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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基本要求，本科学生实践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本文通过对现有培养模

式实践教学所存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实际需求，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为例，探索如何构建工程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加快工程教育改革步伐，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实践等方面走出独具特色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对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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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培养的工科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薄弱。因此，以现代工程教育为导向，建立起以能

现代工程教育理念起源于美国，它是伴随美国工程教
育的变革历程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指导工程教育改革的理

力培养为主线，以工程实践为依托，以强化工程实践能力、

论体系。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高校

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为突破口，理论与工程实践

转变办学理念、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及改革人才培养

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形成与课堂教

模式，培养面向工业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优秀工程

学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是必要的，也是紧

技术人才提到日程上来。中国高等工科教育突出的问题是

迫的。
本文依据现代工程教育理念，针对中国工科教育中存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2012-JKGHAB-0034)；
河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2014Z-017）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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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突出问题，在广泛调研、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材料

年增加，第四年达到最高。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的制定、实践教学体

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两根脉络并行，即在强调工程教

系的构建、工程实践教学基地的打造以及质量保障体系的

育的同时，不过多减弱科学教育，达到科学教育和工程教

规范化进行了探讨。

育并存。

2．问题分析

采取的两项措施，一是提高工程实践环节学分，增加

由于多年的习惯，更多地强调理论教学，忽略了实践

企业理论课程教学环节，如表 1 和 2 所示实践教学环节的

教学在工科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实践教学的问

学分大幅度提高，由 37 学分提高到 47 学分，提高了 27%；

题较为突出。

二是校企合作进行课堂教学，即吸收优秀的企业教师参与

首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理论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或把一些专业性强、公艺性强、偏重设备的专

与生产实践内容结合不紧。

业课程直接放到企业进行，首次明确了专业课教学、工程

其次，实践教学目的不明确，主要是为了完成实践教

实践教学环节中企业参与教学必须完成的学分数。

学“学时数”。实践内容与生产脱离，只把实习简单地看作
表 1 工程实践教学计划进程表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偏重于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为目标，很少考虑实习单位生产、科研、经营的客观需要。

实践名称

第三，学校投人实践教学经费较少，缺乏固定实习场

学分

实施学期

所，再加上实习时间不充足，实习面窄，内容单一，实践

社会实践与企业文化

3

1、2、7

教学流于一种形式，更谈不上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材料成型工艺设备认知与实践

5

7

材料成型工艺案例与设计

4

7

考核、学生实习成绩评定等)没有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模

工装、模具设计及实践

4

7

式，无“度”可约，无“纲”可依。

标准、规范及产品检验

3

7

生产运行管理实践

3

7、8

材料成型创新实践与毕业设计

18

8

第四，实践教学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实践教学体系，
对实践教学计划、大纲、实习教材、进度、实习评价(师资

第五，实践教学中突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不够。对实践教学的过程管理模糊，对目标管理缺乏科学
的评价体系，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生产实习方式、开放实
验室等方面无法适应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实践教学内容安

表 2 企业理论课程教学计划进程表

排难以适应开放式教学管理和学生个性培养的需求。
专业（方向）

3.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3.1 面向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铸造方向

培养方案是学校教育教学理念的重要体现，不仅反映
学校自身的办学定位，也体现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文化底
蕴。河南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基于现代工程
锻压方向

教育理念的工程实践培养方案应以现代工程教育理念为基
础，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工程实践教学为研究对象，
发挥学校所在地的地域优势，以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工程
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为核心，优化了课程设置，调整

焊接方向

了教学内容，增加了企业实践培养环节。并遵循“一条工程
教育主线贯穿始终，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两根脉络并行，

课程名称

学分

实施学期

铸造设备及其自动化

3

7

造型材料

2

7

铸造车间规划设计

2

7

锻压设备及其自动化

3

7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

2

7

锻压节能减排新技术

2

7

焊接设备及其自动化

3

7

焊接材料

2

7

焊接车间规划设计

2

7

提高工程实践环节学分和校企合作课堂教学两种措施共
推”的指导思想，构建了课程体系，完善了培养方案以着重

根据培养要求和指导思想，构建了“三课一环节”课程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与创

体系构架。所谓“三课”即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平台课程和

新能力为目标。

专业课程；“一环节“即工程实践环节。以“通识教育课程+
学科平台课程”支撑学生的科学基础和人文基础，以“专业

一条工程教育主线贯穿始终，即把工程教育贯穿工科

课程”支撑学生的工程实践基础。

学生四年的整个培养过程，由浅入深，工程实践的分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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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科学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突出特色培养

工程认知训练环节：为学生构建面向专业生产和工程
应用的训练平台，受到最基本的工程技术和操作技能方面

河南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按照“强化基

的训练。包括金工实习、电工电子实习、工艺技术训练等

础、逐步提高、面向工程、突出创新”的工程实践教学体系

环节。学生主要掌握基本工具、各种仪器仪表的使用，以

改革的基本思路，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三类型八环节”实

及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

践教学体系，即设置 8 个工程实践教学环节，可对学生进

工程设计训练环节：根据专业特点，依照专业所应具

行 3 种不同类型的工程实践训练。

备的能力结构要求进行的设计训练，主要包括专业课程设
计、工艺设计等环节。课程设计选题结合生产实际，覆盖
产品设计、工装设计、工艺设计、车间设计等。通过设计
训练使学生识图绘图能力、运用标准能力、工艺分析能力、
结构分析能力和材料选择能力得到提高。
工程技能训练环节：强化学生对专业知识和工程技能
的认识，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由专业技能综合训练、生产实习等实践环节构成。
充分利用洛阳市机械制造业基地的优势，与大中型企业合
作成立校外实践基地，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实际和社会实
践的紧密结合，为产学研结合教育提供平台，使学生熟悉
现代化生产技术和装备、生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检测等，
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得到显著提高。
工程综合训练环节：根据专业特点，依照专业所应具
备的能力结构要求进行的专业综合能力训练，为学生构建
专业能力提升的平台。包括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完

图1

善学生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规范，选题结合科研

实践教学体系

与生产，使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得到提高。
（3）工程创新类训练：以产品、工艺研发和科研训练

（1）工程素养类训练：以提高学生科学精神、综合素

为主，突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质、人文素养、品德修养为主，培养大学生扎实的理论基

养。强化学生的创造性、探索性思维，包含研发训练、创

础、初步的科学实验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新训练环节。

队精神和创业意识，包含基本技能、人文素养两个环节。

研发训练环节：目的是对学生进行产品、工艺设计和

基本技能环节：主要由课程实验组成，目的是培养学

科研能力的训练，包括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P）等。

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锻炼分析问题

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行 SRTP 项目立项，在一定数额经费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主要对课

的资助下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训练，使参加学生的实践能

程中所涉及到的定理、定律进行验证和推导。对于某些专

力、创新意识和科研精神得到充分锻炼。通过该项目的实

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主要对课程中的应用成果进行试验。

施，可进一步发挥学科和师资优势，解决企业研发人员缺

所有的主干课程均开设综合性实验或设计性实验，其开设

乏的窘境，建立一批企业研发和学科竞赛训练基地。

率在 85％以上。

创新训练环节：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使学

人文素养环节：包括社会实践活动、企业文化、企业

生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升华，突出学生个性发展，提高

管理、生产经营等训练环节。通过举办内容丰富、题材广

学生创新能力。包括学生研发和科研立项、科技创新竞赛

泛的人文、社科、艺术及自然科学系列的主题讲座，通过

（大学生“挑战杯”竞赛、数学建模竞赛、各种专业创新大

深入企业理解企业文化内涵、企业管理模式、生产经营观

赛等）环节。

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熏陶。
（2）工程实践类训练：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工程问

3.3 发挥地域优势，打造工程实践教学基地群

题、综合运用学科知识的能力及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基本操

建设高质量的工程实践教学基地是推动高校转变教育

作技能为主，包含工程认知训练、设计训练、技能训练、

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升

综合训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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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相关实践环节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工程知识和工程素质，

的关键。目前，河南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依

培养了学生的工程综合素质以及交流合作能力，促进了工

托学校所在地洛阳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

程实践教学的规范化。

充分发挥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密集、技术力量雄厚、

为保障工程实践环节的教学质量，建立了领导听课、

装备制造业人才多的优势，探索了工程实践教学中校企合

专家评教、同行评教和学生评教的“一听三评”质量评价体

作运行机制，搭建了由“2 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学基地为依

系，不断反馈听课、评教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实践教学环

托、5 个大型企业院所支撑、众多特色鲜明中小企业共助”

节健康运行。

的“2+5+N”工程实践教学基地群。

4．结束语

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建立了国家重型装
备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为工实

基于现代工程教育理念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实

践教学实施提供了平台保障；与中国一拖集团公司、洛阳

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应以现代工程教育为为导向，打破基础

轴承集团有限公司、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中船重工 725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知识传授为特征的传统结构，

研究所、河南柴油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5 个大型企业院

建立起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工程训练为依托，以精练理

所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丰富了实践教学内容，进一步巩

论教学、强化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突破口，理论与工

固了工程实践教学的根基；与洛阳北方企业集团公司、洛

程实践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形成与

阳环球模具公司、洛阳市古城铸造厂、洛阳牡丹焊剂厂、

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并根据办
学特色对其中的重要实践环节提出规范性要求。

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等众多
特色鲜明的中小企业、研究所建立了校外实践基地，为校
企合作实践教学的实施拓宽了渠道、增加了专业特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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