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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该课程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衔接基础课和专业

课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材料研究和应用的相关基础知识，并

为后续专业课学习奠定基础。该课程涉及到的知识点多、理论性强、内容抽象。提高实际动

手能力以及开发新材料体系奠定基础，其优势在于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着力于学生对知

识的融通运用和能力的综合训练，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1、4.1、5.1、9.1、12.1） 

  1. 掌握数学知识，具有较强的数学计算能力；并能将其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对应

毕业要求：1.1）； 

  2. 掌握自然科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具备实验设计、分析、总结的能力（对应毕

业要求：4.1）； 

  3. 具有开发，选择与使用现代制备及检测的专业设备、技术来分析材料成型专业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对应毕业要求：5.1）； 

  4.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有

效作用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

发挥有效作用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5.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

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显微镜的成像原理与应

用 

1. 了解金相显微镜的成像

原理及机械构造 

2. 掌握金相显微镜的使用

方法 

3. 了解金相显微镜的适用

范围及维护方法 

1. 金相显微镜的成像原

理，放大倍数，光学系统的

像差； 

2. 金相显微镜的构造及性

能，数值孔径，辨别率，有

效放大倍数，明视场和暗视

场。 

1 讲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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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金相样品制备 

1. 学习金相样品的制备方法 

2. 了解金相显微组织的显

示方法 

3. 了解金属腐蚀液的种类 

1. 了解金相样品粗磨，细

磨，抛光，腐蚀的过程； 

2. 了解不同成分的金属材

料对应不同腐蚀液。 

1 讲授 1-5 

3 

三、Fe-Fe3C 合金相图 

1. 了解铁碳合金中的相、组

织组成物、组织形态及分布

特征 

2. 认识并了解含碳量对铁

碳合金组织的影响，掌握利

用杠杆定律计算含碳量的方

法 

1. 认识铁碳合金基本的

相；铁素体、渗碳体、珠光

体、低温莱氏体； 

2. 根据含碳量分成工业纯

铁、亚共析钢、共析钢、过

共析钢、亚共晶白口铸铁、

共晶白口铸铁、过共晶白口

铸铁。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5 

4 

四、金属硬度计的原理及其

使用 

1. 了解布氏、洛氏、维氏三

种硬度计的工作原理 

2. 学会操作布氏、洛氏、维

氏三种硬度计，了解如何进

行日常维护和保养 

3. 了解布氏、洛氏、维氏三

种硬度计的测量范围和适用

范围 

1. 了解金属不同成分不同

处理条件下对应的硬度种

类； 

2. 了解各种硬度计的压

力，压头作用时间的确定方

法。 

2 
实验 

讨论 
1-5 

5 

五、二元平衡相图测试 

了解热分析法相关概念，掌

握差热分析法测试原理，学

会用差热分析法测绘 Sn-Pb

二元相图 

1. 掌握二元相图的概念，

测试原理； 

2. 了解二元相图的实验设

备； 

3. 测试合金或纯金属的加

热曲线； 

4. 结合其他人数据，绘出

Sn-Pb二元相图。 

2 
实验 

讨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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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六、材料的形变及回复和再

结晶综合实验 

1. 认识并加深理解塑性变

形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2. 通过观察组织加深对回

复和再结晶的理解 

3. 认识并理解冷变形金属

在回复再结晶后组织性能的

变化 

1. 综合分析材料成分、显

微组织及性能之间的相互

关系； 

2. 认识并加深理解塑性变

形对金属显微组织和性能

的影响。 

2 
实验 

讨论 
1-5 

7 

七、定量金相分析方法 

1. 了解定量金相的基本符

号和基本方程的意义 

2. 掌握在金相显微镜下进

行定量分析的基本原理 

3. 熟悉计算机定量金相技

术测定体积分数的实验方法 

1. 了解定量金相中点线面

的各种符号； 

2. 掌握基本的测量方法； 

3. 了解各种测量方法种类。 

2 
实验 

讨论 
1-5 

8 

八、宏观铸造组织及缺陷组

织的观察 

1. 对典型的宏观铸造组织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2. 对凝固过程中产生的缺

陷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1. 凝固的基本规律； 

2. 纯金属形核和晶体长

大； 

3. 铸锭组织的形成和控制。 

2 
实验 

讨论 
1-5 

四、其他教学环节 

1. 大作业 

2. 自主实验（课外 8学时）： 

（1）经拉伸切割完，学生镶嵌样品； 

（2）进行样品制备、粗细磨、抛光、腐蚀； 

（3）金相组织观察分析、每人均拍摄不同放大倍数下的显微组织照片； 

（4）定量金相以确定自己手中钢号； 

（5）硬度测量； 

（6）最终进行数据汇总、分析，写出一篇实验论文。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学期：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日强）、

功能材料专业；秋季学期：材料物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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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普通化学》、《材料力学》、《材料热力学》。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平时成绩：60 分 

  （1）出勤：10 分；（2）样品制作：10 分；（3）金相照片：10 分；（4）定量检测：

10分；汇总分析：10 分；平时表现：10分 

  2. 期末大作业：4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高路斯主编. 材料科学基础实验（第一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高路斯 

课程负责人：高路斯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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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原理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结合《材料成型原理》开展的实验课，是材料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程。在实验中。通过流动性、铸造应力、焊接、塑性变形等实验观，影响流动性和铸造应力

的因素。巩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金属材料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

的基础。强化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资质技能，掌握金属塑性和超塑性，金

属的化学成分、变形温度、变形速度对塑性的影响。根据焊接件，具有综合的分析评价能力。

具备分析材料组织结构、成型条件与性能之间关系的基本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4.2、9.1、12.1） 

1. 通过实验来理解凝固、塑性变形、传热传质流动、应力应变、缺陷等理论知识；能

够综合应用凝固、塑性变形等知识，分析材料成型过程现象、缺陷和影响机理（对应毕业要

求：4.2）； 

2. 能够综合应用材料成型原理知识具备分析材料组织结构、成型条件与性能之间关系

的基本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实验类型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铸造合金

熔炼和流

动性检测

综合实验 

理解液体金属流动性与合金成

分和温度的关系。使学生具有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实践中基

本掌握并使用各种技术、技能和

现代化工程工具的能力。主要内

容： 

1. 纯金属液流动性的测量； 

2. 合金液流动性的测量； 

3. 浇注温度对流动性的影响。 

4 验证 
讲授 

动手操作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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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铸造应力

检测实验 

1. 铸造合金凝固过程中铸造应

力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以及其与

温度的关系； 

2. 合金成分对铸造应力影响。 

2 验证 
讲授 

动手操作 
1、2、3 

3 

焊接接头

性能评价

及分析综

合实验 

1. 掌握焊接的基本工艺； 

2. 掌握焊接方法的组织特点，

焊接接头力学性能影响因素。 

6 综合 
讲授 

动手操作 
1、2、3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成型原理》。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 80%实验报告成绩+20%操作过程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指导书 

2. 主要参考书 

（1）方大成、姚曼、徐久军、王旭东编著. 凝固科学基础. 科学出版社,2013 

（2）刘黎明编著. 材料成型原理. 校内讲义,2002 

 

 

制  定  者：季守华 

课程负责人：季守华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部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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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学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结合《金属材料学》开展的实验课，是材料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在实验中，通过观察、绘制各种材料的金相组织，掌握典型金属材料使用性能要求及由此所

需要的化学成分、微观组织和加工工艺，巩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

着重各种组织的观察和画法，掌握典型金属材料不同热加工工艺条件下的微观组织及宏观、

微观缺陷，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金属材料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4.2、5.2、9.1、12.1） 

  1. 通过观察、绘制各种材料的金相组织，巩固金属材料学理论知识，明确各种特殊用

钢的使用性能要求和加工工艺（对应毕业要求：4.2、5.2、9.1、12.1）； 

  2. 掌握不同用途钢的热处理特点及对应的显微组织（对应毕业要求：4.2、12.1）； 

  3. 熟练操作金相显微镜（对应毕业要求：5.2）。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工程结构用

钢显微组织

观察 

1. 了解工程结构用钢的分类及应用； 

2. 掌握工程结构用钢的热处理工艺及显微

组织。  

2 
讲授 

绘制 
1-3 

2 

机械零件用

钢的显微组

织观察 

1. 了解机械零件用钢的分类及应用； 

2. 熟悉常用机械零件用钢的热处理工艺及

显微组织； 

3. 了解机械零件用钢的组织缺陷。 

2 
讲授 

绘制 
1-3 

3 

工具钢和模

具钢的显微

组织观察 

1. 了解各种常用工具钢的显微组织特点； 

2. 掌握高速钢铸态、锻造退火、淬火及回

火组织变化； 

3. 熟悉常用冷热模具钢的显微组织及热处

理工艺； 

4. 了解工、模具钢常见的热处理组织缺陷。 

2 
讲授 

绘制 
1-3 

4 

不锈钢和耐

热钢的显微

组织观察 

1. 了解不锈钢及耐热钢的分类方法； 

2. 掌握几种常见的不锈钢及耐热钢的热处

理工艺及显微组织。 

2 
讲授 

绘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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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铸铁的显微

组织观察 

1. 熟悉各种铸铁的分类和应用； 

2. 掌握各种铸铁的金相显微组织特征。 
2 

讲授 

绘制 
1-3 

6 
有色金属显

微组织观察 

1. 了解铝合金及铜合金的分类；  

2. 掌握典型的铝、铜合金在不同状态下的

显微组织特征。 

2 
讲授 

绘制 
1-3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固态相变》、《金属材料学》。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总成绩：100分 

（1）出勤：8分；（2）报告：72分；（3）测试：2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金属材料学实验讲义. 校内印刷 

  2. 主要参考书 

（1） 戴起勋编著. 金属材料学（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2）金属材料学课程实验指导书. 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  定  者：戚琳 

课程负责人：马海涛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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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相变原理及应用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主要是研究金属材料固态相变的原理与理论，在金属材料加工过程中，为了得到

需要的组织，以热处理理论为基础必须正确选定热处理工艺，制定好工艺路线，了解和掌握

金属材料的性能与成份、组织、结构以及热处理工艺之间的关系；观察分析各种金相组织以

及等温转变和回火转变的各种组织形貌，各种合金元素的加入对钢的各种性能的影响，对金

属材料类本科生是十分重要的。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3、3.2、4.1、12.1） 

  1. 掌握电工和机械相关工程技术知识；具有运用相关工程技术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3）； 

  2. 能够基于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生产工艺、性能的基本规律，针对材料成型过

程及控制工艺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合理选材，或者设计/开发成型技术及工艺流程，满足

特定需求（对应毕业要求：3.2）； 

  3. 掌握自然科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具备实验设计、分析、总结的能力（对应毕

业要求：4.1）； 

  4.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

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钢的奥氏体晶粒度

测定 

1. 掌握奥氏体晶粒度

的测定原理和方法 

2. 熟悉和影响奥氏体

晶粒大小的因素 

1. 晶粒度评定标准； 

2. 测定方法、不同加热温度对不

同钢种晶粒度大小的影响。 

2 

讲授 

实测 

讨论 

1-4 

2 

二、钢的过冷奥氏体等

温转变曲线的测定 

1. 了解 C 曲线测定的

基本原理 

2. 了解 C 曲线测定有

哪些方式 

3. 如何应用金相硬度

法测定 C 曲线 

1. C 曲线测定、不同过冷度下恒

温转变奥氏体显微组织； 

2. 不同过冷度下金属硬度变化规

律； 

3. 实验时分工明确、相互合作、

动作迅速。 

2 
讲授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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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钢中珠光体马氏体

形貌分析特征 

1. 了解马氏体珠光体

分类 

2. 珠光体马氏体形成

条件、晶体学特点 

1. 掌握珠光体马氏体形态、组织

特征； 

2. 分析珠光体马氏体组织形态与

性能之间的关系； 

3. 了解不同含碳量下马氏体形态

特点即形成条件。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4 

四、钢的回火转变 

1. 了解钢的回火过程

中组织及性能变化的

一般规律 

2. 熟悉回火的不同目

的 

3. 了解回火工艺及应

用范围 

1. 掌握钢在回火过程当中组织和

性能变化的一般规律； 

2. 熟悉回火工艺及应用范围。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5 

五、钢的淬透性测定 

1. 了解测定淬透性的

一般方法 

2. 熟悉末端粹火法测

定钢的粹透性的基本

原理 

1. 比较碳钢和合金钢的淬透性的

不同之处； 

2. 了解断淬法的实验原理和方

法； 

3. 掌握影响钢的淬透性的因素。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6 

六、混合组织分析 

1. 进一步加深对典型

组织形貌特征的认识 

2. 培养对复杂显微组

织的分析能力。 

1. 正确分析不同热处理条件下试

样的显微组织； 

2. 学会分析热处理工艺与显微组

织的对应关系； 

3. 学会分辨各种复杂组织的辨别

能力。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物理》、《化学》、《材料力学》、《材料热力学》、《材料科学基

础》。 

  5. 学时：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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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实验报告 90分（六个报告，每个 15分）+ 出席 1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高路斯、张贵峰、黄昊编. 固态相变原理及应用实验与习题.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高路斯 

课程负责人：高路斯 

专业负责人：张贵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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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方法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结合《材料分析方法》课程开设的实验课，是材料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

础课程。本课程主要包含 6 个部分：扫描电子显微分析实验；X射线衍射分析实验；透射电

子显微分析实验；电子探针 X射线显微分析实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实验；激光扫描共聚

焦显微分析实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会更进一步了解现代专业检测设备及其局限性，

为以后从事不同金属材料研究和检测提供必要的支持。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2.3、4.3、5.1、9.1） 

1. 学习材料微结构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近代材料分析方法和手段，了解各种大型设

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初步掌握大型设备的操作方法（对应毕业要求：4.3、5.1）； 

2. 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材料成分、组织及性能的对应原理，应用各种大型设备进行材

料成分、组成及微结构分析，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3. 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开放性实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对应毕业要求：

9.1）； 

4.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学习能力，使学生掌握先进的测试实验方法，得到实验技能的

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

2.3）； 

5. 了解材料分析方法的前沿和新发展动向（对应毕业要求：4.3、5.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学生实验内容为实验项目 1 仪器工作原理+2 个任选实验项目（从实验项目 2-7 中任选

两个）。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仪器工作原理（必选） 

各设备的原理及相关背景

知识介绍 

1. 了解各设备的工作原

理； 

2. 了解设备的主要优势

及局限性。 

4 讲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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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扫描电子显微分析实

验（任选） 

1. 掌握样品的制备方法、

成像原理 

2. 观察二次电子像、背散

射像 

3. 观察金属断口形貌并

分析断裂机理 

4. 样品微区成分分析 

1. 掌握扫描电子显微镜

使用方法； 

2. 了解扫描电子显微镜

的优势及局限性。 

4 
讲授 

动手操作 
1-5 

3 

二、X射线衍射分析实验

（任选） 

1. 粉末样品物相分析方

法 

1. 掌握 X射线衍射仪的

使用方法； 

2. 了解 X 射线衍射仪的

优势及局限性。 

4 
讲授 

动手操作 
1-5 

4 

三、透射电子显微分析实

验（任选） 

1. 掌握样品的制备方法、

成像原理 

2. 观察样品微观组织形

貌（任选） 

1. 掌握透射电子显微镜

的操作方法； 

2. 了解透射电子显微镜

的优势及局限性。 

4 
讲授 

动手操作 
1-5 

5 

四、电子探针 X射线显微

分析实验 

1. 定量点分析样品微区

元素 

2. 定性面分析样品微区

元素 

1. 掌握电子探针的操作

方法； 

2. 了解电子探针的优势

及局限性。 

4 
讲授 

动手操作 
1-5 

6 

五、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实验（任选） 

1. 掌握样品的制备方法 

2. 样品宏观化学元素定

性、定量分析 

1. 掌握 X射线荧光光谱

仪的操作方法； 

2. 了解 X射线荧光光谱

仪的优势及局限性。 

4 
讲授 

动手操作 
1-5 

7 

六、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

分析实验（任选） 

1. 样品制备方法 

2. 工作原理 

3. 微观组织形貌观察 

4. 粗糙度测量 

1. 掌握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的操作方法； 

2. 了解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的优势及局限性。 

4 
讲授 

动手操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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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教学环节 

预习材料基础知识及《近代材料分析方法实验教程》（课外 6学时）： 

（1）金属材料成分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与性能的关系； 

（2）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有关《近代材料分析方法实验》所涉及的相关大型

贵重设备。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 

春季学期：材料物理专业。 

秋季学期：材料成型与控制、金属材料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日强）、功能材料专业。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应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普通化学》、《材料力学》、《材料热力学》。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20%平时成绩（出席 5分+实际动手能力 15分）+80%考试成绩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邹龙江主编. 近代材料分析方法实验教程. 大连理工大出版社,2013 

2. 主要参考书 

（1）王焕庭等主编. 机械工程材料. 大连理工大出版社,2000 

（2）王轶农主编. 材料分析方法. 大连理工大出版社,2011 

（3）赵杰主编. 材料科学基础. 大连理工大出版社,2010 

 

 

制  定  者：邹龙江 

课程负责人：邹龙江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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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及力学性能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在学习掌握金属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和锻炼，使学生能够掌握一些

金属物理和力学性能设备的操作和材料性能的测试方法，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了对材料性能的感性认识。本课程主要是介绍金属材料的

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测试设备的原理和理论。在材料工业中，需要对材料的性能进行测试和

分析，判断出材料的性能如何，为科研和生产提供重要数据。对材料科学和工程具有重要意

义。 

金属物理及材料性能实验可分为两类： 

1. 以金属材料物理性能分析为基础的。包括热分析、磁学性能测量、热导率测量等。 

2. 以金属力学性能分析为基础的。包括金属拉伸、系列冲击、缺口拉伸试验等。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2、4.1、4.3、9.1） 

  1. 掌握物理、化学、力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能够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对应

毕业要求：1.2）； 

  2. 掌握自然科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具备实验设计、分析、总结的能力（对应毕

业要求：4.1）； 

  3. 能够设计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相关的分析、测试、检验等实验，对材料控制

工程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计算机模拟及信息处理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对应毕业要求：

4.3）； 

  4.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有

效作用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金属拉伸实验 

1. 了解碳钢拉伸曲线

的含碳量与其强度、塑

性之间的关系 

2. 简单了解万能实验

拉伸机的构造及其使

用方法 

1. 掌握屈服、抗拉强度，延伸率、

收缩率的测定方法； 

2. 了解塑性材料、脆性材料拉伸

曲线的不同； 

3. 了解碳钢拉伸曲线的含碳量

与其强度、塑性之间的关系。 

2 

讲授 

拉伸 

计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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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缺口拉伸实验 

1.了解材料在硬性应

力状态下和应力集中

下的脆化倾向 

2. 有无缺口下受力曲

线的分布 

1. 熟悉缺口敏感系数 qe 的测试

方法； 

2. 大于 1 或小于时分别表明材

料的什么状态。 

2 

讲授 

拉伸 

计算 

1-4 

3 

三、系列温度冲击实验 

1. 掌握金属材料冲击

值的测定方法 

2. 平面四杆机构的设

计方法 

1. 学会用能量法及断口形貌法

确定金属不同温度下冷脆转变温

度 Tk，熟悉其测试方法； 

2. 了解冲击试验机结构、工作原

理及其使用方法。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4 

四、材料电导率测量实

验 

学习 D60K 型数字金属

电导率测量仪的工作

原理和使用方法 

1. 熟悉金属材料电导率测试的

试样制备； 

2. 深化对金属材料电导率物理

本质的认识，掌握如何通过电导

率测试来分析和研究材料。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5 

五、材料热性能测量实

验 

学习DTAS-IA型测试仪

和 PCY-Ⅲ型热膨胀系

数测试仪的工作原理 

1. 深化对材料热容和热膨胀系

数物理本质的认识； 

2. 掌握如何通过磁性测试来分

析和研究材料； 

3. 熟悉材料热容和热膨胀系数

测试的试样制备。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6 

六、材料电导率测量实

验材料磁性测量实验 

学习FD-BH-I型磁性材

料测试仪的工作原理

和使用方法 

1. 熟悉金属材料磁性测试的试

样形式，测试步骤和数据处理方

法； 

2. 深化对磁滞回线和饱和磁化

强度物理本质的认识，掌握如何

通过磁性测试来分析和研究材

料。 

2 

讲授 

讨论 

实验 

1-4 

四、其他教学环节 

  大作业： 

（1）实验目的； 

（2）实验原理及实验内容和步骤； 

（3）进行计算并将实验结果进行合理解释。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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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普通化学》、《工程力学》、《材料热力学》、《材

料科学基础》、《固态相变原理》。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平时成绩：50 分 

  （1）出勤：10分；（2）课堂表现 40分 

  2. 期末大报告：5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校内自编教材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高路斯 

课程负责人：高路斯 

专业负责人：曹志强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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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检测与控制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工科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基本实验课程之一，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学生学习和掌握有关材料成型方面检测和控制相关课程。该课程以电炉炉温检测与控制、液

位、流量测试与控制、传感器综合实验为依托，着重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工程应用

的相互联系；培养学生材料成型及加工过程相关参数的控制方面能力。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4.3、5.2、6.3、12.1） 

1. 通过液位、流量测试与控制实验，使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对材料加工

过程中的物理量——流量、液位等的检测与控制方法、原理和硬件组成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熟悉各种工业传感器、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和原理。了解工业控制器的 PID特性（对应毕业要

求：5.2）； 

2. 冶金工业上电炉主要用于钢铁、铁合金、有色金属等的熔炼、加热和热处理。炉温

的稳定性和炉温检测的精度对铸造材料的性能影响很大。因此电炉炉温的检测与控制是非常

重要的工作。本实验采用可控硅调压模块和智能型温控仪表对炉温进行检测、控制。通过本

实验，学生应该对材料加工过程的重要物理量—“温度”的检测与控制方法及原理，炉温检

测与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有较深刻的了解（对应毕业要求：6.3）； 

3. 通过传感器综合实验，使材料成形与控制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材料加工过程中经常使

用到的温度、力、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实际应用有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对其余

各种传感器的特点、类型以及工作原理形成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对应毕业要求：4.3）； 

4. 培养同学们基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基础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开展专业基础

实验，准确分析并解释实验数据，并将实验结果进行关联以获得有效结论的能力。培养同学

分析或预测产品设计、研发和加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应毕业要求：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液位、流量测

试与控制实验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熟悉各种工业传感器、控制器的使

用方法和原理； 

3. 了解工业控制器的 PID特性； 

4. 了解材料加工过程中的物理量——

流量、液位等的检测与控制方法。 

8 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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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电炉炉温检测

与控制实验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钢铁、铁合金、有色金属等的

熔炼、加热和热处理方式； 

3. 了解炉温的稳定性和炉温检测的精

度对铸造材料的性能影响； 

4. 了解可控硅调压模块和智能型温控

仪表对炉温进行检测、控制； 

5. 了解材料加工过程的重要物理量—

“温度”的检测与控制方法及原理。 

8 实验 2、4 

3 
三、传感器综合实

验 

1. 了解材料加工过程中经常使用到的

温度、力、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以及

实际应用； 

2. 了解各种传感器的特点、类型以及

工作原理。 

8 实验 1、3、4 

四、其他教学环节 

  基础实验仪器认知——各实验仪器认知教学。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过程检测及控制》、《冶金原理及工艺》。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总成绩：100分 

  （1）出勤：10分；（2）报告一：30分；（3）报告二：30分；（4）报告三：3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实验室编. 材料成型检测与控制实验. 校内讲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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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参考书 

  （1）杨明波编. 金属材料实验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业,2008 

  （2）王晓红编. 传感器应用技术.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制  定  者：姚平坤 

课程负责人：姚平坤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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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工艺学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结合《材料成型工艺学》开展的实验课，是材料成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实验

课。在实验中通过液体金属充型过程 PIV物理模拟：观察浇注系统和型腔内流体的流动状况；

激光-电弧焊接演示性实验：了解激光-电弧复合热源焊接与普通电弧焊接的特点。焊接机器

人演示性实验：了解先进焊接方法及控制技术。观察金属轧制塑性变形及其微观组织演化，

来巩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强化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资质技能，对材料

铸造、金属轧制、拉拔、焊接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和基本原理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研

究新型材料,开拓新型的材料成形技术及提高材质和成形产品的质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

实际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

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4、2.2、3.2、4.1、4.2、6.3、12.1） 

1． 掌握材料成型基础知识，通过 PIV 实验，进行自主设计、自主解决材料成型工程

相关的科学问题和工程实际问题（对应毕业要求：2.2、3.2、4.1、4.2、6.3、12.1）； 

2． 掌握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技术，学习焊接机器人的简单编程并实际操作。了解本领

域最新的焊接技术（对应毕业要求：1.4、2.2、3.2、4.1、4.2）； 

3． 观察金属轧制塑性变形及其微观组织演化，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能力

（对应毕业要求：1.4、3.2、4.1、4.2）。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PIV物理模拟实

验 

1. 了解 PIV系统组成，包括硬件

和软件系统； 

2. 了解 PIV工作原理以及 PIV在

实际材料加工工艺中的应用； 

3. 掌握 PIV系统的使用； 

4. 设计一款浮漂漏斗或水口； 

5. 分析水口对应的流场基本特

征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4 
讲授 

动手操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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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属轧制塑性

变形及其微观

组织演化 

1. 了解金属轧制变形的有关理

论及工艺特点； 

2. 掌握晶体结构和化学成分对

材料塑性变形能力影响； 

3. 应用塑性变形机理解释镁合

金热轧变形组织变化现象。 

4 
讲授 

动手操作 
1-3 

3 
电弧焊接机器

人实验 

1. 掌握钨极氩弧焊（TIG）焊接

原理与应用特点； 

2. 掌握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MIG）焊接原理与应用特点； 

3. 了解多电弧复合焊接原理与

应用特点； 

4. 铝合金 MI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

护焊工艺； 

5. 掌握焊接机器人的基本原理

和控制特点； 

6. 学习焊接机器人的简单编程

并实际操作。 

2 
讲授 

动手操作 
1-3 

4 

激光-电弧复合

焊接及增材试

验 

1. 掌握激光-氩弧焊（TIG）及激

光-MIG复合焊接原理与应用特

点； 

2. 了解激光-电弧复合增材的工

艺特点； 

3. 铝合金激光-TIG高速焊工艺； 

4. 掌握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技术

优势及特征； 

5. 能够自主设计激光及电弧焊

接参数实现板材的堆焊； 

6. 了解电弧增材制造的技术特

征和应用领域。 

2 
讲授 

动手操作 
1-3 

四、其他教学环节 

基础课程学习：材料成型工艺。 

五、授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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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成型原理》、《传输原理》、《材料成型工

艺学》。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75%实验报告成绩+25%操作过程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指导书 

2. 主要参考书 

（1）曹文龙编著. 铸造工艺学（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 

（2）王文清、李魁盛编著. 铸造工艺学（第二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3）黄天佑、都东、方刚编著. 材料加工工艺（第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严绍华编著. 材料成型工艺基础（第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翟封祥、尹志华编著. 材料成型工艺基础（第一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6）李弘英、赵成志编著. 铸造工艺设计（第一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7）陈国桢、肖柯则、姜不居编著. 铸件缺陷和对策手册（第一版）.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0 

（8）何德孚编著. 焊接与连接工程学导论（第一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9）牛济泰编著. 焊接基础（第一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制  定  者：季守华 

课程负责人：季守华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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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编程与实践》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编程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着重于 Visual Basic 的

学习与使用、材料凝固热场模拟程序编写等。课程主要包括 3个部分：Visual Basic 6.0 编

程环境教学、材料凝固过程热量传输理论基础、材料凝固过程热场模拟程序编写。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编程在材料科学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1.1、1.4、2.1、5.1、9.1、10.2、

12.1） 

1. 学习材料凝固过程热量传输的相关知识与实际应用（对应毕业要求：1.4）； 

2. 能够综合应用材料凝固理论、热量传输数学理论、计算机编程算法思想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对应毕业要求：1.1、2.1、5.1）； 

3. 通过组成小组完成大作业，提高小组组长的团队协调能力和组员的团队协作能力。

（对应毕业要求：9.1） 

4. 通过结合计算机科学和材料成型科学，培养学生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的能力，培养

学生阅读英文文档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0.2、12.1）； 

5. 介绍计算机在材料科学领域应用的历史和动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对应毕业要求：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1. VB 6.0基础 

2. 基础级VB程序编写 

1. 了解 VB6.0的基础知识； 

2. 运 用 VB6.0 编写基础 级

Windows窗体程序。 

6 
讲授 

上机 
1、2 

2 
上机实践，完成课堂作

业 

1. 掌握较复杂的 VB6.0 编程方

法； 

2. 掌握简单实际问题转化为算

法的方法。 

6 
讲授 

上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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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材料凝固过程热量

传输理论 

2. 材料凝固过程热量

传输数学模型的建立 

1. 掌握材料凝固过程热量传输

理论； 

2. 了解和掌握材料凝固过程热

量传输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编程算

法的实现。 

6 
讲授 

上机 
1、2、4 

4 

上机实践，完成成型件

温度场数值模拟程序

的编写 

1. 掌握复杂 VB 程序的编写与调

试； 

2. 掌握复杂数学计算公式在计

算机编程中的实现方式。 

6 
讲授 

上机 
1-5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夏季学期。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导论》、《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工艺学》、《数值

模拟原理及应用》。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 平时成绩：50 分 

（1）出勤：10分；（2）作业 1、2各 20分 

2. 大作业：50分 

（1）大作业 1：20分；（2）大作业 2：3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姚山 

课程负责人：姚山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院长：黄昊  



26 

 

《材料成型过程计算机应用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工科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基本实验课程之一，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学生学习和掌握计算机技术在典型材料成型过程中应用的基础实验课程。该课程也是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生学习和了解有限差分软件和有限元软件基本使用方法和实际操作过

程的基础实验课程。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着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工程应用的相互

联系；在培养学生计算机能力方面着重基本训练和个人实际运用基本软件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4.2、4.3、5.2） 

  1. 学习材料成型典型过程，金属充型过程、金属凝固过程，铸造应力形成过程、铸造

缺陷形成过程、连铸过程、激光加工过程等的计算机数值模拟分析方法，掌握计算机模拟的

基本原理和模拟结果的分析方法，了解工艺参数变化对材料成型过程关键物理场（温度场、

流场、应力场）等的影响，具有成型过程数值模拟和工艺评价的初步能力（对应毕业要求：

4.2、4.3）； 

  2. 掌握数值模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计算机技能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对

应毕业要求：5.2）。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铸造充型过

程的计算机模

拟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金属充型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方

法和基本操作过程。 

2 实验 1、2 

2 

二、铸造凝固过

程的计算机模

拟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金属凝固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方

法和基本操作过程。 

2 实验 1、2 

3 
三、连铸过程的

计算机模拟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连铸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方法和

基本操作过程。 

2 实验 1、2 

4 
四、铸造应力的

计算机模拟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铸造过程应力的计算机模拟方

法和基本操作过程。 

2 实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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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铸造缺陷的

计算机模拟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铸造缺陷的计算机模拟方法和

计算机模拟软件的基本操作过程。 

2 实验 1、2 

3 

六、激光点光源

加工过程的计

算机模拟 

1. 了解实验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了解激光点光源加工过程的计算机

模拟方法和基本操作过程。 

2 实验 1、2 

四、其他教学环节 

  基础课程学习--数值模拟原理及应用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适用于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成型原理》、《冶金传输原理》、《数值模拟原理及应用》。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平时成绩：100分 

  （1）出勤：10分；（2）报告一：30分；（3）报告二：30分；（4）报告三：3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实验室编. 材料成型过程计算机应用实验指导书. 校内讲

义,2012 

  2. 主要参考书 

  （1）柳百成、荆涛等编. 铸造工程的模拟仿真与质量控制.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荆涛编. 凝固过程数值模拟.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制  定  者：姚平坤 

课程负责人：姚平坤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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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工程与技术综合实验 I》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独立授课的一门实验课，是金属材料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主要

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直流电位差计的使用及热电偶校验实验；热电偶的焊接及补偿导线区

分实验；钢的断口观察及分析实验；扫描电镜下钢的金相组织观察实验；金相复型实验；电

化学腐蚀实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进一步加深对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基础的基本原理

的理解，并且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后续的《金属材料工程与技术综合实验 II》一起，

巩固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研究和实际应用

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3.3、9.1、4.2、5.2） 

1. 掌握直流电位差计的使用和热电偶校验的方法。熟悉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及其分类，

掌握补偿导线的作用，掌握饱和食盐水焊接热电偶的方法（对应毕业要求：3.3、9.1、4.2、

5.2）； 

2. 学会用扫描电镜分析钢的断口形貌以及对钢的金相组织进行观察（对应毕业要求：

3.3、9.1、4.2、5.2）； 

3. 掌握金相复型法的原理和应用，掌握金相复型法（对应毕业要求：9.1）； 

4. 了解研究金属电化学腐蚀常用的方法；掌握动电位极化评价金属耐蚀性的方法，并

且比较典型钢种的耐蚀性差异以及溶液环境的影响（对应毕业要求：9.1、4.2、5.2）； 

5. 掌握实验数据的获得及处理方法，强化将实验数据与实验结果关联分析以得到有效

结论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4-2）； 

6. 通过实验内容的学习，能够运用现代工具分析金属材料的复杂工程问题（对应毕业

要求：3.3、5.2）； 

7. 强化学生团队间组织沟通、协作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直流电位差

计的使用及

热电偶校验

实验 

1. 掌握 UJ36a电位差计工作原理； 

2. 学会利用 UJ36a电位差计对热电

偶进行校验； 

3. 了解热电偶接普通导线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 

2 

讲授 

动手 

操作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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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电偶的焊

接及补偿导

线区分实验 

1. 熟悉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及其分

类； 

2. 掌握补偿导线的作用； 

3. 了解热电偶的焊接方法并掌握饱

和食盐水焊接。 

2 

讲授 

动手 

操作 

1、5、7 

3 

钢的断口观

察及分析实

验 

1. 了解钢的典型断口形貌； 

2. 掌握钢的断口分析方法。 
2 

讲授 

动手 

操作 

2、5-7 

4 

扫描电镜下

钢的金相组

织观察实验 

用扫描电镜观察二次电子像和背散

射像。 
2 

讲授 

动手 

操作 

2、5-7 

5 
金相复型实

验 

1. 了解金相复膜法的基本原理及应

用； 

2. 掌握金相复膜法的基本操作方

法。 

2 

讲授 

动手 

操作 

3、7 

6 
电化学腐蚀

实验 

1. 了解金属电化学腐蚀常用的稳态

和暂态测试方法； 

2. 掌握动电位极化评价金属耐蚀性

的方法； 

3. 比较典型钢种的耐蚀性差异以及

溶液环境的影响。 

2 

讲授 

动手 

操作 

4-7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固态相变》、《金属材料学》、《金属腐蚀与防

腐》。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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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最后成绩=20%平时动手成绩+80%实验报告成绩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教材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史淑艳 

课程负责人：邹龙江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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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工程与技术综合实验 II》教学大纲 

         （学分 1，学时 24）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独立授课的一门实验课，是金属材料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实验中，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实验指导教师讲解该实验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学生根据实验内容要求，查阅相关资料，设计工艺参数，确定实验方案，以小组为单位，采

用 PPT汇报的形式开题，实验过程采取开放式，每人需整理好实验报告和小组实验分析结果

后，以小组为单位参加实验答辩。通过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加深理论知识的综合理解和运用，

同时学生由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思考者，强化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资质技能，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3.3、9.1、4.2、5.2） 

1.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设计工艺参数，确定实验方案，加深理论知识的综合理解和运

用，培养解决专业复杂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3、9.1、4.2、5.2）； 

2. 强化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资质技能（对应毕业要求：3.3、4.2、

5.2）； 

3. 以组为单位开展实验，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对应毕业要求：9.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轴承钢的

热处理工

艺设计 

1.掌握轴承钢正常的热处理

工艺、显微组织及性能； 

2.掌握轴承钢经过不同热处

理工艺得到的显微组织及性

能。 

16 

自主学习（查阅相

关资料，设计工艺

参数，确定实验方

案），教师指导 

1-3 

2 

不锈钢晶

间腐蚀敏

感性研究 

1.掌握不锈钢的固溶处理及

敏化处理的工艺； 

2.掌握不同的方法评价不锈

钢晶间腐蚀的敏感性。 

8 

自主学习（查阅相

关资料，设计工艺

参数，确定实验方

案），教师指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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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固态相变》、《金属材料学》、《金属腐蚀与防

腐》。 

5. 学时：24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20%平时动手成绩+80%实验答辩及实验报告成绩 

七、教材和参考书 

1.使用教材 

自编教材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戚琳 

课程负责人：邹龙江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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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设备及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2.5，学时 40）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大学本科金属材料专业无损检测专业方向的必修课，也是该专业方向的核心课

程。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无损检测的方法、意义及其重要应用。本课程在实验教学内容方面着

重在掌握无损检测原理理论的基础上，把抽象的理论知识与仪器检测相结合，使学生了解超

声波检测仪和探头的主要测试性能，数字检测仪的使用，纵波检测，横波检测，渗透检测、

磁粉检测、涡流检测和射线检测底片评定，从而掌握无损检测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技能，提高

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巩固。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3.3、9.1、4.2、5.2） 

1. 掌握超声检测仪的参数校准方法，了解常见金属材料零部件超声检测国内外相关标

准，能够利用超声检测方法及使用方法及参数的工作原理，掌握仪器主要性能的测试方法，

并对金属材料的声学特性进行表征（对应毕业要求：3.3、4.2）； 

2. 掌握射线检测底片评定的要领和技术，能够利用观片灯对焊缝中存在的典型缺陷进

行判定，了解底片评定的发展动向，培养学生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对应毕业要求：3.3、

4.2）； 

3. 掌握渗透检测的实验流程及操作方法，能够利用渗透实验对金属材料表面缺陷进行

检测（对应毕业要求：3.3、9.1）； 

4. 了解磁粉检测的基本原理和磁化过程，掌握基本的磁粉检测的实验技巧，掌握解决

专业探伤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5.2）； 

5. 了解涡流检测的基本原理，掌握涡流检测的实验技巧，掌握解决专业检测工程问题

的基本能力（对应毕业要求：4.2、5.2）。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超声波检测仪主

要性能测试 

1. 了解 A型超声波检测仪的工作原理； 

2. 掌握 A型数字超声波检测仪的使用

方法； 

3. 掌握水平线性、垂直线性和动态范

围等主要性能的测试方法。 

3 实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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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盲区和分辨力的

测试 

掌握纵波直探头盲区和分辨力的测试

方法。 
3 实验 1 

3 
横波斜探头入射

点、K 值的测试 

掌握横波斜探头入射点、K 值(或折射

角)的测试方法。 
3 实验 1 

4 
块材声速和衰减

系数的测量 

掌握常用块体材料声速和衰减系数的

测量方法。 
3 实验 1 

5 
射线底片的评定

基础 

1. 掌握观片灯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射线底片的评定方法。 
3 实验 2 

6 
焊缝的渗透检测

实验 

1. 掌握焊缝的着色检测实验方法； 

2. 了解铝合金试片、不锈钢镀铬试块

等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3 实验 3 

7 
焊缝磁粉检测实

验 

1. 了解焊缝磁粉检测的常用磁化方

法；  

2. 掌握磁轭旋转磁场检测的原理和方

法； 

3. 了解灵敏度试片的用途和使用方

法。  

3 实验 4 

8 
钢板近表面缺陷

的涡流检测实验 

1. 了解涡流检测仪的操作方法； 

2. 了解电导率等标准试块、各式探头

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3. 掌握金属阻抗和近表面缺陷测量的

基本原理。 

3 实验 5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超声检测学》、《表面无损检测原理》、《射线检测基础》、《超声

信号分析方法》。 

5. 学时：4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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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20%平时成绩（出席 10分+动手能力 10 分）+30%实验报告成绩+50%上机

考试问答及操作 

七、教材和参考书 

1.使用教材 

（1）唐继红主编. 无损检测实验.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李喜孟主编. 无损检测.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主要参考书 

李家伟主编. 无损检测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制  定  者：罗忠兵、李春艳 

课程负责人：林莉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36 

 

《材料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0.5，学时 12）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结合《材料工程基础》开展的实验课，是材料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程。在实验中。通过流动性、铸造应力、焊接、塑性变形等实验观，影响流动性和铸造应力

的因素。巩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金属材料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

的基础。强化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资质技能，掌握金属塑性和超塑性，金

属的化学成分、变形温度、变形速度对塑性的影响。根据焊接件，具有综合的分析评价能力。

具备分析材料组织结构、成型条件与性能之间关系的基本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为学生今后从事不同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4.2、9.1、12.1） 

1. 通过实验来理解凝固、塑性变形、传热传质流动、应力应变、缺陷等理论知识；能

够综合应用凝固、塑性变形等知识，分析材料成型过程现象、缺陷和影响机理（对应毕业要

求：4.2）； 

2. 能够综合应用材料成型原理知识具备分析材料组织结构、成型条件与性能之间关系

的基本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铸造合金熔

炼和流动性

检测综合实

验 

理解液体金属流动性与合金成分和

温度的关系。使学生具有在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实践中基本掌握并使

用各种技术、技能和现代化工程工

具的能力。主要内容： 

1. 纯金属液流动性的测量； 

2. 合金液流动性的测量； 

3. 浇注温度对流动性的影响。 

4 
讲授 

动手操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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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铸造应力检

测实验 

了解并掌握 

1. 铸造合金凝固过程中铸造应力

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以及其与温度

的关系； 

2. 合金成分对铸造应力的影响。 

2 
讲授 

动手操作 
1-2 

3 

焊接接头性

能评价及分

析综合实验 

1. 掌握焊接的基本工艺； 

2. 掌握焊接方法的组织特点，焊接

接头力学性能影响因素 

6 
讲授 

动手操作 
1-2 

四、其他教学环节 

基础课程学习：材料成型原理。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类相关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工程基础》。 

5. 学时：12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最后成绩=80%实验报告成绩+20%操作过程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自编实验指导书 

2. 主要参考书 

（1）方大成、姚曼、徐久军、王旭东编著. 凝固科学基础. 科学出版社,2013 

（2）刘黎明编著. 材料成型原理. 校内教材,2002 

 

 

制  定  者：季守华 

课程负责人：季守华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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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微结构表征及制备综合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36）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是功能材料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配合功能材料课程的课堂理论教学，目标

是使本专业学生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掌握相关功能材料的主要制备方法和微观结构表征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各类分析样品的主要制备方法，并具备利用相关分析仪器表征功能材料微观结

构和成分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2.2、4.2、5.1、9.1） 

1. 学习功能材料主要制备方法，了解材料制备设备的基本操作方法（对应毕业要求：

2.2）； 

2. 学习功能材料相关微结构和成分分析设备的基本原理，了解分析设备的基本操作方

法（对应毕业要求：4.2、9.1）；  

3. 掌握功能材料微结构和成分分析的基本方法，分析实验数据，并对功能材料相关性

质进行解释（对应毕业要求：4.2、5.1、9.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热丝 CVD 技术 

金刚石薄膜制备 

1. 了解设备结构； 

2. 热丝 CVD工作原理； 

3. 薄膜制备工艺规程； 

4. 金刚石薄膜沉积过程。 

4 实验 1 

2 

微波 CVD 技术 

硅、氮化硅功能薄膜

制备 

1. 了解设备结构； 

2. 微波 CVD工作原理； 

3. 薄膜制备工艺规程； 

4. 硅及氮化硅薄膜沉积过程。 

4 实验 1 

3 

磁控溅射技术 

氧化铪、铜硅合金薄

膜制备 

1. 了解设备结构； 

2. 磁控溅射工作原理； 

3. 薄膜制备工艺规程； 

4. 功能薄膜沉积过程。 

4 实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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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弧氧化技术 

钛合金生物相容性改

性膜制备 

1. 了解特种电源性能特征； 

2. 了解微弧氧化工作原理； 

3. 掌握样品前处理、电解质配置

操作规程； 

4. 掌握薄膜制备操作规程。 

4 实验 1 

5 纳米粉体制备 
1. 直流电弧设备工作原理； 

2. 纳米粉体制备技术。 
4 实验 1 

6 
高分子基功能复合材

料的制备及结构控制 

1. 橡胶基磁流变复合材料的特

点及原理； 

2. 橡胶基磁流变复合材料的结

构控制技术； 

3. 橡胶基磁流变复合材料制备

技术。 

4 实验 1 

7 薄膜红外光谱分析 

1. 了解红外光谱的测量原理； 

2. 了解薄膜样品红外检测附件-

金刚石 ATR的使用； 

3. 常见薄膜样品红外分析实例。 

4 实验 2、3 

8 
透射电镜分析薄膜形

貌和界面结构 

1. TEM下观察薄膜形貌； 

2. 界面位错结构观察。 4 实验 2、3 

9 
扫描电子显微镜界面

结构分析 

1. 观察界面附近成分扩散、偏

聚； 

2. 界面相的形成。 

4 实验 2、3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功能材料专业。 

4. 先修课程：《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分析方法》。 

5. 学时：36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平时成绩：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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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次实验作业，每次作业 10分，共计 100分。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叶飞 

课程负责人：叶飞 

专业负责人：张伟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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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综合实验》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36） 

一、课程说明 

本课程为配合功能材料专业各门课程的课堂理论教学而开设，教学目标是使本专业学生

深入认识和掌握材料基本电学、磁学、光学、力学和化学及电化学性质测试与分析方法，理

解半导体材料、铁电薄膜材料、纳米粉体材料、金属合金材料和能源材料等多种具体功能材

料产生特殊性能的原理、变化特征和应用范围，并具备利用相关分析仪器表征功能材料主要

性能的能力，为其今后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开展相关工作奠定重要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2.2、4.1、4.2、5.1、9.1） 

1. 巩固加强所学习的晶体学、材料电子学、材料磁学和现代固体理论知识，掌握材料

导电和介电性能、磁学性能和光学性能测试方法、仪器工作原理和实际动手操作使用（对应

毕业要求：4.1、4.2）； 

2. 巩固加强所学习的薄膜材料科学、材料化学、材料表界面和微电子封装材料等理论知

识，掌握材料润湿、粘附性和摩擦磨损性能测试方法、仪器工作原理和实际动手操作使用（对

应毕业要求：4.1、4.2）； 

3. 巩固加强所学习的材料化学、电化学和材料表界面等理论知识，掌握材料耐腐蚀性

能和锂离子电池电化学性能测试方法、仪器工作原理和实际动手操作使用（对应毕业要求：

4.1、4.2）； 

4. 能够综合应用所学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分析解决与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相关的材料

组分成键类型-晶体结构及缺陷-材料制备方法-测试外场条件等系列复杂工程问题（对应毕

业要求：2.2、5.1）； 

5. 具备分析解决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正确处理分析实验数据、撰写科学规范实验

报告的基本能力（对应毕业要求：2.2、5.1）； 

6. 通过分组开展设计型、创新型实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创造

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材料电导率

及温度特性测试 

1. 掌握四探针法和二端法电阻

测量原理； 
4 

讲授 

实验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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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的电

阻率及其随温度的变化规律； 

3. 了解材料的电荷输运特性及

物理机制。 

2 
二、铁电薄膜材

料电滞回线测试 

1. 了解铁电薄膜材料的自发极

化、电滞回线测量原理； 

2. 掌握薄膜探针台和铁电测试

仪操作方法。 

4 
讲授 

实验 
1、4-6 

3 

三、电子封装无

铅钎料润湿曲线

测量 

1. 测量无铅钎料的润湿性曲

线； 

2. 掌握 SAT-5200T 型可焊性测

试仪和红外回流钎焊炉的工作

原理及使用方法。 

4 
讲授 

实验 
2、4-6 

4 
四、磁性材料的

鉴别及服役条件 

1. 随机分配学生不同类型的磁

性材料样品，学生自行设计磁性

测试实验鉴别给定材料的种类； 

2. 自行设计磁性测试实验评价

给定磁性材料的服役温度条件。 

4 
讲授 

实验 
1、4-6 

5 
五、材料磁滞回

线的 VSM测量 

1.了解 VSM设备工作原理； 

2. 测量并绘制不同材料室温下

的初始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 

3. 分析磁滞回线和初始磁化曲

线，计算矫顽力、饱和磁化强度、

剩磁、最大磁能积、初始磁导率

等磁性能参数； 

4. 对比永磁、软磁材料的磁性

能差异。 

4 
讲授 

实验 
1、4-6 

6 

六、铜硅合金

/FeSi2 薄膜的

光学性能测试 

1. 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工

作原理； 

2. 掌握反射率透射率测量方

法； 

3. 掌握半导体薄膜的带隙宽度

测量方法。 

4 
讲授 

实验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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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七、材料膜基结

合力和摩擦磨损

性能测试 

1. 了解薄膜粘附性对薄膜应用

的重要性和提高薄膜粘附性的

常用方法； 

2. 了解薄膜粘附性测试方法，

进行薄膜粘附性测试、分析 

3. 了解薄膜及块体材料摩擦系

数及耐磨性能测试原理； 

4. 进行摩擦系数与耐磨性能测

试。 

4 
讲授 

实验 
2、4-6 

8 
八、锂离子电池

电化学性能测试 

1. 电化学工作站及测试原理； 

2. 循环伏安特性； 

3. 电极材料的电化学特性。 

4 
讲授 

实验 
3、4-6 

9 
九、材料耐蚀性

能测试 

1. 了解材料腐蚀性能测试基本

原理； 

2. 进行材料耐蚀性能测试分

析。 

4 
讲授 

实验 
3-6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秋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功能材料专业。 

  4. 先修课程：《材料物理基础》、《材料化学基础》、《材料电子学》、《材料磁学》、

《材料电化学基础》。 

  5. 学时：36学时。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平时成绩：100分 

  （1）出勤：10分；（2）实验报告一：10分；（3）实验报告二：10分；（4）实验报

告三：10 分；（5）实验报告四：10 分；（6）实验报告五：10 分；（7）实验报告六：10

分；（8）实验报告七：10分；（9）实验报告八：10分；（10）实验报告九：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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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周大雨、黄昊、吴爱民、李晓娜等编著. 功能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综合实验指导书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周大雨 

课程负责人：周大雨 

专业负责人：张伟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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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毕业设计（论文）是各专业教学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程，是学生毕业前对所学知识和能力的一次全面总结和综合训练与集中

展示，也是学生从校园学习向社会工作的一次专业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2.2、3.2、5.1、10.1、12.1） 

1. 能够基于材料的成分、组织、结构、生产工艺、性能的基本规律，针对材料成型过

程及控制工艺的复杂工程问题，通过合理选材，或者设计/开发成型技术及工艺流程，满足

特定需求（对应毕业要求：2.2、3.2）； 

2. 具有开发，选择与使用现代制备及检测的专业设备、技术来分析材料成型专业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对应毕业要求：5.1）； 

3.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就材料成型及控制相关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对应毕业要求：10.1）； 

4. 培养独立地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的能力、联系工程实际能力以及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2.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一、理论学习 

1. 了解毕业设计课题的国内外研究

现状； 

2. 设计并制定合理的研究课题实验

方案。 

4周 讲授 1、4 

2 二、实验测试 

应用现代制备及检测的专业设备、技

术分析测试被研究对象，获得需要的

试验证据。 

4周 讲授 2 

3 三、数据分析 

1.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和测试数据合

理分析试验现象，给出合理有效的实

验结论； 

2. 结合实际工程问题和实验结论，

提出有效改善措施。 

5周 讲授 2 



46 

 

4 四、撰写论文 
能够按照学校的毕业论文格式，规范

撰写论文报告，语言文字表述准确。 
2周 讲授 3 

四、其他教学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用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 先修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力学性能》。 

5. 学时：15周。 

六、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考核阶段 评价环节 

毕业设计（论文）

前期检查 

检查指导教师到岗情况，课题进行的必须条件是否具备，安排是否合理，

任务书是否下达到每位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

中期检查 

各学部（学院）组织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着重检查学风、工作

进度、教师指导情况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

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各学部（学院）向教务处上报

中期检查情况总结。 

毕业设计（论文）

后期检查 

检查答辩准备工作。答辩前各专业着重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审查。根据

任务书及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检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 

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 

1.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业务水平、

工作态度、设计报告（论文）和图纸、实物质量、外文翻译以及答辩情

况为依据。 

2.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采用百分制。由答辩委员会综合答辩情况、

指导教师和评阅人意见评定成绩。 

3. 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准［参见《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评分标准》］，从严要求，成绩在 90 分以上的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20%，80分以上的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60%，70分以下不少于 10%的比例。 

4.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经答辩委员会审定，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部长

（副院长）批准，报教务处审核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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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付雪松 

课程负责人：李廷举 

专业负责人：李廷举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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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金属材料工程）》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毕业设计（论文）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是学生在校期间一次较为系

统的综合训练。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可以综合训练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

支撑相应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2.3、3.2、5.1、6.3、7.1、9.1、10.1、

11.2、12.1、4.2、8.3） 

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

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设计（论文）的特定教学目标为： 

1． 调查研究、查阅、获取、分析、综合文献资料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2.3、3.2）； 

2． 方案论证、分析比较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2、4.2）； 

3． 设计、计算、绘图与标准规范的正确选择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5.1、11.2、8.3）； 

4． 本专业常用手段、设备的应用及相关实验数据的获取及分析处理能力（对应毕业要

求：5.1）； 

5． 外文阅读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对应毕业要求：5.1、10.1、12.1）； 

6． 撰写设计说明书或论文报告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0.1）； 

7. 与科研团队沟通协调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8． 语言表达、思辩能力，阐述观点准确、清楚回答问题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0.1）； 

9． 能够合理准确分析提出的解决方法对社会、环境、法律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对应毕

业要求：6.3、7.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

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毕业设计选

题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的选择原则： 

1. 符合专业或大类培养目标、满足教学

基本要求，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

工科学生要尽可能进行有工程背景的毕

业设计； 

2. 应尽可能结合社会实践、生产、科研

1周 
指导

选题 
1、2、7 



49 

 

和实验室建设的实际任务，促进教学、科

研和生产，鼓励跨学部（学院）组织选题。

有社会实践或工程实际背景的题目不少

于 85%； 

3. 应有一定的深度与宽度，工作量饱满，

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努力能按时

完成，有适当的阶段性成果；。 

4. 多年重复做的课题须做一些改动，使

内容与上一年度的有所区别； 

5. 应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使学生在原

有的水平和能力上有较大提高，并鼓励学

生有所创造； 

6. 鼓励学生与用人单位联系，直接承担

符合上述要求的实际工程和研究课题。 

2 
文献综述及

翻译 

综述与所选题目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

及文献资料，并选择关键外文文献进行翻

译。 

3周 讨论 5、4、8 

3 

工艺设计及

毕 业 设 计

（论文）相

关工作开展 

毕业设计工作开展要求： 

1. 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保质保量地完

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 

2. 遵守纪律，保证出勤，因事、因病离

岗，应事先向导师请假，否则作为缺席处

理。凡随机抽查三次不到，评分降低 10

分。累计缺席时间达到或超过全过程的

1/4 者，取消答辩资格，成绩按不及格处

理； 

3. 立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弄虚作假，

不抄袭和拷贝别人的工作内容。否则毕业

设计（论文）成绩按 0分记，并按学校相

关规定给予处分； 

4. 专业的常用手段、设备的应用及相关

数据的获取； 

5. 分析，总结实验结果或实验数据，并

据此得出正确结论。 

7周 指导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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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设计

（论文）撰

写 

1. 毕业设计（论文）撰写必须符合规范

化要求，达到相应水平才能取得参加答辩

的资格； 

2. 能够准确分析所得实验结果，并综合

文献资料的结论对其进行讨论； 

3. 能够用正确的形式表示实验数据。 

3周 指导 
1、3、6、 

8、9 

5 答辩 

1. 答辩课件清晰，实验结果全面，论证

合理有依据； 

2. 答辩语言流畅，思路清晰； 

3. 对实验结论熟悉并能正确的向答辩委

员会表达。 

1周 指导 2、4、8 

四、其他授课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学期。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应专业：功能材料专业。 

4. 先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实验、实习、实训课程。 

5. 学时：15周。 

六、课程考核内容及方式 

考核阶段 评价环节 

毕业设计（论文）

前期检查 

检查指导教师到岗情况，课题进行的必须条件是否具备，安排是否合理，

任务书是否下达到每位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

中期检查 

各学部（学院）组织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着重检查学风、工作

进度、教师指导情况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

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各学部（学院）向教务处上报

中期检查情况总结。 

毕业设计（论文）

后期检查 

检查答辩准备工作。答辩前各专业着重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审查。根据

任务书及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检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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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 

1．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业务水平、

工作态度、设计报告（论文）和图纸、实物质量、外文翻译以及答辩情

况为依据。 

2．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采用百分制。由答辩委员会综合答辩情况、

指导教师和评阅人意见评定成绩。 

3． 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准［参见《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评分标准》］，从严要求，成绩在 90分以上的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20%，

80 分以上的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60%，70分以下不少于 10%的比例。 

4．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经答辩委员会审定，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部长

（副院长）批准，报教务处审核后公布。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李佳艳 

      课程负责人：赵杰 

专业负责人：赵杰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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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功能材料）》教学大纲 

（学分 15，学时 15周） 

一、课程说明 

毕业设计（论文）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是学生在校期间一次较为系

统的综合训练。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可以综合训练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

支撑相应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 

二、课程目标（对应毕业要求：2.3、3.2、5.1、6.3、7.1、9.1、10.1、

11.2、12.1、4.2、8.3） 

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

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设计（论文）的特定教学目标为： 

1． 调查研究、查阅、获取、分析、综合文献资料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2.3、3.2）； 

2． 方案论证、分析比较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2、4.2）； 

3． 设计、计算、绘图与标准规范的正确选择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5.1、11.2、8.3）； 

4． 本专业常用手段、设备的应用及相关实验数据的获取及分析处理能力（对应毕业要

求：5.1）； 

5． 外文阅读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对应毕业要求：5.1、10.1、12.1）； 

6． 撰写设计说明书或论文报告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0.1）； 

7. 与科研团队沟通协调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9.1）； 

8． 语言表达、思辩能力，阐述观点准确、清楚回答问题的能力（对应毕业要求：10.1）； 

9． 能够合理准确分析提出的解决方法对社会、环境、法律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对应毕

业要求：6.3、7.1）。 

三、教学内容、基本要求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方式 
对应课

程目标 

1 
毕业设计

选题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的选择原则： 

1. 符合专业或大类培养目标、满足教学基

本要求，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工科

学生要尽可能进行有工程背景的毕业设计； 

2. 应尽可能结合社会实践、生产、科研和

1周 指导选题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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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的实际任务，促进教学、科研和

生产，鼓励跨学部（学院）组织选题。有社

会实践或工程实际背景的题目不少于 85%； 

3. 应有一定的深度与宽度，工作量饱满，

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努力能按时完

成，有适当的阶段性成果；。 

4. 多年重复做的课题须做一些改动，使内

容与上一年度的有所区别； 

5. 应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使学生在原有

的水平和能力上有较大提高，并鼓励学生有

所创造； 

6. 鼓励学生与用人单位联系，直接承担符

合上述要求的实际工程和研究课题。 

2 
文献综述

及翻译 

综述与所选题目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

文献资料，并选择关键外文文献进行翻译。 
3周 讨论 5、4、8 

3 

工艺设计

及毕业设

计（论文）

相关工作

开展。 

毕业设计工作开展要求： 

1． 努力学习、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保质

保量地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 

2． 遵守纪律，保证出勤，因事、因病离岗，

应事先向导师请假，否则作为缺席处理。凡

随机抽查三次不到，评分降低 10 分。累计

缺席时间达到或超过全过程的 1/4 者，取消

答辩资格，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3． 学生独立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弄虚

作假，不抄袭和拷贝别人的工作内容。否则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按 0分记，并按学校

相关规定给予处分； 

4． 熟悉本专业的常用手段、设备的应用及

相关数据的获取； 

5． 能够分析，总结实验结果，或是实验数

据，并据此得出正确结论。 

7周 指导 1-4、7 

4 

毕业设计

（论文）

撰写 

1. 毕业设计（论文）撰写必须符合规范化

要求，达到相应水平才能取得参加答辩的资

格； 

2. 能够准确分析所得实验结果，并综合文

3周 指导 
1、3、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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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资料的结论对其进行讨论； 

3. 能够用正确的形式表示实验数据。 

5 答辩 

1. 答辩课件清晰，实验结果全面，论证合

理有依据； 

2. 答辩语言流畅，思路清晰； 

3. 对实验结论熟悉并能正确的向答辩委员

会表达。 

1周 指导 2、4、8 

四、其他授课环节 

无 

五、授课说明 

1. 开课学期：春季学期。 

2. 授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 适应专业：功能材料专业。 

4. 先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实验》、《实习》、《实

训课程》。 

5. 学时：15周。 

六、课程考核内容及方式 

考核阶段 评价环节 

毕业设计（论文）前期检查 
检查指导教师到岗情况，课题进行的必须条件是否具备，安

排是否合理，任务书是否下达到每位学生。 

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 

各学部（学院）组织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着重检查

学风、工作进度、教师指导情况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

题。各学部（学院）向教务处上报中期检查情况总结。 

毕业设计（论文）后期检查 

检查答辩准备工作。答辩前各专业着重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

审查。根据任务书及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检查学

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1.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

业务水平、工作态度、设计报告（论文）和图纸、实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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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翻译以及答辩情况为依据。 

2.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采用百分制。由答辩委员会综合

答辩情况、指导教师和评阅人意见评定成绩。 

3. 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准［参见《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毕

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从严要求，成绩在 90 分以

上的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20%，80分以上的比例不超过总数的

60%，70分以下不少于 10%的比例。 

4.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经答辩委员会审定，主管教学工

作的副部长（副院长）批准，报教务处审核后公布。 

七、教材和参考书 

1. 使用教材 

无 

2. 主要参考书 

无 

 

 

制  定  者：张伟 

课程负责人：张伟 

专业负责人：张伟 

主管副院长：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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