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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进行实验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从事材料类实验教学40年，不忘初

心，立足本职，发扬勤奋、求实、创新

养成 作的精神，养成注重积淀的工作习惯，坚

持“改革 实践 反思 提升”教学方法持 改革-实践-反思-提升 教学方法，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1 1 创建实验教学优质资源（1）1.1 创建实验教学优质资源（1）

第七届赛场1989~1990 1992~19932018第七届赛场



优质资源辐射：典型样品与图谱全国20多所院校使用优质资源辐射：典型样品与图谱全国20多所院校使用

北方民族大学第三届全国金相技能大赛（2014年）北方民族大学第三届全国金相技能大赛（2014年）

西安石油大学（1996年） 河海大学（2017年）

陕西理工大学 2007年



1.1 创建实验教学优质资源（2）创建实验教学优质资源

典型零部件及缺陷样品



1.2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1）

开发教学软件（1999～2001年）开发教学软件（1999～2001年）

2003年分别获陕西省现代教育技术成果三等奖



1.2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2）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

晶体结晶过程及铸锭组织晶体结晶过程及铸锭组织
计算机仿真计算机仿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作人制作人::刘芳刘芳((成型成型0505级）级） 郭蓓（材料郭蓓（材料0505级）级）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葛利玲葛利玲

引导学生开发教学软件（2007-2009）

和学生一起拥抱新技术，学生获创新学分

引导学生开发教学软件（2007 2009）



1.2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2020-2021年）

构建了集实验虚拟仿真、实验数据库、试题库、实验操作视频、
真实实验结果再现等内容为一体的完整的智能化实验教学系统。



1 2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3）1.2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3）

本科生虚拟仿真实验操作本科生虚拟仿真实验操作

中学生虚拟仿真实验操作



1 3 课程与教材建设（1）1.3 课程与教材建设（1）

2015年获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020年在线开放课程“智慧树平台”开课。

2020年获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1.3 课程与教材建设（2）

2011年获校级优秀教材一等奖 2019年以新形态教材再版



1 4 构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教学新体系（1）1.4 构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教学新体系（1）

认 知 实 验 为了适应学分制教学，本着“夯实基础、

相对
独立基础拓宽实验

拓宽思维、综合创新”的宗旨，积极增

设和开展 “三性”实验，构建以学生

的多
层次
实验综合应用实验

基础拓宽实验
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为主线的相对

独立的多层次、多模块、内容上相互衔

实验
体系

综合应用实验

科技创新实验

接的实验教学新体系。锻炼了学生自修

能力，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以及

科技创新实验

大材料类多层次实验教学新体系构建与实践

相互合作的团队协作能力。

大材料类多层次实验教学新体系 建与实践

2011年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4 重构实验教学体系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2）

多层次深度型多层次深度型

重能力综合型

探究式创新型

思想素质高思想素质高

扎实的基础

以“科学素养与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材料类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实践能力强

以 科学素养与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为核心的材料类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2019年获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以竞赛为牵引的学生创新能力培养1.5 以竞赛为牵引的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近几年组织实施了金相技能大赛1届院级、5届校级，累计2000余名学生

参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成就了自我，坚

定了自信。举办了首届陕西省材料类实验教学及大学生金相技能研讨会，承定了自信。举办了首届陕西省材料类实验教学及大学生金相技能研讨会，承

办了2届省赛、第七届国赛，加大了示范中心的开放度。

组织学生参加综合技能 失效分析与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等竞赛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综合技能、失效分析与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等竞赛活动。

弘扬工匠精神，打造匠心品质，重塑社会价值导向



1 6 探索实验教学改革

坚持“改革-实践-反思-提升”教学方法 积极探索实

1.6 探索实验教学改革

坚持 改革 实践 反思 提升 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实

验教学方法改革途径，与时俱进，才能深化教书育人工作。

主持多项教学研究项目：

1）陕西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深化实验教学示范中1）陕西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深化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内涵建设 构建大材料类一流“双创”实践教学平台的改

革与研究 》。

2）校级各类教学研究与教学建设项目12余项2）校级各类教学研究与教学建设项目12余项。



二、推进课程思政与学风建设 落实立德树人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将思政元素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思政元素

有机的融入课程 教材 教学过程 充有机的融入课程、教材、教学过程，充

分发挥实验课科学文化教育功能，开展分发挥实验课科学文化教育功能，开展

系列讲座与实践活动，培养德智体美劳讲

全面发展的材料类工程实践创新人才。



2.1 加强专业认知 坚定专业信念

欢迎新同学参观实验室

介绍学院办学历史，让
学生对材料学科的研究
内容以及社会属性有所内容以及社会属性有所
认知，明白材料人应有
的社会责任 。



2 2 展开丰富多彩的专题讲座 促进学风建设2.2 展开丰富多彩的专题讲座 促进学风建设

配合学工办

面向学生展

开公益劳动

实验室卫生

以及参与实

验室建设验室建设，

培养学生爱

集体、爱劳

面向学生开展“金相解读” “金相学的魅力” “ 传统金相摄影与暗室技

集体、爱劳

动的精神。

面向学生开展“金相解读”、“金相学的魅力”、“ 传统金相摄影与暗室技

术”、“奇妙的材料世界”系列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材料科学的热情。



2.3 弘扬传承 感悟历史

以先辈们求真探索、砥砺前行为榜样。

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2.4 以美育人 以美求真
展现材料的宏观之美、微观之美，引导学生如何利用

材料学科知识去发现美创造美！

探索材料科学之美 彰显材料文化自信探索材料科学之美、 彰显材料文化自信、
欣赏材料优秀作品、培养学生独立审美格调。



三 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 提升育人能力三、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 提升育人能力

实验教学中心具有师德优良 专业水平高 教学能力强 信息素实验教学中心具有师德优良、专业水平高、教学能力强、信息素

养高以及实践创新能力强的专职教学团队。不仅保障了教师能力素质

与课程建设同步提升，而且能带领学生挑战学术与实践难题。

现有专职实验教学人员14人 具有博士学位10名（海外1人 名现有专职实验教学人员14人，具有博士学位10名（海外1人、名

校3人，其余本校），高级职称5名，其余为中级职称。

获省级师德标兵1人，校本科教学优秀奖4人。

教书育人指导思想 教师天天学习 学生天天进步教书育人指导思想：教师天天学习 学生天天进步



四、加强实验建设与管理 保障教学运行

坚持“传承与创新“的建设理念，发扬

学校”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从实

验室教学与管理、学科文化与环境等各个方

面不断改革建设，为全方位育人提供保障。



4 1 不断改善实验教学育人环境4.1 不断改善实验教学育人环境

依托学科 科研及自制设备实力 将“科依托学科、科研及自制设备实力，将 科

研、教学、学科”融为一体资源深度整合，

采取“科学规划、多方筹资、分类建设，采取 科学规划、多方筹资、分类建设，

中心统一管理”的办法进行实验建设。



4 2 发挥自制设备在教学中的作用4.2 发挥自制设备在教学中的作用

教师自制设备(国家三等奖2018年)自制系列实验设备用于实验教学

学生设计

安装调试

自制炉温

仪表设备仪表设备

（大型综

合性实验）

学生大综合实验报告及心得学生大综合实验报告及心得

培养学生自力更生精神及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4.3 构建学科文化平台 发挥科学文化育人功能

注重积淀、弘扬传承、构建了以材料科学文化为背景的集金相图片、典型样品、经典实验设备
为一体的“金相文化室”，使学生科学素质在实验教学中得以落实与深化。



金相教学文化展示实验室

个懂得审美的人 才能够孕育出经典的文化艺术硕果！一个懂得审美的人，才能够孕育出经典的文化艺术硕果！



早期学生的金相摄影作品早期学生的金相摄影作品



4 4 实验室管理走精细化道路

将企业管理的 6s（整理、

4.4 实验室管理走精细化道路

将企业管理的 6s（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安

全和素养）管理理念融

入实验室建设、管理和

维护工作中，使学生学维护工作中，使学生学

习企业精神。

“6s”管理体系下安全、规范、整洁的实验教学环境



实验室改革与建设成效

各大高校、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以及青少年等交流。

杨裕生院士（核试验技术和化学电源专家 少将） 张久俊院士（纳米材料专家）

全国高校材料学科实验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潘伟教授（清华大学）、大赛竞赛委员会主任孙建全国高校材料学科实验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潘伟教授（清华大学）、大赛竞赛委员会主任孙建
林教授（北科大）、评审委会主任刘国权教授（北科大）、秘书长龚江宏教授（清华大学）、

大赛竞赛委员会副主任梁文萍教授（南航）



第 全 大学生金相第七届全国大学生金相
技能大赛的师生交流学习



陕西省首届高等院校材料类实验教学及大学生金相技能研讨会（2017）年



陕西省部分高校师生交流学习

西安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师生

西安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实验教师

榆林学院师生

“走进材料科学实验室，
感受科学魅力”



国内外专家

知名校友斯泽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单忠德（校友）

中国科学院金属所专家 北京工业大学宋晓艳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王自东教授



美国American Iron & Alloy LLC
公司总裁

以色列专家

国内外专家
美国斯考可公司总工程师（韩籍）



五、持之以恒的坚守与创新 成果丰硕
5.1 实验教学成果奖

各类获奖各类获奖



学生创新与实践成果

历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个人（部分）



学生创新与实践成果学生创新与实践成果

历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团体奖（部分）



学学生创新与实践成果

创新创业及工程实践大赛个人及团体获奖（部分）



5.2 实验室建设

2011年实验中心获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3 专业建设专业建设

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3个：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9年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9年

材料成型与控制 2020年

材料物理 2020年材料物理 2020年

5.4 专业认证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6年

材料成型与控制 2017年

材料物理 2020年



师德建设5.5 师德建设



感谢

金相大赛平台

学校及学院的支持

团队中的每位成员

各位赞助商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