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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申请书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 

2. 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1. 基本情况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所属学科名称 机械工程 

学校管理部门 河南工程学院教务处 成立时间 2015年 4月 

1-1 实验教学中心发展历程、整体概况 

1-1-1 中心发展历程 

中心建设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构建机械基础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室，设置制图测绘、力学性能等实验与钳工实

习课程（1983 年-2007年） 

河南工程学院的前身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在 1983 年至

1984 年间，相继都成立了机电工程系，其后也分别陆续建立了机械原理实验室、机械零

件实验室、制图测绘实验室、金相实验室、热处理实验室、力学性能实验室、测试技术实

验室、钳工实训室、电工电子实验室、数控原理实验室，开设了机械制图、机械原理、互

换性与技术测量、工程力学、机械设计、金属工艺学、数控技术等课程的实验课和钳工实

习实训课。 

    （2）资源整合，强化内涵建设，创建校级示范教学中心（2007-2012 年） 

2007 年 3 月经国家教育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原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河南纺

织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了河南工程学院。两校的机电工程系也进行了重组，成立了新的

机电工程系，通过优化配置、资源整合将原两院系相关实验室整合成立了“机械基础实验

教学中心”，期间又增加了液压传动实验室、机械 CAD/CAM实验室、金属材料性能实验室、

电机与拖动实验室、机床电控实验室、焊接实训中心等。2011 年“机械基础实验教学中

心” 被评为校级示范教学中心。 

（3）迎接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成立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坚定应用型

示范校建设，将机械基础实验中心并入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2012-2017）， 

2012年以来为了迎接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适应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增强学生工

程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工程素质，相继增加了现代设计实验室、机械机构创新实验室、煤

矿机械实验室。 2013年“现代设计实验室”成为河南工程学院重点实验室，《机械制图》

成为省级资源共享课。2014 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成为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同年

学校又投资 1100多万元，建设了 3400m
2
的钢构大车间并新增车、铣、刨、磨、铸、锻、



焊、热处理、加工中心、激光加工、线切割、3D 打印等实验仪器设备总数 235台（套），

建立了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后将机械基础实验中心并入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

实验教学中心。并于 2016年被评为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二、整体概况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现有建筑面积 11820平方米，包括两个实训车间和机

械原理实验室、机械零件实验室、测试技术实验室、机原机零展示室、电工电子实验室、

液压传动实验室、金相实验室、热处理实验室、电机拖动实验室、机械机构创新实验室、

CAD/CAM实验室、理化性能实验室、数控原理实验室、机床电控实验室、制图教室、现代

设计实验室、夹具刀具实验室、注塑成型实验室、疲劳性能实验室等 19 个实验室，实验

仪器总数 668 台套（单价 800元以上），总价值 1597 万元。现有专任教师 39名，每年承担

全校机械、电气、土木、计算机、安工、纺织、材化、管理工程、人文社科等 15 个二级

学院 36个本专科专业 5000多名学生（学校每年招收本、专学生 7000多名）机械基础类实验和

工程训练教学任务，内容主要有机械原理实验、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实验、金工实习、电工工

艺实训、AUTOCAD 课程设计等，年教学工作量超过 34万人时数。 

机械工程学科是工科院校的传统基础学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发展受到了学校和的

大力支持。中心的建设与管理逐渐迈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仪器设备、环境设施、

实验队伍与科学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形成了一支教育理念先进，勇于实践创新的

实验教学队伍，建立了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相适应的创新实验教学体系及教学质量检查机制

和教学质量保证机制。新的体系和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满足了相关专业对机械基础与工程训

练实验教学的要求，更加适应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实验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需要，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1-2 学校有关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规划和措施 

1-2-1 建设规划  

在适应工业4.0的大环境下以服务河南地方经济，适应河南企业发展需要和促进大学

生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技能力为核心，秉承实验教学质

量为根本、提升实践能力为基础、不断创新实验教学为指导，通过实验室扩建，建设成为

一流的教学实验平台，依靠先进的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加强综合性、设计性和创

新性实验项目建设；注重建设能满足应用技术型大学实验教学需要的高素质实验教师队

伍；建立高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形成资源共享、开放服务的实验教学环境；探索教学科研

协同，开展实验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全面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力争将机械基础与工程训



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打造成具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效率的实验平台、高水平教学质量

的开放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2-2 建设措施  

以“基础实验”和“工程训练”教学特点为抓手，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引导，进一

步整合相关专业教学和科研及社会优质资源，组建基础实验、工程训练及创新实验三大实

践教学平台。建立适应《中国制造2025》发展需要，注重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

养的实验教学体系；采取聘任、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机制，组建一支以教学科研为基础兼

顾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爱岗敬业、专兼职结合的实验教学创新团队；完善集中与分区相结

合的管理模式和“实验标准化、过程精细化、实践现代化、教学信息化”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具体建设措施体现在以下 7 个方面：  

（1）形成符合《中国制造2025》发展的“先进的实验教学理念” 

实验教学中心以学校“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把学校办成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基地”

的发展思路为根本，强调“实验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以机械工程学科建设为背景，

科研与实验教学结合，秉承“一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两个导向、三个层次、四个融合”

的实验教学理念，即以学生为中心，以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知识技术创新能力为导

向，基于课程基础实验、工程综合训练及师生创新实验三个层次的平台，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信息化、综合性、探究性有机融合的实验实践教学。依托现有基础条件和当前的发展

机遇，实施“多维度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分阶段、模块化的实验和实践教学体系，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有一定创新能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2）建设“先进的实验教学体系” 

以中心为依托，校企联合、校校联合，按照应用技术型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能

力素质的要求，重视实验教学基本规范的养成，重视实验基础技能的培养，重视与科学前

沿、工程实际和社会应用实践的密切联系，不断更新与优化实验教学内容。以工业装备设

计原理为牵引，制造工艺与性能评价为基础，工程能力训练为重点的实验教学体系。打造

基础实验平台、工程训练平台、创新实验平台三个层次的课程模块，通过实验课程、实践

环节、科研创新、学科竞赛，开发一批独具特色的设计型、综合型、开放性、研究性实验

项目，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具有坚实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科技

创新能力。 

（3）应用“先进的实验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实验教学、仿真实验教学、网络辅助实验教学、自主探究式实验教学、开

放合作式实验教学等多样化、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方法，注重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相结

合，虚拟仿真与真实体验相结合，夯实基础实验技能，强化专业实践能力，增强创新意识，

提升学生实验实践能力。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不断将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综合性、创新

性、开放性实验教学内容。大力实施“开放实验”，通过“高校学生各种“挑战杯”等高水

平学科创新竞赛项目的训练，培养拔尖学生以便整体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保证中心

环境、安全、环保等符合国家规范，实验前组织安全教育和培训，在强化学生工程概念的

同时，体现机械学科实验教学特点和学校特色。 

（4）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双师型实验教师队伍”  

实验队伍的建设受到学校重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由正高级职称担任，示范中心

配备相应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组织精干高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形成老中青结构科

学合理，并拥有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科研能力强、信息化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创

新的实验教师队伍。并加大吸引高水平、高学历人才的力度，充实实验教师队伍；聘请科

研院所、行业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实验指导；加强专业教师在职培训，定期选派青

年教师到相关企业实习培训，提高实验教师队伍的整体工程实践能力水平。 

（5）建设“拥有一流实验设备的实验室”  

在工业4.0的时代背景下，在保证基本实验条件下优先购进尖端的仪器设备（如工业

级智能生产机器人）等教学资源，以适应国际和国内工业发展，满足人才培养需求。为实

施研究性、创新性的实验教学，营造良好的实验条件和环境，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示

范中心最终建成以工业级机器人与制造母机——数控机床联动的数字化、智能化工程训练

基地，淡化大机械各专业界限，按功能模块配置实验室，提高设备利用率，校内继续进行

开放实验、课外创新和校企合作，使学生在校期间的实践教育和技能训练能够始终保持与

国际社会工业发展最前沿同步。  

（6）构建示范中心的“信息化实验教学”  

在2016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多次提到全面推进互联网+，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大

力构建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实验教学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强信息技术在

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强化基础实验教学、研究性实验教学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等

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建设，进一步完善实验教学中心信息管理平台（http://jxgx.haue.

edu.cn）。中心网站设有中心概况、师资队伍、设备管理、公告通知栏目、相关资料下载



栏目、视频专区栏目、中心新闻栏目、教学管理等栏目。自2016年运行以来，开展了新闻

报道、公告通知、微课、慕课教学，实现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为我校教

师和学生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另外完善网络化的CAD/CAM实验室：主要进行计算机

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机械动力学与运动学测试、模拟仿真分析实验、数控仿真、

各种工程软件培训。实现实验内容、空间、时间、人员、仪器设备等的高效利用和开放共

享，持续提高实验教学队伍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7）坚持“开放共享、合作交流、服务社会机制” 

中心要深化与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

水利水电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省内外高校，及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河南省装备制造业

协会、河南省汽车工程学会、河南金工研究会、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少林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原内配等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借鉴他们的先

进经验，促进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通过上述举措，把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成为拥有一流师资队

伍、一流办学条件、一流教学质量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3 实验教学中心运行制度措施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是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学校

由分管实验室工作的副校长领导中心的建设工作，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制订了完善的

管理制度。实验室资源统一管理，为全校教学科研开放。 

1-3-1 运行管理制度  

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制订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既有实验教学管理制度，也

有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还有实验室安全与环境管理制度，具体的管理制度见支

撑材料第1部分。 

（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教高厅[2016]3

号）的通知； 

（2）豫工院教〔2009〕16号《河南工程学院院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 

（3）《河南工程学院实验室管理工作条例》； 

（4）豫工院教〔2012〕91号《河南工程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办法》； 

（5）豫工院教〔2014〕118号《河南工程学院开放实验室办法》； 



（6）《河南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7）《河南工程学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 

（8）《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管理制度》； 

（9）《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 

（10）《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指导教师岗位职责》； 

（11）《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学生守则》； 

（12）《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安全管理制度》； 

（13）《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教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实验材料、低值耐用

品、易耗品管理方法》； 

（14）《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 

（15）《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实验室开放实施细则》； 

（16）《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车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7）《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铣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8）《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刨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9）《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磨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0）《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锻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1）《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钳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2）《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焊工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3）《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铸造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4）《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热处理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5）《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砂轮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6）《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数控车床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7）《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数控铣床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8）《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加工中心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9）《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激光切割机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0）《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

程》； 

（31）《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机器人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2）《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 3D打印机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3）《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激光内雕机实习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3-2 运行机制和措施 

（1）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是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

下设综合科、实验实训教学科、职业技能培训与创新科。实验、实训资源统一管理，为全

校教学科研开放。中心设有教学指导委员会（见支撑材料第5部分），教学指导委员会由5

名教授组成，中心重大教学事项须经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 

中心目前已实行了部分实验室的开放，如测试技术实验室、金相实验室、机械原理机

械零件展示实验室、机械机构创新实验室、工训车间等。近两年教师和学生利用大多数实

验室进行了多种开放实验项目。 

项目开放又分两类，一类是中心部分基础实验室和工程训练实验平台面向全校学生实

行全天对外开放；再一类是中心科技创新实验平台针对部分有潜质的优秀学生全天开放，

当学生创新项目获得批准并在中心备案后，就可以长期在科技创新实验平台内工作学习，

使其在实验时间、实验数量和实验内容等方面有充分和适度的自主选择权，直到项目结题

完成。中心还提供专门场地开展以学生为主的“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和自主开放型实

验实践项目”的立项活动，鼓励不同专业的学生自由结合、自主设计机械与动力类实践创

新项目。中心提供多种实验测试手段，进一步扩大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开放。 

（2）考评办法：中心参照学校的有关制度和中心考核管理办法进行考评。中心人员

实行逐年考核的管理机制，考核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绩

效分配挂钩。 

学生实验、实习、实训考核着重考核学生动手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实验数据的分析

及处理能力，以及实验报告的撰写能力等综合能力。具体办法如下： 

1）考核内容： 

 A、与实验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安全知识。 

 B、仪器安装，仪器调试，仪器的使用，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实验报告。 

 C、实验态度：出勤情况和纪律 

2）综合成绩评定： 

实验考核主要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工作态度、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给出成绩评定。 

3）考核等级：分优、良、中、及格与不及格五个等级。 

（3）教学质量保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聘任责任心强、教



学与管理经验丰富的中心主任，实行主任负责制，使教学质量有制度保障。选拔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业务水平高、工程实践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确保实验

教学质量。中心定期和不定期对实验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价，按实验教学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质量标准）的要求，进行督导检查考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实验教

学的科学评价体系，引导教师进行实验教学改革，构建 “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创新

实验教学体系。   

2. 教学 

2-1教学情况 

实验课程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

年 
实验人时数/年 

18 36 5000 342402 

序

号 

实验课程 

名称 

主讲教

师 
学位 

专业

技术

职务 

面向专业 
实验学生

人数/年 

实验人

时数/年 

1 钳工实习 

王旭辉 

李  可 

吴应桦 

武振威 

曲全鹏 

李林峻 

 

硕士 

硕士 

硕士 

学士 

 

硕士 

 

讲师 

实验师 

讲师 

助理师 

实验师 

实验师 

土木工程

（轨道交通

方向），工

程造价，环

境工程，工

程造价（对

外），电气

自动化技

术，应用电

子技术，行

政管理，社

区管理与服

务，环境工

程技术 

842 25260 

2 
金工实习

（1） 

吴应桦 

曲全鹏 

武振威 

李林峻 

赵利明 

黄宏俊 

王旭辉 

李  可 

硕士 

 

学士 

硕士 

学士 

学士 

硕士 

硕士 

讲师 

实验师 

助理师 

实验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实验师 

测绘工程，

土木工程，

采矿工程，

机电一体化

技术，汽车

检测与维修

技术，机械

设计与制

造，资源环

境科学，资

源勘查工

程，环境工

2199 131940 



程，建筑环

境工程与能

源应用工

程，纺织工

程，非织造

材料与工

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

程，轻化工

程，化学工

程，印刷工

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

化，电子科

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专升本），

安全工程，

工业工程，

应用物理 

3 
金工实习

（2） 

吴应桦 

曲全鹏 

武振威 

李林峻 

赵利明 

黄宏俊 

王旭辉 

李  可 

硕士 

 

学士 

硕士 

学士 

学士 

硕士 

硕士 

讲师 

实验师 

助理师 

实验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实验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591 53190 

4 

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

课程设计 

杜可可 

赵让乾 

硕士 

硕士 

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12000 

5 

机械设计

基础课程

设计 

毕建平 

李坤全 

硕士 

博士 

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420 24000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6 
机械原理

课内实验 

孟凯 

毕建平 

硕士 

硕士 

讲师 

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5040 

7 

液压与气

压传动课

内实验 

王鹤 

马宗正 

硕士 

博士 

讲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机电

一体化技

术 

360 2160 

8 
单片机原

理 

李大庆 

邬昌峰 

博士 

博士 

副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3360 

9 

互换性与

技术测量

课内实验 

李林峻 硕士 实验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2520 

10 

画法几何

与机械制

图课程设

计 

陈静 

刘建英 

郝少祥 

博士 

硕士 

硕士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420 12000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11 

数控机床

编程与故

障诊断实

训 

刘豫喜 

李鑫 

硕士 

硕士 

副教授 

讲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机电一体

化技术 

200 6000 

12 

机械工程

材料课内

实验 

陈海军 

赵永涛 

桑玮玮 

博士 

博士 

硕士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2520 

13 
电工工艺

实训 

马涛 

邬昌峰 

硕士 

博士 

讲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25200 

14 

电机与电

力拖动课

内实验 

邬昌峰 博士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1680 

15 
工程力学

课内实验 

朱全志 

任波 

学士 

博士 

副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轻化工

程，高分

502 3012 



子材料与

工程，工

业工程，

纺织工程 

16 
CAD/CA

M  

陈静 

刘军 

吴素珍 

博士 

硕士 

博士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机电一体

化技术 

420 25200 

17 
材料成型

原理实验 

张红松 

张昊明 

博士 

博士 

教授 

副教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车辆工

程，材料

成型与控

制工程 

320 1920 

18 
焊接结构

设计实训 
陈丹 硕士 讲师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材料成型

与控制工

程 

180 5400 

2-2教材建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

量（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

（种）（省级及以上） 

主编 参编 

3种  

14 1 

序

号 
出版实验教材名称 编者 主编/参编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1 
ANSYS14.0电磁学有限元分析

从入门到精通 
张红松 主编 2013机械工业出版社 

2 
ANSYS14.5/LS-DYNA 非线性有

限元分析实例指导教程 
张红松 主编 2013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3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杨安杰 主编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 AutoCAD2014实例教程 吴素珍 主编 2014年海洋出版社 



5 机械基础 李大庆 主编 
2014年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6 磨工技能认证考试辅导教程 

赵让乾 

李斌 

王静 

马宗正 

主编 

参编 

参编 

参编 

201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7 
SolidWorks2015快速入门实

例教程 
刘建英 主编 201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8 
UG NX10.0中文版曲面设计案

例实战 
刘建英 主编 201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9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吴素珍 主编 2015年人民邮电出版社 

10 机电设备与机械电子维修 李辉 主编 
2015年中国出版集团、现

代出版社 

11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赵让乾 副主编 
2016年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12 
UG NX 10.0中文版曲面造型从

入门到精通 
张昊明 主编 2016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3 
AutoCAD 2016中文版三维造型

设计实例教程 
张昊明 主编 2016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4 
Autodesk Inventor 从入门到

精通 2015中文版 
张红松 主编 201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15 
UG NX10.0中文版钣金设计案

例实战从入门到精通 
张红松 主编 201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2-3教学理念 
 

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认真贯彻教育部（教高[2007]1

号）、（教高[2007]2号）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教高厅[20016]3

号）文件精神，面向“中国制造 2025”，不断吸纳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先进的实验教学经验，

在实验教学中以学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就业能

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指导，以《河南工程学院十二五教育事业发

展规划》《河南工程学院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河南工程学院示范性应用技



术类型本科院校建设规划(2016-2020)》《河南工程学院院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

办法》为依据，以学生“基本实践能力训练为基础、以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培养为突破口，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宗旨，明确强调“实验教学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关键”的理念，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建设

满足现代实验教学需要的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以加强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的教学理念。 

2-4教学体系（实验教学质量标准、人才培养模式等） 
 

2-4-1 实验教学体系的设计 

实验教学是构成高等学校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中心通过长期的实验教学研

究与探索，结合学校“技术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理念，按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

工程人才培养的需要，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科学地设置实验项目，并注重先进性、开

放性， 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作风，实验技能以及综合分析、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学生具有创新思维、动手能力、知识融合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形成适应学科特点及自

身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完整的实验体系。以“知识—能力—素质”为主线，建立了“基础实

验教学”、“工程能力训练教学”、“职业鉴定、竞赛与创新教学”三大平台。三大平台涵盖

了 2 个车间和 19 个实验室，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从低到高、从基础到专业、从知识传

授到综合能力培养，逐级提高的实验课程模块，最终形成了“实验课程、工程能力、技能

鉴定、科技竞赛及科技创新”五位一体的实验教学体系。“能力培养”的要求贯穿实验教学

的所有环节，小至三维测绘，大到系统设计，均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的。   

基础实验采用老师在讲完课堂理论后，到实验室与实验员一起，指导学生实际操作，

边实验边指导的教学方式，目前开设的项目包括：表面粗糙度检测与尺寸公差测量、机

构运动简图测绘、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参数测定、减速器拆装实验、回转构件静动平

衡试验、液压回路性能实验、节流调速回路性能实验、金属材料综合性能测定、金属材

料元素分析与测定实验、金属材料热处理实验、表面渗碳实验、盐浴实验、注塑模具综

合性能测试实验、构件疲劳综合性能试验、超声波与渗透检测、步进电机控制实验、直

流电机调速实验、计算机绘图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计、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设计等。 

工程能力训练教学则用模块化教学方式，目前形成四个稳定的教学模块，即钳工模

块、车工（普车、数车）模块、铣刨磨工程（含数铣、加工中心）模块、热加工与智能



制造模块（铸造、热处理、焊接、激光加工、3D打印）。 

创新实验重在强调培养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中心开设的开放性创新实验包括：机

械机构创新试验，注塑模具调试试验，关于影响快速成型加工精度的工艺参数的研究，

焊接构件结构强度试验研究，复杂工件加工实验，基于焊接能量损伤的探伤研究，基于

逆向工程三维模型系统设计，无碳小车的设计与制作等。另外，鼓励教师对学生进行各

种竞赛培训、带领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对学生参加装配钳工、车工技能等级考核培训，

具体见下图： 

 

 
2-4-2 实验教学的质量标准  

中心根据实验教学的总体要求，制定了基础实验、工程训练和创新实验的分层质量

标准。基础实验和工程训练的质量标准包括实验教学文件标准、实验准备工作标准、实

验教学指导标准、实验成绩评定标准、实验教学管理标准等五个方面，创新（开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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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质量标准则侧重于实验教学指导标准、实验成绩评定标准等两个方面。 

（一）实验教学文件标准  

实验教学文件包括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材（指导书）、实验教学安排三项。  

（1）实验教学大纲由课程归属部门（科室）制订，经中心教学委员会审定，报教务

处批准。大纲要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形式规范、内容优化、要求明确，紧跟教改步伐，

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动。实验教学大纲定期修订。 

（2）所有实验均应有规范的实验教材（指导书）及其配套教学资料。 

（3）指导教师应严格按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大纲内容包括

实验项目名称、实验内容、课时数等。  

（4）创新（开放）实验的实验项目按教师自由申报、中心推荐、学校审核的三级流

程进行，教师的项目申报书应符合各类申报要求，综合性、设计性、科研等创新型实验

项目优先资助。  

（二）实验准备工作标准  

（1）指导教师应提前做好实验准备工作，规范摆放仪器，保证实验课的顺利进行及

实验室干净、整洁。  

（2）实验指导教师、实验室人员应提前进入实验室，检查实验器材并试做，要做到

精通实验内容，熟练掌握实验过程及步骤的要求，确保实验效果。  

（3）提前通知学生按照实验教材（指导书）进行实验预习。  

（三）实验教学指导标准  

（1）实验操作开始前，检查预习报告；指导教师要讲清实验目的、原理、操作及实

验中易出现的问题。 

（2）演示实验动作规范，对实验内容的讲解重点突出，论据充分。  

（3）指导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精讲多练，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讲解实验操作用词

准确、规范。板书规范，字迹工整，所画图表及实验装臵图清晰准确。  

（4）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加强现场巡视指导，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时要注意启发

诱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纠正。 

（5）指导教师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基本实验方法的

训练；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性的培养。  

（6）学生应能够基本独立完成实验。通过实验，提高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判断、逻



辑推理、做出结论的能力，并具有正确记录、处理数据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  

（7）实验教学实施过程中，实验指导教师应认真填写实验教学工作记录。  

（8）创新（开放）实验项目的指导教师应保证充足的指导时间，按时提交进度报告

和结题报告，保证项目经费的专项专用。  

（四）实验成绩评定标准 

实验考核着重考核学生动手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实验数据的分析及处理能力，以

及实验报告的撰写能力等综合能力。 

（1）考核内容：实验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安全知识，仪器安装，仪器调试，仪器

的使用，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实验报告，实验出勤情况和纪律 

（2)综合成绩评定： 

    实验考核主要根据学生的工作态度和纪律、实验操作工件质量、实验报告分模块给

出成绩评定。 

（3)考核等级：分优、良、中、及格与不及格五个等级。 

（4）创新（开放）实验以及各类竞赛的成绩评定根据学院相关政策执行。 

（五）实验教学管理标准  

（1）中心各实验室应按学校“七簿一卡”的要求，做好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2）中心建立实验教学检查制度，加强对实验教学的经常性检查，了解实验教学情

况，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或报请有关部门协同解决。教务部门定期对实验教学

情况进行检查，包括：实验教学任务的落实情况；开出的实验项目、实验内容、实验过

程的组织、实验的分组等是否符合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实验室档案资料等。  

（3）学期末各实验室依照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下学期实验教学计划，报经中心领导签

字并备案。实验结束后，各实验室应对本学期的实验情况进行总结，撰写实验工作总结，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向学院提交书面材料，作为教学资料存档。  

2-4-3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和中心对人才培养都非常重视，一是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成长；二是对学生

的实验实习实训严格的考核制度和评判标准，从而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1）为加强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制定有教师教学激励机制构建计划，制定有相

应的教学质量考核标准，制定有严格三级评教考核制度（学生评教、中心评教、学校督

导评教，建立了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制度，中心人员实行逐年考核的管理机制，考核分



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绩效分配挂钩。鼓励教师参加实验

教学工作，保证了学校实验教学不断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2）中心对学生实训质量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评判标准，主要分为：安全工艺培

训考核成绩、平时纪律考核成绩、实操工件成绩、实训报告成绩及创新能力成绩。 

2-5教学方式方法 
 

结合多年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内容更新，并不断

改进实验教学的方式和方法，灵活运用一下五种手段，才能更好地进行科程的建设和

改革。  

2-5-1  教学方式方法 

（1）多媒体实验教学  

中心建立了完善的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辅助教学平台。大部分实验项目资料均已制

成多媒体课件，部分复杂实验项目有配套的演示视频供学生浏览。多媒体资料图文并茂，

既弥补了某些实验环节无法实现的不足，又增加了实验的可视性和直观性，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2）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依靠CAD/CAM实验室、现代机械设计实验室、3D打印技术等平台开设了相关综

合性仿真实验，将原本复杂的原型操作简化为模型实验，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降

低了实验成本，为后续真实实验打下基础。同时通过计算机仿真，虚拟设计等研究，为

创新项目的开展奠定基础。近年来，中心组织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Pro/E、AutoCAD应用

培训，并组织学生参加“先进成图技术与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

息建模创新大赛”，取得了丰硕成果。 

（3）网络辅助实验教学  

中心运用智能化、网络化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结合各专业实验教学的特点，建立

了专门的网站，整合了各实验课程的图文教案和演示视频，并整理了相关学习资料。学

生在进入实验室前通过中心网站可以通过浏览多媒体课件、观看视频资料进行网上预习，

熟悉包括实验原理、方法、仪器和注意事项等内容。网站还有实验预约、师生互动等功

能，学生可登录网站，与其他学习者和指导教师沟通。教师可通过网站发布文件，管理

员可对系统运行情况和用户进行全面管理。  



（4）自主式与探究式实验教学  

创新性实验项目主要采用自主式与探究式实验教学方法。创新实验项目的立项采用

指导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方法，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通过预先设计与组织问题引

导学生查阅资料、开拓思维，从师生互动、研讨中启发学生就特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最后在讨论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答案，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

创新精神。“高功率LED灯相变脉动热翅板散热器”、 “高效紧凑四合一挥发性有机物

回收装置”等“挑战杯”获奖项目均以指导教师的真实科研项目为背景，以本科生自主

研究为主，是自主与探究式实验教学方法成功的典范。 

（5）开放式与合作式实验教学  

中心多年来推成出新，不断向本科生推出新型开放式实验项目，如复杂工件的车

削加工、无碳小车设计制作、车床夹具的扩展实践等。开放性实验项目的实施采取 “导

师负责制”，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文献资料查阅、实验方案制定、实验过程

控制、数据处理、总结归纳、实验报告撰写等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 

2-5-2 实验教学考核方法： 

实验考核着重考核学生动手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实验数据的分析及处理能力，以

及实验报告的撰写能力等综合能力。具体办法如下, 

1）考核内容： 

   A、与实验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安全知识。 

   B、仪器安装，仪器调试，仪器的使用，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实验报告。 

   C、实验态度：出勤情况和纪律 

2)综合成绩评定： 

    实验考核主要根据学生的工作态度和纪律、实验操作工件质量、实验报告分模块给

出成绩评定。 

3)考核等级：分优、良、中、及格与不及格五个等级。 

 



2-6教学成果 

（1）中心每年完成了 5000多人的实验实习实训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中心每年组织了装配钳工、车工、电焊工、制图员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每年近 500名学生拿到职业资格证书。 

（3）中心进行了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机器人、金相技能、无碳小车、复杂工件车

削加工、先进制造等项目的开放实验，对学生专业知识及动手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

用，其中杨安杰、李林峻分别指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016年被列入国创项目，

马宗正、曲全鹏老师指导的项目列入 2017年国创项目。。 

（4）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 34余项，其中刘建英、王新莉、刘军、任波、吴

素珍、马宗正、杨安杰等老师指导的学生获国家级一等奖 8项、二等奖 10 项，省级一等

奖 1个、二等奖 11项，见支撑材料第 2部分。 

（5）近五年主持或参加厅级以上项目 27项，其中获省级科技成果 21 项，获得发明

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53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在现代制造工程、中国农机化学报、

测绘科学、煤矿机械、计算机工程与设计、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等国内

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9篇，其中 SCI收录 5篇,EI收录 9篇、中文核心 11篇，

出版著作教材 15部、自编讲义 3本。（见支撑材料第 2、第 3部分） 

2-7实验教学中心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措施 

中心坚持以学生为本，服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始终把教学质量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以人才培养质量监控、课程教学质量监控、教师队伍质量监控为

切入点，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措施。 

（1）中心实行相对独立运行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有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聘任

责任心强、教学与管理经验丰富的中心主任，实行主任负责制，使教学质量有了制度保

证。选拔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业务水平高、工程实践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

教学工作，确保实验教学质量。 

（2）在学校和教务处、评估督导处的支持下，建立了三级教学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实

行三级评教：学校专职督导不定期检查、听课；中心教师互相听课；学生每学期进行网

上评教打分。共同构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质量监督保证体系，对中心教学质量提高

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3）专职教师与实验教师互通制度，一方面，要求专职教师 100%参与所教课程的



实验指导，要求实验教师提高理论水平（撰写教改论文，攻读硕、博士学位）；另一方面，

严把实验指导教师聘任关。要求新进教师试讲试做，合格后方可上岗。 

（4）中心参照学校的有关制度进行教师进行年度综合考评，考核分优秀、合格和不

合格三个等级，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绩效分配挂钩。  

3. 队伍 

3-1

中

心

主

任 

姓名 杨安杰 性别 男 年龄 53 

专业技

术职务 
教授 学位 硕士 联系固话 0371-62509093 

邮箱 yanganjie163@163.com 手机号码 13523012926 

主要职

责 

1、主持制定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规划与年度计划，组织

落实并检查实施情况。 

2、组织推动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体系的改革建设，

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课程设置，实验课教学内容，实验技术的研发，

组织申报和实施教改项目。 

3、组织和落实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队伍建设，包括岗位设定、

聘任、考核、业务进行培训等。 

4、负责构建高效运行的中心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包括通过制度化、规范

化建设构建适合本中心特点的决策机制、约束机制、奖励机制和监控机制，

推动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5、主持中心的人文环境建设，以人为本，为广大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工

作环境。 

工作经

历 

1984.7—2005.8  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从事车辆动力机械的设计、开发、实验研究工作，取得机电产品司

法鉴定人执业资格，机械工业理化检验人员力学性能技术专业 2级资格。 

2005.8 至今 河南工程学院副教授、教授，从事汽车工程教学工作及实验

实训中心的管理工作。是河南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河南省汽车工程学会



常务理事，河南省装备制造协会、河南省内燃机学会理事，具有机动车安

检机构审查员资格，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 

教研科

研主要

成果(科

研成果

限填 5

项) 

教研成果： 

1、《机械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1-2015，

主持； 

2、高职两年制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新型教学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河南省高等教育成果鉴定豫高教改鉴字（2008）669号，2008，

第三名； 

3、《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349-6336-0，2013.8，主编； 

4、《汽车专业英语》，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22-05848-5，2009.8，

参编； 

5、高等学校生命教育研究（编号 2007-JKGHAG-117），河南省教育科学规

划办课题结项（2008-117），第二名； 

6、高校机械工程类本科毕业设计问题研究，《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ISSN1672-1438/CN11-4994/T，2015.12，第一名； 

7、尺寸链教学探讨，《时代教育》CN51-1677/G4，2009/9，第一名； 

8、关于汽车专业英语教学的思考，《陕西教育》CN61-1018/G4，2009/9，

第一名。 

科研成果： 

1、轮式拖拉机防翻架静压强度试验机的研究与开发，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

项目（编号 142102210038），豫科鉴委字[2016]第 1448 号，2016.9，主

持； 

2、降低单缸柴油机排放烟度系统工程研究，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编

号 122102210039），豫科鉴字［2014］第 28 号，2014.,6，主持； 

3、自走式高地隙单边悬挂喷管自动式平衡式喷雾机，国家发明专利，

ZL201310739453.1，2015.12，第一名； 

4、空气滤清器对 ZH1115单缸柴油机性能的影响，《中国农机化学报》中



文核心，ISSN2095-5553CN/32-1837/S，2015/9，第一名； 

5、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otormeter Based on CAN Bus Technol

ogy，《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ISSN:16609336,2013.6(Vol

ume 331)，第一名，EI收录。 

3-2 

中心人员 

基本情况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它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专职 

总

人

数 

平

均 

年

龄 

人数 7 12 18 2 10 23 5 1 39 

39 40 占总

人数

比例 

18% 31% 46% 5% 26% 59% 13% 2% 100% 

中心人员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

兼职 

1 杨安杰 53 硕士 教授 管理/教学 专职 

2 王新莉 53 硕士 教授 管理/教学 专职 

3 刘豫喜 39 硕士 副教授 管理/教学 专职 

4 李可 38 硕士 实验师 管理/教学 专职 

5 马涛 33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6 王旭辉 35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7 吴应桦 33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8 赵呈建 56 硕士 教授 教学 专职 

9 黄宏俊 36 学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10 曲全鹏 36  实验师 教学 专职 

11 李林峻 38 硕士 实验师 教学 专职 

12 武振威 25 学士 助理实验师 教学 专职 



13 刘旭贺 31 博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14 郭冬青 26 硕士 助教 教学 专职 

15 张红松 40 博士 教授 教学 专职 

16 陈静 52 博士 教授 教学 专职 

17 毕建平 51 学士 教授 教学 专职 

18 杜可可 55 硕士 教授 教学 专职 

19 李坤全 38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0 马宗正 35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1 刘建英 43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2 陈海军 42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3 郭怡 45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4 郝少祥 51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5 任波 36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6 赵让乾 52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27 李斌 41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28 李辉 33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29 吴素珍 38 硕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30 刘军 38 学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1 桑玮玮 34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2 汤安 38 博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3 张昊明 32 博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4 王鹤 35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5 王静 39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6 李鑫 35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7 赵永涛 37 硕士 讲师 教学 专职 

38 朱全志 57 学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39 李大庆 46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专职 

3-3 

近五年来

中心人员

教研主要

成果 

一、教研项目 

1、基于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河南省教育厅立项批号：

2009SJGLX298，2012年河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证书编号：豫教

[2012]00960，赵呈建（2），省级； 

2、多校区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批号：

2009SJGLX301），2011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科学规划鉴定，鉴定证书号:豫高教改

鉴字[2011]第 269号，赵呈建（1），省级；  

3、《金工实习》微课程，赵呈建（1），2015 年立项，河南工程学院，校级(厅级)； 

4、机械基础实验示范教学中心，杨安杰（1），2011-2015 河南工程学院豫工院

教，校级(厅级)； 

5、数字教育与科研形势下图书信息服务模式研究，黄宏俊（7），郑州市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证书编号：JX20120365， 2012年 4月结项，厅级； 

6、基于多维化创新实践活动的服装艺术设计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黄宏俊（5），

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证书编号：SKL-2011-1657 2013 年

4月结项，厅级； 

7、中原文化内涵和精神融入旅游产业发展问题研究，黄宏俊（5），河南省社科

联、河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证书编号：SKL-2012-2965，2012 年 4月结项，

厅级。 

二、教研论文 



1、高校机械工程类本科毕业设计问题研究，杨安杰（1），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ISSN1672-1438/CN11-4994/T，2015-12； 

2、新建本科院校开放实验教学的实现，赵呈建，实验室科学，ISSN 1672-4305/  

CN 12-1352/N ，2013.03； 

3、数学文化与大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赵呈建，河南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ISSN 1674-330X  CN41-1397/N，2013.02； 

4、基于注册测绘师考试探讨测绘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赵呈建（2），测绘

科学，ISSN 1009-2307/CN11-4415/P ，2013 05，中文核心； 

5、应用型技术大学中金工实习环节的教学探索，黄宏俊、赵呈建，机械研究与

应用 ISSN1007-4414/CN62-1066/TH，2016.10. 

6、浅谈应用型本科金工实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曲全鹏牛瑞利武振威，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ISSN：2095-6711，2016.12.10 

三、教材 

1、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5349-6336-0，

2013-8-1，杨安杰主编 

2、ANSYS14.0 电磁学有限元分析从入门到精通,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张红松主

编 

3、ANSYS14.5/LS-DYNA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实例指导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张红松主编 

4、AutoCAD2014 实例教程，海洋出版社，2014年，吴素珍主编 

5、机械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大庆主编 

6、磨工技能认证考试辅导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赵让乾主编 

7、SolidWorks2015 快速入门实例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刘建英主

编 

8、UG NX10.0 中文版曲面设计案例实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刘建英

 主编 

9、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吴素珍主编 

10、机电设备与机械电子维修，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5 年，李辉

 主编 



11、机械制造装备设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赵让乾副主编 

12、UG NX 10.0 中文版曲面造型从入门到精通，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张

昊明主编 

13、AutoCAD 2016 中文版三维造型设计实例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张昊明主编 

14、Autodesk Inventor 从入门到精通 2015 中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张红松主编 

15、UG NX10.0 中文版钣金设计案例实战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张红松主编 

3-4 

近五年来

中心人员

科研主要

成果(限

填 15 项) 

一、项目课题 

1、轮式拖拉机防翻架静压强度试验机的研究与开发 142102210038，豫科鉴委字

[2016]第 1448 号，杨安杰主持 

2、降低单缸柴油机排放烟度系统工程研究 122102210039，豫科鉴字［2014］

第 28 号，杨安杰主持 

3. 缸径 125mm 单缸柴油机高效油浴复合式空气滤清器的研制，豫科鉴字［2014］

第 29号，杨安杰主持 

4、新型功能纳米粒子的构建及其用于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快速识别，豫科鉴委字

[2015]第 1433 号，赵呈建第二 

5、6-RSS并联机构在六维主动减振平台中的应用研究 112102210344，豫科鉴委

字［ 2013 ］第 1346号，杨安杰第二 

二、专利 

1、自走式高地隙单边悬挂喷管自动式平衡式喷雾机，ZL201310739453.1，发明

专利，杨安杰第一； 

2、一种带超越离合器的防反转手摇起动手柄，ZL201620551010.9，实用新型，

杨安杰、杨建伟、李林峻、黄宏俊、武振威、曲全鹏、吴应桦、胡阳军； 

3、一种小型手动液压吊车，ZL201621198693.0，实用新型，杨安杰、马飞峰、

赵呈建、李林峻、王旭辉、李可、黄宏俊、曲全鹏、武振威、吴应桦； 

4、预热式迷宫加热炉，ZL201310121021.4，发明专利，刘豫喜第一； 

5、基于温差发电的 LNG热管理系统，ZL201410292077.0，发明专利，马宗正第



一。 

三、论文 

1、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otormeter Based on CAN Bus Technology，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ISSN:16609336， 2013-6-16(Volume 

331)，杨安杰第一名，EI收录； 

2、Detec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Automobile Exhaust Pollution，，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 《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

ISBN:978-3-03785-416-7， 2012-5，杨安杰第一名，EI收录； 

3、空气滤清器对 ZH1115单缸柴油机性能的影响，《中国农机化学报》，2015-9-25，

（5），杨安杰第一名，中文核心； 

4 、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Sm1-xGdx)2Ce2O7 solid solutions,《Ceramics International》,2015年 12

月,张红松第一名,SCI,EI双收录； 

5 、 Synthesis, charzcterization and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LaGdCe2O7 ceramic for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Materials Research 

Innovations》,2014年 4月, 张红松第一名,SCI,EI双收录。 

（教科研成果详见支撑材料第 2、第 3 部分） 

3-5 实验教学中心队伍培养培训制度措施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的业务水平的高低，安全意识、服务意识

的强弱直接影响中心建设。强化中心人员的专业科学知识，增强责任心，加大对安全管理

人员的培训是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关键。 

（1）学校重视实验队伍的建设，下发有相应的文件，示范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主任由高级职称担任，示范中心配备相应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组织精干高

效的教学研究队伍； 

（2）引进高端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吸引高水平、高学历人才，充实实验教师队伍。不

断完善师资结构，改善中心人员的学缘结构。 

（3）中心积极组织专职人员通过在职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不断提升个人学术水平；学

校和中心鼓励教师通过参加高水平有影响的国内外学术会议、短期出国访问和合作研究、

实验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了解本领域发展动态，开阔专业视野，掌

握最新的实验技术和教学手段；中心定期选派部分青年教师到相关企业实习培训，强化工



程实践能力培养。另外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学校每年定期举办的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活动，让

青年教师相互学习、观摩，鼓励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4）建设“双师型”实验教学队伍， 中心致力于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双师型实验教学队伍。 

（5）实验教学课堂评估制度，中心要求教师必须按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相配套的实验

大纲开展实验教学，并接受中心定期组织的领导同行听课、教师和学生座谈会及实验报告

抽查等方式的实验教学课堂评估，教师应认真回复评估意见，对于不合格项采取措施进行

整改。 

（6）科研成果促进实验教学措施，中心大力推进教师将实验教学与学科建设、科研开

发相结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实训项目，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实验装置，

保证实验项目持续更新；组织教师参与、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及各类科技竞赛，实现科研创

新与实验教学的互相促进，促进实验实训教学质量提高，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发展提供

活力。 

（7）加强对中心教师专业知识的培训，随着仪器设备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仪器设

备的种类越来越多，要管好、用好、维护好仪器设备，安全使用仪器设备，就要掌握多种

科学技术知识，这是现代化仪器设备对中心教师提出的客观要求。不定时邀请专家及具有

丰富生产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教师进行仪器设备的培

训和指导，提高中心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安全管理意识。每学期根据情况安排时间对中心全

体教师进行实验室安全知识教育及操作规程培训； 

（8）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加强对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教师的考核。学

校在实验队伍聘任、职称晋升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考核奖惩制度等，来调动全体实验

人员积极性。中心人员实行逐年考核的管理机制，考核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

考核是对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教师素质及工作态度、工作成果的检查，具体

考核内容包括：①政治思想表现，即实验人员应遵守共同规范；②根据岗位责任制和具体

承担的任务进行考核；③所负责的仪器设备的维护、修理、利用率和完好率等情况；④规

定的学习计划完成情况，对仪器设备学习和使用的情况。考核结果在中心内部进行评比，

进行年终考核奖励。 

4. 设备与环境 

4-1 环境条件 实验室使用面积（M
2） 设备台（套）数 

设备总值 

（万元） 
设备完好率 



11820 668 1597 98% 

4-2 仪器设备配置情况（主要设备的配置及更新情况，利用率。可列表） 

工程训练教学中心主要设备和配置： 

CDE6150A型车床 40台、M7130S平面磨床 2台、MW1420B-500万能外圆磨床 2台， X6132

型卧式铣床 2台、X5032 型立式铣床 2台、BH6050 牛头刨床 2台、Z3050×16摇臂钻床 2

台、冲床 2台、剪板机 2 台、板料拆弯机 1台、交流手工弧焊机 20台、逆变式直流弧焊

机 4台、脚踏式交流点焊机 2台、二氧化碳保护焊机 2台、Z512台式钻床 6台、M3030

落地砂轮机 6台、钳工工作台 27张（108个钳工台位）、数控车床 2台、数控铣床 1台、

三轴加工中心 1台、四轴加工中心 1台、中频感应加热炉 1台、井式坩埚炉 2台、高温

箱式电阻炉 6台、布氏硬度计 2台、洛式硬度计 2台、精密金属激光切割机 1台、三维

激光内雕机 2台、3D打印机 20台、三维光学扫描仪 1台、ABB搬运机器人 1台、大锥度

摇摆线切割机 1台、TR-200粗糙度仪 4台、HZSB-III轴承实验台 4台、DPH-I动平衡实

验台 4台、DLS-A皮带实验台 4台、RXDZX-2电子技术实训装置 22台、DP-51PROC单片机

仿真实验仪 20台、JD25-C万能测长仪 1台、XW-250-Ⅱ多功能形位误差测量仪 2台、4XC-MS

金相显微镜（摄像）1台、WDW-300电子万能试验机 1台、Robonova-1机器人 4台、Croma454

坐标测量仪 1台、Holon-3DS三维扫描仪 1台、PZC-I机构运动试验台 2 台、S7-200 PLC

试验机 2台、HDK360 塑料成型注射机 1台、PLU-1000、4XCE金相显微镜 1台、4XC 金相

显微镜 8台、YPM-2金相万能磨抛机 5台、RDM-20-8盐浴电阻炉 1台、AJCJF-F双滚筒采

煤机仿真模型 1台、AJZHJ-F综合机械化矿井模型 1台、GSK980MDC铣床数控系统 12台、

电液伺服热疲劳试验机 1 台。（主要仪器设备的类型、名称、数量、原值、购置时间详见

支撑材料第 4部分）。 

机械基础类实验室近几年设备购置经费有较大增长，2011年为100万元，2012年为100

万元，2013年80万元，2014年70万元，2015年100万元。更新主要实验设备有金相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疲劳试验机、CAD/CAM计算机、微机元素分析仪、碳硫分析仪、高性能数控

系统等等，在2011年购置了当时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三坐标测量仪、三维扫描仪、快速成

型机、工作站、绘图仪等，目前这些设备正为教学发挥着作用。设备的更新，为我校机

械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扩展了课程内容，开设新的实验项目。实验室

设备的利用率综合达到95%。 

工训平台的仪器设备配置，除部分钳工工作台比较早外，其余大部分设备都是2015



年后更新的，因此具有基础性、实用性、通用型、前瞻性、先进性等特色。仪器设备实

行专人管理制度，维护措施得力，设备完好率98%，工训主要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在全校非

常高，利用率100%，每学年有38周不但上班时间在运行，业余时间如开放实验、竞赛培

训、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师课题部件加工、为其他部门或单位服务等也在用，设备完

好率高、利用率高、运行效果好。 

4-3 环境与安全（实验室环境，安全、环保情况等） 

中心面积较大，共有教学面积 1万多平方米，分布在龙湖校区西区的 3号实验楼和

两个车间内，整体布局比较合理，有健全的安防、物业人员，实验室照明采光比较好，

有自来水和高压消防设施。教学涉及的设备种类较多，大多数设备都使用强电，环境与

安全工作十分重要。建立健全了实习教学安全教育、劳动保护、安全操作制度和安全责

任人制度。在实习现场配备有红十字急救箱，制度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理预案。实验

管理人员按照制定的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宣传安全知识及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要求教师向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强调每次实验课的安全隐患，要求学生按

照操作规程操作，避免事故发生。自成立来未发生任何安全、环保事故。河南工程学院

新校区周围环境优美，中心针对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严格按管理规定建立

台账严格把关并对其进行分类收集并及时处理。 

4-4 运行与维护（实验室运行模式，维护维修等） 
 

中心实验室建立完善了管理和运行机制，明确职责，实行中心实验室教师和技术

人员考核、值班制度，建立了各类规章制度。 

（1）参照教育部制订的教学设备管理制度以及学校制定的《河南工程学院院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河南工程学院实验室管理工作条例》、豫工院

教〔2012〕91号《河南工程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分别制订了《河南工

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管理制度》、《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

训练实验中心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指

导教师岗位职责》、《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学生守则》；《河南

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工作人员职责》、《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

程训练实验中心安全管理制度》；、《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教学

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实验材料、低值耐用品、易耗品管理方法》、《河南工程学院机械

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基



础与工程训练实验中心实验室开放实施细则》，此外还制定了有关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2）中心教学仪器设备从购置、验收、使用、维护（修）、调出、报废等各环节实

行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设备管理由国资处统一建帐，本中心设岗专人管理设

备帐卡，做到帐、物、卡、标签、技术档案、使用记录、维修记录对应。 

（3）实验中心根据教学需要，安排专职技术人员负责仪器的使用和维护，保证仪

器完好率。教学仪器设备正常维护与维修费用计划提前上报，学校每年列入财务预算

专款专用。其中，可自行维修的，由中心组织人员随时进行自修；不能自修的，上报

学校，经学校主管部门联系厂家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重大维修项目实行专

项申请与审批制度，费用另外支出。 

（4）鼓励教职工对设备进行革新改进和提出合理化建议。 

 

5. 信息化 

5-1 信息化建

设 

信息化实验项目数 面向专业数 
资源容量

（GB） 
年度访问总量 

4 
36个本专科

专业 
1.2 7500 

序号 信息化实验项目名称 所属课程 面向专业 
实验学生 

人数/年 

1 
实习安全操作规程

（14） 
金工实习 36个本专科专业 4000 

2 机械制图 机械制图 
机械设计制造及

自动化、车辆工程 
1200人 

3 工程力学 材料力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

自动化、车辆工程 
600人 

4 计算机辅助设计 AUTOCAD 
机械设计制造及

自动化、车辆工程 
500人 

5-2 教学信息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中心建有网站 http://jxgx.haue.edu.cn/，设有中心概况、师资队伍、设备管理、

公告通知栏目、相关资料下载栏目、视频专区栏目、中心新闻栏目、教学管理等栏目，自

2016年运行以来，开展了新闻报道、公告通知、微课、慕课教学，实现教学模式的多元

化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为我校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5-3 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制度措施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基于网络化、信息化技术，不断完善网络化实验教

学系统，为达到较高的建设水平，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1）中心有专人负责网站的运行与维护对网络系统进行管理与维护，并做好相关记

录； 

（2）重大事项两级审批制度； 

（3）重要资料备份制度。 

6. 成果与示范 

6-1 实验教学中心特色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根据学院建设应用型工程人才培养基地的办学定

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及“543”计划，结合中心的现状，在实验教学、实验队伍、管理模式、

设备与环境等方面的加强建设与改革，走特色之路，逐渐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1．打破原有的专业设置框架，构建全新的工程实践教学平台 

根据我校专业门类齐全的特点，中心以制造为主线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

工业工程、安全工程、纺织工程等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如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特

种加工、快速原型制造以及数控技术、金属工艺学、材料成型原理等课程的实践教学进行

整合，构建了全新的工程实践教学平台。该平台的建立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

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建设保持连续性。该平台相关性好、延展和拓宽性强，具有很宽的实

践运行空间，是培养学生工程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该平台体现了“与工业主流技

术相衔接”的原则，即“设备与当前工业主流应用一致，技术与当前先进水平看齐”。以

门类齐全、涵盖广泛、布局科学、配套合理、管理先进的为主要特征。  

2．以中心为依托、以培养实践能力为切入点，构建了充分体现我校文理工交叉渗透

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教学对象： 目前每年近 4000 文理科学生参加为期 1～3 周不等的工程训练,超

过全校每年级学生总人数的 50%。 

（2）教学内容： 整合教学内容，构建“四大模块分组轮换”教学模式，整合过的教

学内容，涉及制造、测试、控制、计算机、材料、特种加工等多学科基础知识，该模式有

利于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素质和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3．推出“面上创新、重点创新、综合创新”不同层次的创新实践运行模式 



中心作为全校学生创新实践的平台，根据我校学科门类多，参加工程实践学生量大面

广，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各不相同的特点，推出了多层次的创新实践运行模式。根据不同

学科专业各自的教学要求和目的，创新实践训练分为三个层次：（1）面上创新实践训练： 

学生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初步了解与制造相关的工艺方法，引导他们

将先修课程，如制图、机械设计、机械原理、材料、造型设计等课程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

程实践中，进行简单机构及模型的制作，达到启迪同学们创新思维的目的。（2）重点创新

实践训练：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培养较强的工程意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2－3 人一

组完成一件自创意作品的设计与制作，主要面向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参加开放性实验，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职业。（3）  综合创新实践训练：综合运用多学科基础知识和综合技能，

创作一件有实用性、新颖性和创新点的机电类作品，依托校级工程实践创新设计与制作、

大学生“工程素质综合能力”“挑战杯”竞赛等项目，在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独立完成市场调查、方案设计、产品制作与评定，参加有关大赛。 

6-2 实验教学中心教学效果、主要建设成果和示范作用 

    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改革实验教学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工程基础实验

教学内容、努力完善实验教学管理体系使教学效果得到显著加强，其成果起到了引领示范

作用。 

（1）学生在本中心经过实验和实习，掌握了各种实验设备、实验方法，学会了各种

设备的操作、各种材料和产品的制作和成型及检测方法，能接触到当今制造业较先进的制

造设备和设计理念，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通过综合实验的训练，显著提高了学生

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每年有近

4000名本专科的学生在中心接受训练实习。中心的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与考核方法等的

改革，对其它专业的实验教学改革起到了很好的相互促进作用。 

（2）中心教师积极组织与参与全国性培训与教学交流研讨会，积极参加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办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培训班，组织学生参加河南省和国家竞

赛，是“全国 CAD 技能等级考试培训点”，是钳工、车工技能等级考试、汽修、电焊中

级证、制图员证书的授权考点，每年考证人数约 600人左右，扩大了中心在校外的影响。 

（3）中心作为应用型本科办学亮点单位，不断有上级部门领导和兄弟院校到中心指

导、考察、交流、学习，获得了领导和专家好评。中心与河南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河

南理工大学等众多兄弟院校的机械基础与工程训练实验教学中心保持着交流与合作，借鉴



他们的先进经验，促进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中心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社会，与中南地

区港澳特区金工研究会、河南省铸锻协会、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

合作关系。 

（4）每年中心精心组织开放实验项目和国创项目的立项与开展，参加学科竞赛， 获

得国家级、省级奖项 34 项。 

（5）近五年主持或参加厅级以上项目 27项，其中获省级科技成果 21 项；获得发明

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53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在现代制造工程、中国农机化学报、

测绘科学、煤矿机械、计算机工程与设计、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等国内外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9篇，其中 SCI收录 5 篇,EI收录 9篇、中文核心 11篇，出版

著作教材 15部、自编讲义 3本。（见支撑材料第 2、第 3部分） 

 

7．申报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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