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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5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3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具备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能

够运用材料成形工艺设计、结构设计方法解决材料成形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从事技术管理、

工程设计、产品开发以及质量检测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 5年左右，预期达到如下目标： 

目标 1  能有效运用专业知识和工程技术原则解决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 2  能在团队中担任骨干角色，并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交流。 

目标 3  能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途径增加知识、提升能力。 

目标 4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二、培养标准与知识能力实现矩阵 

 (一) 培养标准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材料成形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材料成

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材料成形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材料成形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

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方法, 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针对材料成形过程中的各类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洞悉、预测和模拟，采取合理解决方案，得出有效结论，并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材料成形领域的工程

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环境、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材料成形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

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材料成形工程实践

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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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沟通：能够就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

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

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二) 知识能力实现矩阵 

1. 工程知识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

学、材料成形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材料成形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 

1.1 掌握材料成形工程所需要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 

1.2掌握材料成形工程所需要的工程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理论。 

1.3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材料成形工程基础知识应用

于复杂工程问题的描述和解释。 

1.4能够将材料成形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应用于复杂工程问

题的描述和解释。 

2. 问题分析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

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应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建模和表达，以获得结论。 

2.2 能够应用材料成形工程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对材料成形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表达和分析，以获得结论。  

2.3 能够应用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对材料成形工程问

题进行识别、表达和分析，以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

针对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的材料成形系统、单元

（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

以及环境等因素。 

3.1能够针对具备不同特点的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问题设计解决

方案。 

3.2能够设计开发实现特定功能的复杂材料成形系统以及系统中的零

部件，掌握复杂材料成形工程系统及零部件的制造工艺过程。  

3.3具有创新意识，在材料成形工程的复杂系统设计中有局部或整体

创新。 

3.4在材料成形工程的复杂系统设计开发过程中，能够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 研究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

科学方法对材料成形领域的复

4.1掌握材料成形工程的复杂系统的测试及实验方法，掌握相关的基

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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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4.2能够针对材料成形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设计实验，并对实验

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解释。  

4.3 能够应用材料成形工程的基础和专业知识, 对材料成形工程的复

杂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和综合，得到有效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使用现代工具：掌握文献检索、

资料查询的方法, 开发、选择与

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

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针对材

料成形过程中的各类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洞悉、预测和模拟，采

取合理解决方案，得出有效结

论，并理解其局限性。 

5.1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现代工程工具、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

方法和基本知识。 

5.2 针对材料成形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选择和使用合适的现

代工具对问题进行洞悉、模拟和预测。 

5.3理解利用现代工程工具解决复杂材料成形问题的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

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材

料成形领域的工程实践和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

康、环境、安全、法律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1掌握材料成形领域中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等相关的

基础理论知识、工程相关背景知识及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6.2能够分析材料成形领域的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环境、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并作出合理评价，理解

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

评价针对材料成形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1了解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了解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问题，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专业工程实践的关系。 

7.2能够分析和评价与材料成形工程复杂工程问题相关的专业实践对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在

材料成形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履

行责任。 

8.1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职业奉

献精神。 

8.2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遵纪诚信守法，履行责任。 

9. 个人和团队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

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9.1 具有在多学科背景团队中作为个体和团队成员有效工作、发挥作

用的能力，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具有与其他成员或责任者协调合

作的团队精神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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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够在团队中担任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

责人的角色，有效地实现目标。 

10. 沟通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沟通：能够就材料成形工程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

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0.1能够就材料成形工程复杂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和设计文件。 

10.2能够就材料成形工程复杂问题对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陈述发言，

清晰表达，并能有效交流沟通。 

10.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基本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具备一定的

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 项目管理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

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

学科环境中应用。 

11.1理解工程活动中相关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掌握工程项目的管理

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11.2 能将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在多学科环境下的工程产品

方案设计、材料研发、部件制造、调整安装等工程项目管理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  

培养标准 知识与能力要求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12.1能正确认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

识。 

12.2能够通过学习不断丰富知识、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具

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专业核心课程 

1. 金属学及热处理(Metallography and Heat Treatment)                   4 学分 

2. 材料力学性能(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                   2.5学分 

3. 材料成形工艺(Material forming process)                             3学分 

4. 材料成形原理(Ⅰ)(Ⅱ) (Principle of material forming)                2.5/2.5学分 

5. 材料成形设备(Material forming equipment)                          2学分 

四、学制与毕业要求 

1．学制：4年。 

2．毕业要求：在规定学制内，修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181学分，最长修读年

限为 6年。 

五、学位及授予条件 

符合《徐州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设置一览表 

徐州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设置总表（详见附件 3课程设置总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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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课程构成及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 程 分 类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 

 
实践环 

节学分 
 

实践环 

节比例 

通识课程平台 
通识必修课 39.5 13.5 21.82% 7.46% 

通识选修课 10.0 4.0 5.52% 2.21% 

专业课程平台 

学科基础科 33.5 1.5 18.51% 0.83% 

专业必修课 31.5 1.5 17.40% 0.83% 

专业选修课 30.5 1.0 16.85% 0.55% 

集中实践平台 36.0 36.0 19.89% 19.89% 

合    计 181.0 57.5 100% 31.76% 

 

徐州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按学期教学情况汇总表 

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教学总周数 20 20 20 20 20 20 20 18 

节假日及考试 2 1 2 1 2 1 2 1 

集中实践周数 3 1 0 3 4 4 3 13 

课内教学周数 15 18 18 16 14 15 15 - 

理论教学学分 16 17.5 17.5 20 15.5 20 12 - 

课内实践学分 3.5 5 2.5 5 1 0 0.5 - 

课内周学时 24.5 24.4 20.0 30.0 20.0 21.3 13.9 - 

                                                         

                                                          制定人：宋美娟、杨  峰 

                                                          审核人：（院长） 

                                                          批准人：（校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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