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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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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

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理论力学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力学的基础知识，并能对实际机械工程问题进行安全性分析

与设计；理解应用材料力学的性质、截面的特性、应力-应变的关系以及材料的

力学性能、强度理论的概念及其应用领域。 

目标 2：能够运用力学原理分析工程方案的合理性；能够熟练掌握强度理

论的应用计算，包括截面的质心、重心、组合图形的转动惯量、回转半径和极

惯性矩等物理参数的计算方法；能够对复杂的工程问题进行力学简化、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分析和计算。 

目标 3：能够力学知识进行工程构件的可行性研究。具有准确、条理、简

洁地解决材料强度相关问题的能力；理解并能够解决“扭转”、“弯曲”、“剪切”

和“组合受力”的相关问题；理解应力和应变的关系，并能够进行基本梁设计。 

目标 4：能够根据实验方案开展实验。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课时） 

1.1 掌握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明确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任务

和学习目的。 

1.2 理解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物理含义，熟练应用截面法求截面

上的内力。 

1.3掌握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和变形特点。 

（二）工程构件的强度设计 （26课时） 

2.1 熟练掌握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图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8课时） 

2.2 掌握横截面与任意斜截面上内力以及正（切）应力的计算公式。 

  （6课时） 

2.3 理解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熟练掌握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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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截面设计和许可载荷计算。 （6课时） 

2.4掌握复杂受力情况下危险点的应力分析、主应力计算方法。 （2课时） 

2.5掌握强度理论和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4课时） 

（三） 工程构件的刚度设计 （10课时） 

3.1熟练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量计算方法。 （4课时） 

3.2掌握横向变形和泊松比的概念、了解广义胡克定律概念。 （2课时） 

3.3掌握静不定问题的特点，利用应力应变关系求解各种静不定问题。 

  （4课时） 

（四）工程构件的稳定性 （4课时） 

4.1 理解压杆失稳的概念。掌握压杆稳定性设计的步骤、提高压杆稳定性

的措施。  （2课时） 

4.2熟练应用细长压杆的临界载荷、欧拉公式、经验公式。 （2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6课时） 

5.1 拉伸和压缩实验：要求同时了解国标的有关规定和实验项目，要求观

察破坏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2课时） 

5.2 扭转实验：要求对低碳钢和铸铁的扭转各阶段应力分布和破坏方向进

行分析并根据实验数据推导和验证公式。 （2课时） 

5.3 弯曲实验：进一步熟悉电测方法及电阻应变仪的使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材料力学 I》第 6版 刘鸿文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材料力学》        单辉祖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 《材料力学》        范钦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 《材料力学》        范钦珊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 《材料力学》第 2版  邹建奇, 崔健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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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0%）、单元测试或大作业（30%）

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材料力学基本

概念、内力计算、内力图的绘制、应力计算、强度分析、稳定性计算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唐矫燕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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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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力学

的基础知识，并能

对实际机械工程

问题进行安全性

分析与设计；理解

应用材料力学的

性质、截面的特

性、应力-应变的

关系以及材料的

力学性能、强度理

论的概念及其应

用领域。 

目标 2：能够运用

力学原理分析工

程方案的合理性；

能够熟练掌握强

度理论的应用计

算，包括截面的质

心、重心、组合图

形的转动惯量、回

转半径和极惯性

矩等物理参数的

计算方法；能够对

复杂的工程问题

进行力学简化、强

度、刚度和稳定性

分析和计算。 

目标 3：能够力学

知识进行工程构

件的可行性研究。

具有准确、条理、

简洁地解决材料

强度相关问题的

能力；理解并能够

解决“扭转”、“弯

曲”、“剪切”和“组

合受力”的相关问

题；理解应力和应

变的关系，并能够

进行基本梁设计。 

目标 5：能够根据

实验方案开展实

验。能够对实验结

果进行分析和解

释，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1.1掌握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

念，明确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和学

习目的。 

√    

1.2理解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

物理含义，熟练应用截面法求截面上的

内力。 

√    

1.3掌握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和变

形特点。 
√    

2.1 熟练掌握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

图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 √ √  

2.2 掌握横截面与任意斜截面上内力

以及正（切）应力的计算公式。 
 √ √  

2.3 理解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

熟练掌握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

截面设计和许可载荷计算。 

√ √ √  

2.4掌握复杂受力情况下危险点的应力

分析、主应力计算方法。 
 √   

2.5掌握强度理论和组合变形的强度计

算。 

 

 √ √  

3.1熟练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

量计算方法。 
 √   

3.2掌握横向变形和泊松比的概念、了

解广义胡克定律概念。 
√    

3.3掌握静不定问题的特点，利用应力

应变关系求解各种静不定问题。 
√ √ √  

4.1理解压杆失稳的概念。掌握压杆稳

定性设计的步骤、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

施。 

√ √ √  

4.2熟练应用细长压杆的临界载荷、欧

拉公式、经验公式。 
 √ √  

5.1拉伸和压缩实验    √ 

5.2扭转实验    √ 

5.3 弯曲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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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02P1 

英文名称：Interchangeability and Technical Measur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汽车类、商学院等相关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2） 

后续课程：机械制造技术、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互换性、优先数和优先数系的基本概念，掌握有关测量的概

念及量块的使用。 

目标 2：掌握国家标准对尺寸公差、配合的主要规定，初步掌握合理选用

公差和配合进行精度设计以及尺寸的检测。 

目标 3：掌握国家标准对零件几何公差的规定、几何公差在图样上的标注

及检测。 

目标4：掌握零件表面粗糙度参数的选择原则及在图样上的正确标注方法。 

目标 5：掌握常用组合件如单键、花键、螺纹、滚动轴承的公差特点及一

般检测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测量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1.1互换性的概念及实现互换性的条件；标准化概念及优先数的选取。 

 （2课时） 

1.2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理解长度单位与尺寸传递；掌握量块的使用。 

 （1课时） 

（二）尺寸的公差配合与检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2.1 尺寸与配合的术语和定义。 （1课时） 

2.2尺寸的公差与配合国家标准，标准公差及基本偏差的查表及计算，公

差带图的画法，基准制。 （2课时） 

2.3尺寸公差与配合的选用、标注及识图。 （3课时） 

2.4 尺寸公差检测原则和评定标准。 （1课时） 

（三）几何公差与检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掌握国家标准对几何公差的主要规定，几何公差带的特征、符号和标

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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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掌握形状公差、方向公差、位置公差和跳动公差带的定义、标注及解

释。  （2课时） 

3.3掌握公差原则的相关术语及定义，掌握包容要求，了解最大最小实体

要求。  （1.5课时） 

3.4 了解几何误差的检测原则和评定准则。 （0.5课时） 

（四）表面粗糙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4.1理解表面粗糙度的基本术语及定义；了解表面粗糙度评定参数及其数

值标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掌握表面粗糙度参数值的选用和在图样上的标注；

初步掌握表面粗糙度的测量方法。 （2课时） 

（五）常用组合件的公差与检测 （4课时） 

5.1单键结合的互换性，单键联结的使用要求，影响其互换性的主要几何

参数的误差；掌握单键联结的公差配合的选用原则和方法。 （1课时） 

5.2 花键的公差与检测。 （1课时） 

5.3 普通螺纹联接的公差与检测。 （1课时） 

5.4理解滚动轴承的公差配合及其特点，滚动轴承精度等级及其选用；掌

握滚动轴承与轴及外壳孔的配合种类及其选用，轴颈和外壳孔的表面粗糙度和

形位公差的选用。 （1课时） 

（六）基本工具，仪器仪表的使用及实验 （8课时） 

6.1直径尺寸测量。了解零件内径、外径尺寸的测量方法，学会用机械比

较仪和内径百分表测量尺寸。 （2课时） 

6.2几何误差的测量。 箱体孔轴线的平行度误差测量；齿轮轴跳动误差的

测量。  （2课时） 

6.3螺纹内径的测量。使用螺纹内径测量仪进行测量，了解螺纹通规止规

的使用。  （2课时） 

6.4综合测量。本次实验为自行设计测量方案并独立完成测量的实验。实

验前根据被测零件图分析其技术要求，确定测量项目。按照不同的测量项目自

己设计测量方案，选择测量方法和测量器具，写出预习报告，经教师检查后，

即可按方案独立完成零件测量的全过程，并写出测量报告。（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周兆元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 1 月

第 3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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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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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学习指导及习题集》，李翔英 等编， 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3年 09月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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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互换性基本概念，尺寸公差、

几何公差的选用标注，表面粗糙度标注，常用结合件公差特点。 

五、附件 

 

制定人：  沈红芳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于慧&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高淑杰&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CF%E8%D3%A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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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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互换

性、优先数和优先

数系的基本概念，

掌握有关测量的

概念及量块的使

用 

目标 2：掌握国

家标准对尺寸公

差、配合的主要

规定，初步掌握

合理选用公差和

配合进行精度设

计以及尺寸的检

测 

目标 3：掌握国

家标准对零件几

何公差的规定、

几何公差在图样

上的标注及检测 

掌握零件表面

粗糙度参数的

选择原则及在

图样上的正确

标注方法 

掌握常用组合

件如单键、花

键、螺纹、滚

动轴承的公差

特点及一般检

测方法 

1.1互换性的概念 √     

1.2测量的基本概念 √     

2.1尺寸与配合的术语  √    

2.2 尺寸的公差与配合的国

家标准 
 √   

 

2.3尺寸公差与配合的选用  √    

2.4尺寸的检测  √    

3.1几何公差的基本术语   √   

3.2几何公差的定义及注释   √   

3.3公差原则   √   

3.4几何误差的检测原则   √   

4.1表面粗糙度    √  

5.1单键结合的互换性     √ 

5.2花键的公差与检测     √ 

5.3 普通螺纹联接的公差与

检测 
    √ 

5.4滚动轴承的公差配合     √ 

6.1直径尺寸测量 √ √    

6.2几何误差的测量 √  √   

6.3螺纹内径的测量 √    √ 

6.4综合测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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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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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金属学及热处理、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互

换性与技术测量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通用机械零、部件的设计原理、方法和机械设计的一般规律，

具有设计典型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实践能力。 

目标2：具有正确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目标3：掌握典型机械零件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获得一定的实验技能和基本

训练。 

目标4：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创新意识，了解本课程基本理论的创立、运

用和发展；了解机械设计的新发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 

1.1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1课时） 

1.2 机械及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步骤 （1课时） 

（二）传动零件及其设计 （26学时） 

2.1 带传动（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普通 V 带的型号和规格、带轮

的材料和结构、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设计计算过程。） （6学时） 

2.2链传动特点和应用、链条链轮结构、链传动受力及运动分析、链传动参

数选择及设计计算 （5学时） 

2.3 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齿轮受力分析、材料选择、设计准则及具体设

计计算方法。 （10学时） 

2.4 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强度计算

和热平衡计算。 （5学时） 

（三）轴系零部件及其设计 （18学时） 

3.1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设计、强度和刚度计算 （4学时） 

3.2 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及轴承衬材料、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

算  （2学时） 

3.3 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命计算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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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组合设计、润滑与密封。 （10学时） 

3.4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求和分类、结构和特点 （2学时） 

（四）联接件及其设计 （12学时） 

4.1 螺纹联接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和应用；螺纹联接预紧防松,失效形式；

单个螺栓及螺栓组的受力分析及强度计算 （8学时） 

4.2销联接,花键联接及成型连接的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和应用。 

  （4学时） 

（五）基本实验理论及技能 （选做三个） 

5.1带传动效率测定 （2学时） 

5.2齿轮效率测定 （2学时） 

5.3螺栓组及单螺栓联接综合实验 （2学时） 

5.4减速器结构分析与拆装 （2学时） 

（六）自学机械设计史了解有关创新设计实例和CAD软件的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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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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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版） 

2.《机械设计教程》，吴宗泽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 

3.上海电机学院课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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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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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实验（20%）、作业（10%）及出勤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冬梅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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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通用机

械零、部件的设计原

理、方法和机械设计

的一般规律，具有设

计典型机械传动装

置和简单机械的实

践能力 

目标2、。 
具有正确运用标准、

规范、手册、图册和

查阅有关技术资料

的能力。 

目标 3：掌握典型机

械零件的实验方法，

获得一定的实验技

能和基本训练。 

目标 4：树立正确的

设计思想和创新意

识，了解本课程基本

理论的创立、运用和

发展；了解机械设计

的新发展。 

1.1 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

课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      √ 

1.2 机械及机械零件设计一般

步骤。 
√      √ 

2.1带传动（带传动的类型、特

点和应用、普通 V 带的型号和

规格、带轮的材料和结构、带

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

设计计算过程。）  

√  √    √ 

2.2链传动特点和应用、链条链

轮结构、链传动受力及运动分

析、链传动参数选择及设计计

算 

√  √    √ 

2.3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齿轮

受力分析、材料选择、设计准

则及具体设计计算方法。 

√  √   √ 

2.4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

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

强度计算和热平衡计算。 

√ √  √ 

3.1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

设计、强度和刚度计算的分析

方法 

 √ √    √ 

3.2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

及轴承衬材料、非液体摩擦滑

动轴承的计算 

 √ √    √ 

3.3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

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

命计算和轴承的组合设计、润

滑与密封。  

 √ √    √ 

3.4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

求和分类、结构和特点 
 √  √ √ √  

4.1螺纹联接工作原理、类型、

特点和应用；螺纹联接预紧防

松,失效形式；单个螺栓及螺栓

组的受力分析及强度计算 

 √   √  √ 

4.2 销联接,花键联接及成型连

接的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和

应用。  

 √   √         √ 

实验 1：带传动效率测定     √   

实验 2：齿轮效率测定     √   
实验 3：螺栓组及单螺栓联接综

合实验 
    √   

实验 4：减速器结构分析与拆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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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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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2）、理论力学、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构的组成原理、常用机构的常用类型、特点及应用，具有

初步分析机械结构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常用机构及简单机械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1课时） 

1.1了解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1.2熟悉机器和机构的特征，掌握机械原理的学习方法和机器的组成。 

（二）常用机构的结构及运动分析和设计 （33学时） 

2.1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机构组成原

理和机构分析。 （5学时） 

2.2平面机构的速度和加速度分析 （2学时） 

2.3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及设计。 

  （4学时） 

2.4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其选择、凸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

构基本尺寸的确定。 （4学时） 

2.5齿轮机构类型特点、渐开线齿廓、直齿斜齿和锥齿轮几何尺寸计算、

齿轮加工原理。 （12学时） 

2.6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算。 （4学时） 

2.7 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等特点及应用。（2学时） 

（三）机械动力学设计 （6学时） 

3.1机械系统的等效力学模型，机械的真实运动规律，机械速度波动的调

节。  （4学时） 

3.2刚性转子的静平衡和动平衡，挠性转子动平衡简介，平面机构动平衡

简介。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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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6课时） 

4.1机构运动简图测绘与分析实验 （2课时） 

4.2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实验 （2课时） 

4.3机构运动方案创新设计实验或刚性转子动平衡测试与分析实验（2课时） 

（五）具有运用标准、规范的能力，初步具备分析和设计一般简单机械传

动装置的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 

5.1实验仪器的使用。 

5.2实验工具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原理》（第 3 版），邓宗全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械原理》，张春林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 《机械原理》，孙桓等主编（第 8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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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辛绍杰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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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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机构的组成原理、常

用机构的常用类型、特点及应用，

具有初步分析机械结构的能力。 

目标 2：掌握常用机构

及简单机械设计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 

目标 3：掌握基

本实验原理及

技能。 

1.1 了解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

程的性质、任务、特点； 
√   

1.2 熟悉机器和机构的特征，掌握机

械原理的学习方法和机器的组成。 
√   

2.1 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机构组成原理和机

构分析。（5学时） 

√  √ 

2.2 平面机构的速度和加速度分析（2学

时） 
 √  

2.3 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面四

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及设计。（4学时） 
 √  

2.4 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

其选择、凸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构基本

尺寸的确定。（4学时） 
 √  

2.5 齿轮机构类型特点、渐开线齿

廓、直齿斜齿和锥齿轮几何尺寸计

算、齿轮加工原理。（12 学时） 

 √ √ 

2.6 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算。

（4学时） 
 √  

2.7 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

轮机构等特点及应用。（2学时） 
√ √  

3.1 机械系统的等效力学模型，机械

的真实运动规律，机械速度波动的调

节。（4 学时） 

 √ √ 

3.2 刚性转子的静平衡和动平衡，挠

性转子动平衡简介，平面机构动平衡

简介。（4学时） 

 √ √ 

4.1 机构运动简图测绘与分析实验（2 课

时） 
 √ √ 

4.2 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实验（2 课

时）  √ √ 

4.3 机构运动方案创新设计实验或刚

性转子动平衡测试与分析实验（2 课

时） 

 √ √ 

5.1 实验仪器的使用。   √ 

5.2 实验工具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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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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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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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物理 A（1）、大学物理 A（2） 

后续课程：材料力学、机械原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理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目标2：能够对简单或复杂的机械工程对象建立力学模型。 

目标3：能够对力学模型进行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包括瞬时和过程）

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课时） 

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学习理论力学的目的。 

  （1课时） 

（二）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7课时） 

2.1 静力学公理。 （1课时） 

2.2 约束及物体的受力分析。 （2课时） 

2.3 平面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4课时） 

2.4 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及平衡方程的应用，静定与超静定问题的概念。 

  （2课时） 

2.5 空间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4课时） 

2.6 重心的概念，确定重心的方法。 （2课时） 

2.7 滑动摩擦力和摩擦角的概念，考虑滑动摩擦时单个刚体和简单平面刚

体系的平衡问题。 （2课时） 

（三）运动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3.1描述质点运动的矢量法、直角坐标法和自然坐标法。 （2课时） 

3.2 刚体平移和刚体定轴转动概念及其运动特征，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矢量

表示方法，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的矢积表示方法。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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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刚体平面运动的概念及其运动特征，平面运动刚体角速度、角加速度以

及刚体上各点速度和加速度的求解方法。 （4课时） 

3.5 运动学综合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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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4.1 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两类动力学基本问题的求解方法。 （2课时） 

4.2 动量矩的概念及动量矩定理的应用，转动惯量的概念及其计算。 

  （6课时） 

4.3 动能的概念及动能定理的应用。 （4课时） 

4.4 动力学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理论力学（I）》（第八版），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理论力学》，范钦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理论力学》，支希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 《理论力学》， 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基础力学教学研究部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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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力学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简单刚体系统的平衡问题、点的速度合成定理应用、点的加

速度合成定理应用、平面运动刚体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求解、平面运动刚体上

各点速度和加速度的求解、动量矩定理的应用、动能定理的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杰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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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理论力学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目标 2：能够对简单或复杂

的机械工程对象建立力学

模型 

目标 3：能够对力学模型进行静力学、

运动学和动力学（包括瞬时和过程）分

析 

课程导论 √   

2.1静力学公理 √ √ √ 

2.2约束及物体的受力

分析 
√ √ √ 

2.3平面力系的简化与

平衡 
√ √ √ 

2.4物体系统的平衡问

题及平衡方程的应用 
√ √ √ 

2.5空间力系的简化与

平衡 
√ √ √ 

2.6 重心 √ √ √ 

2.7 摩擦 √ √ √ 

3.1 点的运动学 √ √ √ 

3.2 刚体的简单运动 √ √ √ 

3.3 点的合成运动 √ √ √ 

3.4 刚体的平面运动 √ √ √ 

3.5 运动学综合应用 √ √ √ 

4.1 质点动力学的基

本方程 
√  √ 

4.2 动量矩定理 √  √ 

4.3 动能定理 √  √ 

4.4 动力学综合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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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09P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Design Basis Curriculum Design 

学分/学时：2/2周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电子封装技术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初步掌握机械产品或机械结构的设计过程和方法，综合运用所学的

理论知识、生产知识进行传动方案、总体结构方案，结合生产，独立完成满足使

用条件的机械部件设计。 

目标2：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结合生产实际独立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目标3：进行机械设计基本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和运用专利文献、设

计资料以及计算、CAD设计与工程制图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教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机械传动装配总图的设计；传动系

统部件图的设计；主要零件的设计；编制设计说明书等。 

2.1 课程设计准备： （0.5天） 

教学内容： 

2.1.1 布置课程设计任务，学生认真研究设计任务书和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

册，明确设计要求、条件、内容和步骤，收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图纸，复习机械

设计课程有关内容； 

2.1.2 准备设计所需的工具和用具，拟定设计计划。 

2.2 教学单元1：传动装置的总体设计 （1.5天） 

教学内容： 

2.2.1 确定传动装置的传动方案； 

2.2.2 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2.2.3 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重点：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难点：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2.3 教学单元2：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 （1.5天） 

教学内容： 

设计计算各级传动件的参数和主要尺寸，如齿轮传动设计，齿轮的模数、齿

http://dict.cn/Mechanical%20Design%20Basis%20Curriculum%20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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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度圆直径和齿宽；带传动设计，带的型号、根数、带长、带轮外径及宽度、

中心距及压轴力，链传动设计，传动链的型式、链轮的齿数、链节距、中心距和

链长等。 

2.4 教学单元3：装配图设计 （3.5天） 

2.4.1装配草图设计及零部件尺寸或型号确定：按装配图的设计步骤进行装配

草图设计，画好装配草图后，应逐一检查轴结构、支撑结构、箱缘尺寸、以及附

件等设计的正确性、合理性，检查后交教师审查。 时间：1.5天 

2.4.2装配工作图设计：按生产图纸要求绘制装配图，装配图不仅要符合制图

规范，而且要完成装配图的其他要求，如标注尺寸、技术特性、技术要求、零件

编号及其明细栏、标题栏等。 时间：2天 

2.5 教学单元4：零件工作图设计 （1.5天） 

按国标画出相配合的轴与齿轮的零件工作图，2张 

2.6 教学单元5：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1天） 

整理前期课程设计所做的设计计算工作，按要求完成设计计算说明书。 

2.7 教学单元6：设计总结、提交设计文件 （0.5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唐增宝等 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册》，吴宗泽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图册》，龚溎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指导书》，龚溎义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课程成绩根据学生的设计态度、主要参数设计计算和图纸

质量、创新性及日常检查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成绩。由平时成

绩与设计质量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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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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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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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创新型设计允许有小量非原则性错误，成绩可以高于同等质量的一般题目的

课程设计。 

五、附件 

 

制定人：  辛绍杰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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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握机械产品或

机械结构的设计过程和方法，

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生

产知识进行传动方案、总体结

构方案，结合生产，独立完成

满足使用条件的机械部件设

计。 

目标 2：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

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结合生产实际独立分析

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目标 3：进行机械设计基本

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

和运用专利文献、设计资料

以及计算、CAD 设计与工程

制图的能力。 

2.1.1布置课程设计任务   √ 

2.1.2 准备设计所需的工具和

用具，拟定设计计划 
  √ 

2.2.1 确定传动装置的传动方

案 
√   

2.2.2 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

功率，选定电动机 
√ √  

2.2.3 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

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   

2.3 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   √ √ 

2.4.1 装配草图设计及零部件

尺寸或型号确定 
√   

2.4.2总装配工作图设计 √  √ 

2.5 零件工作图设计   √ 

2.6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  

2.7 设计总结、提交设计文件  √  

 

 

 
 



20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0Q1         英文名称：Coursework of Mechanical Design

学分/学时：2/2周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2）、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材料力学、机

械设计、工程材料与金属热处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初步掌握机械产品或机械结构的设计过程和方法，综合运用所学的

理论知识、生产知识进行传动方案、总体结构方案，结合生产，独立完成满足

使用条件的机械部件设计。 

目标2：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结合生产实际独立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目标3：进行机械设计基本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和运用专利文献、设

计资料以及计算、CAD设计与工程制图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教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机械传动装配总图的设计；传动

系统部件图的设计；主要零件的设计；编制设计说明书等。 

2.1 课程设计准备： （0.5天） 

教学内容： 

2.1.1 布置课程设计任务，学生认真研究设计任务书和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手册，明确设计要求、条件、内容和步骤，收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图纸，复习

机械设计课程有关内容； 

2.1.2 准备设计所需的工具和用具，拟定设计计划。 

2.2 教学单元1：传动装置的总体设计 （1.5天） 

教学内容： 

2.2.1 确定传动装置的传动方案； 

2.2.2 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2.2.3 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重点：分配传动比、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 

难点：计算传动机构所需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2.3 教学单元2：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  （1.5天）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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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计算各级传动件的参数和主要尺寸，如齿轮传动设计，齿轮的模数、

齿数、分度圆直径和齿宽；带传动设计，带的型号、根数、带长、带轮外径及

宽度、中心距及压轴力，链传动设计，传动链的型式、链轮的齿数、链节距、

中心距和链长等。 

2.4 教学单元3：装配图设计 （3.5天）  

2.4.1 装配草图设计及零部件尺寸或型号确定：按装配图的设计步骤进行装

配草图设计，画好装配草图后，应逐一检查轴结构、支撑结构、箱缘尺寸、以

及附件等设计的正确性、合理性，检查后交教师审查。 时间：1.5 天 

2.4.2 装配工作图设计：按生产图纸要求绘制装配图，装配图不仅要符合制

图规范，而且要完成装配图的其他要求，如标注尺寸、技术特性、技术要求、

零件编号及其明细栏、标题栏等。 时间：2 天 

2.5 教学单元4：零件工作图设计 （1.5天） 

按国标画出相配合的轴与齿轮的零件工作图，2张 

2.6 教学单元5：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1天） 

整理前期课程设计所做的设计计算工作，按要求完成设计计算说明书。 

2.7 教学单元6：设计总结、提交设计文件 （0.5天）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唐增宝等 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 

1.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册》，吴宗泽等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图册》，龚溎义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指导书》，龚溎义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课程成绩根据学生的设计态度、主要参数设计计算和图

纸质量、创新性及日常检查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成绩。由平

时成绩与设计质量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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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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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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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创新型设计允许有小量非原则性错误，成绩可以高于同等质量的一般题目

的课程设计。 

五、附件 

 

制定人：  辛绍杰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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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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握机械产品或机

械结构的设计过程和方法，综合

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生产知识

进行传动方案、总体结构方案，

结合生产，独立完成满足使用条

件的机械部件设计。 

目标 2：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设计思想，训练学生

综合运用理论知识，结合生

产实际独立分析和解决工

程问题的能力。 

目标 3：进行机械设计基本

技能的训练，锻炼学生收集

和运用专利文献、设计资料

以及计算、CAD 设计与工程

制图的能力。 

2.1.1布置课程设计任务   √ 

2.1.2 准备设计所需的工

具和用具，拟定设计计划 
  √ 

2.2.1 确定传动装置的传

动方案 
√   

2.2.2 计算传动机构所需

的总功率，选定电动机 
√ √  

2.2.3 分配传动比、计算

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

数 

√   

2.3 传动零件的设计计算   √ √ 

2.4.1 装配草图设计及零

部件尺寸或型号确定 
√   

2.4.2总装配工作图设计 √  √ 

2.5 零件工作图设计   √ 

2.6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  

2.7 设计总结、提交设计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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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1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Mechanics 

学分/学时：5/80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专业、车辆工程专业 

开课院系：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程力学的基本定理和基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刚体及简单刚体系的受力分析方法，能够画出受力图并进行静

力学平衡计算； 

目标 3:掌握杆件的内力分析方法，并绘出相应的内力图，能分析杆件的应

力、变形，并进行强度和刚度计算；了解应力状态理论与强度理论的基本知识，

了解简单压杆的临界载荷概念； 

目标4:根据力学实验方案开展实验，观察实验现象、采集并处理实验数据、

分析实验结果。 

二、课程内容 

（一）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课时） 

1.1 静力学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 （6 学时）； 

1.2 汇交力系的合成与平衡条件 （2 学时）； 

1.3 力矩、力偶矩的计算、力偶系的性质、合成和平衡条件 （4 学时）； 

1.4 力系的平移、平面任意力系的简化及其平衡条件、刚体系的平衡以及

静定与超静定问题的概念 （6 学时）； 

1.5 空间任意力系的简化与平衡条件 （2 学时）。 

（二）材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0课时） 

2.1 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2 学时）； 

材料力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外力与内力以及应力和应变； 

2.2 轴向拉伸与压缩 （14 学时） 

2.2.1 拉压的基本概念、拉压缩杆件的轴力、轴力图与应力 （2 学时）； 

2.2.2 材料在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性能、应力集中概念 （2 学时）； 

2.2.3 材料的失效、许用应力与强度条件 （2 学时）； 

2.2.4 胡克定律与拉压杆的变形 （2 学时）； 

2.2.5 简单拉压静不定问题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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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连接部分的强度计算 （4 学时）； 

2.3 扭转变形 （4 学时） 

2.3.1 扭转的基本概念、扭矩计算与扭矩图、切应力互等定理及剪切胡克定

律、圆轴扭转横截面上的应力计算、极惯性矩与抗扭截面系数 （2 学时）； 

2.3.2 圆轴扭转的强度条件和刚度条件 （2 学时）； 

2.4 弯曲变形 （16 学时） 

2.4.1 约束与梁的分类、剪力与弯矩的计算、剪力与弯矩方程及各自的图形

表示  （6 学时）； 

2.4.2 对称弯曲正应力计算、惯性矩与平行轴定理、梁的强度条件、以及提

高梁强度的措施、弯拉（压）组合变形 （6 学时）； 

2.4.3 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积分法与叠加法计算梁的位移、梁的刚度条件

与刚度设计  （4 学时） 

2.5 应力状态分析 （6 学时） 

2.5.1 平面应力状态应力分析、极限应力与主应力 （4 学时） 

2.5.2 复杂应力状态的最大应力、广义胡克定律 （2 学时） 

2.6 复杂应力状态强度问题 （6 学时） 

2.6.1 四个强度理论 （4 学时） 

2.6.2 弯扭组合与弯拉（压）扭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2 学时） 

2.7 压杆稳定问题 （4 学时） 

稳定性概念、临界载荷与临界应力的计算以及压杆稳定条件； 

2.8 疲劳强度 （2 学时） 

循环应力与疲劳破坏，材料的疲劳极限以及影响构件疲劳极限的主要因素； 

2.9 实践环节 （6 学时） 

2.9.1 拉伸和压缩实验：了解实验过程，观察破坏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2课时） 

2.9.2 扭转实验：对低碳钢和铸铁的扭转各阶段应力分布和破坏方向进行分

析（2课时） 

2.9.3 弯曲实验：熟悉电测方法及电阻应变仪的使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力学》（静力学与材料力学），单辉祖谢传锋 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程力学练习册》，王斌耀、顾惠琳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 

2.《材料力学学习及考研指导书》，西南交大材料力学教研室，西南交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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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04.12； 

3. 《材料力学（问题、例题与分析方法）》，单祖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 

4.《工程力学学习指导与综合训练解析》，冯锡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13.12； 

5.《工程力学学习指导》，邱小林等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8； 

6.《工程力学（材料力学）学习指导及习题全解》，纪炳炎、周康年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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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课后作业（20%），课堂出勤情况以及

回答问题（10%），实验成绩（10%）。作业缺交当次计零分，迟交当次计 50%，

缺交 1/3 作业，不得参加考试，成绩按各次作业成绩平均计分； 

2. 期末考试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静力学基本概

念、受力分析、静力学平衡的计算、材料力学基本概念、内力计算、内力图的

绘制、应力计算、强度分析、稳定性计算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唐国明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7%F1%D0%A1%C1%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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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工程力

学的基本

定理和基

本概念； 

目标 2:掌握刚体

及简单刚体系的

受力分析方法，

能够画出受力图

并进行静力学平

衡计算； 

目标 3:掌握杆件的内力分析方

法，并绘出相应的内力图，能分

析杆件的应力、变形，并进行强

度和刚度计算；了解应力状态理

论与强度理论的基本知识，了解

简单压杆的临界载荷概念 

目标 4:根据力学

实验方案开展实

验，观察实验现

象、采集并处理实

验数据、分析实验

结果。 

1.1 静力学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

分析 
√ √   

1.2 汇交力系的合成与平衡条件 √ √   

1.3 力矩、力偶矩的计算、力偶

系的性质、合成和平衡条件 
√ √   

1.4 力系的平移、平面任意力系

的简化及其平衡条件、刚体系的

平衡以及静定与超静定问题的

概念 

√ √   

1.5 空间任意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条件 
√ √   

2.1 材料力学的研究对象、基本

假设、外力与内力以及应力和应

变； 

√ √   

2.2.1 拉压的基本概念、拉压缩杆

件的轴力、轴力图与应力 
√  √  

2.2.2 材料在拉伸与压缩时的力

学性能、应力集中概念 
√  √  

2.2.3 材料的失效、许用应力与

强度条件 
√  √  

2.2.4 胡克定律与拉压杆的变形 √  √  

2.2.5 简单拉压静不定问题 √  √  

2.2.6 连接部分的强度计算 √  √  

2.3.1 扭转的基本概念、扭矩计

算与扭矩图、切应力互等定理及

剪切胡克定律、圆轴扭转横截面

上的应力计算、极惯性矩与抗扭

截面系数 

√  √  

2.3.2 圆轴扭转的强度条件和刚

度条件 
√  √  

2.4.1 约束与梁的分类、剪力与

弯矩的计算、剪力与弯矩方程及

各自的图形表示 

√  √  

2.4.2 对称弯曲正应力计算、惯

性矩与平行轴定理、梁的强度条

件、以及提高梁强度的措施、弯

拉（压）组合变形 

√  √  

2.4.3 挠曲线近似微分方程、积

分法与叠加法计算梁的位移、梁

的刚度条件与刚度设计 

√  √  

2.5.1 平面应力状态应力分析、极

限应力与主应力 
√  √  

2.5.2 复杂应力状态的最大应力、

广义胡克定律 
√  √  

2.6.1 四个强度理论 √  √  

2.6.2 弯扭组合与弯拉（压）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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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2.7 稳定性概念、临界载荷与临

界应力的计算以及压杆稳定条

件 

√  √  

2.8 循环应力与疲劳破坏，材料

的疲劳极限以及影响构件疲劳

极限的主要因素 

√  √  

2.9.1 拉伸和压缩实验：了解实

验过程，观察破坏现象并分析其

原因。 

   √ 

2.9.2 扭转实验：对低碳钢和铸

铁的扭转各阶段应力分布和破

坏方向进行分析 

   √ 

2.9.3 弯曲实验：熟悉电测方法

及电阻应变仪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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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2B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Design  

学分/学时：5/80          适用专业：汽车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工程力学、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车辆工程） 

后续课程：汽车理论、汽车构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设计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步骤、常用机构的

工作原理、结构组成、运动特点，初步具有分析和设计常用机构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和功能、设计计算理论与方

法。 

目标 3：掌握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目标 4：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及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初步具备设计一般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机械设计总论 （2课时） 

1.1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及内容、机械设计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

步骤  （1课时） 

1.2机械零件设计概论（机械零件强度、耐磨性、常用材料选择、工艺性

及标准化）。 （1学时） 

（二）常用机构的结构及运动分析和设计 （26学时） 

2.1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6学时） 

2.2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及设计。 

  （4学时） 

2.3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其选择、凸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

构基本尺寸的确定。 （4学时） 

2.4齿轮机构类型特点、渐开线齿廓、直齿斜齿和锥齿轮几何尺寸计算、

齿轮加工原理。 （8学时） 

2.5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算。 （4学时） 

（三）机械传动 （22学时） 

3.1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普通 V带的型号和规格、带轮的材料和

结构、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设计计算过程。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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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链传动特点和应用、链条链轮结构、链传动受力及运动分析、链传动

参数选择及计计算设计计算 （4学时） 

3.3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齿轮受力分析、材料选择、设计准则及具体设

计计算方法。 （8学时） 

3.4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强度计算

和热平衡计算。 （4学时） 

（四）轴系零件 （14学时） 

4.1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设计、强度和刚度计算。 （4学时） 

4.2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及轴承衬材料、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计

算。  （2学时） 

4.3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命计算和轴

承的组合设计、润滑与密封。 （6学时） 

4.4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求和分类、结构、特点和选择。 （2学时） 

（五）连接 （8学时） 

5.1螺纹及螺纹连接件的类型、特点、标准、结构、应用场合和强度计算

方法。  （6学时） 

5.2轴毂连接，包含键连接、花键连接及销连接的类型特点应用场合及强

度校核的方法。 （2学时） 

（六）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8课时） 

6.1机构运动简图测绘与分析实验 （2课时） 

6.2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实验 （2课时） 

6.3螺栓及螺栓组连接的动静态特性实验。 （2课时） 

6.4减速器拆装实验 （2课时） 

（七）具有运用标准、规范的能力，初步具备分析和设计一般简单机械传

动装置的能力（学生自主学习） 

7.1运用国家标准、规范（平键连接、螺纹连接、滚动轴承等） 

7.2 实验仪器与工具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设计基础》（第 2 版），朱理等主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设计基础》（第 6版），杨可桢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6 

2. 《机械原理》，孙桓等主编（第 8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5 

3. 《机械设计》（第 9 版），濮良贵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5 

4. 《机械设计基础》，王军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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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械设计手册》（第 5 版），成大先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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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姚敏娟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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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研究对象

及性质、机械设计基本要

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

步骤、常用机构的工作原

理、结构分析及设计 

目标 2：掌握通用

零、部件的工作原

理、结构特点、设

计计算和维护保

养等基本知识 

目标 3：掌握

基本实验理

论及技能 

目标 4:具有运用

标准、规范和 CAD

软件的能力，具

有设计一般简单

机械传动装置的

能力 

1.1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及内容、机械

设计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

般步骤 

√    

1.2机械零件设计概论（机械零件强

度、耐磨性、常用材料选择、工艺

性及标准化。 

√    

2.1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

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    

2.2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

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及设计 
√    

2.3 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其选

择、凸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构基

本尺寸的确定。 

√    

2.4 齿轮机构类型特点、渐开线齿

廓、直齿斜齿和锥齿轮几何尺寸计

算、齿轮加工原理 

√  √  

2.5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

算。 
√  √  

2.6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与不完全齿

轮机构的工作原理、类型及应用。 
√    

3.1带传动（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

应用、普通 V 带的型号和规格、带

轮的材料和结构、带传动的受力分

析、失效分析及设计计算过程。） 

 √ √ √ 

3.2链传动特点和应用、链条链轮结

构、链传动受力及运动分析、链传

动参数选择及计计算设计计算 

 √ √ √ 

3.3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齿轮受力

分析、材料选择、设计准则及具体

设计计算方法。 

 √ √ √ 

3.4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要参

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强度计

算和热平衡计算。 

 √ √ √ 

4.1 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设

计、强度和刚度计算 
 √ √ √ 

4.2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轴瓦及轴

承衬材料、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

计算 

 √ √       √ 

4.3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效形

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命计算和

轴承的组合设计、润滑与密封。 

 √ √ √ 

4.4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求和

分类、结构和特点 
 √  √ 

5.1 螺纹及螺纹连接件的类型、特

点、标准、结构、应用场合和强度

计算方法。 

 √ √ √ 

5.2轴-毂连接，包含键连接花键连

接及销连接的类型特点应用场合及

强度校核的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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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   √  

6.2 螺栓及螺栓组连接的动静态特

性实验。 
  √  

6.3减速器拆装实验   √  

7.1运用国家标准、规范    √ 

7.2 CAD软件应用    √ 

7.3试验台、范成仪、游标卡尺的使

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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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2E1        英文名称：Machine Design Foundatio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焊接技术与工程、电子封装技术、材

料科学与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材料科学基础 

后续课程：增材制造与设计、电子封装结构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设计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步骤、常用机构的

工作原理、结构组成、运动特点，初步具有分析和设计常用机构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和功能、设计计算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 

目标 3：掌握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目标 4：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及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初步具备设计一般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及性质、机械设计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

般步骤、常用机构的工作原理、结构分析及设计 （18课时） 

1.1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及性质、机械设计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

步骤。（1课时） 

1.2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5课时） 

1.3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征及设计。 

  （6课时） 

1.4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其选择、凸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

构基本尺寸的确定。 （4课时） 

1.5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与不完全齿轮机构的工作原理、类型及应用。 

  （2课时） 

（二）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标准参数、受力分析、失效形式、材料选

择及具体设计计算方法 （40课时） 

2.1渐开线齿轮的啮合原理、齿轮几何尺寸计算、齿轮受力分析、失效形

式、材料选择、设计准则及具体设计计算方法。 （12课时） 

2.2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失效形式、强度计算

和热平衡计算。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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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算。 （4课时） 

2.4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普通 V带的型号和规格、带轮的材料和

结构、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设计计算过程。 （4课时） 

2.5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选用、寿命计算和轴

承的组合设计、润滑与密封。 （6课时） 

2.6轴的类型和功能、轴的结构设计、强度和刚度计算、常见的轴毂连接

形式和结构特点。 （6课时） 

2.7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求和分类、结构和特点 （2课时） 

2.8螺纹及螺纹连接件的类型、特性、标准、结构、应用场合和强度计算

方法。  （2课时） 

2.9 机动或复习 （2课时）   

（三）基本实验原理及技能 （6课时） 

3.1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 （2课时） 

3.2轴系组合设计。 （2课时） 

3.3减速器拆装实验。 （2课时）  

(四）具有运用标准、规范，初步具备分析和设计一般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

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 

4.1运用国家标准、规范（平键、滚动轴承、螺纹连接件等）。 

4.2实验仪器、设备及工具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设计基础》（第 2版），朱理编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设计基础》（第 6 版），杨可桢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8 

2. 《机械原理》，孙桓等主编（第 7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机械设计》（第 8 版），濮良贵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 《机械设计基础》，王军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5. 《机械设计手册》（第 5 版），成大先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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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刘秦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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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机械设计

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

计的一般步骤、常用机

构的工作原理、结构组

成、运动特点，初步具

有分析和设计常用机构

的能力。 

目标 2：掌握通用

零、部件的工作

原理、结构特点

和功能、设计计

算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 

目标 3：掌

握 基本 实

验 原理 及

技能。 

目标 4:具有运用

标准、规范、手册、

图册及查阅有关技

术资料的能力，初

步具备设计一般简

单机械传动装置的

能力。 

1.1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及性质、机械设计

基本要求、机械零件设计的一般步骤 
√    

1.2机构的组成、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    

1.3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及演化、平面四

杆机构的基本特征及设计 
√    

1.4从动件的常用运动规律及其选择、凸

轮轮廓的设计、凸轮机构基本尺寸的确

定 

√    

1.5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与不完全齿轮机

构的工作原理、类型及应用 
√    

2.1渐开线齿轮的啮合原理、齿轮几何尺

寸计算、受力分析、失效形式、材料选

择、设计准则及具体设计计算方法 

 √ √ √ 

2.2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主要参数和

几何尺寸、失效形式、强度计算和热平

衡 

 √   

2.3轮系的类型、应用及传动比的计算  √   

2.4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普通 V

带的型号和规格、带轮的材料和结构、

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分析及设计计

算过程 

 √ √ √ 

2.5滚动轴承的类型和特点、失效形式和

设计准则、选用、寿命计算、轴承组合

设计、润滑与密封 

 √ √ √ 

2.6轴的类型和功能、结构设计、强度和

刚度计算、常见的轴毂连接形式和结构

特点 

 √  √ 

2.7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性能要求和分

类、结构和特点 
 √ √ √ 

2.8 螺纹及螺纹连接件的类型、特性、

标准、结构、应用场合和强度计算方法 
 √ √ √ 

3.1齿轮范成加工及参数测定实验   √  

3.2轴系组合设计实验   √ √ 

3.3减速器拆装实验   √ √ 

4.1运用国家标准、规范（平键、滚动轴

承、螺纹连接件等） 
  √ √ 

4.2 实验仪器、设备及工具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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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1）》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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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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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机械制图 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熟悉制图工具的使用，掌握仪器

绘图、徒手绘制草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和投影规律。 

目标 3：熟悉轴测投影的基本特性，了解正等轴测的画法和斜二测的画法

及运用，提高空间想象能力。 

目标 4：掌握视图的投影规律，视图的表达能力和读图能力。 

目标 5：掌握视图的各种表达方法，熟练运用各种表达方法表达中等难度

的组合体。 

二、课程内容 

（一）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6课时） 

1.1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1课时） 

1.2尺规制图工具及使用。 （1课时） 

1.3尺规基本几何作图。 （1课时） 

1.4平面图形的作图 （1课时） 

1.5尺规绘图的一般操作步骤。 （1课时） 

1.6徒手绘图。 （1课时） 

（二）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6课时） 

2.1投影法的基本知识，平行投影的基本性质。 （1课时） 

2.2点在两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以及在三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与直角坐标，

投影面和投影轴上点的投影，两点的相对位置以及重影点的投影。 （1课时） 

2.3一般位置直线与特殊位置直线的投影，直线上的点投影，两直线的相

对位置。  （2课时） 

2.4几何元素法表示平面，一般位置平面和特殊位置平面的投影，平面上

点与直线的投影。 （2课时） 

（三）立体及其表面的交线 （8课时） 

3.1棱柱与棱锥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的点与线，棱柱与棱锥被平面截切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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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3课时） 

3.2圆柱体、圆锥体及球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的点与线，圆柱体与圆锥体

被平面截切后的投影。 （3课时） 

3.3表面取点法和辅助平面法求解两回转体相交的交线投影。（2课时） 

（四）轴测投影 （4课时） 

4.1 轴测投影的形成及特性，轴测投影的分类。 （1课时） 

4.2正等轴测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平面立体的正等轴测的画法，平

行于坐标面的圆的正等轴测画法，曲面立体的正等轴测的画法。 （2课时） 

4.3斜二测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平行于坐标面圆的斜二测画法，组

合体斜二测的画法。 （1课时） 

（五）组合体的视图及尺寸分析 （12课时） 

5.1三视图的形成及其投影规律，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1课时） 

5.3画组合体视图的步骤及方法。 （4课时） 

5.4读图的基本方法，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 （5课时） 

5.5基本形体的尺寸标注，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2课时） 

（六）零件的表达方法 （12课时） 

6.1基本视图，向视图，斜视图，局部视图。 （2课时） 

6.2剖视图的概念，剖视图的画法，剖视图的分类，剖视图的剖切方法。 

  （6课时） 

6.3断面图的概念，断面图的分类及画法，断面图的标注。 （2课时） 

6.4简化画法，其他表达方法。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杨裕根等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图》（第六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年 7 月（第 6 版） 

2. 《机械制图》（第六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 年 7 月（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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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投影理论的运

用，点、直线、平面的投影的综合运用，三视图的绘制，读三视图，零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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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综合运用。 

五、附件 

                                 

制定人：  蔡菲菲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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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制图

国家标准的基本

规定，熟悉制图工

具的使用，掌握仪

器绘图、徒手绘制

草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正

投影法的基本理

论和投影规律。 

目标 3：熟悉轴

测投影的基本特

性，了解正等轴

测的画法和斜二

测的画法及运

用，提高空间想

象能力。 

目标 4:掌握视

图 的 投 影 规

律，视图的表

达能力和读图

能力。 

目标 5：掌握视

图的各种表达

方法，熟练运

用各种表达方

法表达中等难

度的组合体。 

1.1 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

定 
√     

1.2尺规制图工具及其使用 √     

1.3尺规基本几何作图 √     

1.4平面图形的作图 √     

1.5 尺规绘图的一般操作步

骤 
√     

1.6徒手绘图 √     

2.1投影法的基本规定  √    

2.2点的投影  √    

2.3直线的投影  √    

2.4平面的投影  √    

3.1平面立体 √ √    

3.2曲面立体 √ √    

3.3立体与立体相交。 √ √    

4.1轴测投影的基本概念。 √  √   

4.2正等测。 √  √   

5.1 三视图的形成及其投影

规律 
√ √  √  

5.2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 √  √  

5.3画组合体 √ √  √  

5.4读组合体视图 √ √  √  

5.5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 √   √ 

6.1视图 √ √  √ √ 

6.2剖视图 √ √  √ √ 

6.3断面图 √ √  √ √ 

6.4 简化画法和其他表达方

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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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2）》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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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用件的相关标准及规范画法，并能够

用于机械结构的表达。 

目标 2：能够分析零件的结构、尺寸及相关工艺，分析装配体的工作原理和

装配关系，获得零件和装配体的初步表达方案。并具有识读零件图和装配图的能

力。   

目标 3：能够选用相关的标准及规范，测绘和设计零件和装配体的表达方案。

采用徒手和尺规画法正确表达并绘制零件和装配体。 

目标 4：能够运用机械制图这一工程工具，表达机械系统的结构，从而为

机械系统性能和结构预测与模拟提供基础条件。 

目标 5： 培养学生按照国家标准及规范作图的行为，养成团队成员协作的

好习惯。 

二、课程内容 

（一）标准件、常用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1.1螺纹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 （2课时） 

1.2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包括一张 A3图纸）。 

  （4课时） 

1.3键、销、滚动轴承、弹簧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规定画法。 （3课时） 

1.4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柱齿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规定画法及一

对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画法，能正确测绘计算并绘制出直齿圆柱齿轮的视图。 

  （5课时） 

（二）零件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8课时） 

2.1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装配图的关系。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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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寸标注。 （3课时） 

2.3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热处理的符号、代号及其标注。 （2课时） 

2.4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公差等技术要求。 （4课时） 

2.5典型零件的画法与识读练习。 （8课时） 

2.6零件图的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轴套类、盘盖类、箱体类等典型

零件的测量与绘制。 （10课时） 

（三）装配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2课时） 

3.1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规定画法。 （2课时） 

3.2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号、明细栏的注写。 （2课时） 

3.3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2课时） 

3.4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与识读练习。 （8课时） 

3.5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测绘完整的中等

复杂程度的装配图。 （8课时） 

（四）基本绘图软件及常用测绘工具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4.1丁字尺、游标卡尺等工具的使用 

4.2绘图软件 Autocad、UG、SW等软件的运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杨裕根 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06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习题集》杨裕根 李兵 编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6.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图》（第六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 年 7 月（第 6 版） 

2. 《机械制图》（第六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7 年 7 月（第 6 版） 

3.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六版），钱可强、何铭新、徐祖茂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0 年 7 月（第 6 版） 

4.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年 7月（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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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业（20%）、实验（30%）及考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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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螺纹连接的规

定画法、齿轮的计算及规定画法、零件图及装配图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原恩桃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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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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图中

标准件和常

用件的相关

标准及规范

画法，能够用

于机械结构

的表达  

目标 2：能够分

析零件的结构、

尺寸及相关工

艺，分析装配体

的工作原理和装

配关系，获得零

件和装配体的初

步表达方案。并

具有识读零件图

和装配图的能力 

目标 3：能够选

用相关的标准及

规范，测绘和设

计零件和装配体

的表达方案。采

用徒手和尺规画

法正确表达并绘

制零件和装配体 

目标 4：能够运

用机械制图这

一工程工具，

表达机械系统

的结构，从而

为机械系统性

能和结构预测

与模拟提供基

础条件 

目标 5： 培养

学生按照国家

标准及规范作

图的行为，养

成团队成员协

作的好习惯 

1.1 螺纹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

及其规定画法 
√  √  √ 

1.2 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运

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 
√  √  √ 

1.3 键、销、滚动轴承、弹簧的

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规定画法 
√  √  √ 

1.4 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柱

齿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规定

画法及一对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

画法，能正确测绘计算并绘制出

直齿圆柱齿轮的视图 

√  √  √ 

2.1 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装

配图的关系 
 √    

2.2 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寸标

注 
 √ √ √ √ 

2.3 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热

处理的符号、代号及其标注 
 √ √   

2.4 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公

差等技术要求 
 √ √   

2.5典型零件的画法与识读练习  √ √   

2.6 零件图的结构分析与表达训

练，包括轴套类、盘盖类、箱体

类等典型零件的测量与绘制 

  √ √ √ 

3.1 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

规定画法 
 √ √   

3.2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

号、明细栏的注写 
 √ √ √ √ 

3.3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   

3.4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与识

读练习 
 √    

3.5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结

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测绘完

整的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 

  √ √ √ 

4.1 丁字尺、游标卡尺等工具的

使用 
  √ √ √ 

4.2 绘图软件 Autocad、UG、SW

等软件的运用 
  √ √  

  



 

44 

《设计测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4R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Designing and Mapping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工程基础 

·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测绘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 培养部件和零件的测绘能力 

目标 2：掌握用 solidworks 软件进行建模， 

目标 3：学习零件图的表达和装配图的表达。 

二、课程内容 

测绘对象：阀体 

（一）了解装配体，对装配体的零件进行拆卸和安装 （4 课时） 

了解阀体外观机构，工作原理 （2 课时） 

拆卸阀体零件，将零件重新安装 （2 课时） 

测绘零件，列出零件明细，记录测量尺寸 （8 课时） 

2.1 测绘零件  （6 课时） 

2.2  列出零件明细，记录测量尺寸 （2 课时） 

（三） 用 solidworks 软件对零件进行建模 （14 课时） 

3.1 对零件进行建模 （8 课时） 

3.2 出零件的工程图 （6 课时） 

（四）用 solidworks 软件对零件进行装配 （14 课时） 

4.1 建装配体模型 （8 课时） 

4.2 出装配体工程图 （6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图学》（第 1 版），王菊槐、林益平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 

《设计图学习题集集》（第 1 版），王菊槐、赵近谊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 

《零部件测绘》  陈意平, 王爱君主编，东北大学出版社 , 20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国家标准《技术制图》 

2. 机械零部件测绘 高红主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 

3. 中国工程图学学会 http://www.cgn.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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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准技术网 

http://www.bzjsw.com/ziyuanxiazai/biaozhunxiazai/guojiabiaozhun/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出图结果综合计算。 

1. 平时成绩占比 30%，主要包括：考勤及平时表现等。 

2. 最终提交测绘图纸及软件建模结果 70%。 

五、附件 

 

制定人：  孟德珍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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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测绘的基本

方法和步骤，培养部件和

零件的测绘能力 

目 标 2 ： 掌 握 用

solidworks软件进行建

模 

目标 3：培学习零件图

的表达和装配图的表达 

1.1 解装配体，对装配体的零件进行拆

卸和安装 
√   

1.2 测绘零件，列出零件明细，记录测

量尺寸 
√   

1.3用 solidworks软件对零件进行建模  √  

1.4用 solidworks软件对零件进行装  √  

1.5出二维工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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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数字化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6P1        英文名称： 3D Digital Desig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机械产品三维建模及虚拟装配的基本方法，能完成简易机构

的三维建模（含虚拟装配）； 

目标 2：了解机械零件工程图处理的基本方法，能在建模的基础上按要求

完成零件的工程图处理。 

 

二、课程内容 

（一）三维建模的基本方法 （12课时） 

1.1 体素特征、成形特征、草图特征、扫描特征 （4课时） 

1.2 表达式与基准特征 （2课时） 

1.3上机实践 （6课时） 

（二）特征建模 （6课时） 

2.1三维建模特征（拔模、抽壳、螺纹、实例特征、镜像特征） （3课时） 

2.2 上机实践 （3课时） 

（三）虚拟装配 （6课时） 

3.1自下而上装配 （1课时） 

3.2装配干涉检查 （1课时） 

3.3爆炸图 （1课时） 

3.4 上机实践 （3课时） 

（四）工程图处理 （6课时） 

4.1工程图设置与管理 （1课时） 

4.2零件图的创建与编辑 （2课时） 

4.3 上机实践 （3课时） 

（五）数字化设计项目 （2课时） 

5.1数字化项目（简易部件或机构的建模与虚拟装配，单个重要零件的工

程图处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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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UG NX 8.0 机械设计教程 》，展迪优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UG NX 8.5机械设计教程》，展迪优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6月 

2. 《UG NX 10.0完全自学手册（第 3版）》，博创设计坊组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5年 4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50%）与课程项目成绩（50%）两部分组成。 

1. 平时成绩占比 50%，包括学习表现（含考勤与课堂表现，10%）、上机

操作（40%）。 

2. 课程项目成绩占比 50%，包括项目完成情况（25%）、项目答辩（25%）。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青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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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机械产品三维建模及虚拟装

配的基本方法，能完成简易机构的三维建

模（含虚拟装配）； 

目标 2：了解机械零件工程图处理的基

本方法，能在建模的基础上按要求完成

零件的工程图处理。 

1.1 体素特征、成形特征、草图特

征、扫描特征 
√  

1.2 表达式与基准特征 √  

1.3上机实践 √  

2.1三维建模特征 √  

2.2 上机实践 √  

3.1自下而上装配 √  

3.2装配干涉检查 √  

3.4 上机实践 √  

4.1工程图设置与管理  √ 

4.2零件图的创建与编辑  √ 

4.3 上机实践  √ 

5.1数字化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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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8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Drawing 

学分/学时：5/80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服务工

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汽车零部件测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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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仪器绘图、徒手绘制草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3：掌握阅读和绘制机械工程图样的能力。 

目标 4：初步学会 AutoCAD软件，掌握利用 AutoCAD软件绘制零件图的方

法。 

目标 5：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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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8课时） 

1.1《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2课时） 

1.2绘图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1课时） 

1.3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1课时） 

1.4平面图形的分析与绘图方法。 （2课时） 

1.5 AutoCAD的基本操作。 （2课时） 

（二）正投影法的基础知识 （8课时） 

2.1投影法和三视图的形成。 （1课时） 

2.2点的投影。 （1课时） 

2.3直线的投影。 （2课时） 

2.4平面的投影。 （2课时） 

2.5 利用 CAD绘制三视图。 （2课时） 

（三）立体的投影 （8课时）  

3.1平面立体的投影。 （2课时） 

3.2回转体的投影。 （2课时） 

3.3切割体的投影。 （2课时） 

3.4相贯体的投影。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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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轴测图 （4课时） 

4.1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1课时） 

4.2正等轴测图。 （2课时） 

4.3斜二轴测图。 （1课时） 

（五）组合体 （10课时）  

5.1组合体的构造及形体分析法。 （1课时） 

5.2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1课时） 

5.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1课时） 

5.4读组合体的视图。 （2课时） 

5.5组合体的构型设计。 （1课时） 

5.6组合体画法大作业，A4 图纸。 （2 课时） 

5.7利用 CAD绘制组合体。 （2 课时） 

（六）机件常用的表示方法 （10课时） 

6.1视图。 （2课时） 

6.2剖视图。 （4课时） 

6.3断面图。 （1课时） 

6.4局部放大图及其他规定与简化画法。 （1课时） 

6.5利用 CAD绘制剖视图。 （2课时） 

（七）标准件与常用件 （10课时）  

7.1螺纹。 （2课时） 

7.2螺纹紧固件。 （2课时） 

7.3键连接和销连接。 （1课时） 

7.4齿轮。 （2课时） 

7.5滚动轴承、弹簧。 （1课时） 

7.6 利用 CAD绘制标准件。 （2课时） 

（八）零件图 （12课时） 

8.1零件图的作用与内容。 （0.5课时） 

8.2零件表达方案的选择与尺寸标注。 （1课时） 

8.3零件的构型设计与工艺结构。 （0.5课时） 

8.4利用 CAD绘制零件图。 （2课时） 

8.5零件的技术要求。 （2课时） 

8.6零件图大作业， A4图纸。 （2课时） 

8.7读零件图。 （2课时） 

8.8利用 CAD绘制零件图。 （2课时） 

（九）装配图 （1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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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装配图的作用与内容。 （0.5课时） 

9.2部件的表达方法。 （1.5课时） 

9.3装配图的画法。 （1课时） 

9.4装配结构的合理性简介。 （1课时） 

9.5装配图大作业， A3图纸。 （2课时） 

9.6读装配图。 （2课时） 

9.7利用 CAD绘制装配图。 （2课时） 

（十）基本绘图软件及常用测绘工具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10.1丁字尺、游标卡尺等工具的使用 

10.2绘图软件 Autocad、UG、SW等软件的运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制图》（第 2版），刘小年、郭克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6 

《工程制图习题集》（第 2 版），刘小年、王菊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图》（第六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0.07 

2.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六版），钱可强、何铭新、徐祖茂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0.07 

3. 《工程制图》，徐祖茂、吴战国、杨裕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8 

4. 《工程制图习题集》，徐祖茂、吴战国、杨裕根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07 

5．《AutoCAD2010 基础教程》，武晓丽刘荣珍王欣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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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大作业（10%）、考勤（10%）、习题作

业 （10%）、CAD 实践（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点、线、面的

投影；立体的投影；组合体；机件的表达方法；标准件与常用件；零件图及装

配图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费秋仙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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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正投

影法的基本理论

及应用 

目标 2：掌握仪

器绘图、徒手绘

制草图的基本技

能 

目标 3：掌握阅

读和绘制机械工

程图样的能力 

目标 4:初步学

会 AutoCAD 软

件，掌握利用

AutoCAD 软件

绘制零件图的

方法 

目标 5：培养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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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术制图》与《机械制

图》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   √ 

1.2绘图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   √ 

1.3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   √ 

1.4 平面图形的分析与绘图

方法 
 √ √  √ 

1.5 AutoCAD的基本操作  √ √ √ √ 

2.1投影法和三视图的形成 √ √ √  √ 

2.2点的投影 √ √ √  √ 

2.3直线的投影 √ √ √  √ 

2.4平面的投影 √ √ √  √ 

2.5 利用 CAD绘制三视图  √ √ √  

3.1平面立体的投影 √ √ √ √ √ 

3.2回转体的投影 √ √ √ √ √ 

3.3切割体的投影 √ √ √ √ √ 

3.4相贯体的投影 √ √ √ √ √ 

4.1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 √  √ 

4.2正等轴测图  √ √  √ 

4.3斜二轴测图  √ √  √ 

5.1 组合体的构造及形体分

析法 
√ √ √ √ √ 

5.2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 √ √ √ √ 

5.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 √ √ √ √ 

5.4读组合体的视图 √ √ √ √ √ 

5.5组合体的构型设计 √ √ √ √ √ 

5.6 组合体画法大作业，A4

图纸 
√ √ √ √ √ 

5.7利用 CAD绘制组合体 √ √ √ √ √ 

6.1视图 √ √ √ √ √ 

6.2剖视图 √ √ √ √ √ 

6.3断面图 √ √ √ √ √ 

6.4 局部放大图及其他规定

与简化画法 
√ √ √ √ √ 

6.5利用 CAD绘制剖视图 √ √ √ √ √ 

7.1螺纹 √ √ √ √ √ 

7.2螺纹紧固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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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键连接和销连接 √ √ √ √ √ 

7.4齿轮 √ √ √ √ √ 

7.5滚动轴承、弹簧 √ √ √ √ √ 

7.6 利用 CAD绘制标准件 √ √ √ √ √ 

8.1零件图的作用与内容 √ √ √ √ √ 

8.2 零件表达方案的选择与

尺寸标注 
√ √ √ √ √ 

8.3 零件的构型设计与工艺

结构 
√ √ √ √ √ 

8.4利用 CAD绘制零件图 √ √ √ √ √ 

8.5零件的技术要求 √ √ √ √ √ 

8.6零件图大作业， A4图纸 √ √ √ √ √ 

8.7读零件图 √ √ √ √ √ 

8.8利用 CAD绘制零件图 √ √ √ √ √ 

9.1装配图的作用与内容 √ √ √ √ √ 

9.2部件的表达方法 √ √ √ √ √ 

9.3装配图的画法 √ √ √ √ √ 

9.4装配结构的合理性简介 √ √ √ √ √ 

9.5装配图大作业， A3图纸 √ √ √ √ √ 

9.6读装配图 √ √ √ √ √ 

9.7利用 CAD绘制装配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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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图》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18B1       英文名称：Drawing of Desig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工业设计（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设计工程基础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绘图仪器，掌握仪器绘图的基本技能，学习正投影法的基本

理论。 

目标 2：掌握读图能力和绘图能力，并能掌握徒手绘图的技能 

目标 3：培养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几何分析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0 绪 论（2课时） 

0.1设计的起源与现代工业设计。 （0.5课时） 

0.2本课程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0.25课时） 

0.3本课程的历史形成与发展。 （0.5课时） 

0.4本课程的任务与基本技能。 （0.5课时） 

0.5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0.25课时） 

（一）投影基础 （12课时） 

1.1投影法概论。 （1课时） 

1.2三面投影。 （1课时） 

1.3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3课时） 

1.4直线与平面、两平面的相对位置关系。 （2课时） 

1.5基本立体的投影。 （3课时） 

（二）制图基本知识 （6课时） 

2.1制图国家标准介绍 （2课时） 

2.2绘图工具及仪 器 的使用 （0.5课时） 

2.3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1课时） 

2.4平面图形画法与尺寸标注 （2课时） 

2.5手工绘图方法与步骤 （0.5课时） 

（三）立体的投影 （14课时） 

3.1立体的截切。 （2课时） 

3.2立体的相惯。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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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组合体及其视图。 （4课时） 

3.4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2课时） 

3.5立体的构型设计。 （2课时） 

3.4 习题 （2课时）      

（四）轴测 （6课时） 

4.1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0.5课时） 

4．2正等轴测图。 （2课时） 

4.3斜二轴测图。 （1.5课时） 

习题  （2课时） 

（五）物件常用的表达方法 （12课时习题 2课时） 

5.1视图 （2课时） 

5.2剖视图 （2课时） 

5.3断面图 （2课时） 

5.4其他表达方法 （1课时） 

5.5综合应用举例 （2课时） 

5.6特殊表达方法 （1课时） 

习题  （2课时） 

（六）工程 图 样简介 （12课时） 

6.1零件图的内容及视图表达。 （2课时） 

6.2零件图的尺寸与技术要求。 （2课时） 

6. 3 装备图的内容与视图表达。 （2课时） 

6.4典型装配结构画法。 （2课时） 

6.5 装配图的识读。 （2课时） 

6.6 习题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设计图学》（第 1 版），王菊槐、林益平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产品设计与表达》（第三版）窦忠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机械制图》（第六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3.《机械制图习题集》（第六版），钱可强、何铭新、徐祖茂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 

4.《平面构成》 杭州：.西泠印社，陈义冰 2003.9  

5.中国工程图学学会 http://www.cgn.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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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准技术网

http://www.bzjsw.com/ziyuanxiazai/biaozhunxiazai/guojiabiaoz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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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业（20%）、平时测验（30%）及考

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投影基础、制

图的基本知识、立体的投影、物件常用表达方法、工程图样简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孟德珍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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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绘图仪器，

掌握仪器绘图的基本技

能，学习正投影法的基本

理论 

目标 2：掌握读图能力

和绘图能力，并能掌握

徒手绘图的技能 

目标 3：培养空间想象

能力和空间几何分析的

能力 

 

1.1投影法概论 √   

1.2三面投影 √   

1.3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   

1.4 直线与平面、两平面的相对位置关

系 
√   

1.5基本立体的投影 √   

1.6绘图工具及仪 器 的使用 √   

2.1制图国家标准介绍  √  

2.2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  

2.3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  

2.4平面图形画法与尺寸标注  √  

2.5手工绘图方法与步骤  √  

3.1立体的截切   √ 

3.2立体的相惯   √ 

3.3组合体及其视图   √ 

3．4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 

3.5 立体的构型设计   √ 

4.1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 √ 

4.2正等轴测图  √ √ 

4.3斜二轴测图  √ √ 

5.1视图  √ √ 

5.2剖视图   √ 

5.3断面图   √ 

5.4其他表达方法   √ 

5.5综合应用举例   √ 

5.6特殊表达方法   √ 

6.1零件图的内容及视图表达 √ √ √ 

6.2零件图的尺寸与技术要求 √ √ √ 

6.3装备图的内容与视图表达 √ √ √ 

6.4典型装配结构画法 √ √ √ 

6.5装配图的识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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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20A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Mechanics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微积分 A（2）、大学物理 A（1）﹑大学物理 A（2）、

工科基本训练（机械） 

后续课程：机械工程基础、电机电器制造工艺学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静力学的基本概念，能够对物体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并画出受

力图，掌握求解平面力系平衡问题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各种基本变形杆件的内力计算方法，能够绘制基本变形杆件

内力图。 

目标 3：掌握各种基本变形杆件应力、变形的分析与计算方法，理解工程

设计中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的基本概念，知道提高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

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力学总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学时） 

1、工程力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及其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 

2、工程力学的研究模型，工程力学课程的分析方法。 

（二）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3、工程静力学基础 

3.1 力、力矩、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 （0.5课时） 

3.2 约束和约束力的概念以及分类。 （0.5课时） 

3.3 物体的受力分析方法与过程。 （2课时） 

4、力系的简化 

4.1 力系等效与简化的概念，力系简化的基础——力的平移定理。（1课时） 

4.2 平面力系的简化方法。 （2课时） 

5、工程构件的静力学平衡问题 

5.1 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程。 （4课时） 

5.2 简单的刚体系统平衡问题。 （2课时） 

（三）材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4学时） 

6、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2课时） 

6.1 材料力学的基本假设。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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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弹性杆件的外力与内力概念以及截面法求解内力的方法。 （0.5课时） 

6.3 横截面上应力的概念，正应力、切应力与内力分量的关系，线弹性材

料的应力—应变关系。 （0.5课时） 

6.4 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与变形特点。 （0.5课时） 

7、工程构件的强度 （20课时） 

7.1 轴力图、扭矩图、剪力图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10课时） 

7.2 四种变形杆件应力计算方法，强度失效的概念，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

取原则，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截面设计和确定许可载荷。 （8课时） 

7.3 不同变形杆件提高强度的措施。 （2课时） 

8、工程构件的刚度 （10课时） 

8.1 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的关系以及计算方法。 （8课时） 

8.2 各种变形杆件提高刚度的措施。 （2课时） 

9、工程构件的稳定性 （2课时） 

9.1 压杆失稳的概念，长细比的概念，三类压杆的临界应力计算依据。 

  （1.5课时） 

9.2 影响压杆承载能力的因素，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力学》范钦珊，蔡新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力学 I》第 5 版，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工程力学》单辉祖，谢传锋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1

版 

3. 《工程力学》，齐威，贺向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4. 《材料力学》第 2 版，邹建奇，崔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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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30%）、课堂讨论及作业（20%）、

考勤（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力学基本

概念、物体受力分析、内力和应力的计算、内力图的绘制，强度、刚度、稳定

性的基础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姜锐红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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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静力学的基本

概念，能够对物体进行正确

的受力分析并画出受力图，

掌握求解平面力系平衡问

题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各种基本

变形杆件的内力计算

方法，能够绘制基本

变形杆件内力图。 

目标 3：掌握各种基本变形

杆件应力、变形的分析与计

算方法，理解工程设计中强

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的基

本概念，知道提高强度、刚

度和稳定性的措施。 

1.工程力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及其在工

程设计中的作用。 
√ √ √ 

2、工程力学的研究模型，工程力学课

程的分析方法。 
√ √ √ 

3.1 力、力矩、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 √ √ √ 

3.2 约束和约束力的概念以及分类。 √ √ √ 

3.3 物体的受力分析方法与过程。 √ √ √ 

4.1 力系等效与简化的概念，力系简

化的基础——力的平移定理。 
√   

4.2 平面力系的简化方法。 √   

5.1 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

程。 
√ √ √ 

5.2 简单的刚体系统平衡问题。 √ √ √ 

6.1 材料力学的基本假设。  √ √ 

6.2 弹性杆件的外力与内力概念以及

截面法求解内力的方法。 
 √ √ 

6.3 横截面上应力的概念，正应力、

切应力与内力分量的关系，线弹性材

料的应力—应变关系。 

 √ √ 

6.4 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与变形

特点。 
  √ 

7.1 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图和弯矩

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  

7.2 四种变形杆件应力计算方法，强

度失效的概念，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

取原则，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

截面设计和确定许可载荷。 

  √ 

7.3 不同变形杆件提高强度的措施。   √ 

8.1 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量

的关系。 
  √ 

8.2 各种变形杆件提高刚度的措施。   √ 

9.1 压杆失稳的概念，长细比的概念，

三类压杆的临界应力计算依据。 
  √ 

9.2 影响压杆承载能力的因素，提高

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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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20B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Mechan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1）﹑微积分 A（2）、大学物理 B、机械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静力学的基本概念，能够对物体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并画出受

力图，掌握求解平面力系平衡问题的基本方法。 

目标 2：了解各种基本变形杆件的内力、应力、变形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掌握基本变形杆件内力图绘制。 

目标 3：掌握工程设计中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的基本概念，知道提高

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力学总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学时） 

1、工程力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及其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 

2、工程力学的研究模型，工程力学课程的分析方法。 

（二）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学时） 

3、工程静力学基础 

3.1 力、力矩、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 （0.5课时） 

3.2 约束和约束力的概念以及分类。 （0.5课时） 

3.3 物体的受力分析方法与过程。 （2课时） 

4、力系的简化 

4.1 力系等效与简化的概念，力系简化的基础——力的平移定理。（1 课时） 

4.2 平面力系的简化方法。 （2课时） 

5、工程构件的静力学平衡问题 

5.1 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程。 （2 课时） 

5.2 简单的刚体系统平衡问题。 （1 课时） 

（三）材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学时） 

6、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2课时） 

6.1 材料力学的基本假设。 （0.5课时） 

6.2 弹性杆件的外力与内力概念以及截面法求解内力的方法。 （0.5课时） 

6.3 横截面上应力的概念，正应力、切应力与内力分量的关系，线弹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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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应力—应变关系。 （0.5课时） 

6.4 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与变形特点。 （0.5课时） 

7、工程构件的强度 （12课时） 

7.1 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图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8课时） 

7.2 强度失效的概念，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

度校核、截面设计和许可载荷的计算方法。 （3课时） 

7.3 不同变形杆件提高强度的措施。 （1课时） 

8、工程构件的刚度 （4课时） 

8.1 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的关系。 （3课时） 

8.2 各种变形杆件提高刚度的措施。 （1课时） 

9、工程构件的稳定性 （2课时） 

9.1 压杆失稳的概念，长细比的概念，三类不同压杆的区分，三类压杆的

临界应力计算依据。 （1.5课时） 

9.2 影响压杆承载能力的因素，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力学》范钦珊，蔡新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力学 I》第 5 版，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工程力学》单辉祖，谢传锋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1

版 

3. 《工程力学》，齐威，贺向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4. 《材料力学》第 2 版，邹建奇，崔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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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测试（30%）、课堂讨论及作业（20%）、

考勤（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力学基本

概念、物体受力分析、内力计算、内力图的绘制，强度、刚度、稳定性的基础

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姜锐红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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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静力学的基

本概念，能够对物体进

行正确的受力分析并画

出受力图，掌握求解平

面力系平衡问题的基本

方法。 

目标 2：了解各种基本变

形杆件的内力、应力、

变形的分析和计算方

法，掌握基本变形杆件

内力图绘制。 

目标 3：掌握工程设计中强

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的基

本概念，知道提高强度、刚

度和稳定性的措施。 

1.工程力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及其在工

程设计中的作用。 
√ √ √ 

2、工程力学的研究模型，工程力学课

程的分析方法。 
√ √ √ 

3.1 力、力矩、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 √ √ √ 

3.2 约束和约束力的概念以及分类。 √ √ √ 

3.3 物体的受力分析方法与过程。 √ √ √ 

4.1 力系等效与简化的概念，力系简

化的基础——力的平移定理。 
√   

4.2 平面力系的简化方法。 √   

5.1 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

程。 
√ √ √ 

5.2 简单的刚体系统平衡问题。 √ √ √ 

6.1 材料力学的基本假设。  √ √ 

6.2 弹性杆件的外力与内力概念以及

截面法求解内力的方法。 
 √ √ 

6.3 横截面上应力的概念，正应力、

切应力与内力分量的关系，线弹性材

料的应力—应变关系。 

 √ √ 

6.4 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与变形

特点。 
  √ 

7.1 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图和弯矩

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  

7.2 强度失效的概念，安全系数的概

念和选取原则，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

度校核、截面设计和许可载荷的计算

方法。 

  √ 

7.3 不同变形杆件提高强度的措施。   √ 

8.1 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量

的关系。 
  √ 

8.2 各种变形杆件提高刚度的措施。   √ 

9.1 压杆失稳的概念，长细比的概念，

三类不同压杆的区分，三类压杆的临

界应力计算依据。 

  √ 

9.2 影响压杆承载能力的因素，提高

压杆稳定性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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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20C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Mechanics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电

子封装技术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微积分 A（1）、微积分 A（2）、大学物理 A（1）、大学物理 A（2） 

后续课程：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材料力学性能、失效分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静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公理，能够对物体进行正确的受力分

析并画出受力图；理解力系简化原理及平衡条件，熟练掌握平面力系平衡方程

的应用。 

目标 2：能够将杆类构件简化为力学简图，通过分析构件的内力、应力、

位移，进行强度和刚度计算，并且能够处理简单的一次超静定问题，能够分析

简单压杆的临界载荷。 

目标 3：理解应力状态的基本概念，掌握平面应力状态的应力分析；理解

四种强度理论，并能够对组合变形杆件进行强度计算。 

目标 4：能够根据力学实验方案开展实验，并通过信息综合对实验结果进行

正确分析，得到合理解释以及有效结论。 

二、课程内容 

（一）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8学时） 

1、刚体静力学基础 

力与刚体的概念，静力学公理及推论；约束和约束力的概念以及分类，物

体的受力分析。 （4课时） 

2、平面力系 

2.1力矩及力偶矢的概念，力、力矩、力偶的合成方法与平衡。 （4课时） 

2.2平面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4课时） 

2.3物系平衡条件及平衡方程的应用，超静定的概念。 （2课时） 

3、空间力系 

3.1力在空间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力对轴之矩、力对点之矩的概念。 

  （2课时） 

3.2空间力系的平衡方程及应用。 （2课时） 

（二）材料力学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6学时） 

4、绪论 （2课时） 



 

66 

4.1 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及学习目

的。 

4.2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物理含义，应用截面法求截面内力。 

4.3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与变形特点。 

5、工程构件的强度设计 （24课时） 

5.1 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图和弯矩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8课时） 

5.2 横截面与任意斜截面上内力以及正（切）应力的计算公式。 （6课时） 

5.3 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利用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截面设计

和许可载荷计算。 （6课时） 

5.4 强度理论和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4课时） 

6、工程构件的刚度设计 （12课时） 

6.1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计算方法，横向变形和泊松比的概念。 

  （8课时） 

6.2 静不定问题的特点，利用应力应变关系求解简单的静不定问题。 

  （4课时） 

7、工程构件的稳定性（2课时） 

压杆失稳的概念，细长压杆的临界载荷，压杆稳定性设计的步骤，提高压

杆稳定性的措施。（2课时） 

8、基本变形杆件的力学性能测试实验（6课时） 

8.1 拉伸和压缩实验：了解国标有关规定和实验项目，观察破坏现象并分

析其原因。（2课时） 

8.2 扭转实验：对低碳钢和铸铁的扭转各阶段应力分布和破坏方向进行分

析，并根据实验数据推导和验证公式。（2课时） 

8.3 弯曲实验：熟悉电测方法及电阻应变仪的使用。（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力学》单辉祖，谢传锋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1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程力学 I》第 5 版，刘鸿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工程力学》，范钦珊，蔡新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 2

版 

3. 《工程力学》，齐威，贺向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4. 《材料力学》第 2 版，邹建奇，崔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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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

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力学基本

概念、物体受力分析、内力计算、内力图的绘制、应力计算、强度分析、稳定

性计算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姜锐红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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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静力

学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公理，能够对

物体进行正确的

受力分析并画出

受力图；理解力系

简化原理，熟练掌

握平面力系平衡

方程的应用。 

目标 2：能够将杆类

构件简化为力学简

图，通过分析构件的

内力、应力、位移，

进行强度和刚度计

算，并且能够处理简

单的一次超静定问

题，能够分析简单压

杆的临界载荷。 

目标 3：理解应

力状态的基本

概念，掌握平面

应力状态的应

力分析；理解四

种强度理论，并

能够对组合变

形杆件进行强

度计算。 

目标 4：能够根据

力学实验方案开

展实验，并通过信

息综合对实验结

果进行正确分析，

得到合理解释以

及有效结论。 

1.力与刚体的概念，静力学公理及推

论；约束和约束力的概念以及分类，物

体的受力分析。 

√ √ √ √ 

2.1力矩及力偶矢的概念，力、力矩、

力偶的合成方法与平衡。 
√ √ √ √ 

2.2平面力系的简化与平衡。 √ √ √ √ 

2.3物系平衡条件及平衡方程的应用，

超静定的概念。 
√ √ √ √ 

3.1力在空间直角坐标轴上的投影，力

对轴之矩、力对点之矩的概念。 
√  √  

3.2空间力系的平衡方程及应用。 √  √  

4.1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

材料力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及学习目的。 
 √ √  

4.2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物理

含义，应用截面法求截面上的内力。 
 √ √  

4.3杆件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与变形特

点。 
 √   

5.1 轴力图、扭矩图 、剪力图和弯矩

图的概念及其绘制方法。 
 √ √  

5.2 横截面与任意斜截面上内力以及

正（切）应力的计算公式。 
 √ √  

5.3 安全系数的概念和选取原则；利用

强度条件进行强度校核、截面设计和许

可载荷计算。 
 √ √  

5.4 强度理论和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   √  

6.1四种基本变形的变形量和应变计算

方法，横向变形和泊松比的概念。 
 √   

6.2静不定问题的特点，利用应力应变

关系求解简单的静不定问题 
 √   

7 压杆失稳的概念，细长压杆的临界载

荷，压杆稳定性设计的步骤，提高压杆

稳定性的措施。 
    

8.1拉伸和压缩实验：了解国标的有关

规定和实验项目，观察破坏现象并分析

其原因。 
   √ 

8.2扭转实验：对低碳钢和铸铁的扭转

各阶段应力分布和破坏方向进行分析，

并根据实验数据推导和验证公式。 
   √ 

8.3 弯曲实验：熟悉电测方法及电阻应

变仪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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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32P1     英文名称：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Robot 学分/学时：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业机器人的相关概念及发展概况，理解常用的分类方法，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和主要技术参数。初步建立坐标系的概念。 

目标 2：熟悉常用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掌握关节坐标式机器人机身、臂

部、腕部及手部等结构特点及功能。熟悉常用的驱动与传动方式。能够通过关

节运动控制机器人到指定位姿。 

目标 3：掌握机器人学的基础知识，能够对给出的机器人进行运动学分析，

熟悉雅可比矩阵及其含义，了解机器人动力学分析的常用方法。 

目标 4：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感觉系统，了解常用的几种机器人传感器。

能够根据具体应用选择相应的感觉功能。 

目标 5：了解轨迹规划，熟悉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特点、组成及主要功

能，掌握常用的控制方式，分析比较各种控制方法的特点及应用。了解机器人

的 I/O 设置。 

目标 6：熟悉工业生产中应用的机器人的主要编程方式，掌握机器人编程

语言的基本要求和类别，了解常用的编程语言。能够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示教编

程。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1.1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及分类。 

  （2 课时） 

1.2 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工业机器人应用。 （2 课时） 

（二）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2.1 机器人本体的基本结构形式，本体材料的选择。 （1 课时） 

2.2 常见手部及腕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3 常见臂部及机身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4 行走机构及驱动与传动。 （1 课时） 

2.5 FANUC 及 ABB 机器人的基础操作。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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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器人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位姿描述，齐次变换及运算。 （2 课时） 

3.2 连杆参数、齐次变换矩阵和运动学方程。 （2 课时） 

3.3 正向及逆向运动学分析。 （2 课时） 

3.4 雅可比矩阵、常用动力学分析方法。 （2 课时） 

（四）工业机器人环境感觉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的特点和要求，常用位置位移传感器。 （2 课时） 

4.2 其他传感器。 （2 课时） 

（五）工业机器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轨迹规划。 （2 课时） 

5.2 工业机器人控制的特点和分类，控制系统功能。 （1 课时） 

5.3  FANUC 及 ABB 机器人 I/O 设置。 （1 课时） 

（六）工业机器人语言及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6.1 主要编程方式，编程语言的类型，编程语言的基本功能。 （2 课时） 

6.2 FANUC 及 ABB 机器人的示教编程。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器人技术基础》（第二版），刘极峰，丁继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机器人》，吴振彪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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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机器人培训教材》，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2002.12 

4.《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叶晖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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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平时测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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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相

关概念，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工业机器人运动学，环境感觉技术，工业机器

人控制及编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庆龄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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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

业机器人的相

关概念 

目标 2： 熟悉常

用工业机器人本

体结构 

目标 3：掌

握 机 器 人

学 的 基 础

知识 

目标 4：掌

握 工 业 机

器 人 的 基

本 感 觉 系

统 

目标 5：了

解 轨 迹 规

划，熟悉工

业 机 器 人

的 控 制 系

统 

目标 6：熟

悉 工 业 生

产 中 应 用

的 机 器 人

的 主 要 编

程方式 

1.1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

及未来发展趋势，工业机器

人的定义及分类。 

√      

1.2 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

主要技术参数及应用 
√ √     

2.1 本体基本结构形式 √ √     

2.2 常见手部及腕部 √ √     

2.3 常见手臂及机身 √ √     

2.4 行走机构及驱动与传动 √ √     

3.1 位姿描述，齐次变换及

运算 
√  √    

3.2 连杆参数、齐次变换矩

阵和运动学方程 
√  √    

3.3 正向及逆向运动学分析 √  √    

3.4 雅可比矩阵、常用动力学

分析方法。 
√  √    

4.1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的特

点和要求，常用位置位移传

感器 

√   √   

4.2 其他传感器    √   

5.1 轨迹规划   √  √  

5.2 工业机器人控制的特点

和分类，控制系统功能 
√    √  

5.3FANUC 及 ABB 机器人 I/O

设置 
 √   √  

6.1 主要编程方式，编程语言

的类型，编程语言的基本功

能 

    √ √ 

6.2FANUC 及 ABB 机器人的

示教编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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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35B1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Techniques of Mechanic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机电控制技术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不同信号的定义及其描述方法，建立信号频域描述的基本概

念，学会使用 LabVIEW 软件对典型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目标 2：熟悉测试系统的基本组成，掌握测控系统的静态和动态特性，掌

握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工程应用，掌握信号转换的概念和工程应用，

掌握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采集的基本方法，学会根据测试要求及主要技术参数，

选择合适的测试系统，并进行相应的测试方案设计。（机械参数测量） 

目标 3：学会使用 LabVIEW 虚拟仪器软件搭建测试系统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信号描述与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1 测试的基本概念、系统组成、内容及任务。 （1 课时） 

1.2 信号的分类及各类信号的特点，连续信号、离散信号、模拟信号和数

字信号的概念，时域信号和频域信号的概念。 （1 课时） 

1.3 周期信号的频域描述，周期信号时域描述与频域描述的关系，周期信号

频谱的特点。 （1 课时） 

1.4 非周期信号的特点及其频域描述方法，傅里叶变换的概念，非周期信

号频谱的特点。 （1 课时） 

1.5 信号的主要统计参数。信号时域、频域描述及频谱分析仿真。 （2 课时） 

（二）测试系统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 课时） 

2.1 测试系统静态特性及其在选型中的应用，测试系统动态特性的概念及其

对动态测量的影响。 （2 课时） 

2.2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电阻式、电感式和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点

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4 课时） 

2.3 压电式、磁电式、光电式、热电偶、红外及视觉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

点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4 霍尔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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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号转换的概念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信号变送器及其工程应用。 

  （2 课时） 

2.6 测试系统的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输入通道，A/D 转换、采样保持的

概念、采样定理及其在测试系统选用中的应用。 （4 课时） 

2.7 测试系统的数据处理方法。 （2 课时） 

（三）测试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现代测试系统的结构，总线技术及其工程应用，虚拟仪器的概念及工

程应用。  （2 课时） 

3.2 测试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步骤等。 （1 课时） 

3.3 典型测试系统设计实例。 （1 课时） 

3.4 测试系统设计项目讨论、演示等。 （2 课时） 

（四）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4.1 虚拟仪器软件 LabVIEW 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测试技术》（第二版），贾民平，张洪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陈花玲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2. 《计算机测控技术与系统》，于微波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 

3. 《动态测试技术与应用》，郝晓剑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3 

4. 《测试技术与虚拟仪器》，杨运强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6 

5. 《LabVIEW 宝典》，陈树学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3 

6. 《LabVIEW2010 基础教程》，肖成勇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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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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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类、信

号的时域和频域描述、测试系统静态和动态特性应用、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信号调理及变送的原理及应用、信号的输入通道及采集、数据处理方法及应用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印松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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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信号的分类

及描述方法，学会使用

LabVIEW 软件进行频谱

分析 

目标 2：掌握测试系统各

环节的基本理论和工程应

用，学会设计测试方案，

选择合适的测试系统 

目标 3：学会使用

LabVIEW 虚拟仪

器软件搭建测试

系统程序 

1.1 测试技术概论 √ √ √ 

1.2 信号的分类及特点 √   

1.3 周期信号的频域描述 √   

1.4 非周期信号的描述及傅里叶变换 √   

1.5 信号描述及频谱分析仿真 √   

2.1 测试系统静态、动态特性及选型应用  √  

2.2 参数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  

2.3 发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  

2.4 霍尔、光电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 √ √ √ 

2.5 信号转换、变送的原理及应用  √  

2.6 信号的输入通道、采样定理及应用  √  

2.7 测试系统的数据处理方法  √  

3.1 现代测试系统及虚拟仪器  √ √ 

3.2 测试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步骤  √  

3.3 典型测试系统设计实例 √ √ √ 

3.4 测试系统设计项目讨论、演示 √ √ √ 

4.1 虚拟仪器软件 LabVIEW 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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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38C1        英文名称：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流体力学、机械设计 

后续课程：机电设备、流体传动及控制综合实验、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液压动力元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参数计算，掌握液压泵的

应用，学会正确选用液压泵。 

目标 2：掌握液压执行元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参数计算，掌握液压缸和

液压马达的应用，学会正确选用液压缸和液压马达。 

目标 3：掌握常用液压控制阀的结构、特点、应用，学会在液压回路中正

确使用液压阀。了解叠加阀、二通插装阀、电液比例阀和电液伺服阀、常用液

压辅件。 

目标 4：掌握液压基本回路的组成、功能、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场合，

掌握液压基本回路的工作原理及参数计算，掌握液压基本回路的工作循环与电

磁铁动作循环表。学会按照系统工作要求合理选用液压基本回路，学会搭接液

压基本回路及其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典型液压系统和气动系统的分析方法。学会分析液压元件、

各基本回路在系统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学会分析系统动作循环与电磁铁动作

循环表。了解液压系统的控制方式。学会搭接简单的液压系统及其调试方法。 

目标 6：掌握气动元件、典型气动基本回路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学会分析、

搭接、调试气动基本回路与简单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技术综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课时） 

1.1 液压传动和气压传动的基本概念，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的工作原理、特

点、应用，液压传动的组成及图形符号表示。 （0.8 课时） 

1.2 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的优缺点，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液压技术的发展

概况简介。  （0.2 课时） 

（二）动力元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2.1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及特点，液压泵的主要性能参数。 （1 课时） 

2.2 外啮合齿轮泵、内啮合齿轮泵的工作原理及流量计算、结构、特点及应

用场合。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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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作用叶片泵、双作用叶片泵、限压式变量叶片泵的工作原理及流量计

算、结构、特点及应用场合。 （1 课时） 

2.4 液压泵性能参数测试。 （2 课时） 

2.5 轴向柱塞泵、径向柱塞泵的工作原理流量计算、结构、特点及应用场合。 

  （0.4 课时） 

2.6 正确选用液压泵。 （0.1 课时） 

2.7 拆装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等液压元件。 （2 课时） 

（三）执行元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3.1 液压马达的类型和特点，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及基本性能参数、应用。 

  （1 课时） 

3.2 液压缸的类型，活塞缸、柱塞缸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基本性能参数、特

点、应用。差动液压缸的连接方法及参数计算。摆动缸、增压缸、伸缩缸、无

杆活塞缸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 （2 课时） 

3.3 液压缸的典型结构和组成、液压缸的一般设计计算。 （学生自主学习） 

（四）液压控制元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4.1 液压控制阀的作用和分类、基本工作原理。 （0.5 课时） 

4.2 方向控制阀的作用和分类。单向阀的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应用。常用

换向阀的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应用，包括手动换向阀、机动换向阀、电磁换

向阀、液动换向阀、电液换向阀。换向阀的中位机能。 （2 课时） 

4.3 压力控制阀的作用和分类。常用压力阀的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应用，

包括直动式溢流阀、先导式溢流阀、定值减压阀、定差减压阀、直动式顺序阀、

直动式顺序阀、压力继电器。 （1.5 课时） 

4.4 流量控制阀的作用和分类。流量控制原理及节流口形式。常用压力阀的结

构和基本工作原理、应用，包括普通节流阀、调速阀、溢流节流阀。 （1 课时） 

4.5 叠加阀和二通插装阀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简介。液压阀的连接简介。 

  （0.5 课时） 

4.6 常用液压辅助元件的类型、符号和应用简介，包括管路、管接头、油箱、

过滤器、液压密封件、蓄能器以及液压常用测试仪表。 （0.5 课时） 

（五）液压基本回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5.1 压力控制回路：调压回路、减压回路、卸荷回路、平衡回路、保压回路

的组成、功能、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2 课时） 

5.2 速度控制回路的组成、功能、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包括节流调速回路、

快速运动回路和速度换接回路。节流调速回路的性能参数和回路特点；容积调速

回路和容积节流调速回路的特点；了解调速回路的比较和选用。 （2 课时） 

5.3 方向控制回路的组成、功能、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包括换向回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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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紧回路。  （0.3 课时） 

5.4 多缸工作控制回路的组成、功能、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包括顺序动

作回路、同步回路、多缸快慢速互不干扰回路、多缸卸荷回路。 （0.7 课时） 

5.5 液压缸循环动作控制实验。 （2 课时） 

（六）液压传动系统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课时） 

6.1 组合机床动力滑台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基本回路、电磁铁动作顺序表、

系统特点。  （1 课时） 

（七）液压伺服和电液比例控制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课时） 

7.1 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应用，液压伺服阀的基本原理、符号和

应用。 

7.2 电液比例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应用，电液比例阀的基本原理、符号和

应用。 

（八）气动元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课时） 

8.1 气源装置、气动三联件、消声器的种类、符号及用途。 

8.2 气缸的类型及特点、符号。气动马达的类型、结构和符号。 

8.3 常用气动阀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和符号，包括方向控制阀：单向阀、

梭阀、双压阀、快速排气阀、快速排气阀、换向阀、压力阀、流量阀。 

（九）气动基本回路与气动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9.1 常用气动基本回路，包括方向控制回路、速度控制回路、压力控制回路、

顺序动作回路的组成、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 （1 课时） 

9.2 气动机械手气压传动系统。 （1 课时） 

9.3 气动回路综合实验。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液压与气压传动》（第 5 版），左健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液压与气压传动》（第 2 版），王积伟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6 

2．《液压与气压传动》（第 1 版），王守城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3．《液压与气压传动学习指导与例题集》，左健民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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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考

勤作业等（10%）。平时测验包括液压与气压传动综述模块、动力元件模块、执

行元件模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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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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控制元件

模块、液压基本回路模块、液压传动系统分析模块、气动元件模块、气动基本

回路与气动系统模块内容。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廷军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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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

压 动 力

元 件 的

结构、工

作原理、

参 数 计

算，掌握

液 压 泵

的应用，

学 会 正

确 选 用

液压泵。 

目标 2：掌

握液压执

行元件的

结构、工

作原理、

参 数 计

算，掌握

液压缸和

液压马达

的应用，

学会正确

选用液压

缸和液压

马达。 

目标 3：掌握

常用液压控

制阀的结构、

特点、应用，

学会在液压

回路中正确

使用液压阀。

了解叠加阀、

通插装阀、电

液比例阀和

电液伺服阀、

常用液压辅

件。 

目标 4：掌握液压基

本回路的组成、功

能、工作原理、特点、

应用场合，掌握液压

基本回路的工作原

理及参数计算，掌握

液压基本回路的工

作循环与电磁铁动

作循环表。学会按照

系统工作要求合理

选用液压基本回路，

学会搭接液压基本

回路及其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典型

液压系统和气动系

统的分析方法。学

会分析液压元件、

各基本回路在系统

中的作用及相互关

系。学会分析系统

动作循环与电磁铁

动作循环表。了解

液压系统的控制方

式。学会搭接简单

的液压系统及其调

试方法。 

目标 6：

掌握气动

元件、典

型气动基

本回路的

工作原理

及应用，

学 会 分

析、搭接、

调试气动

基本回路

与简单系

统。 

1.1 液压传动和气压传

动的基本概念，液压传

动与气压传动的工作

原理、特点、应用，液

压传动的组成及图形

符号表示。 

√ √ √ √ √ √ 

1.2 液压传动与气压传

动的优缺点，在工业生

产上的应用。液压技术

的发展概况简介。 

    √ √ 

2.1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

及特点，液压泵的主要

性能参数。 

√   √   

2.2 外啮合齿轮泵、内

啮合齿轮泵的工作原

理及流量计算、结构、

特点及应用场合。 

√   √   

2.3 单作用叶片泵、双

作用叶片泵、限压式变

量叶片泵的工作原理

及流量计算、结构、特

点及应用场合。 

√   √   

2.4 液压泵性能参数测

试。 
√   √   

2.5 轴向柱塞泵、径向

柱塞泵的工作原理流

量计算、结构、特点及

应用场合。 

√   √   

2.6 正确选用液压泵。 √   √   

2.7 拆装齿轮泵、叶片

泵、柱塞泵等液压元

件。 

√   √   

3.1 液压马达的类型和

特点，液压马达的工作

原理及基本性能参数、

应用。 

 √  √   

3.2 液压缸的类型，活

塞缸、柱塞缸的结构、

工作原理及基本性能

参数、特点、应用。差

动液压缸的连接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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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数计算。摆动缸、

增压缸、伸缩缸、无杆

活塞缸的结构、工作原

理及应用 

3.3 液压缸的典型结构

和组成、液压缸的一般

设计计算。 

 √  √   

4.1 液压控制阀的作用

和分类、基本工作原

理。 

  √ √   

4.2 方向控制阀的作用

和分类。单向阀的结构

和基本工作原理、应

用。常用换向阀的结构

和基本工作原理、应

用，包括手动换向阀、

机动换向阀、电磁换向

阀、液动换向阀、电液

换向阀。换向阀的中位

机能。 

  √ √   

4.3 压力控制阀的作用

和分类。常用压力阀的

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

应用，包括直动式溢流

阀、先导式溢流阀、定

值减压阀、定差减压

阀、直动式顺序阀、直

动式顺序阀、压力继电

器。 

  √ √   

4.4 流量控制阀的作用

和分类。流量控制原理

及节流口形式。常用压

力阀的结构和基本工

作原理、应用，包括普

通节流阀、调速阀、溢

流节流阀。 

  √ √   

4.5 叠加阀和二通插装

阀的工作原理、特点及

应用简介。液压阀的连

接简介。 

  √ √   

4.6 常用液压辅助元件

的类型、符号和应用简

介，包括管路、管接头、

油箱、过滤器、液压密

封件、蓄能器以及液压

常用测试仪表。 

  √ √   

5.1 压力控制回路：调

压回路、减压回路、卸

荷回路、平衡回路、保

压回路的组成、功能、

工作原理、特点及应

用。 

   √ √  

5.2 速度控制回路的组

成、功能、工作原理、

特点及应用。包括节流

调速回路、快速运动回

路和速度换接回路。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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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速回路的性能参

数和回路特点；容积调

速回路和容积节流调

速回路的特点；了解调

速回路的比较和选用。 

5.3 方向控制回路的组

成、功能、工作原理、

特点及应用。包括换向

回路和锁紧回路。 

   √ √  

5.4 多缸工作控制回路

的组成、功能、工作原

理、特点及应用，包括

顺序动作回路、同步回

路、多缸快慢速互不干

扰回路、多缸卸荷回

路。 

   √ √  

5.5 液压缸循环动作控

制实验。 
   √ √  

6.1 组合机床动力滑台

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

基本回路、电磁铁动作

顺序表、系统特点。 

    √  

7.1 液压伺服控制系统

的基本原理、应用，液

压伺服阀的基本原理、

符号和应用。 

  √    

7.2 电液比例控制系统

的基本原理、应用，电

液比例阀的基本原理、

符号和应用。 

  √    

8.1 气源装置、气动三

联件、消声器的种类、

符号及用途。 

     √ 

8.2 气缸的类型及特

点、符号。气动马达的

类型、结构和符号。 

     √ 

8.3 常用气动阀的工作

原理、特点及应用和符

号，包括方向控制阀：

单向阀、梭阀、双压阀、

快速排气阀、换向阀、

压力阀、流量阀。 

     √ 

9.1 常用气动基本回

路，包括方向控制回

路、速度控制回路、压

力控制回路、顺序动作

回路的组成、工作原

理、特点及应用。 

     √ 

9.2 气动机械手气压传

动系统。 
     √ 

9.3 气动回路综合实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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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38P1         英文名称：Hydraulic & Pneumatic Transmission 

学分/学时：1.5/24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原理、电气基础、机械设计、工程流体力学 

后续课程： 电液控制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能够用于机械系统动力传

动等工程应用。 

目标 2：能够应用流体力学基础知识，构建液压与气压传动工程实际问题的

分析模型并进行理论分析。 

目标 3：能够运用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原理与知识，分析与液压与气压传

动相关的工程问题。 

目标 4：能够应用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原理和方法，设计液压与气压系统方案。 

目标 5：能够实施节流调速回路的实验，并能处理数据、获得结论。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2 2-2 2-3 3-1 4-2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目标4    ☆☆☆  

目标5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液压与气压传动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 

1.1 液压与气压传动发展概况、工作原理及其组成部分； （1课时） 

1.2 液压与气压传动的优缺点及应用。 （1课时） 

（二）能源装置和辅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 

2.1液压泵的基本原理及分类，液压泵的性能参数； （0.5课时） 

2.2 齿轮泵；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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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叶片泵； （1课时） 

2.4 柱塞泵 （1课时） 

2.5 辅件 （0.5课时） 

（三）执行元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 

3.1液压缸，气缸 （2课时） 

3.2 液压马达、气马达 （1课时） 

（四）控制元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 

4.1方向控制阀 （2课时） 

4.2 压力控制阀 （2课时） 

4.3 流量控制阀 （1课时） 

（五）基本回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 

5.1 压力控制回路 （2课时） 

5.2 速度控制回路 （2课时） 

5.3方向控制回路 （1课时） 

（六）系统应用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 

实现快进-工进-快退的回路分析 （1课时） 

（七）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5） 

7.1液压泵的拆装实验 （2课时） 

7.2 节流调速回路实验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作业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作业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实验课程项目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液压与气压传动》，王积伟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8（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液压与气压传动》，左健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6（第 4 版）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5%）、作业（15%） 

1 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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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1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5%。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提交实验报

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张栋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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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42B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Design of Mechatronic System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微机原理与应用、机电传动控制、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各机构要素在系统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建立机电产品的系统化设计思想。 

目标 2：熟悉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常用机械系统、传感检测、信号处理、动

力驱动装置、控制等单元的种类和特点。 

目标 3：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机械、传感检测、动力、控制等基本要素

的关键技术，掌握典型机电装置的技术原理和设计方法。 

目标 4：熟悉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方法和工程路线，能够针对具体的机

电一体化产品确定产品开发技术路线。 

目标 5：能够灵活地综合运用所学的机械技术、传感器技术、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等进行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目标 6：使学生初步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调研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目标 7：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并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

力、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初步具备

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一体化系统构成、关键技术及其设计方法、过程 （2 学时） 

1.1 了解“机电一体化”涵义、机电一体化领域的共性关键技术、机电一体化

系统构成要素及功能构成。 （1 学时） 

1.2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评价、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设计流程、机电一体化系

统设计的考虑方法及设计类型。 （1 学时） 

（二）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机械系统部件选择与设计 （6 学时） 

2.1 掌握机械系统的选择与设计要求、机械传动部件的选择与设计，能够

根据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要求选型计算。 （2 学时） 

2.2 导向支承部件的选择与设计、旋转支承部件的选择与设计，能够根据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要求进行导向支撑部件的选型计算。 （2 学时）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search.aspx?type=notice&key=%u9009%u62E9%u4E0E%u8BBE%u8B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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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能够完成轴系部件的选择与设计；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机座或机架

的构型要求与设计，根据系统要求设计合适的的基座或机架并进行结构优化。 

  （2 学时） 

（三）机电一体化系统执行元件的选择与设计 （6 学时） 

3.1 了解伺服系统的一般组成、分类和基本组成形式。 （1 学时） 

3.2 了解步进电机的种类及结构；掌握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掌握步进电

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掌握步进电机控制的基本原理；掌握步进电机的基本功率

驱动电路原理和细分驱动原理。能够完成步进驱动系统的相关设计：选型计算、

电路设计、程序设计、调试等。 （2 学时） 

3.3 掌握直流伺服电机特性和调速原理；掌握直流伺服电机的驱动调速方

法；掌握直流伺服系统组成的基本原理。能够完成直流伺服驱动系统的相关设

计：选型计算、电路设计、程序设计、调试等。 （1 学时） 

3.4 掌握交流伺服电机特点及其调速方法；掌握变频调速装置的基本原理；

了解交流伺服系统组成的基本原理；了解交流伺服电机的矢量控制。能够完成

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的相关设计：选型计算、电路设计、程序设计、调试等。 

  （2 学时） 

（四）机电一体化系统传感检测系统的设计 （4 学时） 

4.1 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检测的基本概念，了解传感检测系统的基本组成和

传感器的基本评价指标。 （1 学时） 

4.2 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常用传感器的基本原理与适用场合。 （1 学时） 

4.3 了解传感检测系统中常用信号预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 （1 学时） 

4.4  能够分析机电一体化系统传感监测系统的设计要求，给出设计方案。 

  （1 学时） 

（五）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微机控制系统选择及接口设计 （2 学时） 

5.1 了解机电系统中几种控制计算机及其特点，能够选择合适的控制元件

完成机电一体化系统控制系统总体设计。 （1 学时） 

5.2 掌握计算机接口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了解计算机硬件间的数据通信

方式，能够实现硬件之间的通信。 （1 学时） 

（六）机电一体化系统机电有机结合的分析与设计 （4 学时） 

6.1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稳态与动态设计基本概念；掌握机电一体化系

统稳态设计的考虑方法，结合项目分析稳态与动态设计内容要求。 （2 学时） 

6.2 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动态设计的考虑方法。 （1 学时） 

6.3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的基本概念、保证系统可靠性、

安全性的方法，结合项目分析可靠性、安全性的设计要求与举措。 （1 学时） 

（七）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案例分析与讨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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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以 1-2 个机械加工设备机电一体化改造为例，分析改造工程背景、技术

要求，机械系统改造方案、计算机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内容。 （2 学时） 

7.2 熟悉 1-2 个典型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功能、机械结构、传动、驱动、检测、

控制系统等，了解系统关键技术。 （2 学时） 

（八）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项目设计、实验验证、汇报、交流 （4 学时） 

要求学生分组团队合作完成一个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项目，设计实验进行

验证，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 PPT 并汇报交

流。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第 4 版），张建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资料 

1.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套装共 5 册）, 成大先主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6.05  

2. 《系统设计课程设计指导书（机电一体化》，尹志强 等编著，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1.07 

3. 各类机电产品手册及说明书，例如： 

 Timken TRB 轴承手册 

 THK 滚珠丝杆—综合产品目录 

 THK 导轨—综合产品目录 

 ZHH-MC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说明书 

 日本松下 Panasonic 伺服选型计算伺服电机选型计算手册 

 日本松下 Panasonic 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手册 

 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浙江卧龙伺服技术有限公司 

 欧姆龙通用接近开关 等传感器手册 

 三菱 PLC 编程手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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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作业（20%）、平时测验（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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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传动、驱

动、检测等相关设计计算、原理分析、方案讨论等，系统控制总体方案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 俊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0%B9%E5%BF%97%E5%BC%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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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机 电 一

体 化 系 统

中 各 机 构

要 素 在 系

统 中 的 作

用 和 相 互

关系，建立

机 电 产 品

的 系 统 化

设计思想。 

目标 2：熟

悉 机 电 一

体 化 系 统

中 常 用 机

械系统、传

感检测、信

号处理、动

力 驱 动 装

置、控制等

单 元 的 种

类和特点。 

目标 3：掌

握 机 电 一

体 化 系 统

中机械、传

感检测、动

力、控制等

基 本 要 素

的 关 键 技

术，掌握典

型 机 电 装

置 的 技 术

原 理 和 设

计方法。 

目标 4：熟

悉 机 电 一

体 化 产 品

的 设 计 方

法 和 工 程

路线，能够

针 对 具 体

的 机 电 一

体 化 产 品

确 定 产 品

开 发 技 术

路线。 

目标 5：能

够 灵 活 地

综 合 运 用

所 学 的 机

械技术、传

感器技术、

电子技术、

计 算 机 技

术 和 控 制

技 术 等 进

行 机 电 一

体 化 系 统

设计。 

目标 6：使

学生初步

掌握文献

检索、资

料查询、

调研及运

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

取相关信

息的基本

方法。 

目标 7：培养

学生的责任

感和职业道

德；并使学生

具备一定的

组织管理能

力、较强的表

达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

以及在团队

中发挥作用

的能力，初步

具备交流、竞

争与合作能

力。 

1.1 了解机电一体化领

域的共性关键技术 
√   √  

  

1.2 机电一体化系统

的评价、机电一体化系

统的设计流程、 

√   √  

  

2.1 掌握机械系统的

选择与设计要求、机械

传动部件的选择与设

计。 

 √ √   

  

2.2 能够根据机电一体

化系统设计要求进行

导向支撑部件的选型

计算。 

 √ √   

  

2.3 能够完成轴系部件

的选择与设计，根据系

统要求设计合适的的

基座或机架并进行结

构优化。 

 √ √   

  

3.1 了解伺服系统的

一般组成、分类和基本

组成形式。 

 √ √   

  

3.2 掌握步进电机的基

本功率驱动电路原理

和细分驱动原理。能够

完成步进驱动系统的

相关设计。 

 √ √   

  

3.3 掌握直流伺服电

机特性和调速原理，能

够完成直流伺服驱动

系统的相关设计。 

 √ √   

  

3.4 掌握交流伺服电

机特点及其调速方法，

能够完成交流伺服驱

动系统的相关设计。 

 √ √ √ √ 

  

4.1 机电一体化系统

中检测的基本概念，了

解传感检测系统的基

本组成和传感器的基

本评价指标。 

 √ √   

  

4.2 掌握机电一体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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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常用传感器的

基本原理与适用场合。 

4.3 了解传感检测系

统中常用信号预处理

技术的基本原理。 

 √ √   

  

4.4  能够分析机电一

体化系统传感监测系

统的设计要求，给出设

计方案。 

 √ √   

  

5.1 能够选择合适的

控制元件完成机电一

体化系统控制系统总

体设计。 

 √ √   

  

5.2 掌握计算机接口的

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

了解计算机硬件间的

数据通信方式，能够实

现硬件之间的通信。 

 √ √   

  

6.1 了解机电一体化

系统的稳态与动态设

计，结合项目分析稳态

与动态设计内容要求。 

√   √  

  

6.2 掌握机电一体化

系统动态设计的考虑

方法。 

√   √  

  

6.3 了解机电一体化

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

的的设计要求与举措。 

√   √  

  

7.1 分析讨论 1-2 个机

械加工设备机电一体

化改造案例。 

√   √ √ √  

7.2 熟分析讨论 1-2 个

典型机电一体化系统。 
√   √ √ √  

8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

计项目设计、实验验

证、汇报、交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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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1Q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Engineering Found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非机械类工科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及 CAD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程材料的性能、分类和牌号。 

目标 2：了解热加工工艺，了解铸造、压力加工、焊接的特点和应用。 

目标 3：掌握机构运动简图，掌握机械传动的类型、功用、组成和典型应

用。 

目标 4：了解切削加工基础知识，了解常用金属加工机床的结构和加工范

围。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材料 （6课时） 

1.1金属材料的主要性能。 （2课时） 

1.2常用金属材料。 （2课时） 

1.3常用非金属材料。 （2课时） 

（二）金属热加工 （6课时） 

2.1铸造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2课时） 

2.2压力加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2课时） 

2.3焊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2课时） 

（三）机械传动 （12课时） 

3.1机械的发展、分类、组成及机构运动简图。 （2课时） 

3.2轴、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的结构、种类、原理和用途。 （2课时） 

3.3平面连杆机构的类型、工作原理、特点和典型应用。 （2课时） 

3.4凸轮机构、螺旋机构、间歇运动机构的组成、特点和典型用途。 

  （2课时） 

3.5齿轮传动的特点、分类和使用场合；蜗轮蜗杆传动的组成、特点和典

型应用。  （2课时） 

3.6带传动及链传动的组成、特点和应用。 （2课时） 

（四）金属切削加工 （8课时） 

4.1 金属切削加工基础，了解切削加工的基本形式，了解切削运动和切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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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概念。（2 课时） 

4.2了解车床的种类和组成，了解车削加工的应用范围。 （2课时） 

4.3了解铣床的种类和组成，了解铣削加工的应用范围。 （2课时） 

4.4了解钻床、镗床、刨床、磨床等其他加工机床的加工范围。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工程学》（第 5版），丁树模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工程基础》（第 3版），范思聪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6 

2. 《机械原理》，孙桓，陈作模，葛文杰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4 

3. 《金属切削机床》（第 1版），王树强，倪洪启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2 

4. 《机械基础》（第 1版），周勇，潘勇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03 

5. 《机械基础》（第 5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编

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社，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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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作业（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材料、热

加工、机械传动及金属切削加工。 

五、附件 

 

制定人：  郁斌强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5%ad%99%e6%a1%93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4%bd%9c%e6%a8%a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91%9b%e6%96%87%e6%9d%b0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6%a0%91%e5%bc%b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0%aa%e6%b4%aa%e5%90%af_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DC%D3%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5%CB%D3%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8%C7%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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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CB%C1%A6%D7%CA%D4%B4%BA%CD%C9%E7%BB%E1%B1%A3%D5%CF%B2%BF%BD%CC%B2%C4%B0%EC%B9%AB%CA%D2%D7%E9%D6%A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0%CD%B6%AF%C9%E7%BB%E1%B1%A3%D5%C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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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程 材

料的性能、

分 类 和 牌

号 

目标 2：了解热加

工工艺，了解铸

造、压力加工、焊

接的特点和应用 

目标 3：掌握机构

运动简图，掌握机

械传动的类型、功

用、组成和典型应

用 

目标 4：了解切削加工

基础知识，了解常用金

属加工机床的结构和

加工范围 

 

1.1金属材料的主要性能。 √    

1.2常用金属材料。 √    

1.3常用非金属材料。 √    

2.1铸造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   

2.2压力加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   

2.3焊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   

3.1 机械的发展、分类、组成及机构运

动简图。 
  √  

3.2 轴、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的结

构、种类、原理和用途。 
  √  

3.3 平面连杆机构的类型、工作原理特

点和典型应用。 
  √  

3.4 凸轮机构、螺旋机构、间歇运动机

构的组成、特点和典型用途。 
  √  

3.5齿轮传动及蜗轮蜗杆传动。   √  

3.6 带传动及链传动的组成、特点和应

用。 
  √  

4.1金属切削加工基础。    √ 

4.2车床及车削加工。    √ 

4.3铣床及铣削加工。    √ 

4.4其他加工机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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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5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金属

材料及热处理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1：能够应用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基本原理，求解和建立数学

模型。 

目标2：能够运用力学、热流体、电工电子学、材料科学等工程基础知识和

科学基本原理，构建工程问题的分析模型，识别和表达机械工程相关技术要素。 

目标3：能够运用机械工程原理、技术和方法，通过综合文献研究，表达和

分析工程问题的影响，并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4：能应用机械设计的原理和方法，选用标准和设定技术指标，考虑相

关影响因素，确定设计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单元（部件）。 

目标5：能应用零件加工的原理和方法，理解和综合工程影响因素，设计机

械制造工艺流程。 

目标6：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标7：能够应用基本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设计实验方案。 

目标8：能够实施机械工程领域相关实验，处理数据，获得结论。 

目标9：能够运用机械工程原理和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综合，研究机

电产品和系统的设计、制造等复杂工程问题，得到有效的结论。 

目标10：能够应用工程软件，对机械系统的性能和结构进行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指出其局限性。 

目标11：能够开发、选择与使用机械工程环境中的现代设备与技术。 

目标12：能够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获取信息。 

指标点13：能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和评价机械专业实践活

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等的影响，并明确应承担的责任。 

目标14：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理解和评价相关机械工程活动对环境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目标15：能够在工程活动中适应角色转换，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有效合作，

并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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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6：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能够撰写技术

报告和设计文件，并进行合理反应。 

目标17：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用外语进行跨文化背景的沟通与交流。 

目标18：能够应用工程项目管理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

管理。 

目标19：能够针对给定的工程问题提出经济、合理的解决方案。 

目标20：掌握自主获取信息的方法，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

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2. 
2.

2 

2.

3 

3.

1 

3.

2 

3.

3 

4.

1 

4.

2 

4.

3 

5.

1 

5.

2 

5.

3 

6.

1 

6.

2 

8.

2 

9.

1 

9.

2 

10

.1 

10

.2 

11

.2 

目标 1 
☆

☆ 
                   

目标 2  
☆

☆ 
                  

目标 3   

☆

☆

☆ 

                 

目标 4    
☆

☆ 
                

目标 5     
☆

☆ 
               

目标 6      

☆

☆

☆ 

              

目标 7       
☆

☆ 
             

目标 8        
☆

☆ 
            

目标 9         

☆

☆

☆ 

           

目标 10          
☆

☆ 
          

目标11           
☆

☆ 
         

目标 12            

☆

☆

☆ 

        

目标 13             

☆

☆

☆ 

       

目标 14              

☆

☆

☆ 

      

目标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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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6                

☆

☆

☆ 

    

目标 17                 
☆

☆ 
   

目标 18                  
☆ 

☆ 
  

目标 19                   
☆ 

☆ 
 

目标 20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毕业设计（论文）基本内容和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1．选题的基本原则 

根据培养标准，参照国家和行业标准，紧密结合行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展

定位，由企业、学校、学生三者共同确定毕业设计题目。 

（1）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应符合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具有相当程度的综

合性和专业知识覆盖面，应当力求有利于巩固、深化和扩大学生所学的知识；

实现使学生得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 

（2）选题应力求与科研、生产（社会）和实验室建设等实际任务相结合。 

（3）合理安排课题的性质、难度、工作量和综合训练要求。 

2．选题的一般要求 

（1）课题类型分为四类：即科研项目、生产（社会）实际、实验室建设、

其它。 

（2）课题类别分为二类：即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 

（3）原则上每生一题。由于工作量大，需由几名学生共同完成的课题，除

总体方案外，必须明确规定每名学生应独立完成的任务。 

（4）可尝试由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的跨学科联合设计（论文）题目，学生各

自承担课题中与自己专业培养目标相关的部分。 

（5）题目难度、工作量要适当，使每个学生经过努力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 

3.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的确定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由指导教师提出，并说明设计的目的和意义；题目

也可由学生结合实习单位实际工程问题拟定。由指导教师填写《上海电机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审批表》并上报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毕业设计指导委

员会对所有题目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及可行性进行审定后，统一向学生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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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在公布的题目中自由选题，确定题目后，指导教师以《上海电机学

院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的方式，在毕业设计开始前向学生下达。 

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应包括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学生所要完成的

内容和基本要求以及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度等内容。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特殊情况需改变题目者，

需经教学院长批准，报教务处备案。 

4.不宜作为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题目 

（1）不符合本专业教学培养目标要求，偏离专业方向的题目； 

（2）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的题目； 

（3）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期间无法完成或不能取得阶段成果的题目。 

（二）指导工作 

1．指导教师资格 

由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与骨干教师共同担任学生毕业设计指导工作，毕业设

计（论文）指导教师应由具有讲师（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务的教师担任。助

教不能独立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可协助指导教师工作。 

2.指导工作要求 

（1）做好指导准备工作 

题目落实后，指导教师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包括毕业设计（论文）任务

书、进度计划、有关资料及必要的设备材料等。指导学生收集有关资料，拟定

毕业设计（论文）的初步方案。 

（2）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期间，指导教师对每位学生的现场指导时间

平均每周不少于一次，并对学生进行考勤。 

（3）指导教师要重视对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设计思想、设计方法的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

学生严肃、严谨的学习与工作态度，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独立工作能力；要

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使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得到全面综合训练；经常检查督

促，积极解答疑难问题。 

（4） 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和图纸等设计成果。 

（5） 毕业设计（论文）完成后，指导教师应对学生工作态度、能力水平、

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及应用价值提出评定意见。 

（三）对学生的要求 

1．学生根据指导教师下达的任务书独立完成开题报告，填写《上海电机学

院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并在三周内完成开题报告。 

2．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学生应根据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查阅相关文献，

一般不少于15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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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学生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指导教师布置的任务。

虚心学习，尊敬老师，严守纪律，团结互助。 

4．学生因病、事请假，需征得指导教师的同意，按学院有关规定办理请假

手续。 

5．严禁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的抄袭、代作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

涉及抄袭被抄袭、代作与被代作、弄虚作假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均按不及

格处理。 

4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和学时分配 

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所分担的设计课题的全部内容，

包括： 

1. 学生针对具体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和分析有关技术资料。 

2. 进行方案选择、比较，系统的性能分析、力学分析、参数选择及计算、设

计校核等。 

3. 根据课题的要求进行结构设计及详细设计，绘制装配图及零件图，或电

路图、系统图、原理图等。实做项目要制作出成品。软件设计要进行仿真调试。 

4.工程影响分析 

5.编写设计说明书。 

四、毕业设计环节安排 

1、选题，接受毕业设计任务书 

2、课题调研、实习与文献检索 

3、撰写开题报告 

4、设计方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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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答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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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毕业设计（论文）的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须经指导教师审查通过后，方可参加毕业答辩。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各专业应根据毕业设计（论文）

的题目类型或类别，组成若干答辩小组，负责毕业设计（论文）的答辩与成绩

评定。答辩小组成员主要为专业教师、也可聘请相关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教师

以及学院外人员参加。 

学生答辩时，应向答辩小组汇报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情况，回答答辩小

组成员的提问。质询的内容为课题的关键问题和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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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识、基本设计及计算方法、实验方法、测试方法、实验结果分析。答辩

时须做好答辩记录。 

答辩时，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自述主要内容如下： 

1．毕业设计（论文）的任务、目的和意义； 

2．文献综述； 

3．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内容及主要方法； 

4．取得的成果、研究工作结论、存在问题与建议。 

成绩的评定采用评语和记分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

由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答辩小组评分三项评分进行综合评定，毕业

设计总成绩评分比例为：指导教师评分占30％，评阅教师评分占20％，答辩小

组评分占50％。成绩确定后，任何人都无权更改。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应全程跟随下一届学生重做。学生本

人应提出申请，经教务处审批，由学院安排在下一届毕业设计（论文）中进行。 

 

制定人：  邵兵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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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5R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20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机电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的工程实际

问题。通过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中的学习、研究和实际训练使其理论认

识深化、知识领域扩展、专业技能延伸。 

目标 2：学会依据课题任务进行资料数据的调研、收集、加工与整理，训

练学生正确使用各种设计资料、手册、图册、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基本技能, 

培养学生掌握工程设计的程序、方法和基本原则，培养学生掌握科学实验和数

据测试、处理与分析等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工程计算、图纸绘

制、编写技术文件的能力。 

目标 3：应具有正确的设计思想，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

实的工作作风、正确的技术经济观点和工程全局意识。 

目标 4：应学到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具有

质量、时效意识，并能持续改进，具有自主学习和技术创新意识。 

二、课程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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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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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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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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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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教材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评阅成绩与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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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时成绩占比 30%，由指导老师评定； 

2. 评阅成绩占比 20%，由评阅老师评定； 

3. 答辩成绩占比 50%，由答辩小组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  孙渊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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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多学科

的理论知识与技能，

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

的工程实际问题。通

过毕业设计（论文）

教学过程中的学习、

研究和实际训练使其

理论认识深化、知识

领域扩展、专业技能

延伸 

目标 2：学会依据课题任务进

行资料数据的调研、收集、加

工与整理，训练学生正确使用

各种设计资料、手册、图册、

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基本

技能 , 培养学生掌握工程设

计的程序、方法和基本原则，

培养学生掌握科学实验和数

据测试、处理与分析等从事科

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

工程计算、图纸绘制、编写技

术文件的能力。 

目标 3：目标 3：应

具有正确的设计思

想，培养学生严肃

认真的科学态度、

严谨求实的工作作

风、正确的技术经

济观点和工程全局

意识。 

目标 4：应学到

严谨的科学态

度、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

业精神，具有质

量、时效意识，

并能持续改进，

具有自主学习

和技术创新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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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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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侧重于软件开发能力的

培养，软件文档应包括有

效程序和源程序清单、软

件设计说明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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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23065U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独立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解决本专业及相关专业范

围内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设计制造、科研试验、生产管理等课题。 

目标 2：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达到一次工程

技术的基本训练。 

目标 3：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

求实的工作作风、正确的技术经济观点和工程全局意识。 

二、课程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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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训练。设计说明书的字数

不少于 1.5 万字；工程绘图量不少于折合图幅为 A0 号图纸 1.5 张；参考文献总

数≥15 篇，其中外文≥2 篇。 

（二）工程技术研究类 

侧重于实验、测试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实验、测试报

告或生产、模拟性试验报告及论文正文的撰写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其中文献综

述部分不超过 20%；参考文献总数≥15 篇，其中外文≥2 篇。 

（三）软件开发类 

侧重于软件开发能力的培养。论文应包括软件设计说明书、软件测试分析

报告、源程序清单和有效源程序等；论文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源程序不少于

300行；参考文献总数≥15 篇，其中外文≥2 篇。 

三、课程教材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四、课程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的评定应单独进行，不受平时学习成绩的影响，采

用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面分别打分，按比例加权的办法进行。

三方面的比例按 30%，20%，50%。 

五、附件 

 

制定人：  袁伟光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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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独立运

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解

决本专业及相关专业范

围内一项有实际意义的

设计制造、科研试验、生

产管理等课题 

目标 2：培养学生综合分

析问题能力，独立解决问

题能力，达到一次工程技

术的基本训练 

目标 3：培养学生正确的设

计思想，培养学生严肃认真

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

作作风、正确的技术经济观

点和工程全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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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训练。设计说明书的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工程绘图量不少于折合图幅

为 A0号图纸 1.5张；参考文献总数

≥15篇，其中外文≥2篇 

√ √ √ 

2、工程技术研究类：侧重于实验、

测试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方法的

基本训练。实验、测试报告或生产、

模拟性试验报告及论文正文的撰写

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其中文献综述

部分不超过 20%；参考文献总数≥15

篇，其中外文≥2篇 

 

√ √ √  

3、软件开发类：侧重于软件开发能

力的培养。论文应包括软件设计说

明书、软件测试分析报告、源程序

清单和有效源程序等；论文字数不

少于 1.5 万字，源程序不少于 300

行；参考文献总数≥15篇，其中外

文≥2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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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5V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15周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服务工程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独立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解决本专业及相关专业范

围内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设计制造、科研试验、生产管理等课题。 

目标 2：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达到一次工程

技术的基本训练 。 

目标 3：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

求实的工作作风、正确的技术经济观点和工程全局意识。 

二、课程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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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训练。设计说明书的字数

不少于 1.5 万字；工程绘图量不少于折合图幅为 A0 号图纸 1.5 张；参考文献总

数≥15 篇，其中外文≥2 篇。 

（二）工程技术研究类 

侧重于实验、测试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实验、测试报

告或生产、模拟性试验报告及论文正文的撰写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其中文献综

述部分不超过 20%；参考文献总数≥15 篇，其中外文≥2 篇。 

（三）软件开发类 

侧重于软件开发能力的培养。论文应包括软件设计说明书、软件测试分析

报告、源程序清单和有效源程序等；论文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源程序不少于

300行；参考文献总数≥15 篇，其中外文≥2 篇。 

三、课程教材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四、课程考核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的评定应单独进行，不受平时学习成绩的影响，采

用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三方面分别打分，按比例加权的办法进行。

三方面的比例按 30%，20%，50%。 

五、附件 

制定人：  邵晓序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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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独立运用所

学的知识与技能，解决本专业

及相关专业范围内一项有实

际意义的设计制造、科研试

验、生产管理等课题 

目标 2：培养学生综

合分析问题能力，独

立解决问题能力，达

到一次工程技术的基

本训练 

目标 3：培养学生正确的设

计思想，培养学生严肃认真

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

作作风、正确的技术经济观

点和工程全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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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训练。设计说明书的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工程绘图量不少于折合图幅

为 A0号图纸 1.5张；参考文献总数

≥15篇，其中外文≥2篇 

√ √ √ 

2、工程技术研究类：侧重于实验、

测试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方法的

基本训练。实验、测试报告或生产、

模拟性试验报告及论文正文的撰写

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其中文献综述

部分不超过 20%；参考文献总数≥15

篇，其中外文≥2篇 

√ √ √  

3、软件开发类：侧重于软件开发能

力的培养。论文应包括软件设计说

明书、软件测试分析报告、源程序

清单和有效源程序等；论文字数不

少于 1.5 万字，源程序不少于 300

行；参考文献总数≥15篇，其中外

文≥2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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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7P1          英文名称： 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材料力学、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机械制造技术等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典型机械产品的工艺过程，形成分析问题和初步的工艺设计

能力，掌握工艺文件的编制方法，正确撰写技术文件。 

目标2：能够正确选择加工设备并熟悉常用机械制造装备操作技能和零件加

工方法。 

目标3：了解企业生产管理模式，树立安全生产的意识。 

目标4：了解产品总装过程、部件或组件装配过程，熟悉装配方法和装配常

用工具。 

目标5：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能够撰写讨论纪

要和实习报告。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2 5-2 6-1 6-2 8-2 9-1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 ☆  

目标4 ☆    
 

 

目标5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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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习内容 

内容 实习要求 教学目标 
教学方

式、方法 

支撑课

程目标 

实

习

天

数 

1 

了解企业文化，熟悉机

床的安全操作和安全

常识； 

遵守车间规章制度,穿

工作服、戴安全帽 

掌握企业安全生产知

识及机床安全操作规

程 

参观、讲授 
3 

 
2 

2 

对企业的技术资料、工

艺文件有一定的了解。

向企业技术人员学习

从事工艺工作的方法

和步骤。 

 

遵守车间规章制度,穿

工作服、戴安全帽、带

实习日志 

熟悉工艺文件编制方

法和过程 

参观、讲

授、指导、

查阅资料 

1 

2 
3 

3 
现场观看零件加工过

程。 

遵守车间规章制度,穿

工作服、戴安全帽、带

实习日志 

熟悉零件加工方法 

集中讲授、

现场指导、

小组讨论 

1 

2 

3 

5 

5 现场观看装配车间。 

遵守车间规章制度,穿

工作服、戴安全帽、带

实习日志 

了解产品总装过程、

部件或组件装配过

程，熟悉装配方法和

装配常用工具 

集中讲授、

现场指导、

小组讨论 

4 3 

4 编制加工工艺文件。 

遵守车间规章制度,穿

工作服、戴安全帽、带

实习日志 

独立编制加工工艺文

件 

查阅资料、

小组讨论、

编制文件 

1 

2 

5 

2 

合计 15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毕业要求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环节及措施 评估方式及权重 

指标点 3-2 
目标 1 

目标 4 

对企业工艺文件有一

定的了解。现场观看

零件加工过程。编制

加工工艺文件。 

环节：车间实习、查阅技

术资料、集中讲授、现场

指导、小组讨论、案例分

析、撰写实习报告、答辩； 

措施：查阅与编制 

表现 20%、 

实习报告 40%、 

答辩 40% 

指标点 5-2 目标 2 

向企业技术人员学习

选择与使用现代机械

设备与技术。 

环节：车间实习、集中讲

授、现场指导、小组讨论、

撰写实习报告、答辩； 

措施：现场指导与集中 

表现 20%、 

实习报告 40%、 

答辩 40% 

指标点 6-1 目标 3 

对企业的技术资料有

一定的了解。熟悉与

企业相关的技术标

准、产业政策和法律

法规。 

环节：集中讲授、查阅技

术资料、小组讨论、撰写

实习报告、答辩； 

措施：讲授与阅读 

表现 20%、 

实习报告 40%、 

答辩 40% 

指标点 6-2 目标 3 

通过企业技术人员指

导，熟悉机床的安全

操作和安全常识。 

环节：车间实习、集中讲

授、现场指导、小组讨论、

案例分析、撰写实习报

告、答辩； 

措施：讲解与讨论 

表现 20%、 

实习报告 40%、 

答辩 40% 

指标点 8-2 目标 3 

   通过了解企业管

理模式，能够理解并

遵守 

生产职业道德和规

范。 

环节：车间实习、集中讲

授、小组讨论、撰写实习

报告、答辩； 

措施：讲解与讨论 

表现 20%、 

实习报告 40%、 

答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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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9-1 目标 5 

通过讨论和撰写实习

报告，表达自己的观

点。 

集中讲授、小组讨论、案

例分析、撰写实习报告、

答辩； 

措施：讨论 

 

表现 20%、 

实习报告 40%、 

答辩 40% 

 

五、课程考核 

考核项目 权重 优秀 及格 考核方式 

平时表现 20% 实习态度认真、随时记录内容 态度不端正、不做实习记录 随时抽查 

实习报告 40% 实习报告非常规范完成 实习报告不认真完成 评阅实习报告 

答辩 40% 提出问题能做出正确回答 1/3的问题不能做出正确回答 答辩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指导教师根据学生讨论情况、表现、实习报告、实

习日志、答辩等环节综合评定成绩。实践课成绩采用五级分制，由考核项目加

权求和计算百分制总成绩，最后按照学校标准折算为五级分制。 

无故不参加实习，直接确认实践课成绩不及格。 

六、教学条件 

依据实习大纲、实习指导书相关要求，在校内外实习基地，依托现代化生

产线及设备，每个班级配备校内指导教师2名，相关技术人员1名。 

七、提交成果 

提交实习日志和实习报告 

 

制定人：  汪惠群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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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7R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3 周）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电传动控制、机械制造技术 

后续课程：机电设备、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了解本专业实际生产的现状、前沿及发展趋势。 

目标 2：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生了解与机械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

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的法律、法规，熟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等现代社会问题的知识，能正确认识机械工程对于

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目标 3：培养学生在生产实际中调查研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方法。 

目标4：培养学生适应发展的能力以及对终身学习的正确认识和学习能力。 

目标 5：培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二、课程内容 

以各企业典型零件生产为主线，全面了解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拓宽专业知

识面，具体如下： 

（1）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

体制改革方面有何新的举措。 

（2）了解工厂新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了解工厂的高新技术成果情况，

尤其是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情

况。 

（3）了解工厂中主要生产线的组成 、流程、产品、柔性、生产率等。 

（4）了解工厂中各种工业机器人的结构，自由度数，控制系统，伺服系统，

工艺范围等。 

（5）了解和分析工厂的 1~2 种典型零件的结构和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6）了解和分析工厂的 1~2 个机器产品结构或典型部件的装配工艺过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课程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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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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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质量、学生实习表现

综合考查。 

2、成绩评定：根据学生实习态度、实习报告、实习考核单，综合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   汪烨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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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学 生 了 解

本 专 业 实

际 生 产 的

现状、前沿

及 发 展 趋

势。 

目标 2：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

生了解与机械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

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的法律、

法规，熟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等现

代社会问题的知识，能正确认识机械

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目标 3：培养学

生在生产实际中

调查研究、观察

问题、分析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方法。 

目标 

4：培养学

生 适 应 发

展 的 能 力

以 及 对 终

身 学 习 的

正 确 认 识

和 学 习 能

力。 

目标 5：培

养 学 生 的

人 文 社 会

科学素养、

社 会 责 任

感 和 职 业

道德。 

听取报告 √ √ √ √ √ 

组织参观 √ √ √ √ √ 

车间实习 √ √ √ √ √ 

查阅企业技术资料 √ √ √   

专题讨论 √ √ √ √  

其它活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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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23067U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理论、汽车构造、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汽车制造工艺学等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创造性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

综合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解决车辆工程专业

范围内的一般工程技术问题，树立正确的专业服务思想，掌握汽车设计、制造、

检测等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目标 3：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培养学生正

确的人生观，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择业观。 

二、课程内容 

1、了解企业文化及企业管理制度等； 

2、通过生产线的参观、实践，熟悉整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装配、测

试的流程及工艺等； 

3、通过企业专家讲座熟悉整车、零部件的设计内容及标准等； 

4、在实习过程中注重锻炼运用所学的汽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要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着重对所学的专业知识加以融汇贯通，锻炼和提高

自身的综合技能。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课程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企业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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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报告及学生实

习表现综合考查。 

2、成绩评定：根据学生实习态度、实习日记、实习报告、实习考核表，综

合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袁伟光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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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分析能力、

创造性地解决社会实

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解决

车辆工程专业范围内的一般

工程技术问题，树立正确的专

业服务思想，掌握汽车设计、

制造、检测等的一般程序和方

法 

目标 3：养学生的劳动观念

和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

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

感，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择

业观 

1、了解企业文化及企业管理制度等   √ 

2、通过生产线的参观、实践，熟悉

整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装配、

测试的流程及工艺等 

√ √  

3、通过企业专家讲座熟悉整车、零

部件的设计内容及标准等 
 √  

4、在实习过程中注重锻炼运用所学

的汽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要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着

重对所学的专业知识加以融汇贯

通，锻炼和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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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7V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3周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服务工程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怎样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解决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范围内的一般工程技术问题 

目标 2：掌握汽车售后服务企业专业工作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目标 3：掌握保险理赔企业专业工作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各种先进的汽车检测、诊断仪器与设备的使用。 

1.1汽车各级维护的内容及标准 

1.2根据实习企业的性质、设备，掌握各种汽车检测、诊断仪器与设备的

使用。 

（二）汽车性能测试、汽车故障检测、诊断与排除。 

2.1汽车检测和维修流程 

2.2汽车故障的诊断思路和步骤。 

（三）保险理赔公司专业工作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3.1汽车理赔的业务流程及细则。 

3.2汽车理赔定损核损的流程及内容。 

3.3汽车保险与理赔的智能化技术。 

（四）二手车技术状况评估、交通事故定损等的方法。 

4.1二手车进行技术鉴定和价值估算的方法及具体操作程序。 

4．2交通事故定损等的方法及具体操作程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毕业实习指导书》自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80%，主要包括：平时实习态度 20%；实习日记 20%；

企业指导教师实习鉴定考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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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核占比 20%，毕业实习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邵晓序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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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怎样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

解决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范

围内的一般工程技术问题 

目标 2：掌握汽车售

后服务企业专业工

作的一般程序和方

法。 

目标 3：掌握保险理

赔企业专业工作的

一般程序和方法。 

1.1汽车各级维护的内容及标准 √   

1.2 根据实习企业的性质、设备，掌握各种汽

车检测、诊断仪器与设备的使用。 
√ √  

2.1汽车检测和维修流程 √ √  

2.2汽车故障的诊断思路和步骤。  √  

3.1汽车理赔的业务流程及细则。 √  √ 

3.2汽车理赔定损核损的流程及内容。 √  √ 

3.3汽车保险与理赔的智能化技术。 √  √ 

4.1 二手车进行技术鉴定和价值估算的方法及

具体操作程序。 
√ √  

4.2交通事故定损等的方法及具体操作程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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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8P1          英文名称： Cognitive Practice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实习企业的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标2： 熟悉相关实习企业的设备、工艺、产品及相关技术标准。 

目标3：了解企业生产管理模式，树立安全生产的意识。 

目标4：能够正确评价企业生产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目标5：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能够撰写讨论纪

要和实习报告。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3 3.4 6.1 7.2 12.1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目标4    ☆☆  

目标5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实习内容 

要求各专业在实习前一学期，联系、落实相关实习单位，安排实习指导教

师，根据实习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实习计划。 

实习时间为 1 周 5 个工作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听取报告（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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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行安全保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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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参观（3 天） 

在实习开始时，组织参观实习单位，以了解其概况。参观中应着重了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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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业务专题报告（0.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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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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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撰写报告答辩（0.5 天） 

实习结束时，学生应提交书面的实习报告。报告内容按实习要求写出。 

5、实习结束后，每位学生应提交一份 3000 字左右的认识实习报告。 

认识实习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如下： 

1、通过观看专业录像，回答教师布置的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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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实习报告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实习报告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平时表现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答辩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实习报告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无 

六、课程考核 

考核项目 权重 优秀 及格 考核方式 

平时表现 20% 实习态度认真、随时记录内容 态度不端正、不做实习记录 随时抽查 

实习报告 40% 实习报告非常规范完成 实习报告不认真完成 评阅实习报告 

答辩 40% 提出问题能做出正确回答 1/3的问题不能做出正确回答 答辩 

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指导教师根据学生讨论情况、表现、实习报告、实

习日志、答辩等环节综合评定成绩。实践课成绩采用五级分制，由考核项目加

权求和计算百分制总成绩，最后按照学校标准折算为五级分制。 

 

制定人：  邵兵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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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8R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工科基本训练（焊锻镗铣及数控）、工科基本训练（电气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机电一体化典型设备的主要组成和构造、了解典型机电设备

生产工艺过程及设备使用管理技术与方法，行业市场概况等。 

目标 2、认识本专业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内涵。 

目标 3、了解机电专业相关研究方向，培养专业兴趣。 

目标 4、进一步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及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的思想品质。 

二、课程内容 

认识实习一般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在集中实习形式下，选派有经验的指导教师亲临现场，协调与实习企业

的关系，事先进行周密的安排，制定实习实施计划。 

2、对学生进行实习前的安全教育、劳动教育与组织纪律教育。 （2 课时） 

3、参观和了解机械工程技术领域内的工厂企业及科研部门的实际设计、生

产、销售等具体部门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了解国内外同行业的技术水平。 

 （4 课时） 

4、请厂家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本领域内有关理论分析、实验研究、具

体工程设计等相关专题作技术报告或看专业录像。 （6 课时） 

5、深入生产第一线，参观有关工厂的典型设备。具体了解和学习产品的设

计制造、生产过程或组织管理。 （6 课时） 

6、总结实习过程，完成实习报告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无 

四、课程考核 

考核由三部分组成：现场实习情况、实习报告及实习笔记三项综合考核： 

4.1、现场实习情况（含实习态度）占 10﹪，实习报告占 80%，实习笔记占

10%。 

4.2、实习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实习情况简介，包括时间、地点、单位、活动内容及过程。 



 

120 

（2）实习内容及过程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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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体会。 

（4）对实习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5）不少于 1500 字。 

4.3、必须按照实习大纲的要求完成指定的实习内容，不得缺勤，否则取消

成绩。 

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五、附件 

 

制定人：  沈红芳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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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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典型机

电设备的主要组成和

构造、生产工艺过程、

使用管理技术与方

法，行业市场概况等。 

目标 2: 认识本专业

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

专业内涵。 

目标 3、了解机

电专业相关研

究方向，培养专

业兴趣。 

目标 4、进一步

培养学生安全

意识及遵守纪

律、热爱劳动

的思想品质。 

实习前的安全教育、劳动教育与组织

纪律教育 
   

 

√ 

参观和了解机械工程技术领域内的

工厂企业及科研部门的实际设计、生

产、销售等具体部门的实际运行状况 

√ √ √ 

 

专题技术讲座或看专业录像 √ √ √  

现场参观典型设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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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23068U1          英文名称：Cognition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 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认识实习》是车辆工程专业一门专业实践课程，是车辆工程专业本科学

生在学习专业课程之前，对本专业涉及的内容有一个较全面的感性认识，从而

为理论教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目标 1：了解相关实习企业的设备、工艺、产品及相关技术标准等。 

目标 2：认识本专业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内涵。 

目标 3：了解车辆工程专业相关研究方向，培养专业兴趣。 

目标 4：进一步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及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的思想品质。 

二、课程内容 

1、专业认知实习动员及专业介绍； （2课时） 

2、参观汽车生产线等，具体了解和学习汽车产品的设计、制造、生产过程

或组织管理（工业参观）； （8课时） 

3、了解车辆工程专业发展，本校车辆工程专业的研究方向、内容（讲座）； 

  （6课时） 

4、汽车总体结构、工作过程认知（实验室参观或视频演示）； （2课时） 

5、总结实习过程，完成实习报告。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课程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车辆工程（专业）概论》，过学迅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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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报告及学生实

习表现综合考查。 

2、成绩评定：根据学生实习态度、实习日记、实习报告，综合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  袁伟光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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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相关

实习企业的设备、

工艺、产品及相关

技术标准等。 

目标 2：认识本专业

所具备的知识结构

和专业内涵。 

目标 3：了解车辆工

程专业相关研究方

向，培养专业兴趣。 

 

目标 4:进一步培

养学生安全意识

及遵守纪律、热爱

劳动的思想品质。 

1、专业认知实习动员及专业介绍  √ √  

2、参观汽车生产线等，具体了解

和学习汽车产品的设计制造、生

产过程或组织管理（工业参观） 

√  √ √ 

3、了解车辆工程专业发展，本校

车辆工程专业的研究方向、内容

（讲座） 

 √ √  

4、汽车总体结构、工作过程认知

（实验室参观或视频演示） 
 √ √  

5、总结实习过程，完成实习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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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68V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服务工程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汽车的发展历史。 

目标 2：了解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研究方向、内容。 

目标 3：掌握汽车服务流程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的总体结构、工作过程。 

二、课程内容 

（一）参观汽车服务企业，企业人士讲座。 （4学时） 

（二）认识汽车生产线，了解整车装配过程（工业参观）。 （4学时） 

（三）了解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发展，本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研究方向、

内容（讲座）。          （4学时） 

（四）职业规划讲座。 （2学时） 

（五）汽车总体结构、工作过程认知（实验室参观及视频演示）。（4学时） 

（六）实习总结。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实习态度 20%；实习日记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实习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邵晓序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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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汽车

的发展历史。 

了解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的研究方向、内

容。 

目标 3：掌握汽车服

务流程的一般程序

和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的

总体结构、工作过

程。 

（一）参观汽车服务企业，企

业人士讲座。 
√ √ √ 

√ 

（二）认识汽车生产线，了解

整车装配过程（工业参观）。 
√ √  

√ 

（三）了解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发展，本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的研究方向、内容（讲座） 

√ √ √ 

√ 

（四）职业规划讲座。  √ √ √ 

（五）汽车总体结构、工作过

程认知（实验室参观及视频演

示）。 

√ √ √ 

√ 

（六）实习总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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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设计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92A1     英文名称：Digital Desig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熟悉数字化建模及虚拟装配的基本方法，能完成小型机械部件或机

构的三维数字化建模及装配； 

目标2：熟悉工程图处理的基本流程与方法，能完成小型机械部件或机构的

零件图、装配图处理。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1 5.1 

目标1 ☆☆ ☆☆ 

目标2 ☆  

目标3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 UG NX简介 （支撑课程目标 1、2，共 2课时） 

1.1 UG NX系统简介 （2课时） 

熟悉 UG NX 用户界面（资源条、图标工具条、下拉式菜单、通用预设置、

弹出式菜单、用户交互方式），熟悉 UG NX软件界面与功能模块。 

（二）三维建模 （支撑课程目标 1，共 12课时） 

2.1 体素特征、成形特征 （2课时） 

熟悉体素特征（长方体、圆柱、圆锥、圆球）、成形特征（孔、圆台、凸台、

腔体、槽、沟槽）命令的使用方法，熟悉特征编辑的基本方法（编辑参数、编

辑位置、抑制特征、释放抑制特征）； 

2.2 草图，扫描特征 （2课时） 

熟悉草图与扫描特征（拉伸、旋转、管）命令的使用方法； 

2.3 基准特征，表达式 （2课时） 

熟悉基准特征（基准点、基准线、基准面）命令的使用方法，按要求正确

建立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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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特征操作 （2课时） 

熟悉边缘操作（边缘圆角、边缘倒角）、引用特征（矩形阵列、环形阵列、

镜像体、镜像特征）、修剪（修剪体、分割体）及特殊操作（螺纹、比例体）等

特征操作方法； 

2.5 习题课 （2课时） 

针对“按要求进行数字化三维建模”进行建模分析； 

2.6 讨论课 （2课时） 

针对研究项目进行分组研究实践，集体讨论。 

（三）虚拟装配 （支撑课程目标 1，共 6课时） 

3.1 自下而上装配 （2课时） 

熟悉虚拟装配基本概念，完成自下而上装配，建立装配爆炸视图； 

3.2 自上而下装配 （1课时） 

了解 top-down自上而下装配理念与基本方法； 

3.3 装配干涉检查 （1课时） 

熟悉对装配体进行干涉检查的基本方法，完成研究项目的干涉检查。 

3.4 习题课 （2课时） 

完成简易设备的虚拟装配。 

（四）工程图处理 （支撑课程目标 2，共 10课时） 

4.1 零件图处理 （6课时） 

熟悉基本视图、投影视图、剖视图的基本设置方法，熟悉文本、尺寸、符

号等要素的标注方法，熟悉图纸框的创建与调用方法，完成零件图处理。 

4.2 装配图处理 （2课时） 

熟悉零件明细表的创建方法，完成装配图处理。 

4.3 习题课 （2课时） 

按要求完成零件图、装配图处理。 

（五）研究项目答辩 （支撑课程目标 1、2，共 2课时） 

5.1 研究项目答辩 （2课时） 

运用课程学习的数字化技能完成项目研究，介绍项目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

数字化技术，就项目的三维建模、虚拟装配、工程图处理的各项技术回答教师

的提问。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习题课、讨论课、课程项目和答辩评定；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习题课、课程项目和答辩评定。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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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 NX 10.0完全自学手册（第 3版）》，博创设计坊组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5.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UG NX 8.5机械设计教程》，展迪优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6 

2. 《UG NX8 0 快速入门、进阶与精通》，章兆亮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3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40%）和项目答辩成绩（60%），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上机操作（25%）和讨论课（1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平时表现满分为 100

分，每缺勤一次扣 10 分。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

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上机操作 

上机操作最终成绩为各次习题课上机操作的平均成绩。每次上机操作成绩

依据学生课堂当场提交的操作文件正确情况评分（满分 100 分）。课堂上未按时

提交或存在抄袭现象，该次上机操作均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25%。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根据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 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讨论课成绩的 40%； 

2）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讨论课成绩 40%； 

3） 提问交流情况，占讨论课成绩的 2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均按零分计。 

2 项目答辩 

要求学生根据研究项目，分组完成机械设备中实现独立功能的机构部分的

三维建模、虚拟装配、工程图处理等数字化研究实践，撰写报告，并完成项目

答辩。项目答辩按组进行，项目组成员按指导教师要求共同或独立回答相关问

题。项目答辩占总成绩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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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答辩成绩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项目完成度及演示，占项目答辩成绩的 60%（其中三维建模 20%，

虚拟装配 20%，工程图处理 20%）； 

2） PPT 讲解，占项目答辩成绩 10%； 

3） 研究报告，占项目答辩成绩 10%； 

4） 答辩问答情况，占项目答辩成绩 20%； 

成员贡献度，此部分采用正负分加分制，分值范围为-10 ~ +10 分，每位成

员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贡献确定，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分。贡献度

由组长评议、组员评议两部分组成，两部分比重均为 50%。 

 

 

制定人：  张晓青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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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93A1        英文名称：Numerical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微积分、大学计算机基础、应用工程数学 

后续课程： 现代设计方法、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比较熟练的掌握插值的知识，对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能够对工程

中简单的实际问题进行算法设计和实现，牢固树立近似计算的意识，能够较好

的运用所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 

目标2：掌握数值积分和微分的基本理论，能够用Newton-Cotes公式进行近

似运算。 

目标3：能够较好的掌握迭代的思想，对代数方程和线性方程组进行近似求

解，掌握基本和典型的迭代方法， 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综合利用数

学知识深入研究有关数值计算和科学计算领域的基础性的问题。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1 2.2 2.3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绪论 （支撑课程目标 1） 

1.3 误差的基本概念及误差分析和估计方法。 （1课时） 

1.4 算法的数值稳定性及减少误差的方法 （1课时） 

（二）插值法 （支撑课程目标 1） 

2.1 Lagrange插值多项式 （1课时） 

2.2 Newton插值多项式 （1课时） 

（三）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 （支撑课程目标 2） 

3.1正交多项式及其性质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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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最佳平方逼近 （1课时） 

3.3最佳一致逼近 （1课时） 

3.4最小二乘法 （1课时） 

（四）数值积分与微分 （支撑课程目标 2） 

4.1 Newton-Cotes公式 （2课时） 

4.2复化求积公式 （2课时） 

（五）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法 （支撑课程目标 3） 

5.1高斯消去法 （1课时） 

5.2高斯主元素消去法 （1课时） 

5.3矩阵三角分解法 （2课时） 

（六）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 （支撑课程目标 3） 

6.1雅可比迭代法 （1课时） 

6.2高斯-塞德尔迭代法 （2课时） 

6.3向量和矩阵范数 （1课时） 

（七）非线性方程及方程组求根 （支撑课程目标 3） 

7.1非线性方程求根与二分法 （2课时） 

7.1迭代法及其收敛性，牛顿迭代法 （2课时） 

（八）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 

8.1插值法 （2课时） 

8.2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 （2课时） 

8.3 解线性方程组 （2课时） 

8.4 非线性方程组求根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实验、讨论、作业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作业、讨论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作业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值分析》，李庆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7月（第 5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计算方法》，易大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9 

2.《Numerical Analysis （Seventh Edition）》，Richard L. Burden and J. Douglas 

Faires，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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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作业（10%）和讨论

课（15%）。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 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2）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讨论课成绩 40%； 

3） 提问交流情况，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傅晓锦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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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项目综合训练》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94P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e 

学分/学时：3/3周（15天）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技术、数控技术等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通过比较详细地进行零件图样分析，具有全面了解零件的能力。 

目标2：能够应用机械加工精度、机械加工表面质量的相关知识，分析零件

加工的影响因素；应用零件加工的原理和方法，编制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

具有零件加工工艺设计能力。 

目标3：通过零件工艺设计，掌握零件加工切削参数等的正确选择方法和过

程。 

目标4：通过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编制，掌握编程技巧；利用数控仿真

软件，进行仿真加工；具有数控加工程序编制能力。 

目标5：通过实际操作使用数控机床等设备，加工典型零件，具有数控等相

关装备操作使用能力和零件质量控制能力。 

目标6：通过整理训练报告，参加答辩，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归纳总结、

团队协作等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2.3 3.2 3.4 4.2 5.2 9.2 10.1 10.2 11.1 11.2 12.1 

目标1 ☆          ☆ 

目标2 ☆ ☆ ☆ ☆        

目标3 ☆  ☆         

目标4 ☆   ☆ ☆☆ ☆      

目标5      ☆ ☆       

目标6       ☆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项目训练开始前，每位学生分别从题图库中选择数控车削件和数控铣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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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个。 

（一）零件数控加工工艺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 

  （车削件、铣削件，共 1周） 

1.1进行零件图样分析：了解零件的用途，分析零件结构工艺性、技术要

求等，明确图纸精度等级、表面粗糙度等级，明确加工技术关键，确定加工阶

段。 

1.2确定加工工艺方案：确定加工工艺过程及工序前后顺序，编写加工工

艺路线，填写加工工艺过程卡； 

1.3进行刀具选择，正确填写刀具卡，绘制刀具配置图； 

1.4选择、确定工件的定位及其夹紧，明确走刀路线，绘制走刀路线图； 

1.5确定主要加工工序切削加工的切削用量，正确填写工序卡； 

1.6进行主要工序、特殊工序的工序设计，计算确定工序尺寸及其公差； 

1.7绘制余量分布图。 

（二）编制零件数控加工程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4） 

  （车削件、铣削件，共 4.5天） 

在了解零件加工工艺方案的基础上，根据零件特点、走刀路线、走刀路线

图，进行零件宏程序或 CAM编程的编制，利用数控仿真软件或计算机辅助编程

软件，检验加工程序的正确性，完成零件数控加工程序。 

2.1数控车床程序编制 

在对中等复杂程度零件进行加工工艺设计的基础上，填写数控加工工序卡、

刀具卡，完成数值计算，进行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包括端面、外圆面、退刀

槽、圆柱螺纹、圆锥螺纹和切断等内容。合理选择使用固定循环指令，掌握车

削加工程序编程技巧。 

2.2数控铣床程序编制 

在对中等复杂程度零件进行加工工艺设计的基础上，完成数值计算，填写

数控加工刀具卡、工序卡，编写零件数控加工程序，包括矩形槽、圆形槽、钻

孔、镗孔、螺纹加工与深孔的铣削，粗铣工件轮廓和表面、精铣工件轮廓和表

面、孔循环加工。掌握平面、曲面和沟槽铣削、加工中心加工程序的编程技巧。 

（三）数控模拟加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 

  （车削件、铣削件，共 0.5天） 

在计算机上利用宇龙数控仿真软件完成数控车削、铣削零件的程序调试和

仿真加工，包括毛坯的定义和安装、刀具的定义和安装、程序调试、对刀和自

动循环加工。 

（四）典型零件数控加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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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削件、铣削件，共 2.5天） 

制备控制介质，将有效的零件数控加工程序存储在数控装置或软盘中，以

便调用进行数控加工。确认并连接数控加工程序传输接口设备正常运行。根据

数控加工工艺方案，确认或调整数控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做好设备维护或加工

准备。确认零件数控加工工装设备准备就绪。确认或准备零件数控加工的工量

具。 

熟练操作使用数控车床、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进行数控机床回零，确定

编程原点，装夹零件并进行对刀及刀具偏置设定，熟练使用机床图形显示功能，

掌握数控铣床加工程序的编辑、调试和存取的方法，掌握端面、外圆面、内孔、

圆柱/圆锥螺纹、矩形/圆形槽、深孔加工等数控加工程序的试切、调试方法。 

完成数控车床的开机、回参考点、工件的正确安装、刀具的选择和安装、

程序的输入、程序的调试和加工，其中车床对刀要求完成外圆车刀、切断刀和

螺纹刀的对刀，铣床对刀要求完成铣刀和钻头的对刀操作。 

（五）零件合格检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6） 

  （共 0.5天） 

了解三坐标测量机的测量原理，了解三坐标测量机使用的注意事项，掌握

三坐标测量机的测量方法，了解三坐标测量机的测量数据的处理方法。 

（六）项目总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1、2、3、4、5、6） 

  （共 1天） 

全面客观地对各个模块、环节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各个环节、模块掌握和

完成的情况，对实验实训的总体掌握、完成情况作出整体评价。 

（七）答辩或测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5） 

  （共 1天） 

针对课题，按照答辩要求进行个人或小组答辩。进入答辩前，进行答辩申

请，提交答辩 PPT资料，按照答辩要求进行答辩，认真回答答辩老师提出的问

题。进行测试时，要求按照测试要求完成测试题。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题项目模块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课题项目模块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题项目模块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课题项目模块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课题项目模块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的达成度通过课题项目模块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五、项目训练教材 

（一）项目训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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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项目综合训练指导书》本院（修订稿），内部使用资料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杨叔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0 

《实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陈宏钧，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2 

《数控编程与工艺实验实训指导》，侯培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6 

《数控机床现代加工工艺》，陈吉红等.华东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2 

《数控技术及其应用》，侯培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2 

六、课程考核 

训练考核以多种方式进行，主要包括：日常表现、过程考核（模块考核）、

项目总结、自评和他评（学生自评、互评和组织教师对学生一一答辩）。 

训练总成绩（100%）＝各模块训练成绩（60%）+平时成绩（10%）+项目

训练总结报告（10%）+答辩成绩（20%）。 

1 平时成绩（10%）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无故缺勤 1/3 以上，

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 

2 各模块（目标）训练（60%） 

零件图样分析（2%）+工艺（车削、铣削件）设计（14%）+数控（车、铣）

编程（14%）+数控（车、铣）仿真加工（10%）+数控机床加工（10%）。根据

训练进度，检查每个模块的完成情况，以 5 分制进行成绩登记。 

3 项目训练报告（10%） 

未按时提交，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有抄袭现象的，根据抄袭程度，酌

情扣分。 

4 答辩（20%） 

要求学生按照所选题图，对训练情况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 

未按时参加答辩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制定人：  侯培红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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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加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96P1      英文名称：Non-Traditional Machining Techniqu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技术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了解特种加工技术的发展及特点，掌握特种加工过程基础知识和基

本原理。 

目标2：熟悉特种加工机床的基本结构、加工工艺范围及相关电参数的知识，

能够在制造过程中合理选用电参数。 

目标3：掌握制定加工工艺规程的方法和步骤，能够认识工艺流程对产品的

影响，并执行加工过程。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3 2.3 3.2 3.3 3.4 7.2 11.2 

目标1    ☆ ☆ ☆  

目标2  ☆☆ ☆☆     

目标3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 

1.1特种加工的产生和发展 （0.5课时） 

1.2 特种加工的分类 （0.5课时） 

1.3 特种加工对材料可加工性和机构工艺性的影响 （1课时） 

（二）电火花加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2.1电火花加工的基本原理及其分类 （1课时） 

2.2电火花加工的机理 （1课时） 

2.3电火花加工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1课时） 

2.4电火花加工用的脉冲电源 （1课时） 

2.5电火花加工的自动进给调节系统 （1课时） 

2.6电火花加工机床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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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电火花穿孔成形加工 （0.5课时） 

（三）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3.1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原理，特点及应用范围 （1课时） 

3.2电火花线切割加工设备 （1课时） 

3.3电火花线切割控制系统和编程技术 （1课时） 

3.4影响线切割工艺指标的因素 （0.5课时） 

3.5线切割加工工艺及其扩展应用 （0.5课时） 

（四）电化学加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4.1电化学加工原理及分类 （0.5课时） 

4.2电解加工 （0.5课时） 

4.3电解磨削 （0.5课时） 

4.4电铸，涂镀及复合镀加工 （0.5课时） 

（五）激光加工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5.1激光加工的原理和特点 （0.5课时） 

5.2激光加工的基本设备 （0.5课时） 

5.3激光加工工艺及应 用（1课时） 

（六）电子束和离子束加工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6.1电子束加工 （1课时） 

6.2离子束加工 （1课时） 

（七）超声加工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7.1超声加工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0.5课时） 

7.2超声加工的设备及其组成部分 （0.5课时） 

7.3超声加工的速度，精度，表面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0.5课时） 

7.4超声加工的应用 （0.5课时） 

（八）快速成形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8.1 光敏树脂液相固化成形 （0.5课时） 

8.2 选择性激光粉末烧结成形 （0.5课时） 

8.3 薄片分层叠加成形 （0.5课时） 

8.4 熔丝堆积成形 （0.5课时） 

（九）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 

9.1针对特种加工的最新应用技术作为专题报告及课堂讨论内容 （2课时） 

（十）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 

10.1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2课时） 

10.2 激光加工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讨论和开卷笔试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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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开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开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特种加工》，刘晋春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特种加工技术》，杨叔子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特种加工》，刘志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特种加工技术》，鄂大辛，成志芳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4. 其他学习资源：（与本课程有关的加工视频）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0%）、作业（10%）和讨论

课（1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10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学生以专题报告和讨论形式进行。按专题分组，查文献完成专题论文，不

少于 3000 字，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各汇报小组的汇报

人。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讨

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夏凤芳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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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098P1       英文名称：Modern Design Method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大学计算机基础、专业导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

械设计、数值分析 

后续课程：机械制造项目综合实践、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了解设计系统的概念和技术系统的设计原则，熟悉优化设计和有限

元法的概念及内容，掌握面向制造设计的内容，能够用于机械系统和工艺流程

的设计。 

目标2：能够运用可靠性知识对机械系统和产品进行系统设计，达到效率和

效果全面优化，并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3：熟悉现代设计的特点及其与传统设计的区别和关系；掌握部分现代

设计方法的定义、特点及其应用，以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标4：了解绿色设计的定义、特点、产品及发展趋势，能够根据对具体工

程问题的理解，来评价相关机械工程活动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3 2.3 3.3 6.2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目标4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 （支撑课程目标 1、3） 

1.5 设计与设计方法；传统设计与现代设计及其范畴。 （2课时） 

1.6 并行设计与模块化设计 （2课时） 

1.7 部分现代设计方法简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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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方法学 （支撑课程目标 1） 

2.1设计系统；技术系统及其设计类型 （2课时） 

2.2创新设计思维和方法；TRIZ理论 （2课时） 

2.3设计的评价与决策 （2课时） 

（三）优化设计 （支撑课程目标 1） 

3.1 优化设计的概念；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 （2课时） 

（四）机械可靠性设计 （支撑课程目标 2） 

4.1可靠性的定义及度量指标；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2课时） 

4.2故障树分析 （2课时） 

（五）有限元法 （支撑课程目标 1） 

5.1 有限元法 （2课时） 

（六）面向制造的设计 （支撑课程目标 1） 

6.1 面向制造的设计 （2课时） 

（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 （支撑课程目标 4） 

7.1绿色设计的定义及发展趋势 （2课时） 

（八）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 

8.1有限元分析 1 （2课时） 

8.2有限元分析 2 （2课时） 

8.3 优化设计 1 （2课时） 

8.4 优化设计 2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实验、讨论、作业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作业、讨论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作业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作业、讨论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谢里阳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6月（第 2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设计方法概论》，覃文洁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9 

2.《现代设计方法及其应用》，王凤岐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8 

3. 《现代设计法》，廖林清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6 

4. 《现代设计方法学》，陶栋材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3 

5. 《现代设计方法》，、曹岩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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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作业（10%）和讨论

课（15%）。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2）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讨论课成绩 40%； 

（3）提问交流情况，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傅晓锦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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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0P1              英文名称：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3.4） 

目标2：具有工程实习和社会实践的经历,熟悉与机械工程相关的技术标准、

产业政策和 

法律法规（6.1）。 

目标3：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7.1 ） 

目标4： 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8.2） 

目标5：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同感和竞争意识（12.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4 6.1 7.1 8.2 12.1 

目标1 ☆☆☆  ☆  ☆ 

目标2  ☆ ☆   

目标3   ☆☆ ☆  

目标4    ☆  

目标5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1、参观企业或工业博览会 （4学时,支持培养目标 1、2、5） 

参观制造业企业，对机械加工设备、生产过程、生产安全有一定了解；  

参观工业博览会，了解国内外工业产品特别是制造类产品的种类、状况等； 

2、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培养专业方案 （2学时，支持培养目标 1） 

了解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基本概念，了解专业培养方案制定

的背景，主干课程，各教学环节内容，熟知本专业毕业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的要求。 

3、本专业面临行业的发展状况分析 （4学时,支持培养目标 1、3、5） 

了解机械制造发展简史、国内外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国内外装备制造发

展趋势。了解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岗位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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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排一次关于机械制造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讨论课（2 学时,支

持培养目标 1、3、 5）。 

5、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工程师基本要求（4学时，支持培养目标 4、5） 

了解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等和综合素质基本概念，理解知识、能力和素质之间的关系，对知识、能力

和素质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工程师基本素质要求、工程师基本能力要求、

工程师培养过程、工程伦理等有关知识。 

6、 职业生涯教育 （2学时，支持目标 3、4、5） 

了解职业生涯基本概念，国内外关于职业生涯教育情况。理解职业和社会

发展的关系、素质与职业的关系等，对职业生涯设计与人生目标的实现和生活

质量的关系有一定理解，能够初步规划职业生涯。 

7、安排一次关于产业政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

研讨会  （2学时，支持目标 3、4、5）。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学习报告和小组答辩；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学习报告和小组答辩；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通过学习报告和小组答辩；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学习报告和小组答辩；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学习报告和小组答辩。 

五、课程参考教材 

1. 机械工程概论，杨叔子、李培根，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9 月

1日 

2. 机械工程导论，戴勇 邓乾发，科学出版社，2014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2个部分，平时成绩 30%（平时表现 6%，讨论 24%），期末成

绩 70%（学习报告 50%，答辩 20%）。 

其中：平时表现。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

缺勤一次扣 1 分。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

绩占总成绩的 5%。 

讨论课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先进行小组讨论，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准备资料，

发言，提问，并形成研究报告。根据每个同学发言和回答问题情况，完成研究

报告的贡献度给出分数；之后每个组交流发言，任课教师根据交流内容和表现

给出每个组的加减分（3-5分，） 

本课题安排两次讨论课程：1、机械制造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讨论；

2、产业政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D%A8%E5%8F%94%E5%AD%90&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8E%E5%9F%B9%E6%A0%B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bookask.com/book/1658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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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占 70%，其中学习报告占 50%；答辩 20%（分组答辩）除缺课扣分

项，其他分项的分数要符合正态分布。 

 

制定人：  于忠海  审核人：  邵兵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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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0R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认识实习、工科基本训练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校、院、系基本情况和资源，了解本专业的基本情况，了解

专业协会、专业主要期刊的基本情况。 

目标 2：了解高等教育的特点，掌握在大学中获取知识的方法，提高专业

学习的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保持良好健康，培养安全意识。 

目标 3：掌握本专业职业能力要求，熟悉大学中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

培养的途径。 

目标 4：掌握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进程，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标准有全

面的了解，明确专业学习的主要任务，对专业课程体系有系统认识。了解专业

主干课程。  

目标 5：了解机电技术基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趋势，机电领域的当

代问题，具有辨别机电技术问题的能力。 

目标 6：认识自我、社会、道德和责任，熟悉机电工程师的职业素养、道

德与责任，了解工匠精神及养成。 

目标 7：了解专业就业前景和领域，能够制定合理的大学规划。 

二、课程内容 

（一）校院资源 （2 课时） 

1.1 介绍学校的发展历史、现状（办学定位，学校校训，办学方略，校区分

布，学科专业与师资队伍、学生规模、人才培养、办学特色、国际交流与合作、

办学质量与成果等）。 

1.2 机械学院的机构设置、师资队伍及主要成果、专业建设及主要成果、学

科建设及主要成果、实验室介绍、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学生培养及成果，大学

生科创指导、机械学院大学生科创活动简介。 

1.3 介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专业师资队伍、专业方向设置、专业实验室。 

（二）大学的学习与生活 （3 课时） 

2.1 大学的内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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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大学的发展概况。 

2.3 高等教育的概念、目的、职能，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 

2.4 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的不同。 

2.5 向高等教育过渡的方法及策略。 

2.6 介绍大学生活的特点。 

2.7 介绍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2.8 如何适应大学生活的方法。 

2.9 保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法。 

2.10 了解大学生安全应知。 

（三）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介绍 （1 课时） 

3.1 介绍学科、专业及发展状况。 

3.2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培养定位、培养目标；毕业去向，就业企业类型、就

业区域分布、就业前景；专业特色。 

3.3 介绍我校学生在校期间海外学习项目。 

3.4 介绍专业协会与主要专业期刊的情况。 

（四）机电一体化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3 课时） 

4.1 机电一体化技术及其由来；机电一体化产品的伺服传动技术、自动控制

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传感检测技术、精密机械技术、系统总体（集成）技术。 

4.2 典型机电一体化产品机器人、数控机床、AGV 车介绍。 

4.3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发展历程、应用。 

4.4 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4.5 工业 4.0 和智能制造简介。 

4.6 机电领域的当代主要问题。 

4.7 自动化生产线现场认知。 

（五）职业能力 （1 课时） 

5.1 应用型人才的特点。 

5.2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定位。 

5.3 企业对机电专业的岗位、工作任务、职业能力的需求。 

（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学分制 （3 课时） 

6.1 机电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 

6.2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6.3 本专业的毕业要求。 

6.4 实施双证融通，职业资格证书的选择。 

6.5 学制、学分与学位，主干学科，核心课程，主要实践环节，各教学环节

的安排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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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课程体系、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教学计划进度表的内容。 

6.7 专业主干课程简介，课程间的相互联系和课程地图。 

6.8 素质拓展教育平台的要求。 

6.9 本专业培养方案主要特点。 

（七）机电工程师职业素养、道德与责任 （2 课时） 

7.1 大学生就业应该具备的素质。 

7.2 机电工程师的职业素养。 

7.3 如何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 

7.4 工程师的职业道德与责任。 

7.5 工匠精神的养成。 

（八）职业规划 （2 课时） 

8.1 大学生肩负的历史使命。 

8.2 确立科学的成才目标。 

8.3 人生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的含义。职业生涯规划及其意义、职业生涯规

划的步骤、实现职业生涯规划的途径、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整。大学规划及案例

介绍。 

8.4 了解职业、了解就业、创业，了解考研、出国；就业形式不容乐观；不

打无准备之仗；面试很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正确理解考研目的；了解

考研准备工作；备考。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及创业指导。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一体化概论》，于爱兵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优秀大学生成长手册》，戴夫•埃利斯，科学出版社，2010.07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课程大作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课堂情况、出勤等。 

2．课程大作业占比 80%，包括两个课程大作业，各占 4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廷军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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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校、院、

系基本情

况和资源，

了解本专

业的基本

情况，了解

专业协会、

专业主要

期刊的基

本情况。 

目标 2：了解

高等教育的

特点，掌握在

大学中获取

知识的方法，

提高专业学

习的兴趣，树

立终身学习

理念。保持良

好健康，培养

安全意识。 

目标 3：

掌握本专

业职业能

力要求，

熟悉大学

中创新能

力、工程

实践能力

培养的途

径。 

目标 4：掌握人

才培养方案及

教学进程，对

人才培养目标

和毕业标准有

全面的了解，

明确专业学习

的主要任务，

对专业课程体

系 有 系 统 认

识。了解专业

主干课程。 

目标 5：了

解 机 电 技

术基础、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的 发

展趋势，机

电 领 域 的

当代问题，

具 有 辨 别

机 电 技 术

问 题 的 能

力 

目标 6：认

识自我、社

会、道德和

责任，熟悉

机 电 工 程

师 的 职 业

素养、道德

与责任，了

解 工 匠 精

神及养成。 

目标 7：

了解专

业就业

前景和

领域，

能够制

定合理

的大学

规划。 

1.1 介绍学校的发展历

史、现状（办学定位，

学校校训，办学方略，

校区分布，学科专业与

师资队伍、学生规模、

人才培养、办学特色、

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

质量与成果等）。 

√     

  

1.2 机械学院的机构设

置、师资队伍及主要成

果、专业建设及主要成

果、学科建设及主要成

果、实验室介绍、校企

合作平台建设、学生培

养及成果，大学生科创

指导、机械学院大学生

科创活动简介。 

√  √   

  

1.3 介绍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的专业师资队伍、

专业方向设置、专业实

验室。 

√     

  

2.1 大学的内涵和特

征。 
 √      

2.2 我国大学的发展概

况。 
 √    

  

2.3 高等教育的概念、

目的、职能，高等教育

的教学方式。 

 √    

  

2.4 大学教学与中学教

学的不同。 
 √    

  

2.5 向高等教育过渡的

方法及策略。 
 √    

  

2.6 大学生活的特点介

绍。 
 √    

  

2.7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行为准则介绍。 
 √    

  

2.8 如何适应大学生活

的方法。 
 √    

  

2.9 保持身体健康、精

神健康的方法。 
 √    

  

2.10 了解大学生安全

应知。 
 √    

  

3.1 介绍学科、专业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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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 

3.2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培养定位、培养目标；

毕业去向，就业企业类

型、就业区域分布、就

业前景；专业特色。 

√     

 

√ 

3.3 介绍我校学生在校

期间海外学习项目。 
√     

  

3.4 介绍专业协会与主

要专业期刊的情况。 
√    √ 

  

4.1 机电一体化技术及

其由来；机电一体化产

品的伺服传动技术、自

动控制技术、信息处理

技术、传感检测技术、

精密机械技术、系统总

体（集成）技术。 

    √ 

  

4.2 典型机电一体化产

品机器人、数控机床、

AGV 车。 

    √ 

  

4.3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

发展历程、应用。 
    √ 

  

4.4 机电一体化的发展

趋势。 
    √ 

  

4.5 工业 4.0 和智能制

造简介。 
    √ 

  

4.6 机电领域的当代主

要问题。 
    √ 

  

4.7 自动化生产线现场

认知。 
 √ √  √ 

  

5.1 应用型人才的特

点。 
  √   

  

5.2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

育的定位。 
  √   

  

5.3 企业对机电专业的

岗位、工作任务、职业

能力需求。 

  √  √ 

  

6.1 机电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设计。 
  √ √  

  

6.2 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 
  √ √  

  

6.3 本专业的毕业要

求。 
  √ √  

  

6.4 实施双证融通，职

业资格证书的选择。 
  √ √  

  

6.5 学制、学分与学位，

主干学科，核心课程，

主要实践环节，各教学

环节的安排和要求。 

  √ √  

  

6.6 课程体系、课程设

置与教学进程，教学计

划进度的内容。 

  √ √  

  

6.7 专业主干课程简

介，课程间的相互联系

和课程地图。 

   √  

  

6.8 素质拓展教育平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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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6.9 本专业培养方案主

要特点。 
   √  

  

7.1 大学生就业应该具

备的素质。 
     √  

7.2 机电工程师的职业

素养。 
  √   √  

7.3 如何培养良好的职

业素养。 
     √  

7.4 工程师的职业道德

与责任。 
     √  

7.5 工匠精神的养成。   √   √  

8.1 大学生肩负的历史

使命。 
     √ √ 

8.2 确立科学的成才目

标。 
     √ √ 

8.3 人生规划，职业生

涯规划的含义。职业生

涯规划及其意义、职业

生涯规划的步骤、实现

职业生涯规划的途径、

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整。

大学规划及案例介绍。 

     

 

√ 

8.4 了解职业、了解就

业、创业，了解考研、

出国；就业形式不容乐

观；不打无准备之仗；

面试很重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职业；正确理解

考研目的；了解考研准

备工作；备考。大学生

创业引领计划及创业

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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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0U1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Specialty of Vehicle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认识车辆工程专业，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专业认知体系，增强专

业认同感。 

目标 2：认识车辆工程行业，明确车辆工程专业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

位与作用，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动机。 

目标 3：认识车辆工程专业的平台，帮助学生了解所要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初步树立工程意识。 

目标 4：认识车辆工程学科前沿技术，唤起学生对该专业学习的期待和激

情。 

目标 5：掌握车辆工程专业学习方法，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尽快

适应大学学习。 

目标 6：了解车辆工程专业的考研与就业，引导学生科学规划未来。 

二、课程内容 

（一）车辆工程专业概述 （2课时） 

1.1车辆工程专业的性质  

1.2车辆工程专业的发展  

1.3车辆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模式  

1.4车辆工程专业的人才素质  

1.5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  

（二）车辆工程行业 （2课时） 

2.1汽车发展简史 

2.2国外汽车工业发展概况 

2.3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三）车辆工程专业的平台 （4课时） 

3.1汽车的总体构造及行驶原理。 （2课时） 

1、汽车的定义及分类 

2、汽车的总体构造 

3、汽车的行驶原理 

3.2汽车的性能评价指标 （2课时） 



 

153 

1、汽车的动力性 

2、汽车的经济性 

3、汽车的制动性 

4、汽车的平顺性 

5、汽车的操作稳定性 

6、汽车的通过性 

（四）车辆工程学科前沿技术 （4课时） 

4.1汽车的节能技术 

4.2汽车减排技术 

4.3汽车安全技术 

4.4 汽车智能化技术 

4.5 汽车 NVH控制技术 

4.6 汽车先进制造技术 

（五）车辆工程专业的学习方法 （2课时） 

5.1大学的教学特点 

5.2大学的学习方式 

5.3车辆工程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方法 

5.4 车辆工程专业实践课程的学习方法 

5.5 车辆工程专业的课外科技活动 

（六）车辆工程专业的考研与就业 （2课时） 

6.1车辆工程专业的考研 

6.2车辆工程专业的就业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车辆工程专业导论》（第 2版），鲁植雄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工程概论》，凌永成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0 

2. 《汽车工程概论》，赖晨光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08 

3. 《车辆工程（专业）概论》，过学讯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0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考勤（20%）及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撰写读书报告（3000 字左右）。 

五、附件 

 

制定人：  陆忠东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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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车辆工

程专业 

目标 2：认

识车辆工

程行业 

目标 3：认识

车辆工程专

业的平台 

目标 4:认

识车辆工

程学科前

沿技术 

目标 5：掌

握车辆工

程专业的

学习方法。 

目标 6：了

解车辆工

程专业的

考研与就

业 

1.1车辆工程专业的性质 √      

1.2车辆工程专业的发展 √      

1.3 车辆工程专业的培养目

标与模式 
√      

1.4 车辆工程专业的人才素

质 
√      

1.5 车辆工程专业的课程设

置 
√      

2.1汽车发展简史  √     

2.2国外汽车工业发展概况  √     

2.3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     

3.1 汽车的总体构造及行驶

原理 
  √    

3.2汽车的性能评价指标   √    

4.1汽车的节能技术。    √   

4.2汽车减排技术。    √   

4.3汽车安全技术    √   

4.4汽车智能化技术    √   

4.5汽车 NVH控制技术    √   

4.6汽车先进制造技术    √   

5.1大学的教学特点     √  

5.2大学的学习方式     √  

5.3 车辆工程专业理论课程

的学习方法 
    √  

5.4 车辆工程专业实践课程

的学习方法 
    √  

5.5 车辆工程专业的课外科

技活动 
    √  

6.1 车辆工程专业的考研      √ 

6.2车辆工程专业的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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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4A1    

英文名称：Machinnery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材料与

热处理、机械原理、机械设计、金工实习 

后续课程：机械制造技术 2 

 

一、课程目标 

目标1: 熟悉金属切削机床的工作原理、运动分析、传动系统分析、结构分

析及工艺范围。 

目标2: 掌握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知识、基本规律，熟悉常用刀具的基本结

构、用途。 

目标3: 能根据加工需要，合理选择加工方法及机床调整的初步能力。 

目标4: 能按照具体加工条件，合理选择切削用量和刀具几何参数。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2 1.3 2.2 2.3 3.2 4.1 4.2 4.3 10.2 

目标1 ☆ ☆☆☆ ☆   ☆ ☆   

目标2 ☆ ☆☆☆ ☆   ☆ ☆   

目标3 ☆  ☆ ☆☆ ☆☆☆   ☆ ☆ 

目标4 ☆  ☆ ☆☆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金属切削的基本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2、4） 

1.8 切削加工的基本概念 （2课时） 

1.9 刀具切削部分的基本定义 （2课时） 

（二）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4） 

2.1切削变形与切屑形成、切削力 （2课时） 

2.2切削热与切削温度、刀具磨损与刀具寿命 （2课时） 

2.3刀具几何参数和切削用量的合理选择 （2课时） 

（三）金属切削机床的基本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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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课程目标 1、3） 

3.1机床的分类及型号的编制方法 （1课时） 

3.2机床上的运动、机床的传动 （1课时） 

（四）车床和车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4.1车床概述、CA6140型普通车床传动系统 （2课时） 

4.2 CA6140型普通车床的结构 （1课时） 

4.3车刀 （1课时） 

（五）铣床和铣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5.1铣床 （1课时） 

5.2 铣削和铣刀 （1课时） 

（六）磨床与砂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1、2、3、4） 

6.1磨床 （1课时） 

6.2砂轮的特性及选择 （1课时） 

（七）其它机床和刀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1、2、3、4） 

7.1齿轮加工机床和齿轮刀具 （1课时） 

7.2钻床、镗床和孔加工刀具 （1课时） 

（八） 金属切削机床典型部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 

8.1主轴部件 （1课时） 

8.2支承件及导轨、自动换刀装置 （1课时） 

（九）机床总体设计和传动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 

9.1机床总体设计 （1课时） 

9.2传动系统设计 （1课时） 

（十）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10.1针对能根据加工需要合理选择加工方法的相关问题进行分组调研，集

体讨论  （1课时） 

10.2针对按照具体加工条件选择合理的刀具几何参数和切削用量的相关问

题进行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1课时） 

（十一）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1、2） 

11.1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 （2课时） 

11.2切削机床的结构认识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作业、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作业、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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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讨论、作业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讨论、作业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机械制造装备》，黄鹤汀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 

2.《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陆剑中、孙家宁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械制造技术》，陈爱荣、王守忠、李新德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 

2.《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张世昌、李旦、张冠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1 

3.《金属切削机床与刀具》， 姜兴序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4.《金属切削加工方法与设备》，王茂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0%）、作业（10%）和讨论

课（1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讨

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奚晓凤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baike.com/wiki/2010%E5%B9%B41%E6%9C%881%E6%97%A5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C%A0%E4%B8%96%E6%98%8C&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6%9D%8E%E6%97%A6&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E5%BC%A0%E5%86%A0%E4%BC%9F&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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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4B1     

英文名称：Machinnery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2）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机械工程材料、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

设计、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工科基本训练 

后续课程： 夹具设计、机械制造技术项目综合实验、多轴数控加工、加工质量

控制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机械制造工程原理与技术，能用于机械工艺流程设计问题的分

析。 

目标2：能够应用机械加工精度和机械加工表面质量的相关知识，分析零件

加工的影响因素。 

目标3：能应用零件加工的原理和方法，理解和综合工程影响因素，设计机

械制造工艺流程。 

目标4：能够应用基本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设计零件加工质量分析实验方案。 

目标5：通过零件工艺设计，掌握零件加工参数正确选择方法和过程。 

目标6：能够运用机械制造工程原理和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综合，研

究零件工艺及相关工艺装备的设计。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2 1.3 2.2 2.3 3.2 4.1 4.2 4.3 10.2 

目标1  ☆       ☆☆ 

目标2 ☆☆  ☆       

目标3    ☆☆☆ ☆☆     

目标4      ☆ ☆ ☆  

目标5     ☆☆☆     

目标6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 机械制造工艺过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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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工艺的基本概念与课程概况，掌握生产过程、工艺过程与工艺系统，

生产纲领与生产类型 （2课时） 

1.11  掌握工件的定位与基准 （2课时） 

（二）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5、6） 

2.1 熟悉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设计的基本概念 （2课时） 

2.2 掌握机械加工的工艺过程设计步骤和工艺路线制定的原则 （2课时） 

2.3 掌握机械加工的工序设计，加工余量、工序尺寸及公差的确定 

  （2课时） 

2.4 掌握工艺尺寸链的计算和应用 （2课时） 

2.5 了解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时间定额和提高生产率的工艺途径，

工艺方案的比较，工艺过程的生产率和经济性 （2课时） 

（三）机械加工质量分析及其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4、5） 

3.1 熟悉机械加工质量分析及其控制的基本概念 （1课时） 

3.2 掌握影响加工精度的主要因素及其控制方法 （2课时） 

3.3 掌握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的主要方法 （2课时） 

3.4 熟悉影响表面质量的因素及其控制方法 （2课时） 

（四）典型零件加工工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5、6） 

4.1 掌握典型轴类零件的特点和工艺编制 （2课时） 

4.2 掌握典型箱体零件的特点和工艺编制 （2课时） 

（五）夹具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6） 

5.1 熟悉机床夹具的基本概念 （1课时） 

5.2 熟悉夹具的典型定位元件 （2课时） 

5.3 熟悉工件在夹具中的典型夹紧结构 （2课时） 

5.4 了解专用夹具的设计方法 （1课时） 

5.5 熟悉典型钻床夹具 （2课时） 

5.6 熟悉典型镗床夹具、典型铣床夹具和典型车床夹具 （2课时） 

（六）机器装配工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 

6.1了解机器装配的基本概念 （2课时） 

6.2了解装配尺寸链和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1课时） 

（七）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5） 

7.1 针对工件加工时的定位原理和加工精度等相关问题进行分组调研，集

体讨论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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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针对设计工艺规程的相关问题进行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八）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 

8.1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 （2课时） 

8.2 车床静刚度的测量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的达成度通过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制造工艺学》，陈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造工艺学》，路亚衡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5.9 

2. 《机械制造工艺学》，赵长发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8 

3. 《机械制造工艺学》，王先逵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6 

4. 《机床夹具设计原理》，龚定安、蔡建国主编，陕西科学出版社，1981.3 

5. 《机床夹具设计》，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主编，上海科技出

版社，1995.1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作业（10%）和讨论

课（15%）。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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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 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2）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讨论课成绩 40%； 

3） 提问交流情况，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胡晓莉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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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4R1           英文名称：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5/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础 

后续课程：先进制造技术讲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车刀角度的定义，熟悉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 

目标 2：掌握正确选择加工方法和制造工艺装备； 

目标 3：熟悉机械制造工艺规程编制一般规律，掌握具备制订简单零件工

艺规程的能力； 

目标 4：熟悉机械加工质量的基本含义； 

二、课程内容 

（一）金属切削加工的基本知识  （6学时） 

1.1切削运动与切削用量的基本概念，刀具的组成要素。 （0.5课时） 

1.2刀具几何角度的基本定义及其标注方法。 （2.5课时） 

1.3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实验：利用车刀量角仪测量车刀的几何角度。 

  （2课时） 

1.4切削层参数，刀具材料应具有的性能，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特点、牌

号及选用。  （1课时） 

（二）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 （4学时） 

2.1切屑的类型及控制，切削力的产生原因及其分力，切削功率的概念及

其计算，切削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2课时） 

2.2 切削热的来源与传散途径，切削温度的分布特点，切削温度的影响因

素，刀具磨损过程和磨损标准，刀具寿命的概念，刀具寿命的影响因素。 

  （2课时） 

（三）机械加工中的加工方法及装备 （10学时） 

3.1机床分类与型号编制，工件表面形成及机床的运动，机床内外联系传

动链的特点和区别。 （2课时） 

3.2 CA6140 车床的结构与主传动系统，外圆加工的特点。 （4课时） 

3.3钻削、镗削、拉削等孔加工的特点。 （2课时） 

3.4铣削、刨削等平面加工的特点，圆柱齿轮加工。 （2课时） 

  （四）机械加工工艺基本概念与工艺规程的设计 （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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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机械加工工艺的基本概念（工艺过程、工序、工步、生产类型等），设

计基准、工艺基准、定位基准的概念。 （2课时） 

4.2六点定位原理与常见定位方式所限制的自由度。 （4课时） 

4.3工艺路线的拟定（定位基准的选择、加工方法的选择、加工阶段的划

分、加工顺序的安排）。 （4课时） 

4.4工序尺寸的计算与确定。 （2课时） 

（五）机械加工质量  （4学时） 

5.1 机械加工精度的概念，影响加工精度的因素（原理误差、工艺系统几

何误差、工艺系统受力变形、工艺系统受热变形等），影响表面质量的因素。 

  （2课时） 

5.2 机床几何精度检验实验：测量机床几何精度，包括导轨的垂直度、主

轴轴肩支承面的跳动和主轴空心轴颈的径向跳动。 （2课时） 

（六）机床夹具的基本知识 （2学时） 

6.1夹具的分类与组成，各类定位元件、夹紧元件的作用，钻床夹具结构。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2版） 于骏一、邹青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翁世修、吴振华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2.《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3 版）卢秉恒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3.《机械制造技术概论》 谢家瀛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5. 《数控加工技术实验指导书》，郁斌强等编著，上海电机学院，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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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机械制造技术实验（20%）、考勤及作业

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笔试方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金属切削加工

的基本知识，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机械加工中的加工方法及装

备，机械加工工艺基本概念与工艺规程的编制，机械加工质量的概念，机床夹

具的基本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汪惠群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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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车

刀角度的定义，

熟悉金属切削

过程的基本规

律 

目标 2：熟悉车床

主传动系统，掌握

正确选择加工方法

和制造工艺装备 

目标 3：熟悉机械

制造工艺规程编制

一般规律，掌握具

备制订简单零件工

艺规程的能力 

目标 4：熟悉机

械加工质量的基

本含义 

1.1切削运动与切削用量的基本概念，刀

具的组成要素 
√    

1.2 刀具几何角度的基本定义及其标注

方法 
√    

1.3 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实验：利用车刀

量角仪测量车刀的几何角度 
√    

1.4 切削层参数，刀具材料应具有的性

能，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特点、牌号及选

用 

√  √  

2.1 切屑的类型及控制，切削力的产生原

因及其分力，切削功率的概念及其计算，

切削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    

2.2切削热的来源与传散途径，切削温度

的分布特点，切削温度的影响因素，刀具

磨损过程和磨损标准，刀具寿命的概念，

刀具寿命的影响因素 

√    

3.1 机床分类与型号编制，工件表面形成

及机床的运动，机床内外联系传动链的特

点和区别 

 √ √  

3.2 CA6140 车床的结构与主传动系统，

外圆加工的特点 
 √ √  

3.3 钻削、镗削、拉削等孔加工的特点  √ √  

3.4铣削、刨削等平面加工的特点，圆柱

齿轮加工 
 √ √  

4.1 机械加工工艺的基本概念（工艺过

程、工序、工步、生产类型等），设计基

准、工艺基准、定位基准的概念 

  √  

4.2 六点定位原理与常见定位方式所限

制的自由度 
  √  

4.3工艺路线的拟定（定位基准的选择、

加工方法的选择、加工阶段的划分、加工

顺序的安排） 

  √  

4.4工序尺寸的计算与确定   √  

5.1 机械加工精度的概念，影响加工精度

的因素（原理误差、工艺系统几何误差、

工艺系统受力变形、工艺系统受热变形

等），影响表面质量的因素 

   √ 

5.2 机床几何精度检验实验：测量机床几

何精度，包括导轨的垂直度、主轴轴肩支

承面的跳动和主轴空心轴颈的径向跳动 
   √ 

6.1夹具的分类与组成，各类定位元件、

夹紧元件的作用，钻床夹具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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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5P1  英文名称：Numerical-Controlled Machi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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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修课程：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金工实习 

后续课程：CAD/CAM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数控技术的沿革和发展趋势，熟悉数控机床的基本组成及工

作原理,懂得数控机床的分类及其特点； 

目标 2：掌握数控加工程序编制的基础知识； 

目标 3：了解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设计知识，掌握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的

加工工艺知识； 

目标 4：掌握数控车床程序编制技术，能够进行数控车床加工操作； 

目标 5：掌握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程序编制技术，能够进行数控铣床加工

操作。 

二、课程内容 

（一）数控加工技术概述 （2课时） 

1.1数控技术的产生、现状和发展趋势。 

  （0.5课时，外加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1.2数控机床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 （0.5课时） 

1.3 数控机床的分类及其特点 （1课时） 

（二）数控加工编程基础知识 （6课时） 

2.1数控编程基础：内容包括程序编制方法及步骤、编程的种类、程序的

结构与程序段的格式、数控系统的功能指令等。 （2课时） 

2.2坐标系设定：内容包括机床标准坐标系的确定原则、编程坐标系及其

应用、工件坐标系及其原点等。 （2课时） 

2.3程序编制中的数值计算：包括基点和节点的定义及其计算方法、公差

换算等辅助计算、曲面及曲线的数学处理方法、程序编制中的误差种类等。 

  （2课时） 

（三）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设计 （6课时） 

3.1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设计：内容包括数控加工工艺内容和工艺特点、

工件表面加工方法及加工方案、数控加工工艺分析、数控加工工艺设计等。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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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数控车床加工工艺：包括数控车床加工工件工序的划分、加工顺序的

安排、进给路线的确定、定位夹紧方案的确定与夹具选择、刀具的选择与刀具

系统、切削用量的确定、数控加工工艺文件的编写等。 （2课时） 

3.3数控铣床加工工艺。包括数控铣床加工工件工序的划分、加工顺序的

安排、进给路线的确定、定位夹紧方案的确定与夹具选择、刀具的选择与刀具

系统、切削用量的确定、数控加工工艺文件的编写等。 （2课时） 

（四）数控车床程序编制技术及数控车床加工操作 （8课时） 

4.1数控车床基础编程指令及数控车床精加工编程实例。 （2课时） 

4.2数控车床固定循环功能。 （2课时） 

4.3数控车床螺纹加工及工件粗精综合加工编程实例。 （2课时） 

4.4数控车床加工实验：完成一简单轴类零件的程序编制，程序输入、对

刀和加工。  （2课时） 

（五）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程序编制技术及数控铣床加工操作 （10课时） 

5.1数控铣床加工与加工中心的编程基础指令。 （2课时） 

5.2刀具补偿功能及子程序的应用。 （2课时） 

5.3 数控铣床加工操作实验：完成一简单轮廓加工零件的程序编制，程序

输入、对刀和加工。 （2课时） 

5.4 加工中心固定循环功能：掌握钻孔和镗孔固定循环，了解攻螺纹固定

循环。  （2课时） 

5.5 综合加工编程实例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控技术及其应用》，侯培红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11（第

2次印刷）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控加工技术》，王令其等编著， 机械加工出版社，2008.4  

2. 《数控加工技术》 明兴祖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9  

3. 《机械加工工艺设计员手册》，陈宏钧主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 

4. 《模具数控加工技术》，贾慈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5 

5. 《数控加工技术实验指导书》，郁斌强等编著，上海电机学院，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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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实验（20%）、平时成绩（1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笔试方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数控机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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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成及工作原理，数控机床的分类及其特点，数控加工程序编制的基础知识，

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的加工工艺知识，数控车床程序编制技术，数控车床加工

操作，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程序编制技术，数控铣床加工操作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华丽娟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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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数控

技术的沿革和发展

趋势，熟悉数控机

床的基本组成及工

作原理,懂得数控

机床的分类及其特

点  

目标 2：掌握

数控加工程

序编制的基

础知识 

目标 3：了解数

控加工工艺分

析 与 设 计 知

识，掌握数控

车床和数控铣

床的加工工艺

知识  

目标 4：掌握

数控车床程

序编制技术，

能够进行数

控车床加工

操作 

目标 5：掌握

数控铣床与

加工中心程

序编制技术，

能够进行数

控铣床加工

操作 

1.1 数控技术的产生、现状和发展

趋势 
√     

1.2 数控机床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

理 
√     

1.3 数控机床的分类及其特点 √     

2.1 数控编程基础  √    

2.2坐标系设定 √ √  √ √ 

2.3 程序编制中的数值计算  √  √ √ 

3.1 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设计   √   

3.2 数控车床加工工艺   √ √  

3.3 数控铣床加工工艺   √  √ 

4.1 数控车床基础编程指令及数控

车床精加工编程实例 
 √  √ √ 

4.2数控车床固定循环功能。   √ √  

4.3 数控车床螺纹加工及工件粗精

综合加工编程实例 
  √ √  

4.4数控车床加工实验 √ √ √ √  

5.1 数控铣床加工与加工中心的编

程基础指令 
 √   √ 

5.2 刀具补偿功能及子程序的应用    √ √ 

5.3 数控铣床加工操作实验 √ √ √  √ 

5.4 加工中心固定循环功能   √  √ 

5.5 综合加工编程实例分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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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06A1       英文名称：NC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金工实习、电工学、工程材料与金属热处

理、互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机械设计、金属切削原理、机械制造装备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熟悉数控机床的组成及其功能，包括数控系统、伺服系统和机械结

构。 

目标2：掌握数控加工基础知识，数控加工工艺范围及相关刀具、工装等知

识，能够在数控加工过程中合理选用机床和刀具。 

目标3：运用数控加工的基本原理，理解数控加工过程中相关因素的影响，

能解释数控加工工艺和精度之间的关系，能够处理切削用量等工艺参数并得到

结论。 

目标4：掌握制定数控加工工艺规程的方法和步骤以及数控编程基础，设计

典型轴类零件和箱体类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及加工方案，编写加工程序。 

目标5：掌握用户宏程序的编程方法，使用变量、算术和逻辑运算及条件转

移，编制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3 2.1 2.3 3.2 4.1 4.2 10.2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  ☆☆ ☆ 

目标4    ☆☆    

目标5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 数控技术课程概述 （支撑课程目标 1） 

1.12 数控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课时） 

1.13 数控机床的组成、工作原理、分类和应用范围 （1课时） 

（二）计算机数控系统 （支撑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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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述 （1课时） 

2.2 硬件体系结构 （1课时） 

2.3 软件结构 （1课时） 

2.4 插补原理 （1课时） 

（三）伺服系统与位置检测装置 （支撑课程目标 1） 

3.1数控机床伺服系统 （2课时） 

3.2数控机床位置检测装置 （2课时） 

（四）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 （支撑课程目标 1） 

4.1数控机床机械机构的特点和主传动系统 （2课时） 

4.2数控机床的进给传动系统 （2课时） 

（五）数控加工工艺规划 （支撑课程目标 2、3、4、5） 

5.1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设计 （2课时） 

5.2数控加工工艺文件的编写 （2课时） 

5.3 数控加工刀具与夹具的选择 （2课时） 

（六）数控编程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2、3、4、5） 

6.1数控程序编制内容与方法 （1课时） 

6.2数控机床坐标系 （1课时） 

6.3数控编程中的数学处理 （1课时） 

3.4程序结构、格式和基本指令 （1课时） 

（七）数控车床程序编制 （支撑课程目标 2、3、4） 

7.1数控车床编程基础 （2课时） 

7.2 数控车床编程 （4课时） 

7.3 数控车床综合编程及讨论 （2课时） 

（八）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编程 （支撑课程目标 2、3、4） 

8.1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编程基础 （2课时） 

8.2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编程 （4课时） 

8.3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编程及讨论 （2课时） 

（九）用户宏程序 （支撑课程目标 5） 

9.1用户宏程序概述、变量、变量运算、控制指令与调用 （2课时） 

9.2用户宏程序编程及讨论 （2课时） 

（十）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4） 

10.1数控车削加工实验 （2课时） 

10.2数控铣削加工实验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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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或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实验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控技术及其应用》，侯培红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控技术》，朱晓春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2. 《数控技术》，何雪明，吴晓光，刘有余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05 

3. 《数控技术》，李伟，魏国丰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8 

4. 《数控技术及装备》，韩建海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05 

5. 《机床数控技术》，倪俊芳，宋昌才，何高清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02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10%）和期

末考试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作业（10%）和课程

项目（15%）。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课程项目  

要求学生按照课程项目要求查阅资料，完成零件的加工工艺分析，选择合

适的刀具，确定合理的工艺参数，编写数控加工程序，撰写项目报告。 

课程项目分组进行，每位同学的项目成绩由项目报告和答辩成绩两部分构

成。课程项目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15%，其中报告成绩占 10%，答辩成绩占 5%。 

未按时提交项目报告或者有抄袭现象的，课程项目成绩按零分计。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CE%D1%A9%C3%F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E2%CF%FE%B9%E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D3%D0%D3%E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CE%B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BA%B9%FA%B7%E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4%DF%BF%A1%B7%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CE%B2%FD%B2%C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CE%B8%DF%C7%E5&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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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郁斌强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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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数据管理（PDM）》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11P1       英文名称：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PD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CAD/CAM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 PDM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目标 2：通过课堂教学、课外作业及计算机上机操作等综合教学环节，使

学生熟悉 PDM 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 

目标 3：掌握 PDM系统体系结构和主要功能； 

目标 4：了解 PDM 系统实施的基本方法和步骤，为今后从事企业信息化工

作，特别是从事产品数字化设计、制造与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目标 5：了解国内外著名 PDM商用系统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2 3.4 5.1 5.3 10.1 10.2 10.3 11.1 

目标1   ☆   ☆ ☆☆  

目标2    ☆☆☆  ☆   

目标3 ☆☆    ☆   ☆☆☆ 

目标4  ☆  ☆☆☆ ☆    

目标5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PDM 概述 （支撑课程目标 1，2，5） 

1.1 PDM 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史 （2课时） 

了解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制造方法、制造业的生产类型及常用的企业管理

软件；熟悉 PDM 的起源与发展。 

1.2 PDM 基本概念 （1课时） 

掌握 PDM 的定义、内涵、作用与目标 

1.3 PDM 系统基本功能及 PDM 软件系统结构功能 （1课时） 

了解 PDM 系统基本功能、PDM 软件系统结构功能，及其与现代制造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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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应用系统的关系。 

（二）电子仓库与文档管理 （4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3） 

PDM 文档管理模块包括了所有对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进行管理和操作的功

能，并与生成电子文档的各应用系统集成。 

（三）产品结构与配置管理 （4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3） 

利用事先建立的完整产品结构，按照满足用户所需功能的要求，设计或选

择零部件，把这些零部件按照他们的功能、某种组合规则（如装配关系等）和

某种条件进行编组，形成一个具体的产品，称为产品结构配置。 

（四）工作流与过程管理 （4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3） 

在 PDM系统中，工作流管理（Workflow Management，WFM），是在网络上运

行软件系统，能够使所有命令的执行都处于受控状态。通过工作流技术可以控

制和管理文档和信息在各个计算机之间自动传递，还能够完成现实生活中很多

复杂的任务。 

（五）零件分类管理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3） 

（六）PDM 系统集成 （4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4，5） 

在企业的信息集成过程中 PDM 系统可以被看作是起到一个集成框架的

作用，各种应用程序诸如 CAD/CAM/CAE、EDA、OA、CAPP、MRP 等将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得分布在企业各个地方、在各个应用中使用（运行）

的所有产品数据得以高度集成、协调、共享，所有产品研发过程得以高度优

化或重组。 

（七）项目管理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3） 

项目管理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为了有效地完成项目目标而进行的一系

列活动。它以项目的内部逻辑进行任务计划、跟踪、控制、核算和资源调配。

现有的 PDM系统都以项目管理作为主要的功能模块。 

（八）系统实施定制 （4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4） 

了解企业在实施 PDM 的整个过程中需要做的工作，包括 PDM 应具备的基

础工作、PDM 的实施方案、步骤、应该注意的问题、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系

统文档及验收方法规范等。 

8.1 实施方案与步骤 （2课时） 

8.2 人员组织、查询与权限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堂讲授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课堂讲授、演示和上机操作及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堂讲授、演示和上机操作及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课堂讲授、演示和上机操作及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175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课堂讲授、演示和上机操作及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产品数据管理原理与应用》，安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产品数据管理――知名企业鲜为人知的一个核心管理能力》，李仪，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4. 

2. 《制造企业的产品数据管理原理概念策略》，（德）约瑟夫 萧塔纳著，

祁国宁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12. 

3. 《产品数据管理技术》，廖文和等编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2. 

4. 《产品数据管理（PDM）的原理与实施》，范文慧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01.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40%）和期末考试成绩（60%），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25%）、课堂提问（10%）、平时课后作业（40%）

和上机操作（25%）。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迟到一次扣 1 分，

每病假、事假或参赛缺勤一次扣 2 分；每无故旷到一次扣 5 分。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25%。 

（2）课堂提问 

平时课堂提问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平时课后作业 

平时课后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课后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

生提交的作业的正确情况与认真态度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

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3）上机操作 

项目大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项目大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

生提交的作业的正确情况与认真态度评分，每次项目大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

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项目大作业成绩占总成

绩的 25%。 

2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陈田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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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12P1        英文名称：Finite Element Method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微积分、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有限元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用于机械结构问题的数学建

模和数值求解。 

目标2：能够应用力学、材料科学等工程基础知识和科学基本原理，用于机

械结构问题的数学建模。 

目标3：掌握有限元法求解问题的基本步骤，能够应用有限元分析工程软件，

对机械结构进行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目标4：能够运用力学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有限元数值结果进行分析，研

究机械结构的强度设计。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1 2.2 4.3 5.1 9.2 10.1 10.2 

目标1 ☆☆   ☆    

目标2  ☆☆  ☆    

目标3    ☆☆☆ ☆ ☆☆ ☆☆ 

目标4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 绪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 

1.14 有限元法概述，了解有限元法的发展概况，掌握有限元法的基本思

想、基本步骤。 （2课时） 

1.15 掌握建立有限元公式的方法，理解结果验证和理解问题对有限元分

析的重要性。 （2课时） 

（二）ANSYS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 

2.1 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的基本组织结构，ANSYS数据库和文件，掌握采

用 ANSYS软件创建和分析模型的步骤。 （2课时） 

2.2 ANSYS软件的预处理器、求解器和通用后处理器的功能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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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时） 

（三）桁架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3.1桁架的有限元分析原理 （1课时） 

3.2掌握采用 ANSYS软件对桁架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3课时） 

（四）轴力构件和梁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4.1形函数的概念和性质，采用最小总势能法建立轴力构件和梁的有限元

模型的方法。 （1课时） 

4.2掌握采用 ANSYS软件对梁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3课时） 

（五）一维问题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1、2、3、4） 

一维单元及其形函数的概念和性质，采用加权余数法建立一维问题的有限

元模型的方法，掌握采用 ANSYS软件对一维问题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2课时） 

（六）二维问题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二维单元及其形函数的概念和性质，平面应力问题有限元分析原理，掌握

采用 ANSYS软件对二维固体力学问题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步骤。（2 课时） 

（七）三维问题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1、2、3、4） 

7.1三维单元，三维固体力学问题的有限元分析原理，掌握采用 ANSYS软

件对实体结构静力问题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2课时） 

7.2典型三维实体结构静力问题的有限元分析。 （2课时） 

（八）课程项目汇报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4） 

针对三维实体结构静力问题，围绕有限元建模、求解、后处理、数值结果

分析等相关内容进行分组汇报，提问讨论。（ 2课时） 

（九）上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3） 

9.1平面结构静力有限元分析 （2课时） 

9.2实体结构静力有限元分析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上机、课程项目和闭卷机考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上机、课程项目和闭卷机考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上机、课程项目和闭卷机考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上机和课程项目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有限元分析——ANSYS理论与应用》，Saeed Moaveni著，李继荣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8月（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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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有限元基础教程》（第一版），曾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9 

2. 《ANSYS16.0 有限元分析入门-进阶-精通》（第一版），CAE 应用联盟组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6 

3. 《ANSYS16.1结构分析工程应用实例解析》（第四版），张朝晖主编，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6.8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15%）、上机成绩（15%）和期

末成绩（7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和作业（10%），期末成绩

包括闭卷机考（35%）和课程项目及汇报（35%）。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质量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该次

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 上机成绩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一人一机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上机文件及报告。未

按时提交上机文件或报告，或上机文件或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上机成绩按零

分计。上机成绩占总成绩 15%。 

3 期末成绩 

（1）闭卷机考 

期末闭卷机考占总成绩的 35%。 

（2）课程项目及汇报  

要求学生分组完成课程项目的查阅资料，数学建模，并运用有限元分析工

程软件对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求解、分析，撰写技术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

项目汇报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人，其他小组成员进行补充说明。课程项目

及汇报成绩占总成绩的 35%。 

每位同学的课程项目及汇报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4） 课程项目完成情况，占课程项目及汇报成绩的 40%； 

5）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课程项目及汇报成绩的 30%； 

6） 提问交流情况，占课程项目及汇报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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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参与课程项目，或未按时参加项目汇报课，或项目汇报课汇报有抄袭现

象的，课程项目及汇报成绩按零分计。 

 

制定人：  孙会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180 

《CAD/CAM》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13B1 

英文名称： Computer Aided Design/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 CAD/CAM 技术的基本概念，了解数字化产品生命全周期中各

项数字化技术的概念、基础知识及功能。 

目标 2：了解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的基础知识，熟悉图形变换、图形裁剪、

图形消隐的基本原理。 

目标 3：熟悉三维建模技术的应用知识，初步掌握运用系统软件建立三维

数字化模型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CAD/CAM 概述  （2 学时） 

1.1 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集成

制造（CIM）的基本概念。 （1 课时） 

1.2 了解 CAD/CAM系统的组成及发展趋势。 （1 课时） 

（二）图形处理技术基础   （6 学时） 

2.1 了解计算机图形学基本知识。 （2课时） 

2.2 熟悉图形变换（基本变换、级联变换）的原理与方法，了解图形裁剪

技术原理、图形消隐技术。 （4课时） 

（三）三维几何建模技术     （4 学时） 

3.1 熟悉三维几何建模技术的基础概念，以及形体表达方法（形体的表示

——体、壳、面、环、边、顶点）。 （2课时） 

3.2 熟悉几何模型的分类（线框模型、表面模型、实体模型）的种类及特

点。  （2课时） 

（四）数字化建模应用技术          （16 学时） 

4.1 熟悉体素特征、草图特征、扫描特征的使用方法。 （8课时） 

4.2 熟悉参数化建模的基本方法，了解表达式、基准特征的使用方法。 

  （8课时） 

（五）计算机辅助工程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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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了解计算机辅助工程的基本概念。 （1课时） 

5.2 初步了解有限元分析、运动仿真等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 （1课时） 

（六）计算机辅助制造   （2 学时） 

6.1 熟悉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基本概念（CAPP、NCP）。 （1课时） 

6.2 初步了解计算机辅助编程、后处理等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 CAD/CAM 基础》（第二版），何雪明等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 CAD/CAM 技术与应用》（第二版），王伟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2. 《数字化设计制造应用技术基础》，刘溪涓、刘镝时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9 年 7 月 

3. 《UG NX 8.5机械设计教程》，展迪优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6月 

4. 《UG NX 10.0完全自学手册（第 3版）》，博创设计坊组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5年 4月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考核方式，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上机操作与闭卷考试三

部分组成。 

1. 平时成绩占比 20%，包括考勤（10%）、作业（10%），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如有各种违纪现象发生，任课老师可酌情扣分。 

2. 上机操作占比 30%，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数字化应用实践多次上机成绩

综合评定。 

3. 闭卷考试占比 50%。试卷卷面总分为 50 分，考核内容包括数字化技术、

计算机图形学等基础知识。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青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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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CAM 技术

的基本概念，了解数字化产

品生命全周期中各项数字化

技术的概念、基础知识及功

能。 

目标 2：了解计算机图形

处理技术的基础知识，熟

悉图形变换、图形裁剪、

图形消隐的基本原理。 

目标 3：熟悉三维建模技术

的应用知识，初步掌握运用

系统软件建立三维数字化模

型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1.1 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计

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集成制

造的基本概念。 

√   

1.2 了解 CAD/CAM 系统的组成

及发展趋势。 
√   

2.1 了解计算机图形学基本知

识。 
 √  

2.2 熟悉图形变换的原理与方

法，了解图形裁剪技术原理、

图形消隐技术。 

 √  

3.1 熟悉三维几何建模技术的

基础概念，以及形体表达方法。 
√   

3.2 熟悉几何模型的分类的种

类及特点。 
√   

4.1 熟悉体素特征、草图特征、

扫描特征的使用方法。 
  √ 

4.2 熟悉参数化建模的基本方

法，了解表达式、基准特征的

使用方法。 

  √ 

5.1 了解计算机辅助工程的基

本概念。 
√   

5.2 初步了解有限元分析、运

动仿真等计算机辅助工程技

术。 

√   

6.1 熟悉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基

本概念（CAPP、NCP）。 
√   

6.2 初步了解计算机辅助编

程、后处理等计算机辅助制造

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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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制造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15P1 

英文名称：Dig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金工实习、工程材料与金属热处理、互换

性原理与技术测量、机械设计、数控技术、金属切削原理、机械制造工艺学、

机械制造装备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数字化制造技术基本原理，能用于分析零件的数字化制造工程

问题。 

目标2：能够应用机械制造工艺学相关知识，分析零件数字化加工的影响因

素。 

目标3：能应用零件数字化加工的原理，理解和综合工程影响因素，编制零

件数字化化加工流程。 

目标4：能够应用基本的数控加工原理和方法，设计零件加工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 

目标5：通过零件的工艺设计与分析，掌握零件加工参数正确选择方法和过

程。 

目标6：能够运用数字化制造原理和方法，研究零件加工工艺及数字化编程

方法。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3 2.1 2.2 2.3 3.2 4.1 4.2 4.3 10.2 

目标1        ☆ ☆ 

目标2 ☆☆  ☆       

目标3    ☆☆☆ ☆☆     

目标4     ☆☆☆ ☆ ☆ ☆  

目标5      ☆☆    

目标6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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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 数字化制造技术基本知识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6） 

1.16 数字化编程的基本概念与概述，掌握数控机床、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1课时） 

1.17 数字化编程基础 （1课时） 

1.18 上机实践 （2课时） 

（二）数字化编程的通用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2.1 数字化编程概述 （0.5课时） 

2.2 创建数字化加工操作的基本方法、流程及四要素 （1课时） 

2.3 生成刀具路径及后置处理 （0.5课时） 

2.4 上机实践 （2课时） 

（三）零件点位加工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3、4、5、6） 

3.2 点位加工概述 （1课时） 

3.2 点位加工基本类型、几何体设置、循环类型及参数设置 （1课时） 

3.3上机实践 （2课时） 

（四）零件平面铣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4、5、6） 

4.1 平面铣加工概述 （1课时） 

4.2 创建平面铣的一般步骤、几何体设置、加工参数设置 （1课时） 

3.3 上机实践 （2课时） 

（五）固定轴曲面轮廓铣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4、5、6） 

5.2 固定轴曲面轮廓铣概述 （1课时） 

5.2 常用的驱动方法 （1课时） 

5.3上机实践 （2课时） 

（六）型腔铣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4、5、6） 

6.1型腔铣的特点 （1课时） 

6.2创建型腔铣的步骤、型腔铣中几何体设置、加工参数设置（1课时） 

6.3上机实践 （2课时） 

（七）数字化制造后置处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4、5、6） 

7.2 后置处理的基本概念及任务 （1课时） 

7.2 后置处理构造器及其参数设置 （1课时） 

7.3上机实践 （2课时） 

（八）数字化制造项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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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针对给定工件，进行工艺规程设计和数字化编程，并生成相应的后置

处理  （2课时） 

8.2 数字化制造项目综合答辩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上机实践和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的达成度通过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UG NX 8.0数控编程基本功特训》，陈胜利等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UG NX 8 数控加工从入门到精通》，翟元盛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8 

2. 《UG NX数控加工技术》杨胜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3. 《UG NX数控编程技术基础》，赵东福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平时上机操作成绩（10%）

和期末考试上机成绩（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5%）、作业（10%）

和课程项目（15%）。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课程项目  

要求学生按照课程项目要求查阅资料，完成零件的加工工艺分析，选择合

适的刀具，确定合理的工艺参数，编写数控加工程序，撰写项目报告。 

课程项目分组进行，每位同学的项目成绩由项目报告和答辩成绩两部分构

成。课程项目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15%，其中报告成绩占 10%，答辩成绩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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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时提交项目报告或者有抄袭现象的，课程项目成绩按零分计。 

2 上机操作实践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零件的数字化编程

电子版操作文档。未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践操作

成绩按零分计。上机操作成绩占总成绩 10%。 

3 期末上机考试 

期末上机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欧阳华兵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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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19P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Design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制图、设计测绘 

后续课程：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生产成本分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简单了解静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 

目标 2：认知机器、机构及常用传动件。 

目标 3：认识机械联接与常用轴系零件。 

目标 4：初步认知液压与气压传动的概念及特点。 

二、课程内容 

（一）力学概念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了解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概念。 （2课时） 

1.2 了解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及其物理含义。 （4课时） 

（二）机器、机构及传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8课时） 

2.1 了解机器和机构的特征，了解机器的组成。 （2 课时） 

2.2 了解平面铰链四杆机构的运动特点、判断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了解死

点在何情况下出现及死点位置的应用。 （4 课时） 

2.3 了解凸轮、螺旋、间歇机构的分类及特点，以及各自的应用。 （6 课时） 

2.4 了解带传动、链传动的类型、结构和特点，了解 V 带和带轮，了解带传

动、链传动的张紧和维护。 （6 课时） 

2.5 了解齿轮传动的分类及特点，了解齿轮的结构和齿轮传动的类型，了解

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应用，了解一对渐开线直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 （6 课时） 

2.6 了解蜗杆传动的分类及特点，了解蜗杆传动的蜗轮转向的判断，了解蜗

杆传动的应用。 （2 课时） 

2.7 了解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 （2 课时） 

（三）常用轴系零件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 了解螺纹的形成、分类、主要参数、特点和应用，了解螺纹联接的主要

类型和预紧、防松，了解提高螺栓联接强度的措施。 （2 课时）  

3.2 了解轴的功用和分类，了解轴的结构设计。 （2 课时） 

3.3 了解轴承的功用和分类，了解轴承的润滑。 （2 课时） 

3.4 了解常用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的类型和特点。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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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液压与气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了解液压传动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应用。 （2课时） 

4.2 了解液压泵、液压马达和液压缸的特点及应用。 （2课时） 

4.3 了解气压传动的概念、特点及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业设计机械基础》阮宝湘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 5月第 2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设计基础》李威  王小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6月第 2版 
《机械设计基础》孔庆华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7月第 1版 

《机械设计基础》范顺成 马治平 马洛刚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 8

月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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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作业（30%）、考勤（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要点：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

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附件 

 

制定人：  黄丽琴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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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了解静

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基

本概念。 

目标 2：认知机器、

机构及常用传动

件。 

目标 3：认识机械联

接与常用轴系零

件。 

目标 4：初步认知

液压与气压传动

的概念及特点。  

1.1 了解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

性的概念。 
√    

1.2 了解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

念及其物理含义。 
√    

1.3平面连杆机构  √   

2.1 了解机器和机构的特征，了

解机器的组成。 
 √   

2.2 了解平面铰链四杆机构的运

动特点、判断铰链四杆机构的类

型；了解死点在何情况下出现及

死点位置的应用。 

 √   

2.3 了解凸轮、螺旋、间歇机构

的分类及特点，以及各自的应用。 
 √   

2.4了解带传动、链传动的类型、

结构和特点，了解 V 带和带轮，

了解带传动、链传动的张紧和维

护。 

 √   

2.5了解齿轮传动的分类及特点，

了解齿轮的结构和齿轮传动的类

型，了解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应

用，了解一对渐开线直齿轮的正

确啮合条件。 

 √   

2.6了解蜗杆传动的分类及特点，

了解蜗杆传动的蜗轮转向的判

断，了解蜗杆传动的应用。 

 √   

3.1 了解螺纹的形成、分类、主

要参数、特点和应用，了解螺纹

联接的主要类型和预紧、防松，

了解提高螺栓联接强度的措施。 

  √  

3.2 了解轴的功用和分类，了解

轴的结构设计。 
  √  

3.3 了解轴承的功用和分类，了

解轴承的润滑。 
  √  

3.4 了解常用联轴器、离合器、

制动器的类型和特点。 
  √  

4.1 了解液压传动的基本概念、

特点及应用。 
   √ 

4.2 了解液压泵、液压马达和液

压缸的特点及应用。 
   √ 

4.3 了解气压传动的概念、特点

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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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35P1        英文名称：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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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近年来制造技术、制造模式、制造思想的发展进程和趋势。 

目标 2：熟悉制造业在加工工艺过程领域的新技术。 

目标 3：熟悉制造业在生产自动化领域的新技术。 

目标 4：熟悉制造业在现代产品设计开发领域的新理念和技术。 

目标 5：熟悉制造业在企业制造数据和物流管理领域的新理念和技术。 

目标 6：了解制造业中对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课程内容 

（一）先进制造技术概论及本讨论课内容安排介绍 （2课时） 

1.1了解制造技术的基本概念与发展概况、21 世纪制造业的主要特点和面

临的挑战、先进制造技术的提出、内涵及发展趋势等。 

（二）先进加工工艺技术 （8课时） 

2.1熟悉先进成形技术、先进热处理技术、超高速加工技术； 

2.2了解超精密加工技术、微细加工技术、高能束加工、复合加工技术； 

2.3了解快速原型制造技术典型的先进制造技术原理与关键技术等； 

2.4 讨论课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及其应用，2组） 

（三）制造自动化技术 （6课时） 

3.1了解制造自动化技术概念与发展概况，掌握机床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 

3.2了解柔性制造技术等先进的制造自动化技术内涵与主要关键技术； 

3.3 讨论课（柔性制造技术及其应用，2组） 

（四）现代设计技术 （8课时） 

4.1了解并行技术、反求工程、模块化设计； 

4.2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优化设计、模拟仿真与虚拟设计、可靠性设计

等现代设计方法、技术； 

4.3 了解面向制造和装配的设计、面向成本的设计、面向材料的设计、绿

色设计等概念和方法； 

4.4 讨论课（DFX技术及其应用，2组） 

（五）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 （4课时） 

5.1了解现代管理概念、企业经营战略管理、企业资源计划、产品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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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物流系统管理、准时生产技术等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 

5.2 讨论课 （现代制造管理技术及其应用，2组） 

（六）先进制造战略、理念、模式 （4课时） 

了解计算机集成制造与现代集成制造、并行工程、精益生产、敏捷制造、

虚拟制造、生物制造等先进的制造理念与模式。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先进制造技术》，宾鸿赞、王孝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先进制造技术导论》，王孝润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 

2.《先进制造技术》，何涛、杨竞、范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现代设计方法》，梅顺齐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考勤成绩（10%）、讨论课成绩（50%）

和期末考试成绩（40%）。 

1. 平时考勤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考勤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 讨论课成绩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5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小组成绩由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资料的查阅、整理及分析，占总成绩的 15%； 

2）PPT 制作、讲解及答疑，占总成绩的 15%； 

个人成绩是每位同学的个人得分。个人成绩由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占总成绩的 10%。 

2）个人在所有讨论课上的提问、交流及讨论的参与程度和质量，占总成绩

的 10%。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4.  期末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包含课堂教学各章节内容。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溪涓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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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制造

技术、制造模

式、制造思想

的发展进程

和趋势。  

目标 2：熟

悉制造业

在加工工

艺过程领

域的新技

术。 

目标 3：熟

悉制造业

在生产自

动化领域

的新技

术。 

目标 4:熟悉

制造业在现

代产品设计

开发领域的

新理念和技

术。 

目标 5：熟悉制

造业在企业制

造数据和物流

管理领域的新

理念和技术。 

目标 6：了

解制造业中

对绿色、环

保和可持续

发展的要

求。 

1.1了解制造技术的基本概

念与发展概况、21世纪制造

业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挑

战、先进制造技术的提出、

内涵及发展趋势等。 

√ √ √ √ √ 

 

 

√ 

2.1熟悉先进成形技术、先进

热处理技术、超高速加工技术 
 √     

2.2了解超精密加工技术、微

细加工技术、高能束加工、

复合加工技术。 

 √     

2.3了解快速原型制造技术

典型的先进制造技术原理与

关键技术等。 

 √     

2.4 讨论课（快速原型制造

技术及其应用） 
 √     

3.1了解制造自动化技术概

念与发展概况，掌握机床数

控技术、工业机器人。   
  √    

3.2了解柔性制造技术等先

进的制造自动化技术内涵与

主要关键技术。 

  √    

3.3 讨论课（柔性制造技术

及其应用） 
  √    

4.1了解并行技术、反求工

程、模块化设计。      
   √   

4.2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优

化设计、模拟仿真与虚拟设

计、可靠性设计等现代设计

方法、技术。 

   √  

 

 

 

4.3 了解面向制造和装配的

设计、面向成本的设计、面

向材料的设计、绿色设计等

概念和方法； 

   √  √ 

4.4 讨论课（DFX技术及应

用） 
   √   

5.1了解现代管理概念、企业

经营战略管理、企业资源计

划、产品数据管理、物流系

统管理、准时生产技术等先

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 

    √  

5.2讨论课（现代制造管理技

术及其应用） 
    √  

6.1了解计算机集成制造与

现代集成制造、并行工程、

精益生产、敏捷制造、虚拟

制造、生物制造等其它先进

的制造理念与模式。（该部分

随着技术发展而调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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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质量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36P1       英文名称：Quality Control of Machin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机械制造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了解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掌握质量的概念及其含义。 

目标2：了解与熟悉质量管理理论及质量管理工具。 

目标3：了解机械加工质量检测仪器与设备。 

目标4：了解产品质量的形成规律和质量成本、服务成本。 

目标5：熟悉质量控制的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和制造质量连续改进的方法。 

目标6：了解工序能力的含义，熟悉工序诊断调节和工序质量控制原理、方法。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3 2.1 2.4 3.4 4.3 5.3 7.2 9.1 10.1 11.2 

目标1    ☆☆   ☆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 ☆   ☆  ☆ ☆ ☆ 

目标5  ☆ ☆☆  ☆  ☆☆   ☆ 

目标6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概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4） 

1.1 熟悉质量与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产品质量的形成规律 （2.5 学时） 

1.2 了解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与质量认证的基本概念 （1.5 学时） 

（二）质量管理工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4） 

2.1 了解质量管理应用的数据及其特性，熟悉直方图法、散布图法、分层法 

  （2 学时） 

2.2 排列图法质量管理工具，了解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的基本思想 （2 学时） 

（三）质量成本管理工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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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了解质量管理成本的基本概念，了解质量成本分析与报告，了解质量经

济分析基本方法 （2 学时） 

（四）服务质量管理工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 

4.1 了解服务的定义、特征与分类，熟悉服务质量体系及服务过程质量管理

的基本知识  （2 学时） 

（五）机械加工质量检测仪器与设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 

5.1 了解形位误差与表面粗糙度及其检测 （2 学时） 

5.2 了解三坐标测量仪的功能与基本使用 （2 学时） 

（六）工序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2、3、6） 

6.1 熟悉工序质量控制的基本概念，熟悉工序的分析与控制 （2 学时） 

6.2 了解工序能力及其评价与调查 （2 学时） 

6.3 了解控制图的观察、分析与使用方 法（2 学时） 

（七）制造质量连续改进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5） 

7.1 熟悉质量改进的概念与意义，熟悉质量改进对象的确定原则与选择方法 

  （2 学时） 

7.2 了解质量改进措施制定的基本方法与实施流程 （2 学时） 

（八）制造过程质量自动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3、6） 

8.1 了解制造过程质量自动控制的概念与原理，了解质量数据采集及其自动

化基础知识  （2 学时） 

（九）可靠性工程及可靠性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5） 

9.1 熟悉可靠性与可靠性工程的基本概念，了解可靠性分析的基本方法，了

解设计、制造过程中可靠性管理基本知识 （2 学时） 

另，随堂考试 （2 学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课堂作业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课堂作业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的达成度通过课堂作业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质量管理与控制》，张凤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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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制造质量控制技术基础》，宁广庆主编，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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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 

《质量检测与控制》，来新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40%）、期末考试成绩（60%），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20%）、课堂作业（10%）和课程项目（1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无故缺勤 1/3 以上或

不交作业 50%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 

（2）作业（含项目报告）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 

2 期末考试 

（1）课程考核方式：考查。 

（2）考核方法：笔试（开卷）。 

（3）考核要求：考核内容按各章节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并兼顾其他知

识点内容，着重检查学生对各种基础知识的熟悉了解程度。 

 

制定人：  侯培红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6%25A2%2581%25E5%259B%25BD%25E6%2598%258E%2B%25E6%259D%258E%25E5%25B9%25BF%25E7%2594%25B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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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37P1       英文名称：Design of Mechanical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工程装备机械产品设计的原则、原理和基本方法。能够针对设

计对象所涉及的相关因素，从系统和整机的角度提出多个系统设计方案，并进

行权衡和对比决策。 

目标2：掌握机械产品载荷的确定，动力系统的设计、选择原则和方法，提

出动力系统的多个设计方案。用于工程装备机械产品选择合适的动力源或设计

合适的动力系统。 

目标3：掌握不同零部件和机构的性能特点，能够从系统的角度，根据工程

装备机械产品对象各个子功能的要求，提出执行、传动、支撑与导轨子系统的

多个实现方案，确定关键参数，并不断优化方案和选择相应的零部件。 

目标4：在掌握电工电子和测控理论的基础知识基础上，通过对控制理论的

进一步理解和学习，能够对工程装备机械产品的控制系统进行设计和分析。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1 1.3 1.4 2.2 2.3 3.1 3.3 3.4 10.2 11.2 

目标1    ☆☆ ☆☆☆ ☆☆☆ ☆☆☆ ☆☆ ☆☆ ☆☆ 

目标2 ☆☆   ☆☆ ☆   ☆   

目标3  ☆☆  ☆☆☆ ☆☆ ☆☆  ☆   

目标4   ☆☆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机械系统设计总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 

1.19 绪论 （1课时） 

1.20 机械系统设计思想、原则、方法和原理 （2课时） 

1.21 机械系统的功能原理设计、总体设计 （1课时） 

（二）动力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 

2.1工作机械的载荷、动力机的种类及机械特性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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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动力机的选择及计算 （1课时） 

（三）执行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 

3.1 执行系统的组成、功能及分类 （1课时） 

3.2 常用执行机构及其主要性能特点 （1课时） 

3.3 执行系统的设计 （2课时） 

（四）传动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 

4.1 传动系统的功能、要求、类型及其选择 （2课时） 

4.2有级变速传动系统的运动设计 （2课时） 

4.3无级变速传动系统的运动设计 （2课时） 

4.4主传动系统的结构设计 （2课时） 

4.5进给运动传动系统设计 （1课时） 

（五）支承与导轨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3） 

5.1 支承件的功用、要求、特性及结构设计 （2课时） 

5.2 导轨类型和特性 （1课时） 

（六）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4） 

6.1 控制系统概述及原理 （2课时） 

6.2 控制系统设计 （1课时） 

（七）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 

7.1 针对具体工程实例 1的系统设计问题进行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7.2 针对具体工程实例 2的系统设计问题进行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讨论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程讨论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系统设计》，周堃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械系统设计》，朱立学、韦鸿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 

2.《机械系统设计》，胡胜海主编.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9.3月. 

3.《机械系统设计》，朱龙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月. 

 



 

198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4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40%）和期末考试成绩（60%），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0%）、作业（10%）和讨论课（2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无故缺勤 1/3 以上，

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 A、B、C、D 等级记。未按时上交或有

抄袭现象的，该次作业无成绩。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在小组成绩平均分的基础上

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小组成绩平均分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 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 

2）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 

3） 提问交流情况。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内容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2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制定人：  马雪芬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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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设备故障诊断及维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38P1     英文名称：Fault Diagnosis & Maintain for CNC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原理、数控技术、控制工程基础、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熟悉数控设备故障特点及诊断方式。 

目标2：掌握数控设备维护点检内容及实现方式。 

目标3：能应用测量工具对进给传动的反向间隙和定位精度进行测量，并通

过数控系统机床数据进行补偿设定。 

目标4：能应用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对驱动故障、测量系统故障，以及PLC

用户I/O开关信号进行诊断。 

目标5：能够应用控制工程的原理，通过伺服调整软件对数控机床的伺服系

统进行优化调整。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2.3 4.1 4.2 5.1 9.2 10.1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  ☆☆ ☆☆ 

目标4  ☆ ☆  ☆☆ ☆☆ 

目标5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1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及维护的目的、方法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 

1.22 目的、故障特点、诊断方法 （2 课时） 

1.23 点检、机械传动点检、电气系统点检   （4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2  数控机床机械传动调整 （支撑课程目标 1、2、3、5） 

2.1 丝杠螺母及丝杠支承调整及预紧      （2 课时） 

2.2 反向间隙测量及补偿    （4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2.3 定位精度测量及补偿     （4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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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伺服系统故障诊断 （支撑课程目标 1、2、4） 

3.1 伺服驱动故障诊断       （2 课时） 

3.2 测量系统故障诊断         （2 课时） 

4  数控机床 PLC 故障诊断 （支撑课程目标 1、2、4） 

4.1 用户 I/O 及系统接口信号   （2 课时） 

4.2 机床 PLC 报警及诊断    （4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5  伺服系统调整 （支撑课程目标 4、5） 

5.1 数控机床伺服系统传递函数及伺服参数         （2 课时） 

5.2 伺服调整及优化      （4 课时，含实验 2 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 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 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技术》（2 版），王贵成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及维护（FANUC 系统）》（2 版），王侃夫编著，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5.1 

2.《数控机床故障诊断及维修技术》（2 版），刘永久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1 

3. 《数控技术应用工程师——SINUMERIK 802Dsl 综合应用教程》，陈先

锋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2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5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30%）和期

末考试成绩（4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0%）、作业（10%）和讨论

课（1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2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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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4） 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5）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讨论课成绩 40%； 

6） 提问交流情况，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3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40%。 

 

制定人：  王侃夫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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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技术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39P1 

英文名称：Lectures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造技术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先进制造技术讲座》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以及相关专业的选修课，通过

描述当前制造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重点从系统的、综合的角度，阐述先进

制造技术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方法，并展现了未来制造领域的崭新

的发展趋势。学生能从中深入了解近年来制造技术、制造模式、制造思想的发

展进程和趋势，尤其对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得以飞速发展依赖，制造业

在产品开发、生产过程、组织管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等许多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变化，由比较偏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学习这门课，使

学生保持跟踪专业技术前沿发展的学习和思维习惯。 

目标1：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应 3.4） 

目标2：能在解决方案的设计环节中能体现创新意识。（对应 3.3） 

目标 3：能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对应 7.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3 3.4 7.1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先进制造技术概论 

了解制造技术的基本概念与发展概况、21世纪制造业的主要特点和面临的

挑战、先进制造技术的提出、内涵及发展趋势等。 

（七）先进制造工艺技术 

掌握先进成形技术、先进热处理技术、现代表面技术、超高速加工技术、

超精密加工技术、微细加工技术、高能束加工、复合加工技术和快速原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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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典型的先进制造技术原理与关键技术等。 

（八）制造自动化技术 

了解制造自动化技术概念与发展概况，掌握机床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

柔性制造技术等先进的制造自动化技术内涵与主要关键技术。 

（九）现代设计技术 

了解并行技术、反求工程、模块化设计、价值工程、质量功能配置、工业

设计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优化设计、模拟仿真与虚拟设计、可靠性设计、

动态设计等现代设计方法、技术。 

（十）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 

了解现代管理概念、企业经营战略管理、企业资源计划、产品数据管理、

物流系统管理、准时生产技术等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 

（十一）先进制造战略、理念、模式 

了解计算机集成制造与现代集成制造、并行工程、精益生产、敏捷制造、

虚拟制造、生物制造等先进的制造理念与模式。 

序号 内容 理论教学时数 实验时数 

1 制造业与先进制造技术概论 2  

2 先进加工工艺技术 4  

3 先进加工装备 2  

4 先进制造中的物流技术 2  

5 先进制造中的信息技术 2  

6 先进制造中的设计技术 2  

7 制造行为的过程监控先进技术 2  

 合计 16 0 

 总计 16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开卷考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开卷考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开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先进制造技术》，宾鸿赞、王孝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先进制造技术导论》，王孝润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 

2.《先进制造技术》，何涛、杨竞、范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六、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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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出勤成绩（10%）、项目讨论课成绩（40%）

和期末论文成绩（50%）。 

1 平时出勤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2 项目成绩和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该部分成绩的 30%； 

（2）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该部分成绩 40%； 

（3）提问交流情况，占该部分成绩的 3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3 期末论文成绩 

期末提交论文，论文主要内容涵盖两部分：（一）详细阐述自己通过本学期

的学习，对制造新技术的认识和体会（该部分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20%）；（二）

通过相关的阅读和检索，提交关于一个新的制造领域前沿技术的报告（该部分

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30%）。论文部分合计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50%。 

七、说明 

由于《先进制造技术讲座》内容的新颖性，相关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可能需

要作适当调整和补充。 

 

制定人：  刘溪涓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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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40P1 

英文名称：Electromechanical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直流电动机的固有和

人为机械特性；掌握直流电动机启动、调速和制动的各种方法，特点及应用场

合。 

目标 2：掌握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理解交流步电动机

的旋转磁场的产生；掌握交流电动机的固有和人为机械特性；掌握交流电动机

的启动、调速和制动的各种方法、特点及应用场合；了解同步电动机的结构特

点、工作原理、运行特性及启动方法。 

目标 3：掌握步进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运行特性，学会简单的步进电机

的驱动控制。 

目标 4：掌握伺服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运行特性，学会简单的伺服电机

的驱动控制。掌握直线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特性。了解常见控制电机的应用

场所，学会正确选用和使用电机。 

目标 5：熟悉各种常用低压电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场所和表示符号；

掌握电器控制电路设计规范；掌握电器控制电路中的基本控制环节和常用自动

控制方法；掌握简单的开关电器控制电路的设计；学会使用电气绘图软件绘制

简单的控制电路。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传动系统的动力学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机械系统运动方程式、单轴系统及多轴系统的转矩，转动惯量的折算。

  （1 课时） 

1.2  机电系统系统稳定运行的充要条件，如何判断系统是否稳定运行。 

  （1 课时） 

（二）直流电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2.1 直流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 课时） 

2.2 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式、固有机械特性和人为机械特性。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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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直流电机的固有启动特性，启动、调速和制动方法、特点及应用。 

  （2 课时） 

（三）交流（异步）电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3.1 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产生，工作原理及额定参数。 （1 课时） 

3.2 交流电机转子电路的分析及电磁转矩表达式，固有和人为机械特性 

  （3 课时） 

3.3 交流电机启动、调速和制动的方法、特点及应用。 （3 课时） 

3.4 同步电机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运行特性及启动方法。 （1 课时） 

3.5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面板结构及接线端子，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

速。  （2 课时） 

（四）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学时） 

4.1 常用低压电器，包括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的结构、原理、符号、应

用。  （2 课时） 

4.2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组成，电路原理图的绘制方法，电路中的基

本保护的实现。 （2 课时） 

4.3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基本电路，保护交流电机的启动、正反转、制动

电路等的设计。 （4 课时） 

4.4 利用电气绘图软件绘制简单的控制电路 （学生自主学习，0 课时） 

实验一：交流电动机的直接启动控制 （含点动和长动）（2 课时） 

实验二：交流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2 课时） 

（五） 控制电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学时） 

5.1 步进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原理，步距角、齿距角的计算。步进电机控制

系统的设计，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控制器的接线。 （2 课时） 

5.2 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伺服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伺服电机与

驱动器、控制器的接线。 （2 课时） 

5.3 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直线电机的应用。 （2 课时） 

试验三： 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传动控制》 ，冯清秀，邓星钟等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5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机、拖动及电力系统》（原书第 6 版）西奥多·维尔迪（Theodore Wildi）

著，潘再平 杨莉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12 （第一版） 

2. 《控制电机》，陈隆昌，阎治安 刘新正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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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 月（第四版） 

3. 《电机与运动控制系统》，杨耕，罗应立编著，陈伯时主审，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6 年 1 月（第二版） 

4. 驱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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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直流电机的原

理，机械特性，调速方法；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产生，机械特性，调速方法；

步进电机的原理及步距角转速计算；继电器、接触器的基本控制电路（例如电

机的启动、正反转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蕾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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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直流

电机的基本结构

及工作原理；掌握

直流电动机的固

有和人为机械特

性；掌握直流电动

机启动、调速和制

动的各种方法，特

点及应用场合。 

目标 2：掌握三

相交流电动机的

基本结构及工作

原理；理解交流

步电动机的旋转

磁场的产生；掌

握交流电动机的

固有和人为机械

特性；掌握交流

电动机的启动、

调速和制动的各

种方法、特点及

应用场合；了解

同步电动机的结

构特点、工作原

理、运行特性及

启动方法。 

目标 3：掌握

步进电机的

基本工作原

理及运行特

性，学会简单

的步进电机

的驱动控制。 
 

目标 4：掌握伺

服电机的基本

工作原理及运

行特性，学会简

单的伺服电机

的驱动控制。掌

握直线电机的

基本工作原理

及特性。了解常

见控制电机的

应用场所，学会

正确选用和使

用电机。 

目标 5：熟悉各种

常用低压电器的

工作原理、特点、

应用场所和表示

符号；掌握电器

控制电路设计规

范；掌握电器控

制电路中的基本

控制环节和常用

自动控制方法；

掌握简单的开关

电器控制电路的

设计；学会使用

电气绘图软件绘

制简单的控制电

路。 

1.1 机械系统运动方程式、

单轴系统及多轴系统的转

矩，转动惯量的折算。 

√ √    

1.2 机电系统系统稳定运行

的充要条件，如何判断系统

是否稳定运行。 

√     

2.1 直流电机的定子和转子

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   √  

2.2 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

程式、固有机械特性和人为

机械特性。 

√   √  

2.3 直流电机的固有启动特

性，启动、调速和制动方法、

特点及应用。 

√   √  

3.1 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产

生，工作原理及额定参数。 
 √  √ √ 

3.2 交流电机转子电路的分

析及电磁转矩表达式，固有

和人为机械特性。 

 √  √ √ 

3.3 交流电机启动、调速和

制动的方法、特点及应用。 
 

 √  √ √ 

3.4 同步电机的结构特点、

工作原理、运行特性及启动

方法。 

 √   √ 

3.5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面板结构及接线端子，交流

电动机的变频调速。） 

 √    

4.1 常用低压电器，包括开

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的结

构、原理、符号、应用。  

 √   √ 

4.2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

路的组成，电路原理图的绘

制方法，电路中的基本保护

的实现。 

 √   √ 

4.3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基

本电路，保护交流电机的启

动、正反转、制动电路等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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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4.4 利用电气绘图软件绘制

简单的控制电路（学生自主

学习） 

 √ √ √ √ 

实验一：交流电动机的直接

启动控制（含点动和长动） 
 √   √ 

实验二：交流电动机的正反

转控制 
 √   √ 

5.1 步进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原理，步距角、齿距角的计

算。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设

计，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控

制器的接线。 

  √   

5.2 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及特性。伺服电机控制系统

的设计，伺服电机与驱动器、

控制器的接线。 

   √  

5.3 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及

特性，直线电机的应用。 
   √  

试验三： 步进电机的驱动控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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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46P1     英文名称：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大学英语、高等数学、机械原理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通过接触高水平国际化学术论文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力求将专

业与科技前沿公开发表论文紧密结合，了解科技论文的文体特点和写作方法，

为将来的学术论文的阅读写作和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标2：通过综合文献研究，应用工程技术语言表达和分析工程问题的影响，

并获得有效结论。 

目标3：通过文献查阅，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自主获取信息

的方法，具有自主学习和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标4：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机械工程实践中理解

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目标5：能够应用基本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设计实验方案，并掌握工科实验报

告、实习报告、毕业设计与专利等的写作规范与方法。 

目标6：以知识才能素养要求为目标，以企业常用专业化技术文书写作为课

程主体内容，把价值引领要素和内涵巧妙地融合于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的能

力锻炼与培养。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2.3 3.1 3.4 

4.1 

4.2 

5.3

· 
6.1 

6.

2 

8.

1 

8.

2 

10.1 10.2 10.3 11.1 12.2 

目标1         
☆☆

☆ 

 ☆☆   

目标2 ☆         ☆☆    

目标3   ☆  
☆

☆ 
    

    

目标4  ☆     ☆ ☆ ☆     

目标5    ☆  
☆☆

☆ 
  

☆☆

☆ 

  ☆☆  

目标6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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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一） 科技论文写作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1） 

1.24 绪论 （实用公文概述、科技论文概述）（2课时） 

1.25 科技论文的标题、作者地址列印、摘要撰写； （2课时） 

1.26 科技论文的引言、材料和方法。 （2课时） 

1.27 科技论文的结果与讨论、致谢、参考文献等 （2课时） 

（二）文献检索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2、3） 

了解文献检索系统、掌握文献查阅方法。 

（三）工科实验报告、实习报告写作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5） 

工科实验报告、实习报告、毕业设计与专利的结构、写作规范、总结方法。 

（四）工科毕业设计与专会议文书写作利写作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4、5） 

（五）设计有效的表格与插图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1、5） 

了解表格的标题、脚注、缩写方式；熟悉插图使用的通常规律；掌握曲线

图的画法、大小设定与安排、符号与图注的表示。 

（六）使用说明书、设备操作规程等的撰写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5） 

（七）项目申报及进展汇报类写作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3、6） 

（八）会议文书写作 （支撑课程目标 6） 

8.1会议通知、邀请函、议程、会议记录 （2课时） 

掌握会议通知、邀请函、议程、会议记录的撰写与要点。 

8.2会议纪要、开幕词、闭幕词、演讲稿 （2课时） 

掌握会议纪要、开幕词、闭幕词、演讲稿的撰写与要点。 

（九）工作计划、总结、电子文书撰写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6） 

（十）其他企业常用事务文书写作 （2课时）（支撑课程目标 6）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学生演讲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学生演讲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的达成度通过课堂讨论、学生演讲与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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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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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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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60%）和期末考试成绩（40%），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5%）、课堂提问（5%）、平时课后作业（30%）

和项目大作业（50%）。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迟到一次扣 1 分，

每病假、事假或参赛缺勤一次扣 2 分；每无故旷到一次扣 5 分。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15%。 

（2）课堂提问 

平时课堂提问成绩占总成绩的 5%。 

（3）平时课后作业 

平时课后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课后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

生提交的作业的正确情况与认真态度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

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3）项目大作业 

项目大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项目大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

生提交的作业的正确情况与认真态度评分，每次项目大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

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项目大作业成绩占总成

绩的 50%。 

2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40%。 

 

制定人：  陈田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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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检测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50P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achine Tool Testing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工科基本训练、机械制造技术、数控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了解检测相关国家标准，并用于数控机床精度检测的项目。 

目标2：能够熟练使用测试仪器，对实验项目进行测试。 

目标3：能够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做出实验报告。 

目标4：能够应用相关的实验原理和方法设计实验方案。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4.1 4.2 4.3 6.1 10.1 

目标1    ☆☆  

目标2  ☆☆☆    

目标3  ☆☆   ☆ 

目标4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实验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在了解实验涉及的有关检测标准和检测项目的含义的基础上，以组为单位

设计检测方法和检测过程，实际进行检测操作，记录检查结果，处理数据，评

定检测项目。 

序号 实验项目 学时数 内容与要求 实验属性 必开 

1 
几何精度检测：

直线度，垂直度 
1天 

检测内容：床身导轨直线度，数控铣床

主轴箱垂向移动的直线度误差测量。 
综合性 √ 

2 
几何精度检测：

平行度 
1天 

检测内容：回转刀架移动对主轴轴线的

平行度，中央或基准 T 形槽对工作台纵

向移动的平行度。 

综合性 √ 

3 
几何精度检测：

跳动 
1天 

检测内容：主轴锥孔轴线的径向跳动，

主轴定位孔的径向跳动，主轴顶尖的跳

动。 

综合性 √ 

4 
定位精度检测：

定位精度，重复
1.5 天 

检测内容：激光多普勒干涉仪测试定位

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反向间隙直线位
综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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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度 移测量。 

5 
实验小结、实验

报告整理 
0.5 天 

整理实验报告。写实验小结，内容包括：

对实验的理解，对实验操作的自我评价，

对实验的改进意见。小结字数在 500 字

左右。 

  

主要仪器设备 

1、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 

2、机械测试仪器（百分表、千分表、直尺、角尺、水平仪、圆柱量规等） 

3、MCV-4000激光多普勒干涉仪 

4、笔记本电脑 

主要实验标准 

1、机床精度检验通则   GB/T17421.1-1998 

2、普通卧式车床精度检验    GB/T 4020-1997 

3、数控卧式车床精度检验    GB/T 16462-1996 

4、数控立式升降台铣床精度检验   JB/T 9928.1-1999 

5、数控床身铣床精度检验    JB/T 8329.1-1999 

6、卧式和带附加主轴头加工中心机床几何精度检验 JB/T8771.1-1998 

7、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几何精度检验 JB/T8771.2-1998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实验报告和考勤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实验操作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实验报告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实验报告和提问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床检测综合实验实验指导书》，自编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床安装与精度检测》，田景亮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3 月 

《机床精度检测》，周龙声著，机械工业出版社，1983 年 1 月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20%）、实验报告（50%）和实

验操作成绩（30%）。 

实验注意事项：未经指导教师许可，不得擅自开动设备，确保人身安全和

设备完好。只有全部理解各仪器的工作原理与各控制键的含义之后，才能手动

操作。在操作过程中，要集中思想，认真仔细，培养良好的工作责任心和劳动

素质。 

 

制定人：  邵兵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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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67P1        英文名称：Control System in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汽车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A，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一种将机械、流体、电气及其它物理系统抽象为传递函数数

学模型，并最终实现控制目标的一种通用方法。 

目标 2：掌握对传递函数进行时间分析的方法，系统的误差分析。 

目标 3：掌握不同系统的频率特性分析。  

目标 4：掌握系统的稳定性的判断方法。 

目标 5：学会使用 Matlab 软件仿真软件进行系统的分析。 

二、课程内容 

（一）系统数学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1.1 控制工程研究的对象，系统及其模型含义，反馈系统。 （2 课时） 

1.2 常用系统微分方程的建立，传递函数的定义，比例环节、惯性环节、微

分环节、积分环节、延迟环节、振荡环节传递函数模型。 （2 课时） 

1.3 传递函数的方框图及其简化。 （2 课时） 

1.4 含扰动的反馈系统传递函数，相似原理。 （2 课时） 

（二）系统的时间响应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2.1 时间响应及组成，自由响应与强迫响应，零输入响应与零状态响应。 

  （2 课时） 

2.2 一阶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单位阶跃响应，响应的性能指标。 （2 课时） 

2.3 二阶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响应的性能指标。 （2 课时） 

2.4 系统的误差分析及计算。 （2 课时） 

（三）系统的频率分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系统的频率分析及计算 （2 课时） 

3.2 典型系统的频率对数坐标图。 （2 课时） 

3.3综合系统的频率对数坐标图，最小相位系统与非最小相位系统（2课时） 

（四）系统的稳定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系统的稳定性定义，Routh 稳定判据。 （2 课时） 

4.2 系统的 PID 校正。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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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实验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5.1 采用 Matlab语言进行数学模型建立,Matlab 进行时间响应分析。（2 课时） 

5.2 Matlab 进行频率响应分析。 （2 课时） 

5.3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第七版）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等, 科学出版社,2017.06 

2. 《机电系统动态仿真——基于 MATLAB/Simulink》（第 2 版），刘白雁，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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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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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传递函

数建立，时间响应分析，系统频率图，系统稳定性的判定。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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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1%F5%B0%D7%D1%E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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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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一种

将机械、流体、电

气及其它物理系

统抽象为传递函

数数学模型，并最

终实现控制目标

的一种通用方法。  

目标 2：掌握对

传递函数进行时

间分析的方法，

系统的误差分

析。 

目标 3：掌握不

同系统的频率特

性分析。 

目标 4：掌握系

统的稳定性的

判断方法。 

 

目标 5：学会使

用Matlab软件

仿真软件进行

系统的分析。 

 

1.1 控制工程研究的对象，

系统及其模型含义，反馈系

统。 

√     

1.2 常用系统微分方程的建

立 
√     

1.3 传递函数的方框图及其

简化。 
√     

1.4 含扰动的反馈系统传递

函数，相似原理。 
√     

2.1时间响应及组成  √    

2.2 一阶系统的单位脉冲响

应，单位阶跃响应 
 √    

2.3 二阶系统的单位阶跃响

应，响应的性能指标 
 √    

2.4 系统的误差分析及计

算。 
 √    

3.1系统的频率分析及计算   √   

3.2 典型系统的频率对数坐

标图。（ 
  √   

3.3 综合系统的频率对数坐

标图 
  √   

4.1 系统的稳定性定义，

Routh稳定判据。 
   √ √ 

4.2系统的 PID校正。 √   √ √ 

5.1采用 Matlab语言进行数

学模型建立,Matlab 进行时

间响应分析 

√ √   √ 

5.2 Matlab进行频率响应分

析。 
√  √ √ √ 

5.3 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

品演示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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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传动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68P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ransmission Control 

学分/学时：2.5/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直流电动机的固有和

人为机械特性；掌握直流电动机启动、调速和制动的各种方法，特点及应用场

合。 

目标 2：掌握三相交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理解交流步电动机

的旋转磁场的产生；掌握交流电动机的固有和人为机械特性；掌握交流电动机

的启动、调速和制动的各种方法、特点及应用场合；了解同步电动机的结构特

点、工作原理、运行特性及启动方法。 

目标 3：掌握步进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运行特性，学会简单的步进电机

的驱动控制。 

目标 4：掌握伺服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运行特性，学会简单的伺服电机

的驱动控制。掌握直线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特性。了解常见控制电机的应用

场所，学会正确选用和使用电机。 

目标 5：熟悉各种常用低压电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场所和表示符号；

掌握电器控制电路设计规范；掌握电器控制电路中的基本控制环节和常用自动

控制方法；掌握简单的开关电器控制电路的设计；学会使用电气绘图软件绘制

简单的控制电路。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传动系统的动力学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机械系统运动方程式、单轴系统及多轴系统的转矩，转动惯量的折算。

  （1 课时） 

1.2  机电系统系统稳定运行的充要条件，如何判断系统是否稳定运行。 

  （1 课时） 

（二）直流电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2.1 直流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 课时） 

2.2 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式、固有机械特性和人为机械特性。（2 课时） 

2.3 直流电机的固有启动特性，启动、调速和制动方法、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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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时） 

（三）交流（异步）电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3.1 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产生，工作原理及额定参数。 （1 课时） 

3.2 交流电机转子电路的分析及电磁转矩表达式，固有和人为机械特性 

  （3 课时） 

3.3 交流电机启动、调速和制动的方法、特点及应用。 （3 课时） 

3.4 同步电机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运行特性及启动方法。 （1 课时） 

3.5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面板结构及接线端子，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

速。  （2 课时） 

（四）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学时） 

4.1 常用低压电器，包括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等的结构、原理、符号、应

用。  （2 课时） 

4.2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组成，电路原理图的绘制方法，电路中的基

本保护的实现。 （2 课时） 

4.3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基本电路，保护交流电机的启动、正反转、制动

电路等的设计。 （4 课时） 

4.4 利用电气绘图软件绘制简单的控制电路 （学生自主学习，0 课时） 

实验一：交流电动机的直接启动控制（含点动和长动） （2 课时） 

实验二：交流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2 课时） 

（五） 控制电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学时） 

5.1 步进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原理，步距角、齿距角的计算。步进电机控制

系统的设计，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控制器的接线。 （2 课时） 

5.2 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伺服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伺服电机与

驱动器、控制器的接线。 （2 课时） 

5.3 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直线电机的应用。 （2 课时） 

实验三： 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传动控制》 ，冯清秀，邓星钟等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5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机、拖动及电力系统》（原书第 6 版）西奥多·维尔迪（Theodore Wildi）

著，潘再平 杨莉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12 （第一版） 

2. 《控制电机》，陈隆昌，阎治安 刘新正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 4 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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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机与运动控制系统》，杨耕，罗应立编著，陈伯时主审，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6 年 1 月（第二版） 

4. 驱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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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直流电机的原

理，机械特性，调速方法；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产生，机械特性，调速方法；

步进电机的原理及步距角转速计算；继电器、接触器的基本控制电路（例如电

机的启动、正反转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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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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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电机的基

本结构及工作

原理；掌握直

流电动机的固

有和人为机械

特性；掌握直

流 电 动 机 启

动、调速和制

动 的 各 种 方

法，特点及应

用场合。 

目标 2：掌握

三相交流电动

机的基本结构

及工作原理；

理解交流步电

动机的旋转磁

场的产生；掌

握交流电动机

的固有和人为

机械特性；掌

握交流电动机

的启动、调速

和制动的各种

方法、特点及

应用场合；了

解同步电动机

的结构特点、

工作原理、运

行特性及启动

方法。 

目标 3：掌握

步进电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及

运行特性，学

会简单的步进

电机的驱动控

制。 

 

目标 4：掌握

伺服电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及

运行特性，学

会简单的伺服

电机的驱动控

制。掌握直线

电机的基本工

作 原 理 及 特

性。了解常见

控制电机的应

用场所，学会

正确选用和使

用电机。 

 

目标 5：熟悉

各种常用低压

电器的工作原

理、特点、应

用场所和表示

符号；掌握电

器控制电路设

计规范；掌握

电器控制电路

中的基本控制

环节和常用自

动控制方法；

掌握简单的开

关电器控制电

路的设计；学

会使用电气绘

图软件绘制简

单 的 控 制 电

路。 

1.1 机械系统运动方程式、单轴系统

及多轴系统的转矩，转动惯量的折

算。 

√ √    

1.2 机电系统系统稳定运行的充要

条件，如何判断系统是否稳定运行。 
√     

2.1 直流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基本结

构和工作原理。 
√   √  

2.2 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式、固

有机械特性和人为机械特性。 
√   √  

2.3 直流电机的固有启动特性，启动、

调速和制动方法、特点及应用。 
√   √  

3.1 交流电机旋转磁场的产生，工作

原理及额定参数。 
 √  √ √ 

3.2 交流电机转子电路的分析及电

磁转矩表达式，固有和人为机械特

性。 

 √  √ √ 

3.3 交流电机启动、调速和制动的方

法、特点及应用。 
 √  √ √ 

3.4 同步电机的结构特点、工作原

理、运行特性及启动方法。 
 √   √ 

3.5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面板结

构及接线端子，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

速。） 

 √    

4.1 常用低压电器，包括开关、接触

器、继电器等的结构、原理、符号、

应用。  

 √   √ 

4.2 继电器 -接触器控制电路的组

成，电路原理图的绘制方法，电路中

的基本保护的实现。 

 √   √ 

4.3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基本电路，

保护交流电机的启动、正反转、制动

电路等的设计. 

 √   √ 

4.4 利用电气绘图软件绘制简单的控

制电路（学生自主学习） 
 √ √ √ √ 

实验一：交流电动机的直接启动控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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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点动和长动） 

实验二：交流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   √ 

5.1 步进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原理，

步距角、齿距角的计算。步进电机控

制系统的设计，步进电机与驱动器、

控制器的接线。 

  √   

5.2 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伺服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伺服电机

与驱动器、控制器的接线。 

   √  

5.3 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直

线电机的应用。 
   √  

试验三： 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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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71P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Robots for Advanced Mechatron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机械设计、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业机器人的相关概念及发展概况，理解常用的分类方法，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和主要技术参数。理解常用的坐标系。 

目标 2：熟悉常用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掌握关节坐标式机器人机身、臂

部、腕部及手部等结构特点及功能。熟悉常用的驱动与传动方式。能够通过关

节运动控制机器人到指定位姿。 

目标 3：掌握机器人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对给出的机器人进行运动学

分析，熟悉雅可比矩阵及其含义，了解机器人动力学分析的常用方法。理解关

节空间的轨迹规划。 

目标 4：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感觉系统，了解常用的几种机器人传感器。

能够根据具体应用选择相应的感觉功能。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特点、组

成及主要功能，理解机器人与外围设备的主要通讯方式。 

目标 5：熟悉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编程方式，掌握机器人编程语言的基本要

求和类别，了解常用的编程语言。能够根据任务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学时） 

1.1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及分类。 

  （2 课时） 

1.2 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 

  （2 课时） 

（二）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2.1 机器人本体的基本结构形式，本体材料的选择。 （1 课时） 

2.2 常见手部及腕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3 常见臂部及机身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4 行走机构及驱动与传动。 （1 课时） 

2.5 工业机器人的基础操作。 （2 课时） 

（三）机器人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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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位姿描述，齐次变换及运算。 （2 课时） 

3.2 连杆参数、齐次变换矩阵和运动学方程。 （2 课时） 

3.3 正向及逆向运动学分析。 （2 课时） 

3.4 雅可比矩阵、常用动力学分析方法。 （2 课时） 

（四）工业机器人环境感觉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的特点和要求，常用位置位移传感器。 （2 课时） 

（五）工业机器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 课时） 

5.1 轨迹规划。 （2 课时） 

5.2 工业机器人控制的特点和分类，控制系统功能。 （1 课时） 

5.3 工业机器人 I/O 设置。 （2 课时） 

（六）工业机器人语言及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6.1 主要编程方式，编程语言的类型，编程语言的基本功能。 （1 课时） 

6.2 工业机器人的示教编程。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器人技术基础》（第二版），刘极峰，丁继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机器人》，吴振彪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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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机器人培训教材》，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2002.12 

4.《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叶晖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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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相关

概念，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工业机器人运动学，环境感觉技术及控制，工业

机器人编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庆龄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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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

的相关概念 

目标 2： 熟悉常

用工业机器人

本体结构 

目标 3：掌握

机器人学的

基础理论知

识 

目标 4：掌握

工业机器人

的基本感觉

系统及控制 

目标 5：熟悉工业

机器人的主要编

程方式 

1.1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及未来发

展趋势，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及分类。 
√     

1.2 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主要技

术参数及应用 
√ √    

2.1 本体基本结构形式 √ √    

2.2 常见手部及腕部 √ √    

2.3 常见手臂及机身 √ √    

2.4 行走机构及驱动与传动 √ √    

3.1 位姿描述，齐次变换及运算 √  √   

3.2 连杆参数、齐次变换矩阵和运动

学方程 
√  √   

3.3 正向及逆向运动学分析 √  √   

3.4 雅可比矩阵、常用动力学分析方

法。 
√  √   

4.1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的特点和要

求，常用位置位移传感器 
√   √  

4.2 其他传感器    √  

5.1 轨迹规划   √   

5.2 工业机器人控制的特点和分类，

控制系统功能 
√   √  

5.3 工业机器人 I/O 设置  √  √  

6.1 主要编程方式，编程语言的类型，

编程语言的基本功能 
    √ 

6.2 工业机器人的示教编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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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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176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 Economic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的内容、组成范围。 

目标 2：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的管理流程。 

目标 3：能够对一般机电工程项目进行流程管理。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工程项目管理内容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课时） 

掌握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的内容；了解机电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机电工程项目范围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 课时） 

了解机电工程项目范围；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结构分析和控制 

（三）机电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了解掌握机电工程项目管理规划大纲；了解机电工程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四）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组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了解机电工程项目经理部；熟悉机电工程项目团队建设 

（五）机电工程项目经理责任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了解机电工程项目经理的职责；熟悉 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熟悉

项目经理的责、权、利 

（六）机电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合同评审；熟悉 机电工程合同实施计划；熟悉机电工程

项目合同实施控制；熟悉机电工程项目合同终止与评价 

（七）机电工程项目采购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采购计划；熟悉机电工程项目采购控制 

（八）机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 机电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编制；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流水施工；熟悉机电

工程项目网络计划技术；熟悉 机电工程项目进度计划实施；熟悉机电工程项目

进度计划的检查与调整 

（九）机电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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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质量策划；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熟悉机电工程

项目质量问题与质量事故处理；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质量改进 

（十）机电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职业健

康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实施；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安全隐患与事故处理；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消防保安管理；熟悉有关项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目录 

（十一）机电工程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 机电工程文明施工；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现场管理；熟悉有关项目环境

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和标准目录 

（十二）机电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成本计划；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熟悉机电工程

项目成本核算；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成本分析与考核 

（十三）机电工程项目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资源管理计划；熟悉机电工程项目资源管理控制；熟悉

机电工程项目资源管理考核；熟悉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熟

悉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十四）机电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信息管理计划与实施；熟悉机电工程项目信息安全管理 

（十五）机电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风险识别；熟悉机电工程项目风险评估；熟悉机电工程

项目风险响应；熟悉机电工程项目风险控制 

（十六）机电工程项目沟通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沟通程序和内容；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沟通计划；熟悉机

电工程项目沟通依据与方式；熟悉机电工程项目沟通障碍与冲突管理 

（十七）机电工程项目收尾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竣工收尾；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熟悉机电工程

项目竣工结算；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竣工决算；熟悉机电工程项目管理考核评价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第 1 版），周海涛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项目管理案例分析》，赵振宇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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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作业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小作业 （40%），考勤 （10%）。 

2. 课程报告 50%。 

五、附件 

 

制定人：  董雷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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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机电工程

项目管理的组成范围 

目标 2：熟悉机电工

程项目的管理流

程， 

目标 3：能够对一般机电工

程项目进行流程管理 

第 1章机电工程项目管理内容 √ √ √ 

第 2章机电工程项目范围管理 √ √ √ 

第 3章机电工程项目管理规划  √ √ 

第 4章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组织  √ √ 

第 5章机电工程项目经理责任制  √ √ 

第 6章机电工程项目合同管理  √ √ 

第 7章机电工程项目采购管理  √ √ 

第 8章机电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 √ 

第 9章机电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 √ 

第 10章机电工程项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 √ 

第 11章机电工程项目环境管理  √ √ 

第 12章机电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 √ 

第 13章机电工程项目资源管理  √ √ 

第 14章机电工程项目信息管理  √ √ 

第 15章机电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 √ 

第 16章机电工程项目沟通管理  √ √ 

第 17章机电工程项目收尾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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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流体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78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Fluid Mechan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理论力学 

后续课程：液压与气压传动 

 

一、课程目标 

目标1：能够应用工程流体力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建立流体运动和传

递过程中的数学模型，并正确求解。  

目标2：掌握流体重力场和非惯性坐标系中静止流体中的压力分布规律与物

体手里，具备流体设备受力分析能力。 

目标3：掌握流体力学的质量守恒，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并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 

目标4：掌握圆管内的粘性流动水头损失计算，能够运用分析方法进行管道

的计算。 

目标5：掌握孔口出流、缝隙流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 课时） 

1.1 工程流体力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工程应用。 （2 课时） 

（二）流体的力学性质 （2 课时） 

2.1 流体的概念及连续介质假设。 （0.5 课时） 

2.2 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1 课时） 

2.3 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 （0.5 课时） 

（三）流体静力学 （6 课时） 

3.1 作用于静止流体上的力。 （1 课时） 

3.2 静止流体的平衡微分方程。 （2 课时） 

3.3 重力场中的静止流体。 （1 课时） 

3.4 非惯性坐标系中静止流体。 （1 课时） 

3.5 静止流体对壁面作用力的计算。 （1 课时） 

（四）流体运动学基础 （2 课时） 

4.1 研究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和基本概念。 （1 课时） 

4.2 连续性方程式。 （1 课时） 

（五）流体动力学基础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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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N-S 方程及其意义。 （2 课时） 

5.2 伯努利方程式及其应用。 （2 课时） 

5.3 动量定理及其应用。 （2 课时） 

（六）相似理论和量纲分析 （1 课时） 

6.1 相似理论概念，量纲分析法及其应用。 （1 课时） 

（七）流体在管路中的流动 （4 课时） 

7.1 管路中流体流动的两种状态和能量损失的两种形式。 （1 课时） 

7.2 圆管中的层流流动和紊流流动。 （1 课时） 

7.3 管中流动沿程和局部阻力系数的确定。 （2 课时） 

（八）孔口出流 （2 课时） 

8.1 孔口出流的分类。 （1 课时） 

8.2 薄壁小孔口自由出流及厚壁孔口自由出流公式及计算。 （1 课时） 

（九）缝隙流动 （2 课时） 

9.1 两固定平板间的层流流动，相对运动的两平行平板间的缝隙流动和环

形间隙中的层流流动。 （2 课时） 

（十）气体的一元流动 （1 课时） 

10.1 声速与马赫数、可压缩气体一元流动的基本方程式。 （1 课时） 

（十一）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1 临界雷诺数的测定。 （2 课时） 

11.2 沿程水头损失或局部水头损失实验。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流体力学》高殿荣,吴晓明编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流体力学》张也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2. 《流体力学简明教程》罗大海，诸葛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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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业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流体物理性质、

流体静力学、流体运动学基础、动力学基础、圆管流动、孔口出流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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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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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流体

力学基本知识和

原理 

目标 2：掌握流

体静力学及其工

程应用 

目标 3：掌质量

守恒、动量守恒

和能量守恒及其

应用 

目标 4:管道流

动及其损失计

算 

目标 5：掌握孔

口出流、缝隙

流的基本原理

及计算 

1.1 工程流体力学基本应用 √     

2.1 流体的概念及连续介质

假设 
√     

2.2 流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     

2.3 牛顿流体和非牛顿流体 √     

3.1 作用于静止流体上的力  √    

3.2 静止流体平衡微分方程  √  √ √ 

3.3 重力场中的静止流体  √    

3.4 非惯性坐标系中的静止

流体 
 √    

3.5 静止流体对壁面作用力

的计算 
 √    

4.1 研究流体运动的两种方

法和基本概念 
  √   

4.2 连续性方程式   √   

5.1 N-S 方程及其意义   √   

5.2 伯努利方程式及其应用   √   

5.3 动量定理及其应用   √   

6.1 相似理论概念，量纲分

析法及其应用 
   √  

7.1 管路中流体流动的两种

状态和能量损失的两种形式 
   √  

7.2 圆管中的层流流动和紊

流流动 
   √  

8.1 孔口出流的分类    √ √ 

8.2 薄壁小孔口自由出流及

厚壁孔口自由出流公式及计

算 

   √ √ 

9.1 两固定平板间的层流流

动，相对运动的两平行平板

间的缝隙流动和环形间隙中

的层流流动。 

   √ √ 

10.1 声速与马赫数、可压缩

气体一元流动的基本方程式 
  √ √ √ 

11.1 临界雷诺数的测定    √  

11.2 沿程水头损失或局部

水头损失实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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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工程与 3D打印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94P1 

英文名称：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3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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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CAD/CAM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逆向工程及快速成型技术定义，工作流程及应用领域。 

目标2：掌握逆向工程的典型的测量系统，掌握原理、应用场合。 

目标3：能够选用合适的逆向工程处理软件，实现数据点云的处理、曲面重

构。 

目标4：掌握典型的快速成型设备，并了解其运用领域。 

二、课程内容 

（一） 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8 逆向工程概念与课程概况，掌握逆向工程流程、快速成型基本原理

（2课时） 

1.29 逆向工程中三维 CAD模型重构、概述、过程 （2课时） 

（二）逆向工程的数据测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1 逆向工程数据获得概述 （1课时） 

2.2 接触式测量基本原理及典型机械结构 （3课时） 

2.3 非接触式测量基本原理及典型机械结构 （3课时） 

（三）逆向工程的数据处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1 概述 （1课时） 

3.2 逆向工程海量点云处理 （3课时） 

3.3 逆向工程中多边形处理 （2课时） 

3.4 逆向工程中曲面处理 （4课时） 

（四）快速成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1 快速成型的概念 （1课时） 

4.2 几种快速成型的基本原理机械结构 （2课时） 

4.3 3D打印的基本原理 （2课时） 

（五）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1 逆向工程的应用领域及其法律道德问题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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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快速成型技术的应用前景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六）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1典型零件的点云数据获得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Geomagic Studio 逆向建模技术及应用》，成思源，杨雪荣 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6.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陈雪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 

2. 《Geomagic Studio逆向工程技术及其应用》，成思源等编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0年 

3. 《UG/Imageware逆向工程培训教程》，姜元庆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 《逆向工程原理方法及应用》，刘伟军，孙玉文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9年 

5. 《逆向工程技术》，金涛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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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10%）、

讨论课（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逆向工程理解、

接触式测量机应用、非接触式测量仪的应用、点云数据处理、快速成型技术基

本原理、几种典型快速成型工艺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晓峰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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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逆向工程

及快速成型技术定义，

工作流程及应用领域 

目标 2：掌握逆向工程

的典型的测量系统，掌

握原理、应用场合。 

目标 3：能够选用合适

的逆向工程处理软件，

实现数据点云的处理、

曲面重构。 

目标 4：掌握典型的快速

成型设备，并了解其运用

领域。 

课程导论 √    

1.1 逆向工程概念

与课程概况，掌握

逆向工程流程、快

速成型基本原理 

√  

 

√ 

1.2 逆向工程中三

维 CAD模型重构、

概述、过程 

√  

 

 

2.1 逆向工程数

据获得概述 
√ √ 

 
√ 

2.2 接触式测量

基本原理及典型

机械结构 

√ √ 

 

√ 

2.3 非接触式测

量基本原理及典

型机械结构 

√ √ 

 

√ 

3.1 概述 √ √  √ 

3.2 逆向工程海

量点云处理 
  √  

3.3 逆向工程中

多边形处理 
  √  

3.4 逆向工程中

曲面处理 
  √  

4.1 快速成型的概

念 
√ √ 

 
 

4.2 几种快速成

型的基本原理机

械结构 

√  

 

√ 

4.3 3D 打印的基

本原理 
√  

 
 

5.1 逆向工程的

应用领域及其法

律道德问题分组

调研，集体讨论 

√ √ 

√ 

√ 

5.2 快速成型技

术的应用前景分

组调研，集体讨论 

√ √ 

√ 

√ 

6.1 典型零件的点

云数据获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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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与健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196P1        英文名称：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认识实习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环境、健康和安全运动的历史与起源，了解质量体系标准、

环境卫生标准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发展模式、了解安全与健康运动的发展过程。 

目标 2：能够解释安全相关基础理论，熟悉事故致因理论的多米诺骨牌理

论、人为因素理论、事故意外理论流行病学理论、系统理论、组合理论、行为

理论。 

目标 3：能够判断工作任务、工作对象和作业环境与工人的能力和局限性

对人体安全与健康的影响。 

目标 4：能够根据职业和工作任务进行危险性评估、预防和控制，掌握机

械危险和机器维护、电气危险、职业安全与标准中的电气标准、电气危险的自

我评估等等。 

二、课程内容 

（一）环境、健康和安全运动历史与起源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了解质量体系标准、环境卫生标准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发展模式、了解安

全与健康运动的发展过程。 （2 课时） 

（二）事故及其影响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了解事故成本、事故伤亡情况、导致死亡的事故和其他致死原因、工伤

的成本及其概率。 （2 课时） 

2.2 了解工伤的类型、重复性劳损、行业死亡率，以及发展中国家事故发生

率。  （2 课时） 

（三）事故致因理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熟悉事故致因理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人为因素理论、事故意外理论流

行病学理论、系统理论、组合理论、行为理论。 （3 课时） 

3.2 了解药物与事故、抑郁与事故、管理失误与事故的因果关系，肥胖与事

故的因果关系。 （2 课时） 

3.3 课程案例讨论等。 （1 课时） 

（四）人因工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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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掌握人因工程学及其人体工程学方面的危害、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中

关于人体工程学的方针、人体工程学现场分析方案，人体工程学问题解决的策

略。  （3 课时） 

4.2 课程案例讨论等。 （1 课时） 

（五）危险性评估、预防和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5.1 掌握机械危险和机器维护，跌倒、撞击、加速、提重与适当的个人防护

装备。  （2 课时） 

5.2 课程案例讨论等。 （2 课时） 

5.3 极端温度危害，非燃烧压力容器、高压系统的危险、压力容器的破裂危

险和非破损检测、压力对人的危险、减压程序；课程案例讨论等。 （2 课时） 

5.4 火灾隐患与人身安全，火灾防护的自我评估、热加工方案；课程案例讨

论等。  （2 课时） 

5.5 电气危险、职业安全与标准中的电气标准、电气危险的自我评估等；课

程案例讨论等。 （2 课时） 

5.6 工业卫生和密闭空间，空气质量与病态建筑综合症、有毒霉菌和室内空

气质量，一般性安全保护措施；课程案例讨论等。（2 课时） 

5.7 辐射危险，噪声和振动危害，工作场所的病原体和细菌危害；课程案例

讨论等。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职业安全与健康全解》（第 1 版），杨自华等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职业安全健康法规手册》 刘铁民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11 

2. 《机电制造业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及其一体化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房贵如, 田秀敏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11 

3. 《整合管理体系运行指南：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合一解决方案》, 

卓岏编著，中国质检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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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案列分析与讨论（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事故致因理论、

人因工程危险性评估、预防和控制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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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ylib.sdju.edu.cn/opac/search?searchWay=title&q=职业安全健康法规手册
http://mylib.sdju.edu.cn/opac/search?searchWay=publisher&q=国防工业出版社
http://mylib.sdju.edu.cn/opac/search?searchWay=publisher&q=中国质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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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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环境、

健康和安全运动的历

史与起源，了解质量

体系标准、环境卫生

标准和职业安全与健

康的发展模式、了解

安全与健康运动的发

展过程 

 

目标 2：能够解释安

全相关基础理论，
熟悉事故致因理论

的多米诺骨牌理

论、人为因素理论、

事故意外理论流行

病学理论、系统理

论、组合理论、行

为理论 

目标 3：能够判断工

作任务、工作对象

和作业环境与工人

的能力和局限性对

人体安全与健康的

影响 

 

目标 4：能够根据

职业和工作任务

进行危险性评

估、预防和控制 

 

历史与起源 √    

2.1 了解事故成本、美国事故伤亡

情况、导致死亡的事故和其他致

死原因 

√ √   

2.2 了解工伤的类型、重复性劳

损、行业死亡率 
√ √   

3.1 事故致因理论  √ √ √ 

3.2 事故的因果关系  √ √ √ 

3.3 课程案例讨论等  √ √ √ 

4.1 人因工程学及其人体工程学

方面的危害 
 √ √ √ 

4.2 课程案例讨论等  √ √ √ 

5.1 机械危险和机器维护  √ √ √ 

5.2 课程案例讨论等  √ √ √ 

5.3 极端温度危害，非燃烧压力容

器、高压系统的危险 
 √ √ √ 

5.4 火灾隐患与人身安全  √ √ √ 

5.5 电气危险、职业安全与标准中

的电气标准 
 √ √ √ 

5.6 工业卫生和密闭空间  √ √ √ 

5.7 辐射危险，噪声和振动危害，

工作场所的病原体和细菌危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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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212P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of Mechan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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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工程

材料、控制工程基础、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设计综合训练、工科基本训练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创新设计的本质，理解什么是设计思维。 

目标 2：掌握创新设计的概念和方法，树立设计的创新意识，培养良好的

审美素质。 

目标 3：能够应用创新设计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创新方案和创新设计。 

目标 4：了解并熟悉产品创新设计的一般流程。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的习惯，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具备综合运用各种创新思维的方法，

进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 5：根据机构等的演化、变异、组合等，对创新设计方案进行分析和

优化创新。 

二、课程内容  

（一）创新设计方法概述 （10课时） 

1、内容要点  

1.1.1创新的本质； 创新的本质是什么？ （1课时） 

1.1.2创新设计的意义；什么是创新设计？为何而创新设计？ （2课时） 

1.1.3创新设计的方法；创新设计的方法。 （7课时） 

包括智力激励法、提问追溯法、缺点列举法、希望点列举法、联想类比法、

反问探求法、组合创新法等。   

2、教学目标及要求 目标要求：通过本章内容讲授，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创

新设计，明确创新设计的意义；了解产品创新设计的相关方法及应用，并分组

进行讨论创新的本质、创新的意义及创新的相关方法。   

3、教学过程方法、教学建议：主要通过理论讲授，结合体现创新设计的相

关产品设计实例进行重点分析，最后课堂讨论，多种授课方式的结合，活跃课

堂气氛。   

（二）创新设计思维和方法 （6课时） 

1、内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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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什么是设计思维？ （1课时） 

2.1.2产品创新设计与设计思维的关系； （2课时） 

2.1.3产品创新设计的方法； （3课时） 

本章主要讲授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的定义及与创新设计的关系；

再讲授产品创新设计的方法，再通过完整的产品创新设计案例进行全方位的分

析讲解。   

2、教学目标及要求 目标要求：通过学习，了解设计思维及与创新设计的

关系，了解产品创新设计的一般方法，能够通过创新设计的一般方法对多种创

新的产品设计案例进行剖析。   

3、教学过程方法、教学建议：建议尽可能通过产品创新设计的案例讲解设

计思维的定义以及与创新设计的关系，然后进行创新设计思维的基本训练，并

让学生分组针对产品创新设计的案例进行创新设计的一般方法的课堂讨论，最

后再进行总结汇报。   

（三）创新设计的流程和表达  （6课时） 

1、内容要点   

3.1.1产品创新设计的一般流程； （2课时）  

3.1.2产品创新设计的表达； （4课时） 

本章主要讲述创新设计的一般流程，主要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创新程度的

产品设计案例进行分析讲解。产品创新设计的表达要素，二维表达方式，三维

表达方式。结合经典的产品创新案例进行一般流程和表达方式的讲解。   

2、教学目标及要求 目标要求：了解产品创新设计的一般流程，并能够通

过不同类型和不同创新程度的产品设计安全进行案例分析。熟悉产品创新设计

中的表达方式，并能进行熟练运用。   

3、教学过程方法、教学建议：尽可能的通过案例分析讲解，组织学生针对

产品创新的经典案例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汇报，再结合产品创新的表达方式

进行创新设计的实践，理论结合实践，让学生多讨论，多自主学习，提高学生

积极性。   

（四）创新设计实践 （8课时） 

1、内容要点   

4.1.1产品创新设计实例分析； （4课时）  

4.1.2产品创新设计实践； （4课时） 

 已经取得市场成功的各个领域的创新设计产品分析，分析各个领域产品

创新设计的突破点或结合企业的实践项目进行创新设计的实践。   

2、教学目标及要求 目标要求：通过实例分析对创新设计的理论进一步加

深理解，并将创新设计思维在创新设计实践中进行应用，结合创新设计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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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后期的产品创新设计表达，从而达到训练创新设计思维的方法。   

（五）其他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创新设计》（第 2版），张美麟、张有忱、张莉彦编著， 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机械创新设计》（第 4 版），张春林等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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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交专利申请文件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作业（5%）、讨论（5%）及考勤等（10%）；

创新设计方案占 30%。 

2. 期末考核成绩或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占比 50%，采用开卷（笔试）或提交

专利申请文件，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原理，常用创新技法，

原理方案的创新设计，机械系统创新设计案例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侯培红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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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创新设

计的本质，

理解什么

是设计思

维。 

目标 2：掌握创新

设计的概念和方

法，树立设计的创

新意识，培养良好

的审美素质。 

 

目标 3：能够

应用创新设

计的概念和

方法，进行

创新方案和

创新设计。 

目标 4：了解并熟悉产

品创新设计的一般流

程。培养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的习惯，具备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

力。 

目标 5：根据机

构等的演化、变

异、组合等，对

创新设计方案

进行分析和优

化创新。 

1.1.1 创新的本质； 创新的

本质是什么？ 
√     

1.1.2创新设计的意义；什么

是创新设计？为何而创新设

计？ 

√     

1.1.3创新设计的方法；创新

设计的方法。 
√ √    

2.1.1什么是设计思维？ √ √ √   

2.1.2 产品创新设计与设计

思维的关系 
√ √ √   

2.1.3产品创新设计的方法  √ √   

3.1.1 产品创新设计的一般

流程 
  √ √  

3.1.2产品创新设计的表达   √   

4.1.1 产品创新设计实例分

析 
  √ √ √ 

4.1.2产品创新设计实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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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235P1 

英文名称：Revers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CAD/CAM技术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逆向工程及快速成型技术定义，工作流程及应用领域。 

目标2：掌握逆向工程的典型的测量系统，掌握原理、应用场合。 

目标3：能用非接触式测量系统，解决基本的零件数据获取。 

目标4：能够选用合适的逆向工程处理软件，实现数据点云的处理、曲面重

构。 

目标5：掌握典型的快速成型设备，并了解其运用领域。 

目标6：能够运用快速成型技术，完成对数字化模型数据处理、生成3D打印

文件。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3.3 3.4 4.2 4.3 5.1 5.2 5.3 11.2 

目标1  ☆     ☆  

目标2      ☆☆   

目标3   ☆☆   ☆☆   

目标4    ☆ ☆☆☆  ☆  

目标5         

目标6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 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5） 

1.30 逆向工程概念与课程概况，掌握逆向工程流程、快速成型基本原理   

  （2课时） 

1.31 逆向工程中三维 CAD模型重构、概述、过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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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逆向工程的数据测量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5） 

2.1 逆向工程数据获得概述 （1课时） 

2.2 接触式测量基本原理及典型机械结构 （2课时） 

2.3 非接触式测量基本原理及典型机械结构 （2课时） 

（三）逆向工程的数据处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4、5） 

3.1 概述 （1课时） 

3.2 逆向工程海量点云处理 （3课时） 

3.3 逆向工程中多边形处理 （2课时） 

3.4 逆向工程中曲面处理 （4课时） 

（四）快速成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3、5、11） 

4.1 快速成型的概念 （1课时） 

4.2 几种快速成型的基本原理机械结构 （2课时） 

4.3 3D打印的基本原理 （2课时） 

（五）讨论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10、11） 

5.1 逆向工程的应用领域及其法律道德问题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5.2 快速成型技术的应用前景分组调研，集体讨论 （2课时） 

（六）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5） 

6.1典型零件的点云数据获得 （2课时） 

6.2 典型零件的 3D打印 （2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的达成度通过实验和闭卷笔试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的达成度通过闭卷考试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Geomagic Studio 逆向建模技术及应用》，成思源，杨雪荣 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6.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技术应用》，陈雪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2、《Geomagic Studio逆向工程技术及其应用》，成思源等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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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G/Imageware逆向工程培训教程》，姜元庆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逆向工程原理方法及应用》，刘伟军，孙玉文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5、《逆向工程技术》，金涛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平时成绩（40%）、实验（10%）和期末考试成绩（50%），其

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表现（10%）、作业（10%）和讨论课（20%）。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每缺勤一次扣 1 分。

无故缺勤 1/3 以上，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讨论课 

要求学生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汇报用

PPT。讨论课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汇报小组及汇报人。讨论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每位同学的讨论课成绩由小组成绩和组内成绩两部分构成。 

小组成绩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资料的查阅整理及问题分析，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2） PPT 讲解及回答问题情况，占讨论课成绩 40%； 

3） 提问交流情况，占讨论课成绩的 30%。 

小组得分为组内所有同学的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得分依据其在组内的贡献，

在小组平均分的基础上浮动，但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不得小于 15%。 

未按时参加讨论课或讨论课汇报有抄袭现象的，讨论课成绩按零分计。 

2 实验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未按时

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验成绩按零分计。实验成绩占总

成绩 1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50%。 

制定人：  张晓峰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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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工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01A1 英文名称：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Too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理论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虚拟样机技术的基础及 ADAMS 软件的操作。 

目标 2：掌握运用 ADAMS 软件进行机构的建模和运动仿真。 

目标 3：学会用 ADAMS 软件进行机构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虚拟样机建模基础 （12 学时） 

1. 绪论、ADAMS 软件基础及操作初步 （2 学时） 

2. 连杆机构建模与运动仿真 （2 学时） 

3. 仿真分析与后处理 （2 学时） 

4．压力机的建模与仿真 （2 学时） 

5．行星轮系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2 学时） 

6．尖底盘状凸轮机构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2 学时） 

（二）虚拟样机技术在机构设计中的应用 （14 学时） 

1. 基本函数的定义及应用:重点讲述 IF 函数、STEP 函数、SPLINE 函数以

及 CONTACT 函数的定义及应用 （8 学时） 

2．机构的参数化建模与装配建模，设计变量的创建与更改，装配法建模 

  （2 学时） 

3．凸轮机构的设计 （2 学时） 

4．设计变量的评估优化及目标函数的建立和计算 （2 学时） 

（三）机构的优化设计与用户化设计 （6 学时） 

1. 机构优化设计 （2 学时）  

2. ADAMS 与其它软件的接口 （2 学时） 

3．用户化设计：用户对话框定制、定制用户菜单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虚拟样机技术与 ADAMS 应用实例教程》，郭卫东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出

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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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ADAMS 入门详解与实例》第 2 版，李增刚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2 

2 《ADAMS2013 应用实例精解教程》，郭卫东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4 

3 《ADAMS2012 虚拟样机技术从入门到精通》，陈峰华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3.7 

4 《MSC Adams 多体动力学仿真基础与实例解析》，陈志伟等编著，中国

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6 

5 www.simwe.com 机械仿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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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过程考核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练习（20%）、平时练习（20%）。 

2、期中、期末考核占比 60%，上机考试。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ADAMS 的基本操作、运用 ADAMS 进行机构的设计

及优化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红芳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http://www.sim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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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虚拟样机技

术的基础及 ADAMS 软

件的操作 

目标 2：掌握运用 ADAMS

软件进行机构的计算机辅

助优化设计 

目标 3: 学会用

ADAMS 软件进行

机构计算机辅助

优化设计 

ADAMS 软件基础及操作初步 √  √ 

连杆机构建模与运动仿真 √   

仿真分析与后处理 √   

压力机的建模与仿真  √ √ 

行星轮系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   

盘状凸轮机构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   

凸轮机构的设计  √  

基本函数的定义及应用  √  

机构的参数化建模与装配建模    

设计变量的评估优化及目标函数的建立和

计算 
 √  

机构优化设计   √ 

ADAMS 与其它软件的接口   √ 

用户化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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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02A1 

英文名称：Fluid mechanics and hydraulic transmiss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液压传动与控制的基本工作原理、系统组成和特点 

目标 2：掌握液体静力学、液体动力学的基本知识，分析与计算液压传动

中的有关问题。掌握管道中液流的特性、孔口及缝隙的特性压力流量。了解液

压冲击和气穴现象，会合理地选择液压油。 

目标 3：掌握叶片泵、齿轮泵和轴向柱塞泵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液压

选泵用。掌握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的应用及其区别。掌握各种液压马达、

液压缸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及设计计算。 

目标 4：掌握压力、方向、流量控制阀的工作原理、了解其结构和特点，

学会能正确选用各种阀。 

目标 5：掌握常用液压基本回路的工作原理与特点，学会合理选用和设计

出液压基本回路。掌握典型液压传动系统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概念和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6 学时） 

1.1液压传动的工作原理及组成 （1学时） 

1.2 液压油的主要性能和选用 （0.5学时） 

1.3 液压传动在汽车上的应用及特点 （0.5学时） 

2.1流体静力学基础 （1课时） 

2.2 流体动力学基础 （1学时） 

2.3 流体流动时的压力损失 （1学时） 

2.4流体流经小孔与缝隙的流量 （0.5学时） 

2.5 液压冲击和空穴现象 （0.5学时） 

（二）各种液压传动的原件及其工作原理 （12 学时） 

3.1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 （3学时） 

3.2 液压马达 （0.5学时） 

3.3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选用 （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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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液压缸的类型及特点、液压缸的结构 （1.5学时） 

4.2 液压缸的设计计算 （0.5学时） 

5.1 方向控制阀 （2学时） 

5.2 压力控制阀 （2学时） 

5.3 流量控制阀 （1学时） 

6.1 液压辅助装置 （1学时） 

（三）用各种原件组成的基本液压回路及功用 （5学时） 

7.1 压力控制回路 （2学时） 

7.2 速度控制回路 （2学时） 

7.3 方向控制回路 （1学时） 

（四）由各种基本回路组成的典型液压系统 （1 学时） 

8.1典型液压系统的分析 （1学时）  

（五）综合测验 （2 学时） 

（六）实验 （6 学时） 

实验一  液压元件拆装实验 （3学时） 

实验二  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实验 （3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液压与气压传动》，齐晓杰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章宏甲、黄谊主编 《液压传动》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2、姜佩东主编 《液压与气压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薛祖德主编 《液压传动》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8 

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 

1．考勤作业 

课堂考勤 100分，无故缺勤 6分/次，事假迟到早退 2分/次；作业 100分，

根据每次作业得分计算平均分，抄作业（被抄或抄袭），则本次作业得分为 50

分。 

2．期末考试 

笔试（闭卷），分值 100分，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

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实验 

4．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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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实验成绩占 2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文军  审核人：  王 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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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液压传

动与控制

的基本工

作原理、

系统组成

和特点 

目标 2：掌握液体静力

学、液体动力学的基本

知识，分析与计算液压

传动中的有关问题。掌

握管道中液流的特性、

孔口及缝隙的特性压

力流量。了解液压冲击

和气穴现象，会合理地

选择液压油。 

目标 3：掌握叶片泵、

齿轮泵和轴向柱塞泵

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特

点，液压选泵用。掌握

齿轮泵，叶片泵，柱塞

泵的应用及其区别。掌

握各种液压马达、液压

缸的结构特点和工作

原理及设计计算。 

目标 4:掌握

压力、方向、

流量控制阀

的 工 作 原

理、了解其

结 构 和 特

点，学会能

正确选用各

种阀。 

目标 5：掌握常

用液压基本回

路的工作原理

与特点，学会合

理选用和设计

出液压基本回

路。掌握典型液

压传动系统分

析方法。 

1.1 液压传动和液力传

动的工作原理及组成 
√     

1.2 液压油的主要性能

和选用 
√     

1.3 液压和液力传动在

汽车上的应用及特点 
√     

2.1流体静力学基础 √  √   

2.2 流体动力学基础 √  √   

2.3 流体流动时的压力

损失 
√ √ √   

2.4 流体流经小孔与缝

隙的流量 
 √ √   

2.5 液压冲击和空穴现

象 
 √    

3.1 液压泵的工作原

理、齿轮泵、叶片泵、

柱塞泵 

   √   

3.2 液压马达   √   

3.3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

的选用 
  √   

4.1 液压缸的类型及特

点、液压缸的结构 
   √ √ 

4.2 液压缸的设计计算   √ √  

5.1 方向控制阀   √ √  

5.2 压力控制阀   √ √  

5.3 流量控制阀   √ √  

6.1 液压辅助装置   √ √  

7.1 压力控制回路   √  √ 

7.2 速度控制回路   √  √ 

7.3 多执行元件的控制

回路 
  √  √ 

8.1 典型液压系统的分

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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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02B1 

英文名称：Fluid mechanics and hydraulic transmissio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液压传动与控制的基本工作原理、系统组成和特点 

目标 2：掌握液体静力学、液体动力学的基本知识，分析与计算液压传动

中的有关问题。掌握管道中液流的特性、孔口及缝隙的特性压力流量。了解液

压冲击和气穴现象，会合理地选择液压油。 

目标 3：掌握叶片泵、齿轮泵和轴向柱塞泵的工作原理及结构特点，液压

泵选用。掌握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的应用及其区别。掌握各种液压马达、

液压缸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及设计计算。 

目标 4：掌握压力、方向、流量控制阀的工作原理、了解其结构和特点，

学会能正确选用各种阀。 

目标 5：掌握常用液压基本回路的工作原理与特点，学会合理选用和设计

出液压基本回路。掌握典型液压传动系统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基本概念和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4 学时） 

1.1液压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工作原理及组成 （2课时） 

1.2 液压油的主要性能和选用 （2课时） 

1.3 液压和液力传动在汽车上的应用及特点 （2课时） 

2.1流体静力学基础 （1课时） 

2.2 流体动力学基础 （2课时） 

2.3 流体流动时的压力损失 （2学时） 

2.4流体流经小孔与缝隙的流量 （2学时） 

2.5 液压冲击和空穴现象 （1学时） 

（二）各种液压传动的原件及其工作原理 （20 学时） 

3.1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 （6课时） 

3.2 液压马达 （1课时） 

3.3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选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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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液压缸的类型及特点、液压缸的结构 （2课时） 

4.2 液压缸的设计计算 （2课时） 

5.1 方向控制阀 （2课时） 

5.2 压力控制阀 （2学时） 

5.3 流量控制阀 （2学时） 

6.1 液压辅助装置 （1学时） 

（三）用各种原件组成的基本液压回路及功用 （8课时） 

7.1 压力控制回路 （4学时） 

7.2 速度控制回路 （2学时） 

7.3 多执行元件的控制回路 （2学时） 

（四）各种基本回路组成的典型液压系统 （4 学时） 

8.1典型液压系统的分析 （4学时）  

（五）综合测验 （2 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液压与气压传动》，齐晓杰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章宏甲、黄谊主编 《液压传动》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2、姜佩东主编 《液压与气压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薛祖德主编 《液压传动》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8 

四、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成绩的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 

1．考勤作业 

课堂考勤 100分，无故缺勤 6分/次，事假迟到早退 2分/次；作业 100分，

根据每次作业得分计算平均分，抄作业（被抄或抄袭），则本次作业得分为 50

分。 

2．期末考试 

笔试（闭卷），分值 100分，按各章知识点要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内容。

重点考核知识的活用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程成绩综合评定 

平时成绩占 40%（测试 20%+考勤作业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五、附件 

 

制定人：  陈文军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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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传动与控

制的基本工作

原理、系统组

成和特点 

目标 2：掌握

液体静力学、

液体动力学的

基本知识，分

析与计算液压

传动中的有关

问题。掌握管

道中液流的特

性、孔口及缝

隙的特性压力

流量。了解液

压冲击和气穴

现象，会合理

地 选 择液 压

油。 

目标 3：掌握

叶片泵、齿轮

泵和轴向柱塞

泵的工作原理

及结构特点，

液压选泵用。

掌握齿轮泵，

叶片泵，柱塞

泵的应用及其

区别。掌握各

种液压马达、

液压缸的结构

特点和工作原

理 及 设计 计

算。 

目标 4:掌握

压力、方向、

流量控制阀的

工作原理、了

解其结构和特

点，学会能正

确 选 用各 种

阀。 

 

目标 5：掌握

常用液压基本

回路的工作原

理与特点，学

会合理选用和

设计出液压基

本回路。掌握

典型液压传动

系 统 分 析方

法。 

1.1 液压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工作原理

及组成 
√     

1.2 液压油的主要性能和选用 √     

1.3 液压和液力传动在汽车上的应

用及特点 
√     

2.1流体静力学基础 √  √   

2.2 流体动力学基础 √  √   

2.3 流体流动时的压力损失 √ √ √   

2.4流体流经小孔与缝隙的流量  √ √   

2.5 液压冲击和空穴现象  √    

3.1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齿轮泵、叶

片泵、柱塞泵 
  √   

3.2 液压马达   √   

3.3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选用   √   

4.1 液压缸的类型及特点、液压缸的

结构 
   √ √ 

4.2 液压缸的设计计算   √ √  

5.1 方向控制阀   √ √  

5.2 压力控制阀   √ √  

5.3 流量控制阀   √ √  

6.1 液压辅助装置   √ √  

7.1 压力控制回路   √  √ 

7.2 速度控制回路   √  √ 

7.3 多执行元件的控制回路   √  √ 

8.1典型液压系统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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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2P1         英文名称：Mechatronic Equip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零件失效的模式及其机理，掌握机械零件修复技术。 

目标 2：掌握机械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的基本方法。能够应用振

动监测与诊断技术、噪声监测与诊断技术、温度检测技术、油液监测与诊断技

术、无损监测技术等方法。 

目标 3：掌握电气设备故障诊断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能够对常用电气设备

的故障进行诊断与维修。  

目标 4：了解机械设备维护与修理制度，熟悉典型设备维修。  

目标 5：掌握使用工具进行机械拆卸与装配的方法，熟悉机械装配的工艺，

零件检验的方法，典型机械零部件的装配方法。 

目标 6：掌握自动化生产线的组成及工作原理，能够使用工具进行自动化

生产线的安装与调试，检查、维修与保养。 

二、课程内容 

（一）机械零件失效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熟悉机械零件失效的模式及其机理，掌握机械磨损的一般规律及种类。 

  （1 课时） 

1.2 掌握金属零件的断裂，金属零件的腐蚀损伤，机械零件的变形。 

  （1 课时） 

（二）机械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2.1 机械故障的概念及其分类，机械故障诊断的基本方法，机械故障诊断技

术的内容。  （1 课时） 

2.2 振动监测与诊断技术。机械振动的基础知识，机械振动的信号分析，振

动监测参数及其选择，振动监测及故障诊断的常用仪器设备。实施现场振动诊

断的步骤，轴承故障的振动诊断，齿轮故障的振动诊断，旋转机械常见故障的

振动诊断。  （3 课时） 

2.3 噪声监测与诊断技术。噪声测量方法及常用仪器设备，噪声源与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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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识别。  （0.25 课时） 

2.4 温度检测技术。温度测量基础，接触式温度测量，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0.25 课时） 

2.5 油液监测与诊断技术。油液性能分析，实施步骤，常用仪器设备。 

  （0.25 课时） 

2.6 无损监测技术。超声波检测，射线检测，涡流检测，磁粉探伤，渗透检

测  （0.25 课时） 

（三）机械零件修复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焊接修复技术。 （1 课时） 

3.2 热喷涂和喷焊技术。 （0.5 课时） 

3.3 电刷镀修复技术。 （0.5 课时） 

3.4 粘接与表面粘涂修复技术。 （0.5 课时） 

3.5 表面强化技术。 （0.5 课时） 

3.6 阶段测验一。 （1 课时） 

（四）电气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电气设备监测与诊断技术。电气设备的绝缘预防性试验，电气设备的绝

缘和特性试验，电气设备的温度监测和老化试验。 （1 课时） 

4.2 常用电气设备的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变压器的故障诊断与维修，电动

机的故障诊断与维修，开关电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维修，低压控制设备的故障

诊断与维修，PLC 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2 课时） 

4.3 数控设备电气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 （1 课时） 

（五）典型设备维修案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机械设备维护与修理制度，机械设备的大修理。 （2 课时） 

5.2 机床关键部件和机构的修理。 （1 课时） 

5.3 数控机床的维修。 （1 课时） 

（六）机械的拆卸与装配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 课时） 

6.1 机械装配的概念，机械装配的共性知识，机械装配的工艺过程，机械装

配工艺的技术要求。 （0.5 课时） 

6.2 机械零件拆卸的一般规则和要求，常用的拆卸方法，典型连接件的拆

卸。  （0.25 课时） 

6.3 零件拆卸前的清洗与拆卸后的清洗。 （0.25 课时） 

6.4 零件检验的原则，检验的分类和内容，检验的方法。 （0.5 课时） 

6.5 过盈配合的装配方法，常温下的压装配合，热装与冷装配合。 

  （0.25 课时） 

6.6 联轴器的装配的技术要求，联轴器装配误差的测量和求解调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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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课时） 

6.7 滚动轴承的装配前的准备工作，典型滚动轴承的装配方法，滚动轴承

的游隙调整。 （0.25 课时） 

6.8 滑动轴承的装配方法。剖分式滑动轴承的装配，整体式滑动轴承的装

配。  （0.25 课时） 

6.9 齿轮的装配方法。 （0.25 课时） 

6.10 密封装置的装配。 （0.25 课时） 

6.11 机器人装配实验。 （2 课时） 

（七）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维护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7.1 自动化生产线的基本概念、组成及工作原理。 （1 课时） 

7.2 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与调试。供料单元的结构与控制，加工单元的结构

与控制，装配单元的结构与控制，分拣单元的结构与控制，输送单元的结构与

控制，公共模块和器件。 （3 课时） 

7.3 自动化生产线的检查、维修与保养。 （1 课时） 

7.4 机器人控制系统实验。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设备诊断与维修技术》（第 3 版），张翠凤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汪永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2 

2.《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黄崇莉主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08 

3.《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亚龙系统）》，贾丽仕等编著，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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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0%）、平时测验（20%）及考勤

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廷军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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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机械零

件失效的

模式及其

机理，掌

握机械零

件修复技

术。 

目标 2：掌握机械设

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

断技术的基本方法。

能够应用振动监测与

诊断技术、噪声监测

与诊断技术、温度检

测技术、油液监测与

诊断技术、无损监测

技术等方法。 

目标 3：掌

握电气设备

故障诊断的

基本内容和

方法，能够

对常用电气

设备的故障

进行诊断与

维修。 

目标 4：

了解机

械设备

维护与

修理制

度，熟悉

典型设

备维修。 

目标 5：掌握使

用工具进行机

械拆卸与装配

的方法，熟悉机

械装配的工艺，

零件检验的方

法，典型机械零

部件的装配方

法。 

目标 6：掌握自

动化生产线的

组成及工作原

理，能够使用工

具进行自动化

生产线的安装

与调试，检查、

维修与保养。 

1.1 熟悉机械零件失效

的模式及其机理，掌握

机械磨损的一般规律

及种类。 

√     √ 

1.2 掌握金属零件的断

裂，金属零件的腐蚀损

伤，机械零件的变形。 

√     

 

2.1 机械故障的概念及

其分类，机械故障诊断

的基本方法，机械故障

诊断技术的内容。 

 √    

 

2.2 振动监测与诊断技

术。机械振动的基础知

识，机械振动的信号分

析，振动监测参数及其

选择，振动监测及故障

诊断的常用仪器设备。

实施现场振动诊断的

步骤，轴承故障的振动

诊断，齿轮故障的振动

诊断，旋转机械常见故

障的振动诊断。 

 √    

 

2.3 噪声监测与诊断

技术。噪声测量方法及

常用仪器设备，噪声源

与故障源的识别。 

 √    

 

2.4 温度检测技术。温

度测量基础，接触式温

度测量，非接触式温度

测量。 

 √    

 

2.5 油液监测与诊断技

术。油液性能分析，实

施步骤，常用仪器设

备。 

 √    

 

2.6 无损监测技术。超

声波检测，射线检测，

涡流检测，磁粉探伤，

渗透检测。 

 √    

 

3.1 焊接修复技术。 √      

3.2 热喷涂和喷焊技

术。 
√     

 

3.3 电刷镀修复技术。 √      

3.4 粘接与表面粘涂修

复技术。 
√     

 

3.5 表面强化技术。 √      



 

260 

3.6 阶段测验一。 √ √ √ √   

4.1 电气设备监测与诊

断技术。电气设备的绝

缘预防性试验，电气设

备的绝缘和特性试验，

电气设备的温度监测

和老化试验。 

  √   

 

4.2 常用电气设备的故

障诊断与维修技术。变

压器的故障诊断与维

修，电动机的故障诊断

与维修，开关电器的常

见故障诊断与维修，低

压控制设备的故障诊

断与维修，PLC 的故障

诊断与维修。 

  √   

 

4.3 数控设备电气故障

诊断与维修技术。 
  √   

 

5.1 机械设备维护与修

理制度，机械设备的大

修理。 

   √  

 

5.2 机床关键部件和机

构的修理。 
   √  

 

5.3 数控机床的维修。    √   

6.1 机械装配的概念，

机械装配的共性知识，

机械装配的工艺过程，

机械装配工艺的技术

要求。 

    √ 

 

6.2 机械零件拆卸的

一般规则和要求，常用

的拆卸方法，典型连接

件的拆卸。 

    √ 

 

6.3 零件拆卸前的清

洗与拆卸后的清洗。 
    √ 

 

6.4 零件检验的原则，

检验的分类和内容，检

验的方法。 

    √ 

 

6.5 过盈配合的装配

方法，常温下的压装配

合，热装与冷装配合。 

    √ 

 

6.6 联轴器的装配的

技术要求，联轴器装配

误差的测量和求解调

整量。 

    √ 

 

6.7 滚动轴承的装配

前的准备工作，典型滚

动轴承的装配方法，滚

动轴承的游隙调整。 

    √ 

 

6.8 滑动轴承的装配

方法。剖分式滑动轴承

的装配，整体式滑动轴

承的装配。 

    √ 

 

6.9 齿轮的装配方法。     √  

6.10 密封装置的装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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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机器人装配实验。     √  

7.1 自动化生产线的

基本概念、组成及工作

原理。 

     √ 

7.2 自动化生产线的安

装与调试。供料单元的

结构与控制，加工单元

的结构与控制，装配单

元的结构与控制，分拣

单元的结构与控制，输

送单元的结构与控制，

公共模块和器件。 

     √ 

7.3 自动化生产线的检

查、维修与保养。 
     √ 

7.4 机器人控制系统实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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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3P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nd Debugging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电设备、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机电控制系统、液压与气压传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团队意识，能够与他人有效合作，共同完成实验工作任务。 

目标 2：能够利用工具，完成机电设备的拆卸、安装。 

目标 3：能够对机电设备进行调试，并借助万用表等仪器进行故障分析和

排除。 

目标 4：能够对自动化生产线单元的控制电路调试，完成电路设计、接线，

以及控制程序编写，单元的调试与运行。 

目标 5：能够对项目进行总结，完成相应的项目设计、执行和总结说明书。 

目标 6：能够了解资料来源和搜索方法，能够利用网络等工具获取工程问

题信息。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化生产线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学时） 

1.1 熟悉实验场地和设备，理解任务需求。 （0.5 课时） 

1.2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和设备说明书，理解自动化生产线

的工作情况。 （0.5 课时） 

1.3 选定自动化生产线的某一单元（如供料单元、加工单元、装配单元、分

拣单元、输送单元等），熟悉其功能和结构，确定作业要求。对任务进行分工。

  （1 课时） 

（二）自动化生产线单元的安装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2.1 查阅操作手册，选择合适的工具和设备。 （0.5 课时） 

2.2 拆卸所选单元。 （2.5 课时） 

2.3 进行典型零件测绘。 （2 课时） 

2.4 进行单元的机械结构安装、调试，总体组装。如有气动部分，则绘制气

动系统回路原理图，进行气路连接、调试。 （3 课时） 

（三）自动化生产线单元的控制系统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 课时） 

3.1 查阅传感器手册，完成传感器的安装、连接与调试。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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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阅 PLC 硬件手册，规划 PLC 的 I/O 分配及接线端子分配，制作电气

原理图，完成系统安装接线。 （2 课时） 

3.3 查阅 PLC 编程手册，完成 PLC 程序编制。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初步调试。

  （2 课时） 

（四）系统调试和总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4.1 借助万用表等设备对电气硬件连接进行检查和调试。 （1 课时） 

4.2 系统调试与运行，查找、分析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1 课时） 

（五）自动化生产线单元的故障诊断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5.1 单元的典型故障分析。 （0.5 课时） 

5.2 设定故障，完成单元及设备常见故障的排除。 （0.5 课时） 

5.3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结，完成综合实验报告。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综合实验指导书》（自编），王廷军，2017.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亚龙系统）》，贾丽仕等编著，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6.9 

2.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杨少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3. 《自动化生产线装配、调试与维修》，宁宗奇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3 

4. 《FX 系列 PLC 编程及应用》，瘳常初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 

5. 《FX3u-16CCL-M 用户手册》，三菱电气，2012.5 

6. 《FX3GA 硬件手册》，三菱电气，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项目过程检查验收成绩与实验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20%，主要包括：出勤（10%）以及综合训练的表现、态

度等（10%）。 

2. 项目过程分阶段检查验收成绩，占比 30%。 

3. 综合实验报告成绩占比 5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廷军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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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团队意识，

能够与他人

有效合作，

共同完成实

验 工 作 任

务。 

目标 2：能

够利用工

具，完成

机电设备

的安装。 

 

目标 3：能够

对机电设备进

行调试，并借

助万用表等仪

器进行故障分

析和排除。 

目标 4：能够对自动

化生产线单元的控

制电路调试，完成电

路设计、接线，以及

控制程序编写，单元

的调试与运行。 

目标 5：能够

对项目进行总

结，完成相应

的项目设计、

执行和总结说

明书。 

 

目标 6：能够

了解资料来源

和搜索方法，

能够利用网络

等工具获取工

程问题信息。 

1.1 熟悉实验场地

和设备，理解任务

需求。 

√ √ √ √ √  

1.2 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结合所学知

识和设备说明书，

理解自动化生产线

的工作情况。 

     √ 

1.3 选定自动化生

产线的某一单元

（如供料单元、加

工单元、装配单元、

分拣单元、输送单

元等），熟悉其功能

和结构，确定作业

要求。对任务进行

分工。 

√      

2.1 查阅操作手册，

选择合适的工具和

设备。 

 √ √ √  √ 

2.2 拆卸所选单元。  √     

2.3 进行典型零件

测绘。 
 √     

2.4 进行单元的机

械结构安装、调试，

总体组装。如有气

动部分，则绘制气

动系统回路原理

图，进行气路连接、

调试。 

 √     

3.1 查阅传感器手

册，完成传感器的

安装、连接与调试。 

   √   

3.2 查阅 PLC 硬件

手册，规划 PLC 的

I/O 分配及接线端

子分配，制作电气

原理图，完成系统

安装接线。 

   √   

3.3 查阅 PLC 编程

手册，完成 PLC 程

序编制。并对执行

情况进行初步调

试。 

   √   

4.1 借助万用表、示

波器等设备对电气

硬件连接进行检查

和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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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统调试与运

行，查找、分析并

解决存在的问题。 

√   √   

5.1 单元的典型故

障分析。 
  √ √   

5.2 设定故障，完

成单元及设备常见

故障的排除。 

  √ √   

5.3 对项目过程进

行总结，完成综合

实验报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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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4P1         英文名称：The Production Cos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会计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制造业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管理会计中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目标 2：了解制造业成本分析与控制的理论与基本工具。如现场管理与工

业工程、质量成本控制、价值链与产业链分析、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管理信息

系统。 

目标 3：了解并初步掌握制造业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务。

如生产成本分析方法、成本压缩方法与策略、生产成本降低方向的选择、消除

生产成本的浪费、质量成本分析与控制、工厂综合成本压缩技术运用。 

二、课程内容 

（一）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1.1 会计核算的基础，会计循环。 （2 课时） 

1.2 费用与成本，利润来源，财务报表。 （4 课时） 

1.3 制造企业的成本核算。 （4 课时） 

1.4 成本分析与管理，包括成本性态分析，量本利分析等。 （2 课时） 

（二）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基本理论与工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2.1 工业工程的理论概述。 （4 课时） 

2.2 价值链分析与产业链整合。 （2 课时） 

2.3 供应链体系优化。 （2 课时） 

2.4 质量成本管理。 （2 课时） 

2.5 管理信息系统。 （2 课时） 

（三）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成本压缩方法与策略。 （2 课时） 

3.2 生产成本降低方向的选择与消除生产成本的浪费做法。 （2 课时） 

3.3 质量成本分析与控制。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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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厂综合成本压缩技术运用。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自编讲义 

2.《现代企业成本控制与优化》，周宁 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模块 

1. 《基础会计学》（第 3 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8 

2. 《会计学：经理人视角》（第 2 版），胡玉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1 

3. 《成本会计学》（第 7 版），于富生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6 

4. 《成本管理会计》（第 3 版），孙茂竹等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01 

5. 《管理会计》（第 5 版），于树彬等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08 

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基本理论与工具模块 

1. 《管理信息系统》（第 5 版），滕佳东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09 

2. 《工业工程概论》（第 2 版），蒋祖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2 

3. 《争夺价值链》，陈春花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4. 《生产运作管理》（第 5 版），陈荣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4 

5. 《供应链管理》（第 2 版），马士华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02 

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务模块 

课程系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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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及课堂表现（20%）、课程论文（3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制造成本分析

与控制、工厂成本管控、生产成本控制的策略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子军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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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会计核算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制造业

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与方

法，管理会计中成本分析

与控制的基本思路与方

法。  

目标 2：了解制造业成

本分析与控制的理论与

基本工具。如现场管理

与工业工程、质量成本

控制、价值链与产业链

分析、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管理信息系统。 

目标 3：了解并初步掌

握制造业生产成本分析

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

务。如生产成本分析方

法、成本压缩方法与策

略、生产成本降低方向

的选择等。 

1.1 会计核算的基础，会计循环。 √   

1.2 费用与成本，利润来源，财务报表。 √   

1.3 制造企业的成本核算 √   

1.4 成本分析与管理，包括成本性态分

析，量本利分析等 
√   

2.1 工业工程的理论概述  √  

2.2 价值链分析与产业链整合  √  

2.3 供应链体系优化  √  

2.4 质量成本管理  √  

2.5 管理信息系统  √  

3.1 成本压缩方法与策略。   √ 

3.2 生产成本降低方向的选择与消除生

产成本的浪费做法 
  √ 

3.3 质量成本分析与控制。   √ 

3.4 工厂综合成本压缩技术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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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5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2.5/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机电传动控制、控制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技术综合实验、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PLC 硬件配置、基本原理和工作过程；能熟练使用 PLC 编程

软件进行机电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目标 2：掌握 PLC 简单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调试，学会使用 PLC 的

中断处理、高速计数器的应用，学会各种常见信号的数据采集。 

目标 3：掌握 PLC 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目标 4：能用 PLC 构成简单的工业控制网络，并进行通信。 

目标 5：能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进行模拟量处理及 PID 调节。 

目标 6：了解 PLC 控制系统故障诊断方法和常见故障分析、处理。 

二、课程内容 

（一）硬件与编程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1.1 PLC 的组成，硬件配置，输入接口电路，输出接口电路，内存结构。 

  （2 课时） 

1.2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和工作过程。      （1 课时） 

1.3 PLC 的型号、基本单元、扩展单元、PLC 的性能指标。 （1 课时） 

1.4 PLC 软元件使用。                  （4 课时） 

1.5PLC 基本指令及工程应用。               （2 课时） 

（二）PLC 简单控制系统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2.1 PLC 应用指令及其工程应用。     （4 课时） 

2.2 PLC 中断处理及其工程应用。     （2 课时） 

2.3 高速计数器及其工程应用。      （2 课时） 

2.4 机械手臂控制。                  （2 课时） 

2.5 PLC 与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系统设计。      （2 课时） 

2.6 PLC 程序设计方法及步骤。           （学生自主学习） 

（三）PLC 运动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PLC 定位指令及其工程应用。                 （4 课时） 

3.2 运动控制系统工程案例。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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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2 课时） 

（四）PLC 通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4.1 PLC 与 PLC 通信及其应用。       （2 课时） 

4.2 PLC 与计算机通信及其应用。       （2 课时） 

4.3 PLC 与触摸屏通信及其应用。        （学生自主学习） 

4.4 PLC 与变频器 MODBUS 通信设计。    （2 课时） 

（五）PLC 模拟量处理及 PID 控制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选型、接线、使用编程。  （1 课时） 

5.2 模拟量 PID 功能编程及其应用。     （1 课时） 

5.3 用 PLC 构成温度 PID 控制系统。   （2 课时） 

5.4 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工程实例。       （学生自主学习） 

5.5 通过模拟量模块对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处理。 （学生自主学习） 

（六）PLC 故障诊断方法和常见故障分析、解决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

容  （学生自主学习） 

6.1 PLC 故障诊断方法和常见故障分析和解决。 

6.2 针对 PLC 外围故障、怎样快速通过程序查找分析故障。 

6.3 PLC 调试、故障诊断常用工具使用。 

6.4 总结 PLC 在工厂中常见故障，如何解决。 

6.5 信号干扰的常规处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FX 系列 PLC 变成及应用》（第 2 版），廖常初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2、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硬件手册 

3、FX3G-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定位控制篇） 

4、FX 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 

5、FX 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MODBUS 通信篇） 

6、FX 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7、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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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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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软硬件设计，PLC 通讯系统设计，PLC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PLC 模拟量控

制系统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汪烨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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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 硬件配置、

基本原理和工作

过程；能熟练使

用 PLC 编程软

件进行机电控制

系统程序设计。 

目标 2：掌握 PLC 简

单控制系统硬件和软

件设计、调试，学会

使用 PLC 的中断处

理、高速计数器的应

用，学会各种常见信

号的数据采集。 

目标 3：

掌 握

PLC 运

动控制

系统的

设计与

应用。 

目标 4：能

用 PLC 构

成 简单 的

工 业控 制

网络，并进

行通信。 

目标 5：

能用模拟

量输入输

出 模 块 

进行模拟

量处理及

PID 调

节。 

目标 6：了

解 PLC 控

制 系统 故

障 诊断 方

法 和常 见

故障分析、

处理。 

1.1 PLC 的组成，硬件配置，

输入接口电路，输出接口电

路，内存结构。 

√ √     

1.2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

原理和工作过程。 
√      

1.3 PLC 的型号、基本单元、

扩展单元、PLC的性能指标。 
√ √     

1.4 PLC 软元件使用。 √      

1.5PLC 基本指令及工程应

用。 
√      

2.1 PLC 应用指令及其工程

应用。 
√ √ √ √ √  

2.2 PLC 中断处理及其工程

应用。 
 √     

2.3 高速计数器及其工程应

用。 
 √     

2.4 机械手臂控制。  √     

2.5 PLC 与变频器多段速控

制系统设计。 
 √     

2.6 PLC 程序设计方法及步

骤。 
√ √ √ √ √  

3.1 PLC 定位指令及其工程

应用。 
  √    

3.2 运动控制系统工程案例。   √    

3.3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    

4.1 PLC 与 PLC 通信及其应

用。 
   √   

4.2 PLC 与计算机通信及其

应用。 
   √   

4.3 PLC 与触摸屏通信及其

应用。 
   √   

4.4 PLC与变频器MODBUS

通信设计。 
   √   

5.1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

选型、接线、使用编程。 
    √  

5.2 模拟量 PID 功能编程及

其应用。 
√ √ √ √ √  

5.3 用 PLC 构成温度 PID 控

制系统。 
    √  

5.4 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调

速系统工程实例。 
    √  

5.5 通过模拟量模块对温度、

压力等信号采集、处理。 
    √  

6.1 PLC 故障诊断方法和常

见故障分析和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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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针对 PLC 外围故障、怎

样快速通过程序查找分析

故障。 

     √ 

6.3 PLC 调试、故障诊断常

用工具使用。 
     √ 

6.4 总结 PLC 在工厂中常见

故障，如何解决。 
     √ 

6.5 信号干扰的常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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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设计思维》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5P1        英文名称：Technical Design Think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解技术与设计的基本概念，掌握技术与设计的相互关系。掌握技

术思维的基本概念。 

目标 2：熟悉思维的三个层次，掌握现代技术活动中思维的内涵、本质、

特征、目的、途径和方法及其应用。 

目标 3：掌握现代技术思维对技术创新的价值，了解设计与研发、技术制

作、技术使用等技术活动中的思维活动规律。掌握现代技术活动中的思维规律

和方法，树立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目标 4：了解创新的意义和原理，掌握培养创新习惯的方法。掌握创新思

维方法及其在机电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目标 5：掌握思维导图及其在创新上的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技术思维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 技术的内涵、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技术的价值、技术的性质、技术的未

来、设计的内涵，技术与设计的相互关系。 （2 课时） 

1.2 介绍技术思维的基本概念、技术思维的特点、技术思维的特征。 

  （2 课时） 

（二）现代技术思维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介绍现代技术思维的概念，思维的主体和客体，思维的三个层次，远德

玉的技术过程论，现代技术思维的种类、本质、对象和要素，现代技术思维的

方法、目的、途径和特征，现代技术思维对技术创新的价值。 （2 课时） 

2.2 设计与研发阶段的思维活动及影响因素。 （1 课时） 

2.3 技术制作中的思维活动及其特点。 （0.5 课时） 

2.4 技术使用中的思维活动及其特点。 （0.5 课时） 

（三）创新与创新思维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介绍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0.5 课时） 

3.2 介绍创新的定义、特征，创新的 3 个基本原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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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发明创造的内涵。 （1 课时） 

3.3 创新思维及其特点，创新思维的障碍，定势思维及其产生，常见的阻碍

创新的思维定式及其表现形式、形成的原因。 （2 课时） 

3.4 创新人才的特征。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造力。 （0.5 课时） 

3.5 介绍创新成功案例。培养创新习惯的方法，开发创新潜能，创新思维修

炼的技术。  （1 课时） 

3.6 阶段测验一。 （1 课时） 

（四）创新思维方法及其在机电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模块设计模块的基本要

求和基本内容 （16 课时） 

4.1 组合创新的主要方式和一般规律，组合创新在设计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3 课时） 

4.2 类比创新原理及其主要方法。类比创新事例介绍。类比创新在设计中的

应用案例分析。 （3 课时） 

4.3 仿生创新原理、类型，仿生机械案例分析。 （3 课时） 

4.4 逆反创新及其分类、本质、应用。逆反创新在设计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3 课时） 

4.5 还原创新原理，还原创新在设计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2 课时） 

4.6 系统思维创新方法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2 课时） 

（五）创新思维在机电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5.1 创新思维工具-思维导图及其在创新上的应用。 （1 课时） 

5.2 阶段测验二。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创新思维与机械创新设计》，温兆麟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工程技术思维与创新》，黄志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2 

2.《创新思维与方法》，周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 

3.《你没听过的创新思维课》，王竹立，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1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采用平时考勤、大作业、阶段测验等进行考核。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大作业（40%，其中大作业 1 占 20%；

大作业 2 占 20%。）、以及考勤等（10%）。 

2. 阶段测验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阶段测验分两次进行，阶段测验一

占 20%，考核内容为技术思维基础知识部分；阶段测验二考核内容为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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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计内容，占 3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廷军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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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设计

的基本概念，

掌握技术与

设计的相互

关系。掌握技

术思维的基

本概念。  

目标 2：熟悉思

维的三个层次，

掌握现代技术

活动中思维的

内涵、本质、特

征、目的、途径

和方法及其应

用。 

目标 3：掌握现代技术思

维对技术创新的价值，了

解设计与研发、技术制

作、技术使用等技术活动

中的思维活动规律。掌握

现代技术活动中的思维

规律和方法，树立创新意

识，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目标 4：了

解创新的

意义和原

理，掌握

培养创新

习惯的方

法。 

目标 5：掌

握创新思

维方法及

其在机电

产品设计

中的应

用。 

目标 6：

掌握思

维导图

及其在

创新上

的应用。 

1.1 技术的内涵、技术

的产生和发展、技术

的价值、技术的性质、

技术的未来、设计的

内涵，技术与设计的

相互关系。 

√      

1.2 介绍技术思维的

基本概念、技术思维

的特点、技术思维的

特征。 

√      

2.1 介绍现代技术思

维的概念，思维的主

体和客体，思维的三

个层次，远德玉的技

术过程论，现代技术

思维的种类、本质、

对象和要素，现代技

术思维的方法、目的、

途径和特征，现代技

术思维对技术创新的

价值。 

 √ √    

2.2 设计与研发阶段

的思维活动及影响因

素。 

  √    

2.3 技术制作中的思

维活动及其特点。 
  √    

2.4 技术使用中的思

维活动及其特点。 
  √    

3.1 介绍创新与社会

进步的关系。 
   √   

3.2 介绍创新的定义、

特征，创新的 3 个基

本原理。熊彼特创新

理论的主要内容。发

明创造的内涵。 

   √   

3.3 创新思维及其特

点，创新思维的障碍，

定势思维及其产生，

常见的阻碍创新的思

维定式及其表现形

式、形成的原因。 

   √   

3.4 创新人才的特征。

培养创新意识，提高

创造力。 

   √   

3.5 介绍创新成功案

例。培养创新习惯的

方法，开发创新潜能，

   √   



 

278 

 
 
 
 
 

  

创新思维修炼的技

术。 

3.6 阶段测验一。 √ √ √ √   

4.1 组合创新的主要

方式和一般规律，组

合创新在设计中的应

用案例分析。 

    √  

4.2 类比创新原理及

其主要方法。类比创

新事例介绍。类比创

新在设计中的应用案

例分析。 

    √  

4.3 仿生创新原理、类

型，仿生机械案例分

析。 

    √  

4.4 逆反创新及其分

类、本质、应用。逆

反创新在设计中的应

用案例分析。 

    √  

4.5 还原创新原理，还

原创新在设计中的应

用案例分析。 

    √  

4.6 系统思维创新方

法及其在设计中的应

用案例分析。 

    √  

5.1 创新思维工具-思

维导图及其在创新上

的应用。 

     √ 

5.2 阶段测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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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控制技术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6P1 

英文名称：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 For Advanced Mechatronics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后续课程：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会根据控制要求进行 PLC 的选型，具有独立连接 PLC 应用系统

外围硬件电路的能力。 

目标 2：学会借助产品说明书和相关手册，查阅有关数据、功能和使用方

法。 

目标 3：学会用 PLC 实现对控制电机位置、速度和力矩的控制。 

目标 4：学会用触摸屏、PLC、控制电机、常用传感器等综合工程应用。 

目标 5：掌握设计说明书、操作说明书的编写。 

二、课程内容 

（一）步进电机控制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1.1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技术参数及选型。 

1.2 PLC 与 NPN、PNP 型传感器接线。 

1.3 PLC、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器的接线。 

1.4 用编码器位移测量、速度测量工程案例。 

（二）交流伺服（直线）电机控制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交流伺服电机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原理及应用。 

2.2 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量概念及工程控制意义。 

2.3 交流伺服电机位置控制中的电子齿轮比含义及计算方法。 

2.4 交流伺服驱动器与 PLC 的接线。 

2.5 常用参数设置和常用故障代码处理。 

（三）人机界面工程应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3.1 触摸屏项目组态及画面制作。 

3.2 触摸屏与 PLC 通讯常用方法。 

3.3 触摸屏与 PLC 综合应用实例。 

（四）PLC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安装、调试与故障分析处理模块的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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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基本内容 （32 课时） 

4.1 根据任务要求，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方案设计。

  （6 学时） 

4.2 系统 I/O 配置，绘制电气原理图、执行机构装配图。    （6 学时） 

4.3 控制系统搭建，PLC 与 HMI 程序编写，进行初步调试。  （8 学时） 

4.4 系统联调、联试；查找、分析并解决存在的故障。        （6 课时） 

4.5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结，撰写实验报告。             （4 课时） 

4.6 实验项目答辩。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课程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自编讲义及技术产品手册 

2、熊田忠主编，《运动控制技术与应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6 

3、郑魁敬、高建设主编，《运动控制技术及工程实践》，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9.6 

4、孙玉秋主编，《机电系统综合课程设计指导》，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12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考核方

式，考核的重点在于测评学生是否具备了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系统的设计能力，

是否能运用相关指令进行相关控制要求的编程与调试。以学生完成项目的态度、

操作规范、相关理论测试、工作质量的内容综合评定，采取学生互评、指导教

师评价、模块考核等形式进行评定。课程考核主要由平时成绩与项目验收答辩

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10%）+承担工作量（30%）。 

2、验收答辩占比 60%，对照任务书的要求进行演示，满分 100 分，缺少项

目减 10 分，功能不完善减 5 分，未能正确回答问题减 5 分。 

五、附件 

 

制定人：  汪烨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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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根据

控 制 要 求 进 行

PLC 的选型，具有

独立连接 PLC 应

用系统外围硬件

电路的能力。 

目标 2：学会

借助产品说

明书和相关

手册，查阅有

关数据、功能

和使用方法。 

目标 3：学

会用 PLC

实 现对 控

制 电机 位

置、速度和

力 矩的 控

制。 

目标 4：学会

用触摸屏、

PLC、控制电

机、常用传感

器等综合工

程应用。 

目标 5：掌

握 设计 说

明书、操作

说 明书 的

编写。 

1.1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技术参数及选型。 √ √ √   

1.2 PLC 与 NPN、PNP 型传感器接线。 √ √ √   

1.3 PLC、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器的接线。 √ √ √   

1.4 用编码器位移测量、速度测量工程案

例。 
 √ √   

2.1 交流伺服电机位置控制、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原理及应用。 
 √ √   

2.2 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

量概念及工程控制意义。 
 √ √   

2.3 交流伺服电机位置控制中的电子齿轮

比含义及计算方法。 
 √ √   

2.4 交流伺服驱动器与 PLC 的接线。 √ √ √   

2.5 常用参数设置和常用故障代码处理。 √ √ √   

3.1 触摸屏项目组态及画面制作。  √ √ √  

3.2 触摸屏与 PLC 通讯常用方法。  √ √ √  

3.3 触摸屏与 PLC 综合应用实例。  √ √ √  

4.1 根据任务要求，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方案设计。 
√ √ √ √ √ 

4.2 系统 I/O 配置，绘制电气原理图、执行

机构装配图。 
√ √ √ √ √ 

4.3 控制系统搭建，PLC 与 HMI程序编写，

进行初步调试。 
√ √ √ √ √ 

4.4 系统联调、联试；查找、分析并解决

存在的故障。 
√ √ √ √ √ 

4.5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结，撰写实验报告。 √ √ √ √ √ 

4.6 实验项目答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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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7P1     英文名称：Motion Control Techniqu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运动控制的基本概念，掌握运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典型

方案。 

目标 2：熟悉直线及 S 曲线加减速的特点及其应用。了解轨迹插补的概念

及线性、圆弧插补算法。 

目标 3：掌握运动控制系统的软硬件及其应用。 

目标 4：能够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运动控制组件，并进行正确的连接、

配置和初步调试。 

目标 5：能够根据应用场景进行运动控制系统总体设计，正确进行系统连

接和配置，编写简单控制程序，进行系统运动调试。 

二、课程内容 

（一）运动控制技术概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学时） 

1.1 运动控制技术的基本概念、控制系统的组成、系统总体方案、运动控

制中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及应用领域等。 （2 课时） 

1.2 轨迹插补的概念及线性、圆弧插补算法。直线及 S 曲线加减速的内容

及其应用。（2 课时） 

（二）运动控制系统软硬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 课时） 

2.1 运动控制系统中常用控制器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2 课时） 

2.2 运动控制卡的硬件资源及应用，控制信号输出类型、反馈接入、通用输

入输出等。  （2 课时） 

2.3 运动控制卡与常用控制类电机的连接。 （1 课时） 

2.4 运动控制卡与常用传感器的连接。 （1 课时） 

2.5 运动控制卡的主要功能及应用，单轴控制、多轴直线、圆弧运动、正切

运动、电子凸轮、原点返回等功能。 （4 课时） 

2.6 运动控制卡的指令及应用编程。 （4 课时） 

2.7 运动控制系统中计算机软件及其在运动控制中的应用。 （2 课时） 

（三）运动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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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步骤等。 （1 课时） 

3.2 典型运动控制系统设计实例。 （1 课时） 

3.3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项目讨论、演示等。 （2 课时） 

（四）实验项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4.1 基于运动控制卡的单轴运动控制，建立运动控制卡与伺服电机的控制

连接，实现单轴运动控制，利用万用表等器件进行系统调试。 （4 课时） 

4.2 基于运动控制卡的两轴协调运动控制，建立运动控制卡与多电机的控制

连接，实现两轴协调运动控制。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运动控制技术与应用》，熊田忠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精密机械运动控制系统》，王兴松主编，科学出版社, 2009.8  

2.《运动控制技术及工程实践》，郑魁敬等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6 

3.《交流伺服运动控制系统》，舒志兵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 

4.《运动控制实践教程》，熊田忠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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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考勤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运动控制系统

的组成、直线和圆弧插补、直线及 S 曲线加减速、控制电机的特点及应用、交

流伺服电机的控制模式、位移传感器的选择及应用、控制器的选择及应用、运

动控制系统的设计等。 

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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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F%C6%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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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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控制的

基本概念，

掌握运动控

制系统的基

本组成和典

型方案 

目标 2：熟悉直

线及 S 曲线加

减速的特点及

其应用。了解

轨迹插补的概

念及线性、圆

弧插补算法 

目标 3：掌握运动

控制系统的软硬件

及其应用 

目标 4：能够根据应

用场景选择合适的

运动控制组件，并进

行正确的连接、配置

和初步调试 

目标 5：能够根据

应用场景进行运

动控制系统总体

设计，正确进行

系统连接和配

置，编写简单控

制程序，进行系

统运动调试 

1.1 运动控制技术概论 √     

1.2 轨迹插补的概念  √    

2.1 运动控制系统中常

用控制器的类型、特点

及应用 

   √  

2.2 运动控制卡的硬件

资源及应用 
   √  

2.3 运动控制卡与常用

控制类电机的连接。 
  √ √  

2.4 运动控制卡与常用

传感器的连接 
  √ √  

2.5 运动控制卡的主要

功能及应用 
  √   

2.6 运动控制卡的指令

及应用编程 
  √   

2.7 运动控制系统中计

算机软件及其在运动控

制中的应用 

  √   

3.1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步

骤等 

    √ 

3.2 典型运动控制系统

设计实例 
    √ 

3.3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项目讨论、演示 
    √ 

4.1 基于运动控制卡的

单轴运动控制 
   √ √ 

4.2 基于运动控制卡的

两轴协调运动控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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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38P1        英文名称：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造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智能制造的内涵，建立对智能制造技术体系的一个宏观认识。 

目标 2：了解智能制造的系统架构，了解各组成要素的概念及应用。 

目标 3：了解和识别智能制造中的关键核心技术，了解其在智能制造中的

地位及应用情况。 

目标 4：了解智能制造在产业中的应用情况。 

二、课程内容 

（一）智能制造的概念及技术特征 （4 学时） 

1.1 了解智能制造的时代背景，制造业发展和现状。 （1 课时） 

1.2 掌握智能制造的概念、标准化模型及标准体系框架。 （1 课时） 

1.3 掌握智能制造的主要技术特征：自动化制造、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制

造、协同制造、预测型制造。 （2 课时） 

（二）智能制造系统 （6 课时） 

2.1 了解智能制造的系统架构。 （1 课时） 

2.2 了解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1 课时） 

2.3 了解生产执行系统的概念及应用。 （1 课时） 

2.4 熟悉信息物理系统（CPS）的定义、结构体系、特征及其在智能制造中

的应用。  （1 课时） 

2.5 通过智能制造实例了解智能制造系统。 （2 课时） 

（三）智能制造核心技术 （20 课时） 

3.1 熟悉智能制造装备及其主要技术。 （2 课时） 

3.2 通过实验了认识智能制造系统中的硬件。 （2 课时） 

3.3 熟悉智能制造中的识别技术。 （2 课时） 

3.4 熟悉智能制造中的信息技术。 （2 课时） 

3.5 通过实验了解识别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智能制造系统中的应用。 （2 课时） 

3.6 了解专家系统、机器人学习及人工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概念、

结构组成及应用。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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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通过人工智能实验，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实现方法及其在智能制造

中的应用。 （4 课时） 

3.8 了解智能制造系统中的调度控制、路径规划及供应管理。 （2 课时） 

3.9 生产调度实验，了解生产调度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2 课时） 

（四）智能制造的应用和展望 （2 课时） 

4.1 通过实例了解智能制造在我国应用情况。 （1 课时） 

4.2 了解智能制造的产业前景。 （1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智能制造导论》，德州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智能制造》，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5 

2.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邓朝辉等编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9 

3.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与企业应用》，谭建荣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5 

4. 《智能制造之路》，丁德宇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8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项目验收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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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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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技术

体系、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过程、智能制造装备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印松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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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智

能 制 造 的 内

涵，建立对智

能制造技术体

系的一个宏观

认识。 

目标 2：了解智能

制造的系统架构，

了解各组成要素

的概念及应用。 

目标 3：了解和识别智能制

造中的关键核心技术，了解

其在智能制造中的地位及

应用情况。 

 

目标 4：了解智能

制造在产业中的

应用情况。 

1.1 了解智能制造的时代背景，

制造业发展和现状 
√    

1.2 掌握智能制造的概念、标准

化模型及标准体系框架 
√    

1.3 掌握智能制造的主要技术

特征 
    

2.1 了解智能制造的系统架构  √   

2.2 了解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 
 √   

2.3 了解生产执行系统的概念

及应用 
 √   

2.4 熟悉信息物理系统（CPS）
的定义、结构体系、特征及其

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   

2.5 通过智能制造实例了解智

能制造系统 
 √   

3.1 熟悉智能制造装备及其主

要技术 
  √  

3.2 通过实验了认识智能制造

系统中的硬件 
  √  

3.3 熟悉智能制造中的识别技

术 
  √  

3.4 熟悉智能制造中的信息技

术 
  √  

3.5 通过实验了解识别技术和

信息技术在智能制造系统中的

应用 

  √  

3.6 了解专家系统、机器人学习

及人工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

术的概念、结构组成及应用 

  √  

3.7 通过人工智能实验，了解人

工智能的概念、实现方法及其

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  

3.8 了解智能制造系统中的调

度控制、路径规划及供应管理 
  √  

3.9 生产调度实验，了解生产调

度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  

4.1 通过实例了解智能制造在

我国应用情况 
   √ 

4.2 了解智能制造的产业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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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液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23339P1    英文名称： Electro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Techniqu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工程流体力学、控制工程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液控制控制系统原理、组成及应用。 

目标 2：了解圆柱滑阀、喷嘴挡板阀的特性，了解恒流液压放大器的特性。 

目标 3：了解位置力反馈式两级电液伺服阀的基本方程、传递函数、方块

图、特性分析及设计要点；了解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的类型，电液位置伺服控制

系统的组成及各种特性以及校正方法。 

目标 4：掌握电液比例压力阀、比例换向阀的工作原理；熟悉电液比例变

量泵的分类与控制方式。了解电液比例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其特性。 

目标 5：能够自行设计电液比例压力控制回路原理图；电液比例方向流量

阀控制油缸速度回路原理图；并能连接液压回路，进行实验。 

二、课程内容 

（一）电液控制系统概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了解电液伺服、电液比例控制的含义、电液伺服与比例控制技术发展概况、

电液比例控制系统的组成、分类和特点。 

（二）电液控制基础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位移/角位移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速度/转速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压力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流量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1 课时） 

2.2  动圈式和动铁式电气-机械转换元件的基本原理；直流比例电磁铁的工

作原理；控制用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2 课时） 

2.3 控制放大器的功能与基本要求、分类；典型结构与原理 （1 课时）。 

（三）液压控制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3.1 液压桥路的概念与类型；圆柱滑阀的分类；喷嘴挡板阀的工作原理；

射流管阀的工作原理 （2 课时） 

3.2 四边滑阀的特性分析、滑阀的功率输出与效率分析； （1 课时） 

3.3 喷嘴挡板阀的特性分析；射流管阀的特性分析。 （1 课时） 

（四）液压动力机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四通阀控液压缸的特性及分析；四通阀控液压马达的特性及分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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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阀控液压缸特性分析 （2 课时） 

4.2 泵控液压马达的特性分析；液压动力机构的负载折算与最佳匹配分析。 

  （2 课时） 

（五）电液伺服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电液伺服阀的基本组成及分类；常见电液伺服阀的典型结构和工作原

理  （3 课时） 

5.2 电液伺服阀的特性与主要性能参数；电液伺服阀的选择与使用。（1 课时） 

（六）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6.1 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的类型与评价指标；电液位置伺服系统分析；电液

伺服控制系统的性能改善 （1 课时） 

6.2 电液速度伺服系统分析；电液力伺服系统分析；电液伺服控制系统案例

分析  （1 课时）。 

（七）电液比例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7.1 电液比例阀的基本类型与组成；电液比例压力阀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电液比例流量阀的分类与工作原理；电液比例方向阀的分类及工作原理；电液

比例控制系统案例分析。 （6 课时） 

7.2 电液比例变量泵的分类与控制方式；比例排量控制泵工作原理及控制

特性分析；比例压力控制泵工作原理及其控制特性分析；比例流量控制泵的工

作原理；比例复合控制泵的工作原理及变量方式选择；电液比例控制系统案例

分析。  （4 课时） 

（八）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电液比例压力控制实验 （2 课时） 

电液比例方向流量阀控制油缸速度实验。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液控制技术》，曹树平等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9 

（二）参考教材 

1.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杨征瑞等编著， 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8 

2. 《新编实用电液比例技术》吴根茂、邱秀敏等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许益民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4. 《电液比例控制及应用实例》，黄志坚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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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0%ED%D2%E6%C3%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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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考勤（10%）、作业（20%）、实验（2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气-机械转换元件的、液压

桥路、圆柱滑阀的特性、电液伺服阀及伺服系统、电液比例阀及比例系统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张栋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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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液控制控制

系统原理、组

成及应用。 

目标 2：了解圆

柱滑阀、喷嘴

挡 板 阀 的 特

性，了解恒流

液压放大器的

特性。 

目标 3：了解最常

用的位置力反馈式

两级电液伺服阀的

基本方程、传递函

数、方块图、特性

分析及设计要点；

了解电液伺服控制

系统的类型，电液

位置伺服控制系统

的组成及各种特性

以及校正方法。 

目标 4: 掌握电液

比例压力阀（包括

比例溢流阀、比例

减压阀、三通比例

减压阀）、比例流

量阀（包括比例节

流阀、比例调速

阀）、比例换向阀

的工作原理；熟悉

电液比例变量泵

的分类与控制方

式。了解电液比例

控制系统的组成

及其特性。 

目标 5：能

够自行设

计电液比

例方向流

量阀控制

油缸速度

回路原理

图，连接液

压回路，进

行实验。 

 

1 电液控制系统概论 √     

2 电液控制基础技术 √ √    

3 液压控制阀 √ √    

4 液压动力机构的 √ √    

5 电液伺服阀 √  √   

6 电液伺服控制系统及设计 √  √ √ √ 

7.1 电液比例阀 √ √  √  

7.2 电液比例变量泵 √ √  √  

7.3 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及设计 √     

电液比例方向流量阀控制油缸

速度实验  
    √ 

电液比例压力控制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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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40P1       英文名称：Robot System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机电控制系统、液压与气压传动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具备根据实验任务要求，完成机器人系统方案设计的能力。 

目标 2：了解机器人在工业中的应用，了解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种类及应

用，掌握末端执行器气动回路的搭建方法，掌握基于作业任务的工业机器人示

教编程方法。 

目标 3：学会使用 PLC 及触摸屏实现自动化设备的逻辑控制编程。 

目标 4：学会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完成机器人、PLC 及其他外围设备的硬

件连接与信息互通。 

目标 5：具备对项目进行总结、编写设计说明书、操作说明书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系统方案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学时） 

1.1 熟悉实验场地和设备，理解任务需求。 （1 课时） 

1.2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完成系统方案设计。 （2 课时） 

1.3 总结系统模块，对任务进行分工。 （1 课时） 

（二）机器人示教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2.1 根据机器人作业要求，查阅机器人操作手册，完成工具坐标系和用户

坐标系的设定。 （2 课时） 

2.2 根据机器人作业要求，查阅机器人编程手册，完成机器人示教编程。 

  （4 课时） 

2.3 查阅机器人硬件手册，制作机器人 IO 分配表，进行机器人 IO 配置，绘

制电气原理图，完成机器人 IO 连接。 （2 课时） 

2.4 机器人现场总线使用方法，查阅总线应用手册，完成总线连接和设置。 

  （2 课时） 

（三）机器人执行器搭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与以上课时同步执行） 

3.1 根据作业要求，选用合适的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1 课时） 

3.2 设计末端执行器控制回路和气动回路，并绘制原理图。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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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连接执行器控制回路和气动回路，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调试。 （2 课时） 

（四）控制系统搭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与以上课时同步执行） 

4.1 查阅 PLC 硬件手册，制作 PLC IO 分配表，制作电气原理图，完成 PLC 

IO 连接。  （2 课时） 

4.2 PLC 端现场总线使用方法，查阅总线应用手册，完成总线连接、设置和

应用。  （2 课时） 

4.3 查阅 PLC 编程手册，完成 PLC 程序编写，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初步调试。 

  （4 课时） 

4.4 按任务要求设计 HMI。 （2 课时） 

（五）系统调试和总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与以上课时同步执行） 

5.1 借助万用表、示波器等设备对电气硬件连接进行检查和调试。 （2 课时） 

5.2 对系统功能（HMI、机器人、PLC 和末端执行）进行联调，查找、分

析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4 课时） 

5.3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结，完成实验说明书。 （2 课时） 

5.4 实验项目答辩。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叶晖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 

2. 《工业机器人应用基础》，魏志丽等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6.11 

3. 《机器人培训教材》，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2002.12 

4. 《FX 系列 PLC 编程及应用》，瘳常初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 

5. 《FX3u-16CCL-M 用户手册》，三菱电气，2012.5 

6. 《FX3GA 硬件手册》，三菱电气，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四、课程考核 

根据学生的设计质量、图纸质量；实验态度、实验情况、实验质量；实验

报告质量等内容进行分步考核、综合评定。 

总成绩的评定为以下项目的综合： 

1. 理解任务，进行系统方案设计，绘制系统方案图 10% 

2. 制定机器人 IO 分配表，完成机器人示教编程 20% 

3. 绘制和连接气动回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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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PLC IO分配表，制作电气原理图，完成 IO连接，编写PLC程序 25% 

5. 设计人机操作界面 5% 

6. 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调试 10% 

7. 综合实验报告和答辩 0% 

五、附件 

 

制定人： 印松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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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根

据实验任务要

求，完成机器人

系统方案设计

的能力 

目标 2：掌握末端

执行器气动回路

的搭建方法，掌握

基于作业任务的

工业机器人示教

编程方法 

目标 3：学会使

用 PLC 及触摸

屏实现自动化

设备的逻辑控

制编程 

目标 4：学会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完

成机器人、PLC 及

其他外围设备的

硬件连接与信息

互通 

目标 5：具备对

项目进行总结

编写设计说明

书、操作说明书

的能力 

1.1 熟悉实验场地和设

备，理解任务需求 
√ √    

1.2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结合所学知识，完成系

统方案设计 

√     

1.3 总结系统模块，对任

务进行分工 
√     

2.1 完成工具坐标系和用

户坐标系的设定 
 √    

2.2 完成机器人示教编程  √    

2.3 制作机器人 IO 分配

表，完成机器人 IO 连接 
   √  

2.4 完成总线连接和设置    √  

3.1 根据作业要求，选用

合适的机器人末端执行

器 

 √    

3.2 设计末端执行器控

制回路和气动回路，并

绘制原理图 

 √    

3.3 连接执行器控制回

路和气动回路，并对执

行情况进行调试 

 √  √  

4.1 完成 PLC IO 连接    √  

4.2 完成 PLC 总线连接、

设置和应用 
   √  

4.3 完成 PLC 程序编写，

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初步

调试 

  √   

4.4按任务要求设计HMI   √   

5.1 借助万用表、示波器

等设备对电气硬件连接

进行检查和调试 

   √  

5.2 对系统功能（HMI、

机器人、PLC 和末端执

行）进行联调，查找、

分析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  

5.3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

结，完成实验说明书 
    √ 

5.4 实验项目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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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系统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41P1       英文名称：Application of Mechatronic Systems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电控制技术综合实验、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培养团队意识，能够与他人有效合作，共同实现机电一体化系统

集成任务。 

目标 2：学会根据项目任务要求，完成机电一体化系统方案设计。 

目标 3：学会机电一体化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 

目标 4：学会项目软硬件调试，并借助仪器设备进行故障分析、排除。 

目标 5：学会对项目进行总结、分析，撰写项目说明书。 

二、课程内容 

（一）常见液体灌装工艺流程及装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学时） 

1.1 灌装线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工艺过程、组成结构等知识。 （2 课时） 

1.2 灌装压盖机的常见方法及安装与维护。   （1 课时） 

1.3 灌装压盖机的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 （1 课时） 

（二）灌装系统方案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学时） 

2.1 熟悉实验场地和设备，理解任务需求。 （1 课时） 

2.2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所学知识，完成系统方案设计。 （2 课时） 

2.3 总结系统模块，对任务进行分工。 （1 课时） 

（三）液体灌装系统机械部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 课时） 

3.1 灌装液体容量的调节方法。 （1 课时） 

3.2 灌装结构原理及其调节方法。 （1 课时） 

3.3 分瓶结构及其原理。 （1 课时） 

3.4 旋盖结构及其原理。 （1 课时） 

3.5 气动系统安装调试。 （1 课时） 

（四）液体灌装系统控制部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4.1 制作 PLC I/O 分配表，设计电气原理图，完成 PLC I/O 连接。 （2 课时） 

4.2 PLC 程序编写，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初步调试。 （2 课时） 

4.3 传感器安装与调试。 （2 课时） 

4.4 按任务要求设计 HMI。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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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调试和总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 课时） 

5.1 借助万用表、示波器等设备对电气硬件连接进行检查和调试。 （4 课时） 

5.2 对系统功能（HMI、传感器、PLC、变频器和电机）进行联调，查找、

分析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8 课时） 

5.3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结，完成实验说明书。 （4 课时） 

5.4 实验项目答辩。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课程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刘安静主编，《灌装线设备安装与维护》，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 

2、产品手册、说明书 

四、课程考核 

1、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出勤（10%）+承担工作量（30%）。 

2、验收答辩占比 60%，对照任务书的要求进行演示，满分 100 分，缺少项

目减 10 分，功能不完善减 5 分，未能正确回答问题减 5 分。 

五、附件 

 

制定人：  刘俊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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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团

队意识，能够与

他人有效合作，

共同实现机电

一体化系统集

成任务。 

目标 2：学会

根据项目任

务要求，完

成机电一体

化系统方案

设计。 

目标 3：学

会机电一

体化系统

硬件和软

件设计。 

目标 4：学会项目

软硬件调试，并借

助仪器设备进行

故障分析、排除。 

目标 5：学会

对项目进行总

结、分析，撰

写 项 目 说 明

书。 

1.1 灌装线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工

艺过程、组成结构等知识。 
√ √    

1.2 灌装压盖机的常见方法及安装与

维护。 
√ √    

1.3 灌装压盖机的常见故障分析与排

除。 
√     

2.1 熟悉实验场地和设备，理解任务

需求。 
√ √    

2.2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所学知

识，完成系统方案设计。 
√ √    

2.3 总结系统模块，对任务进行分

工。 
√ √    

3.1 灌装液体容量的调节方法。 √ √ √   

3.2 灌装结构原理及其调节方法。 √  √   

3.3 分瓶结构及其原理。 √  √ √  

3.4 旋盖结构及其原理。  √ √   

3.5 气动系统安装调试。 √  √  √ 

4.1 制作 PLC IO 分配表，设计电气原

理图，完成 PLC IO 连接。 
√ √ √ √ √ 

4.2 PLC 程序编写，并对执行情况进

行初步调试。 
  √ √  

4.3 传感器安装与调试。 √ √ √  √ 

4.4 按任务要求设计 HMI。    √  

5.1 借助万用表、示波器等设备对电

气硬件连接进行检查和调试。 
  √ √  

5.2 对系统功能（HMI、传感器、PLC、

变频器和电机）进行联调，查找、分

析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 √  

5.3 对项目过程进行总结，完成实验

说明书。 
√ √ √ √ √ 

5.4 实验项目答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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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传动及控制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42P1     

英文名称：Application of Hydraulic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液压与气压传动、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液压传动系统执行元件与设备被拖动件的常用连接方法，应

用于具体设备，能够绘制液压执行元件和它与设备负载的连接结构工程图。 

目标 2：掌握液压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和设计要求、设计计算步骤，能够

设计简单液压系统，学会由液压基本回路综合得到液压系统，学会液压元件的

选用，能使用 CAD 或者其他软件绘制液压基本回路和液压系统原理图，能够使

用设计手册、产品样本、标准和规范等设计资料进行系统设计，以及进行经验

估算。 

目标 3：掌握液压基本回路和液压系统的继电器控制、PLC 控制，掌握传

感器在液压系统控制中的应用。能够根据给出的设计要求，设计继电器控制液

压基本回路和液压系统、以及 PLC 控制液压系统。  

目标 4：在实验台搭建液压系统。能够正确选取元件，完成液压基本回路

和液压系统的搭接、调试、功能测试，了解液压系统简单的故障处理方法。 

目标 5：掌握继电器对液压系统控制的动作循环顺序表，能够完成继电器

对已搭建好的液压系统的控制、调试液压系统性能，实现执行元件工作循环要

求。 

目标 6：掌握 PLC 对液压系统的控制的程序编制，能够绘制控制系统接线，

完成 PLC 对已搭建好的液压系统统的控制，进行液压系统调试，实现执行元件

工作循环要求。 

二、课程内容 

（一）液压系统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3 课时） 

1.1 介绍综合实验题目及设计要求、工作量要求、设计时间和内容的安排，

以及注意事项。学生借阅设计手册等材料。 （1 课时） 

1.2 熟悉液压实验台、现有液压元件、传感器、以及实验用工具，查阅现有

液压元件的性能参数。 （1 课时） 

1.3 总体设计。需要调研、分析产品的功能要求，明确设计思想，要注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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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法律法规相关的功能；确定性能参数，划分功能模块，设计总体方

案。  （2 课时） 

1.4 液压传动系统设计。明确设计要求，进行工况分析，包括运动分析和负

载分析；确定液压系统主要参数；液压传动系统方案的分析，拟定液压系统原

理图；参数计算和选择液压元件；液压系统性能验算和校核；使用 CAD 等软件

绘制液压系统图。 （9 课时） 

（二）机械结构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根据实际设备的要求，设计执行元件与所拖动设备负载的连接结构。 

  （2 课时） 

2.2 完成执行元件的结构设计与计算，绘制出执行元件的装配图。 （2 课时） 

（三）控制程序编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对液压系统动作过程进行分析。使用继电器控制，配合传感器，完成控

制系统的设计。选择电磁控制阀、传感器，绘制电磁铁动作顺序表。 （2 课时） 

3.2 使用 PLC 控制，配合传感器，完成控制系统的设计。确定输入/输出点

的个数及类型、PLC 型号、进行端子接线图的设计、PLC 梯形图设计，绘制接

线图以及梯形图。 （4 课时） 

（四）液压系统搭建、调试、性能测试、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4.1 在实验平台上完成基本回路、液压传动系统的连接，完成继电器控制系

统的接线，使用继电器控制，配合传感器，进行基本回路和液压系统的调试，

控制功能测试，实现执行机构工作循环要求。 （4 课时） 

4.2 在实验平台上完成 PLC 控制系统的接线，程序导入，使用 PLC 控制，

配合传感器，进行系统的调试和控制功能测试，实现执行机构工作循环要求。 

  （6 课时） 

（五）综合实验报告撰写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 课时） 

5.1 撰写综合实验报告，编制技术文件。技术文件一般包括：基本件、标准

件、通用件及外购件汇总表、液压系统安装和调试要求、电气系统安装和调试

要求等。  （6 课时） 

5.2 成果讲解及演示。 （1 课时） 

成果包括：图纸部分-执行元件机械结构部件图、液压系统原理图、电气控

制原理图（包括端子接线图、PLC 梯形图）；实验测试部分-液压系统的连接、

调试和功能测试、电气控制系统的接线以及对液压系统的控制功能测试；实验

报告部分-提交综合实验报告。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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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传动及控制综合实验指导书》（自编），王廷军 孙渊，2012.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液压系统设计简明手册》，杨培元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2.《液压系统设计指导》，孔庆华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11 

3.《机械设计手册：液压传动与控制》（第 5 版），闻邦椿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15.02 

4.《液压系统控制与 PLC 应用》，黄志坚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04 

5.《液压系统 PLC 控制实例精解》，王守城，段俊勇著，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1.07 

6．《机械设计手册》，（第 6 版），第 1~5 卷，成大先主编，化工出版社,2016.4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综合实验报告成绩、实验测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综合实验报告质量、实验测试等内容进行考核、综

合评定。其中实验测试部分成绩在完成该部分测试时进行考核。 

1. 平时成绩占比 15%，主要包括：考勤 5%、实验态度 5%、实验表现 5%。 

2. 综合实验报告成绩占比 45%，主要包括：执行元件与拖动设备负载的连

接结构设计 5%、液压元件结构设计与绘制工作图 5%、液压系统设计计算与绘

制液压系统图 20%、PLC 控制系统设计与绘制 PLC 接线图控制程序 15%。 

3. 实验测试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液压传动回路连接及其性能测试

20%、PLC 接线及控制系统性能测试 20%。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廷军  审核人：  汪烨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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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传动系

统执行元件

与设备被拖

动件的常用

连接方法，

应用于具体

设备，能够

绘制液压执

行元件和它

与设备负载

的连接结构

工程图。 

目标 2：掌握液压

系统设计的基本方

法和设计要求、设

计计算步骤，能够

设计简单液压系

统，学会由液压基

本回路综合得到液

压系统，学会液压

元件的选用，能使

用 CAD 或者其他

软件绘制液压基本

回路和液压系统原

理图，能够使用设

计手册、产品样本、

标准和规范等设计

资料进行系统设

计，以及进行经验

估算。 

目标 3：掌握液

压基本回路和

液压系统的继

电器控制、PLC

控制，掌握传感

器在液压系统

控制中的应用。

能够根据给出

的设计要求，设

计继电器控制

液压基本回路

和液压系统、以

及 PLC 控制液

压系统。 

目标 4：在

实验台搭

建液压系

统。能够正

确选取元

件，完成液

压基本回

路和液压

系统的搭

接、调试、

功能测试，

了解液压

系统简单

的故障处

理方法。 

目标 5：掌

握继电器

对液压系

统控制的

动作循环

顺序表，能

够完成继

电器对已

搭建好的

液压系统

的控制、调

试液压系

统性能，实

现执行元

件工作循

环要求。 

目标 6：掌

握 PLC 对

液压系统

的控制的

程序编制，

能够绘制

控制系统

接线，完成

PLC对已搭

建好的液

压系统统

的控制，进

行液压系

统调试，实

现执行元

件工作循

环要求。 

1.1 介绍综合实验题目

及设计要求、工作量要

求、设计时间和内容的

安排，以及注意事项。

学生借阅设计手册等材

料。 

√ √    

 

1.2 熟悉液压实验台、现

有液压元件、传感器、

以及实验用工具，查阅

现有液压元件的性能参

数。 

 √ √ √ √ 

√ 

1.3 总体设计。需要调

研、分析产品的功能要

求，明确设计思想，要

注意与人身安全、法律

法规相关的功能；确定

性能参数，划分功能模

块，设计总体方案。 

√ √ √ √  

 

1.4 液压传动系统设计，

液压元件选择，使用

CAD 等软件绘制液压

系统图。 

 √    

 

2.1 根据实际设备的要

求，设计执行元件与所

拖动设备负载的连接结

构。 

√     

 

2.2 执行元件的结构设

计与计算，绘制出执行

元件的装配图。 

√ √    

 

3.1 对液压系统动作过

程进行分析。配合传感

器，完成继控制系统的

设计。 

  √   

 

3.2 使用 PLC 控制，配

合传感器，完成控制系

统的设计，绘制接线图

以及梯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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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搭接基本回路、液压

传动系统，继电器控制

接线，进行基本回路和

液压系统的调试，控制

功能测试。 

   √ √ 

 

4.2 PLC 接线，程序导

入，进行 PLC 控制系统

的调试和控制功能测

试，实现执行元件工作

循环要求。  

   √  √ 

5.1 撰写综合实验报告，

编制技术文件。 
√ √ √ √ √ √ 

5.2 成果讲解及演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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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30A1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I）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创新创业教育（2）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认知创新、

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新、创业活动的特殊性，掌握创新、创新素质、创新思维、

创新方法、创新实践的基本知识与要求，辨证地认识和分析创业者、创业机会、

创业资源、创业计划和创业项目。 

目标 2：使学生具备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掌握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

的训练方法以及创新计划的撰写方法，提高创新水平。掌握创业资源整合与创

业计划撰写的方法，熟悉新企业的开办流程与管理，提高创办和管理企业的综

合素质和能力。 

目标 3：使学生树立创新精神和科学创业观。指导学生培养创新精神，提

高创新能力，突出创新能力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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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自

觉遵守创业规律，积极投身创业实践。 

二、课程内容 

1.创新与创新能力 （2课时） 

1.1创新、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内涵 

1.2创新的原则和过程 

1.3创新思维本质特征 

1.4创新能力的公式及特点 

1.5常用创新思维方式  

1.6创新思维环境条件  

1.7创新思维应用  

2.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 （2课时） 

2.1思维的概念 

2.2知识与思维能力 

2.3创新思维概述 

2.4创新思维的本质特征 

2.5常用创新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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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创新思维环境条件 

2.7创新思维应用 

2.8创新方法概述 

2.9常用的创新方法 

2.10常用的创新技巧 

3.创新思维训练与创新能力提升 （2课时） 

3.1创新思维训练 

3.2突破创新思维障碍 

3.3掌握柯尔特思维工具 

3.4创新思维自我训练 

3.5创新能力培养 

3.6培养创新能力途径 

3.7掌握九种必备创新能力 

4.大学生创业现状 （2课时） 

4.1中国高等院校创业教育 

4.2当代中国大学生创业概况 

4.3创业教育定位 

4.4我国大学生创业失败案例分析 

4.5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思考 

5.创业与创业成功的基石 （2课时） 

5.1创业的内涵 

5.2创业的要素与类型 

5.3创业与大学生人生发展 

5.4个人创业素质与能力 

5.5积极心态的力量 

5.6积极心态的基本原则 

5.7培养积极心态的途径 

6.创业精神与创业者 （2课时） 

6.1创业精神概述 

6.2创业精神培育方法 

6.3创业者概述 

6.4创业者素质 

7.创业者能力培养 （2课时） 

7.1创业者的创新能力 

7.2创业者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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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创业者的决断能力 

7.4创业者的领导能力 

8.创新与创业管理（2课时） 

8.1从创新到创业的过程 

8.2创业管理的内涵和特征 

三、课程教材 

1.教材：《创新创业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李伟 张世辉编著，2015

年） 

2.教学参考书： 

《创新思维与创新教育》（清华大学出版社，王中强 陈工孟编著，2017

年） 

《积极心态的力量》 四川人民出版社 拿破仑.西尔著 刘进译 

《挑战生涯富裕人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宋昊编著 

《最成功的创业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何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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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或论文。 

五、附件 

 

制定人：   王洁  审核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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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开展创新、

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

识 

目标 2：具备在创新基

础上的创业能力 

目标 3：使学生树立创

新精神和科学创业观 

1.1创新、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内涵 √   

1.2创新的原则和过程 √   

1.3创新思维本质特征 √   

1.4创新能力的公式及特点 √   

1.5常用创新思维方式  √   

1.6创新思维环境条件  √   

1.7创新思维应用  √   

2.1思维的概念 √   

2.2知识与思维能力 √   

2.3创新思维概述 √   

2.4创新思维的本质特征 √   

2.5常用创新思维方式 √ √  

2.6创新思维环境条件 √   

2.7创新思维应用 √ √  

2.8创新方法概述 √   

2.9常用的创新方法 √ √  

2.10常用的创新技巧 √ √  

3.1创新思维训练 √   

3.2突破创新思维障碍 √   

3.3掌握柯尔特思维工具 √ √  

3.4创新思维自我训练 √ √  

3.5创新能力培养  √  

3.6培养创新能力途径 √ √  

3.7掌握九种必备创新能力  √  

4.1中国高等院校创业教育 √   

4.2当代中国大学生创业概况 √   

4.3创业教育定位 √  √ 

4.4我国大学生创业失败案例分析 √  √ 

4.5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思考 √  √ 

5.1创业的内涵 √   

5.2创业的要素与类型 √   

5.3创业与大学生人生发展 √ √ √ 

5.4个人创业素质与能力 √ √ √ 

5.5积极心态的力量 √ √ √ 

5.6积极心态的基本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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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培养积极心态的途径 √ √ √ 

6.1创业精神概述 √  √ 

6.2创业精神培育方法 √ √ √ 

6.3创业者概述 √   

6.4创业者素质 √ √  

7.1创业者的创新能力 √ √  

7.2创业者的应变能力 √ √  

7.3创业者的决断能力 √ √  

7.4创业者的领导能力 √ √  

8.1从创新到创业的过程 √ √ √ 

8.2创业管理的内涵和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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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33430A2   英文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II） 

学分/学时：1/16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 

先修课程：创新创业教育（1）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认知创新、

创业的基本内涵和创新、创业活动的特殊性，掌握创新、创新素质、创新思维、

创新方法、创新实践的基本知识与要求，辨证地认识和分析创业者、创业机会、

创业资源、创业计划和创业项目。 

目标 2：使学生具备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掌握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

的训练方法以及创新计划的撰写方法，提高创新水平。掌握创业资源整合与创

业计划撰写的方法，熟悉新企业的开办流程与管理，提高创办和管理企业的综

合素质和能力。 

目标 3：使学生树立创新精神和科学创业观。指导学生培养创新精神，提

高创新能力，突出创新能力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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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创业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自

觉遵守创业规律，积极投身创业实践。 

二、课程内容 

1.创业机会与商业模式 （2课时） 

1.1创业机会识别 

1.2创业机会评估工具 

1.3市场调查和分析方法 

1.4创业风险评估管理 

1.5适合大学生的创业项目 

1.6商业模式开发 

2.创业资源 （2课时） 

2.1创业资源的内涵与种类 

2.2大学生创业者资源 

2.3影响创业资源获取的因素 

2.4创业资源获取 

2.5创业资源管理 

3.创业者与创业团队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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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创业者的素质 

3.2创业团队的概念及特征 

3.3打造优秀创业团队的方法 

3.4如何管理创业团队 

4.创业计划 （2课时） 

4.1创业计划概述 

4.2创业计划书的概念及其作用 

4.3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和展示技巧 

5.新企业的开办 （4课时） 

5.1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5.2企业注册流程 

5.3注册企业面临的法律问题 

5.4新企业生存管理 

5.5大学生创业政策 

6.创新创业比赛介绍及实践指导 （4课时） 

6.1校内外各项创新创业比赛项目介绍 

6.2报名要求 

6.3团队组建等指导 

三、课程教材 

1.教材：《创新创业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李伟 张世辉编著，2015

年） 

2.教学参考书： 

《创新思维与创新教育》（清华大学出版社，王中强 陈工孟编著，2017

年） 

《积极心态的力量》 四川人民出版社 拿破仑.西尔著 刘进译 

《挑战生涯富裕人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宋昊编著 

《最成功的创业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何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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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洁   审核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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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开展创新、

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

识 

目标 2：具备在创新基

础上的创业能力 

目标 3：使学生树立创

新精神和科学创业观 

1.1创业机会识别 √ √  

1.2创业机会评估工具 √ √  

1.3市场调查和分析方法 √ √  

1.4创业风险评估管理 √ √  

1.5适合大学生的创业项目 √ √  

1.6商业模式开发 √ √  

2.1创业资源的内涵与种类 √   

2.2大学生创业者资源 √   

2.3影响创业资源获取的因素 √ √ √ 

2.4创业资源获取 √ √ √ 

2.5创业资源管理 √ √ √ 

3.1创业者的素质 √  √ 

3.2创业团队的概念及特征 √   

3.3打造优秀创业团队的方法 √ √ √ 

3.4如何管理创业团队 √ √ √ 

4.1创业计划概述 √   

4.2创业计划书的概念及其作用 √ √  

4.3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和展示技巧 √ √  

5.1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 √  

5.2企业注册流程 √ √  

5.3注册企业面临的法律问题 √ √ √ 

5.4新企业生存管理 √ √ √ 

5.5大学生创业政策 √ √ √ 

6.1校内外各项创新创业比赛项目介绍 √   

6.2报名要求 √ √  

6.3团队组建等指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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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48P1        英文名称：Engineering Drawing And CAD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非机械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正投影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 

目标 2：掌握仪器绘图的使用和徒手绘制草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3：掌握阅读和绘制机械工程图样的能力。 

目标 4：初步学会 AutoCAD软件，掌握利用 AutoCAD软件绘制一般图形的

方法。 

目标 5：培养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格遵守国家

标准。 

二、课程内容 

（一）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1.2绘图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1.3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1.4平面图形的分析与绘图方法。 

（二）正投影的基础知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投影法和三视图的形成。 

2.2点的投影。 

2.3直线的投影。 

2.4平面的投影。 

（三）立体的投影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3.1平面立体的投影。 

3.2回转体的投影。 

3.3切割体的投影。 

3.4相贯体的投影。 

（四）组合体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4.1组合体的构造及形体分析法。 

4.2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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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4.4读组合体的视图。 

4.5组合体的构型设计。 

（五）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案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5.1视图。 

5.2剖视图。 

5.3断面图。 

5.4局部放大图及其他规定与简化画法。 

（六）CAD软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6.1CAD软件介绍及其绘图界面设置。 

6.2绘图命令。 

6.3编辑命令。 

6.4简单图形的绘制。 

6.5图层与线型设置。 

6.6文字输入与尺寸标注。 

6.7图块。 

6.8高级命令。 

6.9一般图形的绘制。 

（七）标准件、零件图和装配图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7.1标准件和常用件介绍。 

7.2零件图相关知识介绍。 

7.3装配图相关知识介绍。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制图》（第 2版），刘小年、郭克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图》，何铭新、钱可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2 

2. 《计算机绘图（初级）——AutoCAD 2004 版》，李启炎主编，同济大学

出版社，2004.07 

3. 《AutoCAD 上机指导与实训》，张绍忠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2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制图作业（20%）、CAD（30%）。及考勤

（10%） 

2.期末考核占比 4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正投影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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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立体的投影、组合体、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范新竹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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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机械制

图中国家标准件和有

关规定 

目标 2：能够遵守投

影原理 

目标 3：能够看懂视

图之间的投影关系 

目标 4：能够绘制

一般难度的图形 

1.1《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

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    

1.2绘图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    

1.3常用几何作图方法 √   √ 

1.4平面图形的分析与绘图方法 √   √ 

2.1投影法和三视图的形成  √   

2.2点的投影 √ √   

2.3直线的投影 √ √   

2.4平面的投影 √ √   

3.1平面立体的投影  √   

3.2回转体的投影  √ √  

3.3切割体的投影  √ √  

3.4相贯体的投影  √ √  

4.1组合体的构造及形体分析法  √ √  

4.2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   

4.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    

4.4读组合体的视图  √ √  

4.5组合体的构型设计  √ √  

5.1视图 √ √ √ √ 

5.2剖视图 √ √ √ √ 

5.3断面图 √ √ √ √ 

5.4 局部放大图及其他规定与简

化画法 
√ √ √ √ 

6.1CAD软件介绍及其绘图界面设

置 
 √   

6.2绘图命令  √  √ 

6.3编辑命令  √  √ 

6.4简单图形的绘制  √  √ 

6.5图层与线型设置  √   

6.6文字输入与尺寸标注  √   

6.7图块  √   

6.8高级命令  √  √ 

6.9一般图形的绘制  √  √ 

7.1标准件和常用件介绍 √    

7.2零件图相关知识介绍 √    

7.2装配图相关知识介绍 √    



 

316 

《数控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49P1   英文名称：Nume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电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2）、机械制造技术、工程材料与金属

热处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1：了解数控机床的分类、工作原理与性能指标。 

目标2：掌握数控加工程序编制的目的、内容与步骤；掌握数控切削加工程

序的结构与编程规则。 

目标3：掌握数控机床常用指令的编程方法；掌握利用数控仿真软件进行数

控程序的输入、修改、存储及程序执行的操作。 

目标4：能够应用机械制造工艺学相关知识，分析零件及其加工的影响因素。 

目标5：通过零件的工艺设计与分析，掌握零件加工参数正确选择方法和过

程。 

目标6：了解数控机床的基本操作，能够在数控机床上调用数控加工程序，

并在正确安装零件、刀具的基础上，完成对刀、试切，最终完成零件加工。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教学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关系矩阵 
       指标点 

       贡献度 

教学目标 

1.3 2.2 2.3 3.2 4.1 4.2 5.2 9.1 10.1 10.2 

目标1     ☆      

目标2  ☆ ☆  ☆  ☆    

目标3 ☆  ☆    ☆ ☆  ☆ 

目标4 ☆   ☆    ☆  ☆ 

目标5 ☆   ☆  ☆  ☆ ☆ ☆ 

目标6      ☆  ☆ ☆ ☆ 

    注:用☆☆☆、☆☆、☆分别表示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贡献度为强、中、弱。 

三、课程内容 

（一）数控技术概述与数控加工技术基础 

  （支撑课程目标 1、2、3、4、5、6） 

1.1 数字控制等基本概念，数控机床的组成及分类，数控技术的发展。 

  （2 课时） 

1.2 数控加工过程，数控机床的坐标系，数控编程的内容与步骤，程序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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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格式，数控编程基础，数控编程中的数值计算。 （4 课时） 

（二）数控编程的通用知识和基本内容 （支撑课程目标 1、2、3、4） 

2.1 数控车床与编程 （6 课时） 

车削刀具调整，基本车削操作，车床对刀方法，刀尖圆弧半径补偿，车削

子程序的应用，单一形状固定循环，车削综合循环，编程综合。 

2.2 数控铣床编程 （4 课时） 

铣床的操作步骤，铣床对刀方法，刀具半径补偿和长度补偿的原理和应用，

孔循环指令，（简单介绍比例编程、旋转编程、镜像编程原理与方法）。 

（三）典型零件工艺分析和数控加工程序编制及其数控加工 

  （支撑课程目标 3、4、5、6） 

3.1 零件工艺分析 （2 课时） 

3.2 零件数控加工程序编制，包括仿真加工。 （2 课时） 

3.3 上机实践：实际操作使用数控机床，进行数控加工，包括数控加工程序

调试、工件装夹、对刀、加工、尺寸测量控制，最后完成零件加工 （8 课时） 

（四）数字化制造项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支撑课程目标 1、3、5、6） 

4.1 撰写课程报告 （2 课时+课外时间） 

4.2 项目综合答辩 （2 课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1.课程目标 1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作业进行考评； 

2.课程目标 2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作业进行考评； 

3.课程目标 3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或案例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4.课程目标 4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作业进行考评； 

5.课程目标 5 的达成度通过课程项目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6.课程目标 6 的达成度通过上机综合测试进行考评。 

五、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数控技术与应用》，侯培红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数控技术》，卢红，王三武，黄继雄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8

月 

2.《数控编程与工艺实验实训指导》，侯培红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6 月 

3.《数控机床与数控编程技术》，陈志雄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 1

月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C2%AC%BA%E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CD%F5%C8%FD%CE%E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B%C6%BC%CC%D0%D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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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60%），期末考试（40%）。平

时包括考勤（10%）、平时作业（10%，编程等）、课程报告与答辩（20%）、项

目成绩（20%，上机操作等）。 

1 平时成绩  

（1）平时表现 

本门课程的所有环节均要求参与并签到，不得缺勤。无故缺勤 1/3 以上，

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不低于 5%。 

（2）作业 

平时作业最终成绩为累计作业的平均成绩。每次作业成绩依据学生提交的

作业的正确情况评分，每次作业成绩按满分 5 分。未按时上交或有抄袭现象的，

该次作业成绩按零分计。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3）课程项目  

要求学生按照课程项目要求，完成零件的加工工艺分析，选择合适的刀具，

确定合理的工艺参数，编写数控加工程序，正确操作数控机床、装夹零件、对

刀，正确测量，完成零件加工。撰写课程项目报告。 

课程项目分组进行，同学之间可以交流，但每位同学需从题图库抽取特定

的零件，完成该零件的工艺、编程到加工。项目成绩由零件加工完成过程情况、

项目报告和答辩成绩构成。课程项目成绩占课程成绩的 40%，其中报告成绩占

10%，答辩成绩占 10%。 

未按时提交项目报告或者有抄袭现象的，课程项目成绩按零分计。 

2 上机操作实践 

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全程参与，独立完成，并按时提交零件工艺、编程、

加工项目的电子版文档。未按时提交实验报告或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的，该实

践操作成绩按零分计。上机操作成绩占总成绩 20%。 

3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40%。 

 

制定人：  侯培红  审核人：  于忠海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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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构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0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Construction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后续课程：汽车设计、发动机原理、汽车 CAD/CAE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整体结构，发动机、底盘、车身、电子与电器四大总成

的功用、组成、结构特点等，了解国内外汽车发展的新结构、新技术。 

目标 2：掌握汽车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燃料供给系统、冷却

系统、润滑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汽油机）的功用、组成、结构特点、

工作原理等。 

目标 3：掌握汽车底盘四大系统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

统的功用、组成、结构特点、工作原理等。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和发动机总体构造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 汽车类型；汽车总体构造；国产汽车产品型号编制规则；汽车行驶基

本原理。  （2课时） 

1.2 发动机的总体构造；四冲程发动机工作原理；发动机主要性能指标与

特性；内燃机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2课时） 

（二）发动机两大机构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曲柄连杆机构的功用与组成；燃烧室的组成、气缸体的结构类型、气

缸的结构特点；活塞连杆组的作用及组成、活塞的结构、活塞环的密封原理及

结构特点、连杆的结构；曲轴飞轮组的作用与组成、曲轴的结构与扭转减振器

的工作原理、曲拐的布置与发动机作功顺序之间的关系。 （4课时） 

2.2配气机构的功用、组成、要求及类型；气门式配气机构的布置及传动；

配气定时和凸轮轴的凸轮布置；配气机构的零件和组件。 （2课时） 

（三）发动机各大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 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的功用、组成；可燃混合气的形成；电控燃油喷

射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6课时） 

3.2 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功用及组成、节温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发动机润

滑系统的功用及组成、润滑方式及典型油路；发动机起动系统的工作原理。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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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动机传统点火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电子点火系统；微机控制点火

系统。  （4课时） 

（四）汽车传动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4.1 汽车传动系统的功用、类型与要求；离合器的功用与要求、摩擦离合

器的类型、结构与工作原理、膜片弹簧离合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离合器操纵

机构；从动盘及扭转减振器的结构。 （4课时） 

4.2 变速器的功用及类型；变速器的变速传动机构；同步器的功用、类型

及结构特点；变速器操纵机构；分动器的结构与操纵原则。 （6课时） 

4.3 液力机械传动；液力变矩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特性；行星齿轮变速

器的工作原理；机械式无级变速器工作原理。 （2课时） 

4.4 万向传动装置的功用及组成、万向节、传动轴和中间支承；驱动桥的

功用及组成；单级主减速器结构及工作原理；差速器的功用及类型；普通行星

齿轮差速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半轴及支承型式。 （4课时） 

（五）汽车行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汽车行驶系统功用、类型、组成，轮式行驶系统的组成、力及其力矩

的传递；车架的结构型式及其特点；转向桥、转向驱动桥的结构特点；转向轮

定位参数的形成及作用。 （4课时） 

5.2 悬架的类型及组成；双向筒式减振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常见弹性元

件的类型；非独立悬架和独立悬架的结构及特点；主动悬架和半主动悬架的特

点。  （4课时） 

（六）汽车转向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6.1 转向系统的功用及类型；机械转向系统的组成、结构特点；齿轮齿条

式、循环球式、蜗杆曲柄指销式转向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课时） 

6.2 转向传动机构及特点；动力转向助力装置系统组成和基本原理；常流

式、常压式液压转向加力装置的工作过程。 （2课时） 

（七）汽车制动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 制动系统的功用、组成、工作原理；制动系统的类型；制动器类型及

其特点。  （2课时） 

7.2液压制动系统、气压制动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2课时） 

（八）课程实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8.1 发动机总体构造：观察发动机两大机构和各大系统的构造，熟悉往复

活塞式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和配气机构的结构和组成，了解发动机燃料供给系

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汽油机）的结构和组成。 

  （2课时） 

8.2 变速器构造：观察普通齿轮式变速器的构造，熟悉变速器变速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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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结构及其装配关系，熟悉变速器换档操纵机构的结构与组成，了解同步器

的结构及工作过程，了解变速器各轴的定位结构措施，了解变速器各档位的动

力传递路线。 （2课时） 

8.3 悬架、转向系统：观察悬架系统，熟悉非独立悬架和独立悬架的基本

结构和特点。观察转向系统，熟悉机械式转向系统的组成、转向传动机构的构

造，了解典型转向器的结构、特点，理解其工作原理，了解动力转向系统的类

型、组成。  （2课时） 

8.4 车桥、制动系统：观察车桥的构造，熟悉驱动桥的结构、组成，熟悉

主减速器、差速器的基本结构，了解车轮定位参数及其作用。观察制动系统，

熟悉汽车制动系统的组成及布置，了解各类制动器的构造及制动传动装置主要

部件的构造。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构造》（第 3 版），陈家瑞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原理与构造》，刘宏新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6 

2. 《汽车构造》，史文库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05 

3. 《图解汽车原理与构造》，张金柱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05 

4. 《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第 2 版），张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01 

5. 《汽车发动机电控燃油喷射技术》，李春明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03 

6. 《汽车电子技术》，迟瑞娟等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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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验（20%）、平时测验（20%）、

考勤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动机曲

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燃料供给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起动系统、点

火系统（汽油机）的功用、组成、结构特点、工作原理等；底盘四大系统传动

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的功用、组成、结构特点、工作原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乌秀春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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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整

车发动机、底盘、车

身、电子与电器四大

总成的功用、组成、

结构特点 

目标 2：掌握汽车发

动机各大机构与系

统的功用、组成、

结构特点、工作原

理 

目标 3：掌握汽车底

盘各大系统的功

用、组成、结构特

点、工作原理 

1.1汽车总体构造 √   

1.2发动机总体构造与工作原理 √   

2.1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  √  

2.2发动机配气机构  √  

3.1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  √  

3.2发动机冷却、润滑、起动系统  √  

3.3发动机点火系统  √  

4.1传动系统概述、离合器   √ 

4.2变速器、同步器、分动器   √ 

4.3液力机械传动、液力变矩器、机械式无级变速器   √ 

4.4万向传动装置、驱动桥   √ 

5.1行驶系统概述、车架与车桥   √ 

5.2悬架   √ 

6.1机械转向系统、转向器   √ 

6.2转向传动机构、动力转向系统   √ 

7.1制动系统、制动器   √ 

7.2动力制动系统、液压与气压制动系统   √ 

8.1发动机总体构造  √  

8.2变速器构造   √ 

8.3悬架、转向系统   √ 

8.4车桥、制动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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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023351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Theor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A、工程力学、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后续课程：汽车设计、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保险与理赔、车辆评估与交

易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运动、受力的基本规律；掌握汽车主要技术性能的评价

指标和计算方法；学会分析汽车性能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各性能参数的意义及影响因素；学会分析汽车性能问题

的方法。 

目标 3：掌握正确选择、使用、改装汽车各项参数的能力；学会运用汽车

运行原理及特性原理进行实际问题分析的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性能试验的基本过程，学会汽车性能试验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动力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1.1汽车动力性的概念，汽车动力性评价指标的概念及分类。 （1课时） 

1.2汽车驱动力与行驶阻力的概念，掌握汽车驱动力与行驶阻力的计算及

影响因素，掌握汽车行驶方程的推导及应用。 （2课时） 

1.3汽车驱动力－行驶阻力平衡图与动力特性图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1课时） 

1.4汽车行驶的附着条件与汽车附着率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2课时） 

1.5汽车功率平衡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1课时） 

（二）汽车燃油经济性及动力装置参数选定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汽车燃油经济性的概念及各种评价指标的构成和应用。 （1课时） 

2.2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各种计算方法及应用。 （1课时） 

2.3汽车燃油经济性影响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 （2课时） 

2.4新能源汽车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混合动力汽车的构造和节油原理，电

动汽车的动力性计算。 （2课时） 

2.5汽车动力装置参数的选定方法，包括发动机功率的选择、最小传动比

的选择、最大传动比的选择及传动系挡数与各挡传动比的选择。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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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车制动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汽车制动性的概念及评价指标，制动时车轮的受力特性。 （2课时） 

3.2汽车制动效能及其恒定性的概念、评价方法和影响因素，制动时汽车

方向稳定性的概念、基本原理和各种状态的分析。 （2课时） 

3.3前、后制动器制动力比例关系的分析方法、力学特性和主要参数的计

算方法，理想前、后制动器制动力分配曲线的绘制方法，防抱制动装置的工作

原理。  （2课时） 

（四）汽车操纵稳定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4.1汽车操纵稳定性的概念及评价指标，车辆坐标系的构成。 （1课时） 

4.2轮胎侧偏特性的基本原理及影响因素，轮胎侧偏现象的基本原理。 

  （1课时） 

4.3线性二自由度汽车操纵模型的推导方法，线性二自由度汽车操纵模型

对前轮角输入的各种响应特性、特征参数、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 （3课时） 

4.4悬架、转向系统及传动系统影响汽车操纵稳定性的基本原理。 （2课时） 

4.5提高汽车操纵稳定性的电子控制系统工作原理及应用。 （1课时） 

4.6汽车侧翻的概念、基本原理及评价方法。 （1课时） 

（五）汽车平顺性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人体对振动的反应和平顺性的评价指标及基本原理，汽车平顺性的概

念。  （2课时） 

5.2路面不平度统计特性的方法和基本原理。 （1课时） 

5.3汽车振动系统的简化方法，单质量系统振动模型的建立方法。 （1课时） 

（六）课程项目讨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6.1如何寻求汽车动力性与燃油经济性之间平衡点的课程项目讨论。 

  （2课时） 

6.2汽车制动性理论在汽车主动安全技术上应用的课程项目讨论。 （2课时） 

6.3提高汽车操纵稳定性新技术应用的课程项目讨论。 （2课时） 

6.4汽车振动特性分析的课程项目讨论。 （2课时） 

（七）汽车性能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7.1汽车动力性实验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分析。 （2课时） 

7.2汽车燃油经济性实验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分析。 （2课时） 

7.3汽车制动性实验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分析。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理论》（第 5版），余志生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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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动力学》（第 4 版），M•米奇克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08 

2. 《汽车理论》，吴光强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03 

3. 《汽车理论》（第 2 版），张文春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1 

4. 《汽车系统动力学》，喻凡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0 

5. 《电动汽车及其性能优化》，王贵明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5 

6．《汽车振动学基础及其应用》，潘公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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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实验（20%）、课程项目讨论（2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动力性的

相关概念、计算及实例分析、汽车燃油经济性的相关概念、计算及实例分析、

汽车动力装置参数的选定方法、汽车制动的性相关概念及实例分析、汽车操纵

稳定性的相关概念、计算及实例分析、汽车平顺性的相关概念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阮观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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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运动、

受力的基本规律；掌握

汽车主要技术性能的

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

学会从理论上分析汽

车性能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

汽车各性能参

数的意义及影

响因素；学会

分析汽车性能

问题的方法。 

目标 3：掌握正确选

择、使用、改装汽车

各项参数的能力；学

会运用汽车运行原理

及特性原理进行实际

问题分析的方法。 

目标 4:掌握汽

车性能试验的

基本过程，学会

汽车性能试验

的基本方法。 

1.1汽车动力性的概念与评价指标 √    

1.2汽车驱动力与行驶阻力 √ √ √  

1.3 汽车驱动力－行驶阻力平衡图与

动力特性图 
 √ √  

1.4汽车行驶的附着条件与附着率 √ √   

1.5汽车功率平衡  √   

2.1汽车燃油经济性及评价指标 √    

2.2汽车燃油经济性的计算 √    

2.3汽车燃油经济性影响因素  √   

2.4新能源汽车   √  

2.5汽车动力装置参数的选定   √  

3.1汽车制动性的概念及评价指标 √    

3.2 汽车制动效能及其恒定性、制动

时汽车方向稳定性 
√ √   

3.3前、后制动器制动力比例关系   √  

4.1 汽车操纵稳定性的概念及评价指

标 
√    

4.2轮胎侧偏特性 √ √   

4.3线性二自由度汽车操纵模型 √ √   

4.4 悬架、转向系统及传动系统对汽

车操纵稳定性的影响 
  √  

4.5 提高汽车操纵稳定性的电子控制

系统 
  √  

4.6汽车侧翻 √    

5.1 人体对振动的反应和平顺性的评

价指标 
√    

5.2路面不平度统计特性    √ 

5.3汽车振动系统的简化 √ √   

6.1 汽车动力性与燃油经济性课程项

目讨论 
 √ √  

6.2汽车制动性课程项目讨论  √ √  

6.3汽车操纵稳定性课程项目讨论  √ √  

6.4汽车振动特性分析课程项目讨论  √ √  

7.1汽车动力性实验    √ 

7.2汽车燃油经济性实验    √ 

7.3汽车制动性实验    √ 

 



 

327 

《汽车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2A1          英文名称： Automobile Design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工程材料、汽车构造等 

后续课程：汽车 CAD/CAE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的开发流程，设计标准和试验规范，掌握

分析与评价汽车整车总体布置，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合理选择设计方案及计

算主要参数的方法，并提出持续改进建议和创新设计方案。 

目标 2：掌握分析与评价汽车各大总成系统的工作原理，结构设计与性能

分析，综合考虑子系统间的关系，而合理选择设计思路，规划结构方案及计算

关键参数的方法。 

目标 3：掌握汽车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 CAE 分析方法和一般设计思

路，能灵活运用机械、电气、液压、控制和计算机相关知识辨识，分析和解决

一般汽车工程实际问题。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总体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 了解总体设计的任务、工作顺序。 （1 课时） 

1.2 理解总体布置草图及各部件布置，理解运动校核。 （1 课时） 

1.3 掌握汽车的型式选择，主要尺寸、参数选择，发动机及轮胎选择。 

  （2 课时） 

（二）汽车各大总成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6 课时） 

2.1 离合器设计-了解扭转减振器的设计、离合器的操纵机构。理解离合器

的结构选择、离合器基本参数和主要尺寸的选择。掌握离合器的接合过程、压

紧弹簧的设计。 （2 课时） 

2.2 机械式变速器设计-了解变速器主要参数的选择、同步器。掌握变速器

布置方案的分析 （6 课时） 

2.3 万向节和传动轴的设计-理解万向节设计、传动轴设计。掌握万向节传

动的运动分析和应力分析。 （2 课时） 

2.4 驱动桥设计-理解主减速器设计、车轮传动装置、驱动桥壳设计。掌握

差速器设计。 （2 课时） 

2.5 悬架设计-了解弹性元件的计算、独立悬架导向机构的设计。理解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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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主要参数及尺寸的选择。掌握悬架设计的要求、结构型式及主要参数的确定。 

  （6 课时） 

2.6 转向系设计-了解转向梯形结构及其优化设计。理解转向系主要性能参

数、动力转向。掌握循环球式转向器设计 （4 课时） 

2.7 制动系设计-理解制动驱动机构的型式及设计。掌握制动器设计。 

  （4 课时） 

（三）汽车设计能力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 课时） 

3.1 讲授汽车设计的基本概念，内容和任务，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巩固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汽车工艺，有限元和振动方面的基础知识，重点讲解了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材料强度，结构刚度和振动疲劳分析所需的工况载荷计算

理论和方法。 （2 课时） 

3.2 选择一款合适的汽车，根据所学的知识讨论如何完成改款车型的设计

任务书，计算说明书和总布置图的绘制的方法，并完成部分设计工作；（2课时） 

3.3 结合离合器和变速器，讨论设计离合器和手动变速器的设计方案分析，

方法和关键参数的计算，并完成部分设计工作； （2课时） 

3.4 根据万向节和传动轴的使用环境和功能要求，讨论万向节的型号并对

布置角度和性能参数的进行分析和计算，并完成部分设计工作； （2课时） 

3.5 由于轿车，客车和商用货车的不同使用要求，有针对性的讨论如何编

制符合实际需要的驱动桥设计方案并完成强度和刚度的计算和仿真报告，并完

成部分设计工作； （2课时） 

3.6 根据所选车型和总体设计的需要，讨论如何完成一款悬架的设计方案

制定和功能计算说明书的方法，并完成部分设计工作； （2课时） 

3.7 讨论如何编制一款车型的机械，液压或电动转向系统的设计方案和计

算说明书的方法，并完成部分设计工作； （2课时） 

3.8 讨论如何完成一款车型的部分制动系统的设计方案和计算说明书，可

以是行车制动或驻车制动，并完成部分设计工作； （2课时） 

（四）新能源汽车设计能力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 课时） 

4.1 混动汽车常用的集中驱动方法和工作模式 （1 课时） 

4.2 AMT,CVT,DCT 和 AT 等电控变速箱设计原理和性能特点，EPS 和 EPB

等电控转向和制动系统设计和参数计算。 （1 课时） 

（五）基本设计软件及常用测试仪器仪表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5.1 UG 等 CAD 结构设计和部件布置软件的使用。 

5.2 Ansys 等结构分析和性能仿真软件的使用。 

5.3 Matalb 等数据处理和线图分析软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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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设计》（第 4 版），王望予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设计》，罗永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9 

2. 《汽车设计》，刘惟信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09 

3. 《汽车工程手册》，小林明编著，日本自动车技术会，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4 

4．与汽车设计相关的网站：http://www.you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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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讨论大作业（20%）、平时出勤（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总体设计，

方案制定和总布置图；离合器、变速箱、万向节、传动轴、驱动桥、悬架、转

向和制动等各总成设计，结构特点和关键参数的计算；汽车设计基础理论、方

法和新能源汽车设计的主要概念和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  杰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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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分析与评价

汽车整车的总体布置，

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

而合理选择设计方案及

计算主要参数的方法 

目标 2：掌握分析与评价汽车

各大总成系统的工作原理，

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而合

理选择设计思路，规划结构

方案及计算关键参数的方法 

目标 3：掌握汽

车设计的基础理

论知识、基本分

析方法和一般设

计思路 

1.1总体设计的任务、工作顺序 √   

1.2 总体布置草图及各部件布置，理解运动

校核 
√   

1.3汽车的型式选择，主要尺寸、参数选择，

发动机及轮胎选择 
√   

2.1扭转减振器的设计、离合器的操纵机构；

理解离合器的结构选择、离合器基本参数和

主要尺寸的选择；掌握离合器的接合过程、

压紧弹簧的设计 

 √  

2.2 变速器主要参数的选择、同步器；掌握

变速器布置方案的分析 
 √  

2.3 万向节和传动轴的设计-理解万向节设

计、传动轴设计；掌握万向节传动的运动分

析和应力分析 

 √  

2.4 主减速器设计、车轮传动装置、驱动桥

壳设计；掌握差速器设计 
 √  

2.5 弹性元件的计算、独立悬架导向机构的

设计；理解减振器主要参数及尺寸的选择；

掌握悬架设计的要求、结构型式及主要参数

的确定 

 √  

2.6 转向梯形结构及其优化设计；理解转向

系主要性能参数、动力转向；掌握循环球式

转向器设计。 

 √  

2.7 制动驱动机构的型式及设计；掌握制动

器设计 
 √  

3.1 汽车设计的基本概念，内容和任务，并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补充了材料力学，结构

力学，汽车工艺，有限元和振动方面的基础

知识，重点讲解了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材料

强度，结构刚度和振动疲劳分析所需的工况

载荷计算理论 

  √ 

3.2 选择一款合适的汽车，根据所学的知识

完成改款车型的设计任务书，计算说明书和

总布置图的绘制 

  √ 

3.3 结合离合器和变速器，讨论设计离合器

和手动变速器的设计方案分析，方法和关键

参数的计算 

  √ 

3．4根据万向节和传动轴的使用环境和功能

要求，选择万向节的型号并对布置角度和性

能参数的进行分析和计算 

  √ 

3.5 由于轿车，客车和商用货车的不同使用

要求，有针对性的编制符合实际需要的驱动

桥设计方案并完成强度和刚度的计算和仿真

报告 

  √ 

3.6 根据所选车型和总体设计的需要，完成

一款悬架的设计方案制定和功能计算说明书 
  √ 

3.7 编制一款车型的机械，液压或电动转向

系统的设计方案和计算说明书 
  √ 

3.8 完成一款车型的部分制动系统的设计方

案和计算说明书，可以是行车制动或驻车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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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4.1 混动汽车常用的集中驱动方法和工作模

式 
√  √ 

4.2 AMT,CVT,DCT和 AT等电控变速箱设计原

理和性能特点，EPS 和 EPB 等电控转向和制

动系统设计和参数计算 

√ √ √ 

5.1 UG，Catia，ProE 等 CAD 结构设计和部

件布置软件的使用 
√ √ √ 

5.2 Abaqus，Ansys 等结构分析和性能仿真

软件的使用 
√ √ √ 

5.3  Matalb, Excel 和 Origin 等数据处理

和线图分析软件的使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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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3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Control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电子基础、汽车构造 

后续课程：车载网络与总线技术、电动汽车电机系统原理与测试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汽车车载电源的组成及要求，掌握蓄电池、交流发电机的构

造、工作原理和工作特性；学会蓄电池充电和检查的基本方法；学会交流发电

机整机性能检测的方法。 

目标 2：了解起动系统的基本组成和作用，了解起动机的种类、型号；掌

握起动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工作特性。 

目标 3：了解点火系统的作用、分类及汽油发动机对点火系统的基本要求；

掌握点火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学会点火系统的基本检查方法。 

目标 4：了解汽车照明与信号系统的作用及工作原理；了解仪表及指示灯

的作用及工作原理；了解汽车辅助电器的功能及工作原理。 

目标 5：了解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功能；掌握发动机电子控制系

统各主要传感器的作用、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怠速控制

系统、排放控制系统、增压系统、可变气门正时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学会

发动机主要传感器的检测方法。 

目标 6：了解自动变速器的类型、基本组成和工作过程；掌握液力变矩器、

行星齿轮机构、换挡元件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自动变速器电子控制系统的

组成、作用及工作原理；了解自动变速器试验的类型及各种试验的目的；结合

自动变速器检测试验的数据，学会故障分析基本方法。 

目标 7：了解汽车防滑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论；掌握 ABS 及 ASR 的作用、组

成、控制技术及工作过程。 

目标 8：了解汽车电控悬架的类型；掌握半主动、主动悬架系统的组成及

工作原理；了解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安全气囊装置、巡航控制系统等的作

用、组成及工作原理。 

目标 9：了解汽车电气系统的组成及汽车电路的表示方法；掌握汽车电路

的特点；学会识读典型车型全车电路图。 

目标 10：掌握汽车万用表、示波器、综合分析仪、万能电器试验台等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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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车载电源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车载电源的组成与要求，现状与发展。 （1课时） 

1.2蓄电池的构造、工作原理和工作特性。 （2课时） 

1.3蓄电池的容量及影响因素，蓄电池充电的种类及方法，蓄电池的使用、

维护与检查。 （2课时） 

1.4 交流发电机的构造、原理和工作特性，电压调节器的作用、类型及工

作原理。  （3课时） 

1.5交流发电机的检测与试验。 （2课时） 

（二）起动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起动系统的基本组成、分类，起动机的型号。 （1课时） 

2.2起动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工作特性，起动机控制电路。 （3课时） 

2.3起动机的试验与检修。 （2课时） 

（三）点火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点火系统的作用、分类，汽油发动机对点火系统的基本要求。 （2课时） 

3.2 传统点火系统、无触点点火系统、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

理。  （4课时） 

（四）照明、信号与信息指示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4.1 照明与信号系统的组成及其要求，前照灯，灯光信号及声响信号系统。

  （2课时） 

4.2仪表系统及指示灯系统基本功能及原理。 （2课时） 

4.3雨刮器、电动车窗及汽车空调的基本功能、原理及工作过程。 （2课时） 

（五）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5.1 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发展与组成。 （1课时） 

5.2 空气流量计、进气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爆震

传感器及氧传感器等的基本功能及原理。 （4课时） 

5.3 电控单元及执行器。 （1课时） 

5.4 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类型及特点，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喷

油控制。  （4课时） 

5.5 怠速控制系统、排放控制系统、进气增压控制、可变气门正时及气门

升程电子控制。（4课时） 

（六）自动变速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自动变速器的类型，电控液力自动变速器的基本组成和工作过程。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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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液力变矩器、行星齿轮变速机构、换挡执行元件、电控系统的组成与

工作原理。  （4课时） 

6.3 电控自动变速器的检测与试验。 （1课时） 

（七）汽车防滑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7.1汽车防滑控制系统基本理论，附着系数与滑动率的关系。 （1课时） 

7.2汽车防抱死制动系统的作用、结构、工作原理、控制通道及布置类型。

  （2课时） 

7.3汽车驱动防滑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及控制模式。 （1课时） 

（八）汽车其它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8.1电控悬架的分类、组成及工作原理。 （2课时） 

8.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构造与工作原理。 （2课时） 

8.3 安全气囊的作用及工作原理；巡航控制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课时） 

（九）汽车线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9.1汽车总线路的组成及特点。 （2课时） 

9.2汽车电路图的识读方法。 （2课时） 

（十）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2课时） 

汽车万用表、示波器、综合分析仪、万能电器试验台等仪器仪表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杨保成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系统》（第 3 版），麻友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8 

2. 《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孙仁云付百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6 

3. 《汽车电器与电子设备》，唐文初张春花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02 

4. 《汽车电子控制基础》（第 2 版），陈南鲁植雄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07 

5. 《BOSCH 汽车电气与电子》（中文第 2 版）， Konrad Reif 编著、 孙泽昌

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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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20%）

及考勤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车载电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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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信号及仪表、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自动变速

器、防滑控制、汽车电路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永峰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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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蓄

电池、

交流发

电机的

构造、

工作原

理和工

作 特

性；学

会蓄电

池充电

和检查

的基本

方法；

学会交

流发电

机整机

性能检

测的方

法 

目 标

2：掌

握 起

动 机

的 结

构、工

作 原

理 和

工 作

特性 

目标

3：掌

握点

火系

统的

基本

组成

及工

作原

理；

学会

点火

系统

的基

本检

查方

法 

目标 4:

了解汽

车照明

与信号

系统的

作用及

工作原

理；了

解仪表

及指示

灯的作

用及工

作 原

理；了

解汽车

辅助电

器的功

能及工

作原理 

目标 5：掌

握发动机电

子控制系统

各主要传感

器的作用、

结构及工作

原理；掌握

电控燃油喷

射系统、怠

速 控 制 系

统、排放控

制系统、增

压系统、可

变气门正时

系统的组成

与 工 作 原

理；学会发

动机主要传

感器的检测

方法。 

目标 6：握

液力变矩

器、行星

齿 轮 机

构、换挡

元件的结

构及工作

原理；掌

握自动变

速器电子

控制系统

的组成、

作用及工

作原理；

结合自动

变速器检

测试验的

数据，学

会故障分

析基本方

法 

目标 7：

了解汽

车防滑

控制系

统的基

本 理

论；掌

握 ABS

及 ASR

的 作

用、组

成、控

制技术

及工作

过程 

目标 8：

掌 握 半

主动、主

动 悬 架

系 统 的

组 成 及

工 作 原

理；了解

汽 车 电

动 助 力

转 向 系

统、安全

气 囊 装

置、巡航

控 制 系

统 等 的

作用、组

成 及 工

作原理 

目标 9：

了 解 汽

车 电 气

系 统 的

组 成 及

汽 车 电

路 的 表

示方法；

掌 握 汽

车 电 路

的特点；

学 会 识

读 典 型

车 型 全

车 电 路

图 

目 标

10：掌

握汽车

万 用

表、示

波器、

综合分

析仪、

万能电

器试验

台等仪

器仪表

应用 

1.1 车载电

源 的 组 成

与要求，现

状与发展 

√          

1.2 蓄电池

的构造、工

作 原 理 和

工作特性 

√          

1.3 蓄电池

的 容 量 及

影响因素，

蓄 电 池 充

电 的 种 类

及方法，蓄

电 池 的 使

用、维护与

检查 

√          

1.4 交流发

电 机 的 构

造、原理和

工作特性，

电 压 调 节

器的作用、

类 型 及 工

作原理 

√          

1.5 交流发

电 机 的 检

测与试验 

√         √ 

2.1 起动系

统 的 基 本

组 成 、 分

类，起动机

的型号 

 √         

2.2 起动机

的结构、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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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原 理 及

工作特性，

起 动 机 控

制电路 

2.3 起动机

的 试 验 与

检修 

 √        √ 

3.1 点火系

统的作用、

分类，汽油

发 动 机 对

点 火 系 统

的 基 本 要

求 

  √        

3.2 传统点

火系统、无

触 点 点 火

系统、微机

控 制 点 火

系 统 的 组

成 与 工 作

原理 

  √        

4.1 照明与

信 号 系 统

的 组 成 及

其要求，前

照灯，灯光

信 号 及 声

响 信 号 系

统 

   √       

4.2 仪表系

统 及 指 示

灯 系 统 基

本 功 能 及

原理 

   √       

4.3 雨 刮

器、电动车

窗 及 汽 车

空 调 的 功

能、原理及

工作过程 

   √       

5.1 发动机

电 子 控 制

系 统 的 发

展与组成 

    √      

5.2 空气流

量计、进气

压 力 传 感

器、温度传

感器、曲轴

位 置 传 感

器、爆震传

感 器 及 氧

传 感 器 等

的 基 本 功

能及原理 

    √      

5.3 电控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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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及 执 行

器 

5.4 控燃油

喷 射 系 统

的 类 型 及

特点，电控

燃 油 喷 射

系 统 的 结

构 组 成 及

喷油控制 

    √      

5.5 怠速控

制系统、排

放 控 制 系

统、进气增

压控制、可

变 气 门 正

时 及 气 门

升 程 电 子

控制 

    √      

6.1 自动变

速 器 的 类

型，电控液

力 自 动 变

速 器 的 基

本 组 成 和

工作过程 

     √     

6.2 液力变

矩器、行星

齿 轮 变 速

机构、换挡

执行元件、

电 控 系 统

的 组 成 与

工作原理 

     √     

6.3 电控自

动 变 速 器

的 检 测 与

试验 

     √     

7.1 汽车防

滑 控 制 系

统 基 本 理

论，附着系

数 与 滑 动

率的关系 

      √    

7.2 汽车防

抱 死 制 动

系 统 的 作

用、结构、

工作原理、

控 制 通 道

及 布 置 类

型 

      √    

7.3 汽车驱

动 防 滑 系

统的结构、

工 作 原 理

及 控 制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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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8.1 电控悬

架的分类、

组 成 及 工

作原理 

       √   

8.2 电动助

力 转 向 系

统 构 造 与

工作原理 

       √   

8.3 安全气

囊 的 作 用

及 工 作 原

理；巡航控

制 系 统 的

组 成 与 工

作原理 

       √   

9.1 汽车总

线 路 的 组

成及特点 

        √  

9.2 汽车电

路 图 的 识

读方法 

        √  

10 汽车万

用表、示波

器、综合分

析仪、万能

电 器 试 验

台 等 仪 器

仪表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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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CAD/CAE》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4P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CAD/CAE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学习、掌握 CAD/CAE基本知识和理论。 

目标 2：进行 CAD/CAE系统软件实际操作的训练。 

目标 3：培养学生 CAD/CAE系统软件的操作水平和运用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 CAD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6课时） 

1.1 图形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  熟练图形软件的系统操作；掌握一般 CAD 

方法。  （2课时） 

1.2 参数化草图绘制  了解草绘的基本概念和环境；掌握集合图形的绘制；

掌握约束的用法。 （4课时） 

1.3 实体特征创建  基本体素的定义与绘制；基准特征，实体特征辅助特

征操作；布尔运算的操作；特征编辑。 （6课时） 

1.4实体特征辅助特征操作，旋转槽、抽壳、拔模、加强肋、螺纹。 

  （4 课时） 

1.5 旋转特征和圆周阵列  掌握旋转特征好圆周阵列的创建方法；掌握为

旋转特征草图标注尺寸的特殊技术。 （4课时） 

1.6 零件装配了解零件装配的基本概念；掌握了解装配的约束类型；掌握

了解装配的一般流程 （4课时） 

1.7 工程图设计  掌握工程图设计的基本方法；掌握工程图的标注方法。

直流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及基本组成，掌握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方法。 

  （2课时） 

（二）汽车 CAE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 有限元分析软件的操作方法  熟练有限元分析软件的系统操作；掌握

一般有限元分析方法。  （3课时） 

2.2 结构梁的有限元分析了解 ANSYS 在有限元分析中的作用；理解 ANSYS

的工作机理；掌握 ANSYS的建模及分析方法；掌握梁结构的有限元分析方法。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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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 CAD/CAE 技术基础与实例》（第 1 版），羊玢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3.1（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机械 CAD/CAM 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王隆太主编 2010.2 

2、《CAD/CAE/CAM 方法与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杜平安主编 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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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大作业（10%）、课堂测验（20%）及

考勤（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上机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根据图纸建模，

装配，出二维图纸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静红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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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掌握

CAD/CAE 基本知识和

理论 

目标2：进行CAD/CAE

系统软件实际操作

的训练 

目标 3：培养学生

CAD/CAE 系统软件的

操作水平和运用能

力 

1.1图形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 √ √  

1.2参数化草图绘制 √ √  

1.3实体特征创建 √ √  

1.4实体特征辅助特征操作    

1.5旋转特征和圆周阵列 √ √  

1.6零件装配 √ √  

1.7工程图设计 √ √  

2.1有限元分析软件的操作方法  √ √ 

2.2结构梁的有限元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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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控制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5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Control Ba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A、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嵌入式系统及应用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基于传递函数的经典控制论基本原理和系统解析的基本方法，

学会控制系统数学模型建立和系统稳定性分析的常用方法，并了解自动控制在

车辆控制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响应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 掌握各种基本响应的时域

特性和频域特性，并了解通过响应特性分析车辆控制系统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于经典控制论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常用方法，学会系统离

散化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并了解系统离散化在实际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目标 4：掌握自动控制系统仿真软件 MATLAB的使用方法，学会进行汽车控

制系统仿真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控制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自动控制的起源、基本概念及分类，自动控制在汽车上的应用，仿真

软件 MATLAB的应用。 （1课时） 

1.2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基本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拉普拉斯反变换及

基本方法、应用拉普拉斯变换解线性常微分方程式。 （2课时） 

1.3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传递函数的概念与推导方法，零点和极点的概

念与应用。  （1课时） 

1.4系统框图的作用及意义、根据传递函数画出系统框图的基本方法，系

统框图的转换及简化。 （2课时） 

（二）时域响应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2.1时域响应的基本概念，典型输入信号的类型，。 （1课时） 

2.2典型环节的传递函数及其典型输入信号的响应。 （2课时） 

2.3系统稳定性概念，赫尔维茨矩阵稳定性判断法，劳斯稳定性判断法。 

  （2课时） 

2.4根轨迹的基本概念、反馈系统的根对系统的影响，绘制根轨迹的基本

条件和规则，根轨迹法的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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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频率响应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频率特性及其与传递函数的关系、典型环节传递函数的频率响应。 

  （2课时） 

3.2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断原理、基本概念。 （1课时） 

3.3伯德图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典型环节传递函数的伯德图，伯德图

的应用。  （3课时） 

（四）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4.1 PID控制的基础原理，反馈的基本原理及特性。 （2课时） 

4.2离散系统的基本概念，连续信号与离散信号的区别，采样过程及其数

学描述、采样定理与保持器的基本原理及功能。 （1课时） 

4.3 Z变换的概念及计算方法，离散系统的稳定性分析、连续系统的离散

化。  （2课时） 

（五）仿真软件 MATLAB的使用及课程项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MATLAB的概述及基本操作。 （2课时） 

5.2Simulink的基本操作。 （2课时） 

5.3根轨迹法和伯德图的绘制。 （2课时） 

5.4 课程项目的讨论及演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控制原理》（第 2版），孟庆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Feedback Control of Dynamic Systems》，Gene F.Franklin 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07.11 

2. 《MATLAB 语言与控制系统仿真实训教程》，刘振全编著，化学工业出版

社，2009.07 

3. 《汽车系统动力学》（第 4 版），喻凡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0 

4. 汽车控制基础实验及课程项目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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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实验（20%）、平时测验（2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动控制的基

本概念及分类、拉普拉斯变换的计算、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及系统框图的绘制、

时域响应的计算，系统稳定性的判断，根轨迹的应用，频率特性的计算，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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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绘制，PID 控制的基础原理，离散系统的基本原理，MATLAB 仿真的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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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基于传

递函数的经典控制论

基本原理和系统解析

的基本方法 

目标 2：掌握响应分

析的基本原理和常

用方法 

目标 3：掌握基于经

典控制论的自动控

制系统设计常用方

法 

目标 4:掌握自动

控制系统仿真软

件 MATLAB的使用

方法 

1.1 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及在汽

车上的应用 
√  √ √ 

1.2拉普拉斯变换 √    

1.3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 √    

1.4系统框图 √  √  

2.1时域响应的基本概念  √   

2.2 典型环节的传递函数及其典

型输入信号的响应 
 √   

2.3系统稳定性概念及判断 √ √ √  

2.4根轨迹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 √ √  

3.1 频率特性及其与传递函数的

关系 
 √   

3.2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断原理 √ √ √  

3.3 伯德图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

法 
√ √ √  

4.1PID控制的基础原理 √  √  

4.2离散系统的基本概念 √  √  

4.3Z变换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  √  

5.1MATLAB的概述及基本操作    √ 

5.2Simulink的基本操作    √ 

5.3根轨迹法和伯德图的绘制  √ √ √ 

5.4课程项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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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网络与总线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6P1       英文名称：In-vehicle Can-Bus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汽车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

技术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总线、车载网络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掌握计算机网络

的基本概念，学会辨别常见的汽车总线的类别、介质访问控制方式，并了解常

见的汽车总线标准、发展趋势和最新前沿动态。 

目标 2：掌握 S32K14X系列内部结构、引脚功能，学会软件开发环境的安

装方法和开发流程，学会新工程文件的建立与仿真，学会在软件开发环境下代

码编辑、调试的相关技能。 

目标 3：掌握 UART协议，S32K14X系列的 UART 模块，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

标准，学会使用 UART模块的库函数实现的 S32K14X与 PC、外设通信的程序，

并了解其他的串行通信协议标准。 

目标 4：掌握 CAN总线的概念、分层结构和工作原理，CAN总线物理层、数

据链路层协议，掌握 CAN FD与 CAN2.0B的区别、CAN FD 可变速率的特性、CAN2.0B

与 CAN FD 数据帧格式，学会使用 CAN总线收发器，并了解 ISO11898标准及其

发展历史和 CAN总线的高层协议。 

目标 5: 掌握 S32K14X 的 CAN 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学会实现 FlexCAN 模块

的初始化、发送、查询接收和中断接收程序，并了解独立式 CAN 通信控制器及

系统基础芯片（SBC）。 

目标 6：掌握 SAE J1939 协议的层次结构，掌握 SAE J1939 物理层、数据

链路层和应用层，掌握 SAE J1939的网络管理，并了解 SAE J1939的故障诊断。 

二、课程内容 

（一）计算机网络与汽车总线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1.1总线的基本概念、总线的分类，车载网络的系统构成，车载网络的系

统构成，汽车总线的主要性能指标、分类和特点，常见的车载网络 CAN总线、

LIN总线、MOST和 FlexRay。 （1课时） 

1.2计算机网络的主要功能、分类、拓扑结构和性能指标，计算机网络、

网络协议与层次划分、OSI和 TCP/IP参考模型，介质访问控制（MAC）方式，

现场总线的结构、常用现场总线以及各种国际标准。 （3课时） 

（二）S32K14X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及开发环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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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时） 

2.1 常用于车用 ECU的微控制器型号，S32K14X系列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的内部结构、封装引脚和特性功能。 （2课时） 

2.2S32K14X系列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的集成开发环境，简单工程的创建、

程序代码的编写，库函数的移植、软件调试和下载。 （1课时） 

2.3 使用 S32K14X系列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开发一个简单的工程。 （1课时） 

（三）常用的串行通信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3.1串行通信协议的分类形式、帧格式，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技术 RS-232、

RS-485和 RS-422和其他的串行通信标准。 （1课时） 

3.2S32K14X系列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串行通信模块的结构、工作原理、寄

存器和引脚功能。 （1课时） 

3.3串行通信模块相关的库函数实现的 S32K14X与 PC、S32K14X与外围设

备通信的程序设计。 （1课时） 

（四）CAN2.0B通信协议与 CAN-FD通信协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4.1CAN总线的特点、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和分层结构，ISO11898国际标准

和 CAN总线的高层协议。 （1课时） 

4.2CAN总线物理层的通信协议、总线电平、拓扑结构，位时间、硬同步与

再同步、位填充与位解除，物理层上主要硬件的参数，CAN总线收发器 PCA82C250、

TJA1050的工作模式及应用。 （2课时） 

4.3 CAN数据链路层的通信协议，CAN FD与经典的 CAN2.0B标准的区别、

CAN FD 可变速率的特性、CAN2.0B与 CAN FD 数据帧帧格式，标识符与非破坏

性按位总裁，数据帧、远程帧、出错帧、超载帧、帧间空间各自的用途及其结

构。  （2课时） 

4.4CAN总线通信的错误界定、检错方法和检错类型，CAN总线通信的故障

管理  （2课时） 

（五）CAN通信控制器与 FlexCAN模块的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CAN通信控制器的作用、工作原理，独立式 CAN通信控制器 SJA1000及

SBC类芯片。 （1课时） 

5.2S32K14X系列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FlexCAN 模块（集成式 CAN通信控制

器）的结构及特性。 （1课时） 

5.3 掌握 FlexCAN模块的工作模式、寄存器及库函数。 （2课时） 

5.4 FlexCAN模块的初始化、发送、查询接收和中断接收的流程和程序设

计。  （4课时） 

（六）SAE J1939协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 SAE J1939协议的层次结构，SAE J1939 协议特点。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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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SAE J1939物理层、数据链路层。 （2课时） 

6.3 SAE J1939应用层。 （2课时） 

6.4 SAE J1939的网络管理，SAE J1939的故障诊断。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总线技术及应用》，马建等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7.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车载网络技术》，肖广兵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04 

2. 《汽车总线技术》，周旭等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09 

3. 《汽车 CAN 总线系统原理、设计与应用》，罗峰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0.01 

4. 《汽车车载网络技术原理与应用》，屈敏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03 

5. 《汽车总线系统》，（德） W. 齐默尔曼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8 

6. 《BOSCH 汽车电气与电子（中文第 2 版）》，（德）康拉德·莱夫主编，北

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08 

7. 《汽车车载网络技术》，付百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3 

8.《电动汽车网络与电路分析》，朱小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3 

9.《汽车车载网络（VAN/CAN/LIN）技术详解》，（法）胡思德（Daniel ROUCHE）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06 

10.《A Comprehensible Guide to Controller Area Network》,Wilfried Voss 主编，

Copperhill Media Corporation，2005.08 

11.《A Comprehensible Guide to J1939》,Wilfried Voss 主编，Copperhill Media 

Corporation，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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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20%）。 

2. 期末考核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网

络与汽 

车总线技术基础知识、S32K14X 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及开发环境、常用的

串行通信技术、CAN2.0B 通信协议、CAN-FD 通信协议、CAN 通信控制器、FlexCAN

模块的编程、SAE J1939 协议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严屹宏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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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总

线、车载网络和

计算机网络的

基本概念，掌握

计算机网络的

基本概念，学会

辨别常见的汽

车总线的类别、

介质访问控制

方式，并了解常

见的汽车总线

标准、发展趋势

和最新前沿动

态。 

目标 2：掌握

S32K14X 系列

内部结构、引

脚功能，学会

软件开发环境

的安装方法和

开发流程，学

会新工程文件

的建立与 仿

真，学会在软

件开发环境下

代码编辑、调

试的相关 技

能。 

目标 3：掌握

UART 协议，

S32K14X 系列

的 UART模块，

常用的串行通

信接口标准，

学 会 使 用

UART 模块的

库函数实现的

S32K14X 与

PC、外设通信

的程序，并了

解其他的串行

通信协议 标

准。 

目标 4:掌握

CAN 总线的

概念、分层

结构和工作

原 理 ， CAN

总 线 物 理

层、数据链

路层协议，

掌握 CAN FD

与 CAN2.0B

的区别、CAN 

FD 可 变 速

率的特性、

CAN2.0B 与

CAN FD 数据

帧帧格式，

学 会 使 用

CAN 总线收

发器，并了

解 ISO11898

标准及其发

展 历 史 和

CAN 总线的

高层协议。 

目标 5：掌握

S32K14X 的

CAN 控制器

的 工 作 原

理，学会实

现 FlexCAN

模块的初始

化、发送、

查询接收和

中断接收程

序，并了解

独立式 CAN

通信控制器

及系统基础

芯片（SBC）。 

目标 6：掌握

SAE J1939

协议的层次

结构，掌握

SAE J1939

物理层、数

据链路层和

应用层，掌

握 SAE 

J1939 的网

络管理。 

1.1总线的基本概念、总

线的分类，车载网络的

系统构成，车载网络的

系统构成，汽车总线的

主要性能指标、分类和

特点，常见的车载网络

CAN总线、LIN总线、MOST

和 FlexRay。 

√ √ √ √ √ √ 

1.2 计算机网络的主要

功能、分类、拓扑结构

和性能指标，计算机网

络、网络协议与层次划

分、OSI 和 TCP/IP 参考

模型，介质访问控制

（MAC）方式，现场总线

的结构、常用现场总线

以及各种国际标准。 

√ √ √ √ √ √ 

2.1 常用于车用 ECU 的

微控制器型号，S32K14X

系列专用的汽车微控制

器的内部结构、封装引

脚和特性功能。 

 √ √  √  

2.2 S32K14X系列专用的

汽车微控制器的集成开

发环境，简单工程的创

建、程序代码的编写，

库函数的移植、软件调

试和下载。 

 √ √  √  

2.3 使用 S32K14X 系列

专用的汽车微控制器开

发一个简单的工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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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串行通信协议的分

类形式、帧格式，常用

的串行通信接口技术

RS-232 、 RS-485 和

RS-422 和其他的串行通

信标准。 

√ √ √ √ √ √ 

3.2 S32K14X系列专用的

汽车微控制器的串行通

信模块的结构、工作原

理、寄存器和引脚功能。 

 √ √  √  

3.3 串行通信模块相关

的 库 函 数 实 现 的

S32K14X与 PC、S32K14X

与外围设备通信的程序

设计。 

 √ √  √  

4.1 CAN总线的特点、发

展历史、基本原理和分

层结构，ISO11898 国际

标准和 CAN 总线的高层

协议。 

√ √ √ √ √ √ 

4.2 CAN总线物理层的通

信协议、总线电平、拓

扑结构，位时间、硬同

步与再同步、位填充与

位解除，物理层上主要

硬件的参数，CAN总线收

发 器 PCA82C250 、

TJA1050 的工作模式及

应用。 

√ √  √ √ √ 

4.3 CAN数据链路层的通

信协议，CAN FD 与经典

的 CAN2.0B标准的区别、

CAN FD 可变速率的特

性、CAN2.0B 与 CAN FD 

数据帧帧格式，标识符

与非破坏性按位总裁，

数据帧、远程帧、出错

帧、超载帧、帧间空间

各自的用途及其结构。 

√ √  √ √ √ 

4.4 CAN总线通信的错误

界定、检错方法和检错

类型，CAN总线通信的故

障管理。 

   √ √  

5.1 CAN通信控制器的作

用、工作原理，独立式

CAN通信控制器 SJA1000

及 SBC类芯片。 

   √ √  

5.2 S32K14X系列专用的

汽 车 微 控 制 器 的

FlexCAN 模块（集成式

CAN通信控制器）的结构

及特性。 

 √  √ √  

5.3 掌握 FlexCAN 模块

的工作模式、寄存器及

库函数。 

 √  √ √  

5.4 FlexCAN模块的初始

化、发送、查询接收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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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接收的流程和程序

设计。 

6.1 SAE J1939协议的层

次结构，SAE J1939协议

特点。 

√   √  √ 

6.2 SAE J1939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   √  √ 

6.3 SAE J1939应用层。 √   √  √ 

6.4 SAE J1939的网络管

理，SAE J1939的故障诊

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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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嵌入式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7P1 

英文名称：Fundamentals of Vehicle Embedded System & Applic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电气基础、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车载网络与总线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Cortex-M 控制核心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引脚功能、存储

器空间和中断系统，学会利用 Cortex-M 控制核心设计一个嵌入式最小系统，并

了解汽车级 MCU，了解车载电子零部件认证标准 AEC-Q100、AEC-Q101、

AEC-Q200，了解现代汽车嵌入式系统及前沿动态。 

目标 2：掌握在软件开发环境下应用 C 语言程序设计一个工程，学会

Cortex-M 控制核心的启动配置、软件调试和程序下载，并了解 MISRA C 编程

标准、AUTOSAR 标准和基于 AUTOSAR 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嵌入式软件开

发。 

目标 3：掌握 Cortex-M 芯片相关 I/O 接口电路、基本外设资源的工作原理，

学会设计实现具有相关功能的嵌入式系统，学会 Cortex-M 芯片相关 I/O 接口、

片内外设的寄存器的操作、软件调试方法和固件库的使用、移植方法，并了解

如何扩展外设资源。 

目标 4：学会在电脑上安装集成开发环境，学会使用仿真器，学会如何看

嵌入式系统硬件的原理图，学会如何画嵌入式系统软件的流程图，学会利用万

用表、示波器和函数发生器等工具硬件调试方法，并了解嵌入式系统逻辑电路

和模拟电路设计方法和要点。 

目标 5：学会利用 Proteus 8.6 和 Altium Designer 设计、仿真嵌入式系统的

方法，学会使用可视化图形配置工具 STM32CubeMX 生成例程。 

二、课程内容 

（一）ARM  Cortex-M芯片结构和最小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 二进制计算基本原理，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发展历史，嵌入式系统的

定义和发展历史，汽车车载电子零部件测试标准AEC-Q100、AEC-Q101、AEC-Q100。 

  （1课时） 

1.2ARM  Cortex-M 芯片封装和引脚、Cortex-M 内核 、寄存器、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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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S32K14X汽车级 MCU简介。 （1课时） 

1.3ARM  Cortex-M 芯片最小系统的组成，包括电源管理、时钟管理、复

位电路、程序下载电路和 ARM  Cortex-M芯片启动。 （1课时） 

1.4 ARM  Cortex-M 芯片中断通道、中断的过程，NVIC 硬件结构及软件配

置，EXTI硬件结构及软件配置、堆栈和 DMA简介，掌握模拟汽车紧急制动的按

键中断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方法。 （2课时） 

（二）工程建立、软件仿真调试与程序下载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2.1 开发环境获得、安装和配置，软件仿真调试方法，程序下载，串口调

试软件的使用方法。 （0.5课时） 

2.2 ARM  Cortex-M 芯片程序开发的三种模式的特点与比较（基于寄存器

的开发模式、基于标准外设库的开发模式和基于操作系统的开发模式），基于

AUTOSAR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嵌入式软件开发。 （0.5课时） 

2.3 ARM  Cortex-M 芯片标准外设库、Cortex-M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 

（CMSIS）、标准外设驱动函数概念的定义和作用，ARM  Cortex-M 芯片标准外

设库命名规则，数据类型和结构，嵌入式 C语言特点,MISRA C编程规范。 

  （1.5课时） 

2.4 ARM  Cortex-M 芯片工程建立的相关流程，复制标准外设库文件的方

法，新建、编辑一个工程的方法。 （0.5课时） 

（三）I/O接口电路、基本外设资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3课时） 

3.1 通用和复用功能 I/O 模块的相关概念，GPIO 寄存器和引脚描述，GPIO

复用功能，GPIO输入功能，GPIO输出功能 ，GPIO常用库函数，库函数和寄存

器的关系 ，掌握模拟汽车安全带未系报警的点灯和蜂鸣器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

与调试方法。 （4课时） 

3.2ARM  Cortex-M 芯片的定时器的组成结构、功能及工作方式，定时器

相关寄存器及常用库函数，掌握定时器使用流程，PWM 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应

用，STM32 的 PWM 的实现原理，掌握定时器输出模式、输入捕获模式的程序设

计思想与调试方法，掌握模拟汽车灯光照明的 PWM 驱动 LED 实验的程序设计思

想与调试方法,掌握模拟汽车散热风扇的 PWM 电机调速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

调试方法。  （4课时） 

3.3ARM  Cortex-M芯片的USART模块相关概念，异步串行通信协议，USART

的结构特性，USART 相关寄存器，结合库函数分析串口工作过程, 掌握模拟汽

车轮速检测实验的 USART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方法。 （4课时） 

3.4ARM  Cortex-M 芯片的 SPI模块的相关概念，SPI通信协议，SPI信号

线、模式和时序图，ARM  Cortex-M 芯片的 SPI特性及架构，结合库函数分析



 

355 

SPI工作过程，掌握使用 SPI接口读取 Flash 实验。 （4课时） 

3.5 ARM  Cortex-M 芯片的 I2C模块的相关概念，I2C物理层、数据链路

层，ARM  Cortex-M 芯片的 I2C 特性及架构，结合库函数分析 I2C 工作过程，

掌握使用 I2C接口读取 EEPROM实验。 （3课时） 

3.6 ADC模数转换的基本概念，ADC特性。ADC 管脚描述、ADC寄存器、ADC

硬件电路，ADC 标准外设库, 掌握模拟汽车发动机水温测量系统实验的 ADC 实

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方法。 （4课时） 

（四）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课时） 

4.1嵌入式系统综合设计，课程习题讨论、课程作品演示等。 （1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教师讲解示范学生自主练习） 

5.1电络铁，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5.2可视化图形配置工具 STM32CubeMX 的应用。 

5.3 电子线路设计与仿真工具 Proteus 、Altium Designer 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嵌入式系统及其应用（第三版）》陈启军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STM32 库开发实战指南（第 2 版）》刘火良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6 

2.《车载 ARM 嵌入式系统实例开发》肖广兵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8 

3.《基于 ARM 的单片机应用及实践》武奇生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06 

4.《基于 ARM Cortex-M3 的 STM32 系列嵌入式微控制器应用实践（第 2 版）》

彭刚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5.《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C51 编程）（第 2 版）》，张毅刚主编，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7.01 

6．《Proteus8——电子线路设计与仿真（第 2 版）》，刘德全主编，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7.08 

7.《STM32 单片机应用与全案例实践》,沈红卫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06 

8. 《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 4 版）》,王宜怀等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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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成绩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ARM  



 

356 

Cortex-M 芯片特性、引脚功能和最小系统，ARM  Cortex-M 芯片中断、存储、

I/O 接口和片内外设，嵌入式系统软件程序开发基础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严屹宏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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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于

Cortex-M 控

制核心的嵌

入式系统的

基本组成、工

作原理、引脚

功能、存储器

空间和中断

系统，学会利

用  

Cortex-M 芯

片控制核心

设计一个嵌

入式最小系

统。 

目标 2：掌

握 在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下应用 C语

言 程 序 设

计 一 个 工

程 ， 学 会

Cortex-M

芯 片 控 制

核 心 的 启

动配置、软

件 调 试 和

程序下载。 

目 标 3 ： 掌 握

Cortex-M 芯片相

关 I/O接口电路、

基本外设资源的

工作原理，还能

设计实现具有相

关功能的嵌入式

系 统 ， 学 会 

Cortex-M 芯片相

关 I/O 接口、片

内外设的寄存器

的操作、软件调

试方法和固件库

的使用、移植方

法。 

目标 4:学会在电

脑上安装软件开

发环境，学会使

用仿真器，学会

如何看嵌入式系

统 硬 件 的 原 理

图，学会如何画

嵌入式系统软件

的流程图，学会

利用万用表、示

波器和函数发生

器等工具硬件调

试方法。 

目标 5：学会

利用 Proteus 

8.6和 Altium 

Designer 设

计、仿真嵌入

式系统的方

法，学会使用

可视化图形

配 置 工 具

STM32CubeMX

生成例程。 

1.1 二进制计算基本原理，计算机的基本

结构、发展历史，嵌入式系统的定义和发

展历史，电子元器件汽车级认证标准

AEC-Q100、AEC-Q101、AEC-Q100。 

√ √ √   

1.2 ARM Cortex-M 芯片封装和引脚、

Cortex-M内核 、寄存器、存储器管理，

S32K14X汽车级 MCU简介。 

√ √ √ √ √ 

1.3 ARM Cortex-M芯片最小系统的组成，

包括电源管理、时钟管理、复位电路、程

序下载电路和 ARM Cortex-M芯片启动。 

√ √ √  √ 

1.4 ARM Cortex-M芯片中断通道、中断的

过程,NVIC硬件结构及软件配置，EXTI硬

件结构及软件配置、堆栈和 DMA简介，掌

握模拟汽车紧急制动的按键中断实验的

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方法。 

√ √    

2.1开发环境获得、安装和配置，软件仿

真调试方法，程序下载，串口调试软件的

使用方法。 

 √  √  

2.2 ARM Cortex-M芯片程序开发的三种模

式的特点与比较（ 基于寄存器的开发模

式、基于标准外设库的开发模式和基于操

作系统的开发模式），基于 AUTOSAR 的汽

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嵌入式软件开发。 

 √ √ √  

2.3 ARM Cortex-M标准外设库、Cortex-M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 （CMSIS）、ARM 

Cortex-M 标准外设驱动函数概念的定义

和作用，ARM Cortex-M标准外设库命名规

则，数据类型和结构，嵌入式 C语言特点, 

MISRA C编程规范。 

√ √ √   

2.4 ARM Cortex-M芯片工程建立的相关流

程，复制标准外设库文件的方法，新建、

编辑一个工程的方法。 

√ √ √   

3.1 通用和复用功能 I/O 模块的相关概

念，GPIO 寄存器和引脚描述，GPIO 复用

功能，GPIO输入功能，GPIO输出功能 ，

GPIO 常用库函数，库函数和寄存器的关

系 ，掌握模拟汽车安全带未系报警的点

灯和蜂鸣器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

方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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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RM Cortex-M芯片的定时器的组成结

构、功能及工作方式，定时器相关寄存器

及常用库函数，掌握定时器使用流程，PWM

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应用，ARM Cortex-M

芯片的 PWM的实现原理，掌握定时器输出

模式、输入捕获模式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

试方法，掌握模拟汽车灯光照明的 PWM驱

动 LED 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方法,

掌握模拟汽车散热风扇的PWM电机调速实

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试方法。 

√ √ √ √ √ 

3.3 ARM Cortex-M芯片的 USART模块相关

概念，异步串行通信协议，USART 的结构

特性，USART相关寄存器，结合库函数分

析串口工作过程, 掌握模拟汽车轮速检

测实验的USART实验的程序设计思想与调

试方法。 

√ √ √ √ √ 

3.4 ARM Cortex-M芯片的 SPI模块的相关

概念，SPI 通信协议，SPI 信号线、模式

和时序图，ARM Cortex-M芯片的 SPI特性

及架构，结合库函数分析 SPI工作过程，

掌握使用 SPI接口读取 Flash实验。 

√ √ √ √ √ 

3.5 ARM Cortex-M芯片的 I2C模块的相关

概念，I2C 物理层、数据链路层，ARM 

Cortex-M芯片的 I2C特性及架构，结合库

函数分析 I2C工作过程，掌握使用 I2C接

口读取 EEPROM实验。 

√        √ √ √ √ 

3.6 ADC模数转换的基本概念，ADC特性。

ADC管脚描述、ADC寄存器、ADC硬件电路，

ADC标准外设库, 掌握模拟汽车发动机水

温测量系统实验的ADC实验的程序设计思

想与调试方法。 

√ √ √ √ √ 

4.1嵌入式系统综合设计，课程习题讨论、

课程作品演示等。 
√ √ √ √ √ 

5.1电络铁，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

器、稳压电源的使用等。 
   √  

5.2 可视化图形配置工具STM32CubeMX的

应用。 
√  √  √ 

5.3电子线路设计与仿真工具 Proteus 、

Altium Designer的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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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电机系统原理与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8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Testing Technology of Electric Vehicle Motor System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电气基础、汽车理论、汽车控制基础、新能源汽车技术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电动汽车的分类和基本特征、电传动系统结构，熟悉车用驱

动电机的工作特性，掌握车用驱动电机类型及特点，了解车用电机控制技术。 

目标 2：了解测量误差的概念和分类，掌握不确定度误差分析和数值修约

规则，了解电机性能指标容差的一般性规定，熟悉电机试验系统的静态特性、

动态特性及负载耦合特性，掌握系统特性的参数指标和表达形式。 

目标 3：熟悉多因子试验、正交试验和均匀试验的设计方法，掌握试验信

号的滤波、调理、传输采集和试验数据的处理技术。 

目标 4：掌握测量仪表、转速转矩测量仪、电功率分析仪、测功机、直流

电源、高低温和盐雾试验设备、振动试验设备等主要试验设备的工作原理，掌

握车用电机系统台架的输入输出特性试验方法。 

目标 5：掌握电机本体参数的测量方法，掌握车用电机系统电量参数及非

电量参数的测量方法，了解车用电机驱动系统的最新试验技术和仿真技术。 

二、课程内容 

（一）电动汽车及车用驱动电机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1.1 电动汽车的分类与特点、电传动系统的典型结构，新兴机电耦合机构。

  （1 课时） 

1.2 车用电机系统的工作特性要求与主要技术特性。 （1 课时） 

1.3 常用车用驱动电机直流电机、异步感应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开关磁阻

电机的结构与特点，常用电力电子功率器件 IGBT、开关变换技术的原理。 

  （1 课时） 

1.4 常用电机驱动技术 VVVF 控制技术、矢量控制技术、直接转矩控制技

术的原理。  （1 课时） 

（二）测量误差分析与测试系统特性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2.1 测量的定义与分类，测量误差的概念与分类。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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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量不确定度分析，测量误差的分析处理，数值修约的规则与在电机试

验中的应用，电机性能指标考核容差的一般性规定。 （1 课时） 

2.3 试验测试系统的静态特性、动态特性、动态响应及负载耦合特性。 

  （1 课时） 

2.4 测试系统静态特性、动态特性的测定，不失真测量。 （1 课时） 

（三）试验设计与信号处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试验设计的基本要求，多因子试验设计。 （1 课时） 

3.2 正交试验设计，均匀试验设计。 （1 课时） 

3.3 信号的分类与描述，信号的时域与频域分析，信号的调理、传输及滤波。 

  （2 课时） 

3.4 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原则、主要结构、性能指标以及标定，试验数据的

插值表示与图形表示，试验数据的回归处理，异常数据的处理准则。 （2 课时） 

（四）电机试验仪器设备与台架试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4.1 测量仪器仪表的分类、性能指标、使用说明以及精准度，转速转矩测量

仪、电功率分析仪、测功机、直流电源、高低温和盐雾试验设备、振动试验设

备等主要试验设备的工作原理。 （3 课时） 

4.2 试验台架的机构，关键参数的台架试验方法。 （2 课时） 

4.3 整车行驶工况测试技术，可靠性耐久性试验。 （1 课时） 

4.4 车用电机系统的现代试验测试技术：数字信号测试技术，智能仪表，自

动测试技术，硬件在环仿真技术，虚拟仪器技术。 （2 课时） 

（五）电机参数测量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5.1 本体参数：转动惯量与时间常数的测量，电机系统杂散损耗的测试方法，

直流电机参数的测试方法，异步电机参数的测试方法，永磁同步电机参数的测

试方法。 （2 课时） 

5.2 电量参数：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电压与电流的测量，电功率的测量，

频率和相位的测量，电阻与绝缘电阻的测量，非正弦电量的测量，耐电压试验。 

  （2 课时） 

5.3 非电量参数：转速测量原理与实现，转矩测量原理与实现，电机温度与

工作温升测量，电机磁场的测量，振动试验，噪声的测量。 （2 课时） 

（六）课程内项目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6.1 三相异步电机的空载实验与堵转实验。 （2 课时） 

6.2 永磁同步电机的转矩-转速特性及效率实验。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动汽车电机系统原理与测试技术》，宋强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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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车用电机原理及应用》，袁新枚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7 

2. 《电机现代测试技术》（第 2 版），武建文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0 

3. 《电动汽车相关标准》，姜久春等编著，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04 

4. 《电机试验技术及设备手册》（第 3 版），才家刚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5.02 

5. 《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与应用》，张舟云等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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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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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驱动

电机的 

类型与控制、测量误差分析、测试系统特性分析、试验设计、信号测试与

处理、电机主要试验仪器设备的使用、电机参数的测量、台架试验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程金润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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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电

传动系统的

结构特点、工

作特性和控

制技术 

目标 2：掌握

不确定度误差

分析和数值修

约规则，掌握

电机试验系统

特性分析 

目标 3：掌握试

验设计方法，掌

握试验信号的滤

波、调理、传输

采集和试验数据

的处理技术。 

目标 4：掌握电

机主要试验设

备 的 工 作 原

理，掌握电机

系统台架的试

验方法。 

目标 5：掌握电

机参数的测量

方法，了解车

用电机驱动系

统的最新试验

技术和仿真技

术。 

1.1 电动汽车电传动系统的结构，

新兴机电耦合机构 
√     

1.2 车用电机系统的工作特性要求

与主要技术特性 
√     

1.3 常用车用驱动电机结构与特

点，常用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的原

理。 

√     

1.4 常用电机驱动技术的原理。 √     

2.1 测量与测量误差的概念与分类  √    

2.2 测量误差的分析处理，数值修

约的规则，电机性能指标考核容差

的一般性规定 

 √    

2.3 试验测试系统的特性分析  √    

2.4 测试系统静态特性、动态特性

的测定，不失真测量 
 √    

3.1 试验设计的基本要求，多因子

试验设计 
  √   

3.2 正交试验设计，均匀试验设计   √   

3.3 信号的分类与描述，信号的时

域与频域分析，信号的调理、传输

及滤波 

  √   

3.4 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原则、主

要结构、性能指标以及标定，试验

数据的回归处理，异常数据的处理

准则 

  √ √ √ 

4.1 电机测量仪器仪表的分类、性

能指标、使用说明以及精准度，主

要试验设备的原理 

   √ √ 

4.2 试验台架的机构，关键参数的

台架试验方法 
   √ √ 

4.3 整车行驶工况测试技术，可靠

性耐久性试验 
   √  

4.4 车用电机现代试验测试技术，

智能仪表，硬件在环，虚拟仪器技

术 

   √  

5.1 转动惯量与时间常数的测量

等，直流电机参数的测试方法等 
  √ √ √ 

5.2 霍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电压

与电流的测量等，非正弦电量的测

量，耐电压试验 

  √ √ √ 

5.3 转速测量原理与实现等，磁场

测量，振动与噪声试验 
  √ √ √ 

6.1 三相异步电机的空载实验与堵

转实验 
√ √ √ √ √ 

6.2 永磁同步电机的转矩-转速特性

及效率实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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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59P1        英文名称：New Energy Automotive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电气基础、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新能源汽车分类等基础知识及其发展的迫切性与趋势。 

目标 2：掌握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分类、原理、相关参数及电动汽车

对关键零部件的要求。 

目标 3：掌握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分类、工作

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目标 4：掌握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

标。 

二、课程内容 

（一）电动汽车及关键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学习内容 （26 学时） 

1.1 掌握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趋势及迫切性。 （2学时） 

1.2 掌握动力电池的种类、原理、相关参数及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的要求。

  （6学时） 

1.3 掌握车用电机的种类、原理、相关参数及电动汽车对车用电动机的要

求。  （6学时） 

1.4 掌握纯电动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3学时） 

1.5 掌握增程式电动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3学时） 

1.6 掌握混合动力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3学时） 

1.7 掌握燃料电池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3学时） 

（二）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种类及相关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学时） 

2.1 掌握天然气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1学时） 

2.2 掌握甲醇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1学时） 

2.3 掌握乙醇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1学时） 

2.4 掌握二甲醚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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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掌握氢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1学时） 

2.6 掌握太阳能电池汽车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1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能源汽车技术》，崔胜民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新能源汽车大讲堂》，刘邗等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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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20%） + 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电动汽车及

关键技术、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种类及相关技术。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海军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5%88%98%E9%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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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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新能源汽

车分类等基础知识及

其发展的迫切性与趋

势 

目标 2：掌握新能源

汽车关键零部件的

分类、原理、相关

参数及电动汽车对

关键零部件的要求 

目标 3：掌握纯电

动汽车、增程式电

动汽车、混合动力

汽车的分类、工作

原理，关键技术及

相关指标 

目标 4：掌握其他

类型新能源汽车

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

关指标 

1.1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趋

势及迫切性 
√    

1.2 动力电池的种类、原理、相

关参数及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的

要求 

 √   

1.3 车用电机的种类、原理、相

关参数及电动汽车对车用电动机

的要求 

 √   

1.4 纯电动汽车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1.5 增程式电动汽车的分类、工

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1.6 混合动力汽车的分类、工作

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1.7 燃料电池汽车的分类、工作

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2.1 天然气汽车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2.2甲醇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2.3乙醇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2.4二甲醚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

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2.5 氢燃料汽车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2.6太阳能电池汽车的分类、工作

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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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0P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工程设计基础、机械工程材料、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汽车构造 

后续课程：汽车再制造技术、特种加工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制造的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 了解汽车制造

的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目标 2：掌握各种汽车零件毛坯的制造工艺的原理、特点、应用范围。 

目标 3：了解汽车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方法，掌握发动机、圆柱齿轮、锥

齿轮、曲轴、凸轮轴等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内容，学会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制造

工艺设计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零件表面强化工艺。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概论 （2 课时） 

1.1 汽车制造业的特点 （0.5 课时） 

1.2 汽车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发展 （0.5 课时） 

1.3 汽车制造的新技术新工艺 （1 课时） 

第二章冲压工艺 （6 课时） 

2.1 汽车冲压工艺的特点与地位 （0.5 课时） 

2.2 冲压材料 （1 课时） 

2.3 汽车冲压工艺设计 （2 课时） 

2.4 汽车典型零件的冲压工艺 （1 课时） 

2.5 冲压模具和冲压设备 （1 课时） 

2.6 冲压件的质量检验 （0.5 课时） 

第三章汽车焊装工艺 （4 课时） 

3.1 车身焊装工艺流程与工艺布局 （0.5 课时） 

3.2 电阻焊 （0.5 课时） 

3.3 熔化焊 （0.5 课时） 

3.4 特种焊接 （0.5 课时） 

3.5 焊装生产线整体效率评价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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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车身焊装工艺 （0.5 课时） 

3.7 常用焊装设备 （0.5 课时） 

3.8 车身焊装工艺过程的涂胶工艺、3.9 间隙面差调整与外观返修 （0.5 课时） 

第四章汽车涂装工艺 （4 课时）  

4.1 汽车涂装工艺流程 （0.5 课时） 

4.2 漆前处理 （0.5 课时） 

4.3 电泳涂装工艺 （0.5 课时） 

4.4 pvc 涂装与防振隔声材料装贴工艺 （0.5 课时） 

4.5 中涂、色漆、清漆及返修工艺 （0.5 课时） 

4.6 塑料件的涂装工艺 （0.5 课时） 

4.7 涂装质量控制 （0.5 课时） 

4.8 涂装工艺设计的基本原则 （0.5 课时） 

第五章汽车总装工艺 （4 课时） 

5.1 汽车总装工艺的设计原则 （0.5 课时） 

5.2 总装工艺流程 （2 课时） 

5.3 汽车总装输送系统 （0.5 课时） 

5.4 整车性能测试与调整 （0.5 课时） 

5.5 汽车的返修 （0.5 课时） 

第六章零件毛坯制造工艺 （4 课时） 

6.1 砂型铸造 （1.5 课时） 

6.2 钢模铸造 （0.5 课时） 

6.3 压力铸造 （0.5 课时） 

6.4 精密铸造 （0.5 课时） 

6.5 模锻 （0.5 课时） 

6.6 辊锻 （0.5 课时） 

第七章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艺 （4 课时） 

7.1 箱体零件的加工 （1 课时） 

7.2 圆柱齿轮的加工 （1 课时） 

7.3 锥齿轮的加工 （1 课时） 

7.4 曲轴、凸轮轴的加工 （1 课时） 

第八章零件表面强化工艺 （4 课时） 

8.1 零件表面机械强化处理 （1 课时） 

8.2 化学处理 （1 课时） 

8.3 表面淬火处理 （1 课时） 

8.4 激光热处理技术 （0.5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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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其他热处理工艺简介 （0.5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制造工艺》，何耀华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汽车制造工艺学（第 3 版）》，王宝玺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7 

2.《汽车制造工艺学》，曾东建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 

3. 《现代汽车制造工艺学（第 3 版）》，华健，赵晓昱编著，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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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冲压工

艺、汽车焊接工艺、汽车涂装工艺、汽车总装工艺、零件毛坯制造工艺、零件

的机加工工艺、零件表面强化工艺。 

五、附件 

 

制定人：  袁伟光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3%F1%D6%F7%B7%A8%D6%C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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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

车制造的冲压、

焊接、涂装、总

装四大工艺 , 

了解汽车制造

的新技术新工

艺的发展。 

目标 2：掌握

各种汽车零件

毛坯的制造工

艺的原理、特

点、应用范围。 

目标 3：了解汽车零件的

机械加工工艺方法，掌握

发动机、圆柱齿轮、锥齿

轮、曲轴、凸轮轴等典型

零件的加工工艺内容，学

会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制

造工艺设计方法。 

目标 4:掌握汽

车零件表面强

化工艺。 

1.1汽车制造业的特点 √    

1.2汽车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发展 √    

1.3汽车制造的新技术新工艺 √    

2.1汽车冲压工艺的特点与地位 √    

2.2冲压材料 √    

2.3 汽车冲压工艺设计 √    

2.4 汽车典型零件的冲压工艺 √    

2.5 冲压模具和冲压设备 √    

2.6 冲压件的质量检验 √    

3.1车身焊装工艺流程与工艺布局 √    

3.2电阻焊 √    

3.3熔化焊 √    

3.4特种焊接 √    

3.5焊装生产线整体效率评价 √    

3.6车身焊装工艺 √    

3.7常用焊装设备 √    

3.8车身焊装工艺过程的涂胶工艺 √    

3.9间隙面差调整与外观返修 √    

4.1汽车涂装工艺流程 √    

4.2漆前处理 √    

4.3电泳涂装工艺 √    

4.4 pvc涂装与防振隔声材料装贴工艺 √    

4.5中涂、色漆、清漆及返修工艺 √    

4.6塑料件的涂装工艺 √    

4.7涂装质量控制 √    

4.8涂装工艺设计的基本原则 √    

5.1汽车总装工艺的设计原则 √    

5.2总装工艺流程 √    

5.3汽车总装输送系统 √    

5.4整车性能测试与调整 √    

5.5汽车的返修 √    

6.1砂型铸造  √   

6.2钢模铸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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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压力铸造  √   

6.4精密铸造  √   

6.5模锻  √   

6.6辊锻  √   

7.1箱体零件的加工   √  

7.2圆柱齿轮的加工   √  

7.3锥齿轮的加工   √  

7.4曲轴、凸轮轴的加工   √  

8.1零件表面机械强化处理    √ 

8.2化学处理    √ 

8.3表面淬火处理    √ 

8.4激光热处理技术    √ 

8.5其他热处理工艺简介    √ 

 

  



 

371 

《汽车零部件测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2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Survey and Draw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服务

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机械设计基础等 

 

一、测绘目标 

目标 1：复习和巩固已学的机械制图知识，并在课程实践中进行综合应用。 

目标 2：熟悉部件测绘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培养初步的部件和零件的测绘

能力。 

目标 3：熟悉查阅国家制图标准手册的方法。 

目标 4：为后续课程的课程设计、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等奠定基础。 

二、测绘内容 

测绘零件数为 10个零件左右（包括标准件）的装配体。 

1、熟悉所测绘的装配体的结构和装拆顺序、装配关系。 （0.5学时） 

2、绘制装配体的装配示意图（可徒手绘制）。 （1.5学时） 

为了便于装配体被拆开后仍能装配复原，在拆卸过程中应尽量做好原始记

录，最简单和常用的方法就是绘制装配示意图。装配示意图的画法没有严格的

规定，通常用简单的线条画出零件的大致轮廓，有些零件可参考有关资料的机

构运动简图画出。装配示意图是把装配体看作透明体画出的，既要画出外部轮

廓，又要画出内部构造，对各零件的表达一般不受前后层次的限制，其顺序可

从主要零件着手，依次按装配顺序把其它零件逐个画出。装配示意图一般只画

一两个视图，而且两接触面之间要留有间隙，以便区分不同零件。 

3、零件测绘 （8学时） 

对所有非标准零件都应进行测绘。首先应绘制零件草图，零件草图虽是徒

手绘制，但不可草率从事，它应具有与零件图相同的内容。草图绘制是必须掌

握的基本技能之一。 

对所有标准件，不需要画出零件草图，但应在装配示意图的明细栏（表）

中列出其规定标记。 

4、绘制装配图 （8学时） 

（1）根据装配示意图和零件草图绘制装配图 , 这是课程设计的主要任务。

装配图不仅要求表达出机器的工作原理和装配关系以及主要零件的结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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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检查零件草图上的尺寸是否协调合理。在绘制装配图的过程中 , 若发现零

件草图上的形状或尺寸有错 , 应及时更改后方可画图。 

（2）装配图画好后必须填写技术要求，包括注明该装配体的规格、性能及

配合、安装尺寸 , 用文字说明或用符号标注注明该装配体在装配、调试、安装

使用中必需的技术条件。 

（3）按规定要求对零件编号，填写零件序号和明细栏（表）、标题栏的各

项内容。最后应仔细检查完成装配图。 

5、绘制部分零件工作图 （2学时） 

根据修改后的零件草图，按制图国家标准对线型的要求，绘制其中 1~2 个

零件工作图。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工程制图》（第 2版），刘小年、郭克希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6 

《机械零部件测绘》，高红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零件设计手册》吴宗泽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技术制图》、《机械制图》，中国标准出版社 

四、课程考核 

按百分制计。 

1. 平时表现及出勤率：10 分； 

2. 装配示意图和零件草图：30 分； 

3. 装配图：40 分； 

4. 零件工作图：20 分。 

五、附件 

 

制定人：  费秋仙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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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和巩固

已学的机械制图知

识，并在课程实践中

进行综合应用 

目标 2：掌握部件测

绘的基本方法和步

骤，培养初步的部

件和零件的测绘能

力 

目标 3：掌握查阅国

家制图标准手册的

方法 

目标 4:为后续课

程的课程设计、

综合实践和毕业

设计等奠定基础 

1、熟悉所测绘的装配体的结构和

装拆顺序、装配关系 
 √  √ 

2、绘制装配体的装配示意图（可

徒手绘制） 
√ √  √ 

3、零件测绘 √ √ √ √ 

4、绘制装配图 √ √ √ √ 

5、绘制部分零件工作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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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再制造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3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Re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汽车构造、汽车制造工艺学等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再制造的内涵、再制造产业发展现状。 

目标 2：掌握汽车再制造拆解技术。 

目标 3：掌握汽车再制造清洁技术。 

目标 4：掌握汽车再制造检测技术。 

目标 5：掌握汽车再制造表面工程技术 

 

二、课程内容 

1.汽车再制造概述 （4课时） 

1.1再制造的概念 

1.2再制造与维修的区别 

1.3再制造与绿色制造的联系 

1.4再制造的特点 

1.5 国内外再制造产业发展 

2. 汽车再制造拆解技术 （4课时） 

2.1基本概念与主要特征 

2.2再制造实用拆解技术 

2.3废旧发动机再制造拆解技术应用 

3. 汽车再制造清洁技术 （6课时） 

3.1概念与特征 

3.2再制造实用清洗技术 

3.3典型零部件再制造清洗技术应用 

4. 汽车再制造检测技术 （6课时） 

4.1概念与特征 

4.2废旧毛坯件检测方法 

4.3零部件再制造质量检测技术 

4.4再制造零件无损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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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典型件再制造检测应用 

5. 汽车再制造表面工程技术 （12课时） 

5.1概念与特征 

5.2表面镀层再制造技术 

5.3表面涂层再制造技术 

5.4 表面覆层再制造技术 

5.5 表面改性再制造技术 

5.6 零件表面再制造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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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设计与工程》，梁秀兵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16.11 

2. 《汽车报废拆解与材料回收利用》，贝绍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4 

3. 《装备再制造工程》，徐滨士等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12 

4. 《汽车再生工程》，储江伟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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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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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基

本概念、再制造拆解的特点、再制造拆解技术与应用、再制造清洗要求、再制

造清洁技术及应用、再制造检测技术及典型应用、热喷涂技术及应用、激光熔

覆技术及应用、表面改性技术及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陆忠东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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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的内涵、再制造

产业发展现状 

目标 2：掌握汽

车再制造拆解技

术 

目标 3：掌握汽

车再制造清洁技

术 

目标 4:掌握汽

车再制造检测

技术 

目标 5：掌握汽

车再制造表面

工程技术 

1.1再制造的概念 √     

1.2单再制造与维修的区别 √     

1.3 再制造与绿色制造的联

系 
√     

1.4再制造的特点 √     

1.5国内外再制造产业发展 √     

2.1基本概念与主要特征  √    

2.2再制造实用拆解技术  √    

2.3 废旧发动机再制造拆解

技术应用 
 √    

3.1概念与特征   √   

3.2再制造实用清洗技术   √   

3.3 典型零部件再制造清洗

技术应用 
  √   

4.1概念与特征    √  

4.2废旧毛坯件检测方法    √  

4.3 零部件再制造质量检测

技术 
   √  

4.4 再制造零件无损检测技

术 
   √  

4.5典型件再制造检测应用    √  

5.1概念与特征     √ 

5.2表面镀层再制造技术     √ 

5.3表面涂层再制造技术     √ 

5.4 表面覆层再制造技术     √ 

5.5 表面改性再制造技术     √ 

5.6 零件表面再制造技术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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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试验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4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Test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电气基础、汽车控制基础 

后续课程：车辆工程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性能指标参数，技术要求和试验验证流

程，掌握汽车试验技术的主要理论和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测量误差理论，相

似理论和正交试验理论等。 

目标 2：考虑与汽车 CAE 主要分析手段的配合，掌握汽车典型试验的设计

理论和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试验目的，内容，步骤和评价手段等，能够针对

设计验证的需求，完成试验方案设计，分析和持续改进。 

目标 3：掌握典型的汽车试验及相关仪器和设备的实际操作，包括：试验

大纲的制订，记录数据表格的设计，试验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并最终形

成试验报告。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试验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1.1 测量系统的基本特性-掌握汽车试验测试系统的基本概念，静态特性，

动态特性，测试装置的动态响应特性，测试系统对瞬态激励的响应，测试系统

频率特性的测定。 （2 课时） 

1.2 相似理论-掌握汽车试验的相似概念，定理和准则的具体求法。 （2 课时） 

1.3 测量误差理论-掌握测量误差的概念。随机误差的分布规律，测量的精密度

分析，直接测量参数测定值的处理，系统误差和异常数据的取舍。 （4 课时） 

1.4 正交试验设计-了解正交试验所要解决的问题，理解正交试验的相关概

念，特别是正交试验设计的基本工具-正交表，掌握正交试验设计的基本过程。 

  （2 课时） 

（二）汽车性能试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2.1 汽车动力性能试验-了解汽车动力性能试验的目的，基本内容，试验方

法和评判手段，包括：加速性能，爬坡能力，行驶阻力，附着力和最高测速等。

  （2 课时） 

2.2 汽车制动性能试验-了解汽车制动性能试验的目的，基本内容，试验方

法和评判手段，包括：直线行驶制动试验和曲线行驶制动试验。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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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了解汽车动力性能试验的目的，基本内容，试验

方法和评判手段，包括：基本参量测定，操纵稳定性道路试验，操作稳定性试

验仪器等。  （2 课时） 

2.4 汽车平顺性试验-了解汽车平顺性能试验的目的，基本内容，试验方法

和评判手段，包括：振动对人体的影响，座椅加速度测量和平顺性评价方法。 

  （2 课时） 

2.5 汽车可靠性与耐久性试验-了解汽车可靠性与耐久性试验的目的，基本

内容，试验方法和评判手段，包括：道路实车试验，室内台架模拟试验。 

  （2 课时） 

2.6 汽车燃料经济性试验-了解汽车可靠性与耐久性试验的目的，基本内容，

试验方法和评判手段，包括：道路实车试验，室内台架模拟试验。 （2 课时） 

2.7 汽车被动安全性试验-了解汽车被动安全性试验的目的，基本内容，试

验方法和评判数段，包括：碰撞试验设备及测量系统，实车碰撞试验和滑车模

拟碰撞试验等。 （2 课时） 

（三）典型汽车试验操作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试验一应变片试验和热电偶试验； 

3.2 试验二车外和车内噪声试验； 

3.3 试验三整车几何和质量参数测量； 

3.4 试验四悬架偏频试验； 

3.5 试验五定速侧滑试验； 

3.6 试验六汽车制动力试验； 

3.7 试验七汽车驱动力试验； 

3.8 试验八开闭件振型和轮胎模态试验等。 

试验内容：本着由浅入深和便于现场操作考核的试验教学要求，本课程特

设立八个主要基础试验：试验一应变片试验和热电偶试验；试验二车外和车内

噪声试验；试验三整车几何和质量参数测量；试验四悬架偏頻试验；试验五定

速侧滑试验；试验六汽车制动力试验；试验七汽车驱动力试验；试验八开闭件

振型和轮胎模态试验等。根据培养方案并考虑到试验设备和场地的条件，在八

个试验中选择执行。 

基本要求：本课程所设立试验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根据试验要求设计合理

的试验方案，现场操作各种测试仪器和处理分析试验数据的整车试验能力，故

要求领会本课程所要求的理论知识，勇于探索和创新，勤于观察和思考，专于

细致和严谨，乐于分析和总结。此外，注意实验安全，课下认真且及时完成实

验报告，书写工整，图表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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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试验技术》，周鋐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量测与分析》，石来德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2 

2. 《汽车试验学》，郭应时，袁伟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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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作业（20%）、实验（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测量系统特

点、测量误差理论、相似理论、正交试验、汽车典型试验相关知识，包括：试

验大纲的制订，记录数据表格的设计，试验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并最终

形成试验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杰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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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试验技

术的主要理论和基本方

法，主要包括测量误差理

论，相似理论和正交试验

设计方法等 

目标 2：掌握典型的汽车

试验的实际操作，包括：

试验大纲的制订，记录数

据表格的设计，试验数据

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并

最终形成试验报告 

目标 3：掌握汽车典型试

验的设计理论和基本方

法，主要包括：试验目的，

内容，步骤和评价手段等 

1.1测量系统的基本特性 √   

1.2相似理论 √   

1.3测量误差理论 √   

1.4正交试验设计 √   

2.1汽车动力性能试验  √ √ 

2.2汽车制动性能试验  √ √ 

2.3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  √ √ 

2.4汽车平顺性试验  √ √ 

2.5汽车可靠性与耐久性试验。  √ √ 

2.6汽车燃料经济性试验  √ √ 

2.7 汽车被动安全性试验  √ √ 

3.1试验一应变片试验和热电偶试验 √ √ √ 

3.2试验二车外和车内噪声试验 √ √ √ 

3.3试验三整车几何和质量参数测量 √ √ √ 

3.4试验四悬架偏頻试验 √ √ √ 

3.5试验五定速侧滑试验 √ √ √ 

3.6试验六车速制动力试验 √ √ √ 

3.7试验七车速驱动力试验 √ √ √ 

3.8试验八开闭件振型和轮胎模态试

验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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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5P1      英文名称：Theory of Automobile Engin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 

后续课程：车辆检测与诊断技术、汽车试验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发动机的理论循环与实际循环，掌握发动机的指示指标、有

效指标及其他性能指标，掌握发动机机械损失及其测定方法。 

目标 2：掌握发动机的换气过程，掌握充气效率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施。 

目标 3：掌握汽油机和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掌握燃烧过程的

影响因素，掌握改善燃烧过程的措施。 

目标 4：掌握发动机的负荷特性、速度特性和万有特性及其测绘方法，掌

握发动机台架试验。 

目标 5：掌握发动机排放与噪声形成机理，掌握发动机排放的控制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理论循环与性能指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1.1工程热力学基本概念、主要参数，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 （2课时） 

1.2发动机定容加热、定压加热与混合加热三种理论循环及其对比分析。 

  （4课时） 

1.3发动机实际循环，发动机指示性能指标、有效性能指标。 （2课时） 

1.4发动机机械损失、机械效率及其测定方法。 （2课时） 

（二）换气过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四冲程发动机进气和排气的换气过程，配气相位，换气损失的组成。 

  （1课时） 

2.2充气效率概念，影响充气效率的因素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施。 （1课时） 

2.3发动机增压类型，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基本原理。 （2课时） 

（三）混合气形成与燃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柴油机供油系统，喷射与雾化过程。 （2课时） 

3.2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课时） 

3.3汽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课时） 

3.4汽油机爆燃的机理、影响因素与控制措施。 （2课时） 

（四）发动机特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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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负荷特性及其意义等。 （1课时） 

4.2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速度特性及其意义等。 （1课时） 

4.3 发动机万有特性概念，万有特性图的做法，汽油机与柴油机万有特性

的比较等。  （2课时） 

4.4 发动机速度特性试验。 （2课时） 

（五）排放与噪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形成机理等。 （1课时） 

5.2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控制措施等。 （1课时） 

5.3 发动机排放性能试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发动机原理》，吴明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发动机原理与汽车理论》（第 2 版），冯健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06 

2. 《汽车发动机原理》，吴建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7 

3. 《内燃机原理》，蒋德明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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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及考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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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理论循

环、机械损失、性能指标、充气效率、柴油机与汽油机燃烧过程、负荷特性、

速度特性、万有特性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洪刚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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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发动

机的理论循环与实

际循环，掌握发动

机的指示指标、有

效指标及其他性能

指标，掌握发动机

机械损失及其测定

方法 

目标 2：掌

握 发 动 机

的 换 气 过

程，掌握充

气 效 率 及

提 高 充 气

效 率 的 措

施 

目标 3：掌握汽

油机和柴油机混

合气的形成与燃

烧过程，掌握燃

烧过程的影响因

素，掌握改善燃

烧过程的措施 

目标 4:掌握发

动机的负荷特

性、速度特性

和万有特性及

其测绘方法，

掌握发动机台

架试验 

目标 5：掌握发

动机排放与噪

声形成机理，

掌握发动机排

放的控制措施 

1.1工程热力学基本概念、主要

参数，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 
√     

1.2发动机定容加热、定压加热

与混合加热三种理论循环及其

对比分析 

√     

1.3发动机实际循环，发动机指

示性能指标、有效性能指标 
√     

1.4发动机机械损失、机械效率

及其测定方法 
√     

2.1四冲程发动机进气和排气的

换气过程，配气相位，换气损失

的组成 

 √    

2.2充气效率概念，影响充气效

率的因素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

施 

 √    

2.3发动机增压类型，发动机废

气涡轮增压基本原理 
 √    

3.1柴油机供油系统，喷射与雾

化过程 
  √   

3.2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

过程 
  √   

3.3汽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

过程 
  √   

3．4 汽油机爆燃的机理、影响

因素与控制措施 
  √   

4.1汽油机和柴油机的负荷特性

及其意义等 
√ √ √ √ √ 

4.2汽油机和柴油机的速度特性

及其意义等 
√ √ √ √ √ 

4.3 发动机万有特性概念，万有

特性图的做法，汽油机与柴油机

万有特性的比较等 

√ √ √ √ √ 

4.4发动机速度特性试验 √ √ √ √ √ 

5.1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形成机

理等 
√ √ √ √ √ 

5.2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控制措

施等 
√ √ √ √ √ 

5.3 发动机排放性能试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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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综合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6P1         英文名称：Vehicle Engineering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试验技术、车辆检测与诊断技术、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车用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操纵稳定性实验原理，学会汽车操纵稳定性实验步骤及

其相应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并了解现代汽车操纵稳定性实验在汽车开发

中的作用和最新前沿动态  

目标 2：掌握汽车平顺性实验原理，学会汽车平顺性实验步骤及其相应实

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并了解现代汽车平顺性实验在汽车开发中的作用和最

新前沿动态  

目标 3：掌握汽车电子硬件在环测试实验原理，学会汽车电子硬件在环测

试实验步骤及其相应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并了解现代汽车电子硬件在环

测试在汽车电子开发中的作用和最新前沿动态  

目标 4：掌握汽车电量平衡测试实验原理，学会汽车电量平衡测试实验步

骤及其相应主要组成模块测试和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并了解现代汽车电

量平衡测试在汽车电子开发中的作用和最新前沿动态  

目标 5：了解现代汽车电子 V型开发的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操纵稳定性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1.1 符合国家标准的蛇形试验相关的汽车操纵稳定性的试验方法及其数据

处理方法  （7课时） 

1.2 符合国家标准的转向轻便性验相关的汽车操纵稳定性的试验方法及其

数据处理方法  （4课时） 

（二）汽车平顺性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2.1 符合国家标准的汽车平顺性脉冲输入试验相关的汽车操纵平顺性的试

验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5课时） 

2.2 符合国家标准的汽车平顺性随机输入试验相关的汽车操纵平顺性的试

验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4课时） 

（三）汽车电子硬件在环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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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符合行业标准的汽车车窗控制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件在环

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2 符合行业标准的汽车车灯控制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件在环

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3 符合行业标准的汽车车门尾箱锁控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件

在环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4 符合行业标准的汽车电动折叠控制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件

在环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5 符合行业标准的汽车雨刮控制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件在环

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6 符合行业标准的 HIL 手动与自动序列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

件在环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7 符合行业标准的 HIL 子序列调用程序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块硬

件在环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3.8 符合行业标准的有关车身电器的汽车电平测试实验相关的车身控制模

块硬件在环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2课时） 

（四）汽车电量平衡实验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 符合行业标准的有关发电机整车匹配试验相关的汽车电量平衡测试方

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1课时） 

4.2 符合行业标准的有关散热风扇整车匹配试验相关的汽车电量平衡测试

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1课时） 

4.3 符合行业标准的有关蓄电池整车匹配试验相关的汽车电量平衡测试方

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1课时） 

4.4符合行业标准的有关车辆在不同状态下（off、on）整车匹配试验相关

的汽车电量平衡测试方法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1课时） 

（五）基本工具软件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教师讲解示范学生自主练习） 

5.1车辆操纵稳定性设备的使用 

5.2车辆平顺性设备的使用 

5.3 HIL设备的使用 

5.4 电量平衡实验设备的使用 

5.5 汽车的驾驶技术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编实验指导书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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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纵稳定性设备、HIL设备等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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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实操表现（20%）及出勤率等（20%）  

2. 实验报告成绩占比 60%，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操纵稳定性实验、

汽车平 

顺性实验、汽车电子硬件在环测试实验、汽车电量平衡测试实验 

五、附件 

 

制定人：  阮观强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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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结构综合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7A1  英文名称： Automobile Construction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 

开课院系：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热力学与发动机原理 

后续课程：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车辆评估与交易、汽车试验技术、车辆工程

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发动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学会发动机的拆装工艺，理

解发动机正时、气门间隙的调节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变速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学会变速器的拆装工艺 

目标 3：学会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拆解、装配工具的使用及

调试方法 

目标 4：掌握塞尺、游标卡尺等仪器仪表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发动机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26课时） 

1.1发动机拆解工艺的学习（4课时） 

1.2发动机总成的精细拆解（6课时） 

1.3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清洁、测量、润滑（6课时） 

1.4发动机部件、总成装配及点火调试（10课时） 

（二）变速器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6课时） 

2.1变速器拆解工艺的学习（1课时） 

2.2变速器总成的精细拆解（2课时） 

2.3变速器核心零部件的清洁及润滑（1课时） 

2.4变速器部件、总成装配（2课时） 

（三）基本工具及常用仪器仪表的使用 （实验过程中，使用掌握，不单独占用

课时） 

3.1拆装、测量、润滑调试等工具学习   

3.2塞尺、游标卡尺等仪器仪表使的使用等 

3.3蓄电池及充电小车的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汽车结构综合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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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 

1、《汽车发动机拆装实训》 （汽车类教学改革规划教材），曲健主编，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0.10 

2、《图解新型汽车底盘拆装与检修》（第 2 版），李伟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4.1 

四、课程考核 

1、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验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3、实验报告占比 40% 

五、附件 

 

制定人：  乔邦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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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

发动机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学会发动

机的拆装工艺，理

解发动机正时、气

门间隙的调节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

变速器的结构及

工作原理，学会

变速器的拆装工

艺，理解变速器

各档位的动力传

递路线图 

目标 3：掌握汽车前

后桥的结构及工作

原理，学会前后桥的

拆装工艺，理解主减

速器齿轮啮合的调

节方法及动力传递

路线图 

目标 4:学会汽

车发动机、变速

器、前后桥等核

心零部件拆解、

装配工具的使用

及调试方法 

目标 5：掌握

塞尺、游标

卡尺、千分

尺、百分表

等仪器仪表

使用方法 

1.1发动机拆解工艺 √     

1.2 发动机总成的精细

拆解 
√     

1.3 发动机核心零部件

的清洁、润滑 
√     

1.4 发动机部件、总成

装配及点火调试 
√     

2.1 变速器拆解工艺的

学习 
 √    

2.2 变速器总成的精细

拆解 
 √    

2.3 变速器核心零部件

的清洁、润滑 
 √  √ √ 

2.4 变速器部件、总成

装配 
 √    

3.1 景格、宇龙软件的

学习使用  
√ √ √ √ √ 

3.2 塞尺、游标卡尺等

仪器仪表使的使用等 
√ √ √ √ √ 

3..3 蓄电池及充电小

车的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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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检测与诊断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68P1 

英文名称：Vehicle Inspection and Fault Diagnosis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 

后续课程：汽车试验技术、电动汽车电机系统原理与测试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汽车检测诊断技术的发展趋势，了解汽车检测诊断技术的作

用及分类，了解汽车检测站及检测线的类型及任务；掌握汽车技术状况的变化

规律，掌握汽车诊断参数及其标准。 

目标 2：了解汽车外观及整车参数检验项目，掌握汽车外观与整车参数检

测的基本技能。 

目标 3：了解发动机技术状况检测的基本项目，掌握发动机技术状况检测

的基本方法，学会常用检测设备的使用方法。 

目标 4：了解底盘技术状况检测的基本项目，掌握底盘技术状况检测的基

本方法，学会常用检测设备的使用方法。 

目标 5：了解整车技术状况检测的基本项目，掌握整车技术状况检测的基

本方法，学会常用检测设备的使用方法。 

目标 6：了解汽车自诊断系统基本功能及原理，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检

测诊断基本方法，学会典型汽车诊断设备的使用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检测诊断基础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汽车检测诊断概论。 （0.5课时） 

1.2汽车故障及汽车技术状况，汽车诊断参数及其标准，汽车诊断周期。 

  （0.5课时） 

1.3汽车检测分类与诊断方法。 （0.5课时） 

1.4汽车检测站与检测线的任务与类型，汽车检测站的工位布置及检测流

程。  （0.5课时） 

（二）外观及整车参数检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2.1汽车外观检测的必要性及检测方法。 （0.5课时） 

2.2整车结构参数、质量参数、通过性参数，稳定性参数检测方法。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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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动机技术状况检测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发动机功率检测基本原理与检测方法。 （2课时） 

3.2汽缸密封性的检测诊断，汽缸压力、漏气量、曲轴箱窜气量、进气管

真空度的检测。 （2课时） 

3.3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的检测，燃油供给系统的检测。 （2课时） 

3.4发动机润滑系统检测，机油油质分析方法。 （2课时） 

3.5发动机冷却系统检测，发动机异响检测诊断。 （2课时） 

（四）底盘技术状况检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传动系统技术状况检测，传动系统机械效率、离合器打滑检测、传动

系统游动角度检测。 （1课时） 

4.2转向系统技术状况检测，方向盘转矩、转角检测、最小转弯半径检测，

车轮定位。  （3课时） 

4.3行驶系技术状况检测，车轮动平衡。 （2课时） 

4.4悬挂系统技术状况检测，车轮侧滑检测。 （2课时） 

（五）整车技术状况检测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汽车动力性检测，底盘测功机的原理与应用。 （1课时） 

5.2 汽车燃油经济性的检测，油耗仪的种类和应用。 （1课时） 

5.3 汽车制动性能检测，制动性检测基本方法，滚筒式制动试验台的应用。 

  （2课时） 

5.4 汽车车速表检测。 （1课时） 

5.5 汽车前照灯评价指标，检测标准及检测原理。 （1课时） 

5.6 汽车排放污染物检测基本方法及检测标准。 （1课时） 

5.7 汽车噪声检测方法及评价指标。 （1课时） 

（六）电子控制系统检测诊断模块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自诊断系统基本功能原理。 （1课时） 

6.2自诊断测试方法，数据流读取与分析。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检测诊断技术》（第 2 版），凌永成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闫光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7.2 

2. 《汽车检测诊断实用技术》，熊维平许平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6.12 

3. 《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第 4 版）》，张建俊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1 

4.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戴耀辉于建国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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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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考勤作业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检测诊

断基础，发动机技术状况检测、底盘技术状况检测、整车技术状况检测及电子

控制系统检测诊断。 

五、附件 

 

制定人：  沈永峰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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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汽车

检测诊断技术的

作用及分类，了

解汽车检测站及

检测线的类型及

任务；掌握汽车

技术状况的变化

规律，掌握汽车

诊断参数及其标

准 

目标 2：了

解汽车外

观及整车

参数检验

项目，掌握

汽车外观

与整车参

数检测的

基本技能 

目标 3：了解

发动机技术状

况检测的基本

项目，掌握发

动机技术状况

检测的基本方

法，学会常用

检测设备的使

用方法 

目标 4:了解

底盘技术状

况检测的基

本项目，掌握

底盘技术状

况检测的基

本方法，学会

常用检测设

备的使用方

法 

目标 5：了解

整车技术状

况检测的基

本项目，掌握

整车技术状

况检测的基

本方法，学会

常用检测设

备的使用方

法。 

目标 6：了解汽

车自诊断系统

基本功能及原

理，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检

测诊断基本方

法，学会典型汽

车诊断设备的

使用方法 

1.1 汽车检测诊断

概论 
√      

1.2 汽车故障及汽

车技术状况，汽车诊

断参数及其标准，汽

车诊断周期 

√      

1.3 汽车检测分类

与诊断方法 
√      

1.4 汽车检测站与

检测线的任务与类

型，汽车检测站的工

位布置及检测流程 

√      

2.1 汽车外观检测

的必要性及检测方

法 

 √     

2.2整车结构参数、

质量参数、通过性参

数，稳定性参数检测

方法 

 √     

3.1 发动机功率检

测基本原理与检测

方法 

  √    

3.2 汽缸密封性的

检测诊断，汽缸压

力、漏气量、曲轴箱

窜气量、进气管真空

度的检测 

  √    

3.3 汽油发动机点

火系统的检测，燃油

供给系统的检测 

  √    

3.4 发动机润滑系

统检测，机油油质分

析方法 

  √    

3.5 发动机冷却系

统检测，发动机异响

检测诊断 

  √    

4.1 传动系统技术

状况检测，传动系统

机械效率、离合器打

滑检测、传动系统游

动角度检测 

   √   

4.2 转向系统技术

状况检测，方向盘转

矩、转角检测、最小

转弯半径检测，车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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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4.3 行驶系技术状

况检测，车轮动平衡 
   √   

4.4 悬挂系统技术

状况检测，车轮侧滑

检测 

   √   

5.1 汽车动力性检

测，底盘测功机的原

理与应用 

    √  

5.2 汽车燃油经济

性的检测，油耗仪的

种类和应用 

    √  

5.3 汽车制动性能

检测，制动性检测基

本方法，滚筒式制动

试验台的应用 

    √  

5.4 汽车车速表检

测 
    √  

5.5 汽车前照灯评

价指标，检测标准及

检测原理 

    √  

5.6 汽车排放污染

物检测基本方法及

检测标准 

    √  

5.7 汽车噪声检测

方法及评价指标 
    √  

6.1 自诊断系统基

本功能原理 
     √ 

6.2 自诊断测试方

法，数据流读取与分

析 

     √ 

 

  



 

395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0A1       英文名称：Experiment Design and Data Process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电气基础、汽车试验技术、汽车控制基础 

后续课程：车辆工程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根据所采集的汽车试验数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数据处理和

分析方法，包括：静态，动态，信号和幅值域等数据。 

目标 2：熟悉汽车工程测量中常用的测量方法，仪器设备和实际操作，掌

握汽车测试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测量方法，包括：应变，拉压力，荷重，扭矩，

压力，流量，位移，转速，振动和噪声等，并能独立完成试验测量的设计，分

析，持续改进和创新测量方法和方案设计。 

目标 3：考虑待测汽车产品的开发计划，试验验证需求及具体参数的测量

要求，能完成相应试验计划的制定，包括：试验内容，制定大纲和设计试验方

案，试验数据采集，处理和试验报告的撰写等。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试验计划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 容（2 课时） 

掌握试验计划的制定，包括：调查研究，制定大纲和设计试验方案，试验

数据采集，处理和试验报告的撰写等。 （2 课时） 

（二）汽车试验数据处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2.1 静态试验数据处理。 （2 课时） 

2.2 动态试验数据处理。 （2 课时） 

2.3 信号处理理论 （3 课时） 

2.4 幅值域分析 （3 课时） 

（三）汽车测试技术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 课时） 

3.1 应变测试技术-了解应变片的基本结构，使用方式，基本功能和特点，

理解应变片的工作原理，传递应变特性，测量线性和动态特性。了解应变仪的

组成，理解测量电桥的工作原理，输出特性，误差产生，加减特性，交流电桥

及其他装置的应用。 （4 课时） 

3.2 拉压力和荷重的测量-了解测力的基本方法，掌握电阻应变片式测力传

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2 课时） 



 

396 

3.3 扭矩的测量-了解测扭矩的基本途径，测扭矩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掌握常用扭矩仪分类，电阻应变片式扭矩仪，相位差式扭矩仪的工作原理，操

作方法和基本特性。 （2 课时） 

3.4 压力的测量-掌握流体压力和流量的测量方法及原理，包括一些常用的

弹性元件和传感器。 （2 课时） 

3.5 流量的测量-了解流量测量基本方法，掌握一些常用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与特性，包括容积式流量计，速度式流量计和节流式流量计等。 （2 课时） 

3.6 位移与转速的测量-了解位移与转速的测量方法，掌握一些常用位移计

和转速计的工作原理与特性，包括：电阻式位移计，电感式位移计，差动变压

器式位移计，光电式转速计和磁电式转速计。 （3 课时） 

3.7 振动测量-了解振动测量的基本概念，掌握常用测振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与特性，包括：相对式测振传感器，惯性式测振传感器。 （3 课时） 

3.8 噪声测量-了解声学的基本知识，理解噪声定义，评价方法及分类，掌

握常用的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的工作原理与特性，简单掌握测量电路-极化测量

电路的使用方法。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试验技术》，周鋐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量测与分析》，石来德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2 

2. 《汽车试验学》，郭应时，袁伟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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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20%）、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试验方案设

计和主要测量技术，包括：应变技术及物理量拉压力，荷重，扭矩，压力，流

量，位移，转速，振动和噪声等测量原理与方法，此外还有试验数据的分析和

处理，包括：静态，动态，信号，副域和频域等典型类型数据。 

五、附件 

 

制定人：  刘杰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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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试验计划的

制定，包括：调查研究，

制定大纲和设计试验方

案，试验数据采集，处理

和试验报告的撰写等 

目标 2：掌握根据所采集

的汽车试验数据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包

括：静态，动态，信号和

幅值域等数据的分析 

目标 3：掌握汽车测试技

术的基本原理和测量方

法， 包括：应变，拉压力，

荷重，扭矩，压力，流量，

位移，转速，振动和噪声

等。 

1.1试验计划的制定   √ 

2.1静态试验数据处理 √   

2.2动态试验数据处理 √   

2.3信号处理理论 √   

2.4幅值域分析 √   

2.1应变测试技术  √  

2.2拉压力和荷重的测量  √  

2.3扭矩的测量  √  

2.4压力的测量  √  

2.5流量的测量。  √  

2.6位移与转速的测量  √  

2.7振动测量  √  

2.8噪声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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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1A1        英文名称：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of Automobile Sensor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电气基础、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汽车试验技术、车辆工程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车用传感器的类型、特点、性能要求及选用原则，了解车用

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诊断方法，了解未来车用传感器的发展方向。 

目标 2：掌握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及导航控制系统常用传感器的原理、

结构及应用。 

目标 3：掌握汽车专用示波器的原理、使用方法、波形测试过程，学会运

用示波器进行故障诊断。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传感器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时） 

1.1车用传感器的定义、分类、特点、性能要求及选用原则。（2课时） 

1.2车用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2课时） 

（二）发动机控制系统传感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8课时） 

2.1发动机相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的原理、结

构及应用。（4课时） 

2.2发动机相关传感器气体浓度传感器、爆燃传感器、空气流量传感器的

原理、结构及应用。（4课时） 

（三）底盘控制系统传感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8课时） 

3.1汽车底盘相关传感器线性加速度惯性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电控变

速器系统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4课时） 

3.2汽车底盘相关传感器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传感器、电控悬架系统传感器、

ABS系统及其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4 课时） 

（四）车身及导航控制系统传感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6课时） 

4.1车身及导航控制系统相关传感器汽车空调系统及其传感器、雨滴传感

器、安全气囊系统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4课时） 

4.2车身及导航控制系统相关传感器倒车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激光传感器、

导航系统控制传感器及其他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2课时） 

（五）利用示波器测试传感器波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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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汽车专用示波器的原理、使用方法、波形测试过程。（2课时） 

5.2汽车专用示波器的故障诊断实例。（2课时） 

（六）汽车未来传感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2课时） 

6.1了解未来车用传感器的发展方向。（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传感器及其应用》（第 2 版），姜立标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第 3 版），吴建平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1 

2. 《现代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张志勇等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1 

3. 《汽车用传感器》（第 2 版），董辉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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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15%）、平时测验（15%）、

考勤表现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车用传感器

的类型、特点等；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及导航控制系统常用传感器的原理、

结构及应用；汽车专用示波器原理及故障诊断方法。 

五、附件 

 

制定人：  乌秀春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http://www.360buy.com/writer/姜立标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吴建平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董辉_1.html
http://www.360buy.com/publish/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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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车用传

感器类型、特点等，

了解常见故障及诊断

方法，了解传感器发

展方向 

目标 2：掌握发动

机、底盘、车身及

导航控制系统常用

传感器的原理、结

构及应用 

目标 3：掌握汽车专

用示波器的原理、

使用方法等，并进

行故障诊断 

1.1车用传感器类型、特点、选用原则 √   

1.2车用传感器常见故障及应用实例 √   

2.1 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的原理、

结构及应用 
 √  

2.2 气体浓度传感器、爆燃传感器、空气流量传感器

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  

3.1 线性加速度惯性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电控变

速器系统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  

3.2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传感器、电控悬架系统传感器、

ABS系统及其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  

4.1 汽车空调系统及其传感器、雨滴传感器、安全气

囊系统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  

4.2 倒车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激光传感器、导航系统控

制传感器及其他传感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  

5.1汽车专用示波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 

5.2利用示波器进行故障诊断实例   √ 

6.1了解未来车用传感器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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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质量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2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工科基本训练、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后续课程：汽车制造工艺学、现代企业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量与质量特性的描述，理解全面质量管理，掌握常用的质

量管理工具，掌握质量管理体系的描述方法、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内容。 

目标 2：掌握汽车零部件的构成及质量管理方法、不合格品的处理方法和

基本思路，了解汽车制造过程中使用的零件的质量管理方法。 

目标 3：能够描述汽车生产流程与相关的质量控制点、班组长的质量职责、

现场操作人员的质量职责、标准作业与作业标准的区别、车身精度管理、监测

装置管理等。 

目标 4：掌握整车质量检查流程与方法，能够描述 CCC认证的含义与步骤、

召回如何实施，能够理解汽车三包原则。 

目标 5：能够描述质量改进的概念、意义、方法以及步骤，能够按照企业

的要求逐渐质量管理小组、确定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主题，并对质量小组的活

动进行总结和汇报，能够展开 5S活动。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体系 （4课时） 

1.1质量管理的基础及相关理论 （2课时） 

1.2质量管理体系基础、ISO9000以及 TS16949 （2课时） 

（二）零部件质量管理 （4课时） 

2.1零部件质量管理基础，包括开发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以及量产阶段

的零部件质量管理 （2课时） 

2.2不合格品的质量管理及相关案例。 （2课时） 

（三）制造过程质量管理 （6课时） 

3.1制造过程质量管理基础 （3课时） 

3.2制造过程精度管理基础 （3课时） 

（四）整车质量管理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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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整车质量检查。（3课时） 

4.2 CCC认证管理（3课时） 

4.3 汽车召回管理（3课时） 

4.4 汽车三包政策（3课时） 

（五）汽车质量改进（6课时） 

5.1 汽车质量改进基础（1课时） 

5.2 质量管理小组及活动（3课时） 

5.3 5S活动（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制造质量管理》，陈秀华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制造企业管理与实务》，俞鸿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 《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焦叔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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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体

系、零部件质量管理、制造过程质量管理、整车质量管理、汽车质量改进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海军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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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与质量特

性的描述，理

解全面质量管

理，掌握常用

的质量管理工

具，掌握质量

管理体系的描

述 方 法 、

ISO9000 质量

管 理 体 系 、

ISO/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

的相关内容 

目标 2：掌握

汽车零部件

的构成及质

量管理方法、

不合格品的

处理方法和

基本思路，了

解汽车制造

过程中使用

的零件的质

量管理方法 

目标 3：能够描

述汽车生产流程

与相关的质量控

制点、班组长的

质量职责、现场

操作人员的质量

职责、标准作业

与作业标准的区

别、车身精度管

理、监测装置管

理等 

目标 4：掌握整

车质量检查流

程与方法，能

够描述 CCC 认

证的含义与步

骤、召回如何

实施，能够理

解汽车三包原

则 

目标 5：能够描

述质量改进的

概念、意义、

方 法 以 及 步

骤，能够按照

企业的要求逐

渐质量管理小

组、确定质量

管理小组的活

动主题，并对

质量小组的活

动进行总结和

汇报，能够展

开 5S活动 

1.1质量管理的基础及相关理论 √     

1.2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ISO9000

以及 TS16949 
√     

2.1零部件质量管理基础，包括开

发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以及量

产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 

 √    

2.2不合格品的质量管理及相关案

例。 
 √    

3.1制造过程质量管理基础   √   

3.2制造过程精度管理基础   √   

4.1 整车质量检查    √  

4.2 CCC认证管理    √  

4.3 汽车召回管理    √  

4.4 汽车三包政策    √  

5.1 汽车质量改进基础     √ 

5.2 质量管理小组及活动     √ 

5.3 5S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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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与发动机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3A1     

英文名称：Thermodynamics and Theory of Automobile Engin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A（1）、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程热力学基本概念，掌握状态方程与热力过程，掌握发动

机的理论循环。 

目标 2：掌握发动机实际循环，掌握发动机的指示指标、有效指标及其他

性能指标，掌握发动机机械损失及其测定方法。 

目标 3：掌握发动机的换气过程，掌握充气效率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施。 

目标 4：掌握汽油机和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掌握燃烧过程的

影响因素，掌握改善燃烧过程的措施。 

目标 5：掌握发动机的负荷特性、速度特性和万有特性及其测绘方法，了

解发动机台架试验。 

目标 6：掌握发动机排放与噪声形成机理，掌握发动机排放的控制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热力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工程热力学基本概念、主要参数，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 （2课时） 

1.2发动机定容加热、定压加热与混合加热三种理论循环及其对比分析。 

  （4课时） 

（二）性能指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发动机实际循环，发动机指示性能指标、有效性能指标。 （2课时） 

2.2发动机机械损失、机械效率及其测定方法。 （2课时） 

（三）换气过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四冲程发动机进气和排气的换气过程，配气相位，换气损失的组成。 

  （1课时） 

3.2充气效率概念，影响充气效率的因素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施。（1课时） 

3.3发动机增压类型，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基本原理。 （2课时） 

（四）混合气形成与燃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柴油机供油系统，喷射与雾化过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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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课时） 

4.3汽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课时） 

4.4汽油机爆燃的机理、影响因素与控制措施。 （2课时） 

（五）发动机特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负荷特性及其意义等。 （1课时） 

5.2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速度特性及其意义等。 （1课时） 

5.3 发动机万有特性概念，万有特性图的做法，汽油机与柴油机万有特性

的比较等。  （2课时） 

（六）排放与噪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形成机理等。 （1课时） 

6.2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控制措施等。 （1课时） 

6.3发动机排放性能试验。 （2课时） 

6.4发动机烟度特性试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发动机原理》，吴明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发动机原理与汽车理论》（第 2 版），冯健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06 

2. 《汽车发动机原理》，吴建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7 

3. 《内燃机原理》，蒋德明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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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动机理论循

环、机械损失、性能指标、充气效率、柴油机与汽油机燃烧过程、负荷特性、

速度特性、万有特性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洪刚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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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热力学

基本概念，

掌握状态方

程与热力过

程，掌握发

动机的理论

循环 

目标 2：掌握发动

机实际循环，掌握

发动机的指示指

标、有效指标及其

他性能指标，掌握

发动机机械损失

及其测定方法 

目标 3：掌

握发动机的

换气过程，

掌握充气效

率及提高充

气效率的措

施 

目标 4：掌握汽

油机和柴油机

混合气的形成

与燃烧过程，掌

握燃烧过程的

影响因素，掌握

改善燃烧过程

的措施 

目标 5:掌握发

动机的负荷特

性、速度特性

和万有特性及

其测绘方法，

了解发动机台

架试验 

目标 6：掌

握发动机排

放与噪声形

成机理，掌

握发动机排

放的控制措

施 

1.1 工程热力学基本

概念、主要参数，理

想气体的热力过程 

√      

1.2 发动机定容加

热、定压加热与混合

加热三种理论循环

及其对比分析 

√      

2.1 发动机实际循

环，发动机指示性能

指标、有效性能指标 

 √     

2.2 发动机机械损

失、机械效率及其测

定方法 

 √     

3.1 四冲程发动机进

气和排气的换气过

程，配气相位，换气

损失的组成 

  √    

3.2 充气效率概念，

影响充气效率的因

素及提高充气效率

的措施 

  √    

3.3 发动机增压类

型，发动机废气涡轮

增压基本原理 

  √    

4.1 柴油机供油系

统，喷射与雾化过程 
   √   

4.2 柴油机混合气的

形成与燃烧过程 
   √   

4.3 汽油机混合气的

形成与燃烧过程 
   √   

4．4汽油机爆燃的机

理、影响因素与控制

措施 

   √   

5.1 汽油机和柴油机

的负荷特性及其意

义等 

√ √ √ √ √ √ 

5.2 汽油机和柴油机

的速度特性及其意

义等 

√ √ √ √ √ √ 

5.3 发动机万有特

性概念，万有特性图

的做法，汽油机与柴

油机万有特性的比

较等 

√ √ √ √ √ √ 

6.1 发动机排放与噪

声的形成机理等 
√ √ √ √ √ √ 

6.2 发动机排放与噪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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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控制措施等 

6.3 发动机排放性

能试验 
√ √ √ √ √ √ 

6.4 发动机烟度特

性试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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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4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Electrical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电子基础、汽车构造、汽车理论 

后续课程：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车辆评估与交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构造，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

部件的功能和特点，并了解汽车电子器件的选取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掌握主要汽车电子系统改善

车辆性能的基本控制方法，并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发展趋势。 

目标 3：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功能，掌握主要

汽车通信协议的工作原理和技术规范，并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

发展趋势及应用。 

目标 4：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软件编写的基本原理，学会使用以 C语言

为基础的汽车电子软件工具进行程序编写的基本方法和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汽车电子技术的现状及发展，汽车电子系统的分类，汽车电子系统的

主要特征，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主要控制技术基本原理。 （2课时） 

1.2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构造，汽车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及选择方法，

电子控制单元（ECU）的功能及选择方法，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 

  （4课时） 

（二）发动机控制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2.1汽油发动机性能的改善途径，汽油发动机电控喷射系统的构成及工作

原理，汽油发动机电控点火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2课时） 

2.2柴油发动机性能的改善途径，柴油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控制内容，

电子控制直列泵燃油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电子控制分配泵燃油系统的构成

及工作原理，电子控制泵喷嘴燃油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电子控制共轨式柴

油喷射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4课时） 

2.3汽车发动机辅助电控技术的概要，进气系统控制的基本原理，怠速转

速控制的基本原理，排放净化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稀薄燃烧系统的构成及

工作原理。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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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汽车性能控制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汽车动力性的改善途径，自动变速器的控制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驱动防

滑电子控制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四轮驱动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 （2课时） 

3.2提高汽车制动性能的途径，汽车制动防抱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电

涡流缓速器的构造及工作原理，汽车电制动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3课时） 

3.3汽车操稳性的改善途径，电控动力转向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电子

控制四轮转向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车辆稳定性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4课时） 

3.4汽车平顺型的改善途径，汽车电控悬架系统的功能及特点，车身高度

电子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悬架阻尼电子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悬架刚度电子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3课时） 

3.5 提高汽车被动安全性性能的途径，影响汽车舒适性的因素，安全气囊

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微型计算机控制的汽车空调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汽

车巡航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课时） 

（四）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 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汽车网络系统的特点、类型及应用，汽

车网络系统的主要技术规范。 （3课时） 

4.2 CAN总线技术的基本原理，特点及应用。 （2课时） 

4.3 LIN总线技术的基本原理，特点及应用。 （2课时） 

4.4 车载诊断系统 OBD的基本原理。 （1课时） 

（五）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编程及综合课程项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5.1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 C语言编程工具的使用方法。 （4课时） 

5.2 汽车 ECU的编程。 （2课时） 

5.3车载网络的编程调试。 （2课时） 

5.4 综合课程项目的汇报演示及讨论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电子工程学》，孙骏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电子学》，王绍銧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08 

2. 《汽车嵌入式系统原理、设计与实现》，魏学哲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0.08 

3. 《汽车车载网络技术》，付百学主编，机械教育出版社，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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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车嵌入式微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英飞凌 XC2000 家族 MCU》，程夕明

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9 

5. 编程工具的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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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主要部件的功能和特点、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提高汽车

性能控制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基本原理及

应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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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的基本

构造，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主要部

件的功能和特点，

并了解汽车电子器

件的选取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

理，掌握主要汽车电

子系统改善车辆性能

的基本控制方法，并

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

统的发展趋势。 

目标 3：掌握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基

本原理和功能，掌握主要

汽车通信协议的工作原

理和技术规范，并了解汽

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

系统的发展趋势及应用。 

目标 4：掌握汽车

电子控制系统软件

编写的基本原理，

学会使用以 C 语言

为基础的汽车电子

软件工具进行程序

编写的基本方法和

调试方法。 

1.1汽车电子技术概述 √ √ √  

1.2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

要部件的功能和特点 
√    

2.1汽油发动机控制系统 √ √   

2.2柴油发动机控制系统 √ √   

2.3 汽车发动机辅助电控

技术 
√ √   

3.1 汽车动力性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2 汽车制动性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3 汽车操稳性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4 汽车平顺型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5 汽车被动安全性与舒

适型的电子控制系统 
√ √   

4.1汽车网络基础   √ √ 

4.2 CAN总线技术  √ √ √ 

4.3 LIN总线技术  √ √ √ 

4.4车载诊断系统 OBD √ √ √  

5.1 C语言编程工具    √ 

5.2汽车 ECU的编程 √   √ 

5.3车载网络的编程调试   √ √ 

5.4综合课程项目 √ √ √ √ 

 

 
 

 



 

412 

《汽车 CAD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5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CAD Ba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图形软件的系统操作，掌握参数化草图的绘制方法。 

目标 2：掌握实体特征创建的基本方法，掌握工程图的标注方法。 

目标 3：理解零件装配的基本概念，掌握零件的装备的约束方法。 

目标 4：了解有限元软件的工作机理，掌握有限元软件的建模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图形软件基础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CAD技术概述。 （1课时） 

1.2图形编程基本概念。 （1课时） 

1.3图形绘制系统。 （2课时） 

1.4参数化草图绘制方法。 （2课时） 

（二）实体特征创建方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2.1实体特征创建。 （2课时） 

2.2工程图设计。 （2课时） 

2.3旋转特征创建方法。 （2课时） 

2.4圆周阵列创建方法。 （2课时） 

2.5实体建模实例分析。 （2课时） 

（三）零件装配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装配建模概念。 （1课时） 

3.2装配建模技术。 （1课时） 

3.3装配建模工具。 （2课时） 

3.4 装配实例分析。 （2课时） 

（四）有限元软件操作方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4.1 有限元分析软件的系统操作。 （2课时） 

4.2 有限元分析软件分析流程。 （2课时） 

4.3 典型汽车零件的有限元分析。 （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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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 CAD/CAE技术基础与实例》，羊玢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 CAD/CAM 技术》，王隆太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2 

2. 《CAD/CAE/CAM 方法与技术》，杜平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3 

3. 《汽车 CAD/CAM》，王良模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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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20%）及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上机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星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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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图形软件

的系统操作，掌握参数

化草图的绘制方法 

目标 2：掌握实体特

征创建的基本方法，

掌握工程图的标注方

法 

目标 3：理解零件装

配的基本概念，掌握

零件的装备的约束方

法 

目标 4:了解有限元软

件的工作机理，掌握

有限元软件的建模方

法 

1.1CAD技术概述 √    

1.2图形编程基本概念 √    

1.3图形绘制系统 √    

1.4 参数化草图绘制方

法 
√    

2.1实体特征创建  √   

2.2工程图设计  √   

2.3旋转特征创建方法  √   

2.4圆周阵列创建方法  √   

2.5实体建模实例分析  √   

3.1装配建模概念   √  

3.2装配建模技术   √  

3.3装配建模工具   √  

3.4装配实例分析   √  

4.1 有限元分析软件的

系统操作 
   √ 

4.2 有限元分析软件分

析流程 
   √ 

4.3 典型汽车零件的有

限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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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7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maintai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 机械设计  

后续课程：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维修与检测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汽车维修业的现状和发展、主要政策、制度、标准。 

目标 2：掌握汽车可靠性、维修性的基本概念和评价指标，了解汽车故障

类型及分布规律。 

目标 3：掌握汽车检测的基本知识与工艺流程，了解汽车修理的效益分析

方法。 

目标 4：了解汽车零件主要失效形式和失效机理，掌握零件的隐蔽检验方

法、常用修复方法和修复质量评价体系。 

目标 5：掌握汽车各总成、系统的检测与维修方法，了解汽车总成装配的

技术要求和磨合试验。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总成与系统的检测与维修 （18课时） 

1.1汽车发动机总成修理。 （2课时） 

1.2气缸体、气缸盖与曲柄连杆机构等部件修理。 （2课时） 

1.3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修理。 （4课时） 

1.4汽车离合器维修。 （2课时） 

1.5自动变速器维修。 （2课时） 

1.6主减速器、差速器及悬架维修。 （2课时） 

1.7转向及制动系统维修。 （2课时） 

1.8汽车车身修理。 （2课时） 

（二）汽车维护与零件失效理论 （6课时） 

2.1汽车零件失效理论。 （2课时） 

2.2汽车零件修复方法。 （2课时） 

2.3汽车维护基础与维修工艺。 （2课时） 

（三）汽车可靠性与政策制度 （4课时） 

3.1汽车可靠性理论基础与政策制度。 （2课时） 

3.2汽车修理质量管理。 （2课时） 



 

416 

（四）实验 （4课时） 

4.1零件隐形探伤检测方法和零件失效过程探讨 

4.2车身大梁校正实验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维修工程》（第 2版），宋年秀，刘宏飞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维修工程》 张金柱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6 

2. 《汽车维修技术》 张金柱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2 

3. 《汽车维修工程》   王耀斌，宋年秀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08 

4. 武汉理工大学《汽车维修工程》公开课，www.openke.net/show-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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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可靠

性理论、汽车维护与零件失效理论、汽车各总成修理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庆庆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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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汽车维修

业的现状和

发展、主要

政策、制度、

标准 

目标 2：掌握汽车

可靠性、维修性的

基本概念和评价

指标，了解汽车故

障类型及分布规

律 

目标 3：掌握汽

车检测的基本知

识与工艺流程，

了解汽车修理的

效益分析方法 

目标 4:了解汽车零

件主要失效形式和

失效机理，掌握零

件的隐蔽检验方

法、常用修复方法

和修复质量评价体

系。 

目标 5：掌握汽车

各总成、系统的检

测与维修方法，了

解汽车总成装配的

技术要求和磨合试

验。 

1.1 汽车发动机总成

修理 
  √  √ 

1.2气缸体、气缸盖与

曲柄连杆机构等部件

修理 

  √  √ 

1.3 汽车发动机电控

系统修理 
  √  √ 

1.4汽车离合器维修   √  √ 

1.5自动变速器维修   √  √ 

1.6主减速器、差速器

及悬架维修 
  √  √ 

1.7 转向及制动系统

维修 
  √  √ 

1.8 汽车车身修理   √  √ 

2.1 汽车零件失效理

论 
 √  √  

2.2 汽车零件修复方

法 
   √  

2.3 汽车维护基础与

维修工艺 
 √  √  

3.1 汽车可靠性理论

基础与政策制度 
√ √ √   

3.2 汽车修理质量管

理 
√  √ √  

4.1 零件隐形探伤检

测方法和零件失效过

程探讨 

 √ √ √  

4.2 车身大梁校正实

验 
 √ √ √ √ 

 

 

  



 

418 

《汽车传感器与执行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8A1    英文名称： Automobile Sensors and Actuators 

学分/学时：1/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汽车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电气基础、电子基础、大学物理 A（1）、大学物理 A（2） 

后续课程：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维修与检测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常用的传感器的类型、特点、性能要求，了解汽车用传

感器的常见故障及诊断方法，了解未来车用传感器的发展方向。 

目标 2：掌握汽车常用的执行器的类型、特点、性能要求，了解汽车用执

行器的常见故障及诊断方法，了解未来车用执行器的发展方向。 

目标 3：掌握汽车专用示波器、解码器的原理、使用方法、测试过程，学

会运用仪器进行故障诊断。 

二、课程内容 

（一）空气流量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测试 （6课时） 

1.1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

能要求。  （2课时） 

1.2汽车专用示波器、解码器的原理、使用方法、测试过程。 （2课时） 

1.3空气流量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2课时） 

（二）温度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测试 （4课时） 

2.1热敏电阻式温度传感器、热敏铁氧体温度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

能要求。  （2课时） 

2.2温度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2课时） 

（三）压力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测试 （4课时） 

3.1半导体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真空膜盒式进气压力传感器、电

容式进气压力传感器、表面弹性波式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

燃油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2课时） 

3.2压力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2课时） 

（四）位置与角度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测试 （4课时） 

4.1磁电感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霍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霍尔式凸轮轴

位置传感器、磁阻元件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电容式液位传感器、超声波距离

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2课时） 

4.2位置与角度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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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爆燃、碰撞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测试 （4课时） 

5.1共振磁致伸缩式爆燃传感器、压电式爆燃传感器、碰撞传感器的结构

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2课时） 

5.2爆燃、碰撞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2课时） 

（六）气体浓度传感器结构原理与测试 （4课时） 

6.1二氧化锆式氧传感器、二氧化钛式氧传感器、N0X传感器、烟雾浓度传

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2课时） 

6.2气体浓度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2课时） 

（七）执行器的结构原理与测试 （6课时） 

7.1点火系统执行器、P／N档位开关、电磁阀、喷油系执行器的结构原理

特点、性能要求。 （2课时） 

7.2执行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4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型汽车传感器、执行器原理与故障检测》（第 2 版），李伟主编，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5.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第 3 版），吴建平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01 

2. 《现代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张志勇等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01 

3. 《汽车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原理与检修》，齐志鹏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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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主要包括：课堂讨论（35%）、实验表现（35%）、

考勤表现等（10%）。 

2. 实验报告占比 20%。 

五、附件 

 

制定人：  阮观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360buy.com/writer/吴建平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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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汽车常用的传感

器的类型、特点、性

能要求，了解汽车用

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

诊断方法，了解未来

车用传感器的发展方

向。 

目标 2：掌握汽车常用

的执行器的类型、特

点、性能要求，了解

汽车用执行器的常见

故障及诊断方法，了

解未来车用执行器的

发展方向。 

目标 3：掌握汽车专

用示波器、解码器的

原理、使用方法、测

试过程，学会运用仪

器进行故障诊断。 

1.1 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热线式空气流量传

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  √ 

1.2汽车专用示波器、解码器的原理、使用方法、

测试过程。 
√  √ 

1.3 空气流量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

例。 
√  √ 

2.1 热敏电阻式温度传感器、热敏铁氧体温度传

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  √ 

2.2温度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  √ 

3.1 半导体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真空膜

盒式进气压力传感器、电容式进气压力传感器、

表面弹性波式进气歧管压力传感器、机油压力传

感器、燃油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

求。 

√  √ 

3.2压力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  √ 

4.1 磁电感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霍尔式曲轴位

置传感器、霍尔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磁阻元件

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电容式液位传感器、超声

波距离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  √ 

4.2 位置与角度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

例。 
√  √ 

5.1 共振磁致伸缩式爆燃传感器、压电式爆燃传

感器、碰撞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  √ 

5.2 爆燃、碰撞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

例。 
√  √ 

6.1二氧化锆式氧传感器、二氧化钛式氧传感器、

N0X 传感器、烟雾浓度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点、

性能要求。 

√  √ 

6.2 气体浓度传感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

例。 
√  √ 

7.1 点火系统执行器、P／N 档位开关、电磁阀、

喷油系执行器的结构原理特点、性能要求。 
 √ √ 

7.2执行器的常见故障及具体应用实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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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检测与维修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79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Maintain and Inspection Experiment 

学分/学时：2/40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生产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电控发动机主要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检测与诊断的方法、熟悉

传感器及执行器短路断路时发动机出现的故障现象，能够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

障原因。学会各种检测诊断工具的使用。 

目标 2：掌握车身电器的检测与诊断方法、熟悉车身电器短路断路时的故

障现象，能够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学会各种车身电器检测诊断工具的

使用。 

目标 3：掌握汽车电脑检测仪的使用方法，掌握汽车 ECU 的检测与故障诊

断方法，熟悉汽车 ECU 的故障现象，学会示波器检测 ECU 的方法。 

目标 4：熟悉汽车综合检测线检测流程，学会汽车综合检测线设备的操作，

能够根据数据分析汽车的技术性能。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整车电路实验 （13 课时） 

1.1 车辆故障诊断仪的功能说明和使用。 （1 课时） 

1.2 汽车发动机控制电路检测实验。 （4 课时） 

1.3 汽车 ABS 控制及仪表电路检测实验。 （4 课时） 

1.4 汽车空调和车身控制电路检测实验。 （4 课时） 

（二）汽车 ECU 检测诊断实验 （9 课时） 

2.1  FD 汽车电脑检测仪的功能说明和使用。 （1 课时） 

2.2 上海大众汽车发动机电子控制模块的检测。 （4 课时） 

2.3 三菱发动机电子控制模块的检测。 （4 课时） 

（三）汽车综合检测实验 （18 课时） 

3.1 汽车车速检测实验。 （2 课时） 

3.2 汽车尾气检测实验。 （2 课时） 

3.3 汽车悬挂检测实验。 （2 课时） 

3.4 汽车制动性能检测实验。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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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汽车前照灯检测实验。 （2 课时） 

3.6 汽车噪声检测实验。 （2 课时） 

3.7 汽车侧滑检测实验。 （2 课时） 

3.8 汽车在线安检。 （4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AJR 电喷发动机检测与诊断实验指导书》，自编 

《汽车整车电路检测实验指导书》，自编 

《汽车电脑检测实验指导书》，自编 

《汽车检测线实习指导书》，自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习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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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实验报告（20%）。 

2. 实习操作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实际操作考核（40%）、实习表现

（20%）。 

3. 各实验模块成绩占比：汽车整车电路实验（35%）、汽车 ECU 检测诊断

实验（25%）、汽车综合检测实验（40%）。 

五、附件 

 

制定人：  阮观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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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电控发动机

主要传感器与执行器的

检测与诊断的方法。掌握

各种检测诊断工具的使

用。 

目标 2：掌握车身电

器的检测与诊断方

法。掌握各种车身电

器检测诊断工具的使 

用。 

目标 3：掌握汽车 ECU

的检测与故障诊断方

法。掌握示波器检测

ECU 的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综

合性能检测流程，

能够根据数据分析

汽车的技术性能。 

1.1 车辆故障诊断仪的

功能说明和使用 
√ √   

1.2 汽车发动机控制电

路检测实验 
√    

1.3 汽车 ABS 控制及仪

表电路检测实验 
 √   

1.4 汽车空调和车身控

制电路检测实验 
 √   

2.1  FD 汽车电脑检测

仪的功能说明和使用 
  √  

2.2 上海大众汽车发动

机电子控制模块的检

测） 

  √  

2.3 三菱发动机电子控

制模块的检测 
  √  

3.1 汽车车速检测实验    √ 

3.2 汽车尾气检测实验    √ 

3.3 汽车悬挂检测实验    √ 

3.4 汽车制动性能检测

实验 
   √ 

3.5 汽车前照灯检测实

验 
   √ 

3.6 汽车噪声检测实验    √ 

3.7 汽车侧滑检测实验    √ 

3.8 汽车在线安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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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0A1  英文名称： Automobile Insurance Claims Handl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后续课程：汽车服务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风险、保险、车险的概念，熟悉从车主义及从人主义在确定

车险费率中变化趋势，了解车辆保险的发展过程。 

目标 2：掌握保险合同的特征，掌握保险合同的原则，学会运用保险原则

来分析具体案例。 

目标 3：掌握商业车险与交强险的计算，熟悉商业车险中的主险与附加险。 

目标 4：掌握车险承保与理赔的流程及查勘，熟悉碰撞、火灾与水灾的查

勘方法。了解保险欺诈。 

二、课程内容 

（一） 风险与风险管理 （2课时） 

1.1讲述风险及其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风险的特征； 

1.2风险管理的程序、方法；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二）保险概述 （2课时） 

2.1讲述风险知识、保险的概念和要素、汽车保险的含义与特点、汽车保

险发展简史； 

2.2掌握汽车风险分析、汽车保险的经营、汽车保险市场。 

（三）保险合同 （2课时） 

3.1讲述汽车保险合同概念、特征、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 

3.2掌握汽车保险合同订立与生效、变更、解除、终止、解释、争议的处

理； 

（四）保险原则 （2课时） 

4.1讲述汽车保险各类原则及意义、内容； 

4.2掌握汽车保险原则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损失

补偿原则、代位原则、分摊原则。 

（五）保险市场 （2课时） 

5.1讲述汽车保险的需求与供给、现代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及其趋势； 

5.2掌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保险中介人的权利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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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汽车保险概述 （2课时） 

6.1讲述机动车辆保险含义、从车主义与从人主义的车险制度、汽车强制

责任保险制度；理解机动车辆保险的含义，了解机动车辆保险的作用和特点。 

6.2掌握常见的车险险种。重点掌握从车主义与从人主义的车险制度；掌

握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七） 汽车保险费率影响因素 （2课时） 

7.1讲述车险费率影响因素、费率表使用知识。理解车险费率模式及其优

缺点；了解车险费率管理规定； 

7.2重点掌握车险费率影响因素、车险费率表使用知识。 

（八） 汽车保险承保实务 （2课时） 

8.1讲述车险承保流程、核保业务。熟悉车险承保流程；了解续保业务知

识； 

8.2掌握承保注意事项、掌握核保业务的内容。 

（九）汽车保险理赔实务 （2课时） 

9.1讲述车险理赔原则、理赔流程、理赔监督。 

9.2理解车险理赔原则的含义；了解车险理赔的理赔特点；掌握车险理赔

流程、车险理赔监督的模式。 

（十） 汽车保险现场查勘 （2课时） 

10.1讲述事故现场查勘工作、现场丈量、现场草图的绘制。了解事故现场

分类及事故现场变动的原因； 

10.2熟悉现场查勘工作的内容、掌握现场查勘的程序、丈量、草图绘制。 

（十一） 汽车保险事故损失确定 （2课时） 

11.1讲述车辆损失确定、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

用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11.2掌握车辆损失确定、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

用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十二） 汽车保险赔款理算 （2课时） 

12.1讲述车辆损失险赔款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赔款理算方法。了解附

加险赔款理算方法、摩托车险赔款理算方法、拖拉机险赔款理算方法； 

12.2掌握车辆损失险赔款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赔款理算方法。 

（十三） 汽车保险理赔案例分析 （2课时） 

13.1讲述水淹、火灾、碰撞、盗抢、第三者责任等理赔案例的分析； 

13.2了解各种案例如水淹案例、火灾案例、碰撞案例、盗抢案例；掌握第

三者责任案例等的分析能力。 

（十四） 汽车保险欺诈与预防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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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讲述汽车保险欺诈的表现形式及预防措施； 

14.2掌握保险欺诈的表现形式、保险欺诈的预防措施。 

（十五） 道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 （2课时） 

15.1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 

15.2掌握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的基本规定与流程。 

（十六）汽车碰撞损失评估 （2课时） 

16.1分析汽车正面碰撞、追尾碰撞、倾覆的损失原因； 

16.2掌握汽车车身维修的工时核算；汽车喷漆的工时核算。 

（十七） 水灾现场查勘及损失评估 （2课时） 

17.1分析汽车水损的原因； 

17.2掌握汽车水损的免责条款。 

（十八） 汽车火险及查勘定损 （4课时） 

18.1分析汽车起火的原因； 

18.2掌握汽车火损的损坏分析、汽车火险的免责条款。 

（十九） 汽车的盗抢与查勘理赔 （2课时） 

19.1解读汽车盗抢险的条款； 

19.2掌握汽车盗抢险的免责条款。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保险与理赔》 第三版 李景芝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 第十二版 乔治.E.瑞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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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10%）、平时测验（3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叶本刚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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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风险、保险、

车险的概念，熟悉从车主

义及从人主义在确定车

险费率中变化趋势，了解

车辆保险的发展过程。 

目标 2：掌握保险合

同的特征，掌握保险

合同的原则，学会运

用保险原则来分析

具体案例。 

目标 3：掌握商业

车险与交强险的

计算，熟悉商业车

险中的主险与附

加险。 

目标 4：掌握车险承

保与理赔的流程及

查勘，熟悉碰撞、火

灾与水灾的查勘方

法。了解保险欺诈。 

1.1 讲述风险及其风险管

理的基本概念，了解风险

的特征； 

√       

1.2 风险管理的程序、方

法；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

系。 

√       

2.1讲述风险知识、保险的

概念和要素、汽车保险的

含义与特点、汽车保险发

展简史； 

√       

2.2掌握汽车风险分析、汽

车保险的经营、汽车保险

市场。 

√       

3.1 讲述汽车保险合同概

念、特征、主体与客体、

内容与形式； 

√       

3.2 掌握汽车保险合同订

立与生效、变更、解除、

终止、解释、争议的处理； 

√     √ 

4.1 讲述汽车保险各类原

则及意义、内容； 
  √     

4.2 掌握汽车保险原则的

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

原则、近因原则、损失补

偿原则、代位原则、分摊

原则。 

  √     

5.1 讲述汽车保险的需求

与供给、现代保险市场发

展现状及其趋势； 

  √     

5.2 掌握保险人与保险消

费者、保险中介人的权利

和职责。 

  √     

6.1 讲述机动车辆保险含

义、从车主义与从人主义

的车险制度、汽车强制责

任保险制度；理解机动车

辆保险的含义，了解机动

车辆保险的作用和特点。 

√  √     

6.2掌握常见的车险险种。

重点掌握从车主义与从人

主义的车险制度；掌握汽

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  √   √ 

7.1 讲述车险费率影响因

素、费率表使用知识。理

解车险费率模式及其优缺

点；了解车险费率管理规

定； 

    √   

7.2 重点掌握车险费率影

响因素、车险费率表使用

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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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讲述车险承保流程、核

保业务。熟悉车险承保流

程；了解续保业务知识； 

    √   

8.2掌握承保注意事项、掌

握核保业务的内容。 
    √   

9.1讲述车险理赔原则、理

赔流程、理赔监督。 
    √   

9.2 理解车险理赔原则的

含义；了解车险理赔的理

赔特点；掌握车险理赔流

程、车险理赔监督的模式。 

    √ √ 

10.1 讲述事故现场查勘工

作、现场丈量、现场草图

的绘制。了解事故现场分

类及事故现场变动的原

因； 

√ √ √ √ 

10.2 熟悉现场查勘工作的

内容、掌握现场查勘的程

序、丈量、草图绘制。 

√ √ √ √ 

11.1 讲述车辆损失确定、

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

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用

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 √ √ √ 

11.2 掌握车辆损失确定、

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

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用

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 √ √ √ 

12.1 讲述车辆损失险赔款

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

赔款理算方法。了解附加

险赔款理算方法、摩托车

险赔款理算方法、拖拉机

险赔款理算方法； 

    √ √ 

12.2 掌握车辆损失险赔款

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

赔款理算方法。 

    √ √ 

13.1 讲述水淹、火灾、碰

撞、盗抢、第三者责任等

理赔案例的分析； 

    √ √ 

13.2 了解各种案例如水淹

案例、火灾案例、碰撞案

例、盗抢案例；掌握第三

者责任案例等的分析能

力。 

    √ √ 

14.1 讲述汽车保险欺诈的

表现形式及预防措施； 
    √ √ 

14.2 掌握保险欺诈的表现

形式、保险欺诈的预防措

施。 

    √ √ 

15.1 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形

成的原因； 
     √ 

15.2 掌握交通警察处理交

通事故的基本规定与流

程。 

     √ 

16.1 分析汽车正面碰撞、

追尾碰撞、倾覆的损失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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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掌握汽车车身维修的

工时核算；汽车喷漆的工

时核算。 

      √ 

17.1 分析汽车水损的原

因； 
      √ 

17.2 掌握汽车水损的免责

条款。 
      √ 

18.1 分析汽车起火的原

因； 
      √ 

18.2 掌握汽车火损的损坏

分析、汽车火险的免责条

款。 

      √ 

19.1 解读汽车盗抢险的条

款； 
      √ 

19.2 掌握汽车盗抢险的免

责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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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评估与交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1A1       英文名称：Vehicle Evaluation and Deal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内外二手车市场发展及现状，掌握车辆评估的概念、要素、

种类及特点。 

目标 2：掌握汽车分类，学会汽车与发动机的分类方法与型号的编制规则，

能够从车辆识别代号中读取该车的基本信息，掌握汽车基本构造、主要参数。 

目标 3：掌握机动车使用寿命的分类和影响因素，掌握汽车基本性能指标

及其影响因素，学会汽车性能劣化规律及汽车报废标准。 

目标 4：掌握发动机技术状况的静态及动态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掌

握掌握汽车技术状况仪器检查包含的种类、检测项目与标准、检测方法。 

目标 5：了解二手车成新率的概念及意义，掌握二手车成新率的计算，了

解二手车评估的基本方法，掌握二手车各评估方法的应用及计算。 

目标 6：掌握二手车鉴定评估实务，学会撰写评估报告。 

目标 7：了解二手车交易实务，了解二手车交易的有关类型、政策、法规

及二手车交易过户转籍的办理程序。 

目标 8：掌握二手车交易过户业务；具有实际二手车交易评估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部分基本内容 （4课时） 

1.1二手车的基本概念、国内外二手车市场介绍。 （1课时） 

1.2二手车评估的基本要素、二手车评估的种类及特点等。 （1课时） 

1.3二手车评估的主体、客观目的、依据和原则。 （1课时） 

1.4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的特征和基本职能。 （1课时） 

（二）汽车识别技术 （6课时） 

2.1机动车辆的分类。 （1课时） 

2.2 VIN码识别技术。 （2课时） 

2.3 车辆及发动机型号编制规则，能够从车辆识别代号中读取该车的基本

信息。  （1 课时） 

2.4汽车基本构造。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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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车性能劣化规律及使用寿命 （4课时） 

3.1汽车的使用性能及评价指标。 （1课时） 

3.2汽车性能劣化规律。 （1课时） 

3.3汽车使用寿命，影响汽车经济使用寿命的因素等。 （2课时） 

（四）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 （12课时） 

4.1汽车技术状况的静态检查和动态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4课时） 

4.2汽车技术状况仪器检查包含的种类、检测项目与标准、检测方法。 

  （4课时） 

4.3汽车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 （1课时） 

4.4事故车辆的鉴定等。 （1课时） 

4.5汽车故障对车辆技术状况的影响 （2课时） 

（五）二手车价值评估 （10课时） 

5.1二手车成新率的确定。 （4课时） 

5.2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方法，各评估方法的应用及计算。 （2课时） 

5.3用案例说明就机动车的估价方法、程序。 （4课时） 

（六）二手车鉴定估价实务 （2课时） 

6.1二手车鉴定评估准备、审核及估算实务 （1课时） 

6.2二手车鉴定系统的使用。 （1课时） 

（七）二手车交易实务 （2课时） 

7.1二手车交易类型、流程。 （1课时） 

7.2二手车交易手续、规范等。 （1课时） 

（八）实验部分 （8课时） 

8.1 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实验 （2课时） 

通过观察与仪器测试熟悉二手车的静态检查与仪器检查法；通过试验掌握

动态检查法。 

8.2.二手车价值评估 （4课时） 

掌握使用专用仪器测试气缸密封性的方法；掌握使用专用仪器测试分析发

动机点火波形的方法。 

8.3二手车交易案例实验 （2课时） 

掌握如何对二手车进行技术鉴定和价值估算的方法及具体操作程序，掌握

二手车交易过户业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二手车鉴定评估》， 陈传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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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评估实务》，陈建波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2.《汽车评估》，成英，刘晓峰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 

3.《汽车鉴定与评估实务》，董恩国，孙奇涵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11 

4.《二手车鉴定与评估》，吴兴敏，陈卫红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9 

5.《汽车鉴定评估与交易实务教程》，朱凯，付铁军主编，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2014.8 

6.《二手车鉴定与评估实务》，杜秀菊，贾长治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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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课堂测验、考勤及作业

等（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解瑞雪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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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二手

车鉴定评估基本理

论、市场发展现状、

行业要求及相关政

策、法规要求。 

目标 2：了解二

手车鉴定评估领

域的岗位及职业

能力要求。 

目标 3：掌握二手车鉴定评估

流程、方法，能运用科学的鉴

定评估标准和方法为二手车

交易服务，具有二手车交易评

估能力。 

目标 4：掌握

二手车技术

状况检查的

内容、程序

和方法。 

1.1二手车的基本概念、国内外二

手车市场介绍。 
   √    

1.2二手车评估的基本要素、二手

车评估的种类及特点等。 
√ √   

1.3 二手车评估的主体、客观目

的、依据和原则。 
√ √   

1.4 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的特征

和基本职能。 
√ √   

2.1机动车辆的分类。 √    

2.2 VIN码识别技术。 √    

2.3车辆及发动机型号编制规则，

能够从车辆识别代号中读取该车

的基本信息。 

√ √ √  

2.4汽车基本构造。 √  √  

3.1汽车的使用性能及评价指标。 √    

3.2汽车性能劣化规律。 √  √  

3.3汽车使用寿命，影响汽车经济

使用寿命的因素等。 
√    

4.1 汽车技术状况的静态检查和

动态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 √ √ 

4.2 汽车技术状况仪器检查包含

的种类、检测项目与标准、检测

方法。。 

 √ √ √ 

4.3 汽车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

法。 
 √ √ √ 

4.4事故车辆的鉴定等。  √ √ √ 

4.5 汽车故障对车辆技术状况的

影响 
  √ √ 

5.1二手车成新率的确定。  √ √  

5.2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方法，各评

估方法的应用及计算。 
  √  

5.3 用案例说明就机动车的估价

方法、程序。 
√  √  

6.1二手车鉴定评估准备、审核及

估算实务。 
 √ √  

6.2二手车鉴定系统的使用。  √ √  

7.1二手车交易类型、流程。  √ √  

7.2二手车交易手续、规范等。  √ √  

8.1 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实验   √ √ 

8.2.二手车价值评估实验   √ √ 

8.3二手车交易案例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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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营销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2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Sales Market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 

后续课程：车辆评估与交易、汽车服务质量管理、生产成本分析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将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汽车市场的研究，了解汽车市场

营销战略，掌握汽车市场营销环境概述。 

目标 2：掌握了解汽车营销信息系统及构成，了解汽车营销调研的内容，

分析汽车消费者市场，熟悉购买行为的要素及过程，掌握汽车市场细分、目标

市场的定位准则。 

目标 3：掌握掌握汽车市场产品策略，包括产品概念及生产周期、品牌包

装战略和产品组合决策等，了解汽车市场策划内容。 

目标 4：学会汽车营销价格策略与定价方法，了解分销策略、促销策略等。 

目标 5：熟悉国际汽车市场营销。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市场营销学概述与战略环境 （6课时） 

1.1讲述市场营销的基本内涵；汽车营销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及汽车营销管

理过程。了解市场营销的基本内涵及汽车营销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掌握汽车营

销管理过程。 （2课时） 

1.2讲述汽车市场营销战略、竞争战略；汽车市场发展战略及汽车产品市

场差异化战略。了解汽车产品市场差异化战略。掌握汽车市场营销战略总述；

汽车市场竞争战略；汽车市场发展战略。 （2课时） 

1.3讲述市场营销环境；介绍汽车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及微观环境。了解汽

车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及微观环境。掌握市场营销环境概述。 （2课时） 

（二）汽车营销信息系统、营销调研与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10课时） 

2.1讲述营销信息系统及其构成；汽车营销调研的含义与内容；汽车营销

有效调研的特征及作用；汽车营销调研程序。了解汽车营销有效调研的特征及

作用；汽车营销调研程序。掌握营销信息系统及其构成；汽车营销调研的含义

与内容。  （2课时） 

2.2讲述汽车消费者市场；汽车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的要素；消费者行为

模式；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商业购买行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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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构及政府汽车购买行为。了解消费者行为模式、商业购买行为、事业机构

及政府汽车购买行为。掌握汽车消费者市场、汽车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的要素

及影响因素及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4课时） 

2.3讲述汽车市场细分化的概念及作用；市场细分化的标准及原则；汽车

市场目标的确定及汽车市场定位。了解汽车市场目标的确定及汽车市场定位。

掌握汽车市场细分化的概念及作用；市场细分化的标准及原则。 （4课时） 

（三）汽车市场产品策略 （6课时） 

3.1讲述汽车产品概念及产品生命周期；汽车产品组合的概念及决策原则；

汽车新产品开发策略；产品包装与品牌战略。了解汽车新产品开发策略及产品

包装与品牌战略。掌握汽车产品概念及产品生命周期；汽车产品组合的概念及

决策原则。 （2课时） 

3.2讲述汽车市场策划，了解汽车市场策划的重要性。 

（四）汽车营销价格策略、分销与促销策略 （8课时） 

4.1讲述汽车营销定价的影响因素；一般汽车市场定价方法；汽车新产品

定价策略及汽车产品组合定价和调整策略。了解汽车新产品定价策略及汽车产

品组合定价和调整策略。掌握汽车营销定价的影响因素及一般汽车市场定价方

法。  （4课时） 

4.2讲述汽车分销渠道的概述及类型；汽车电子商务；汽车分销渠道的选

择标准；影响汽车分销渠道选择的因素；汽车渠道选择策略；汽车分销渠道管

理；汽车产品的实体分销及汽车连锁店经营与配送。了解汽车产品的实体分销

及汽车连锁店经营与配送。掌握汽车分销渠道的概述及类型、汽车分销渠道的

选择标准、影响汽车分销渠道选择的因素、汽车渠道选择策略及汽车分销渠道

管理。  （2课时） 

4.3讲述汽车促销策略；人员推销；广告促销；汽车营业推广；公共关系

及网络营销。了解汽车营业推广、公共关系及网络营销。掌握汽车促销概述、

人员推销、广告促销及汽车营业推广。 （2课时） 

（五）国际汽车市场营销 （2课时） 

5.1讲述国际汽车市场营销；国际汽车市场营销环境；国际汽车市场进入

决策及国际汽车市场营销策略。了解国际汽车市场营销概述、国际汽车市场营

销环境。掌握国际汽车市场进入决策及国际汽车市场营销策略。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营销学》，何宝文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营销学》，孟杰，赵飞主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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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车营销学》，张国方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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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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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营

销概念、汽车市场营销调研方法与信息系统内容、汽车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汽车市场目标细分与市场定位、产品策略、营销价格和分销与促销策略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庆庆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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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营

销学的基本原理

应用于汽车市场

的研究，了解汽车

市场营销战略，掌

握汽车市场营销

环境概述 

目标 2：掌握了解汽车营销

信息系统及构成，了解汽车

营销调研的内容，分析汽车

消费者市场，熟悉购买行为

的要素及过程，掌握汽车市

场细分、目标市场的定位准

则 

目标 3：掌握掌握汽

车市场产品策略，包

括产品概念及生产

周期、品牌包装战略

和产品组合决策等，

了解汽车市场策划

内容 

目标 4:学会

汽车营销价格

策略与定价方

法，了解分销

策略、促销策

略等 

目 标

5：熟

悉 国

际 汽

车 市

场 营

销 

1.1 市场营销的基本

内涵 
√     

1.2 汽车市场营销战

略、竞争战略 
√     

1.3市场营销环境 √     

2.1 营销信息系统及

其构成，汽车营销调

研的含义与内容 

 √    

2.2 汽车消费者市场

行为 
 √    

2.3 汽车市场细分化

的概念及作用 
 √    

3.1 汽车产品概念及

产品生命周期 
  √   

3.2汽车市场策划   √   

4.1 汽车营销定价的

影响因素。 
√ √ √ √  

4.2 汽车分销渠道的

概述及类型。 
     

4.3 汽车促销策略 √   √  

5.1 国际汽车市场营

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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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3P1         英文名称：Traffic Affair Admission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理论、汽车保险与理赔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道路交通事故的种类、发展现状，掌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

序中一般处理程序、简易处理程序、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程序的适用范围、处

理步骤等。 

目标 2：掌握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保护和清理的要求，掌握交通事故现场

勘查的步骤、重点，学会交通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程序、技巧。 

目标 3：掌握道路交通事故证据的形式及收集方法，掌握交通事故现场图、

照相与摄像、笔录等记录形式，学会对交通事故现场的道路及道路设施、地面

物证、车体物证、人体物证等的勘验技术，了解讯问与询问、技术鉴定的目的、

常用方法等。 

目标 4：掌握车辆驱动、制动、转向等运行状态的分析过程，学会汽车与

汽车、汽车与两轮车、汽车与行人碰撞的速度分析方法，了解交通事故的计算

机分析再现技术。 

目标 5：掌握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认定的确定原理、规则，掌握道路

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种类、特点，掌握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种类、处罚原则

等，掌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范围、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方式。 

目标 6：掌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原则、赔偿规则、赔偿

计算方法、理赔程序等，了解道路交通事故案卷管理、信息管理相关知识。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绪论  （2课时） 

1.1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及特征。 （0.5课时） 

1.2道路交通事故的分类。 （0.5课时） 

1.3道路交通事故的发展与现状。 （0.5课时） 

1.4道路交通事故的任务与机制。 （0.5课时） 

第二章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2课时） 

2.1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程序：一般处理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处

理步骤、简易处理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处理步骤。 （1课时） 

2.2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处理步骤。 （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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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处理典型交通事故的特别程序规定。 （0.5课时） 

第三章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置 （4课时） 

3.1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概念、特点及分类。 （1课时） 

3.2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特点、原则、救援体系、基本程

序及救援内容。 （1课时） 

3.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保护与清理。 （1课时） 

3.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的任务、步骤，常见事故现场的勘查重点。 

  （1课时） 

第四章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取证 （8课时） 

4.1道路交通事故证据的概念与基本特征、法定形式、分类、收集方法。 

  （1课时） 

4.2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包括：道路及道路设施、地面物证、车体物

证、人体物证。 （1课时） 

4.3痕迹物证提取。 （1课时） 

4.4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的分类、绘图元素、现场定位方法，现场图的绘

制。  （1课时） 

4.5勘验照相与摄像。 （1课时） 

4.6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 （1课时） 

4.7讯问与询问的基本要求、内容、程序。 （1课时） 

4.8 检验鉴定：物证检验鉴定、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人体损伤检验鉴

定、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1课时） 

第五章  道路交通事故技术分析 （6课时） 

5.1车辆运行状态分析：驱动、制动、转向。 （1课时） 

5.2 汽车碰撞汽车或固定物事故分析：正面碰撞速度分析、追尾碰撞速度

分析、直角侧面碰撞速度分析。 （2课时） 

5.3汽车碰撞两轮车事故分析（速度分析）。 （1课时） 

5.4汽车碰撞行人事故分析（速度分析）。 （1课时） 

5.5利用视频测算事故速度 （0.5课时） 

5.6事故过程再现 （0.5课时） 

第六章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2课时） 

6.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基本概念、程序、复核。 （0.5课时） 

6.2道路交通事故事实认定的对象、证明方法。 （0.5课时） 

6.3道路交通事故成因认定的分类、判定标准、分析方法。 （0.5课时） 

6.4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认定的确定原理、规则。 （0.5课时） 

第七章  道路交通事故法律责任（4课时） 

7.1道路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概念、种类、归责。（0.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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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道路交通事故行政处罚的原则、种类、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0.5

课时） 

7.3 道路交通肇事刑事处罚：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的特征、认定、量

刑标准。（1课时） 

7.4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权利人与

义务人、范围，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方式。（2课时） 

第八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2课时） 

8.1机动车保险的概念、种类。（1课时） 

8.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和理赔：投保原则、赔偿规则、

赔偿计算方法、理赔程序。（1课时） 

第九章  道路交通事故案卷管理（1课时） 

9.1道路交通事故案卷的基本内容。（0.5课时） 

9.2道路交通事故案卷的管理。（0.5课时） 

第十章  道路交通事故信息管理（1课时） 

10.1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采集。（0.5课时） 

10.2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分析。（0.5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王洪明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道路交通事故分析与处理》，许洪国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 

2.《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处理》，苏东、沈德咏编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10 

3.《道路交通事故勘查处理》，薛大维咏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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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15%）、作业 （15%）、课题展

示-交通事故案例分析（1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道路交通事

故的相关基本概念、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置、道路交

通事故调查取证、道路交通事故技术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道路交通事故

法律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袁伟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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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道路

交通事故

的种类、

发 展 现

状，掌握

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

程序的适

用范围、

处理步骤 

目标 3：掌握

路交通事故

现场的保护

和清理的要

求，掌握交通

事故现场勘

查的步骤、重

点，学会交通

事故应急救

援的基本程

序、技巧。 

目标 3：掌握道

路交通事故证

据的形式及收

集方法，掌握交

通事故现场记

录形式，学会交

通事故现场勘

验技术，了解讯

问与询问、技术

鉴定的目的、常

用方法等。 

目标 4:掌握车

辆驱动、制动、

转向等运行状

态的分析过程，

学会汽车与汽

车、汽车与两轮

车、汽车与行人

碰撞的速度分

析方法，了解交

通事故的计算

机分析再现技

术。 

目标 5：掌握交

通事故当事人

责任认定的确

定原理、规则，

掌握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的种

类、处罚原则

等，掌握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归

责原则、纠纷的

解决方式等。 

目标 6：掌握

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的投

保原则、赔偿

规则、赔偿计

算方法、理赔

程序等，了解

道路交通事

故案卷管理、

信息管理相

关知识。 

1.1 道路交通事故

的定义及特征 
√     

 

1.2 道路交通事故

的分类 
√     

 

1.3 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展与现状 
√     

 

1.4 道路交通事故

的任务与机制 
√     

 

2.1 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调查处理

程序 

√     
 

2.2 当事人自行协

商处理程序的适用

范围与处理步骤 

√     

 

2.3 处理典型交通

事故的特别程序规

定 

√     

 

3.1 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的概念、特点

及分类 

 √    

 

3.2 道路交通事故

应急救援 
 √    

 

3.3 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保护与清理 
 √    

 

3.4 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勘查 
 √    

 

4.1 道路交通事故

证据 
  √   

 

4.2 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勘验 
  √   

 

4.3痕迹物证提取   √    

4.4 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图 
  √   

 

4.5 勘验照相与摄

像 
  √   

 

4.6 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勘查笔录 
  √   

 

4.7讯问与询问   √    

4.8检验鉴定   √    

5.1 车辆运行状态

分析 
   √  

 



 

442 

5.2 汽车碰撞汽车

或固定物事故分析 
   √  

 

5.3 汽车碰撞两轮

车事故分析 
   √  

 

5.4 汽车碰撞行人

事故分析 
   √  

 

5.5 利用视频测算

事故速度 
   √  

 

5.6事故过程再现    √   

6.1 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的基本概念、

程序、复核 

    √ 

 

6.2 道路交通事故

事实认定 
    √ 

 

6.3 道路交通事故

成因认定 
    √ 

 

6.4 道路交通事故

当事人责任认定 
    √ 

 

7.1 道路交通事故

法律责任的概念、

种类、归责 

    √ 

 

7.2 道路交通事故

行政处罚 
    √ 

 

7.3 道路交通肇事

刑事处罚 
    √ 

 

7.4 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 
    √ 

 

8.1 机动车保险的

概念、种类 
     √ 

8.2 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投保和理赔 

     √ 

9.1 道路交通事故

案卷的基本内容 
     √ 

9.2 道路交通事故

案卷的管理 
     √ 

10.1 道路交通事故

信息采集 
     √ 

10.2 道路交通事故

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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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与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4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Safety and Regulation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汽车安全法规的发展历程，掌握汽车安全技术的基本原理和

应用。 

目标 2：掌握汽车主被动安全技术，掌握 ABS、ASR、汽车安全带及安全气

囊工作原理。 

目标 3：掌握汽车安全碰撞试验、C-NCAP实验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安全技术概述 （4课时） 

1.1道路交通事故与汽车安全的关系。 （1课时） 

1.2现代汽车安全保障体系。 （1课时） 

1.3汽车安全技术的主要内容。 （1课时） 

1.4汽车安全技术的发展。 （1课时） 

（二）汽车安全技术法规与标准 （4课时） 

2.1汽车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1课时） 

2.2世界各国汽车安全技术法规特点及项目。 （1课时） 

2.3各国汽车安全性技术法规或标准对比。 （2课时） 

（三）汽车主动安全性 （6课时） 

3.1行驶安全性。 （2课时） 

3.2环境安全性。 （1课时） 

3.3感觉安全性。 （1课时） 

3.4操纵安全性。 （2课时） 

（四）汽车被动安全性 （7课时） 

4.1安全的车身结构。 （1课时） 

4.2座椅安全带系统。 （2课时） 

4.3安全气囊系统。 （2课时） 

4.4座椅系统。 （1课时） 

4.5转向性防伤系统。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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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主动安全系统 （7课时） 

5.1车轮防抱死制动系统。 （1课时） 

5.2驱动防滑控制系统。 （1课时） 

5.3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1课时） 

5.4电控动力转向系统。 （1课时） 

5.5可控悬架系统。 （1课时） 

5.6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 （1课时） 

5.7安全辅助驾驶系统。 （1课时） 

（六）汽车被动安全性能试验 （4课时） 

6.1汽车零部件台架试验方法及典型设备。 （1课时） 

6.2汽车零部件模拟碰撞试验方法及典型设备。 （1课时） 

6.3实车碰撞试验方法及典型设备。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安全与法规》（第二版），刘晶郁编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11.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汽车安全技术》，钱宇彬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 《现代汽车安全技术》，魏帮顶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3. 《汽车法规概论》，林平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适用指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

国人民公安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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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考勤（30%）及作业等（3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安全技术

与法规、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胡星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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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汽车安全

法规的发展历程，掌握

汽车安全技术的基本

原理和应用  

目标 2：掌握汽车主被动

安全技术，掌握ABS、ASR、

汽车安全带及安全气囊

原理 

目标 3：掌握汽车

安全碰撞试验、

C-NCAP实验内容 

1.1道路交通事故与汽车安全的关系 √   

1.2现代汽车安全保障体系 √   

1.3汽车安全技术的主要内容 √   

1.4汽车安全技术的发展 √   

2.1汽车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   

2.2世界各国汽车安全技术法规特点及项目 √   

2.3各国汽车安全性技术法规或标准对比 √   

3.1行驶安全性  √  

3.2环境安全性  √  

3.3感觉安全性  √  

3.4操纵安全性  √  

4.1安全的车身结构  √  

4.2座椅安全带系统  √  

4.3安全气囊系统  √  

4.4座椅系统  √  

4.5转向性防伤系统  √  

5.1车轮防抱死制动系统  √  

5.2驱动防滑控制系统  √  

5.3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  

5.4电控动力转向系统  √  

5.5可控悬架系统  √  

5.6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  √  

5.7安全辅助驾驶系统  √  

6.1汽车零部件台架试验方法及典型设备   √ 

6.2汽车零部件模拟碰撞试验方法及典型设备   √ 

6.3实车碰撞试验方法及典型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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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5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Trad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营销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贸易涵盖的领域和汽车贸易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贸易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贸易的岗位和汽车贸易服务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贸易概述及汽车贸易政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国际汽车贸易概述。 （1课时） 

1.2国际汽车市场。 （2课时） 

1.3国际汽车贸易政策。 （2课时） 

（二）国际汽车技术贸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概述；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发展态势。 （1课时） 

2.2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方式。 （2课时） 

2.3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合同。 （2课时） 

2.4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最新发展。 （1课时） 

（三）国际汽车贸易术语和贸易合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3.1国际贸易术语与国际惯例。 （1课时） 

3.2 6种常用贸易术语解释；贸易术语与汽车商品的价格。 （2课时） 

3.3国际汽车贸易品名条款；国际汽车贸易品质条款。 （2课时） 

3.4国际汽车贸易数量条款；国际汽车贸易包装条款。 （2课时） 

（四）国际汽车贸易运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4.1国际汽车贸易运输方式。 （1课时） 

4.2国际汽车贸易装运条款。 （1课时） 

4.3国际汽车贸易运输单据。 （2课时） 

4.4国际贸易中的海上运输保险。 （1课时） 

4.5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1课时） 

4.6国际汽车贸易中的保险条款与我国的做法。 （1课时） 

（五）国际汽车贸易支付与结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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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1课时） 

5.2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2课时） 

5.3国际汽车贸易支付方式选择。 （1课时） 

（六）汽车进出口贸易交易流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6.1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1课时） 

6.2交易磋商。 （1课时） 

6.3合同的签订。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汽车贸易》，严龙茂主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汽车国际贸易》，连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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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汽车贸易案例分析（20%）、汽车贸易

文献阅读及论文（20%）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汽车贸

易术语、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国际汽车贸易运输、国际汽车贸易支付与结算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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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汽车贸易涵

盖的领域和汽车贸易的

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

贸易行业的方式、规

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贸易的

岗位和汽车贸易服务的职

业能力。 

1.1国际汽车贸易概述。 √   

1.2国际汽车市场。 √ √  

1.3国际汽车贸易政策。 √   

2.1 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概述；国际汽车技

术贸易发展态势。 
√  √ 

2.2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方式。 √ √  

2.3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合同。 √  √ 

2.4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最新发展。 √  √ 

3.1国际贸易术语与国际惯例。 √   

3.2 6 种常用贸易术语解释；贸易术语与

汽车商品的价格。 
√ √  

3.3 国际汽车贸易品名条款；国际汽车贸

易品质条款。 
√  √ 

3.4 国际汽车贸易数量条款；国际汽车贸

易包装条款。 
√  √ 

4.1国际汽车贸易运输方式。 √ √  

4.2国际汽车贸易装运条款。 √ √  

4.3国际汽车贸易运输单据。 √ √  

4.4国际贸易中的海上运输保险。 √  √ 

4.5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 √  

4.6 国际汽车贸易中的保险条款与我国的

做法。 
√  √ 

5.1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   

5.2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  √ 

5.3国际汽车贸易支付方式选择。 √   

6.1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 

6.2交易磋商。   √ 

6.3合同的签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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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金融》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6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Finan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营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金融涵盖的领域和汽车金融市场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金融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金融服务的岗位和汽车金融服务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金融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汽车金融服务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1.2汽车金融服务的功能与特点。 （1课时） 

1.3汽车金融服务的环境分析。 （0.5课时） 

（二）金融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2.1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与信用制度。 （2课时） 

2.2利息、利率及其计算。 （3课时） 

2.3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及主要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 （2课时） 

（三）汽车消费信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3.1汽车消费信贷的概念与形式；汽车消费信贷实务。 （2课时） 

3.2汽车消费信贷操作性文件举例及说明。 （1课时） 

3.3汽车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汽车美容。 （1课时）  

3.4典型案例分析。 （1课时） 

（七）汽车保险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4.1汽车保险的概述；汽车保险的种类。 （1课时） 

4.2机动车辆保险实务。 （2课时） 

4.3汽车保险理赔。 （2课时） 

4.4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汽车保险案例分析。 （2课时） 

（八）汽车租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5.1汽车租赁概述；我国的汽车租赁业。 （1课时） 

5.2汽车租赁企业运营实务。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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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汽车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汽。 （1课时） 

5.4汽车租赁业常用的文书范本典型案例。 （1课时） 

（九）汽车置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汽车置换服务概述；汽车置换服务的业务体系。 （1课时） 

6.2二手车鉴定估价的基本方法。 （2课时） 

6.3汽车置换操作实务。 （2课时） 

6.4汽车置换的手续办理及典型案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金融服务》，何忱予主编，北京出版社，2014.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金融服务》，马钧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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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汽车金融案例分析（20%）、汽车金融文

献阅读及论文（2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消费信贷、

汽车保险、汽车租赁和汽车置换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C2%ED%BE%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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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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汽车金融涵

盖的领域和汽车金融市

场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

金融行业的方式、规则

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金融

服务的岗位和汽车金

融服务的职业能力。 

1.1汽车金融服务的基本概念。 √   

1.2汽车金融服务的功能与特点。 √   

1.3汽车金融服务的环境分析。 √   

2.1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与信用制度。 √   

2.2利息、利率及其计算。 √   

2.3 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及主要金融机构；

其他金融机构。 
√  √ 

3.1 汽车消费信贷的概念与形式；汽车消费

信贷实务。 
√  √ 

3.2汽车消费信贷操作性文件举例及说明。 √ √  

3.3汽车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汽车美容。  √   

3.4典型案例分析。   √ 

4.1汽车保险的概述；汽车保险的种类。 √   

4.2机动车辆保险实务。 √ √  

4.3汽车保险理赔。 √ √  

4.4 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汽车保险

案例分析。 
  √ 

5.1汽车租赁概述；我国的汽车租赁业。 √   

5.2汽车租赁企业运营实务。 √   

5.3汽车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汽。    

5.4汽车租赁业常用的文书范本典型案例。   √ 

6.1 汽车置换服务概述；汽车置换服务的业

务体系。 
√   

6.2二手车鉴定估价的基本方法。 √   

6.3汽车置换操作实务。 √   

6.4汽车置换的手续办理及典型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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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物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7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logist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物流涵盖的领域和汽车物流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系统掌握汽车物流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物流的岗位和汽车物流服务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企业采购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汽车物流概述和汽车物流分类。 （2课时） 

1.2采购物流概述；汽车产品生产采购与管理。 （4 课时） 

1.3采购绩效的评估。 （2课时） 

（二）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生产物流概述；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组织。 （2课时） 

2.2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的管理。 （2课时） 

2.3汽车企业生产过程的物流控制。 （2课时） 

（三）汽车企业销售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企业销售物流概述；汽车销售物流。 （2课时） 

3.2汽车国际贸易与物流管理。 （2课时） 

（四）汽车产品逆向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逆向物流概述。 （2课时） 

4.2汽车产品的逆向物流。 （2课时） 

（五）汽车第三方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概述。 （1课时） 

5.2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方案设计。 （2课时） 

5.3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管理。 （1课时） 

（六）汽车物流标准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汽车物流标准化概述。 （1课时） 

6.2汽车物流标准的编写方法。 （1课时） 

（七）汽车物流信息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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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条形码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射频识别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GPS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2课时） 

7.2产品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汽车物流电子商务；物联网技术在汽车物流

中的应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物流》，孟利清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物流管理》，胡祥卫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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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汽车物流案例分析（20%）、汽车物流

文献阅读及论文（20%）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企业采购

物流、汽车企业生产物流、汽车企业销售物流、汽车产品逆向物流和汽车第三

方物流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BA%FA%CF%E9%CE%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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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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汽车物流

涵盖的领域和汽车物

流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系统掌握

汽车物流行业的方式、

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物流

的岗位和汽车物流服

务的职业能力。 

1.1汽车物流概述和汽车物流分类。 √  √ 

1.2采购物流概述；汽车产品生产采购与管理。 √ √  

1.3采购绩效的评估。 √   

2.1生产物流概述；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组织。 √ √  

2.2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的管理。 √  √ 

2.3汽车企业生产过程的物流控制。 √ √  

3.1企业销售物流概述；汽车销售物流。 √   

3.2汽车国际贸易与物流管理。 √ √  

4.1逆向物流概述。 √ √  

4.2汽车产品的逆向物流。 √ √  

5.1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概述。 √   

5.2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方案设计。 √  √ 

5.3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管理。 √  √ 

6.1汽车物流标准化概述。 √   

6.2汽车物流标准的编写方法。 √   

7.1 条形码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射频识

别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GPS 技术在汽车

物流中的应用。 

√  √ 

7.2 产品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汽车物流电子商

务；物联网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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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商务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89A1         英文名称： Automotive Sales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保险与理赔、汽车营销学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营销的流程及礼仪规范。 

目标 2：掌握汽车保险承保与理赔流程。 

目标 3：掌握二手车交易流程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营销实验。 （6学时） 

1.1汽车售前模拟实验。 （3学时） 

1.2汽车售后模拟实验。 （3学时） 

（二）汽车保险承保与理赔实验。 （6学时） 

2.1汽车承保模拟实验。 （3学时） 

2.2汽车理赔模拟实验。 （3学时） 

（三）汽车保险承保与理赔实验。 （8学时） 

3.1独立二手车销售模拟实验 （4学时） 

3.24S店二手车销售模拟实验 （4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服务商务综合实验》 自编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项目实验（90%）考勤作业（10%）组成。 

五、附件 

 

制定人：  叶本刚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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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营销的流程及

礼仪规 

目标 2：掌握汽车保险承保与

理赔流程。 

目标 3：掌握二手

车交易流程 

1.1汽车售前模拟实验 √   

1.2汽车售后模拟实验 √   

2.1汽车承保模拟实验  √  

2.2汽车理赔模拟实验  √  

3.1独立二手车销售模拟实验   √ 

3.24S店二手车销售模拟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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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评估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0A1          英文名称：Vehicle Evaluation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汽车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车辆评估与交易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车辆评估常用工具和评估方法。 

目标 2：掌握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评估方法并完成现场评估作业表。 

目标 3：根据市场信息合理调整二手车评估值。 

二、课程内容 

（一）车辆评估常用工具和评估方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1.1 车辆评估常用工具的使用。 （2学时） 

1.2车辆评估方法。 （2学时） 

（二）车辆技术状况鉴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2.1七工位法车辆静态技术状况鉴定。 （2学时） 

2.2车身漆面质量鉴定。 （4学时） 

2.3传统汽车动力性和变速器性能鉴定。 （2学时） 

2.4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池和电动控制单位性能鉴定。 （2学时） 

2.5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评估作业表。 （2学时） 

（三）车辆市场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3.1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电子商务平台。 （2学时） 

3.2二手车拍卖。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教材，需要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参考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践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工具的正确使用（20%）、整车结构和

性能的了解程度（20%）及考勤等（10%）。 

2. 实践成绩考核占比 50%，能够按照实践操作要求完成车辆技术状况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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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鉴定评估作业表。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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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车辆评

估常用工具和评估

方法。 

目标 2：掌握车辆技术状况鉴

定评估方法并完成现场评估

作业表。 

目标 3：根据市场信息

合理调整二手车评估

值。 

1.1车辆评估常用工具的使用。 √   

1.2车辆评估方法。 √   

2.1七工位法车辆静态技术状况鉴定。  √ √ 

2.2车身漆面质量鉴定。  √  

2.3传统汽车动力性和变速器性能鉴定。  √  

2.4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池和电动控制单位

性能鉴定。 
 √ √ 

2.5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评估作业表。  √ √ 

3.1 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电子商务平

台。 
  √ 

3.2二手车拍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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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企业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1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Service Enterprise Management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服务工程 

后续课程：生产成本分析、汽车服务质量管理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础，掌握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主要内

容。 

目标 2：掌握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标准。 

目标 3：掌握企业供应、生产、销售三大环节管理的主要内容。 

目标 4：掌握企业计划、决策、激励、控制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服务企业管理概论 （2学时） 

1.1汽车服务企业的概念、类型、经营特点；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的职能、

任务与内容。 

（二）汽车服务企业的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 （4学时） 

2.1现代汽车服务的各项企业制度；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组织设计的原则。 

  （2课时） 

2.2汽车服务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汽车服务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与

职能规划。  （2课时） 

（三）汽车服务企业战略管理 （12学时） 

3.1汽车服务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2课时） 

3.2汽车服务企业内部条件分析。 （4课时） 

3.3汽车服务企业战略管理的框架。 （4课时） 

3.4汽车服务企业经营战略的制定、实施和控制。 （2课时） 

（四）汽车服务企业运营管理 （10学时） 

4.1汽车服务企业服务系统设计，汽车服务企业的选址、经营设施、布局、

服务流程设计。 （6课时） 

4．2汽车服务企业经营计划的制定、汽车服务企业供给与需求管理及汽车

服务企业的顾客满意管理。 （4课时） 

（五）汽车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管理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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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汽车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与竞争优势。 （2课时） 

5.2熟悉服务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衡量；熟悉服务质量管理与控制，

包括服务质量规划和服务质量管理工具。 （4课时） 

5.3全面质量管理与 ISO质量认证。 （2课时） 

（六）汽车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8学时） 

6.1国内外汽车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课时） 

6.2绩效评估管理及程序、薪酬体系设计。 （4课时） 

6.3现代汽车服务企业薪酬体系的发展趋势与员工的培训。（2课时） 

（七）汽车服务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4学时） 

7.1汽车服务企业信息化管理的现状及基本内涵；熟悉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开发过程及汽车服务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组织和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朱刚等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燕卢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6 

2.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高青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3 

3.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朱杰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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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讨论（1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考核方式：撰写论文。 

五、附件 

 

 

 

制定人：  邵晓序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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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企

业管理知识体系

的基础，掌握企

业管理基础工作

的主要内容。 

目标 2：掌

握科学合理

的企业组织

结 构 的 标

准。 

目标 3：掌握企

业供应、生产、

销售三大环节

管理的主要内

容。 

目标 4:掌握

企业计划、

决策、激励、

控制的基本

方法。 

目标 5：了解汽车

服务企业管理的

主要内容，掌握生

产经营现场的主

要管理方法。 

1.1汽车服务企业的概念、类型、

经营特点；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的

职能、任务与内容。 

√     

2.1 现代汽车服务的各项企业制

度；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组织设计

的原则。 

√ √    

2.2 汽车服务企业组织结构的基

本形式、汽车服务企业组织结构

的设置与职能规划。 

√ √    

3.1 汽车服务企业经营环境分

析 。 
√ √    

3.2 汽车服务企业内部条件分

析。 
√ √    

3.3 汽车服务企业战略管理的框

架。 
√ √    

3．4汽车服务企业经营战略的制

定、实施和控制。 
√ √    

4.1 汽车服务企业服务系统设

计，汽车服务企业的选址、经营

设施、布局、服务流程设计。 

 √ √ √ √ 

4.2 汽车服务企业经营计划的制

定、汽车服务企业供给与需求管

理及汽车服务企业的顾客满意

管理。 

 √ √ √ √ 

5.1 汽车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与

竞争优势。 
√ √ √ √ √ 

5.2 熟悉服务质量问题产生的原

因及其衡量；熟悉服务质量管理

与控制，包括服务质量规划和服

务质量管理工具。 

√  √ √ √ 

5.3 全面质量管理与 ISO 质量认

证。 
  √   

6.1 国内外汽车服务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模式。 
  √ √ √ 

6.2 绩效评估管理及程序、薪酬

体系设计。 
  √ √ √ 

6.3 现代汽车服务企业薪酬体系

的发展趋势与员工的培训。 
√  √ √ √ 

7.1 汽车服务企业信息化管理的

现状及基本内涵；熟悉汽车服务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开

发过程及汽车服务企业管理信

息系统开发的组织和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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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2A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Cos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类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生产成本的基本概念和进行生产成本管理的基本措施，了解

生产成本分析与管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直接影响生产的研发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管

理和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研发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

人工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管理对实际生产的影响。 

目标 3：掌握间接影响生产的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

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

对实际生产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 

（一）生产成本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生产成本的定义，生产成本的构成，生产成本的特点，生产成本的管

理观念。  （2课时） 

1.2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掌握生产成本的计算方法，生产成本的管理方

法，生产成本的控制措施和单位成本的优化方法，了解生产成本的报表编制。 

  （2课时） 

1.3生产成本的管理流程，掌握生产成本的预算决策，生产成本的计划管

控，生产成本的核算分析和生产成本的督导考核。 （2课时） 

（二）研发成本、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和作业成本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

内容  （15课时） 

2.1 研发成本的概述，研发成本的预算决策，研发成本的计划管控，研发

成本的核算分析，研发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2研发成本的管理，包括开发设计、样品试制、样品采购和工装模具的

成本管理，研发成本的优化。 （3课时） 

2.3物料成本的概述，物料成本的预算决策，物料成本的计划管控，物料

成本的核算分析，物料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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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物料成本的管理，包括供应厂商、原材料、外购部件、包装材料和物

料储存的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的优化。 （2课时） 

2.5人工成本的概述，人工成本的预算决策，人工成本的计划管控，人工

成本的核算分析，人工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6人工成本的管理，包括固定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人员福利及

职位津贴的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的优化。 （3课时） 

2.7作业成本的概述，作业成本的预算决策，作业成本的计划管控，作业

成本的核算分析，作业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8作业成本的管理，包括生产办公、作业安全、作业效率、作业流程及

作业沟通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的优化。 （3课时） 

（三）设备成本、能源成本和质量成本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3.1设备成本的概述，设备成本的预算决策，设备成本的计划管控，设备

成本的核算分析，设备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3.2设备成本的管理，包括设备采购、设备使用、设备维护及设备备件的

成本管理，设备成本的优化。 （3课时） 

3.3能源成本的概述，能源成本的预算决策，能源成本的计划管控，能源

成本的核算分析，、能源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3.4能源成本的管理，包括直接燃料、工业用水、环境绿化及厂房维护的

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的优化。 （3课时） 

3.5 质量成本的概述，质量成本的预算决策，质量成本的计划管控，质量

成本的核算分析，质量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3.6 质量成本的管理，包括质量预防、质量控制、质量检验及检测器具的

成本管理，质量成本的优化。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成本管理实操手册》，孙科柳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法研究》，蒙秋男著，科学出版社，2017.02 

2. 《归零成本管理—生产制造企业系统化运作模式》，苏文忠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03 

3. 《生产成本管理操作手册》，杨靖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06 

4. 《生产企业成本核算》（第 2 版），李艳等编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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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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的定

义、构成及特点、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生产成本的管理流程、研发成本管理、

物料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和质量成本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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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生产成

本的基本概念和进

行生产成本管理的

基本措施，了解生

产成本分析与管理

在实际生产中的应

用。 

目标 2：掌握直接影响生产的研

发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人

工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管理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研发

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人工

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管理对实

际生产的影响。 

目标 3：掌握间接影响生产

的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

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设

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和质量成本管理对实际生

产的影响。 

1.1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及特点 √   

1.2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 √ √ √ 

1.3生产成本的管理流程 √ √ √ 

2.1 研发成本的概述 √ √  

2.2研发成本的管理  √  

2.3物料成本的概述 √ √  

2.4物料成本的管理  √  

2.5人工成本的概述 √ √  

2.6人工成本的管理  √  

2.7作业成本的概述 √ √  

2.8作业成本的管理  √  

3.1设备成本的概述 √  √ 

3.2设备成本的管理   √ 

3.3能源成本的概述 √  √ 

3.4能源成本的管理   √ 

3.5 质量成本的概述 √  √ 

3.6 质量成本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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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质量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3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量与质量特性的描述，理解全面质量管理，掌握常用的质

量管理工具，掌握质量管理体系的描述方法、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内容。 

目标 2：掌握汽车零部件的构成及质量管理方法、不合格品的处理方法和

基本思路，了解汽车零部件的质量管理方法。 

目标 3：掌握整车质量检查流程与方法，能够描述 CCC认证的含义与步骤、

召回如何实施，能够理解汽车三包原则。 

目标 4：能够描述质量改进的概念、意义、方法以及步骤，能够按照企业

的要求逐渐质量管理小组、确定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主题，并对质量小组的活

动进行总结和汇报，能够展开 5S活动。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体系 （7课时） 

1.1质量管理的基础及相关理 论（3课时） 

1.2质量管理体系基础、ISO9000以及 TS16949 （4课时） 

（二）零部件质量管理 （7课时） 

2.1零部件质量管理基础，包括开发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以及量产阶段

的零部件质量管理 （3课时） 

2.2不合格品的质量管理及相关案例。 （4课时） 

（三）整车质量管理 （12课时） 

3.1 整车质量检查。 （3课时） 

3.2 CCC认证管理 （3课时） 

3.3 汽车召回管理 （3课时） 

3.4 汽车三包政策 （3课时） 

（四）汽车质量改进 （6课时） 

4.1 汽车质量改进基础 （1课时） 

4.2 质量管理小组及活动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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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S活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制造质量管理》，陈秀华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制造企业管理与实务》，俞鸿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09 

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1 

3. 《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第 7 版），焦叔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5 

4. 《汽车维修质量控制与管理》，刘元鹏等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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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作业（20%）。 

2.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体系、

零部件质量管理、整车质量管理、汽车质量改进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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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质量与质量

特性的描述，理解全面

质量管理，掌握常用的

质量管理工具，掌握质

量管理体系的描述方

法、ISO9000质量管理体

系、ISO/TS16949质量管

理体系的相关内容 

目标 2：掌握汽车

零部件的构成及

质量管理方法、不

合格品的处理方

法和基本思路，了

解汽车制造过程

中使用的零件的

质量管理方法 

目标 3：掌握

整车质量检

查流程与方

法，能够描述

CCC 认证的含

义与步骤、召

回如何实施，

能够理解汽

车三包原则 

目标 4：能够描述质量

改进的概念、意义、

方法以及步骤，能够

按照企业的要求逐渐

质量管理小组、确定

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

主题，并对质量小组

的活动进行总结和汇

报，能够展开 5S活动 

1.1质量管理的基础及相关理论 √    

1.2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ISO9000

以及 TS16949 
√    

2.1零部件质量管理基础，包括开

发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以及量

产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 

 √   

2.2 不合格品的质量管理及相关

案例。 
 √   

3.1 整车质量检查   √  

3.2 CCC认证管理   √  

3.3 汽车召回管理   √  

3.4 汽车三包政策   √  

4.1 汽车质量改进基础    √ 

4.2 质量管理小组及活动    √ 

4.3 5S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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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4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After-Marketing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汽车营销、汽车保险与理赔、车辆评估与交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现代汽车服务涵盖的领域和汽车服务市场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系统掌握汽车服务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技术服务的岗位和汽车技术服务的职业能力。 

目标 4：掌握汽车技术服务的基本操作流程及操作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营销及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汽车服务工程的内涵和汽车服务工程的基本内容。 （2课时） 

1.2汽车营销的内涵；汽车营销部门的组织结构；汽车市场调查方法；汽

车市场分析方法；汽车营销技巧和汽车营销策划。 （4课时） 

1.3汽车物流的概念及基本内涵；汽车物流实务；汽车物流的信息管理。 

 （2课时） 

（二）汽车售后及维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2.1售后服务的工作内容；汽车厂商售后服务。 （2课时） 

2.2汽车经销商和维修公司的售后服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2课时） 

2.3汽车的维修与保养作业；掌握汽车维修企业生产与质量管理。 （2课时） 

2.4汽车检测和汽车维修作业、汽车钣金和汽车涂装。 （2课时） 

（三）汽车配件管理及装饰美容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课时） 

3.1汽车配件市场历史演进与现状；汽车配件零售网点的经营管理。 

  （2课时） 

3.2汽车配件交易市场的经营管理；汽车配件连锁经营。 （2课时） 

3.3汽车美容。 （2课时） 

3.4汽车装饰。 （2课时） 

3.5汽车改装。 （2课时） 

（十）汽车保险与评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4.1事故现场查勘技术；汽车损伤鉴定方法。 （2课时） 

4.2汽车估损计算过程；事故定损工作流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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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汽车交易的内涵与类型；汽车鉴定评估方法。 （2课时） 

4.4汽车置换；汽车拍卖；汽车交易过户。 （2课时） 

4.5汽车金融概念及基本内涵；汽车消费信贷。 （2课时） 

4.6汽车保险和汽车租赁。 （2课时） 

（十一）汽车回收及其他服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国内外汽车回收与再生利用概述；汽车回收管理。 （1课时） 

5.2汽车报废、汽车回收和汽车拆解模式。 （1课时） 

5.3汽车技术服务管理政策法规；汽车服务相关政策法规；汽车法律服务

概况。  （1课时） 

5.4汽车俱乐部服务；汽车广告服务；汽车运动服务；汽车展览服务。 

  （1课时） 

（十二）课程项目综合调试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汽车保养服务流程。 （2课时） 

6.2汽车清洗、打蜡和抛光。 （2课时） 

6.3汽车防爆太阳膜粘贴。 （2课时） 

（七）基本工具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7.1汽车保养工具的基本使用 

7.2清洗机、打蜡机、抛光机及热风机的基本使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服务工程》（第 3版），鲁植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服务工程》（第 1版），谭德荣，董恩国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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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30%）、平时测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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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

工程的内涵、汽车服务工程的基本内容、汽车营销的内涵、汽车物流实务、汽

车厂商售后服务、汽车的维修与保养作业、汽车配件连锁经营、汽车装饰与美

容、汽车估损计算过程、汽车鉴定评估方法、汽车金融和汽车报废回收拆解模

式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8%B0%AD%E5%BE%B7%E8%8D%A3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91%A3%E6%81%A9%E5%9B%BD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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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现代汽

车服务涵盖的领域

和汽车服务市场的

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系

统掌握汽车服务

行业的方式、规

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技

术服务的岗位和汽

车技术服务的职业

能力。 

目标 4：掌握汽车

技术服务的基本操

作流程及操作方

法。 

1.1 汽车服务工程的内涵和汽车服

务工程的基本内容。 
√    

1.2 汽车营销的内涵；汽车营销部

门的组织结构；汽车市场调查方

法；汽车市场分析方法；汽车营销

技巧和汽车营销策划。 

√ √   

1.3 汽车物流的概念及基本内涵；

汽车物流实务；汽车物流的信息管

理。 

√    

2.1 售后服务的工作内容；汽车厂

商售后服务。 
√  √  

2.2 汽车经销商和维修公司的售后服

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 √   

2.3 汽车的维修与保养作业；掌握汽

车维修企业生产与质量管理。 
√  √  

2.4 汽车检测和汽车维修作业、汽

车钣金和汽车涂装。 
√  √  

3.1 汽车配件市场历史演进与现

状；汽车配件零售网点的经营管

理。 

√    

3.2汽车配件交易市场的经营管理；

汽车配件连锁经营。 
√ √   

3.3汽车美容。 √  √  

3.4汽车装饰。 √  √  

3.5汽车改装。 √  √  

4.1 事故现场查勘技术；汽车损伤

鉴定方法。 
√ √   

4.2 汽车估损计算过程；事故定损

工作流程。 
√ √   

4.3 汽车交易的内涵与类型；汽车

鉴定评估方法。 
√ √   

4.4 汽车置换；汽车拍卖；汽车交

易过户。 
√  √  

4.5 汽车金融概念及基本内涵；汽

车消费信贷。 
√ √   

4.6汽车保险和汽车租赁。 √  √  
5.1 国内外汽车回收与再生利用概

述；汽车回收管理。 
√    

5.2 汽车报废、汽车回收和汽车拆

解模式。 
√  √  

5.3 汽车技术服务管理政策法规；

汽车服务相关政策法规；汽车法律

服务概况。 

√    

6.1汽车保养服务流程。    √ 

6.2汽车清洗、打蜡和抛光。    √ 

6.3汽车防爆太阳膜粘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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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技术》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5A1   

英文名称：New Energy Automobile Motor Control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 新能源汽车整车故障诊断、新能源汽车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基础知识和电磁基础。 

目标 2：掌握直流电动机、交流感应电动机、永磁同步电动机、无刷直流

电动机和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控制技术。 

目标 3：掌握新能源汽车能量回馈制动系统。 

二、课程内容 

（一）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基础知识 （1学时） 

1.1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发展历史与电传动系统的典型结构 ；（1学时） 

（二）新能源汽车驱动电磁基础 （1学时） 

2.1磁路与电磁感应原理，变压器与转子位置传感器； （1学时） 

（三）直流电动机 （3学时） 

3.1直流电动机的结构和分类； （1学时） 

3.2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运行特性； （1学时） 

3.3直流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1学时） 

（四）交流感应电动机 （3学时） 

4.1交流感应电动机的结构和分类； （1学时） 

4.2交流感应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运行特性； （1学时） 

4.3交流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1学时） 

（五）永磁同步电动机 （3学时） 

5.1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结构和分类； （1学时） 

5.2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运行特性； （1学时） 

5.3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1学时） 

（六）无刷直流电动机 （2学时） 

6.1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结构、分类与工作原理； （1学时） 

6.2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1学时） 

（七）开关磁阻电动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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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开关磁阻电动机的结构、分类与工作原理； （1学时） 

7.2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1学时） 

（八）能量回馈制动系统 （1学时） 

8.1 新能源汽车的制动能量回收； （1学时） 

（九）实验（16学时） 

9.1直流电动机与无刷直流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4学时） 

9.2交流感应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4学时） 

9.3永磁同步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4学时） 

9.4开关磁阻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4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技术》，何忆斌、侯志华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与应用》，张舟云，贡俊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02 

2. 《驱动电机及控制技术》，朱小春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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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与讨论（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驱

动电机基础知识和电磁基础，直流电动机、交流感应电动机、永磁同步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和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控制技术，新能源汽车能量回

馈制动系统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庆庆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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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新能

源汽车驱动电机

基础知识和电磁

基础。 

目标 2：掌握直流电动机、交流感

应电动机、永磁同步电动机、无刷

直流电动机和开关磁阻电动机的

工作原理与控制技术。 

目标 3：掌握

新能源汽车

能量回馈制

动系统。 

1.1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发展历史与电传动

系统的典型结构； 
√   

2.1磁路与电磁感应原理，变压器与转子位置传

感器； 
√   

3.1直流电动机的结构和分类；  √  

3.2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运行特性；  √  

3.3直流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  

4.1交流感应电动机的结构和分类；  √  

4.2交流感应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运行特性；  √  

4.3交流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  

5.1永磁同步电动机的结构和分类；  √  

5.2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运行特性；  √  

5.3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  

6.1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结构、分类与工作原理；  √  

6.2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  

7.1开关磁阻电动机的结构、分类与工作原理；  √  

7.2开关磁阻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和调速；  √  

8.1新能源汽车的制动能量回收；   √ 

9.1 直流电动机与无刷直流电动机结构与调速

实验； 
√ √  

9.2交流感应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 √  

9.3永磁同步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 √  

9.4开关磁阻电动机结构与调速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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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功率变换技术》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6A1 

英文名称：New Energy Automotive Power Conversion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 

后续课程： 新能源汽车整车故障诊断、新能源汽车技术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新能源汽车电子技术的发展。 

目标 2：掌握功率变化电子基础知识，包括电路、半导体、理想开关、续

流和换流、硬开关和软开关、脉冲宽度调制原理、直流开关、电路状态平均、

热阻等基本知识。 

目标 3：掌握新能源汽车直流变换技术、逆变技术的基本原理。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 （2学时） 

1.1汽车电子技术发展历程； （1学时） 

1.2新能源汽车基本原理与功率电子学的应用； （1学时） 

（二）基本概念 （5学时） 

2.1电路的波形、参数与电路的状态平均； （1学时） 

2.2半导体基础； （1学时） 

2.3理想开关、硬开关和软开关的开关过程； （1学时） 

2.4续流、换流与脉冲宽度调制（PWM）原理； （1学时） 

2.5直流开关与热阻； （1学时） 

（三）功率半导体器件 （3学时） 

3.1功率二极管与晶闸管； （1学时） 

3.2双极结构功率晶体管、功率金属氧化物场效应晶体管； （1学时） 

3.3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与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器件； （1学时） 

（四）直流变换技术 （4学时） 

4.1 DC/DC降压、升压和升降压变换器； （1学时） 

4.2 DC/DC组合电路与阻隔变换器； （1学时） 

4.3同步整流； （1学时） 

4.4 新能源汽车直流功率变换器； （1学时） 

（五）逆变技术 （2学时） 



 

477 

5.1单相电压源逆变电路与逆变器的脉宽调制技术； （1学时） 

5.2三相电压源逆变器； （1学时） 

（六）实验 （16学时） 

6.1 典型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4学时） 

6.2 PWM控制电路原理和常用集成电路； （4学时） 

6.3功率半导体器件结构与工作原理； （4学时） 

6.4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仿真实验； （4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能源汽车功率电子基础》，程夕明、张承宁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功率变化技术》，张兴、杜少武、黄海宏著，科学出版社，2010.07 

2. 《驱动电机及控制技术》，朱小春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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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主要包括：考勤（20%）、作业与讨论（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电

子技术的发展、功率变化电子基础知识，包括电路、半导体、理想开关、续流

和换流、硬开关和软开关、脉冲宽度调制原理、直流开关、电路状态平均、热

阻等基本知识，直流变换技术、逆变技术的基本原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潘庆庆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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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新能源汽

车电子技术

的发展。 

目标 2：掌握功率变化电子基础知识，包

括电路、半导体、理想开关、续流和换

流、硬开关和软开关、脉冲宽度调制原

理、直流开关、电路状态平均、热阻等

基本知识。 

目标 3：掌握新能

源汽车直流变换技

术、逆变技术的基

本原理。 

1.1汽车电子技术发展历程； √   

1.2 新能源汽车基本原理与功率电子学的

应用； 
√   

2.1电路的波形、参数与电路的状态平均；  √  

2.2半导体基础；  √  

2.3 理想开关、硬开关和软开关的开关过

程； 
 √  

2.4 续流、换流与脉冲宽度调制（PWM）原

理； 
 √  

2.5直流开关与热阻；  √  

3.1功率二极管与晶闸管；  √  

3.2双极结构功率晶体管、功率金属氧化物

场效应晶体管； 
 √  

3.3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与宽禁带功率半

导体器件； 
 √  

4.1  DC/DC降压、升压和升降压变换器；  √  

4.2  DC/DC组合电路与阻隔变换器；  √  

4.3 同步整流；  √  

4.4 新能源汽车直流功率变换器；  √  

5.1 单相电压源逆变电路与逆变器的脉宽

调制技术； 
  √ 

5.2三相电压源逆变器；   √ 

6.1 典型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  

6.2 PWM控制电路原理和常用集成电路；  √  

6.3功率半导体器件结构与工作原理；  √  

6.4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仿真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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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技术》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7A1 

英文名称：New Energy Automotive Battery Management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电气基础、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动力电池应用发展的历程，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目标 2：掌握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基本原理、相关的基本概念。 

目标 3：掌握电动车辆对动力电池的性能要求以及动力电池及电池组的测

试方法和测试手段。 

二、课程内容 

（一）动力电池概念、要求与测试的基本要求和学习内容 （8 学时） 

1.1 掌握动力电池与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 （1学时） 

1.2 掌握动力电池的基本概念。 （1学时） 

1.3 掌握车辆对动力电池的要求。 （2学时） 

1.4 掌握动力电池测试方法。 （4学时） 

（二）动力电池的种类及相关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学时） 

2.1 掌握铅酸动力电池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2学时） 

2.2 掌握碱性动力电池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2学时） 

2.3 掌握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分类、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2学时） 

（三）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相关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学时） 

3.1 掌握数据采集方法与电量管理系统概念 （2学时） 

3.2 掌握均衡管理系统、热管理系统与电安全管理系统 （2学时） 

3.3 掌握数据通信系统与电池组的峰值功率预测 （2学时） 

（四）动力电池成组技术与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4.1 掌握动力电池一致性、动力电池组使用寿命与温度场设计方法 

  （2学时） 

4.2 掌握电动车辆能耗经济性评价参数、电池系统与整车的匹配方法、电

池包结构与设计、动力电池系统充电方法与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与回收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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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池管理系统综合课程项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4课时） 

5.1动力电池均衡测试实验。 （2课时） 

5.2 动力电池电池容量测试实验。 （2课时） 

5.3铅酸动力电池测试实验 （2课时） 

5.4碱性动力电池测试实验 （2课时） 

5.5锂离子动力电池测试实验 （2课时） 

5.6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测试实验 （2课时） 

5.7电池组的峰值功率测试实验 （2课时） 

5.8动力电池一致性测试实验 （2课时） 

5.9电池系统与整车的匹配测试实验 （2课时） 

5.10电池包结构与设计实验 （2课时） 

5.11动力电池系统充电实验 （2课时） 

5.12动力电池数据采集实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电动车辆动力电池系统及应用技术》，王震坡、孙逢春编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2.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及电源管理》，徐艳民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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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50%）、平时测验（10%）及

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3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动力电池应用

发展的历程，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动力电池的基本原理、相关的

基本概念，电动车辆对动力电池的性能要求以及动力电池及电池组的测试方法

和测试手段。 

五、附件 

 

制定人：  阮观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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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动力

电池应用发展的历

程，动力电池技术

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目标 2：掌握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的基本

原理、相关的基本概

念 

目标 3：掌握电动车辆对动力电

池的性能要求以及动力电池及

电池组的测试方法和测试手段 

1.1 掌握动力电池与电动汽车的发展趋

势 
√   

1.2 掌握动力电池的基本概念 √ √  

1.3 掌握车辆对动力电池的要求 √ √  

1.4 掌握动力电池测试方法   √ 

2.1掌握铅酸动力电池的分类、工作原理，

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  

2.2掌握碱性动力电池的分类、工作原理，

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  

2.3掌握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分类、工作原

理，关键技术及相关指标 
√ √  

3.1 掌握数据采集方法与电量管理系统

概念 
 √ √ 

3.2 掌握均衡管理系统、热管理系统与电

安全管理系统 
  √ 

3.3 掌握数据通信系统与电池组的峰值

功率预测 
  √ 

4.1 掌握动力电池一致性、动力电池组使

用寿命与温度场设计方法 
 √ √ 

4.2 掌握电动车辆能耗经济性评价参数、

电池系统与整车的匹配方法、电池包结构

与设计、动力电池系统充电方法与动力电

池的梯次利用与回收 

 √ √ 

5.1动力电池均衡测试实验   √ 

5.2 动力电池电池容量测试实验   √ 

5.3铅酸动力电池测试实验   √ 

5.4碱性动力电池测试实验   √ 

5.5锂离子动力电池测试实验   √ 

5.6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测试实验   √ 

5.7电池组的峰值功率测试实验   √ 

5.8动力电池一致性测试实验   √ 

5.9电池系统与整车的匹配测试实验   √ 

5.10电池包结构与设计实验   √ 

5.11动力电池系统充电实验   √ 

5.12动力电池数据采集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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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整车故障诊断》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8A1 

英文名称：Vehicles Fault Diagnosis of New Energy Automotiv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 汽车构造、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技术 

后续课程： 汽车保险与理赔、汽车评估与交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新能源汽车的结构与相关部件的工作原理，了解新能源汽车

维护与故障诊断技术和故障诊断策略，熟悉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仪的使用方法

和诊断数据分析。 

目标 2：掌握纯电动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熟悉纯电动汽车的电池、

电机驱动以及整车动力控制系统的诊断。 

目标 3：掌握混合动力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熟悉混合动力汽车的电

池、电机驱动以及整车动力控制系统的诊断。 

二、课程内容 

（一）新能源汽车维护 （2学时） 

1.1新能源汽车使用与检查。 （1学时） 

1.2新能源汽车常规维护。 （1学时） 

（二）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2学时） 

2.1新能源汽车基本故障诊断策略。 （1学时） 

2.2诊断仪的使用与诊断数据分析。 （1学时） 

（三）纯电动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6学时） 

3.1纯电动汽车电池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学时） 

3.2纯电动汽车电机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学时） 

3.3纯电动汽车整车动力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学时） 

（四）混合动力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6学时） 

4.1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学时） 

4.2混合动力汽车电机及驱动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学时） 

4.3混合动力汽车整车动力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学时） 

（五）实验 （16学时） 

5.1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拆装：电池拆装 （4学时） 

5.2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拆装：电机拆装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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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拆装：控制线束拆装 （4学时） 

5.4专用故障检测仪故障码读取方法 （4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新能源汽车维护与故障诊断》，包科杰、徐利强著，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7.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新能源汽车结构与维修》，蔡兴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1 

2.《新能源汽车构造原理与故障检修》，李伟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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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20%）、作业与讨论（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构

造、新能源汽车的维护与故障诊断策略、诊断仪的使用、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

力汽车电池系统诊断、电机系统诊断和整车动力控制系统诊断。 

五、附件 

 

制定人：  潘庆庆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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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新能源汽车的

结构与相关部件的工作原

理，了解新能源汽车维护与

故障诊断技术和故障诊断

策略，熟悉新能源汽车故障

诊断仪的使用方法和诊断

数据分析。 

目标 2：掌握纯电

动汽车故障诊断与

排除方法，熟悉纯

电动汽车的电池、

电机驱动以及整车

动力控制系统的诊

断。 

目标 3：掌握混合动

力汽车故障诊断与

排除方法，熟悉混

合动力汽车的电

池、电机驱动以及

整车动力控制系统

的诊断。 

1.1新能源汽车使用与检查； √   

1.2新能源汽车常规维护； √   

2.1新能源汽车基本故障诊断策略； √   

2.2诊断仪的使用与诊断数据分析； √   

3.1纯电动汽车电池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  

3.2纯电动汽车电机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  

3.3 纯电动汽车整车动力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

排除； 
 √  

4.1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 

4.2 混合动力汽车电机及驱动系统故障诊断与

排除； 
  √ 

4.3 混合动力汽车整车动力控制系统故障诊断

与排除； 
  √ 

5.1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拆装：电池拆装 √   

5.2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拆装：电机拆装 √   

5.3新能源汽车主要部件拆装：控制线束拆装 √   

5.4专用故障检测仪故障码读取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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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399A1         英文名称：Enterprise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汽车制造质量管理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企业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础，掌握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主要内

容。 

目标 2：掌握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标准。 

目标 3：掌握企业供应、生产、销售三大环节管理的主要内容。 

目标 4：掌握企业计划、决策、激励、控制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企业管理概论 （2课时） 

1.1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1.2管理与企业管理 

1.3现代企业组织类型 

1.4企业的目标与责任 

1.5企业管理基本原理 

（二）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 （2课时） 

2.1中外管理思想溯源 

2.2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3现代管理学学派 

（三）管理的基本职能 （2课时） 

3.1决策 

3.2计划 

3.3组织 

3.4控制 

3.5 领导 

（四）现代企业制度 （4课时） 

4.1 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4．2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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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文化 （2课时） 

5.1企业文化的内涵 

5.2企业文化的结构 

5.3企业文化的功能 

（六）战略管理 （4课时） 

6.1战略管理概述 

6.2战略环境分析 

6.3战略选择与评价 

6.4战略实施与控制 

（七）营销管理 （2课时） 

7.1营销管理概述 

7.2营销机会分析 

7.3市场细分、目标市场与市场定位 

7.4市场营销组合决策 

（八）生产计划 （2课时） 

8.1计划与企业计划系统 

8.2生产计划 

8.3生产作业计划 

（九）生产组织与控制 （4课时） 

9.1厂址选择 

9.2生产过程组织 

9.3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 

9.4生产过程的时间组织 

9.5生产控制 

9.6生产控制 

（十）质量管理 （2课时） 

10.1质量与全面质量管理 

10.2全面质量保证体系 

10.3质量管理常用的统计控制方法 

（十一）财务管理 （4课时） 

11.1财务管理概述 

11.2筹资管理 

11.3投资管理 

11.4财务报表与财务分析 

（十二）人力资源管理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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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12.2工作分析与设计 

12.3人力资源的招聘与培训 

12.4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现代企业管理》（第 4 版），王关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企业管理》（第 2 版），荆全忠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04 

2. 《管理学》，（美国）斯蒂芬•P•罗宾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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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平时讨论（10%）及考勤作业等（2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考核方式：撰写论文 

五、附件 

 

制定人：  邵晓序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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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企业管

理知识体系的基础，

掌握企业管理基础

工作的主要内容  

目标 2：掌握

科学合理的

企业组织结

构的标准  

目标 3：掌握企业供

应、生产、销售三

大环节管理的主要

内容  

目标 4:掌握企业

计划、决策、激

励、控制的基本

方法  

1.1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    

1.2管理与企业管理  √    

1.3现代企业组织类型  √    

1.4企业的目标与责任  √    

1.5企业管理基本原理  √    

2.1中外管理思想溯源  √    

2.2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2.3现代管理学学派  √    

3.1决策    √  

3.2计划   √  

3.3组织   √  

3．4控制    √  

3.5 领导   √  

4.1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 √  √ 

4.2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 √  √ 

5.1企业文化的内涵 √ √ √ √ 

5.2企业文化的结构 √ √ √ √ 

5.3企业文化的功能  √   

6.1战略管理概述  √   

6.2战略环境分析  √   

6.3战略选择与评价  √   

6.4战略实施与控制  √   

7.1营销管理概述  √ √  

7.2营销机会分析   √  

7.3市场细分、目标市场与市场定位   √  

7.4市场营销组合决策   √  

8.1计划与企业计划系统   √  

8.2生产计划   √  

8.3生产作业计划   √  

9.1厂址选择   √  

9.2生产过程组织   √  

9.3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   √  

9.4生产过程的时间组织   √  

9.5生产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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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生产控制   √  

10.1质量与全面质量管理   √  

10.2全面质量保证体系   √  

10.3质量管理常用的统计控制方法   √  

11.1财务管理概述   √ √ 

11.2筹资管理   √ √ 

11.3投资管理   √ √ 

11.4财务报表与财务分析   √ √ 

12.1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 

12.2工作分析与设计    √ 

12.3人力资源的招聘与培训    √ 

12.4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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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08P1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Design of Mechatronic System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微机原理与应用、机电传动控制、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各机构要素在系统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建立机电产品的系统化设计思想。 

目标 2：熟悉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常用机械系统、传感检测、信号处理、动

力驱动装置、控制等单元的种类和特点。 

目标 3：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机械、传感检测、动力、控制等基本要素

的关键技术，掌握典型机电装置的技术原理和设计方法。 

目标 4：熟悉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方法和工程路线，能够针对具体的机

电一体化产品确定产品开发技术路线。 

目标 5：能够灵活地综合运用所学的机械技术、传感器技术、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等进行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目标 6：使学生初步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调研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目标 7：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并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

力、较强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初步具备

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机电一体化系统构成、关键技术及其设计方法、过程 （2 学时） 

1.1 了解“机电一体化”涵义、机电一体化领域的共性关键技术、机电一体化

系统构成要素及功能构成。 （1 学时） 

1.2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评价、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设计流程、机电一体化系

统设计的考虑方法及设计类型。 （1 学时） 

（二）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机械系统部件选择与设计 （6 学时） 

2.1 掌握机械系统的选择与设计要求、机械传动部件的选择与设计，能够

根据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要求选型计算。 （2 学时） 

2.2 导向支承部件的选择与设计、旋转支承部件的选择与设计，能够根据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search.aspx?type=notice&key=%u9009%u62E9%u4E0E%u8BBE%u8BA1


 

491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要求进行导向支撑部件的选型计算。 （2 学时） 

2.3 能够完成轴系部件的选择与设计；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机座或机架

的构型要求与设计，根据系统要求设计合适的的基座或机架并进行结构优化。 

  （2 学时） 

（三）机电一体化系统执行元件的选择与设计 （6 学时） 

3.1 了解伺服系统的一般组成、分类和基本组成形式。 （1 学时） 

3.2 了解步进电机的种类及结构；掌握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掌握步进电

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掌握步进电机控制的基本原理；掌握步进电机的基本功率

驱动电路原理和细分驱动原理。能够完成步进驱动系统的相关设计：选型计算、

电路设计、程序设计、调试等。 （2 学时） 

3.3 掌握直流伺服电机特性和调速原理；掌握直流伺服电机的驱动调速方

法；掌握直流伺服系统组成的基本原理。能够完成直流伺服驱动系统的相关设

计：选型计算、电路设计、程序设计、调试等。 （1 学时） 

3.4 掌握交流伺服电机特点及其调速方法；掌握变频调速装置的基本原理；

了解交流伺服系统组成的基本原理；了解交流伺服电机的矢量控制。能够完成

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的相关设计：选型计算、电路设计、程序设计、调试等。 

  （2 学时） 

（四）机电一体化系统传感检测系统的设计 （4 学时） 

4.1 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检测的基本概念，了解传感检测系统的基本组成和

传感器的基本评价指标。 （1 学时） 

4.2 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常用传感器的基本原理与适用场合。 （1 学时） 

4.3 了解传感检测系统中常用信号预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 （1 学时） 

4.4  能够分析机电一体化系统传感监测系统的设计要求，给出设计方案。 

  （1 学时） 

（五）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微机控制系统选择及接口设计 （2 学时） 

5.1 了解机电系统中几种控制计算机及其特点，能够选择合适的控制元件

完成机电一体化系统控制系统总体设计。 （1 学时） 

5.2 掌握计算机接口的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了解计算机硬件间的数据通信

方式，能够实现硬件之间的通信。 （1 学时） 

（六）机电一体化系统机电有机结合的分析与设计 （4 学时） 

6.1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稳态与动态设计基本概念；掌握机电一体化系

统稳态设计的考虑方法，结合项目分析稳态与动态设计内容要求。 （2 学时） 

6.2 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动态设计的考虑方法。 （1 学时） 

6.3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的基本概念、保证系统可靠性、

安全性的方法，结合项目分析可靠性、安全性的设计要求与举措。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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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案例分析与讨论 （4 学时） 

7.1 以 1-2 个机械加工设备机电一体化改造为例，分析改造工程背景、技术

要求，机械系统改造方案、计算机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内容。 （2 学时） 

7.2 熟悉 1-2 个典型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功能、机械结构、传动、驱动、检测、

控制系统等，了解系统关键技术。 （2 学时） 

（八）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项目设计、实验验证、汇报、交流 （4 学时） 

要求学生分组团队合作完成一个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项目，设计实验进行验

证，按照讨论题目分组查阅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制作 PPT 并汇报交流。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第 4 版），张建民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资料 

1.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套装共 5 册）, 成大先主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6.05  

2. 《系统设计课程设计指导书（机电一体化》，尹志强 等编著，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1.07 

3. 各类机电产品手册及说明书，例如： 

 Timken TRB 轴承手册 

 THK 滚珠丝杆—综合产品目录 

 THK 导轨—综合产品目录 

 ZHH-MC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说明书 

 日本松下 Panasonic 伺服选型计算伺服电机选型计算手册 

 日本松下 Panasonic 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手册 

 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浙江卧龙伺服技术有限公司 

 欧姆龙通用接近开关 等传感器手册 

 三菱 PLC 编程手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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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作业（20%）、平时测验（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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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传动、驱

动、检测等相关设计计算、原理分析、方案讨论等，系统控制总体方案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刘 俊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0%B9%E5%BF%97%E5%BC%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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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机电

一体化系

统中各机

构要素在

系统中的

作用和相

互关系，

建立机电

产品的系

统化设计

思想。 

目标 2：

熟 悉 机

电 一 体

化 系 统

中 常 用

机 械 系

统、传感

检测、信

号处理、

动 力 驱

动装置、

控 制 等

单 元 的

种 类 和

特点。 

目标 3：掌握

机电一体化

系 统 中 机

械、传感检

测、动力、

控制等基本

要素的关键

技术，掌握

典型机电装

置的技术原

理和设计方

法。 

目标 4：熟

悉机电一

体化产品

的设计方

法和工程

路线，能

够针对具

体的机电

一体化产

品确定产

品开发技

术路线。 

目标 5：能

够灵活地综

合运用所学

的 机 械 技

术、传感器

技术、电子

技术、计算

机技术和控

制技术等进

行机电一体

化 系 统 设

计。 

目标 6：使

学生初步掌

握 文 献 检

索、资料查

询、调研及

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取

相关信息的

基本方法。 

目标 7：培养

学生的责任

感和职业道

德；并使学生

具备一定的

组织管理能

力、较强的表

达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

以及在团队

中发挥作用

的能力，初步

具备交流、竞

争与合作能

力。 

1.1 了解机电一体化领

域的共性关键技术 
√   √    

1.2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

评价、机电一体化系统

的设计流程、 

√   √    

2.1 掌握机械系统的选

择与设计要求、机械传

动部件的选择与设计。 

 √ √     

2.2 能够根据机电一体

化系统设计要求进行

导向支撑部件的选型

计算。 

 √ √     

2.3 能够完成轴系部件

的选择与设计，根据系

统要求设计合适的的

基座或机架并进行结

构优化。 

 √ √     

3.1 了解伺服系统的一

般组成、分类和基本组

成形式。 

 √ √     

3.2 掌握步进电机的基

本功率驱动电路原理

和细分驱动原理。能够

完成步进驱动系统的

相关设计。 

 √ √     

3.3 掌握直流伺服电机

特性和调速原理，能够

完成直流伺服驱动系

统的相关设计。 

 √ √     

3.4 掌握交流伺服电机

特点及其调速方法，能

够完成交流伺服驱动

系统的相关设计。 

 √ √ √ √   

4.1 机电一体化系统中

检测的基本概念，了解

传感检测系统的基本

组成和传感器的基本

评价指标。 

 √ √     

4.2 掌握机电一体化系

统中常用传感器的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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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与适用场合。 

4.3 了解传感检测系统

中常用信号预处理技

术的基本原理。 

 √ √     

4.4  能够分析机电一

体化系统传感监测系

统的设计要求，给出设

计方案。 

 √ √     

5.1 能够选择合适的控

制元件完成机电一体

化系统控制系统总体

设计。 

 √ √     

5.2 掌握计算机接口的

工作原理与使用方法，

了解计算机硬件间的

数据通信方式，能够实

现硬件之间的通信。 

 √ √     

6.1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

统的稳态与动态设计，

结合项目分析稳态与

动态设计内容要求。 

√   √    

6.2 掌握机电一体化系

统动态设计的考虑方

法。 

√   √    

6.3 了解机电一体化系

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的

的设计要求与举措。 

√   √    

7.1 分析讨论 1-2 个机

械加工设备机电一体

化改造案例。 

√   √ √ √  

7.2 熟分析讨论 1-2 个

典型机电一体化系统。 
√   √ √ √  

8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

计项目设计、实验验

证、汇报、交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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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10P1           英文名称：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学分/学时：2.5/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础 

后续课程：先进制造技术讲座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车刀角度的定义，熟悉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 

目标 2：掌握正确选择加工方法和制造工艺装备； 

目标 3：熟悉机械制造工艺规程编制一般规律，掌握具备制订简单零件工

艺规程的能力； 

目标 4：熟悉机械加工质量的基本含义； 

二、课程内容 

（一）金属切削加工的基本知识 （6学时） 

1.1切削运动与切削用量的基本概念，刀具的组成要素。 （0.5课时） 

1.2刀具几何角度的基本定义及其标注方法。 （2.5课时） 

1.3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实验：利用车刀量角仪测量车刀的几何角度。 

 （2课时） 

1.4切削层参数，刀具材料应具有的性能，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特点、牌

号及选用。  （1课时） 

（二）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 （4学时） 

2.1切屑的类型及控制，切削力的产生原因及其分力，切削功率的概念及

其计算，切削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2课时） 

2.2 切削热的来源与传散途径，切削温度的分布特点，切削温度的影响因

素，刀具磨损过程和磨损标准，刀具寿命的概念，刀具寿命的影响因素。 

  （2课时） 

（三）机械加工中的加工方法及装备 （10学时） 

3.1机床分类与型号编制，工件表面形成及机床的运动，机床内外联系传

动链的特点和区别。 （2课时） 

3.2 CA6140 车床的结构与主传动系统，外圆加工的特点。 （4课时） 

3.3钻削、镗削、拉削等孔加工的特点。 （2课时） 

3.4铣削、刨削等平面加工的特点，圆柱齿轮加工。 （2课时） 

  （四）机械加工工艺基本概念与工艺规程的设计 （12学时） 

4.1机械加工工艺的基本概念（工艺过程、工序、工步、生产类型等），设

计基准、工艺基准、定位基准的概念。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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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六点定位原理与常见定位方式所限制的自由度。 （4课时） 

4.3工艺路线的拟定（定位基准的选择、加工方法的选择、加工阶段的划

分、加工顺序的安排）。 （4课时） 

4.4工序尺寸的计算与确定。 （2课时） 

（五）机械加工质量  （4学时） 

5.1 机械加工精度的概念，影响加工精度的因素（原理误差、工艺系统几

何误差、工艺系统受力变形、工艺系统受热变形等），影响表面质量的因素。 

  （2课时） 

5.2 机床几何精度检验实验：测量机床几何精度，包括导轨的垂直度、主

轴轴肩支承面的跳动和主轴空心轴颈的径向跳动。 （2课时） 

（六）机床夹具的基本知识 （2学时） 

6.1夹具的分类与组成，各类定位元件、夹紧元件的作用，钻床夹具结构。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2版） 于骏一、邹青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翁世修、吴振华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2.《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3 版）卢秉恒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3.《机械制造技术概论》 谢家瀛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4. 《数控加工技术实验指导书》，郁斌强等编著，上海电机学院，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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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主要包括：机械制造技术实验（20%）、考勤及作业

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70%，采用笔试方式，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金属切削加工

的基本知识，金属切削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机械加工中的加工方法及装

备，机械加工工艺基本概念与工艺规程的编制，机械加工质量的概念，机床夹

具的基本知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汪惠群  审核人：  于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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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刀角度的定

义，熟悉金属

切削过程的基

本规律 

目标 2：熟悉车床

主传动系统，掌握

正确选择加工方

法和制造工艺装

备 

目标 3：熟悉机械制

造工艺规程编制一

般规律，掌握具备制

订简单零件工艺规

程的能力 

目标 4：熟悉机

械加工质量的

基本含义 

1.1 切削运动与切削用量的基本概念，刀

具的组成要素 
√    

1.2 刀具几何角度的基本定义及其标注方

法 
√    

1.3 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实验：利用车刀

量角仪测量车刀的几何角度 
√    

1.4切削层参数，刀具材料应具有的性能，

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特点、牌号及选用 
√  √  

2.1 切屑的类型及控制，切削力的产生原

因及其分力，切削功率的概念及其计算，

切削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    

2.2 切削热的来源与传散途径，切削温度

的分布特点，切削温度的影响因素，刀具

磨损过程和磨损标准，刀具寿命的概念，

刀具寿命的影响因素 

√    

3.1 机床分类与型号编制，工件表面形成

及机床的运动，机床内外联系传动链的特

点和区别 

 √ √  

3.2 CA6140车床的结构与主传动系统，外

圆加工的特点 
 √ √  

3.3 钻削、镗削、拉削等孔加工的特点  √ √  

3.4 铣削、刨削等平面加工的特点，圆柱

齿轮加工 
 √ √  

4.1 机械加工工艺的基本概念（工艺过程、

工序、工步、生产类型等），设计基准、工

艺基准、定位基准的概念 

  √  

4.2 六点定位原理与常见定位方式所限制

的自由度 
  √  

4.3 工艺路线的拟定（定位基准的选择、

加工方法的选择、加工阶段的划分、加工

顺序的安排） 

  √  

4.4工序尺寸的计算与确定   √  

5.1 机械加工精度的概念，影响加工精度

的因素（原理误差、工艺系统几何误差、

工艺系统受力变形、工艺系统受热变形

等），影响表面质量的因素 

   √ 

5.2 机床几何精度检验实验：测量机床几

何精度，包括导轨的垂直度、主轴轴肩支

承面的跳动和主轴空心轴颈的径向跳动 
   √ 

6.1 夹具的分类与组成，各类定位元件、

夹紧元件的作用，钻床夹具结构   √  

 

 

 

 



 

498 

《机电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16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ntrol System 

学分/学时：2.5/4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微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机电传动控制、控制工程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技术综合实验、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 PLC 硬件配置、基本原理和工作过程；能熟练使用 PLC 编程

软件进行机电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目标 2：掌握 PLC 简单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调试，学会使用 PLC 的

中断处理、高速计数器的应用，学会各种常见信号的数据采集。 

目标 3：掌握 PLC 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目标 4：能用 PLC 构成简单的工业控制网络，并进行通信。 

目标 5：能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进行模拟量处理及 PID 调节。 

目标 6：了解 PLC 控制系统故障诊断方法和常见故障分析、处理。 

二、课程内容 

（一）硬件与编程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0 课时） 

1.1 PLC 的组成，硬件配置，输入接口电路，输出接口电路，内存结构。 

  （2 课时） 

1.2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和工作过程 （1 课时） 

1.3 PLC 的型号、基本单元、扩展单元、PLC 的性能指标。 （1 课时） 

1.4 PLC 软元件使用。 （4 课时） 

1.5PLC 基本指令及工程应用。  （2 课时） 

（二）PLC 简单控制系统设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 课时） 

2.1 PLC 应用指令及其工程应用。   （4 课时） 

2.2 PLC 中断处理及其工程应用。    （2 课时） 

2.3 高速计数器及其工程应用。  （2 课时） 

2.4 机械手臂控制。     （2 课时） 

2.5 PLC 与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系统设计。  （2 课时） 

2.6 PLC 程序设计方法及步骤。   （学生自主学习） 

（三）PLC 运动控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PLC 定位指令及其工程应用。               （4 课时） 

3.2 运动控制系统工程案例。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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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2 课时） 

（四）PLC 通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4.1 PLC 与 PLC 通信及其应用。     （2 课时） 

4.2 PLC 与计算机通信及其应用。       （2 课时） 

4.3 PLC 与触摸屏通信及其应用。     （学生自主学习） 

4.4 PLC 与变频器 MODBUS 通信设计。    （2 课时） 

（五）PLC 模拟量处理及 PID 控制模块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5.1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选型、接线、使用编程。    （1 课时） 

5.2 模拟量 PID 功能编程及其应用。         （1 课时） 

5.3 用 PLC 构成温度 PID 控制系统。     （2 课时） 

5.4 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工程实例。        （学生自主学习） 

5.5 通过模拟量模块对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处理。  （学生自主学习） 

（六）PLC 故障诊断方法和常见故障分析、解决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

容  （学生自主学习） 

6.1 PLC 故障诊断方法和常见故障分析和解决。 

6.2 针对 PLC 外围故障、怎样快速通过程序查找分析故障。 

6.3 PLC 调试、故障诊断常用工具使用。 

6.4 总结 PLC 在工厂中常见故障，如何解决。 

6.5 信号干扰的常规处理。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FX 系列 PLC 变成及应用》（第 2 版），廖常初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2、三菱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硬件手册 

3、FX3G-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定位控制篇） 

4、FX 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 

5、FX 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MODBUS 通信篇） 

6、FX 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7、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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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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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软硬件设计，PLC 通讯系统设计，PLC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PLC 模拟量控

制系统设计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汪烨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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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

硬件配置、基本

原理和工作过

程；能熟练使用

PLC 编程软件进

行机电控制系统

程序设计。 

目标 2：掌握 PLC 简

单控制系统硬件和软

件设计、调试，学会

使用 PLC 的中断处

理、高速计数器的应

用，学会各种常见信

号的数据采集。 

目标 3：

掌 握

PLC 运

动控制

系统的

设计与

应用。 

目标 4：能

用 PLC构成

简 单的 工

业 控制 网

络，并进行

通信。 

目标 5：

能用模拟

量输入输

出 模 块 

进行模拟

量处理及

PID调节。 

目标 6：了

解 PLC控制

系 统故 障

诊 断方 法

和 常见 故

障分析、处

理。 

1.1 PLC 的组成，硬件配置，

输入接口电路，输出接口电

路，内存结构。 

√ √     

1.2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

原理和工作过程。 
√      

1.3 PLC 的型号、基本单元、

扩展单元、PLC 的性能指标。 
√ √     

1.4 PLC 软元件使用。 √      

1.5PLC 基本指令及工程应

用。 
√      

2.1 PLC 应用指令及其工程

应用。 
√ √ √ √ √  

2.2 PLC 中断处理及其工程

应用。 
 √     

2.3 高速计数器及其工程应

用。 
 √     

2.4 机械手臂控制。  √     

2.5 PLC 与变频器多段速控

制系统设计。 
 √     

2.6 PLC 程序设计方法及步

骤。 
√ √ √ √ √  

3.1 PLC 定位指令及其工程

应用。 
  √    

3.2 运动控制系统工程案例。   √    

3.3 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    

4.1 PLC 与 PLC 通信及其应

用。 
   √   

4.2 PLC 与计算机通信及其

应用。 
   √   

4.3 PLC 与触摸屏通信及其

应用。 
   √   

4.4 PLC 与变频器 MODBUS

通信设计。 
   √   

5.1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

选型、接线、使用编程。 
    √  

5.2 模拟量 PID 功能编程及

其应用。 
√ √ √ √ √  

5.3用 PLC构成温度 PID控制

系统。 
    √  

5.4 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调

速系统工程实例。 
    √  

5.5 通过模拟量模块对温度、

压力等信号采集、处理。 
    √  

6.1 PLC 故障诊断方法和常

见故障分析和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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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针对 PLC 外围故障、怎

样快速通过程序查找分析

故障。 

     √ 

6.3 PLC 调试、故障诊断常用

工具使用。 
     √ 

6.4 总结 PLC 在工厂中常见

故障，如何解决。 
     √ 

6.5 信号干扰的常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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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19A1   英文名称：Industrial Robots for Advanced Mechatron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机械设计、机电控制系统 

后续课程：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工业机器人的相关概念及发展概况，理解常用的分类方法，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和主要技术参数。理解常用的坐标系。 

目标 2：熟悉常用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掌握关节坐标式机器人机身、臂

部、腕部及手部等结构特点及功能。熟悉常用的驱动与传动方式。能够通过关

节运动控制机器人到指定位姿。 

目标 3：掌握机器人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对给出的机器人进行运动学

分析，熟悉雅可比矩阵及其含义，了解机器人动力学分析的常用方法。理解关

节空间的轨迹规划。 

目标 4：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感觉系统，了解常用的几种机器人传感器。

能够根据具体应用选择相应的感觉功能。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特点、组

成及主要功能，理解机器人与外围设备的主要通讯方式。 

目标 5：熟悉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编程方式，掌握机器人编程语言的基本要

求和类别，了解常用的编程语言。能够根据任务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 

二、课程内容 

（一）课程导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4学时） 

1.1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及分类。 

  （2 课时） 

1.2 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 

  （2 课时） 

（二）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2.1 机器人本体的基本结构形式，本体材料的选择。 （1 课时） 

2.2 常见手部及腕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3 常见臂部及机身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4 行走机构及驱动与传动。 （1 课时） 

2.5 工业机器人的基础操作。 （2 课时） 

（三）机器人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 课时） 

3.1 位姿描述，齐次变换及运算。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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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连杆参数、齐次变换矩阵和运动学方程。 （2 课时） 

3.3 正向及逆向运动学分析。 （2 课时） 

3.4 雅可比矩阵、常用动力学分析方法。 （2 课时） 

（四）工业机器人环境感觉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 课时） 

4.1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的特点和要求，常用位置位移传感器。 （2 课时） 

（五）工业机器人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 课时） 

5.2 轨迹规划。 （2 课时） 

5.2 工业机器人控制的特点和分类，控制系统功能。 （1 课时） 

5.3 工业机器人 I/O 设置。 （2 课时） 

（六）工业机器人语言及编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 课时） 

6.1 主要编程方式，编程语言的类型，编程语言的基本功能。 （1 课时） 

6.2 工业机器人的示教编程。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器人技术基础》（第二版），刘极峰，丁继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工业机器人》，吴振彪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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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机器人培训教材》，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2002.12 

4.《工业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巧》，叶晖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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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相关

概念，工业机器人本体结构，工业机器人运动学，环境感觉技术及控制，工业

机器人编程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李庆龄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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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

的相关概念 

目标 2： 熟悉

常用工业机器

人本体结构 

目标 3：掌握

机器人学的

基础理论知

识 

目标 4：掌握

工业机器人

的基本感觉

系统及控制 

目标 5：熟悉工业

机器人的主要编

程方式 

1.1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及未来发

展趋势，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及分类。 
√     

1.2 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组成、主要技

术参数及应用 
√ √    

2.1 本体基本结构形式 √ √    

2.2 常见手部及腕部 √ √    

2.3 常见手臂及机身 √ √    

2.4 行走机构及驱动与传动 √ √    

3.1 位姿描述，齐次变换及运算 √  √   

3.2 连杆参数、齐次变换矩阵和运动

学方程 
√  √   

3.3 正向及逆向运动学分析 √  √   

3.4 雅可比矩阵、常用动力学分析方

法。 
√  √   

4.1 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的特点和要

求，常用位置位移传感器 
√   √  

4.2 其他传感器    √  

5.1 轨迹规划   √   

5.2 工业机器人控制的特点和分类，

控制系统功能 
√   √  

5.3 工业机器人 I/O 设置  √  √  

6.1 主要编程方式，编程语言的类型，

编程语言的基本功能 
    √ 

6.2 工业机器人的示教编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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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21P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Engineering Ba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工业设计 （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设计制图及 CAD、CAAD、 

后续课程：生产成本分析、毕业设计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热加工工艺，了解铸造、压力加工、焊接的特点和应用。 

目标 2：了解切削加工基础知识。 

目标 3：了解常用金属加工机床的结构和加工范围。 

目标 4：了解特种加工及其特点、加工范围。 

二、课程内容 

（一）金属热加工 （14课时） 

1.1铸造，了解铸造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4课时） 

1.2锻压，了解压力加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4课时） 

1.3焊接，了解焊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4课时） 

1.4案例 （2课时） 

（二）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 （4课时） 

2.1金属切削加工基础，了解切削加工的基本形式，了解切削运动和切削

用量的概念。 （4课时） 

（三）常见金属加工机床的结构和加工范围 （8课时） 

3.1了解车床的种类和组成，了解车削加工的应用范围。 （2课时） 

3.2了解铣床的种类和组成，了解铣削加工的应用范围。 （2课时） 

3.3了解钻床、镗床、刨床、磨床等其他加工机床的加工范围。 （2课时） 

3.4案例 （2课时） 

（四）特种加工的特点和加工范围（ 6课时） 

4.1 了解特种加工的概念和特点，了解常见的特种加工方法.（2课时） 

4.2了解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水刀等特种加工方法。（2课时） 

4.3案例（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工程学》（第 5版），丁树模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0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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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工程基础》（第 3版），范思聪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06 

2. 《机械原理》，孙桓，陈作模，葛文杰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4 

3. 《金属切削机床》（第 1版），王树强，倪洪启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2 

4. 《机械基础》（第 1版），周勇，潘勇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03 

5. 《机械基础》（第 5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编

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社，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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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作业（20%）、平时测验（30%）及考勤 （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热加工、金属

切削加工及特种加工。 

五、附件 

 

制定人：  黄丽琴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  月 

 
 
 
 

https://book.jd.com/writer/%e5%ad%99%e6%a1%93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9%88%e4%bd%9c%e6%a8%a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91%9b%e6%96%87%e6%9d%b0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6%a0%91%e5%bc%b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0%aa%e6%b4%aa%e5%90%af_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6%DC%D3%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5%CB%D3%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8%C7%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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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CB%C1%A6%D7%CA%D4%B4%BA%CD%C9%E7%BB%E1%B1%A3%D5%CF%B2%BF%BD%CC%B2%C4%B0%EC%B9%AB%CA%D2%D7%E9%D6%A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0%CD%B6%AF%C9%E7%BB%E1%B1%A3%D5%C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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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热

加工工艺，了解

铸造、压力加

工、焊接的特点

和应用。 

目标 2：了解

切削加工基

础知识。 

目标 3：了解常用

金属加工机床的

结构和加工范围。 

目标 4：了解特种加工

及其特点、加工范围。 

1.1铸造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    

1.2压力加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    

1.3焊接的特点、种类和应用。 √    

2.1金属的切削加工基础  √   

3.1 车床的种类和组成，车削加工的应

用范围。 

  √  

3.2 铣床床的种类和组成，车削加工的

应用范围。 

  √  

3.3 钻床、镗床、刨床、磨床等其他加

工机床的加工范围。 

  √  

4.1 特种加工的概念和特点，常见的特

种加工方法 

   √ 

4.2 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水刀等特

种加工方法。 

   √ 

 

 

 

 

 

 

 

 

 

 

 

 



 

509 

《计算分析工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24P1 英文名称：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Tool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理论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原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虚拟样机技术的基础及 ADAMS软件的操作。 

目标 2：掌握运用 ADAMS软件进行机构的建模和运动仿真。 

目标 3：学会用 ADAMS软件进行机构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 

二、课程内容 

（一）虚拟样机建模基础 （12学时） 

1. 绪论、ADAMS软件基础及操作初步 （2学时） 

2. 连杆机构建模与运动仿真 （2学时） 

3. 仿真分析与后处理  （2学时） 

4．压力机的建模与仿真 （2学时） 

5．行星轮系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2学时） 

6．尖底盘状凸轮机构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2学时） 

（二）虚拟样机技术在机构设计中的应用 （14学时） 

1. 基本函数的定义及应用:重点讲述 IF函数、STEP函数、SPLINE函数以

及 CONTACT函数的定义及应用 （8学时） 

2．机构的参数化建模与装配建模，设计变量的创建与更改，装配法建模 

  （2学时） 

3．凸轮机构的设计  （2学时） 

4．设计变量的评估优化及目标函数的建立和计算 （2学时） 

（三）机构的优化设计与用户化设计 （6学时） 

1. 机构优化设计  （2学时）  

2. ADAMS与其它软件的接口  （2学时） 

3．用户化设计：用户对话框定制、定制用户菜单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虚拟样机技术与 ADAMS应用实例教程》，郭卫东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出版

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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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ADAMS入门详解与实例》第 2版，李增刚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2 

2. 《ADAMS2013 应用实例精解教程》，郭卫东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4 

3. 《ADAMS2012 虚拟样机技术从入门到精通》，陈峰华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3.7 

4. 《MSC Adams 多体动力学仿真基础与实例解析》，陈志伟等编著，中国

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6 

5. www.simwe.com机械仿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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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过程考核占比 40%，主要包括：项目练习（20%）、平时练习（20%）。 

2、期中、期末考核占比 60%，上机考试。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ADAMS 的基本操作、运用 ADAMS 进行机构的设计及优

化分析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沈红芳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2017年 07月 

 

  

http://www.sim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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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虚拟样机技术

的基础及 ADAMS 软件的

操作 

目标 2：掌握运用

ADAMS 软件进行机

构的计算机辅助优

化设计 

目标 3: 学会用

ADAMS 软件进行

机构计算机辅助

优化设计 

ADAMS 软件基础及操作初步 √  √ 

连杆机构建模与运动仿真 √   

仿真分析与后处理 √   

压力机的建模与仿真  √ √ 

行星轮系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   

盘状凸轮机构的建模与运动仿真 √   

凸轮机构的设计  √  

基本函数的定义及应用  √  

机构的参数化建模与装配建模    

设计变量的评估优化及目标函数的建立和计算  √  

机构优化设计   √ 

ADAMS 与其它软件的接口   √ 

用户化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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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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机械制

图中标准

件和常用

件的相关

标准及规

范画法，能

够用于机

械结构的

表达  

目标 2：能够分析零

件的结构、尺寸及

相关工艺，分析装

配体的工作原理和

装配关系，获得零

件和装配体的初步

表达方案。并具有

识读零件图和装配

图的能力 

目标 3：能够

选用相关的标

准及规范，测

绘和设计零件

和装配体的表

达方案。采用

徒手和尺规画

法正确表达并

绘制零件和装

配体 

目标 4：能够

运用机械制图

这 一 工 程 工

具，表达机械

系统的结构，

从而为机械系

统性能和结构

预测与模拟提

供基础条件 

目标 5： 培

养学生按照

国家标准及

规范作图的

行为，养成

团队成员协

作的好习惯 

1.1 螺纹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其

规定画法 
√  √  √ 

1.2 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运用分

析及其规定画法 
√  √  √ 

1.3 键、销、滚动轴承、弹簧的基本

概念、运用分析及规定画法 
√  √  √ 

1.4 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柱齿轮

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规定画法及一

对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画法，能正确

测绘计算并绘制出直齿圆柱齿轮的

视图 

√  √  √ 

2.1 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装配图

的关系 
 √    

2.2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寸标注  √ √ √ √ 

2.3 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热处理

的符号、代号及其标注 
 √ √   

2.4 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公差等

技术要求 
 √ √   

2.5典型零件的画法与识读练习  √ √   

2.6 零件图的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

包括轴套类、盘盖类、箱体类等典型

零件的测量与绘制 

  √ √ √ 

3.1 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规定

画法 
 √ √   

3.2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号、

明细栏的注写 
 √ √ √ √ 

3.3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   

3.4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与识读练

习 
 √    

3.5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结构分

析与表达训练，包括测绘完整的中等

复杂程度的装配图 

  √ √ √ 

4.1丁字尺、游标卡尺等工具的使用   √ √ √ 

4.2 绘图软件 Autocad、UG、SW 等软

件的运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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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1）》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38A1     英文名称：Mechanical Drawing （1）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机械制图（2）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具体由基本理论、三维建模软件

练习和手绘草图等三大部分组成，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空

间想象能力、识图能力、绘图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今后的实际工作打下

良好的基础。本课程的主要目标如下： 

目标 1：掌握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及应用； 

目标 2：掌握运用 Siemens NX 软件进行三维建模并转换二维工程图的知识

与方法； 

目标 3：掌握徒手绘制草图的基本技能； 

目标 4：培养图形交流、空间想象能力与空间几何分析能力； 

目标 5：培养阅读机械工程图样能力； 

目标 6：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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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设计图形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4 课时） 

1.1 工程图学国家标准基本规定：了解工程图学的发展概况，了解《机械制图》

和《技术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字体、图线、尺寸标注等基本规定； （1 课时） 

1.2 Siemens NX 入门简介：熟悉 NX 软件的用户界面、文件管理、工具栏、

资源条、常用工具和对象选择； （1 课时） 

1. 3 了解工程设计的基本概念，认识工程图学（包括手工绘图和三维建模

技术）在保证工程设计成功的重要性； （1 课时） 

1.4 掌握徒手绘图的技巧和方法。 （1 课时） 

2. 投影法和投影坐标系 （6 学时） 

2.1 掌握正投影和多视图的基本理论； （1 课时） 

2.2 了解轴测投影的基本知识； （1 课时）  

2.3 掌握 NX 软件中坐标系的应用和用途； （1 课时） 

2.4 根据设计表达意图或机件的基本视图，掌握正等测的徒手画法；（2 课时） 

2.5 掌握斜二测轴测图的徒手画法，能根据设计意图徒手绘图。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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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体的建模与投影 （10 学时） 

3.1 掌握基本立体（柱、锥、球）建模方法及其投影的方法； （2 课时） 

3.2 掌握参考特征的建立方法； （2 课时） 

3.3 掌握被截切后的基本体建模方法； （2 课时） 

3.4 了解各类截交线的形状及投影分析； （2 课时） 

3.5 掌握立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2 课时） 

4. 组合体的建模与投影 （14 学时） 

4.1 了解组合体的形成，熟悉组合体构型方法； （2 课时） 

4.2 掌握绘制和约束草图的方法； （2 课时） 

4.3 掌握扫描特征和设计特征的建立方法； （2 课时） 

4.4 掌握特征操作方法； （2 课时） 

4.5 掌握组合体投影视图的分析和读图方法； （4 课时） 

4.6 掌握组合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2 课时） 

5. 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14 学时） 

6.1 掌握表达方法之视图； （2 课时） 

6.2 掌握表达方法之剖视图； （6 课时） 

6.3 掌握断面图、局部放大图及简化画法等； （4 课时） 

6.4 掌握机件表达方法的 NX 软件应用。 （2 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制图》（第七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2 月（第 7 版）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七版），钱可强、何铭新、徐祖茂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年 2 月（第 7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杨裕根等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 月 

四、课程考核 

1. 课程考核性质：考试； 

2. 考核要求：将课程考核模块化，每一模块内容体现阶段教学目标，即要

求学生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和绘图技能； 

3. 成绩评定：总评成绩=（模块一×25%）+（模块二×25%）+（模块三×25%）

+（平时成绩×25%）；平时成绩=考勤×50%+作业×50% 

4. 有关说明：按学生手册规定量完成平时作业者才能取得本课程考试资格。 

 

制定人：  孙群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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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正投

影法的基

本理论及

应用 

目标 2：掌握运

Siemens NX 软

件进行三维建

模并转换二维

工程图的知识

与方法 

目标 3：

掌握徒

手绘制

草图的

基本技

能 

目标 4:培养

图形交流、

空 间 想 象

能 力 与 空

间 几 何 分

析能力 

目标 5：

培养阅

读机械

工程图

样能力 

目标 6：培

养耐心细

致的工作

作风和严

肃认真的

工作态度 

1.1 工程图学国家标准基本

规定 
     √ 

1.2 Siemens NX 入门简介  √     

1.3 工程设计的基本概念  √ √   √ 

1.4 徒手绘图技巧和方法   √ √  √ 

2.1 正投影和多视图 √      

2.2NX 软件中的坐标系 √      

3.1 基本立体（柱、锥、球）

建模方法及其投影 
 √  √   

3.2 参考特征的建立方法  √  √   

3.3 被截切后的基本体建模

方法 
 √  √   

3.4 各类截交线的形状及投

影分析 
 √ √ √ √  

3.5 立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   √ √ 

4.1 组合体的形成及构型方

法 
 √ √ √ √ √ 

4.2 绘制和约束草图  √  √  √ 

4.3 扫描特征和设计特征  √  √  √ 

4.4 特征操作  √  √  √ 

4.5 组合体投影视图的分析

和读图 
√  √ √ √ √ 

4.6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 √ √ √ √ 

5.1 轴测投影的基本知识 √  √ √   

5.2 正等测的徒手画法   √ √   

5.3 斜二测轴测图的徒手画

法 
  √ √   

6.1 表达方法之视图  √ √ √ √ √ 

6.2 表达方法之剖视图  √ √ √ √ √ 

6.3 断面图、局部放大图及

简化画法等 
 √ √ √ √ √ 

6.4 机件表达方法的 NX 软

件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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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38A2   英文名称：Mechanical Drawing （2） 

学分/学时：4/64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专业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 

后续课程：机械原理、机械设计、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机械制图中标准件和常用件的相关标准及规范画法； 

目标 2：能够分析零件的结构、尺寸及相关工艺，具有识读零件图和装配

图的能力； 

目标 3：能够选用相关的标准及规范，测绘和设计零件和装配体的表达方

案。采用徒手和 Siemens NX软件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 

目标 4：培养学生遵守国家制图标准的自觉性。 

二、课程内容 

（一）标准件、常用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 课时） 

1.1 螺纹及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其规定画法； （4 课时） 

1.2 键、销、滚动轴承、弹簧的基本概念、运用分析及规定画法；（4 课时） 

1.3 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柱齿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规定画法及一对

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画法，能正确测绘计算并绘制出直齿圆柱齿轮的视图。 

  （6 课时） 

（二）零件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8 课时） 

2.1 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装配图的关系； （1 课时） 

2.2 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寸标注； （3 课时） 

2.3 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热处理的符号、代号及其标注； （2 课时） 

2.4 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公差等技术要求； （4 课时） 

2.5 典型零件的测绘与识读练习； （8 课时） 

2.6 零件图的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轴套类、盘盖类、箱体类等典型零

件的测量与绘制。 （10 课时） 

（三）装配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2 课时） 

3.1 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规定画法； （2 课时） 

3.2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号、明细栏的注写； （2 课时） 

3.3 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2 课时） 

3.4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与识读练习；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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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结构分析与表达训练，包括测绘完整的中等

复杂程度的装配图。 （8 课时） 

（四）基本绘图软件及常用测绘工具的使用 （学生自主学习） 

4.1 游标卡尺等工具的使用 

4.2 绘图软件 Autocad、Siemens NX、Solidworks 等软件的运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机械制图》（第七版），何铭新、钱可强、徐祖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2 月（第 7 版） 

《机械制图习题集》（第七版），钱可强、何铭新、徐祖茂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年 2 月（第 7 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杨裕根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 月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习题集》杨裕根、李兵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6 月 

《机械制图》（第六版），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7 年 7 月（第 6 版）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测绘等大作业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平时成绩占比 60%，主要包括考勤 20%，作业 20%；测绘等制图大作业共

占成绩 20%；期末考试 40%。 

  

制定人：  孙群  审核人： 张晓峰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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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图中标

准件和常用件

的相关标准及

规范画法 

目标 2：能够分析零

件的结构、尺寸及

相关工艺，具有识

读零件图和装配图

的能力 

目标 3：能够选用相

关的标准及规范，

测绘和设计零件和

装配体的表达方

案。采用徒手和

Siemens NX 软件绘

制零件图和装配图 

目标 4：培养学生

遵守国家制图标

准的自觉性。 

1.1 螺纹及螺纹连接件的基本概念、运用

分析及其规定画法 
√  √ √ 

1.2 键、销、滚动轴承、弹簧的基本概念、

运用分析及规定画法 
√  √ √ 

1.3 齿轮的基本概念，直齿圆柱齿轮主要

参数的计算方法、规定画法及一对直齿

圆柱齿轮的啮合画法，能正确测绘计算

并绘制出直齿圆柱齿轮的视图 

√  √ √ 

2.1 零件图的作用及内容、与装配图的关

系 
 √ √  

2.2 零件图的视图选择与尺寸标注  √ √  

2.3 零件表面粗糙度、镀涂和热处理的符

号、代号及其标注 
 √ √  

2.4 零件的极限与配合、形位公差等技术

要求 
 √ √ √ 

2.5 典型零件的画法与识读练习  √ √  

3.1 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规定画法   √ √ 

3.2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号、明细

栏的注写 
 √  √ 

3.3 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练习   √ √ 

3.4 装配图的装配原理分析与识读练习   √ √ 

3.1 装配图的作用、内容与各种规定画法   √ √ 

3.2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零件序号、明细

栏的注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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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6P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3/60（3 周）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电传动控制、机械制造技术 

后续课程：机电设备、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使学生了解本专业实际生产的现状、前沿及发展趋势。 

目标 2：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生了解与机械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

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的法律、法规，熟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等现代社会问题的知识，能正确认识机械工程对于

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目标 3：培养学生在生产实际中调查研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方法。 

目标4：培养学生适应发展的能力以及对终身学习的正确认识和学习能力。 

目标 5：培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二、课程内容 

以各企业典型零件生产为主线，全面了解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拓宽专业知

识面，具体如下： 

（1）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

体制改革方面有何新的举措。 

（2）了解工厂新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了解工厂的高新技术成果情况，

尤其是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情

况。 

（3）了解工厂中主要生产线的组成 、流程、产品、柔性、生产率等。 

（4）了解工厂中各种工业机器人的结构，自由度数，控制系统，伺服系统，

工艺范围等。 

（5）了解和分析工厂的 1~2 种典型零件的结构和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6）了解和分析工厂的 1~2 个机器产品结构或典型部件的装配工艺过程。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课程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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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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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质量、学生实习表现

综合考查。 

2、成绩评定：根据学生实习态度、实习报告、实习考核单，综合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  汪烨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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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环节 

目标 1：使学

生了解本专

业实际生产

的现状、前沿

及发展趋势。 

目标 2：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使

学生了解与机械专业相关的职业

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

的法律、法规，熟悉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

津、法规等现代社会问题的知识，

能正确认识机械工程对于客观世

界和社会的影响。 

目标 3：培养学

生在生产实际

中调查研究、观

察问题、分析问

题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方法。 

目标 

4：培养学

生 适 应 发

展 的 能 力

以 及 对 终

身 学 习 的

正 确 认 识

和 学 习 能

力。 

目标 5：培

养 学 生 的

人 文 社 会

科学素养、

社 会 责 任

感 和 职 业

道德。 

听取报告 √ √ √ √ √ 

组织参观 √ √ √ √ √ 

车间实习 √ √ √ √ √ 

查阅企业技术资料 √ √ √   

专题讨论 √ √ √ √  

其它活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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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09P1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 

学分/学时：10/200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机电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后续课程：无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的工程实际

问题。通过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中的学习、研究和实际训练使其理论认

识深化、知识领域扩展、专业技能延伸。 

目标 2：学会依据课题任务进行资料数据的调研、收集、加工与整理，训

练学生正确使用各种设计资料、手册、图册、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基本技能, 

培养学生掌握工程设计的程序、方法和基本原则，培养学生掌握科学实验和数

据测试、处理与分析等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工程计算、图纸绘

制、编写技术文件的能力。 

目标 3：应具有正确的设计思想，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

实的工作作风、正确的技术经济观点和工程全局意识。 

目标 4：应学到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具有

质量、时效意识，并能持续改进，具有自主学习和技术创新意识。 

二、课程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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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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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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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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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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教材 

由指导教师与学生依据课题要求共同选定。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评阅成绩与答辩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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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时成绩占比 30%，由指导老师评定； 

2. 评阅成绩占比 20%，由评阅老师评定； 

3. 答辩成绩占比 50%，由答辩小组评定。 

五、附件 

 

制定人：  孙渊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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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多学科

的理论知识与技

能，分析解决本专

业领域的工程实际

问题。通过毕业设

计（论文）教学过

程中的学习、研究

和实际训练使其理

论认识深化、知识

领域扩展、专业技

能延伸 

目标 2：学会依据课题任务进

行资料数据的调研、收集、加

工与整理，训练学生正确使用

各种设计资料、手册、图册、

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基本

技能, 培养学生掌握工程设

计的程序、方法和基本原则，

培养学生掌握科学实验和数

据测试、处理与分析等从事科

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

工程计算、图纸绘制、编写技

术文件的能力。 

目标 3：目标 3：应

具有正确的设计思

想，培养学生严肃

认真的科学态度、

严谨求实的工作作

风、正确的技术经

济观点和工程全局

意识。 

目标 4：应学到

严谨的科学态

度、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

业精神，具有质

量、时效意识，

并能持续改进，

具有自主学习

和技术创新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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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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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侧重于软件开发能力的培

养，软件文档应包括有效程

序和源程序清单、软件设计

说明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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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2A1         英文名称：Manufacturing Cos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商学院 

先修课程：微积分 A、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会计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制造业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管理会计中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目标 2：了解制造业成本分析与控制的理论与基本工具。如现场管理与工

业工程、质量成本控制、价值链与产业链分析、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管理信息

系统。 

目标 3：了解并初步掌握制造业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务。

如生产成本分析方法、成本压缩方法与策略、生产成本降低方向的选择、消除

生产成本的浪费、质量成本分析与控制、工厂综合成本压缩技术运用。 

二、课程内容 

（一）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1.1会计核算的基础，会计循环。 （2课时） 

1.2费用与成本，利润来源，财务报表。 （4课时） 

1.3制造企业的成本核算。 （4课时） 

1.4成本分析与管理，包括成本性态分析，量本利分析等。 （2课时） 

（二）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基本理论与工具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课时） 

2.1工业工程的理论概述。 （4课时） 

2.2价值链分析与产业链整合。 （2课时） 

2.3供应链体系优化。 （2课时） 

2.4质量成本管理。 （2课时） 

2.5管理信息系统。 （2课时） 

（三）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务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3.1成本压缩方法与策略。 （2课时） 

3.2生产成本降低方向的选择与消除生产成本的浪费做法。 （2课时） 

3.3质量成本分析与控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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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工厂综合成本压缩技术运用。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1.自编讲义 

2.《现代企业成本控制与优化》，周宁 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模块 

1. 《基础会计学》（第 3 版），李占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08 

2. 《会计学：经理人视角》（第 2 版），胡玉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1 

3. 《成本会计学》（第 7 版），于富生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6 

4. 《成本管理会计》（第 3 版），孙茂竹等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01 

5. 《管理会计》（第 5 版），于树彬等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08 

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基本理论与工具模块 

1. 《管理信息系统》（第 5 版），滕佳东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09 

2. 《工业工程概论》（第 2 版），蒋祖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2 

3. 《争夺价值链》，陈春花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4. 《生产运作管理》（第 5 版），陈荣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04 

5. 《供应链管理》（第 2 版），马士华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02 

生产成本分析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务模块 

课程系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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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及课堂表现（20%）、课程论文（3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制造成本分析

与控制、工厂成本管控、生产成本控制的策略方法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子军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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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会计核算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制造业

成本核算的基本理论与方

法，管理会计中成本分析

与控制的基本思路与方

法。  

目标 2：了解制造业成

本分析与控制的理论与

基本工具。如现场管理

与工业工程、质量成本

控制、价值链与产业链

分析、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管理信息系统。 

目标 3：了解并初步掌

握制造业生产成本分析

与控制的基本方法与实

务。如生产成本分析方

法、成本压缩方法与策

略、生产成本降低方向

的选择等。 

1.1会计核算的基础，会计循环。 √   

1.2费用与成本，利润来源，财务报表。 √   

1.3制造企业的成本核算 √   

1.4 成本分析与管理，包括成本性态分

析，量本利分析等 
√   

2.1工业工程的理论概述  √  

2.2价值链分析与产业链整合  √  

2.3供应链体系优化  √  

2.4质量成本管理  √  

2.5管理信息系统  √  

3.1成本压缩方法与策略。   √ 

3.2 生产成本降低方向的选择与消除生

产成本的浪费做法 
  √ 

3.3质量成本分析与控制。   √ 

3.4工厂综合成本压缩技术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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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3A1      

英文名称：Measurement Techniques of Mechanic Engineering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电子基础 

后续课程：机电控制系统、机电控制技术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不同信号的定义及其描述方法，建立信号频域描述的基本概

念，学会使用 LabVIEW 软件对典型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目标 2：熟悉测试系统的基本组成，掌握测控系统的静态和动态特性，掌

握常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工程应用，掌握信号转换的概念和工程应用，

掌握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采集的基本方法，学会根据测试要求及主要技术参数，

选择合适的测试系统，并进行相应的测试方案设计。（机械参数测量） 

目标 3：学会使用 LabVIEW 虚拟仪器软件搭建测试系统程序。 

二、课程内容 

（一）信号描述与分析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学时） 

1.1 测试的基本概念、系统组成、内容及任务。 （1 课时） 

1.2 信号的分类及各类信号的特点，连续信号、离散信号、模拟信号和数

字信号的概念，时域信号和频域信号的概念。 （1 课时） 

1.3 周期信号的频域描述，周期信号时域描述与频域描述的关系，周期信号

频谱的特点。 （1 课时） 

1.4 非周期信号的特点及其频域描述方法，傅里叶变换的概念，非周期信

号频谱的特点。 （1 课时） 

1.5 信号的主要统计参数。信号时域、频域描述及频谱分析仿真。（2 课时） 

（二）测试系统结构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0 课时） 

2.1 测试系统静态特性及其在选型中的应用，测试系统动态特性的概念及其

对动态测量的影响。 （2 课时） 

2.2 传感器的基本概念，电阻式、电感式和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点

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4 课时） 

2.3 压电式、磁电式、光电式、热电偶、红外及视觉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特

点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课时） 

2.4 霍尔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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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号转换的概念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信号变送器及其工程应用。 

  （2 课时） 

2.6 测试系统的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输入通道，A/D 转换、采样保持的

概念、采样定理及其在测试系统选用中的应用。 （4 课时） 

2.7 测试系统的数据处理方法。 （2 课时） 

（三）测试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 课时） 

3.1 现代测试系统的结构，总线技术及其工程应用，虚拟仪器的概念及工

程应用。  （2 课时） 

3.2 测试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步骤等。 （1 课时） 

3.3 典型测试系统设计实例。 （1 课时） 

3.4 测试系统设计项目讨论、演示等。 （2 课时） 

（四）基本工具软件的使用（学生自主学习） 

4.1 虚拟仪器软件 LabVIEW 的应用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测试技术》（第二版），贾民平，张洪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陈花玲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2. 《计算机测控技术与系统》，于微波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 

3. 《动态测试技术与应用》，郝晓剑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3 

4. 《测试技术与虚拟仪器》，杨运强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6 

5. 《LabVIEW 宝典》，陈树学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3 

6. 《LabVIEW2010 基础教程》，肖成勇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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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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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类、信

号的时域和频域描述、测试系统静态和动态特性应用、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信号调理及变送的原理及应用、信号的输入通道及采集、数据处理方法及应用

等。 

五、附件 

 

制定人：  印松   审核人：  王廷军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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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信号的分类

及描述方法，学会使用

LabVIEW 软件进行频谱分

析 

目标 2：掌握测试系统各

环节的基本理论和工程应

用，学会设计测试方案，

选择合适的测试系统 

目标 3：学会使用

LabVIEW 虚拟仪器

软件搭建测试系

统程序 

1.1 测试技术概论 √ √ √ 

1.2 信号的分类及特点 √   

1.3 周期信号的频域描述 √   

1.4 非周期信号的描述及傅里叶变换 √   

1.5 信号描述及频谱分析仿真 √   

2.1 测试系统静态、动态特性及选型应用  √  

2.2 参数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  

2.3 发电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  

2.4 霍尔、光电传感器转速测量实验 √ √ √ 

2.5 信号转换、变送的原理及应用  √  

2.6 信号的输入通道、采样定理及应用  √  

2.7 测试系统的数据处理方法  √  

3.1 现代测试系统及虚拟仪器  √ √ 

3.2 测试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步骤  √  

3.3 典型测试系统设计实例 √ √ √ 

3.4 测试系统设计项目讨论、演示 √ √ √ 

4.1 虚拟仪器软件 LabVIEW 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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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与发动机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4A1     

英文名称：Thermodynamics and Theory of Automobile Engin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 A（1）、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工程热力学基本概念，掌握状态方程与热力过程，掌握发动

机的理论循环。 

目标 2：掌握发动机实际循环，掌握发动机的指示指标、有效指标及其他

性能指标，掌握发动机机械损失及其测定方法。 

目标 3：掌握发动机的换气过程，掌握充气效率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施。 

目标 4：掌握汽油机和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掌握燃烧过程的

影响因素，掌握改善燃烧过程的措施。 

目标 5：掌握发动机的负荷特性、速度特性和万有特性及其测绘方法，了

解发动机台架试验。 

目标 6：掌握发动机排放与噪声形成机理，掌握发动机排放的控制措施。 

二、课程内容 

（一）工程热力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工程热力学基本概念、主要参数，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 （2课时） 

1.2发动机定容加热、定压加热与混合加热三种理论循环及其对比分析。 

  （4课时） 

（二）性能指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2.1发动机实际循环，发动机指示性能指标、有效性能指标。 （2课时） 

2.2发动机机械损失、机械效率及其测定方法。 （2课时） 

（三）换气过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四冲程发动机进气和排气的换气过程，配气相位，换气损失的组成。 

  （1课时） 

3.2充气效率概念，影响充气效率的因素及提高充气效率的措施。 （1课时） 

3.3发动机增压类型，发动机废气涡轮增压基本原理。 （2课时） 

（四）混合气形成与燃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4.1柴油机供油系统，喷射与雾化过程。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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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柴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课时） 

4.3汽油机混合气的形成与燃烧过程。 （2课时） 

4.4汽油机爆燃的机理、影响因素与控制措施。 （2课时） 

（五）发动机特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负荷特性及其意义等。 （1课时） 

5.2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速度特性及其意义等。 （1课时） 

5.3 发动机万有特性概念，万有特性图的做法，汽油机与柴油机万有特性

的比较等。  （2课时） 

（六）排放与噪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形成机理等。 （1课时） 

6.2发动机排放与噪声的控制措施等。 （1课时） 

6.3发动机排放性能试验。 （2课时） 

6.4发动机烟度特性试验。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发动机原理》，吴明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发动机原理与汽车理论》（第 2 版），冯健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1.06 

2. 《汽车发动机原理》，吴建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07 

3. 《内燃机原理》，蒋德明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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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4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发动机理论循

环、机械损失、性能指标、充气效率、柴油机与汽油机燃烧过程、负荷特性、

速度特性、万有特性等。 

五、附件 

 

制定人：  杨洪刚  审核人：  杨洪刚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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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热力学

基本概念，

掌握状态方

程与热力过

程，掌握发

动机的理论

循环 

目标 2：掌握发动

机实际循环，掌握

发动机的指示指

标、有效指标及其

他性能指标，掌握

发动机机械损失

及其测定方法 

目标 3：掌

握发动机的

换气过程，

掌握充气效

率及提高充

气效率的措

施 

目标 4：掌握汽

油机和柴油机

混合气的形成

与燃烧过程，掌

握燃烧过程的

影响因素，掌握

改善燃烧过程

的措施 

目标5:掌握发

动机的负荷特

性、速度特性

和万有特性及

其测绘方法，

了解发动机台

架试验 

目标 6：掌

握发动机排

放与噪声形

成机理，掌

握发动机排

放的控制措

施 

1.1 工程热力学基本

概念、主要参数，理

想气体的热力过程 

√      

1.2 发动机定容加

热、定压加热与混合

加热三种理论循环

及其对比分析 

√      

2.1 发动机实际循

环，发动机指示性能

指标、有效性能指标 

 √     

2.2 发动机机械损

失、机械效率及其测

定方法 

 √     

3.1 四冲程发动机进

气和排气的换气过

程，配气相位，换气

损失的组成 

  √    

3.2 充气效率概念，

影响充气效率的因

素及提高充气效率

的措施 

  √    

3.3 发动机增压类

型，发动机废气涡轮

增压基本原理 

  √    

4.1 柴油机供油系

统，喷射与雾化过程 
   √   

4.2 柴油机混合气的

形成与燃烧过程 
   √   

4.3 汽油机混合气的

形成与燃烧过程 
   √   

4．4汽油机爆燃的机

理、影响因素与控制

措施 

   √   

5.1 汽油机和柴油机

的负荷特性及其意

义等 

√ √ √ √ √ √ 

5.2 汽油机和柴油机

的速度特性及其意

义等 

√ √ √ √ √ √ 

5.3 发动机万有特

性概念，万有特性图

的做法，汽油机与柴

油机万有特性的比

较等 

√ √ √ √ √ √ 

6.1 发动机排放与噪

声的形成机理等 
√ √ √ √ √ √ 

6.2 发动机排放与噪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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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控制措施等 

6.3 发动机排放性

能试验 
√ √ √ √ √ √ 

6.4 发动机烟度特

性试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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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5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Electrical Technology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电气基础、电子基础、汽车构造、汽车理论 

后续课程：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车辆评估与交易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构造，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

部件的功能和特点，并了解汽车电子器件的选取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掌握主要汽车电子系统改善

车辆性能的基本控制方法，并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发展趋势。 

目标 3：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功能，掌握主要

汽车通信协议的工作原理和技术规范，并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

发展趋势及应用。 

目标 4：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软件编写的基本原理，学会使用以 C语言

为基础的汽车电子软件工具进行程序编写的基本方法和调试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要部件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汽车电子技术的现状及发展，汽车电子系统的分类，汽车电子系统的

主要特征，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主要控制技术基本原理。 （2课时） 

1.2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基本构造，汽车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及选择方法，

电子控制单元（ECU）的功能及选择方法，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 

  （4课时） 

（二）发动机控制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9课时） 

2.1汽油发动机性能的改善途径，汽油发动机电控喷射系统的构成及工作

原理，汽油发动机电控点火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2课时） 

2.2柴油发动机性能的改善途径，柴油发动机电控系统的基本控制内容，

电子控制直列泵燃油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电子控制分配泵燃油系统的构成

及工作原理，电子控制泵喷嘴燃油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电子控制共轨式柴

油喷射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 （4课时） 

2.3汽车发动机辅助电控技术的概要，进气系统控制的基本原理，怠速转

速控制的基本原理，排放净化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稀薄燃烧系统的构成及

工作原理。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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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汽车性能控制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4课时） 

3.1汽车动力性的改善途径，自动变速器的控制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驱动

防滑电子控制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四轮驱动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 （2课时） 

3.2提高汽车制动性能的途径，汽车制动防抱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电

涡流缓速器的构造及工作原理，汽车电制动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3课时） 

3.3汽车操稳性的改善途径，电控动力转向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电子

控制四轮转向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车辆稳定性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4课时） 

3.4汽车平顺型的改善途径，汽车电控悬架系统的功能及特点，车身高度

电子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悬架阻尼电子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悬架刚度电子控制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3课时） 

3.5 提高汽车被动安全性性能的途径，影响汽车舒适性的因素，安全气囊

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微型计算机控制的汽车空调系统构造及工作原理，汽

车巡航系统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2课时） 

（四）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8课时） 

4.1 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汽车网络系统的特点、类型及应用，汽

车网络系统的主要技术规范。 （3课时） 

4.2 CAN总线技术的基本原理，特点及应用。 （2课时） 

4.3 LIN总线技术的基本原理，特点及应用。 （2课时） 

4.4 车载诊断系统 OBD的基本原理。 （1课时） 

（五）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编程及综合课程项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5.1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 C语言编程工具的使用方法。 （4课时） 

5.2 汽车 ECU的编程。 （2课时） 

5.3车载网络的编程调试。 （2课时） 

5.4 综合课程项目的汇报演示及讨论 （3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电子工程学》，孙骏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电子学》，王绍銧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08 

2. 《汽车嵌入式系统原理、设计与实现》，魏学哲等编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0.08 

3. 《汽车车载网络技术》，付百学主编，机械教育出版社，2011.12 



 

537 

4. 《汽车嵌入式微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英飞凌 XC2000 家族 MCU》，程夕明

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09 

5. 编程工具的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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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电子控制

系统主要部件的功能和特点、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提高汽车性

能控制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应

用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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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的基本

构造，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主要部

件的功能和特点，

并了解汽车电子器

件的选取方法  

目标 2：掌握汽车电

子控制系统的工作原

理，掌握主要汽车电

子系统改善车辆性能

的基本控制方法，并

了解汽车电子控制系

统的发展趋势。 

目标 3：掌握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的网络系统的基

本原理和功能，掌握主要

汽车通信协议的工作原

理和技术规范，并了解汽

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网络

系统的发展趋势及应用。 

目标 4：掌握汽车

电子控制系统软件

编写的基本原理，

学会使用以 C 语言

为基础的汽车电子

软件工具进行程序

编写的基本方法和

调试方法。 

1.1汽车电子技术概述 √ √ √  

1.2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主

要部件的功能和特点 
√    

2.1汽油发动机控制系统 √ √   

2.2柴油发动机控制系统 √ √   

2.3 汽车发动机辅助电控

技术 
√ √   

3.1 汽车动力性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2 汽车制动性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3 汽车操稳性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4 汽车平顺型的电子控

制系统 
√ √   

3.5 汽车被动安全性与舒

适型的电子控制系统 
√ √   

4.1汽车网络基础   √ √ 

4.2 CAN总线技术  √ √ √ 

4.3 LIN总线技术  √ √ √ 

4.4车载诊断系统 OBD √ √ √  

5.1 C语言编程工具    √ 

5.2汽车 ECU的编程 √   √ 

5.3车载网络的编程调试   √ √ 

5.4综合课程项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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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控制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6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Control Ba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应用工程数学 A、工程力学 

后续课程：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嵌入式系统及应用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基于传递函数的经典控制论基本原理和系统解析的基本方法，

学会控制系统数学模型建立和系统稳定性分析的常用方法，并了解自动控制在

车辆控制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响应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掌握各种基本响应的时域

特性和频域特性，并了解通过响应特性分析车辆控制系统的应用。 

目标 3：掌握基于经典控制论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常用方法，学会系统离

散化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并了解系统离散化在实际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目标 4：掌握自动控制系统仿真软件 MATLAB的使用方法，学会进行汽车控

制系统仿真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一）自动控制基础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自动控制的起源、基本概念及分类，自动控制在汽车上的应用，仿真

软件 MATLAB的应用。 （1课时） 

1.2拉普拉斯变换的定义、基本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拉普拉斯反变换及

基本方法、应用拉普拉斯变换解线性常微分方程式。 （2课时） 

1.3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传递函数的概念与推导方法，零点和极点的概

念与应用。  （1课时） 

1.4系统框图的作用及意义、根据传递函数画出系统框图的基本方法，系

统框图的转换及简化。 （2课时） 

（二）时域响应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2.1时域响应的基本概念，典型输入信号的类型。 （1课时） 

2.2典型环节的传递函数及其典型输入信号的响应。 （2课时） 

2.3系统稳定性概念，赫尔维茨矩阵稳定性判断法，劳斯稳定性判断法。 

  （2课时） 

2.4根轨迹的基本概念、反馈系统的根对系统的影响，绘制根轨迹的基本

条件和规则，根轨迹法的应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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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频率响应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3.1频率特性及其与传递函数的关系、典型环节传递函数的频率响应。 

  （2课时） 

3.2 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断原理、基本概念。 （1课时） 

3.3伯德图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典型环节传递函数的伯德图，伯德图

的应用。  （3课时） 

（四）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4.1 PID控制的基础原理，反馈的基本原理及特性。 （2课时） 

4.2 离散系统的基本概念，连续信号与离散信号的区别，采样过程及其数

学描述、采样定理与保持器的基本原理及功能。 （1课时） 

4.3 Z变换的概念及计算方法，离散系统的稳定性分析、连续系统的离散

化。  （2课时） 

（五）仿真软件 MATLAB的使用及课程项目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5.1 MATLAB的概述及基本操作。 （2课时） 

5.2 Simulink的基本操作。 （2课时） 

5.3根轨迹法和伯德图的绘制。 （2课时） 

5.4 课程项目的讨论及演示。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自动控制原理》（第 2版），孟庆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Feedback Control of Dynamic Systems》，Gene F.Franklin 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07.11 

2. 《MATLAB 语言与控制系统仿真实训教程》，刘振全编著，化学工业出版

社，2009.07 

3. 《汽车系统动力学》（第 4 版），喻凡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0 

4. 汽车控制基础实验及课程项目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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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实验（20%）、平时测验（20%）

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自动控制的基

本概念及分类、拉普拉斯变换的计算、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及系统框图的绘制、

时域响应的计算，系统稳定性的判断，根轨迹的应用，频率特性的计算，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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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绘制，PID 控制的基础原理，离散系统的基本原理，MATLAB 仿真的应用。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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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基于传递

函数的经典控制论基本

原理和系统解析的基本

方法 

目标 2：掌握响应

分析的基本原理

和常用方法 

目标 3：掌握基于经

典控制论的自动控

制系统设计常用方

法 

目标 4:掌握自动

控制系统仿真软件

MATLAB 的使用方

法 

1.1 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及在

汽车上的应用 
√  √ √ 

1.2拉普拉斯变换 √    

1.3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 √    

1.4系统框图 √  √  

2.1时域响应的基本概念  √   

2.2 典型环节的传递函数及其

典型输入信号的响应 
 √   

2.3系统稳定性概念及判断 √ √ √  

2.4根轨迹的基本概念及应用 √ √ √  

3.1 频率特性及其与传递函数

的关系 
 √   

3.2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断原理 √ √ √  

3.3 伯德图的基本概念及计算

方法 
√ √ √  

4.1 PID控制的基础原理 √  √  

4.2 离散系统的基本概念 √  √  

4.3 Z变换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  √  

5.1 MATLAB的概述及基本操作    √ 

5.2 Simulink的基本操作    √ 

5.3根轨迹法和伯德图的绘制  √ √ √ 

5.4 课程项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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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8A1   

英文名称： Automobile Insurance Claims Handling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后续课程：汽车服务综合实验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风险、保险、车险的概念，熟悉从车主义及从人主义在确定

车险费率中变化趋势，了解车辆保险的发展过程。 

目标 2：掌握保险合同的特征，掌握保险合同的原则，学会运用保险原则

来分析具体案例。 

目标 3：掌握商业车险与交强险的计算，熟悉商业车险中的主险与附加险。 

目标 4：掌握车险承保与理赔的流程及查勘，熟悉碰撞、火灾与水灾的查

勘方法。了解保险欺诈。 

二、课程内容 

（一） 风险与风险管理 （2课时） 

1.1讲述风险及其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风险的特征； 

1.2风险管理的程序、方法；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系。 

（二）保险概述 （2课时） 

2.1讲述风险知识、保险的概念和要素、汽车保险的含义与特点、汽车保

险发展简史； 

2.2掌握汽车风险分析、汽车保险的经营、汽车保险市场。 

（三）保险合同 （2课时） 

3.1讲述汽车保险合同概念、特征、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 

3.2掌握汽车保险合同订立与生效、变更、解除、终止、解释、争议的处

理； 

（四）保险原则 （2课时） 

4.1讲述汽车保险各类原则及意义、内容； 

4.2掌握汽车保险原则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损失

补偿原则、代位原则、分摊原则。 

（五）保险市场 （2课时） 

5.1讲述汽车保险的需求与供给、现代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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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掌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保险中介人的权利和职责。 

（六）汽车保险概述 （2课时） 

6.1讲述机动车辆保险含义、从车主义与从人主义的车险制度、汽车强制

责任保险制度；理解机动车辆保险的含义，了解机动车辆保险的作用和特点。 

6.2掌握常见的车险险种。重点掌握从车主义与从人主义的车险制度；掌

握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七） 汽车保险费率影响因素 （2课时） 

7.1讲述车险费率影响因素、费率表使用知识。理解车险费率模式及其优

缺点；了解车险费率管理规定； 

7.2重点掌握车险费率影响因素、车险费率表使用知识。 

（八） 汽车保险承保实务 （2课时） 

8.1讲述车险承保流程、核保业务。熟悉车险承保流程；了解续保业务知识； 

8.2掌握承保注意事项、掌握核保业务的内容。 

（九）汽车保险理赔实务 （2课时） 

9.1讲述车险理赔原则、理赔流程、理赔监督。 

9.2理解车险理赔原则的含义；了解车险理赔的理赔特点；掌握车险理赔

流程、车险理赔监督的模式。 

（十） 汽车保险现场查勘 （2课时） 

10.1讲述事故现场查勘工作、现场丈量、现场草图的绘制。了解事故现场

分类及事故现场变动的原因； 

10.2熟悉现场查勘工作的内容、掌握现场查勘的程序、丈量、草图绘制。 

（十一） 汽车保险事故损失确定 （2课时） 

11.1讲述车辆损失确定、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

用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11.2掌握车辆损失确定、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

用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十二） 汽车保险赔款理算 （2课时） 

12.1讲述车辆损失险赔款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赔款理算方法。了解附

加险赔款理算方法、摩托车险赔款理算方法、拖拉机险赔款理算方法； 

12.2掌握车辆损失险赔款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赔款理算方法。 

（十三） 汽车保险理赔案例分析 （2课时） 

13.1讲述水淹、火灾、碰撞、盗抢、第三者责任等理赔案例的分析； 

13.2了解各种案例如水淹案例、火灾案例、碰撞案例、盗抢案例；掌握第

三者责任案例等的分析能力。 

（十四） 汽车保险欺诈与预防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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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讲述汽车保险欺诈的表现形式及预防措施； 

14.2掌握保险欺诈的表现形式、保险欺诈的预防措施。 

（十五） 道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 （2课时） 

15.1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 

15.2掌握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的基本规定与流程。 

（十六）汽车碰撞损失评估 （2课时） 

16.1分析汽车正面碰撞、追尾碰撞、倾覆的损失原因； 

16.2掌握汽车车身维修的工时核算；汽车喷漆的工时核算。 

（十七） 水灾现场查勘及损失评估 （2课时） 

17.1分析汽车水损的原因； 

17.2掌握汽车水损的免责条款。 

（十八） 汽车火险及查勘定损 （4课时） 

18.1分析汽车起火的原因； 

18.2掌握汽车火损的损坏分析、汽车火险的免责条款。 

（十九） 汽车的盗抢与查勘理赔 （2课时） 

19.1解读汽车盗抢险的条款； 

19.2掌握汽车盗抢险的免责条款。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保险与理赔》 第三版 李景芝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 第十二版 乔治.E.瑞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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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验（10%）、平时测验（30%）及

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叶本刚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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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风险、保险、

车险的概念，熟悉从车主

义及从人主义在确定车

险费率中变化趋势，了解

车辆保险的发展过程。 

目标 2：掌握保险合

同的特征，掌握保险

合同的原则，学会运

用保险原则来分析

具体案例。 

目标 3：掌握商业

车险与交强险的

计算，熟悉商业车

险中的主险与附

加险。 

目标 4：掌握车险承

保与理赔的流程及

查勘，熟悉碰撞、火

灾与水灾的查勘方

法。了解保险欺诈。 

1.1 讲述风险及其风险管

理的基本概念，了解风险

的特征； 

√    

1.2 风险管理的程序、方

法；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关

系。 

√    

2.1讲述风险知识、保险的

概念和要素、汽车保险的

含义与特点、汽车保险发

展简史； 

√    

2.2掌握汽车风险分析、汽

车保险的经营、汽车保险

市场。 

√    

3.1 讲述汽车保险合同概

念、特征、主体与客体、

内容与形式； 

√    

3.2 掌握汽车保险合同订

立与生效、变更、解除、

终止、解释、争议的处理； 

√   √ 

4.1 讲述汽车保险各类原

则及意义、内容； 
 √   

4.2 掌握汽车保险原则的

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

原则、近因原则、损失补

偿原则、代位原则、分摊

原则。 

 √   

5.1 讲述汽车保险的需求

与供给、现代保险市场发

展现状及其趋势； 

 √   

5.2 掌握保险人与保险消

费者、保险中介人的权利

和职责。 

 √   

6.1 讲述机动车辆保险含

义、从车主义与从人主义

的车险制度、汽车强制责

任保险制度；理解机动车

辆保险的含义，了解机动

车辆保险的作用和特点。 

√ √   

6.2掌握常见的车险险种。

重点掌握从车主义与从人

主义的车险制度；掌握汽

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 √  √ 

7.1 讲述车险费率影响因

素、费率表使用知识。理

解车险费率模式及其优缺

点；了解车险费率管理规

定； 

  √  

7.2 重点掌握车险费率影

响因素、车险费率表使用

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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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讲述车险承保流程、核

保业务。熟悉车险承保流

程；了解续保业务知识； 

  √  

8.2掌握承保注意事项、掌

握核保业务的内容。 
  √  

9.1讲述车险理赔原则、理

赔流程、理赔监督。 
  √  

9.2 理解车险理赔原则的

含义；了解车险理赔的理

赔特点；掌握车险理赔流

程、车险理赔监督的模式。 

  √ √ 

10.1 讲述事故现场查勘工

作、现场丈量、现场草图

的绘制。了解事故现场分

类及事故现场变动的原

因； 

√ √ √ √ 

10.2 熟悉现场查勘工作的

内容、掌握现场查勘的程

序、丈量、草图绘制。 

√ √ √ √ 

11.1 讲述车辆损失确定、

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

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用

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 √ √ √ 

11.2 掌握车辆损失确定、

人员伤亡费用确定、其他

财产损失确定、施救费用

确定、残值处理等知识。 

√ √ √ √ 

12.1 讲述车辆损失险赔款

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

赔款理算方法。了解附加

险赔款理算方法、摩托车

险赔款理算方法、拖拉机

险赔款理算方法； 

  √ √ 

12.2 掌握车辆损失险赔款

理算方法、第三者责任险

赔款理算方法。 

  √ √ 

13.1 讲述水淹、火灾、碰

撞、盗抢、第三者责任等

理赔案例的分析； 

  √ √ 

13.2 了解各种案例如水淹

案例、火灾案例、碰撞案

例、盗抢案例；掌握第三

者责任案例等的分析能

力。 

  √ √ 

14.1 讲述汽车保险欺诈的

表现形式及预防措施； 
  √ √ 

14.2 掌握保险欺诈的表现

形式、保险欺诈的预防措

施。 

  √ √ 

15.1 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形

成的原因； 
   √ 

15.2 掌握交通警察处理交

通事故的基本规定与流

程。 

   √ 

16.1 分析汽车正面碰撞、

追尾碰撞、倾覆的损失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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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掌握汽车车身维修的

工时核算；汽车喷漆的工

时核算。 

   √ 

17.1 分析汽车水损的原

因； 
   √ 

17.2 掌握汽车水损的免责

条款。 
   √ 

18.1 分析汽车起火的原

因； 
   √ 

18.2 掌握汽车火损的损坏

分析、汽车火险的免责条

款。 

   √ 

19.1 解读汽车盗抢险的条

款； 
   √ 

19.2 掌握汽车盗抢险的免

责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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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评估与交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49A1       英文名称：Vehicle Evaluation and Deal 

学分/学时：3/48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国内外二手车市场发展及现状，掌握车辆评估的概念、要素、

种类及特点。 

目标 2：掌握汽车分类，学会汽车与发动机的分类方法与型号的编制规则，

能够从车辆识别代号中读取该车的基本信息，掌握汽车基本构造、主要参数。 

目标 3：掌握机动车使用寿命的分类和影响因素，掌握汽车基本性能指标

及其影响因素，学会汽车性能劣化规律及汽车报废标准。 

目标 4：掌握发动机技术状况的静态及动态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掌

握掌握汽车技术状况仪器检查包含的种类、检测项目与标准、检测方法。 

目标 5：了解二手车成新率的概念及意义，掌握二手车成新率的计算，了

解二手车评估的基本方法，掌握二手车各评估方法的应用及计算。 

目标 6：掌握二手车鉴定评估实务，学会撰写评估报告。 

目标 7：了解二手车交易实务，了解二手车交易的有关类型、政策、法规

及二手车交易过户转籍的办理程序。 

目标 8：掌握二手车交易过户业务；具有实际二手车交易评估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绪论部分基本内容 （4课时） 

1.1二手车的基本概念、国内外二手车市场介绍。 （1课时） 

1.2二手车评估的基本要素、二手车评估的种类及特点等。 （1课时） 

1.3二手车评估的主体、客观目的、依据和原则。 （1课时） 

1.4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的特征和基本职能。 （1课时） 

（二）汽车识别技术 （6课时） 

2.1机动车辆的分类。 （1课时） 

2.2 VIN码识别技术。 （2课时） 

2.3 车辆及发动机型号编制规则，能够从车辆识别代号中读取该车的基本

信息。  （1 课时） 

2.4汽车基本构造。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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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车性能劣化规律及使用寿命 （4课时） 

3.1汽车的使用性能及评价指标。 （1课时） 

3.2汽车性能劣化规律。 （1课时） 

3.3汽车使用寿命，影响汽车经济使用寿命的因素等。 （2课时） 

（四）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 （12课时） 

4.1汽车技术状况的静态检查和动态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4课时） 

4.2汽车技术状况仪器检查包含的种类、检测项目与标准、检测方法。 

  （4课时） 

4.3汽车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 （1课时） 

4.4事故车辆的鉴定等。 （1课时） 

4.5汽车故障对车辆技术状况的影响 （2课时） 

（五）二手车价值评估 （10课时） 

5.1二手车成新率的确定。 （4课时） 

5.2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方法，各评估方法的应用及计算。 （2课时） 

5.3用案例说明就机动车的估价方法、程序。 （4课时） 

（六）二手车鉴定估价实务 （2课时） 

6.1二手车鉴定评估准备、审核及估算实务 （1课时） 

6.2二手车鉴定系统的使用。 （1课时） 

（七）二手车交易实务  （2课时） 

7.1二手车交易类型、流程。 （1课时） 

7.2二手车交易手续、规范等。 （1课时） 

（八）实验部分 （8课时） 

8.1 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实验 （2课时） 

通过观察与仪器测试熟悉二手车的静态检查与仪器检查法；通过试验掌握

动态检查法。 

8.2.二手车价值评估 （4课时） 

掌握使用专用仪器测试气缸密封性的方法；掌握使用专用仪器测试分析发

动机点火波形的方法。 

8.3二手车交易案例实验 （2课时） 

掌握如何对二手车进行技术鉴定和价值估算的方法及具体操作程序，掌握

二手车交易过户业务。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二手车鉴定评估》， 陈传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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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评估实务》，陈建波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2.《汽车评估》，成英，刘晓峰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 

3.《汽车鉴定与评估实务》，董恩国，孙奇涵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11 

4.《二手车鉴定与评估》，吴兴敏，陈卫红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9 

5.《汽车鉴定评估与交易实务教程》，朱凯，付铁军主编，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2014.8 

6.《二手车鉴定与评估实务》，杜秀菊，贾长治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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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项目实验（20%）课堂测验、考勤及作业

等（20%）。 

2、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 

五、附件 

 

制定人：  解瑞雪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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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二手

车鉴定评估基本理

论、市场发展现状、

行业要求及相关政

策、法规要求。 

目标 2：了解二

手车鉴定评估领

域的岗位及职业

能力要求。 

目标 3：掌握二手车鉴定评估

流程、方法，能运用科学的鉴

定评估标准和方法为二手车

交易服务，具有二手车交易评

估能力。 

目标 4：掌握

二手车技术

状况检查的

内容、程序

和方法。 

1.1二手车的基本概念、国内外二

手车市场介绍。 
√    

1.2二手车评估的基本要素、二手

车评估的种类及特点等。 
√ √   

1.3 二手车评估的主体、客观目

的、依据和原则。 
√ √   

1.4 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的特征

和基本职能。 
√ √   

2.1机动车辆的分类。 √    

2.2 VIN码识别技术。 √    

2.3车辆及发动机型号编制规则，

能够从车辆识别代号中读取该车

的基本信息。 

√ √ √  

2.4汽车基本构造。 √  √  

3.1汽车的使用性能及评价指标。 √    

3.2汽车性能劣化规律。 √  √  

3.3汽车使用寿命，影响汽车经济

使用寿命的因素等。 
√    

4.1 汽车技术状况的静态检查和

动态检查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 √ √ 

4.2 汽车技术状况仪器检查包含

的种类、检测项目与标准、检测

方法。。 

 √ √ √ 

4.3 汽车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方

法。 
 √ √ √ 

4.4事故车辆的鉴定等。  √ √ √ 

4.5 汽车故障对车辆技术状况的

影响 
  √ √ 

5.1二手车成新率的确定。  √ √  

5.2二手车鉴定评估的方法，各评

估方法的应用及计算。 
  √  

5.3 用案例说明就机动车的估价

方法、程序。 
√  √  

6.1二手车鉴定评估准备、审核及

估算实务。 
 √ √  

6.2二手车鉴定系统的使用。  √ √  

7.1二手车交易类型、流程。  √ √  

7.2二手车交易手续、规范等。  √ √  

8.1 二手车技术状况鉴定实验   √ √ 

8.2.二手车价值评估实验   √ √ 

8.3二手车交易案例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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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评估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0A1          英文名称：Vehicle Evaluation Experiment 

学分/学时：1/1周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车辆评估与交易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车辆评估常用工具和评估方法。 

目标 2：掌握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评估方法并完成现场评估作业表。 

目标 3：根据市场信息合理调整二手车评估值。 

二、课程内容 

（一）车辆评估常用工具和评估方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1.1 车辆评估常用工具的使用。 （2学时） 

1.2车辆评估方法。 （2学时） 

（二）车辆技术状况鉴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2学时） 

2.1七工位法车辆静态技术状况鉴定 。（2学时） 

2.2车身漆面质量鉴定。 （4学时） 

2.3传统汽车动力性和变速器性能鉴定。 （2学时） 

2.4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池和电动控制单位性能鉴定。 （2学时） 

2.5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评估作业表。 （2学时） 

（三）车辆市场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学时） 

3.1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电子商务平台。 （2学时） 

3.2二手车拍卖。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无教材，需要自编教材。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无参考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实践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工具的正确使用（20%）、整车结构和性

能的了解程度（20%）及考勤等（10%）。 

2. 实践成绩考核占比 50%，能够按照实践操作要求完成车辆技术状况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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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鉴定评估作业表。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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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车辆评

估常用工具和评估

方法。 

目标 2：掌握车辆技术状况鉴

定评估方法并完成现场评估

作业表。 

目标 3：根据市场信息

合理调整二手车评估

值。 

1.1车辆评估常用工具的使用。 √   

1.2车辆评估方法。 √   

2.1七工位法车辆静态技术状况鉴定。  √ √ 

2.2车身漆面质量鉴定。  √  

2.3传统汽车动力性和变速器性能鉴定。  √  

2.4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池和电动控制单位

性能鉴定。 
 √ √ 

2.5车辆技术状况鉴定评估作业表。  √ √ 

3.1 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电子商务平

台。 
  √ 

3.2二手车拍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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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1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Trad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营销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贸易涵盖的领域和汽车贸易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贸易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贸易的岗位和汽车贸易服务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贸易概述及汽车贸易政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1.1国际汽车贸易概述。 （1课时） 

1.2国际汽车市场。 （2课时） 

1.3国际汽车贸易政策。 （2课时） 

（二）国际汽车技术贸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概述；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发展态势。 （1课时） 

2.2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方式。 （2课时） 

2.3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合同。 （2课时） 

2.4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最新发展。 （1课时） 

（三）国际汽车贸易术语和贸易合同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3.1国际贸易术语与国际惯例。 （1课时） 

3.2 6种常用贸易术语解释；贸易术语与汽车商品的价格。 （2课时） 

3.3国际汽车贸易品名条款；国际汽车贸易品质条款。 （2课时） 

3.4国际汽车贸易数量条款；国际汽车贸易包装条款。 （2课时） 

（四）国际汽车贸易运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4.1国际汽车贸易运输方式。 （1课时） 

4.2国际汽车贸易装运条款。 （1课时） 

4.3国际汽车贸易运输单据。 （2课时） 

4.4国际贸易中的海上运输保险。 （1课时） 

4.5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1课时） 

4.6国际汽车贸易中的保险条款与我国的做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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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汽车贸易支付与结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1课时） 

5.2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2课时） 

5.3国际汽车贸易支付方式选择。 （1课时） 

（六）汽车进出口贸易交易流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课时） 

6.1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1课时） 

6.2交易磋商。 （1课时） 

6.3合同的签订。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国际汽车贸易》，严龙茂主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04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汽车国际贸易》，连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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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汽车贸易案例分析（20%）、汽车贸易文

献阅读及论文（20%）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国际汽车贸易

术语、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国际汽车贸易运输、国际汽车贸易支付与结算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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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汽车贸易涵

盖的领域和汽车贸易的

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

贸易行业的方式、规

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贸易的

岗位和汽车贸易服务的职

业能力。 

1.1国际汽车贸易概述。 √   

1.2国际汽车市场。 √ √  

1.3国际汽车贸易政策。 √   

2.1 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概述；国际汽车技

术贸易发展态势。 
√  √ 

2.2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方式。 √ √  

2.3国际汽车技术贸易合同。 √  √ 

2.4国际汽车技术贸易最新发展。 √  √ 

3.1国际贸易术语与国际惯例。 √   

3.2 6 种常用贸易术语解释；贸易术语与

汽车商品的价格。 
√ √  

3.3 国际汽车贸易品名条款；国际汽车贸

易品质条款。 
√  √ 

3.4 国际汽车贸易数量条款；国际汽车贸

易包装条款。 
√  √ 

4.1国际汽车贸易运输方式。 √ √  

4.2国际汽车贸易装运条款。 √ √  

4.3国际汽车贸易运输单据。 √ √  

4.4国际贸易中的海上运输保险。 √  √ 

4.5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 √  

4.6 国际汽车贸易中的保险条款与我国的

做法。 
√  √ 

5.1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   

5.2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  √ 

5.3国际汽车贸易支付方式选择。 √   

6.1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 

6.2交易磋商。   √ 

6.3合同的签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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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金融》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2A1        英文名称：Automotive Finance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汽车营销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金融涵盖的领域和汽车金融市场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金融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金融服务的岗位和汽车金融服务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金融概述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1.1汽车金融服务的基本概念。 （0.5课时） 

1.2汽车金融服务的功能与特点。 （1课时） 

1.3汽车金融服务的环境分析。 （0.5课时） 

（二）金融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2.1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与信用制度。 （2课时） 

2.2利息、利率及其计算。 （3课时） 

2.3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及主要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 （2课时） 

（三）汽车消费信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3.1汽车消费信贷的概念与形式；汽车消费信贷实务。 （2课时） 

3.2汽车消费信贷操作性文件举例及说明。 （1课时） 

3.3汽车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汽车美容。 （1课时）  

3.4典型案例分析。 （1课时） 

（四）汽车保险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7课时） 

4.1汽车保险的概述；汽车保险的种类。 （1课时） 

4.2机动车辆保险实务。 （2课时） 

4.3汽车保险理赔。 （2课时） 

4.4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汽车保险案例分析。 （2课时） 

（五）汽车租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5课时） 

5.1汽车租赁概述；我国的汽车租赁业。 （1课时） 

5.2汽车租赁企业运营实务。 （2课时） 

5.3汽车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汽。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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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汽车租赁业常用的文书范本典型案例。 （1课时） 

（六）汽车置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6.1汽车置换服务概述；汽车置换服务的业务体系。 （1课时） 

6.2二手车鉴定估价的基本方法。 （2课时） 

6.3汽车置换操作实务。 （2课时） 

6.4汽车置换的手续办理及典型案例。 （1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金融服务》，何忱予主编，北京出版社，2014.07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金融服务》，马钧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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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汽车金融案例分析（20%）、汽车金融文

献阅读及论文（20%）及考勤作业等（1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消费信贷、

汽车保险、汽车租赁和汽车置换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C2%ED%BE%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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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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汽车金融涵

盖的领域和汽车金融市

场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掌握汽车

金融行业的方式、规则

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金融

服务的岗位和汽车金

融服务的职业能力。 

1.1汽车金融服务的基本概念。 √   

1.2汽车金融服务的功能与特点。 √   

1.3汽车金融服务的环境分析。 √   

2.1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与信用制度。 √   

2.2利息、利率及其计算。 √   

2.3 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及主要金融机构；

其他金融机构。 
√  √ 

3.1 汽车消费信贷的概念与形式；汽车消费

信贷实务。 
√  √ 

3.2汽车消费信贷操作性文件举例及说明。 √ √  

3.3汽车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汽车美容。  √   

3.4典型案例分析。   √ 

4.1汽车保险的概述；汽车保险的种类。 √   

4.2机动车辆保险实务。 √ √  

4.3汽车保险理赔。 √ √  

4.4 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汽车保险

案例分析。 
  √ 

5.1汽车租赁概述；我国的汽车租赁业。 √   

5.2汽车租赁企业运营实务。 √   

5.3汽车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汽。    

5.4汽车租赁业常用的文书范本典型案例。   √ 

6.1 汽车置换服务概述；汽车置换服务的业

务体系。 
√   

6.2二手车鉴定估价的基本方法。 √   

6.3汽车置换操作实务。 √   

6.4汽车置换的手续办理及典型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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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物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3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logistic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构造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熟悉汽车物流涵盖的领域和汽车物流的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系统掌握汽车物流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物流的岗位和汽车物流服务的职业能力。 

二、课程内容 

（一）汽车企业采购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8课时） 

1.1汽车物流概述和汽车物流分类。 （2课时） 

1.2采购物流概述；汽车产品生产采购与管理。 （4 课时） 

1.3采购绩效的评估。 （2课时） 

（二）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2.1生产物流概述；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组织。 （2课时） 

2.2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的管理。 （2课时） 

2.3汽车企业生产过程的物流控制。 （2课时） 

（三）汽车企业销售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3.1企业销售物流概述；汽车销售物流。 （2课时） 

3.2汽车国际贸易与物流管理。 （2课时） 

（四）汽车产品逆向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4.1逆向物流概述。 （2课时） 

4.2汽车产品的逆向物流。 （2课时） 

（五）汽车第三方物流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5.1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概述。 （1课时） 

5.2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方案设计。 （2课时） 

5.3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管理。 （1课时） 

（六）汽车物流标准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2课时） 

6.1汽车物流标准化概述。 （1课时） 

6.2汽车物流标准的编写方法。 （1课时） 

（七）汽车物流信息技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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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条形码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射频识别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GPS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2课时） 

7.2产品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汽车物流电子商务；物联网技术在汽车物流

中的应用。（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物流》，孟利清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08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汽车物流管理》，胡祥卫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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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主要包括：汽车物流案例分析（20%）、汽车物流文

献阅读及论文（20%）及考勤作业等（10%）。 

2. 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开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汽车企业采购

物流、汽车企业生产物流、汽车企业销售物流、汽车产品逆向物流和汽车第三

方物流等。 

五、附件 

 

制定人：  仝光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2017  年  07月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s/allbook/allauthor.asp?stype=author&sbook=%BA%FA%CF%E9%CE%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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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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汽车物流涵

盖的领域和汽车物流的

运营模式。 

目标 2：全面系统掌握

汽车物流行业的方式、

规则及行业要求。 

目标 3：了解汽车物流

的岗位和汽车物流服

务的职业能力。 

1.1汽车物流概述和汽车物流分类。 √  √ 

1.2 采购物流概述；汽车产品生产采购与管

理。 
√ √  

1.3采购绩效的评估。 √   

2.1生产物流概述；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组织。 √ √  

2.2汽车企业生产物流的管理。 √  √ 

2.3汽车企业生产过程的物流控制。 √ √  

3.1企业销售物流概述；汽车销售物流。 √   

3.2汽车国际贸易与物流管理。 √ √  

4.1逆向物流概述。 √ √  

4.2汽车产品的逆向物流。 √ √  

5.1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概述。 √   

5.2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方案设计。 √  √ 

5.3汽车行业第三方物流管理。 √  √ 

6.1汽车物流标准化概述。 √   

6.2汽车物流标准的编写方法。 √   

7.1 条形码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射频

识别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GPS 技术在

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  √ 

7.2 产品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汽车物流电子

商务；物联网技术在汽车物流中的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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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4A1        英文名称：Cognition Practice 

学分/学时：1/20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服务工程 

后续课程：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汽车服务企业管理等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了解汽车的发展历史。 

目标 2：了解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研究方向、内容。 

目标 3：掌握汽车服务流程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的总体结构、工作过程。 

二、课程内容 

（一）参观汽车服务企业，企业人士讲座。 （4学时） 

（二）认识汽车生产线，了解整车装配过程（工业参观）。 （4学时） 

（三）了解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发展，本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研究方向、

内容（讲座）。     （4学时） 

（四）职业规划讲座。 （2学时） 

（五）汽车总体结构、工作过程认知（实验室参观及视频演示）。 （4学时） 

（六）实习总结。 （2学时） 

三、课程教材 

无 

四、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平时成绩与期末实习报告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平时成绩占比 40%，主要包括：平时实习态度 20%；实习日记 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实习报告。 

五、附件 

 

制定人：  邵晓序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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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汽

车 的 发 展 历

史。 

了解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的研究方向、内

容。 

目标 3：掌握汽车服

务流程的一般程序

和方法。 

目标 4：掌握汽车的

总体结构、工作过

程。 

（一）参观汽车服务企业，企业

人士讲座。 
√ √ √ 

√ 

（二）认识汽车生产线，了解整

车装配过程（工业参观）。 
√ √  

√ 

（三）了解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发

展，本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研

究方向、内容（讲座） 

√ √ √ 

√ 

（四）职业规划讲座。  √ √ √ 

（五）汽车总体结构、工作过程

认知（实验室参观及视频演示）。 
√ √ √ 

√ 

（六）实习总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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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5A1        英文名称：Production Cost Analysis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后续课程：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生产成本的基本概念和进行生产成本管理的基本措施，了解

生产成本分析与管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目标 2：掌握直接影响生产的研发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管

理和作业成本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研发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

人工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管理对实际生产的影响。 

目标 3：掌握间接影响生产的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

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

对实际生产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 

（一）生产成本概述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6课时） 

1.1生产成本的定义，生产成本的构成，生产成本的特点，生产成本的管

理观念。  （2课时） 

1.2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掌握生产成本的计算方法，生产成本的管理方

法，生产成本的控制措施和单位成本的优化方法，了解生产成本的报表编制。

（2课时） 

1.3生产成本的管理流程，掌握生产成本的预算决策，生产成本的计划管

控，生产成本的核算分析和生产成本的督导考核。 （2课时） 

（二）研发成本、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和作业成本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

内容  （15课时） 

2.1 研发成本的概述，研发成本的预算决策，研发成本的计划管控，研发

成本的核算分析，研发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2研发成本的管理，包括开发设计、样品试制、样品采购和工装模具的

成本管理，研发成本的优化。 （3课时） 

2.3物料成本的概述，物料成本的预算决策，物料成本的计划管控，物料

成本的核算分析，物料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4物料成本的管理，包括供应厂商、原材料、外购部件、包装材料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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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储存的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的优化。 （2课时） 

2.5人工成本的概述，人工成本的预算决策，人工成本的计划管控，人工

成本的核算分析，人工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6人工成本的管理，包括固定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人员福利及

职位津贴的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的优化。 （3课时） 

2.7作业成本的概述，作业成本的预算决策，作业成本的计划管控，作业

成本的核算分析，作业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2.8作业成本的管理，包括生产办公、作业安全、作业效率、作业流程及

作业沟通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的优化。 （3课时） 

（三）设备成本、能源成本和质量成本模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11课时） 

3.1设备成本的概述，设备成本的预算决策，设备成本的计划管控，设备

成本的核算分析，设备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3.2设备成本的管理，包括设备采购、设备使用、设备维护及设备备件的

成本管理，设备成本的优化。 （3课时） 

3.3能源成本的概述，能源成本的预算决策，能源成本的计划管控，能源

成本的核算分析，、能源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3.4能源成本的管理，包括直接燃料、工业用水、环境绿化及厂房维护的

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的优化。 （3课时） 

3.5 质量成本的概述，质量成本的预算决策，质量成本的计划管控，质量

成本的核算分析，质量成本的督导考核。 （1课时） 

3.6 质量成本的管理，包括质量预防、质量控制、质量检验及检测器具的

成本管理，质量成本的优化。 （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生产成本管理实操手册》，孙科柳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企业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法研究》，蒙秋男著，科学出版社，2017.02 

2. 《归零成本管理—生产制造企业系统化运作模式》，苏文忠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03 

3. 《生产成本管理操作手册》，杨靖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06 

4. 《生产企业成本核算》（第 2 版），李艳等编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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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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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成绩占比 50%，主要包括：平时测验（30%）及考勤作业等（20%）。 

2.期末考核占比 5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的定

义、构成及特点、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生产成本的管理流程、研发成本管理、

物料成本管理、人工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和质量成本管理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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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生产成

本的基本概念和进

行生产成本管理的

基本措施，了解生

产成本分析与管理

在实际生产中的应

用。 

目标 2：掌握直接影响生产的研

发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人

工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管理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研发

成本管理、物料成本管理、人工

成本管理和作业成本管理对实

际生产的影响。 

目标 3：掌握间接影响生产

的设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

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措施，了解设

备成本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和质量成本管理对实际生

产的影响。 

1.1生产成本的定义，构成及特点 √   

1.2生产成本的管理措施 √ √ √ 

1.3生产成本的管理流程 √ √ √ 

2.1 研发成本的概述 √ √  

2.2研发成本的管理  √  

2.3物料成本的概述 √ √  

2.4物料成本的管理  √  

2.5人工成本的概述 √ √  

2.6人工成本的管理  √  

2.7作业成本的概述 √ √  

2.8作业成本的管理  √  

3.1设备成本的概述 √  √ 

3.2设备成本的管理   √ 

3.3能源成本的概述 √  √ 

3.4能源成本的管理   √ 

3.5 质量成本的概述 √  √ 

3.6 质量成本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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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质量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23D56A1  英文名称：Automobile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学分/学时：2/32     适用专业：汽车服务工程（试点） 

开课学院：机械学院 

先修课程：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一、课程目标 

目标 1：掌握质量与质量特性的描述，理解全面质量管理，掌握常用的质

量管理工具，掌握质量管理体系的描述方法、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内容。 

目标 2：掌握汽车零部件的构成及质量管理方法、不合格品的处理方法和

基本思路，了解汽车零部件的质量管理方法。 

目标 3：掌握整车质量检查流程与方法，能够描述 CCC认证的含义与步骤、

召回如何实施，能够理解汽车三包原则。 

目标 4：能够描述质量改进的概念、意义、方法以及步骤，能够按照企业

的要求逐渐质量管理小组、确定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主题，并对质量小组的活

动进行总结和汇报，能够展开 5S活动。 

二、课程内容 

（一）质量管理体系 （7课时） 

1.1质量管理的基础及相关理论 （3课时） 

1.2质量管理体系基础、ISO9000以及 TS16949 （4课时） 

（二）零部件质量管理 （7课时） 

2.1零部件质量管理基础，包括开发阶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以及量产阶段

的零部件质量管理 （3课时） 

2.2不合格品的质量管理及相关案例。 （4课时） 

（三）整车质量管理 （12课时） 

3.1 整车质量检查。 （3课时） 

3.2 CCC认证管理 （3课时） 

3.3 汽车召回管理 （3课时） 

3.4 汽车三包政策 （3课时） 

（四）汽车质量改进 （6课时） 

4.1 汽车质量改进基础 （1课时） 

4.2 质量管理小组及活动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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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S活动（2课时） 

三、课程教材 

（一）课程教材 

《汽车制造质量管理》，陈秀华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现代制造企业管理与实务》，俞鸿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09 

2.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1 

3. 《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第 7 版），焦叔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5 

4. 《汽车维修质量控制与管理》，刘元鹏等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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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作业（20%）。 

2. 期末考核占比 60%，采用闭卷考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体系、

零部件质量管理、整车质量管理、汽车质量改进等。 

五、附件 

 

制定人：  王强  审核人：  王强  批准人：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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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质量与

质量特性的描述，理

解全面质量管理，掌

握常用的质量管理

工具，掌握质量管理

体系的描述方法、

ISO9000 质量管理体

系、ISO/TS16949 质

量管理体系的相关

内容 

目标 2：掌握汽

车零部件的构

成及质量管理

方法、不合格品

的处理方法和

基本思路，了解

汽车制造过程

中使用的零件

的质量管理方

法 

目标 3：掌握

整车质量检

查流程与方

法，能够描述

CCC 认证的含

义与步骤、召

回如何实施，

能够理解汽

车三包原则 

 

目标 4：能够描述质量

改进的概念、意义、

方法以及步骤，能够

按照企业的要求逐渐

质量管理小组、确定

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

主题，并对质量小组

的活动进行总结和汇

报，能够展开 5S活动 

1.1质量管理的基础及相关理论 √    

1.2质量管理体系基础、ISO9000以及

TS16949 
√    

2.1零部件质量管理基础，包括开发阶

段的零部件质量管理以及量产阶段的

零部件质量管理 

 √   

2.2不合格品的质量管理及相关案例。  √   

3.1 整车质量检查   √  

3.2 CCC认证管理   √  

3.3 汽车召回管理   √  

3.4 汽车三包政策   √  

4.1 汽车质量改进基础    √ 

4.2 质量管理小组及活动    √ 

4.3 5S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