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材料”金相技能大赛 
—汽院做法》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赵红利、 马冬威 



      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概况介绍 

 
2、金相技能大赛-汽院做法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始
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
以汽车命名的省属普通本
科院校，也是湖北省“园
林式校园”、“湖北省省
级文明（单位）校园”。
坐落于世界著名道教文化
圣地武当山北麓、汉江秀
水之滨、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源头-丹江口水库、中
国商用车之都的湖北省十
堰市。 



武当山夏日朝霞 

武当山冬日雪景 



2014.12.15 



东风商用车 



      学校“围绕东风办

学”，服务汽车产业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

度开展校企、校地产学

研合作。 

 主要院系：车辆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                                

电气与自动化，人文社科等。 



美丽校园一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始建于1981年，是湖北省高校综合改革试点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教育部硕士点授权学科，湖北省省级重
点学科； 
        人才培养: 本科、硕士研究生两个层次 
        本科专业（六个专业方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三个方向：模具设计与制造、液态成型、焊接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国家特色专业 
                                                          国家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 
                                                          湖北省品牌专业 
                                                          湖北省战略支柱产业人才试点专业 
                                                          2020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过 
 
“材料科学与工程”三个方向： 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材料表面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湖北省战略支柱产业人才试点专业 
                                                    2020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申请获批受理 
         建有一个国家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一个湖北省省级重点实验示范中心 

1.2  材料学院概况 



 本科招生规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个班/年，140人左右 

 焊接技术与工程 

     1个班/年，40人左右 

 材料科学与工程 

  3个班/年，110人左右 

 研究生招生 
 ２０１４年开始，计划１５人 

 

培养特色 
    依托汽车产业，以汽车制造中材料及其成形加工技
术为载体，校企联合、产学研合作，培养工程素质高、
应用能力强，熟悉汽车制造技术、适应汽车产业需要的
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1.2.1专业与平台建设： 



平台建设： 
（1）国家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2）湖北省冲压成形及模具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湖北省精密铸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湖北省内燃机活塞技术工程技术中心 

（5）湖北省省级重点实验示范中心             



1.2.2 科研方向 

 依托湖北省重点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以汽车轻量化材料及成形加工、新能源汽车材料与器
件、材料表面技术强韧化为主要方向，重点在汽车零部
件的结构轻量化、材料轻量化、工艺轻量化开展研究，
将产、学、研相结合、开展应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技术的开发； 



1.2.3   科研队伍 

现有在职人员60人，平均年龄38岁。 
研究团队：  汽车轻量化设计 
                        高强韧汽车用金属材料及成型 
                        汽车用高分子材料及其复合材料                         
                        先进制造技术 
                        材料表面技术及应用（包括再制造）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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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研究条件 

     依托湖北省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重点示范中心 

 建有材料设计优化、材料加工、材料制备、材料检测

实验室，面积6649平米，设备1182台套，资产2854万

元。 

另与企业共建3D打印创新应用中心，拥有工业级3D打

印设备8套，小型FDM打印机10台，价值1800多万元。 



材料实验楼 

材料加工实训中心 



 材料分析测试实验室 

扫描电子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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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加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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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ycasting.com.cn/cn/gscp.php?type=allist


等离子喷涂 PVD设备 

   材料表面技术实验室 

真空烧结 

新能源材料实
验室 

电化学工作站 

电池测试系统 

气保炉 手套箱 

激光加工 
实验室 

增材制造 

再制造 

热处理 激光仿生强化模具 



  3D打印应用创新中心 

3D打印应用创新中心是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与湖北道达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为发挥高校和企业各自优势，增强产学研用结合，促进
3D打印在工业领域应用，而合作共建的创新平台。 
创新中心的主要职能是3D打印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3D打印创新
教育与人才培养。 



1.2.5研究基础 

      汽车轻量化研究中心围绕汽车零部件材料、结
构、制造技术开展研究及产业应用。 

完成 国四6×2 三轴商用车底盘轻量化设计与开发、EQ6607PT客
车车身轻量化设计与开发、国 V 天然气系列牵引车轻量化设计与
开发等。获专利5项，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1、汽车底盘、车身轻量化设计 



2、轻量化客车等温淬火球铁件开发 

 高强韧（σ b≥1050Mpa，δ ≥8%）复杂件，满足
轻量化需要。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1BAG03B05）课题。 



3、高强韧材料开发 

  球铁材料开发QT600-10/700-8，采用壳型铸造
工艺，已批量生产； 

  开发铝合金材料，铸态强度270Mpa，延伸率
4.5%； T6处理后的强度超过325MPa，延伸率大
于7%。 应用于神龙支架、Y2壳体零件生产。 



4、高强钢热冲压成形技术的研究 

 解决高强钢冲压成形性问题，模内淬火获得抗
拉强度1500Mpa，满足汽车轻量化需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高强钢热冲压成形中高温损伤和开裂形为研究 

基于模具三维冲击响应分析的板料冲压过程监测
诊断理论 



5、汽车铝合金散热器用高频焊薄壁管材生产技术 

    项目为国家863课题。项目组开发了薄壁铝合金管高频焊成型
技术，并研制出成套生产线，填补国内空白。在国内已经安装16
条，生产的铝合金管材占国内产量的80% 。制定车用铝合金管国家
标准。 



6、汽车轻量化铸钢材料与精铸技术 

↓ 27% ↓ 39% 

砂铸等工艺实现 传统精铸工艺实现 精铸工艺升级实现 

传统工艺多处铸件跑火部位 结构与工艺轻量化结合 

     开发消失模-陶瓷壳型复合铸造技术，实现零件结构
优化，达到减重45%。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7、铝合金传动轴开发 

      采用搅拌摩擦焊技术以及磁脉冲焊接技术，

以铝代钢，开发出全铝传动轴，传动轴重量降低
30%。应用于东风越野车、乘用车、商用车。 



8、增材制造与表面强化技术 

  激光增材组合制造与再制造 

 研究金属零部件、模具激光熔覆增材组合制造及失效汽
车零部件、模具或其他机械设备的激光增材再制造。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材料表面强化技术 

 研究电刷镀、化学镀、热喷涂、气相沉积、激光熔覆、
等离子熔覆等表面涂层技术，激光表面改性技术，激光
表面仿生技术，提高机器零部件及工模具使用性能和使
用寿命。 

  3D打印在汽车制造中的应用 

 研究激光选择烧结（SLS）、光固化（SLA）、熔融沉积
成型（FDM）、3DP等工艺在汽车零部件快速制造中的应
用。 



8.增材制造与表面强化技术 

支
撑
平
台 

    增材制造与表面强化技术研究依托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材料学
科和校企共建的3D打印应用创新中心，目前已拥有先进的半导体
激光加工系统、等离子熔覆、电刷镀、PVD、感应淬火等表面工
程专用设备，有工业级激光选择烧结（SLS）、光固化（SLA）、
3DP等3D打印设备。 



8.增材制造与表面强化技术 

项
目
与
成
果 

 激光熔覆增材制造技术用
于汽车模具、石油钻头的
组合制造；激光表面仿生
技术用于热作模具表面强
化，模具使用寿命平均提
高1倍。 



1.2.7发展方向 

定位：面向现代汽车产业，加强关键技术、共性技术
研究开发，产、学、研、用结合，提高技术工程化水平，
推动汽车产业发展。 

 
1. 开发应用高比强度材料。 
      重点是汽车底盘零部件高强钢、铸铁、铝合金材料； 
      新能源材料方面，研究高比容量电池，降低电池重量； 
      车身材料方面，开发结构件、外装件用的增强塑料复合材

料、高性能树脂材料与塑料。 
 
2. 结构轻量化，合理优化零部件结构，采用异种材料，实现等寿

命材料设计，提高材料利用率。重点是底盘横梁、发动机支
架、底盘副车架、车身、车门等部件。 
 

3、工艺轻量化，采用先进成型技术，降低零部件制造成本，提高
产品质量。开发先进成型技术、快速制造技术、异种材料复合
成型技术等。 



• 从2012年的第一届全国金相技能大赛开始，因机缘巧合，我校得以参
加。此后到2020年的第九届，我校一直积极响应，组织筹备，从校赛

到国赛，参加了九届。其间经历过胜利和失败。每一届的承办单位和
志愿者们在竞赛委员会的指导下，为办好大赛的全力以赴态度，热情
服务于参赛选手，大小事务尽可能考虑周全，竞赛结果评定严谨公
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九年中，我校竞赛活动一直都围绕大赛宗旨 “以赛促教，以赛促改，
以赛促学”进行。 

• 在参赛过程中，庆幸有机会聆听了众多高校的资深老师的教学经验的
详解，受益匪浅，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每届比赛的参与，都伴随更
多的体验，结交更多的朋友。 

 

 

2、金相技能竞赛-汽院的做法 



    

学校举办材料系列的各种比赛，营造“我爱材料”氛围 

2018版以后的人才培养计划，增加了对学生的课外学分的要求，明确规定了双

创课程类及创新创业竞赛双创活动类，至少有5个学分，这也引起学生重视，踊

跃争取机会，参与各类学科竞赛。 

引导新生参观实验室，并开展系列讲座与实践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专业技能

的了解。 

专业老师课堂教学过程中，强调金相制备对于材料学科的学生在材料研究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金相组织具有科学性、典型性和艺术性。近年来，我校每年组织一次全校范围

的“彩色金相看图配诗”的竞赛活动，让学生在参与竞赛的过程中，用内心去体

验材料微观世界的奇妙和魅力。 

通过金工协会，金相协会等学生社团的活动，来带动学生参与的热情和积极

性。 

2、1    金相技能竞赛----氛围营造： 



 本书图片从夏建元老师几十年来在科研和日

常检测中长期积累所拍摄的几千张图片中精
选，由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曾大新、张红
霞、赵红利、罗成、饶晓晓和王天国等老师
协助编辑而成。 



 

从课堂实验-校赛-省赛-国赛（差额选拔，体现竞争机制） 

校赛的启动，一般会参照国赛的具体日期，提前两月左右，发校赛的
通知，组织报名。动员感兴趣的学生积极参与，参加金相大赛的选拔
预赛。并在预赛前对报名的参赛选手进行赛前相关培 训，并开放实
验室提供练习。 
预赛流程及评定标准 - 参照全国金相大赛的比赛流程及评判标准。 
各组参赛选手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金相样品的制备和组织观察全过

程，评委从实际操作规范、样品表面宏观质量、金相图像质量三个方
面进行评分。最 终在全校100多名参加预赛的同学中选拔出10名同
学，再经 过几轮训练筛，指导教师对3-5名同学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集
中培训 。最后确定3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比赛。 
积极筹备经费参加省赛，把握住选手实战训练的机会。 

2、2  金相技能竞赛----人员选拔： 



首先让学生明确样品制备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达到的效果，及注意
事项；熟悉不同的材料，金相做好后，最完美的结构组成和特点；设备的正
确操作等。并分步示范。 
 磨制压力要均匀适中，磨制面平整， 
 抛光不同阶段，注意力度调整，抛光剂和水的适度，避免磨面上的形变扰
乱层。 
 腐蚀的原理，腐蚀时间对腐蚀效果的影响、强调腐蚀过程中及时观察腐蚀
面颜色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判断腐蚀合适的依据。 
 对于不同的材料，其硬度和组织种类不同。虽然总的说来，都是磨制平
整，抛光前仅有微小浅细划痕，腐蚀面均匀，腐蚀后尽快冲洗吹干。但是，
要获得高质量的金相图像，就必须深刻领悟磨样抛光腐蚀各步骤的细小差
别，并付诸于实践，。 
 针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及时总结评价，帮助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措施，建立信心。 

2、3    金相技能竞赛 
----教师指导（理论、实践、示范） 



 

确保时间投入、在练习中磨炼耐心 

相互评价、培养严谨 

适度批评、锻炼心智 

团队交流、提高水平 
金相试样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却极为考验制作者是否细心，以及对力道的把
控。   
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好金相，是非常有难度的。这需要不断练习，去熟悉力
度的把控，以及对平衡感的掌握，才能达到熟能生巧，水到渠成。  
金相比赛是以个人分别上场的形式进行，但考验的不仅是个人磨金相的技能，
更主要的是团队的合作精神。在训练的那段时间里，如何调整操作者枯燥而乏味
心态，调动其积极性和激情，最好的办法是在制样的过程中，让团队里的几人，
经常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喝彩。遇到问题，细致讨论每个人出现问
题的原因，然后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在练习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逐步
积累更多技巧，必然会增加比赛获胜的信心。 
指导教师对制样的过程分解步骤，循序渐进，做到训练过程中及时点评总结，
非常重要。在松懈的时间促进一下，在浮躁的时候及时批评，在气馁的时候及时
鼓励。 

2、4   金相技能竞赛 ----队员培训： 



每周布置一点新的任务，先做相对容易，制样效果明显的材料，
让学生容易有成就感。强调团队精神，相互协作。 

每个阶段布置的任务基本达成，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后，再布
置新的任务，循序渐进，增加难度。对于纯铁的制样，放在最后
挑战。 

平衡制样质量和制样速度的矛盾。在基本要点掌握的前提下，
勇于尝试，勇于试错，然后总结。 
耗材的有效使用， 
在练习做样的间隙，安排一些短距离跑步之类的体育锻炼。 

指导金相大赛不仅仅是技术上指导，更重要
的是 思想上的教育和动员。 

训练中学生容易偷懒，产生抵触情绪或骄傲
自满， 都需要老师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 

2、5  金相技能竞赛----循序渐进 



   

2、6    参赛历程回顾及参赛收获 



• 2012年第一届北京----北科大 



• 2013年第二届南京---东南大学 



• 2014年第三届银川-北方民族工业大学 



• 2015年第四届昆明-昆明理工 



• 2016年第五届-----清华 



• 2017年第六届---南昌大学和南昌航空大学 



• 2018年第七届西安----西北工大和西安理工 



• 2019年第八届江苏---常熟理工 



   

        



• 2020年第九届山西-----太原理工 



1.  机械磨制到手工磨制 

2. 磨平问题 

3. 倒圆角的问题 

4. 划痕问题 

5. 时间分配问题 

6. 腐蚀程度问题 

7. 耗材的合理使用问题 

8. 心理素质 

竞赛中主要的困惑 



• 借此机会，感谢为我们竞赛发展做出无私
奉献的、尊敬的龚江宏老师，段云彪老
师，赵玉珍老师和孙建林老师！以及金相
大赛竞赛组委会的其他老师们！ 

• 感谢金相竞赛让我渐渐熟识越来越多的各
位同行老师，一路互相勉励和喝彩！ 



敬请指导！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