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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家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对高等院校培养质量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通过开设新课程、调整原课

程内容，以及强化实践环节等措施的实施，使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在检测、标准、计量、质量管理，以及质量认证等几个重

要方面的质量知识更加系统、完整，质量工程能力也进一步得到提高，以适应新形势下质量人才培养的要求。经过几年的

教学证实：通过系统讲授质量知识，可以有效提升无损检测技术人才的质量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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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Quality Engineering Ability
Training of NDT Technical Talent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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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action  put  forward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ducate  and  train  the  quality  talent.  Some  actions  are  taken  in  the  paper,  including  setting  up  new  curriculum,

adjusting  the  course  content  and  emphasizing  the  practice,  to  impart  students  majored  in  non-destructive  testing  (NDT)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related  knowledge  in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such  as  inspection,  standards,  metrology,

quality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ertification,  to  enhance  their  quality  engineering  ability,  so  that  they  can  meet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tale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Recent  practice  in  teaching  systematically  quality  knowledge  has  shown that

quality engineering ability of NDT technical talents is improve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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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质量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不仅反映一个企

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

力，也反映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2017 年 9 月国

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国家战

略层面上，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出

了总体部署，提出了质量提升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方

向，“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也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 [1-2]。在“指导意见”中，涉及的质量知识正

是国内高校无损检测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较为缺

乏的内容，同时，也是高校无损检测专业建设的薄

弱环节。南昌航空大学无损检测专业虽然在多年

的专业建设中课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在国家质

量提升行动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无损检测专业原

有相关课程体系结构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仍存

在不足。鉴于此，本研究围绕“指导意见”的关键内

容，结合南昌航空大学无损检测专业的特点，从质

量检测、标准、计量、质量管理与认证方面，通过

在课程体系中增加有关的课程，或在原有课程中调

整、增强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环节，以达到充实毕

业生质量相关理论知识、提高质量工程能力的目

的，使得无损检测专业毕业生具备从事质量检测、

标准、计量、认证，以及质量管理等工作的能力，满

足新形势下质量人才的培养要求。

1     以“指导意见”为指南，开展专业课程教

学改革

对“指导意见”梳理和剖析会发现，其中的核心

内容或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具体方面就是检验检

测、计量、标准及标准化、质量管理、可靠性、认证

认可、质量人才教育等。这些与“质量”有关的关键

词，都可以在高等院校的质量检测、质量工程或管

理相关的专业中找到对应的课程或知识点（见

表 1）。“指导意见”针对质量人才教育，提出了“推

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质量相关学科、专

业和课程建设”的方针；针对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

具体方面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要求对于高等

院校实施质量人才教育、改革质量相关专业与课

程指明了方向。

2     完善质量相关课程及课程体系，丰富质

量相关知识

无损检测专业的原有课程体系中，与质量相关

的课程群主要包括质量控制、五大无损检测技术、

无损检测工艺实验，以及无损检测技能训练课程

等[3]。其中与质量理论相关的课程仅限于“质量控
 

表 1    “指导意见”中质量提升方面、主要要求、关键词与对应知识点对照表

序号 质量提升方面 主要要求 关键词 对应知识点

1 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

质量

确保重大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管理质量。加强工程质量

检测管理，严厉打击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

工程质量及检测 检测、质量管理

2 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 支持发展计量测试、标准试验验证、检验检测认证等高

技术服务业。

计量、标准、检验检测、

认证

计量、标准、质量认证

3 实施质量攻关工程 加强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证技术开发应用，推广采用

在线检测控制装置。

可靠性、在线检测 可靠性工程

4 加快标准提档升级 开展重点行业国内外标准比对，加快转化先进适用的国

际标准，提升国内外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我国优势、特

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标准 标准

5 推进全面质量管理 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提质降本增效。广

泛开展质量风险分析与控制、质量成本管理、质量管理

体系升级等活动，提高质量在线监测。

质量风险、质量管理、

质量成本管理、质量在

线监测

质量管理、质量成本

6 健全质量人才教育培

养体系

推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质量相关学科、专业

和课程建设。

质量学科、专业和课程

建设

质量专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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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课程，而且该课程的原有内容不能完全覆盖质

量检验、计量、标准、质量管理、质量认证等内

容。为了使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在质量方面的知

识结构更加合理、知识内容更加丰富，在新修订的

课程体系中，不仅增加了质量控制的课时，而且补

充了计量、标准及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等内容，

同时增加了“无损检测标准”选修课。另外，在五大

无损检测技术课程中，增加了相应检测技术的“质

量控制”章节，使得课程体系形成了“专业课程体系

中有质量控制理论，检测技术课有质量控制方法”

的层次结构，课程体系凸显了“质量”。为了提高学

生质量知识的应用和检测能力，在增强质量理论知

识课程的同时，也调整了实践环节，增设了质量控

制实验、检测中心实习等。最终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质量相关课程体系，形成了质量知识点与课程体

系的矩阵关系（表 2）。

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的课程体系不仅覆盖了

质量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指导意见”中的主要内容，

而且质量工程实践能力也能通过实践环节得到强

化训练和提升。

3     强化标准意识，让标准成为检测习惯

无损检测工作的依据是各类标准，不同的无损

检测技术都有相应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从技

术角度无损检测标准可分为基础标准、产品标准、

方法标准等。无损检测标准不仅是检测人员的检

测依据，也是制定无损检测规程、检测工艺卡的依

据。因此，在无损检测领域，标准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素有“无标不检”的说法。由于新产品、新工

艺、新方法、新设备不断出现，无损检测毕业生，也

将是无损检测标准起草的主要力量。

为了让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了解、掌握、应

用、并能够编制无损检测标准，在课程体系中增加

了一门专业任选课“无损检测标准”。另外，在检测

技术课程中，结合检测工艺，有针对性地介绍相应

的检测标准，强化学生标准意识，达到“让标准成为

习惯”的目的，使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不仅知标、

学标，而且能用标、立标，有能力积极参与到企业

的标准化活动中。

4     拓展计量知识，构建计量实践环节

计量是质量管理、质量工程中的重要内容，是

保证检测质量的衡量尺度，是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

手段。通过对无损检测原有课程内容的梳理和完

善，在计量知识方面，使学生从单台仪器的计量，到

测量系统的分析，一直上升到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

体系的建立，形成一条完整的知识链和系统的计量

知识体系。

 
表 2    质量相关知识与理论、实践课程对应关系

质量知识点 检验检测 计量 标准 质量管理 质量认证 可靠性

质量相关理论课程

质量控制 √ √ √ √ √ √

失效分析 √

NDT五大检测技术 √ √ √

NDT标准 √ √

相关实践环节

质量控制实验 √ √ √ √

NDT工艺与实验 √ √

NDT工艺综合设计及实践 √ √

检测中心实习 √ √ √ √ √ √

资格培训
NDT资格考证 √ √ √

质量体系内审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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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仪器校准和检定

无损检测结果的可靠程度与检测仪器的准确

性和精密性密切相关。所以仪器的校准和检定知

识对于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必不可少

的。另外，无损检测结果是通过检测报告的形式呈

现出来，检测报告不能仅仅给出检测结果数据，以

及判定结论，还应对检测数据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

出不确定范围即对检测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4.2   测量系统分析

无损检测过程是一个测量系统，它是测量者、

测量方法、测量过程、测量仪器、参照标准、测量

环境形成的集合。测量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各

种原因，组成测量系统的各要素均可能导致测量结

果产生变异和分散性，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因

此，为确保测量系统的可靠性，需对整个测量系统

分析 (MSA)，以确定、控制变异的来源。

为了弥补学生在这两方面的知识，在“质量控

制”课程中单独列出一章“计量基础”介绍计量的基

本知识包括校准、检定、量值溯源、不确定度评定

方法，以及测量系统分析等内容。同时，为了能将

所学知识应用到计量实践中去，增加了 8 个学时的

实验课时，包括无损检测仪器的计量、测量不确定

度评定、测量系统分析实验。

4.3   计量认证

计量认证是向社会提供检测结果的检测或计

量机构的一项强制性认证。无损检测机构的计量

认证是法定要求。无损检测专业的学生不少直接

就业于无损检测机构、计量机构。因此，只有熟悉

并掌握了计量认证体系建立、实施的有关知识，才

能按此运作，实现检测机构管理的规范化、标准

化。在“质量控制”课程中的“质量认证”这一章节

中，增加了检测实验室计量认证的有关内容，包括

计量认证标准、程序等

5     夯实检测理论基础，提升实际检测能力

5.1   深化检测理论知识

无 损 检 测 是 对 材 料 、 产 品 实 施 无 损 伤 的 检

测。一直以来，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局限于片面的检

测技术、检测工艺。受所学知识的限制，无法将检

测知识上升到统计抽样检验的理论层次，对于检测

结果的评价也缺乏理论和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知识，

很难做到应用检测理论和可靠性工程理论来指导

无损检测过程。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在新修订的

“质量控制”课程中，突出了检测理论方面的知识如

统计抽样检验知识。同时，在可靠性工程知识中，

介绍了故障树分析 (FTA) 和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

(FMECA) 等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不仅掌握对检验的

预判方法，而且具备对检测结果的评价理论和方法。

5.2   加强检测能力训练

通过加强检测实践环节的训练，对学生的检测

能力进行提升，尤其是通过检测技能训练的完善，

提高学生综合检测能力和对复杂工程问题检测方

案的设计和解决能力[4-5]。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改

革，使得培养学生检测能力的实践环节形成了一套

逐步提升的无损检测实践教学模式。另外，为了加

深学生实际工程检测的感受，让学生在学校检测中

心实习，参与企业项目的无损检测过程，锻炼了学

生的现场检测能力。无损检测属于特殊工种，人员

必须持证上岗，无损检测专业技能是资格认证考核

的主要内容之一。参与资格考核的过程也是综合

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检测能力的重要途径。这种

以能力线为递增目标的实践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能

力得以多方面提高[6-7]。

6     熟悉质量管理体系，培养质量管理能力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运行，以及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

用已被世界所公认[8]。正因为如此，“指导意见”提

出，积极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活动，推进全面质

量管理。这就要求从事质量工作尤其是质量检测

人员必须理解和掌握质量管理知识。无损检测是

质量控制的一部分，而质量控制又是质量管理的主

要组成部分。因此，无损检测专业的毕业生不仅仅

是从事产品或工程的质量检测工作，而且还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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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另外，从无损检测专业学生

的职业发展特点来看，是沿着无损检测、质量控

制，再逐步上升和拓宽到质量管理，即从单纯的检

测技术人员过渡到“技术+管理”型的综合型工程技

术和管理人才[9-10]。因此，在新修订的“质量控制”

课程中，完善了质量管理与认证的内容，将原课程

单纯的质量检测理论、质量检测技术内容进一步

提升、拓展到质量工程、质量管理的层面，使课程

与企业质量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对接，使学生具备

无损检测、质量控制、质量工程与管理的较系统的

质量知识结构，实现从单一的无损检测技能向质量

工程及质量管理能力发展。

7     结　语

通过以“指导意见”为指南对无损检测专业课

程实施教学改革，使专业课程体系及相关课程的

“质量工程”特性更加明显，学生的质量相关知识实

现了从检验检测、标准和标准化、计量到质量管

理、质量认证的全面覆盖，从而提升了无损检测专

业学生的质量知识水平和质量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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