

薄膜沉淀；模式化； 

金属间的连接 

√    

（四）电子封装的装配工

艺： 

元件的处理；表面贴装技

术装配；晶圆准备；晶粒

贴附；线焊；倒装芯片；

封装/密封/包装；封装级

别处理；艺术级技术。 

 √   

（五）设计考虑 

封装和电子系统； 

封装功能间的折中； 

产品开发周期； 

设计概念； 

PCB/MCM 设计过程 

  √  

（六）射频和微波封装 

传输线； 

高频电路的实现； 

集总元件； 

分布式元件； 

仿真和电路布局； 

测量和测试； 

频域测量； 

时域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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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力电子器件封装： 

电力半导体器件技术； 

商用功率封装； 

功率封装设计方法。 

   √ 

（八）多芯片和三维封装： 

封装层次和分类； 

3D系统； 

多芯片封装的选择； 

密度缩放的趋势。 

   √ 

（九）MEMS 和 MOEMS 的封

装： 

MEMS 集成的挑战； 

数字微镜器件的封装方

法； 

封装技术的未来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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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22S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3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电子封装材料与工艺 

后续课程：电子封装结构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生产实践中典型集成电路的基本结构和主要零件。了解实际

生产中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与测试的要点、难点。 

目标 2：了解当前集成电路制造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了解现

代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测试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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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就业岗位的感性认识。 

目标 3：了解实习单位纪律，严格遵守实习安全规定。 

目标 4：了解并熟悉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测试的全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安全教育、参观、讲课 （1天） 

（二）集成电路研发设计部门 （2天） 

（三）集成电路应用工程部门 （3天） 

（四）集成电路测试部门 （2天） 

（五）集成电路企业运营部门 （1天） 

（六）实习小结 （1天） 

三、课程教材 

主要参考书：实习大纲及相关资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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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抽

查）给出学生实习成绩，其中，实习纪律和实习态度占 20%，实习笔记和实习

小结占 80%。 

五、附件 

 

制定人：  齐小犇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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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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生产实践中典

型集成电路的

基本结构和主

要零件。了解

实际生产中集

成电路设计、

制造与测试的

要点、难点。 

目标 2：了解当前集成电路

制造企业的新技术、新工

艺和新材料，了解现代集

成电路设计制造测试企业

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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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

就业岗位的感性认识。 

目标 3：

了解实

习单位

纪律，

严格遵

守实习

安全规

定。 

目标 4：

了解并熟

悉集成电

路设计、

制造、测

试的全流

程。 

（一）安全教育、参观、讲课 √ √ √ √ 

（二）集成电路研发设计部门 √   √ 

（三）集成电路应用工程部门 √   √ 

（四）集成电路测试部门 √   √ 

（五）集成电路企业运营部门  √ √  

（六）实习小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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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制造技术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2P1 英文名称：Thin Film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微电子制造原理与工程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微电子封装技术的应用技能，了解电子封装工艺的基本过程

和要求； 

目标 2：掌握电子封装设备、原理、工艺，了解封装结构、封装材料、封

装可靠性及行业评价标准； 

目标 3：培养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独立完成科学实验和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4：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动手能力、思维创新能力以及

严谨的工作态度。  

二、课程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实验项目一：微细材料力学性能试验 （4 课时） 

1.1 测定微焊点结果在高低剪切速度（0.0001-0.0008m/s,0.01-1.0m/s）范围

内的最大剪切力； 

1.2 观察剪切过程中各种现象（剪切曲线的屈服、流变、颈缩、断裂、剥离

现象）和断口特征，断裂模式（焊料断裂、焊盘剥离、界面断裂等），并记录剪

切位移图； 

1.3 比较不同速率范围内焊点的剪切性能指标，断口形貌、断裂模式 

1.4 真空的测量。 

教学要求：通过实验，掌握微焊点结构再不同应变速率下的剪切行为变化

趋势，理解速率对于焊点的影响，比较微小焊点结构的剪切性能与块体焊材剪

切行为的异同。 

（二）实验项目二：钎料的润湿平衡试验 （4 课时） 

2.1 测定无铅焊料合金与锡铅共晶合金的润湿时间与最大润湿力； 

2.2 观察无铅焊料合金与锡铅焊料合金在润湿过程中的宏观现象； 

2.3 记录无铅焊料合金与锡铅焊料合金的润湿曲线； 

教学要求：通过润湿实验，掌握无铅焊料和锡铅焊料合金的润湿性能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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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润湿指标代表的含义、测试、分析方法，掌握润湿天平的操作方法。 

（三）实验项目三：LED 芯片粗丝键合工艺试验 （4 课时） 

3.1 学习铝丝超声键合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3.2 调节焊接工艺参数：超声波功率、压力、时间观察其对键合焊点成型的

影响； 

3.3 用砂纸打磨 LED 芯片焊盘表面改变粗糙度，观察粗糙度对键合焊点成

型的影响。 

3.4 了解焊接后评价键合焊点的推力、线拉力、焊点形状实验。 

 教学要求：通过铝丝键合实验，掌握粗丝键合机的原理和焊接方法，掌

握主要焊接工艺参数对焊点成型的影响。 

（四）实验项目四：真空共晶焊试验 （4 课时） 

4.1 认识真空回流焊机各部件的名称和作用，了解回流焊四温区的设置依

据、作用； 

4.2 通过工艺调整掌握各参数对焊接的影响：预热区升温斜率；匀热区温度、

时间；焊接区峰值温度；冷却区降温斜率； 

4.3 观察真空共晶焊接过程中焊球与焊盘的相对位置。 

教学要求：通过态势真空共晶焊接过程，掌握共晶焊设备的功能与作用，

掌握回流曲线的设置，并根据焊后情况反馈调整回流工艺参数。 

（五）实验项目五：倒装芯片 Solder bumping 试验 （4 课时） 

5.1 采用丝网印刷形成凸点的方式制作芯片凸点； 

5.2 以回流方式实现芯片与基板的键合； 

5.3 理解焊膏指标、丝网印刷过程各参数的具体含义。 

 教学要求：通过回流方式实现倒扣芯片键合实验，了解倒扣芯片键合整

个工艺过程掌握键合过程中主要工艺参数，更加深刻的理解回流、丝网印刷、

倒扣芯片键合的含义。 

（六）实验项目六：SMT 工艺流程试验 （4 课时） 

6.1 熟悉 SMT 工艺流程中印刷、贴片机回流焊接的作用与操作流程； 

6.2 回流焊设备的工艺窗口调整，掌握回流焊曲线的设备及对焊接性能的影

响； 

6.3 了解焊前的准备工作，焊后的检测工作。 

教学要求：通过 SMT 工艺流程试验，掌握印刷、贴片及回流焊机的基本工

作原理，熟悉工艺具体含义。 

（七）实验项目七：封装可靠性综合实验 （4 课时） 

7.1 掌握热循环、热冲击、振动、电迁移等常见可靠性问题的试验方法及失

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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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熟悉可靠性实验的测试流程及相关设备的使用； 

7.3 观察不同可靠性试验后封装结构失效位置、特点、模式。 

教学要求：通过封装可靠性综合实验，理解各可靠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失效模式。 

（八）实验项目八：等离子清洗试验 （4 课时） 

8.1 将回流后带有助焊剂残留的焊点、带氧化层的铜片、带硅油的铜片三种

试样进行等离子清洗； 

8.2 观察三种试验的清洗效果，了解等离子清洗对于有机物残留、金属氧化

层、油脂的清洗机理； 

8.3 掌握等离子清洗的原理，熟悉主要工艺参数：处理时间、功率、压力。 

教学要求：通过等离子清洗实验，理解等离子清洗对不同污染的清洗能力，

熟悉等离子清洗的工艺参数设定，掌握工作原理。 

（九）实验项目九：环氧/共晶贴片实验 （4 课时） 

9.1 了解贴片机在封装线上的位置与作用； 

9.2 掌握环氧贴片与共晶贴片适应的工艺范围； 

9.3 观察并理解由于贴片不当而引起的封装缺陷。 

教学要求：通过环氧/共晶贴片机的学习，了解贴片机在整个封装体系中的

具体应用，掌握贴片机不同部件的作用与工作模式，熟悉贴片工艺过程、工艺

参数。 

（十）实验项目十：电阻平行封焊试验 （4 课时） 

10.1 熟悉平行封焊可以实现的封装形式，掌握平行封焊原理； 

10.2 了解平行封焊工艺过程：预操作，焊接操作，捡漏三个环节； 

10.3 调整焊接工艺参数：焊接电流（电压、功率）、焊接速度、焊接压力，

掌握各焊接参数对封装的影响。 

教学要求：通过电阻平行封焊实验，了解封焊工艺过程，掌握封焊工艺要

素，理解封焊原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推荐教材 

自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包括：实验预习情况与出勤情况（学生须预习实验

内容，了解实验内容，经指导教师抽查合格后方可做实验，然后按预约时间到

实验室，不得迟到早退；实验开始前学生要进行签到，结果后对实验结果进行

审核，学生按要求完成实验报告）  

2 实验成绩占比 80%。实验成绩采用五级分制，由实验预习成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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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现成绩（20%）、实验报告成绩（20%）和实验操作考核（20%）组成。（实

验预习成绩主要通过提问体现，实验表现成绩主要考核操作情况、院士数据记

录及处理一般性问题的能力；实验报告成绩主要考核实验报告完整性、书写认

真程度及数据处理准确程度。）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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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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微

电子封装技术

的应用技能，了

解电子封装工

艺的基本过程

和要求； 

目标 2：掌握电

子封装设备、原

理、工艺，了解

封装结构、封装

材料、封装可靠

性及行业评价

标准； 

目标 3：培养利

用所学理论知

识和实验技术

独立完成科学

实验和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 

目标 4：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动手

能力、思维创新

能力以及严谨

的工作态度。 

实验项目一：微细材料力

学性能试验 
√ √ √ √ 

实验项目二：钎料的润湿

平衡试验 
√ √ √ √ 

实验项目三：LED芯片粗丝

键合工艺试验 
√ √ √ √ 

实验项目四：真空共晶焊

试验 
√ √ √ √ 

实验项目五：倒装芯片

Solder bumping试验 
√ √ √ √ 

实验项目六：SMT工艺流程

试验 
√ √ √ √ 

实验项目七：封装可靠性

综合实验 
√ √ √ √ 

实验项目八：等离子清洗

试验 
√ √ √ √ 

实验项目九：环氧/共晶贴

片实验 
√ √ √ √ 

实验项目十：电阻平行封

焊试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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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微电路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103P1 英文名称：Hybrid microcircui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4课时实验）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后续课程：电子器件与组件结构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原理与技术 

目标 2：掌握厚薄膜混合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原理与技术 

目标 3：掌握散装小型元器件的微型电路制造工艺原理与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微电子材料分类与工艺分类 （1 课时） 

1.2 混合电路的定义与特性 （1 课时） 

（二）基片 （3 课时） 

2.1 基片功能与表面特性：氧化铝基片、氧化铍基片、氮化铝基片（2 课时） 

2.2 陶瓷基片的制造与上釉的金属基片 （1 课时） 

（三）薄膜工艺 （6 课时） 

3.1 沉淀工艺：蒸发淀积、直流溅射、射频溅射、反应溅射、蒸发和溅射工

艺的比较（2 课时） 

3.2 薄膜电阻器工艺：镍铬工艺、氮化钽工艺 （2 课时） 

3.3 光刻材料和工艺：负性光刻胶、正性光刻胶的化学反应与工艺 （1 课时） 

3.4 腐蚀材料和工艺：金膜的化学腐蚀、镍和镍铬膜的化学刻蚀、干法刻蚀 

 （1 课时） 

（四）厚膜工艺 （5 课时） 

4.1 制造工艺：丝网印刷、干燥、烧成、多层厚膜工艺、多层共烧陶瓷带工

艺、高温共烧与低温共烧 （2 课时） 

4.2 浆料类型与工艺：导体浆料、电阻浆料、介质浆料、厚膜电容器（1 课时） 

4.3 非贵金属厚膜：铜厚膜工艺、铜厚膜导体的性能、氮气烧成介质的工艺、

氮气烧成电阻器的工艺 （1 课时） 

4.4 聚合物厚膜：PTF 导体、PTF 电阻器、PTF 介质 （1 课时） 

（五）电阻器的调整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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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激光调阻与喷砂调阻 （2 课时） 

5.2 电阻器的探针测量技术：探针卡、两探针、四探针、数字电压表 （1 课时） 

5.3 电阻微调的类型：直线切割、双线切割、L 形切割、扫描切割、蛇形切

割、数字切割 （1 课时） 

（六）部件选择 （3 课时理论+2 课时实验） 

6.1 封装：封装类型、功率封装、环氧密封封装、塑料封装、球棚阵列封装 

 （2 课时） 

6.2 有源器件与无源元件 （1 课时） 

6.3 封装试验 （2 课时） 

（七）组装工艺 （3 课时理论+2 课时实验） 

7.1 芯片和基片的贴装：粘结剂贴装、冶金贴装、银-玻璃粘结剂 （1 课时） 

7.2 互连与清洗：自动焊接、倒装芯片互连、溶剂与清洗工艺 （1 课时） 

7.3 涂覆、真空焙烧与密封：巴利宁涂覆、可用溶剂溶解的涂覆、真空焙烤、

密封 （1 课时） 

7.4 非破坏性筛选实验与破坏性筛选实验 （2 课时） 

（八）操作和净化间 （2 课时） 

8.1 混合电路和元件的操作：工具洁净度、储存、净化间 （1 课时） 

8.2 静电放电：器件的静电敏感性、静电损坏及防护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混合微电路技术手册——材料、工艺、工艺、设计、试验和生产（第 2

版）》，James J. Licari, Leonard R. Enlow 著，朱瑞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微电子制造科学原理与工程技术》，Stephen A. Campbell，电子工业出

版社，2003 

2. 《微电子器件工艺》，李乃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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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片表面特性

与功能选择、薄膜工艺设计、厚膜制备工艺、封装与部件选择、芯片与基片的

组装工艺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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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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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半导

体集成电路的制

造工艺原理与技

术 

 

目标 2：掌握厚

薄膜混合集成

电路制造工艺

原理与技术 

 

目标 3：掌握散

装小型元器件

的微型电路制

造工艺原理与

技术 

1.1 微电子材料分类与工艺分类 √   

1.2 混合电路的定义与特性 √   

2.1 基片功能与表面特性 √   

2.2 陶瓷基片的制造与上釉的金属基片 √   

3.1 沉淀工艺 √   

3.2 薄膜电阻器工艺 √   

3.3 光刻材料和工艺 √   

3.4 腐蚀材料和工艺  √  

4.1 制造工艺  √  

4.2 浆料类型与工艺  √  

4.3 非贵金属厚膜  √  

4.4 聚合物厚膜  √  

5.1 激光调阻与喷砂调阻   √ 

5.2 电阻器的探针测量技术   √ 

5.3 电阻微调的类型   √ 

6.1 封装   √ 

6.2 有源器件与无源元件   √ 

6.3 封装试验   √ 

7.1 芯片和基片的贴装   √ 

7.2 互连与清洗   √ 

7.3 涂覆、真空焙烧与密封   √ 

7.4 非破坏性筛选实验与破坏性筛选实验   √ 

8.1 混合电路和元件的操作   √ 

8.2 静电放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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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97P1  

英文名称：Manufacture 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circuit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电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后续课程：芯片制造技术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半导体材料制备技术 

目标 2：掌握微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原理与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微电子器件工艺的发展简史 （1 课时） 

1.2 微电子器件工艺流程及各个单项工艺之间的联系 （1 课时） 

（二）晶体生长和晶片制备 （2 课时） 

2.1Czochralski 晶体生长法、区熔晶体生长法 （1 课时） 

2.2 晶片的制备、晶体定向 （1 课时） 

（三）扩散 （4 课时） 

3.1 杂质扩散机构，扩散系数，扩散流密度（菲克第一定律） （1 课时） 

3.2 扩散系数与扩散方程（菲克第二定律） （1 课时） 

3.3 恒定表面源扩散，有限表面源扩散，两步扩散，扩散系数与杂质浓度的

关系，氧化性气体对扩散的影响 （2 课时） 

（四）离子注入 （4 课时） 

4.1 核阻挡机构与电子阻挡机构 （2 课时） 

4.2 注入离子的浓度分布、注入损伤与热退火，非晶靶、单晶靶、双层靶、

沟道效应 （2 课时） 

（五）外延 （4 课时） 

5.1 硅气相外延的基本原理，外延掺杂及外延层中的杂质分布 （2 课时） 

5.2 低压外延，选择外延与 SOS 外延，分子束外延 （2 课时） 

（六）氧化 （4 课时） 

6.1SiO2的机构与性质、SiO2的的掩蔽作用及热氧化生长动力学原理 （2 课时） 

6.2 扩散控制及表面反应控制，热氧化过程中的杂质再分布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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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薄膜制备方法 （2 课时） 

7.1 物理气相沉积、化学气相沉积、CVD 多晶硅、SiO2 和氮化硅的沉积 

 （2 课时） 

（八）微细图形加工技术 （4 课时） 

8.1 光刻工艺流程与光致刻蚀剂的基本性质、分辨率 （2 课时） 

8.2 掩模板的制造与研磨图形的形成：光学曝光、X 射线曝光、电子束直写

式曝光 （1 课时） 

8.3 刻蚀技术：湿法腐蚀、干法刻蚀技术 （1 课时） 

（九）金属化与多层互连 （4 课时） 

9.1 集成电路对金属化材料的要求 （1 课时） 

9.2 铝在集成电路中的应用 （1 课时） 

9.3 铜互连及低介电常数介质 （1 课时） 

9.4 多晶硅及硅化物、VLSI 与多层互连技术 （1 课时） 

（十）集成电路工艺设计 （2 课时） 

10.1CMOS 集成电路的工艺集成 （1 课时） 

10.2 双极集成电路的工艺集成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硅集成电路工艺基础》，关旭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微电子制造科学原理与工程技术》，Stephen A. Campbell，电子工业出

版社，2003 

2. 《微电子器件工艺》，李乃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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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2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制造集成电路

所涉及的材料、外延、氧化、掺杂、微细图形加工等的原理与技术，双极型和

MOS 集成电路的制造工艺与流程，集成电路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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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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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半导体材

料制备技术 

目标 2：掌握微电子

器件与集成电路制

造工艺原理与技术 

1.1 微电子器件工艺的发展简史 √  

1.2 微电子器件工艺流程及各个单项工艺之间的联系 √  

2.1Czochralski 晶体生长法、区熔晶体生长法 √  

2.2 晶片的制备、晶体定向 √  

3.1 杂质扩散机构，扩散系数，扩散流密度（菲克第一

定律） 
√  

3.2 扩散系数与扩散方程（菲克第二定律） √  

3.3 恒定表面源扩散，有限表面源扩散，两步扩散，扩

散系数与杂质浓度的关系，氧化性气体对扩散的影响 
√  

4.1 核阻挡机构与电子阻挡机构  √ 

4.2 注入离子的浓度分布、注入损伤与热退火，非晶靶、

单晶靶、双层靶、沟道效应 
 √ 

5.1 硅气相外延的基本原理，外延掺杂及外延层中的

杂质分布 
 √ 

5.2 低压外延，选择外延与 SOS 外延，分子束外延  √ 

6.1SiO2 的机构与性质、SiO2 的的掩蔽作用及热氧化

生长动力学原理 
 √ 

6.2 扩散控制及表面反应控制，热氧化过程中的杂质再

分布 
 √ 

7.1 物理气相沉积、化学气相沉积、CVD 多晶硅、SiO2

和氮化硅的沉积 
 √ 

8.1 光刻工艺流程与光致刻蚀剂的基本性质、分辨率  √ 

8.2 掩模板的制造与研磨图形的形成：光学曝光、X 射

线曝光、电子束直写式曝光 
 √ 

8.3 刻蚀技术：湿法腐蚀、干法刻蚀技术  √ 

9.1 集成电路对金属化材料的要求  √ 

9.2 铝在集成电路中的应用  √ 

9.3 铜互连及低介电常数介质  √ 

9.4 多晶硅及硅化物、VLSI 与多层互连技术  √ 

10.1CMOS 集成电路的工艺集成  √ 

10.2 双极集成电路的工艺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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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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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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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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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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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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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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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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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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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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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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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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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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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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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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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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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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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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裂纹的防止措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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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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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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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其他连接成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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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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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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非金属材料成形工艺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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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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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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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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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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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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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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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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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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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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103035P1 英文名称：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ri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材料类等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高等数学、材料机械专业知识课程等 

后续课程：毕业论文、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程应用文分类，并了解其在工程方面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工程应用文写作方法，开拓学生的视野，为学生今后职业生

涯奠定一定的基础。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写作，为学生毕业项目的顺利完成及将

来的阅读写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内容 

(一) 绪论（2学时） 

1.  介绍工程应用文的定义、分类、结构、语言等，了解本课程的性质、

内容及学习本课程的要求等。 (2 学时) 

(二) 工程应用文的写作理论 （6学时） 

1. 了解工程应用文写作的主旨，写作的材料。 (2 学时) 

2. 掌握工程应用文写作的结构，及写作的语言。 (2 学时) 

3. 掌握工程应用文写作的表达与修改 。(2 学时) 

（三）公文类及事务类文书写作 （10学时） 

1. 掌握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的写作特点及方法。 (4 学时) 

2. 了解请示、批复和函等的写作特点。 (2 学时) 

3. 了解计划、总结、简报、调查报告、开幕词和闭幕词等的写作特点和方

法。 (2 学时) 

4. 了解启事、声明、述职报告、会议记录、求职信、申请书、介绍信和证

明信等的写作特点和方法。 (2 学时) 

（四）经济类文书 （4课时） 

1.了解市场调查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和经济活动分析报告。 (2 学时) 

2. 了解招标书与投标书、商业广告、商品说明书。 (2 学时) 

工程类文书 （10课时） 

1. 掌握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写作特点及方法。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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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工程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和工程质量检测报告。 (2 学时) 

3. 掌握实验报告、及生产实习报告的写作特点及方法。 (2 学时) 

4. 掌握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方法，如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结

果、讨论、结论、致谢的写作及参考文献要求等 (4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主要教材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教程》(第 7版) （美）罗伯特·戴(Robert A.Day),

巴 

巴拉·盖斯特尔(Barbara Gastel)，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应用文写作》，耿云巧，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06 

2. 《会议文书写作规范与实用例文全书》,王云奇，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3. 《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教程》，刘振海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9 

4. 《科技论文写作快速入门》，比约古斯塔维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8 

5. 《实用英语科技论文写作》，孙柔娴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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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写作（20%）、平时测验(30%)及考

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公文类文书、

事务类文书、经济类文书及工程类文书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赵 素  审核人：  王相虎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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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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程应

用文分类，并了解

其在工程方面的应

用 

目标 2： 掌握工程

应用文写作方法，

开拓学生的视野，

为学生今后职业生

涯奠定一定的基础 

目标 3：掌握毕业设计、

毕业论文写作，为学生

毕业项目的顺利完成及

将来的阅读写作奠定一

定的基础 

1.1 工程应用文概述 √ √  

2.1 工程应用文写作的主旨

及材料 
√ √  

2.2 工程应用文写作的结构

及语言 
√ √  

2.3 工程应用文写作的表达

与修改 
√ √  

3.1 公告、通告、通知、通

报、报告等公文写作特点及

方法 

 √  

3.2 计划、总结、报告、申

请书等事务类文书写作 
 √  

4.1 市场报告、经济活动分

析报告 
 √  

4.2 招标书与投标书、商业

广告、商品说明书 
 √  

5.1 可行性研究报告  √ √ 

5.2 工程报告  √  

5.3 实验报告、及生产实习

报告 
 √ √ 

5.4 毕业设计（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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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与传热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3P1 英文名称：Thermodynamic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类、机械、机电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数学、物理、材料学等 

后续课程：热动力学、流体技术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热力学基本定律，学会通过热能与其他形式能量间的转换规

律及影响因素讨论能量的有效利用。 

目标 2：掌握常用工质（理想气体、水蒸气、湿空气）的热力性质，学会

分析常用工质的热工过程和热力循环。 

目标 3：掌握热传导过程所遵循的傅里叶定律，学会分析简单一维稳态热

传导过程。 

目标 4：掌握对流换热过程所遵循的牛顿冷却定律，学会利用对流换热系

数的求解分析对流换热过程。 

目标 5：掌握辐射换热过程所遵循的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学会分析黑

体表面间的辐射和换热及换热器的有效度。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与热能转换的基本概念 （2 课时） 

1.1 热力学与传热学的任务、主要内容及所采用的单位制 （1 课时） 

1.2 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系统、状态及状态参数（压力、比热、温度、

内能、焓、熵）的概念、平衡、状态方程和状态参数坐标图、过程和循环、功

和热量 （1 课时） 

（二）能量与热力学第一定律 （2 课时） 

2.1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体积功、内能与焓的计算 （1 课时） 

2.2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及其应用 （1 课时） 

（三）熵与热力学第二定律 （3 课时） 

3.1 卡诺循环及卡诺定理、提高循环热效率的基本途径 （1 课时） 

3.2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几种表述、克劳修斯不等式、系统的熵平衡计算、 

 （1 课时） 

3.3 能量的可用性与能量的贬值原理、孤立系统熵增原理 （1 课时） 

（四）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与气体动力循环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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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理想气体性质及状态方程 （1 课时） 

4.2 理想气体的基本热力过程：定容、定压、定温、绝热、多变过程 （1 课时） 

4.3 典型理想气体动力循环：奥托循环、狄塞尔循环、沙巴泽循环 （1 课时） 

（五）水蒸气及蒸汽动力循环 （3 课时） 

5.1 定压水蒸气的发生过程和水蒸气的 p-v 图、T-v 图 （1 课时） 

5.2 水蒸气的基本热力过程：水蒸气状态参数的确定、水蒸气的热力性质

表、水蒸汽的热力学过程 （1 课时） 

5.3 蒸汽动力循环的基本过程：朗肯循环的能量平衡核算、朗肯循环的改进 

 （1 课时） 

（六）湿空气及空气调节过程 （2 课时） 

6.1 湿空气的基本属性：组成与状态参数、绝对湿度与相对湿度、露点温度

与干湿球温度、湿空气的焓湿图 （1 课时） 

6.2 空气调节的基本过程：加热或冷却过程、加热加湿过程、冷却去湿过程、

绝热加湿过程 （1 课时） 

（七）传热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2 课时） 

7.1 传热过程及传热的基本方式：传导、对流、辐射 （1 课时） 

7.2 传热的基本定律：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复合换热过程、流体中的

纯导热过程、能量守恒定律的要求 （1 课时） 

（八）热传导过程与傅里叶定律 （4 课时） 

8.1 傅里叶定律与传热速率方程、热扩散方程 （1 课时） 

8.2 一维稳态导热：平壁导热、长圆筒壁导热、球体中的导热 （1 课时） 

8.3 有内热源的一维稳态导热：平壁导热、径向导热 （1 课时） 

8.4 扩展表面的稳态传热：一般扩展表面的传热问题、等截面扩展表面的传

热 （1 课时） 

（九）对流换热与牛顿冷却定律 （4 课时） 

9.1 局部和平均对流换热系数 （1 课时） 

9.2 管内强迫对流换热 （1 课时） 

9.3 自然对流换热及其实验关联式 （2 课时） 

（十）辐射换热与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 （3 课时） 

10.1 黑体表面辐射与实际表面的辐射 （1 课时） 

10.2 黑体表面间的辐射换热与角系数 （1 课时） 

10.3 灰体表面间的辐射换热 （1 课时） 

（十一）换热器及其设计计算 （2 课时） 

11.1 换热器中的基本流动形式及传热速率的计算 （1 课时） 

11.2 换热器对数平均温差的确定及有效度分析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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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热力学与传热学基础》，郑宏飞编，科学出版社，2016.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李岳林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09 

2.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李长友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07 

3.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王志军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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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热力学第一定

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理想气体的内能、焓与熵的计算，理想气体动力循环，

水蒸气的热力性质及蒸汽动力循环，湿空气焓湿图，傅里叶导热定律，一维稳

态导热方程，牛顿冷却定律，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换热器中传热速率的计算

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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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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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热力学基

本定律，学

会通过热能

与其他形式

能量间的转

换规律及影

响因素讨论

能量的有效

利用。 

目标 2：掌握

常用工质

（理想气

体、水蒸气、

湿空气）的

热力性质，

学会分析常

用工质的热

工过程和热

力循环。 

目标 3：掌

握热传导

过程所遵

循的傅里

叶定律，学

会分析简

单一维稳

态热传导

过程。 

目标 4：掌握

对流换热过

程所遵循的

牛顿冷却定

律，学会利

用对流换热

系数的求解

分析对流换

热过程。 

目标 5：掌握

辐射换热过

程所遵循的

斯特藩—玻

耳兹曼定

律，学会分

析黑体表面

间的辐射和

换热及换热

器的有效

度。 

1.1 热力学与传热学的任务、主

要内容及所采用的单位制 
√     

1.2 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系

统、状态及状态参数（压力、

比热、温度、内能、焓、熵）

的概念、平衡、状态方程和状

态参数坐标图、过程和循环、

功和热量 

√     

2.1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体

积功、内能与焓的计算 
√     

2.2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及其应

用 
√     

3.1 卡诺循环及卡诺定理、提高

循环热效率的基本途径 
√     

3.2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几种表

述、克劳修斯不等式、系统的

熵平衡计算 

√     

3.3 能量的可用性与能量的贬

值原理、孤立系统熵增原理 
√     

4.1 理想气体性质及状态方程  √    

4.2 理想气体的基本热力过程：

定容、定压、定温、绝热、多

变过程 

 √    

4.3 典型理想气体动力循环：奥

托循环、狄塞尔循环、沙巴泽

循环 

 √    

5.1 定压水蒸气的发生过程和

水蒸气的 p-v 图、T-v 图 
 √    

5.2 水蒸气的基本热力过程：水

蒸气状态参数的确定、水蒸气

的热力性质表、水蒸汽的热力

学过程 

 √    

5.3 蒸汽动力循环的基本过程：

朗肯循环的能量平衡核算、朗

肯循环的改进 

 √    

6.1 湿空气的基本属性：组成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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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参数、绝对湿度与相对湿

度、露点温度与干湿球温度、

湿空气的焓湿图 

6.2 空气调节的基本过程：加热

或冷却过程、加热加湿过程、

冷却去湿过程、绝热加湿过程 

 √    

7.1 传热过程及传热的基本方

式：传导、对流、辐射 
  √ √ √ 

7.2 传热的基本定律：热传导、

热对流、热辐射、复合换热过

程、流体中的纯导热过程、能

量守恒定律的要求 

  √ √ √ 

8.1 傅里叶定律与传热速率方

程、热扩散方程 
  √   

8.2 一维稳态导热：平壁导热、

长圆筒壁导热、球体中的导热 
  √   

8.3 有内热源的一维稳态导热：

平壁导热、径向导热 
  √   

8.4 扩展表面的稳态传热：一般

扩展表面的传热问题、等截面

扩展表面的传热 

  √   

9.1 局部和平均对流换热系数    √  

9.2 管内强迫对流换热    √  

9.3 自然对流换热及其实验关

联式 
   √  

10.1 黑体表面辐射与实际表面

的辐射 
    √ 

10.2 黑体表面间的辐射换热与

角系数 
    √ 

10.3 灰体表面间的辐射换热     √ 

11.1 换热器中的基本流动形式

及传热速率的计算 
    √ 

11.2 换热器对数平均温差的确

定及有效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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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与金属热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5P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and Heat Treatment 

学分/学时：2.5/40      适用专业：机械类、信息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材料力学、金工实习等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常用金属材料力学性能。 

目标 2：掌握金属材料的晶体结构、结晶、组织、性能等基础知识。 

目标 3：掌握各种主要热加工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工艺特点；具有选择毛坯、

零件加工方法以及工艺分析的初步能力。 

目标 4：初步了解与本课程有关的新材料、复合材料以及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材料力学性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工程材料的发展和现状。 （1课时）  

1.2熟悉材料的强度与塑性。 （1课时） 

1.3材料的硬度、冲击韧度。 （1课时） 

1.4材料的疲劳强度、断裂韧度。 （1课时） 

（二）工程材料的基础知识 （12课时） 

2.1金属的晶体结构、缺陷、合金的相结构。 （4课时） 

2.2金属与合金的结晶、二元合金的结晶。 （2课时） 

2.3铁-碳合金相图。 （2课时） 

2.4铁碳合金的成分-组织-性能关系。 （4课时） 

（三）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热处理模块 （18课时） 

3.1金属塑性变形的微观机理。 （2课时） 

3.2塑性变形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3课时） 

3.3再结晶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3课时） 

3.4钢在加热时的组织转变。 （2课时） 

3.5钢在冷却时的组织转变。 （2课时） 

3.6钢的退火、正火、淬火、回火。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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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钢的表面淬火和化学热处理等以及热处理的新技术与新工艺。 （3课时） 

（四）金属材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工业用钢、铸铁的特点、用途。 （2课时） 

4．2常用金属材料的牌号及代号表示方法和意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2课时） 

（五）非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 （2课时） 

5.1常用工程材料（包括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的组织，性能

等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工程材料》（第 3 版） 赵程、杨建民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材料及热处理》，胡凤翔、于艳丽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08 

2. 《工程材料及热处理》，何宝芹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02 

3. 《工程材料》（第 4 版），朱张校、姚可夫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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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考勤、作业等。 

2.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材料的力

学性能；工程材料的晶体结构、组织、缺陷等基础知识；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

晶、热处理；用金属材料的特点、用途、牌号及代号表示方法和意义等；与本课程有关的

新材料、复合材料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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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金属材

料力学性能 

目标 2：掌握

金属材料的

晶体结构、结

晶、组织、性

能等基础知

识。 

目标 3：掌握

各种主要热加

工方法的基本

原理和工艺特

点；具有选择

毛坯、零件加

工方法以及工

艺分析的初步

能力。 

目标 4：初步

了解与本课

程有关的新

材料、复合材

料以及新技

术、新材料、

新工艺 

1.1工程材料的发展和现状 √    

1.2熟悉材料的强度与塑性 √    

1.3材料的硬度、冲击韧度 √    

1.4材料的疲劳强度、断裂韧度 √    

2.1 金属的晶体结构、缺陷、合金的相

结构 
 √ 

 
 

2.2 金属与合金的结晶、二元合金的结

晶 
 √ 

 
 

2.3铁-碳合金相图  √   

2.4铁碳合金的成分-组织-性能关系  √   

3.1金属塑性变形的微观机理   √  

3.2塑性变形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  

3.3再结晶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  

3.4钢在加热时的组织转变   √  

3.5钢在冷却时的组织转变   √  

3.6钢的退火、正火、淬火、回火   √  

3.7 钢的表面淬火和化学热处理等以及

热处理的新技术与新工艺 
  √  

4.1 工业用钢、铸铁的特点、用途。 √ √ √   

4．2常用金属材料的牌号及代号表示方

法和意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 √ 

√ 
 

5.1 常用工程材料（包括高分子材料，

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的组织，性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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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84P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and heat transfer 

学分/学时：1.5/24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工程流体力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 掌握热力学基本定律，学会通过热能与其他形式能量间的转换规

律及影响因素讨论能量的有效利用。 

目标 2：掌握常用工质（理想气体、水蒸气、湿空气）的热力性质，学会

分析常用工质的热工过程和热力循环。 

目标 3：掌握热传导过程所遵循的傅里叶定律，学会分析简单一维稳态热

传导过程。 

目标 4：掌握对流换热过程所遵循的牛顿冷却定律，学会利用对流换热系

数的求解分析对流换热过程。 

目标 5：掌握辐射换热过程所遵循的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学会分析黑

体表面间的辐射和换热及换热器的有效度。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与热能转换的基本概念 （2 课时） 

1.1 热力学与传热学的任务、主要内容及所采用的单位制 （1 课时） 

1.2 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系统、状态及状态参数（压力、比热、温度、

内能、焓、熵）的概念、平衡、状态方程和状态参数坐标图、过程和循环、功

和热量 （1 课时） 

（二）能量与热力学第一定律 （2 课时） 

2.1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体积功、内能与焓的计算 （1 课时） 

2.2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及其应用 （1 课时） 

（三）熵与热力学第二定律 （2 课时） 

3.1 卡诺循环及卡诺定理、提高循环热效率的基本途径 （1 课时） 

3.2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几种表述、克劳修斯不等式、孤立系统熵增原理 （1 课时） 

（四）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与气体动力循环 （2 课时） 

4.1 理想气体性质及状态方程与基本热力过程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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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典型理想气体动力循环：奥托循环、狄塞尔循环、沙巴泽循环 （1 课时） 

（五）水蒸气及蒸汽动力循环 （2 课时） 

5.1 水蒸气的基本热力过程：水蒸气状态参数的确定、水蒸气的热力性质

表、水蒸汽的热力学过程 （1 课时） 

5.2 蒸汽动力循环的基本过程：朗肯循环的能量平衡核算、朗肯循环的改进 

 （1 课时） 

（六）湿空气及空气调节过程 （2 课时） 

6.1 湿空气的基本属性：组成与状态参数、绝对湿度与相对湿度、露点温度

与干湿球温度、湿空气的焓湿图 （1 课时） 

6.2 空气调节的基本过程：加热或冷却过程、加热加湿过程、冷却去湿过程、

绝热加湿过程 （1 课时） 

（七）传热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 （2 课时） 

7.1 传热过程及传热的基本方式：传导、对流、辐射 （1 课时） 

7.2 传热的基本定律：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复合换热过程、流体中的

纯导热过程、能量守恒定律的要求 （1 课时） 

（八）热传导过程与傅里叶定律 （2 课时） 

8.1 傅里叶定律与传热速率方程、热扩散方程 （1 课时） 

8.2 一维稳态导热：平壁导热、长圆筒壁导热、球体中的导热 （1 课时） 

（九）对流换热与牛顿冷却定律 （2 课时） 

9.1 局部和平均对流换热系数 （1 课时） 

9.2 管内强迫对流换热与自然对流换热 （1 课时） 

（十）辐射换热与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 （2 课时） 

10.1 黑体表面辐射与实际表面的辐射 （1 课时） 

10.2 灰体表面间的辐射换热 （1 课时） 

（十一）换热器及其设计计算 （2 课时） 

11.1 换热器中的基本流动形式及传热速率的计算（1 课时） 

11.2 换热器对数平均温差的确定及有效度分析（1 课时） 

（十二）机动（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热力学与传热学基础》，郑宏飞编，科学出版社，2016.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李岳林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09 

2.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李长友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07 

3.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王志军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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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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3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热力学第一定

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理想气体的内能、焓与熵的计算，理想气体动力循环，

水蒸气的热力性质及蒸汽动力循环，湿空气焓湿图，傅里叶导热定律，一维稳

态导热方程，牛顿冷却定律，斯特藩-玻耳兹曼定律，换热器中传热速率的计算

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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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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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热力学基

本定律，学

会通过热能

与其他形式

能量间的转

换规律及影

响因素讨论

能量的有效

利用。 

目标 2：掌

握常用工质

（理想气

体、水蒸气、

湿空气）的

热力性质，

学会分析常

用工质的热

工过程和热

力循环。 

目标 3：掌

握热传导过

程所遵循的

傅里叶定

律，学会分

析简单一维

稳态热传导

过程。 

目标 4：掌

握对流换热

过程所遵循

的牛顿冷却

定律，学会

利用对流换

热系数的求

解分析对流

换热过程。 

目标 5：掌

握辐射换热

过程所遵循

的斯特藩—

玻耳兹曼定

律，学会分

析黑体表面

间的辐射和

换热及换热

器的有效

度。 

1.1 热力学与传热学的任务、主要

内容及所采用的单位制 
√     

1.2 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系

统、状态及状态参数（压力、比

热、温度、内能、焓、熵）的概

念、平衡、状态方程和状态参数

坐标图、过程和循环、功和热量 

√     

2.1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实质、体积

功、内能与焓的计算 
√     

2.2 稳定流动能量方程及其应用 √     

3.1 卡诺循环及卡诺定理、提高循

环热效率的基本途径 
√     

3.2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几种表述、

克劳修斯不等式、孤立系统熵增

原理 

√     

4.1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热力学

过程 
 √    

4.2 典型理想气体动力循环：奥托

循环、狄塞尔循环、沙巴泽循环 
 √    

5.1 水蒸气的基本热力过程：水蒸

气状态参数的确定、水蒸气的热

力性质表、水蒸汽的热力学过程 

 √    

5.2 蒸汽动力循环的基本过程：朗

肯循环的能量平衡核算、朗肯循

环的改进 

 √    

6.1 湿空气的基本属性：组成与状

态参数、绝对湿度与相对湿度、

露点温度与干湿球温度、湿空气

的焓湿图 

 √    

6.2 空气调节的基本过程：加热或

冷却过程、加热加湿过程、冷却

去湿过程、绝热加湿过程 

 √    

7.1 传热过程及传热的基本方式：

传导、对流、辐射 
  √ √ √ 

7.2 传热的基本定律：热传导、热

对流、热辐射、复合换热过程、
  √ √ √ 



369 

 

 

流体中的纯导热过程、能量守恒

定律的要求 

8.1 傅里叶定律与传热速率方程、

热扩散方程 
  √   

8.2 一维稳态导热：平壁导热、长

圆筒壁导热、球体中的导热 
  √   

9.1 局部和平均对流换热系数    √  

9.2 管内强迫对流换热与自然对

流 
   √  

10.1 黑体表面辐射与实际表面的

辐射 
    √ 

10.2 灰体表面间的辐射换热     √ 

11.1 换热器中的基本流动形式及

传热速率的计算 
    √ 

11.2 换热器对数平均温差的确定

及有效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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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68P1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化学  

后续课程：微连接原理与方法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由 B、C、N 组成的新型二元或三元化合物的结构及其性质，

了解其在机械、电子、生物和化学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标 2：掌握碳纳米管、非晶、纳米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特点，熟悉

其在材料前沿领域的应用价值。  

目标 3：掌握超导体、半导体氮化镓的性质与应用，了解其在集成电路产

业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目标 4：掌握新型激光晶体材料，了解其在工农业生产、生命科学、国防

科技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轻元素硼、碳、氮及其无机化合物 （4课时） 

1.1 单质硼、碳、氮元素的结构及其性质 （2课时） 

1.2硼、碳、氮化合物的结构及其性质 （2课时） 

（二）碳纳米管 （4课时） 

2.1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形成机制与微结构表征 （2课时） 

2.2碳纳米管的性质与应用基础研究 （2课时） 

（三）大块非晶合金 （4课时） 

3.1大块非晶合金的形成能力与制备方法 （2课时） 

3.2大块非晶合金的各种性能与应用 （2课时） 

（四）纳米晶复合永磁材料 （4课时） 

4.1纳米晶复合永磁材料的微磁学 （2课时） 

4.2纳米晶复合永磁材料的实验研究与进展 （2课时） 

（五）超导材料 （4课时） 

5.1超导体的基本性质 （2课时） 

5.2超导电性与晶体结构 （2课时） 

（六）氮化镓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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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氮化镓的性质与生长 （2课时） 

6.2氮化镓的缺陷和掺杂 （2课时） 

（七）新型激光晶体材料 （6课时） 

7.1激光晶体材料 （2课时） 

7.2镱掺杂的激光晶体与 LD激光晶体 （2课时） 

7.3可协调激光晶体与上转换激光晶体 （2课时） 

（八）板条马氏体大压下冷轧退火组织与性能 （2课时） 

8.1冷轧退火实验与研究方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先进材料导论》，田永君，曹茂盛，曹传宝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先进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李爱东，刘建国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2018.07 

2.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dvanced materials》，

曹世勋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10 

3. 《先进材料化学》，因特兰特，汉普登史密斯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01 

4. 《先进材料进展》，杜丕一，宋晨路，樊先平，韩高荣，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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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大作业

（3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硼、碳、氮单质

及其化合物的结构及其性质、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形成机制与微结构表征、

大块非晶合金的形成能力与制备方法、纳米晶复合永磁材料的微磁学、超导体

的基本性质、超导电性与晶体结构、氮化镓的性质与生长、缺陷和掺杂、激光

晶体材料、板条马氏体大压下冷轧退火组织与性能。 

五、附件 

  

制定人：  陈玉奇  审核人： 齐小犇  批准人： 张静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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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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由

B、C、N组成的新

型二元或三元化

合物的结构及其

性质，了解其在机

械、电子、生物和

化学等领域发挥

的重要作用。 

目标 2：掌握

碳纳米管、非

晶、纳米晶复

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与特

点，熟悉其在

材料前沿领

域的应用价

值。  

目标 3：掌握

超导体、半导

体氮化镓的

性质与应用，

了解其在集

成电路产业

等领域的应

用价值。 

目标 4：掌握

新型激光晶

体材料，了解

其在工农业

生产、生命科

学、国防科技

以及日常生

活各方面的

应用。 

1.1 单质硼、碳、氮元素的结构

及其性质 
√    

1.2 硼、碳、氮化合物的结构及

其性质 
√    

2.1 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形成

机制与微结构表征 
 √   

2.2 碳纳米管的性质与应用基

础研究 
 √   

3.1 大块非晶合金的形成能力

与制备方法 
 √   

3.2 大块非晶合金的各种性能

与应用 
 √   

4.1 纳米晶复合永磁材料的微

磁学 
 √   

4.2 纳米晶复合永磁材料的实

验研究与进展 
 √   

5.1 超导体的基本性质   √  

5.2 超导电性与晶体结构   √  

6.1 氮化镓的性质与生长   √  

6.2 氮化镓的缺陷和掺杂   √  

7.1 激光晶体材料    √ 

7.2 镱掺杂的激光晶体与 LD激

光晶体 
   √ 

7.3 可协调激光晶体与上转换

激光晶体 
   √ 

8.1 冷轧退火实验与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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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材料》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49P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制造工艺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程材料的基础力学性能与晶体结构知识，能运用铁碳相图

分析工程基础问题。 

目标 2：掌握钢在加热与冷却时的组织转变，能运用四把火工艺及表面热

处理工艺解决材料表面性能改善的问题。 

目标 3：掌握工业用金属材料的性能、牌号与应用，能根据性能、工况等

要求合理选择材料的使用。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机械工程材料的分类、发展和现状 （2 课时） 

（二）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能 （2 课时） 

2.1 材料的强度与塑性、硬度、冲击韧性、疲劳强度、断裂韧性的基本性能 

 （2 课时） 

（三）工程材料的基础知识 （12 课时） 

3.1 金属的晶体结构 （2 课时） 

3.2 合金的相结构 （2 课时） 

3.3 金属与合金的结晶 （2 课时） 

3.4 二元合金的结晶 （2 课时） 

3.5 铁-碳合金相图 （4 课时） 

（四）钢的热处理 （8 课时） 

4.1 钢在热处理时的组织转变 （2 课时） 

4.2 钢在冷却时的组织转变 （2 课时） 

4.3 钢的退火与正火、淬火与回火 （2 课时） 

4.4 钢的表面淬火和化学热处理工艺 （2 课时） 

（五）金属材料 （4 课时） 

5.1 工业用钢、铸铁的特点、牌号、用途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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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常用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特点、牌号、用途 （2 课时） 

（六）非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 （2 课时） 

6.1 常用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的组织与性能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工程材料》赵程、杨建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08（第二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程材料》，朱张校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2 

2.《机械工程材料》，王运炎，朱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8 

3.《工程材料》，崔占全，孙振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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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10%）、章节作业（10%）、综合作

业或小测验(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材料力

学性能、金属晶体结构、金属与合金结晶、铁碳相图、钢的热处理、工业用钢、

铸铁牌号，性能。 

五、附件 

课程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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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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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程材料的

基础力学性能与晶体结

构知识，能运用铁碳相

图分析工程基础问题。 

目标 2：掌握钢在加热与

冷却时的组织转变，能

运用四把火工艺及表面

热处理工艺解决材料表

面性能改善的问题。 

目标 3：掌握工业用金属

材料的性能、牌号与应

用，能根据性能、工况

等要求合理选择材料的

使用。 

1.1 机械工程材料的分

类、发展和现状 
√ √ √ 

2.1材料的强度与塑性、

硬度、冲击韧性、疲劳

强度、断裂韧性的基本

性能 

√   

3.1金属的晶体结构 √   

3.2合金的相结构 √   

3.3金属与合金的结晶 √   

3.4二元合金的结晶 √   

3.5铁-碳合金相图 √   

4.1 钢在热处理时的组

织转变 
 √  

4.2 钢在冷却时的组织

转变 
 √  

4.3钢的退火与正火、淬

火与回火 
 √  

4.4 钢的表面淬火和化

学热处理工艺 
 √  

5.1工业用钢、铸铁的特

点、牌号、用途 
  √ 

5.2 常用有色金属及其

合金的特点、牌号、用

途 

  √ 

6.1常用高分子材料、陶

瓷材料、复合材料的组

织与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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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4P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创新创业教育（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认知创新、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新、创业活动的特殊性。 

目标 2：使学生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目标 3：正确理解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自觉遵守创业规律。 

目标 4：使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

面发展需求。 

目标 5：学会识别创业机会，掌握商业模式种类和开发方法. 

目标 6：使学生了解创业者和创业团队的内涵与特征，学会创业团队管理。 

目标 7：掌握创业资源获取、整合管理方法。 

目标 8：掌握撰写创业计划书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创业、创新精神与人生发展 （2课时） 

1.1 创业的概念，创新精神的内涵，创业与创新精神的关系。 （1课时） 

1.2 创业与人生发展的关系，创业和创新精神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正确认识并理性对待创业。 （1课时） 

（二）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 （2课时） 

2.1 中国高等院校创业教育，当代中国大学生创业概况，创业教育定位。 

 （1课时） 

2.2 我国大学生创业失败案例分析，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思考。 （1课时） 

（三）创业、创新与创业管理 （2课时） 

3.1 创新原则、创业管理的本质特征，创新的条件。 （1课时） 

3.2 从创新到创业的过程，创业管理的内涵和特征。 （1课时） 

（四）创业机会与商业模式 （4课时） 

4.1 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机会评估工具，市场调查和分析方法。（2 课时） 

4.2 创业风险评估管理，适合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商业模式开发。（2课时） 

（五）创业资源（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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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创业资源的内涵与种类，大学生创业者资源。 （1课时） 

5.2 影响创业资源获取的因素，创业资源获取，创业资源管理。 （1课时） 

（六）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2课时） 

6.1 创业者的素质，创业团队的概念及特征。 （1课时） 

6.2 打造优秀创业团队的方法，如何管理创业团队。 （1课时） 

（七）创业计划书 （2课时） 

7.1 创业计划书的概念及其作用，创业计划书的内容。 

7.2 撰写创业计划书的注意事项。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创新创业:思维、方法与能力》，周苏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规划教材:创新创业教程》，李伟等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5.8  

2.《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群系列教材:创新创业指导与训练》，陈承欢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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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作业等、课堂讨论等。 

2.期末考核占比 50%，考核方式为提交一份项目计划书。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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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知 创

新、创业

的 基 本

内 涵 和

创新、创

业 活 动

的 特 殊

性 

目标 2：

掌握开

展 创

新、创

业活动

所需要

的基本

知识 

目标 3：

正确理

解创业

与职业

生涯发

展的关

系，自

觉遵守

创业规

律 

目标 4: 

树 立 科

学 的 创

业观，主

动 适 应

国 家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需求 

目标 5：

学 会 识

别 创 业

机会，掌

握 商 业

模 式 种

类 和 开

发方法  

目标 6：

了解创

业者和

创业团

队的内

涵与特

征，学

会创业

团队管

理  

目标 7：

掌握创

业资源

获取、

整合管

理方法  

目标 8：

掌握创

业计划

撰写的

方法 

1.1 创业的概

念，创新精神的

内涵，创业与创

新精神的关系 

√ √    

   

1.2 创业与人生

发展的关系，创

业和创新精神

在当今时代背

景下的意义，正

确认识并理性

对待创业 

√ √ √ √  

   

2.1 国高等院校

创业教育，当代

中国大学生创

业概况，创业教

育定位 

√ √ √ √  

   

2.2 我国大学生

创业失败案例

分析，提高大学

生创业成功率

的思考 

√ √ √   

   

3.1 创新原则、

创业管理的本

质特征，创新的

条件  

√ √ √   

   

3．2 从创新到

创业的过程，创

业管理的内涵

和特征 

√ √ √   

   

4.1 创业机会识

别，创业机会评

估工具，市场调

查和分析方法 

 √   √ 

   

4.2 创业风险

评估管理，适合

大学生的创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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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商业模式

开发 

5.1 创业资源的

内涵与种类，大

学生创业者资

源 

 √    

 √  

5.2 影响创业资

源获取的因素，

创业资源获取，

创业资源管理 

 √     √ 

 

6.1 创业者的素

质，创业团队的

概念及特征 

 √    √  
 

6.2 打造优秀创

业团队的方法，

如何管理创业

团队 

 √    √  

 

7.1 创业计划书

的概念及其作

用，创业计划书

的内容 

 √  √  

  √ 

7.2 撰写创业计

划书的注意事

项 

 √  √ √ 

  √ 



380 

 

《创新创业教育(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03004P2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材料类专业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先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创新、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概念、特点 

目标 2：掌握创新意识和创新性格的内涵和特征 

目标 3：了解创新思维的概念和特征，了解常见创新思维方式 

目标 4：学会运用创新思维 

目标 5：掌握常用的创新方法技巧 

目标 6：提高创新能力 

目标 7：熟悉本专业学生可参加的创新项目 

二、课程内容 

（一）创新、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 （2课时） 

1.1 创新和创新能力的概念、性质 （1课时） 

1.2 创新精神的概念，创新意识，创新性格 （1课时） 

（二）创新思维 （2课时） 

2.1 创新思维概念、特征，常用创新思维方式 （1课时）  

2.2 创新思维环境条件，创新思维应用 （1课时） 

（三）创新方法及技巧 （4课时） 

3.1常用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技巧 （2课时） 

3.2 案例分析 （2课时） 

（四）创新思维训练与创新能力提升 （4课时） 

4.1 九种必备创新能力 （2课时） 

4.2 创新思维自我训练，创新能力培养途径 （2课时） 

（五）创新创业比赛介绍及实践指导 （4课时） 

5.1 校内外各项创新创业比赛项目介绍，报名要求 （2课时） 

5.2 团队组建等指导 （2课时） 

 



381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规划教材:创新创业教程》，李伟等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创新创业:思维、方法与能力》，周苏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5 

2.《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群系列教材:创新创业指导与训练》，陈承欢等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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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课堂作业等、课堂讨论等。 

2.期末考核占比 60%，考核方式为撰写一份参加创新类比赛方案或实物设计。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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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解 创

新、创新

能力、创

新精神的

概念、特

点 

目标 2：

掌握创新

意识和创

新性格的

内涵和特

征 

目标 3：

了解创新

思维的概

念特征，

了解常用

创新思维

方式 

目 标 4: 

学会运用

创新思维 

目标 5：

掌握常用

的创新方

法技巧 

目标 6：

提高创新

能力 

目标 7：

熟悉本专

业学生可

参加的创

新项目 

1.1 创新和创新能力的

概念、性质 
√ √    

  

1.2 创新精神的概念，

创新意识，创新性格 
√ √    

  

2.1 创新思维概念、特

征，常见创新思维方式 
√  √ √  

√  

2.2 创新思维环境条

件，创新思维应用 
√  √ √  

√  

3.1 常用的创新方法

和技巧  
√    √ 

√  

3.2 案例分析 √    √ √  

4.1九种必备创新能力 √    √ √  

4.2 创新思维自我训

练，创新能力培养途径 
√   √ √ 

√  

5.1 校内外各项创新创

业比赛介绍，报名要求 
     

 √ 

5.2团队组建指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