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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面向全校理工类面向全校理工类2222个专业个专业

开出各类材料实验课程开出各类材料实验课程，，每年接纳学生每年接纳学生30003000多人多人，，学生实验人时数学生实验人时数

达达2121万多万多。。

““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中心””还承担了全校材料类专业和冶金专业的本科还承担了全校材料类专业和冶金专业的本科““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中心””还承担了全校材料类专业和冶金专业的本科还承担了全校材料类专业和冶金专业的本科

毕业设计任务毕业设计任务、、各类创新实验任务和研究生实验教学任务各类创新实验任务和研究生实验教学任务。。

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应该如何办？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应该如何办？



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 佑启乡邦 振导社会

建设思路建设思路

一个一个
核心核心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核心核心

构建实验构建实验

教学体系教学体系
课程建设课程建设

能力培养能力培养能力培养能力培养

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 学科建设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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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建设思路

二个二个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

本科生科技创新本科生科技创新 材料类公共基础材料类公共基础
实验教学平台实验教学平台 实验教学平台实验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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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建设思路

三个三个
层次层次层次层次

创新层：研究创新型实验项目创新层：研究创新型实验项目
大学生创新基金、毕业设计项目大学生创新基金、毕业设计项目

综合层：综合设计型实验项目综合层：综合设计型实验项目
综合型、设计型实验项目综合型、设计型实验项目

基础层：基础验证型实验项目基础层：基础验证型实验项目

综合型、设计型实验项目综合型、设计型实验项目

基础层：基础验证型实验项目基础层：基础验证型实验项目
验证型、基础型实验项目验证型、基础型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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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建设思路

四个四个
面向面向 向机械及近机类专业学生向机械及近机类专业学生 面向电类专业学生面向电类专业学生面向面向 面向机械及近机类专业学生面向机械及近机类专业学生

机类课组机类课组

面向电类专业学生面向电类专业学生

电类课组电类课组

工程工程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面向材料类专业学生面向材料类专业学生

材料类课组材料类课组

面向土木建筑类专业学生面向土木建筑类专业学生

土木建筑类课组土木建筑类课组材料类课组材料类课组 土木建筑类课组土木建筑类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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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标中 标中心建设目标中心建设目标

秉承秉承““研究学术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造就人才 佑启乡邦佑启乡邦 振导社会振导社会””11..秉承秉承““研究学术研究学术、、造就人才造就人才、、佑启乡邦佑启乡邦、、振导社会振导社会””

的办学宗旨的办学宗旨，，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国内构建国内

流的 程材 公 基础实验教学 台流的 程材 公 基础实验教学 台一流的工程材料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一流的工程材料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

22 以国家以国家““材料学材料学””重点学科和重点学科和““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22..以国家以国家 材料学材料学 重点学科和重点学科和 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技术研究 中心中心””为基础为基础，，集教学集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为科研与学科建设为

一体一体 建设本科生创新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本科生创新实验教学平台 成为国家培养材料成为国家培养材料体体，，建设本科生创新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本科生创新实验教学平台，，成为国家培养材料成为国家培养材料

类高级人才的示范基地类高级人才的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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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

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

2222个理工科专业学生的个理工科专业学生的100100多个教学班共多个教学班共30003000多名多名

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

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重庆大学工程材料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着全校

2222个理工科专业学生的个理工科专业学生的100100多个教学班共多个教学班共30003000多名多名

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

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 情况复杂情况复杂 且不同且不同

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学生的材料类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

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 情况复杂情况复杂 且不同且不同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情况复杂情况复杂，，且不同且不同

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不同专业学生来源不同，，情况复杂情况复杂，，且不同且不同

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也各不相同也各不相同，，构建公共实验教学平台构建公共实验教学平台，，必须满足必须满足

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

也各不相同也各不相同，，构建公共实验教学平台构建公共实验教学平台，，必须满足必须满足

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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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



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 佑启乡邦 振导社会

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

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学生知识结构的特点构建实验课组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学生知识结构的特点构建实验课组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学生知识结构的特点构建实验课组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学生知识结构的特点构建实验课组

在实验课组的设置上在实验课组的设置上，，按知识领域按知识领域、、知识单元设置知识单元设置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其知识结构根据其知识结构

在实验课组的设置上在实验课组的设置上，，按知识领域按知识领域、、知识单元设置知识单元设置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其知识结构根据其知识结构

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的要求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的要求，，从各专业学生所应掌握的知从各专业学生所应掌握的知

识点出发识点出发，，组成适用于材料类组成适用于材料类、、土木建筑类土木建筑类、、机械与近机械与近

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的要求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的要求，，从各专业学生所应掌握的知从各专业学生所应掌握的知

识点出发识点出发，，组成适用于材料类组成适用于材料类、、土木建筑类土木建筑类、、机械与近机械与近

机类机类、、电类等专业类别的四个实验课组电类等专业类别的四个实验课组。。

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3737门门，，其中其中

机类机类、、电类等专业类别的四个实验课组电类等专业类别的四个实验课组。。

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3737门门，，其中其中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 门门，，其中其中

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1111门门，，每门课程均开设有综合设计每门课程均开设有综合设计

型实验项目型实验项目。。

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中心按四个实验课组开设的实验课程共 门门，，其中其中

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1111门门，，每门课程均开设有综合设计每门课程均开设有综合设计

型实验项目型实验项目。。型实验项目型实验项目。。型实验项目型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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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

根据材料科学知识体系划分实验内容模块根据材料科学知识体系划分实验内容模块

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

根据材料科学知识体系划分实验内容模块根据材料科学知识体系划分实验内容模块

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
容相协调容相协调，，体现先进性体现先进性、、综合性综合性、、探索性探索性，，要坚持以下原则：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一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 也也

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在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注重与材料类课程理论教学内
容相协调容相协调，，体现先进性体现先进性、、综合性综合性、、探索性探索性，，要坚持以下原则：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一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 也也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也也
要安排体现现代新材料发展的实验项目；要安排体现现代新材料发展的实验项目；

二是实验内容要与科研二是实验内容要与科研、、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

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既要安排传统实验项目，，也也
要安排体现现代新材料发展的实验项目；要安排体现现代新材料发展的实验项目；

二是实验内容要与科研二是实验内容要与科研、、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密切联系，，
将科研和工程性项目引入实验教学中将科研和工程性项目引入实验教学中，，以保证实验内容紧跟现以保证实验内容紧跟现
代科学的发展；代科学的发展；

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 将这些成将这些成

将科研和工程性项目引入实验教学中将科研和工程性项目引入实验教学中，，以保证实验内容紧跟现以保证实验内容紧跟现
代科学的发展；代科学的发展；

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 将这些成将这些成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将这些成将这些成
果及时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果及时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以保证实验项目不断更新以保证实验项目不断更新。。

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三是及时融入科技创新和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将这些成将这些成
果及时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果及时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以保证实验项目不断更新以保证实验项目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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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

（（11））材料制备与加工类模块材料制备与加工类模块

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

（（11））材料制备与加工类模块材料制备与加工类模块

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
产加工的实验内容产加工的实验内容，，目的是训练学生在材料的制备目的是训练学生在材料的制备、、加工等方加工等方
面的实验能力面的实验能力。。

构 模构 模

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材料制备与加工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的制备及生
产加工的实验内容产加工的实验内容，，目的是训练学生在材料的制备目的是训练学生在材料的制备、、加工等方加工等方
面的实验能力面的实验能力。。

构 模构 模（（22））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模块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模块

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组织结构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组织结构
的分析的分析 观察观察 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 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

（（22））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模块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模块

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组织结构材料组织结构分析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组织结构
的分析的分析 观察观察 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 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的分析的分析、、观察观察、、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
料的微观结构和组织分析料的微观结构和组织分析、、表征等方面的实验能力表征等方面的实验能力。。

（（33））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

的分析的分析、、观察观察、、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测试等方面的实验内容，，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
料的微观结构和组织分析料的微观结构和组织分析、、表征等方面的实验能力表征等方面的实验能力。。

（（33））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33））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

材料性能检测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各种性能检测材料性能检测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各种性能检测、、
分析方面的实验内容分析方面的实验内容，，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料的力学性能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料的力学性能、、工工

学 等学 等

（（33））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材料性能检测类模块

材料性能检测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各种性能检测材料性能检测类实验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材料各种性能检测、、
分析方面的实验内容分析方面的实验内容，，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料的力学性能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材料的力学性能、、工工

学 等学 等艺性能艺性能、、物理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等检测方面的实验能力化学性能等检测方面的实验能力。。艺性能艺性能、、物理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等检测方面的实验能力化学性能等检测方面的实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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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基础验证型基础验证型 综合设计型综合设计型 创新基金创新基金
项目类别项目类别

基础验证型基础验证型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综合设计型综合设计型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创新基金创新基金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总计总计

数数项目数项目数 107107 3434 4545 186186

更新实验项目数更新实验项目数 总实验项目数总实验项目数 总更新率总更新率 年均更新率年均更新率

近五年实验项目更新情况近五年实验项目更新情况

更新实验项目数更新实验项目数 总实验项目数总实验项目数 总更新率总更新率 年均更新率年均更新率

102102项项 141141项项 72.372.3％％ 14.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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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基础实验教学 台的实施效共基础实验教学 台的实施效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的实施效果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的实施效果

构建了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了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受受构建了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构建了材料类公共基础实验教学平台，，受受

益学生量大面广益学生量大面广

 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 分类施分类施 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分类施分类施

教教，，使使学生受益最大化学生受益最大化

 覆盖全校覆盖全校2222个专业个专业，，每年每年受益学生受益学生30003000多人多人

 开设材料类开设材料类实验课程实验课程3737门门 开设材料类开设材料类实验课程实验课程3737门门

 年均年均2121万余人时万余人时的实验教学任务的实验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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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本科生科技创新实验教学平台构建本科生科技创新实验教学平台

11、、依托学校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依托学校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科研训练科研训练11、、依托学校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依托学校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科研训练科研训练

计划项目等实施计划项目等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22 利用科研课题利用科研课题 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成果来设置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成果来设置和22、、利用科研课题利用科研课题、、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成果来设置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成果来设置和

更新实验项目；更新实验项目；

33 开放教师科研课题作为创新实验和毕业设计内容开放教师科研课题作为创新实验和毕业设计内容33、、开放教师科研课题作为创新实验和毕业设计内容开放教师科研课题作为创新实验和毕业设计内容，，

让学生直接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让学生直接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44 利用学科建设利用学科建设 科研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经费购科研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经费购44、、利用学科建设利用学科建设、、科研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经费购科研和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经费购

置或自制实验设备置或自制实验设备，，为实验教学服务为实验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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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
不是选拔出来的，是在创新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不是大量产生的 是在实践中脱颖而出的不是大量产生的，是在实践中脱颖而出的。

不可预知的， 考试分数高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结 论：拔尖创新人才是不能靠拔苗助长式的选拔而培养

出来的，我们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目的，就是

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良好的成才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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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专业拔尖创新人才能力构成分析材料类专业拔尖创新人才能力构成分析

11、、掌握开发高性能新材料掌握开发高性能新材料、、设计和加工材料产品设计和加工材料产品、、改改

善和提高传统材料组织性能的各种手段善和提高传统材料组织性能的各种手段。。产品开发能力产品开发能力

22、、具有在工程实践中正确选择具有在工程实践中正确选择、、应用以及测试各种材应用以及测试各种材

料所必备的实验技能料所必备的实验技能。。 工程实践能力工程实践能力料所必备的实验技能料所必备的实验技能。。 工程实践能力工程实践能力

33、、掌握材料科学基本理论掌握材料科学基本理论，，跟踪世界材料领域的前沿跟踪世界材料领域的前沿

技术技术 科学研究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技术技术。。 科学研究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44、、组织管理与团结协作能力组织管理与团结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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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赛参与类项目竞赛参与类项目 竞赛参与类项目竞赛参与类项目
三个主要的专业技能大赛分别：三个主要的专业技能大赛分别：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

三个主要的专业技能大赛分别：三个主要的专业技能大赛分别：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

全国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全国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 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 以校内外各以校内外各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技能大赛

全国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全国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 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 以校内外各以校内外各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以校内外各以校内外各

项竞赛为载体项竞赛为载体，，经过个人努力及团队间的交流合作来提升实践经过个人努力及团队间的交流合作来提升实践

及创新能力及创新能力

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以个人或团队为单位，，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以校内外各以校内外各

项竞赛为载体项竞赛为载体，，经过个人努力及团队间的交流合作来提升实践经过个人努力及团队间的交流合作来提升实践

及创新能力及创新能力及创新能力及创新能力。。及创新能力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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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景观活性粉末混凝土工艺品微景观活性粉末混凝土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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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出的部分产品制备出的部分产品制备出的部分产品制备出的部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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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