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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新常态的背景下，许多专业课程都融入了创新创业教育。“金属工艺学”是一门内容广泛且

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述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及其加工技术。在国家有关政策导向下，“金属工艺

学”更应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教学改革和实践。本文首先分析了“金属工艺学”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更新

教学理念加大科教融合、敢于创新尝试改革教学方法、加强过程管理增效考核质量、增强内涵建设提升教师创新创业能力

的新思路，对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航空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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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ny

major  courses  contained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etal  Technology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and  inclusive  theories  and  practice.  It  mainly  talks  about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metal  material.  With  guidance of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Metal  Technology should  contain  mor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or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Metal  Technology  and  proposed  new  road  map  of  upgrading  teaching  philosophy,  enlarging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being  bold  to  innovate  and  trying  on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enhancing  efficiency

assessment  quality  of  process  management,  strengthening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eacher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cities, whose the road map plays a vital realistic meaning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vi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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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才，国

务院办公厅在 2015 年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全面提出

了我国大学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具体措

施 [1-2]。同年 6 月，教育部再次指出深化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对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创业人才，推动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4]。同

时，也揭示了完成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是当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5-6]。

“金属工艺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度很高且内

容非常广泛的专业基础课，它需要多科知识有机结

合，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才能培养出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高素质人才。作者前期基于南昌航空大学航空特

色人才培养定位对金属工艺学进行了探索式教学

改革，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但随着教育部对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不断推进，金属

工艺学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还存在

一定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对工科创新创业人才的要

求。因此，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创新创业教育导向下

的金属工艺学课程改革问题日显重要。本文拟从

金属工艺学课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及其

目前开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金属工艺学

课程改革的新思路。

1     金属工艺学课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重

要性

培养适合当今社会的人才是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主要考虑的要素之一，而创新精神、创业教育与

创业实践能力是衡量新时代人才的重要指标 [8-9]。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文件要求高校

教育教学既注重教得好，更注重学得好，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和潜能，激励学生爱国励志，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0-11]。因此，高

校教学改革的方向应顺应社会发展，改变目前的教

学思路，更新教育理念，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课

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主观能动性，提升

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才能培养出适用于新时代特

点的人才。

而且，在全球制造业面临重大调整和国内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家发布了中国版的工

业 4.0 规划，即《中国制造 2025》。目前现代制造

业的突出特点就是智能化及其对人才更高的要

求[12]。但如何培养出高素质人才来适应中国制造

2025 对高端人才及我国航空发展对大国工匠的需

求，这是我国教育急需面临的重要课题。金属工艺

学作为介绍金属材料及其性能、金属冷热加工的

专业基础课程，更应加快教学改革，结合创新创业

教育，从思想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领悟中国制造

对创新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在教学上指导学生如何

学以致用，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创业实践活

动中。

2     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金属工艺学课程教

学存在的问题

在工业 4.0 需求高端人才及我国航空发展需

求大国工匠的背景下，金属工艺学课程应积极融入

创新创业教育，但目前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时

数、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

2.1   教学内容宽泛陈旧

金属工艺学是面向工科专业学生开设的极具

特色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目前大部分开设该课程的

高校选用的教材为邓文英编写的教材。该教材是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全国

金工行业的经典教材，系统地介绍了金属材料的性

质、铸造、锻压、焊接及切削加工的实质、特点、工

艺过程和合理地进行零件结构设计的工艺原则。

经多次再版及多次印刷，最新第六版为 2017 年出

版，虽然在内容上增加了部分有关智能化方面的知

识，如铸造生产中的计算机技术、焊接过程自动化

等，但一些近年来进入工程领域的实用新技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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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飞秒微纳结构加工、化学铣切等先进加

工技术没有包括在内。同时，我校办学特色为以航

空国防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工程应用

型人才。然而，该教材中有关航空材料、飞机零件

成形工艺与技术、发动机零件选材、服役情况分析

等相关的内容较少。

2.2   教学时数过少

目前，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内容非常宽泛，但

其教学时数偏少，大部分专业开设的这门课教学时

数在 24-40 学时之间。同时，金属工艺学课程某些

章节内容可能就是某一门专业课程内容。本文统

计了本课程某些章节教学时数与本校开设内容近

似的专业课程的教学时数，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

可以看出，“金属工艺学”第一章铸造内容中的第一

节铸造工艺基础只用了 3 学时，而内容相近的专业

课程“金属液态成型理论及工艺基础”用了 64 学

时。因此，在内容多教学时数少的情况下，教师没

法对每种金属加工工艺展开讲授，更不用说对人才

培养方案设定的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给予更大的关

注和探讨。

2.3   考核方式单一

创新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开拓

精神为最主要目标，这就需要加强过程考核。传统

课程考核往往以最后考试或考核为标准，这种单一

价值评判模式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的实施，阻碍了

“双创型”人才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只有不断地探

索尝试教学创新和改革，加强过程管理，才能培养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工程综合素质复合型人才。

3     创新创业背景下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改革

3.1   合理组织理论教学内容，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相适应

目前，高校常用的一些教材远远跟不上现代制

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往往使学生难以了解到最新的

技术和工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入一些最新

的科学技术和成果，并根据学校航空特色化教育的

目标，在每章适当增加一些先进航空材料及其制造

技术的最新发展，特别是一些科研项目，如表 2 所

示。如在讲解锻造这一章节时，例举了我国先进航

空发动机涡轮盘材料的研制现状，并介绍了粉末高

温合金涡轮盘的制备技术，除了通过快速凝固制备

预合金粉末外，还需等温锻造技术来成形。这说明

了锻造不仅仅是一般的打铁，还具有其它重要的作

用，特别还能在国防工业中广泛应用，不但增加了

同学们对国防科技等方面的认识，还激起了他们的

求知欲和学习兴趣。

3.2   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是否适当对于课程教学效果至关重

 
表 1    本课程某些章节教学时数与本校开设内容近似的专业课程教学时数

本课程章节 学时 本校内容相近的专业课程 学时

铸造中的第一节铸造工艺基础 3 金属液态成型理论及工艺基础 64

铸造中的第四节特种铸造 2 液态金属精密成形工艺 48

铸造中的第三节砂型铸造 2 金属液态砂型成形工艺 48

压力加工中的第一节金属的塑性变形 3 塑性成形原理 48

压力加工中的第二节锻造 1 锻造工艺学 48

压力加工中的第三节板料冲压 1 冲压工艺学 48

焊接中的第一节电弧焊 2 焊接理论基础 48

焊接中的第二节其他常用焊接方法 2 焊接方法 64

焊接中的第三节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 2 材料焊接性 32

焊接中的第四节焊件结构设计 2 焊接结构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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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于培养“双创型”人才更加需要进行一定的教

学方法改革与创新。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积极调动

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需要

实现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向教学创新和实践相结合

转变，实现师生互动，达到教学相长，这样才能培养

学生的创新性和创造性[13-15]。

一是注重问题导向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在教

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多地

使用合作与对话的方式，挖掘学生的问题意识，培

养思维能力，这样不但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

容，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而且也增强了他们的

创新思维和能力。所以，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推行问

题式、探讨式和启发式教学，以问题为导向，使教

师主导的教学成为师生共同探讨的问题，教师成为

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训练学生独立思维能

力，激活学生创新思维，加强学生问题意识的训练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是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教学过程中，

应将教学内容与其真实应用环境相结合，根据教学

内容选择某一工程案例来进行讲解，并把实际生产

中真实的情景和生产状态进行典型化处理，在课堂

上要求学生针对该案例进行思考分析，再通过相互

讨论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每章设计 2~3 个开放性讨论题，并借助

讨论环节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归

纳、总结、反思，与原有知识进行融合，帮助学生进

行深度思考，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通过问题讨

论，让学生思维活跃起来。

三是现场教学。课堂教学具有间接性，而现场

教学具有直接性和现实性。通过现场直接接触，来

加深学生对热加工和冷加工工艺过程的感性认

识。同时，通过与课堂教学相结合，有利于学生理

性认识的提高，加深和理解理论知识。比如，在焊

接部分讲到搅拌摩擦焊时，在课堂教学中可借助一

些图片和视频，但只是让学生知道了其工作原理等

基础理论知识，而现实中搅拌摩擦焊是如何操作，

又应注意哪些环节没有直观感觉。因此，结合现场

教学，不但使学生能直观看到摩擦焊过程，而且采

取现场提问和动手操作，引导学生结合已学到的知

识来思考问题，达到了培养学生学有所用的目的，

符合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针。

四是积极开展第二课堂−网络教学。为增

加学生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利用网络向学生展示各

种教学信息，把该课程的全部电子教案、教学课

件、题库、教学大纲等各类教学资料均通过计算机

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学生与教师在网络环境下

 
表 2    课程知识点与科研项目融合及补充内容

知识点 科研项目选择

液态合金的充型能力 某批次铝合金铸件产生浇不足的原因

金属材料可锻性 阻燃钛合金塑性变形机理及其缺陷预测和控制

模锻的特点及应用 实现钛合金精确锻造的工艺条件优化方法研究涡轮盘锻造工艺优化

撑拌摩擦焊 异种金属搅拌摩擦焊接头组织结构形成机理及其控制

点焊 铝合金电阻点焊接头组织

新增教学内容

3D打印

超塑性成型

爆炸成型

真空电子束焊接

激光焊接

化学铣切

微纳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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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交流；另外，在网络教学中，可以随时添加和

更新网络学习服务器中的内容，不断扩充知识信

息。方便了学生课外学习，拓宽了教学内容，丰富

了教学手段，对提高教学质量和优化教学环境起到

了促进作用，为金属工艺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对于教

学效果起着事半功倍的效果。表 3 为本课程焊接

部分教学步骤设计及教学方式安排。从表 3 可以

看出，金属工艺学采用多种教学方式，不仅有讨论

式、案例式教学，还有现场教学方式。

3.3   考核方式改革

课程考核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为了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才，课程考
 

表 3    焊接部分教学步骤设计及教学方式安排

主要教学内容 学时安排
教学方式安排

讲授 讨论 视频 现场 案例

第一节 熔化焊

3学时

（1）理论上，两块分开的固体达到原

子间的距离能否永久粘结在一

起?（2）“鸟巢”的钢构如何焊接的?

①焊接电弧 √ √

②焊接接头的组织与性能 √

③焊接应力与变形 √

④焊条电弧焊 √ √

⑤埋弧焊 √ √

⑥气体保护焊 √ √

第二节 压力焊

1.5学时
（1）摩擦焊能否作为热源把物体焊

接起来?
Ti/Al异种金属的搅拌摩擦

焊组织结构形成机理
①电阻焊 √ √

②摩擦焊 √ √ √

第三节焊接方法

1.5学时 （1）激光在航空工业中有哪些应用?
轿车车顶采用点焊和激光

焊而导致在事故中出现不

同结果

①钎焊 √

②电子束焊 √

③激光焊 √ √

④焊炸焊 √ √ √

第四节 常用金属材料的焊

接

2学时
（1）铜壶能否用家用锡焊焊接起

来?其焊接性一直很差否?

①金属材料的可焊性 √

②碳钢的焊接 √

③合金结构钢的焊接 √

④铸铁的补焊 √

⑤非铁金属及其合金的焊接 √

第五节焊接结构设计

2学时 压力容器焊缝布置及设计

①焊接结构件材料的选择 √

②焊缝的布置 √

③接头形式的选择与设计 √

④坡口形式 √

⑤接头过渡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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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不能仅仅以期末考试为唯一检验标准，而应加强

过程管理和考核。因此，“金属工艺学”课程考核采

用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建立以分散考核和过程考

核等为主要形式的考核方式，其成绩评定如表 4 所

示。主要由以下 3 方面组成：1）在铸、锻、焊、切各

部分内容讲授完毕后，结合当前航空发动机关键零

部件的制造各撰写 1 篇探索性的课程论文，占总评

成绩的 40%；2）在教学过程中随机安排或学生自愿

组合，建立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 5～8 人）；对部分

教学内容布置学生预习，以小组为单位或随机点名

学生在课堂上讲授。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补

充。此部分占总评成绩 20%（以鼓励上课认真的学

生）；3）在期末考试中，改革试题类型，减少客观标

准试题的比例，加大综合性多知识点类型的题目，

强化学生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考核，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此部分占总评成绩的 40%。

3.4   积极组织教师交流活动，拓宽创新视野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提高教学团队的

教学水平和质量，除了积极组织教研活动，加强个

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和能力外，还积极坚持

“走出去、请进来”的合作发展策略。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任课教师积极通过进修、访学、学术交流

等形式与国内外高校合作，学习他们先进的教学方

法和教改经验，同时了解学术前沿，开阔教师的学

术视野。

二是将外校优秀教师或企事业人员请进来，通

过授课、讲座、座谈等形式将较好的教学科研成果

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拓宽学生创新视野。

三是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先后在中航工业洪都

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昌河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等

航空企业建设了专业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实现从

理论认识到感性认识，并与实践相结合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为学生创新创业搭建了施展平台。

4     结　语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以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创业能力为根本目标来开展

“金属工艺学”教育教学改革，以航空发动机关键零

部件用金属材料的加工制造为对象，通过多元化教

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改革，才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创

新思维和创业意识。

经课后“金属工艺学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满

意度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87.6% 的学生满

意该教学方式的改革，认为该教学方式不仅使他们

学习主动性提高，还能了解近年来的生产实际中日

新月异，也培养了他们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特别

提高了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这表明通过前述教学改革和实践，取得了初步

的效果，为继续推进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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