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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无损检测是一项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袁声尧光尧
电尧磁能无所不包的并且涉及知识面广阔的全新技

术遥 传统的无损检测专业教育理念中过分强调了

本专业的五大常规检测技术袁而忽视了与之息息相

关的材料科学尧电子技术尧质量管理等学科袁学生所

学到的知识只是片面的检测技术尧检测工艺袁而无

法将知识点上升到野质量控制冶的理论层次遥 无损

检测专业毕业生大多数从事产品尧工程的检测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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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工作袁是质量检测尧质量管理专业人员遥 因

此袁其就业领域基本上分布在检测机构或企业的质

检部门遥 如果学生只具备无损检测的基本知识袁而
不懂质量控制尧质量管理方面的知识袁就只能从事

基本的探伤操作遥 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袁学生的

专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咱员暂 遥
作为第二批成功获批野卓越计划冶的本科院校袁

南昌航空大学拥有国家特色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渊无损检测专业冤袁其野卓越检测工程师冶培养

目标是培养无损检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遥 这些人

才不仅要具备各种无损检测技术袁而且需要具备应

用质量控制技术袁来分析尧控制尧评价产品质量的能

力遥 因而袁其课程体系应更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学袁
在专业方向的知识面应更广咱圆暂 遥 在无损检测专业

课程体系中袁质量控制课程是与企业需求尧工程实

践紧密相连的课程袁是无损检测专业学生毕业后可

以直接野学以致用冶的课程遥
质量控制是在企业产品及工程质量控制尧管理

领域应用非常广泛的工程技术咱猿暂 遥 质量控制课程

以产品检测理论尧检测技术尧可靠性技术应用为主

要内容袁是高等院校培养质量检测尧质量工程及质

量管理尧工业工程等人才的一门主要课程袁也是国

家质量工程师考核的主要内容遥 传统的野质量控

制冶课程以质量控制理论为重点进行介绍袁较少与

工程应用实例相结合遥 为满足野卓越检测工程师冶
培育中工程能力的培育这一核心问题袁南昌航空大

学无损检测教学团队对质量控制教学进行了全方

位改革袁重构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袁着力推动研

究性学习方法袁并提出了由野质量技术 垣 工程应用

案例 垣虚拟问题冶构成的教学方案遥
一尧针对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冶提出的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摇 摇 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冶 渊简称野卓越计

划冶冤的主要目标是面向工业界尧面向世界尧面向未

来袁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尧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袁增强我国的

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遥 产品质量是一个国家工

业水平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综合体现袁它代

表了一个国家的工程能力尧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无损检测专业是以培养产品质量及工程检测尧控制

的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遥 因此袁无损检测技术人

才的培养是否卓越袁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反映了一个

国家对产品尧工程质量的控制水平的高低遥 野卓越

计划冶的启动尧实施袁对无损检测人才的培养模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要让无损检测人才野卓越冶起来袁
必须围绕工程能力这一核心问题袁对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全方位改革袁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袁着力

推动研究性尧工程案例性学习方法遥
二尧传统野质量控制冶教学的局限性

传统的野质量控制冶课程存在下列局限院
渊一冤重理论袁轻工程应用

一般的野质量控制冶教材或课程均偏重于数理

统计知识袁所举的实例均是练习题式的单纯数学例

题袁而很少从工程应用中提炼出应用案例遥
渊二冤结构及知识模块不完整

课程内容较为分散袁在介绍有关质量控制技术

或方法时袁是以数理知识为主线袁而不是从产品质

量的形成或产品质量控制的过程为逻辑主线来构

造课程内容袁因此袁从工程应用角度看袁知识模块存

在不连贯尧不完整的问题遥
渊三冤应用性及先进性不够

质量控制技术尧方法袁以及有关的质量管理理

论发展较快袁如质量功能展 尧测量系统分析尧质量

管理体系等曰而在原有的课程中涉及较少袁不利于

学生全面掌握质量控制技术的应用遥
渊四冤与无损检测结合不紧密

原有无损检测专业的野质量控制冶课程袁没有将

质量控制的各种技术的应用与无损检测的各过程

相结合袁没有无损检测的工程应用实例或实例较

少袁不能体现无损检测的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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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存在袁不利于培养尧提升无损检测

专业的学生应用质量控制技术来理解尧解决无损检

测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三尧野质量控制冶课程的重构

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尧以工程应用为特

色袁旨在提升测控专业学生的质量技术工程应用尧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使学生更能适应企业的用人

需要袁让其更能侧重工程检测应用能力的培养遥 因

此袁在教学中我们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院
渊一冤以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过程袁作为课程主线

以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过程为课程主线袁来构

建课程的结构或章节咱缘暂 袁有利于课程结构的完整性

及逻辑性遥 可以按产品尧质量尧质量数据的获得与

处理袁质量数据的统计分布袁质量数据分析技术袁工
序质量控制袁产品质量控制袁产品质量可靠性袁产品

质量认证体系质量管理的逻辑思路袁构建课程章

节袁具体见表 员遥
表 员摇 野质量控制冶课程的章节安排

章节 章节名称 内容

员 绪论 质量控制的发展

圆 与质量有关的基本概念 过程尧产品尧质量尧合格尧不合格尧质量控制尧质量保证尧质量管理等概念

猿 质量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质量数据的分类尧采集尧误差尧修约

源 质量数据的统计分布
二项分布尧泊松分布尧正 分布尧威布尔分布尧指数分布尧极值分布尧则 分布尧贼 分布尧云
分布等

缘 质量数据分析方法 直方图袁排列图袁因果图袁散布图法袁相关与回归分析袁方差分析袁不确定度评定

远 工序质量控制 统计过程控制尧工序能力指数尧工序能力指数与合格率尧远滓 设计与应用

苑 产品抽样检验 抽样检验技术

愿 产品可靠性工程
可靠性基本概念尧可靠性函数尧产品失效规律及寿命分布尧可靠性模型尧可靠性设

计等

怨 计量控制与测量系统分析 计量知识尧测量系统分析

员园 其他质量控制技术介绍 实验设计尧质量功能展

员员 质量体系与认证 产品认证尧体系认证尧人员认证

渊二冤以技术方法为知识模块袁优化课程单元

重新构建质量控制课程的知识单元袁通过以技

术方法为讲授单元袁分类介绍各种质量技术袁有效

突出不同质量技术的特点遥 根据质量控制技术的

种类和应用特点袁按质量技术尧质量管理进行大类

分解袁见次页表 圆遥 其中质量技术按检测技术尧控制

技术尧分析技术尧试验技术分类设置曰质量管理按质

量体系认证尧实验室计量认证尧人员资格认证分类

设置袁从而实现课程模块式教学的目的遥

渊三冤以工程案例为背景袁突出企业及工程应用特点

在重构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袁每种质量技术结合

来源于企业的实际应用案例进行讲解袁并增加无损

检测的应用案例遥 按照表 圆 中的质量控制技术尧质
量管理与无损检测的对应关系袁将质量技术与无损

检测工程应用案例紧密结合袁以一种质量技术 垣 多

种应用实例 垣 虚拟问题的方式强化质量控制课程

的实用性和工程性袁使学生具备潜在卓越质量检测

工程师的素质遥 例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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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摇 质量控制课程模块

质量控制技术

检测

技术

控制

技术

分析

技术

试验

技术

质量管理

实验室

计量认证

质量体系

认证

人员资格

认证

具体技

术方法

抽样

检验

统 计 过 程

控制袁工序

能力指数

匝悦 七工具袁失效模式

与后果分析等

正交试验袁
质 量 功 能

展 袁可靠

性试验

在无损

检测中

的应用

产品

抽样

无 损 检 测

过 程 的 稳

定性

无损检测数据及缺陷

原因分析尧测差错检及

缺陷危害分析尧检测报

告分析等

渗透液尧磁
悬液配置尧
超 声 探 头

成分配制

无 损 检 测

实 验 室

管理

无 损 检 测

实 验 室

管理

无 损 检 测

人员管理

摇 摇 员援 以超声检测为应用案例袁将超声检测过程作

为质量数据的野生产冶过程袁将统计过程控制技术

渊杂孕悦冤应用于超声检测过程的稳定性分析曰
圆援 以涡流检测尧超声检测为应用案例袁将测量

系统分析技术应用于涡流仪尧超声仪的重复性与再

现性分析渊砸驭砸冤曰
猿援 以渗透检测尧磁粉检测为应用案例袁将正交

试验方法应用于渗透液尧磁悬液的配制曰
源援 以射线检测为例袁将可靠性技术应用于射线

检测设备的可靠性分析曰
缘援 以材料缺陷为应用案例袁将可靠性技术中的

故障树分析渊云栽粤冤和事件树分析渊耘栽粤冤方法应用

于分析缺陷产生的原因尧后果尧危害以及发生的

概率咱员暂 遥
渊四冤以融入新的质量控制知识袁反映课程的先进性

通过将新的质量技术和方法的引入袁体现课程

内容的新颖袁从而达到人才野卓越冶培养的目的遥 卓

越工程师的培养不仅需要学生熟练地掌握基本知

识的应用尧实践能力袁而且还必须具备对先进知识

的吸收和应用能力遥 例如院在新的课程中袁引入了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尧测量系统分析尧质量功能展

等近年应用较多的质量控制技术遥
渊五冤以质量工程为引导袁增强质量工程及质量管理

能力的培养

摇 摇 通过质量管理尧质量认证内容的引进袁将质量

检测理论尧质量检测技术的原有内容进一步提升拓

展到质量工程尧质量管理的层面袁使课程与企业质

量工作的实际需要对接袁使学生从单一的质量检测

技能向质量工程及管理能力过渡遥 例如院由于无损

检测专业学生多数就业于检测机构袁因此课程中介

绍了检测实验室计量认证体系遥 无损检测机构作

为检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承担材料尧桥梁尧管
道尧压力容器尧钢结构尧网架等的质量检测袁其检测

能力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遥 无损检测机构

只有依此准则通过认可袁才能表明其具有无损检测

的检测能力袁提供的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才具有可

信度尧法律效力咱源暂 遥 作为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只有

熟悉并掌握了该体系建立尧实施的有关知识袁才能

按此运作袁实现检测实验室管理规范化尧国际化遥
结摇 语

本文从传统无损检测专业野质量控制冶教学中

存在的不足出发袁介绍了基于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冶的野质量控制冶课程建设新思路袁探讨了以

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的过程为逻辑主线袁技术方法

为知识模块袁重新构建尧优化质量控制课程的结构尧
知识单元遥 以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过程为主线袁可
以使课程结构更具有逻辑性曰以质量控制技术及方

法为讲授单元袁可以有效突出各种质量技术的应用

窑猿圆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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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曰以工程案例为背景袁突出企业及工程应用特

点袁同时通过企业质量技术问题的虚拟设计及解

决袁提高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曰通过质量工程及管

理概念及技术的导入袁使课程与企业质量工作的实

际需要对接袁可使学生由从单一的质量检测技能向

质量工程及管理能力过渡曰通过质量控制新技术的

融入袁实现课程的先进性袁为卓越检测工程师的培

养奠定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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