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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12修订）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3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掌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

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毕业生能从事技术管理、工程

设计、产品开发以及质量检测等方面的工作。

二、基本规格与要求

毕业要求 1.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

毕业要求 2．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相关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和管理知识；

毕业要求 3．掌握工程基础知识和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系统的工程实践学习经

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毕业要求 4．具备设计和实施工程实验的能力，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毕业要求 5．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具有综合运用理论和

技术手段设计系统和过程的能力，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

伦理等制约因素；

毕业要求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毕业要求 7．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能正确认识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毕业要求 8．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

用的能力；

毕业要求 9．对终身学习有正确认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 10．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三、学制与毕业要求

1. 学制：四年

2. 毕业要求：至少获得本方案规定的 189 学分，最长学习年限为 6 年。

四、学位及授予条件

1. 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2. 学位授予条件：符合《徐州工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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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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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力与知识结构图

高等数学 B1/B2 概率统计

线性代数 大学物理 A1/A2
计算方法 大学物理实验A1/A2

机械制图 A/B 机械设计基础

电工技术 电子技术 AutoCAD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控制工

程基础 大学化学 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 计算方法 流体力学

与热工学 大学化学

大学英语(A)(B)(C)(D)
专业英语

外语应用能力

工程基础能力

集中实践模块

专业课程设计 金工实习

专业综合训练 毕业实习

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

毕业设计 军事技能训练

部件测绘 电子实习

毕业实习

数理分析能力

专业核心能力

实践与创新能力

材
料
成
型
与
控
制
工
程
专
业
主
要
能
力
与
知
识

专业基础能力

材料成形工艺

设计、结构设

计能力

专业扩展能力

金属学及热处理 专业概论

金属材料学 机械制造基础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工程力学

材料力学性能 材料成形工艺

材料成形设备 专业英语

金属塑性成型原理 金属熔焊

原理 金属材料焊接性 塑性加

工金属学 焊接结构 焊接检验

模具设计 材料成形过程数值

模拟

计算机能力
计算机应用基础(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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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1. 金属学及热处理（Metallography and Heat Treatment） 5.5 学分

本课程讲授金属及合金的成分、组织、结构与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阐明

典型晶体结构的基本特征、相与组织的基本特征和相变机理晶体材料的塑性变形行为和微观

机理以及钢的热处理原理和工艺，常用工程材料等。培养学生应用材料科学基础理论知识，

设计材料、加工材料、测试和评估材料的能力。本课程是材控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学习

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

2. 材料力学性能（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3 学分

本课程讲授材料常用的力学性能指标，包括物理意义、影响因素、测试方法和应用，使

学生掌握材料常见的力学性能指标以及测试方法，了解力学性能指标的影响因素，掌握提高

材料的性能、质量和寿命。本课程是材控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

基础。

3.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Modern Analysis Method for Materials） 2 学分

本课程讲授材料分析过程中所常用的 X射线衍射技术、扫描电镜技术、成分分析等检测

方法，使学生熟悉各种检测方法的基本原理，熟知材料现代检测技术的适用范围、各种检测

方法的特点及试样的制备方法。本课程是材控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

理论基础。

4. 金属材料学（Science of Metal Materials） 2.5 学分

本课程讲授常见金属材料，其中包括钢铁材料（碳钢、合金钢、高温合金、铸钢和铸铁），

非铁金属材料（铝合金、镁合金、铜合金、钛合金及锌合金等）化学成分、组织结构、生产

过程、环境对金属材料各种性能影响的基本规律，使学生了解金属材料的物理冶金问题，金

属及合金中的并用来分析各种金属材料的成分设计、生产、热处理和使用问题。该课程是材

控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5. 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3.5 学分

本课程讲授力和力偶的性质，重点分析任意力系条件下力系简化，求解主矢和主矩，使

学生理解并掌握平衡、变形和物理等三方面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掌握轴向拉伸应力的强度

计算方法、剪切应力的强度计算方法、扭转应力的强度计算方法以及计算内力、应力和变形

的方法。本课程是材控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6．机械制图 A（Mechanical Drawing A） 4 学分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正投

影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图示表达能力、识图能力、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及绘图

实际技能，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绘图能力。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制图基本知识、投影基础、

组合体的表达、机件的表达方法、标准件与常用件、工程图的绘制与阅读、计算机辅助绘图

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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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机械制图 B（Mechanical Drawing B） 2 学分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常见

零件和装配体的表达方法，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识图能力、绘图能力和装配体拆卸等实际

技能，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绘图能力。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零件图、装配图和部件测绘基础

等内容。

8．电工技术（Mechanical Drawing） 3 学分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其任务是学生获得电工技

术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解决工程常见的电工技术问题的能

力。主要教学内容 ：直流电路分析、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交

流电动机、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直流电动机、控制电机、可编程控制器及其应用、工业企

业供电与安全用电、电工测量。

9．电子技术（Electronic Engineering） 3 学分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其任务是学生获得电子技

术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解决工程常见的电子技术问题的能

力。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半导体二极管与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

电源，正弦波振荡电路，晶闸管及应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等。课程的目的是使

学生掌握电子技术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解决工程常见的电

子技术问题的能力。

制定人：宋美娟、杨峰、孙智（校外专家）

批准人：

修订日期：2014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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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分分配情况汇总表

课程分类

公共基

础教育

平台

学科基

础教育

平台

专业教

育平台

选修课程模块
集中实

践模块
合计专业选

修课程

公共选

修课程

学分数 71 31 27 14 8 38 189.0

占总学分% 37.57% 16.40% 14.29% 7.41% 4.23% 20.11% 100%

徐州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汇总表

课程分类

公共基

础教育

平台

学科基

础教育

平台

专业教

育平台

选修课程模块
集中实

践模块
合计专业选

修课程

公共选

修课程

实践学分数 19.5 0.5 1 0.5 2 38 61.5

占总学分% 10.32% 0.26% 0.53% 0.26% 1.06% 20.11%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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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 20 20 20 20 20 15

节假日及考试 2 2 2 2 2 2 2 0

集中实践周数 4 2 5 2 2 2 6 15

课内教学周数 12 16 13 16 16 16 12 0

理论教学学分 19 17.5 21 20.5 20.5 10.5 8 0

课内实践学分 4 6 6 4.5 0 0.5 0 0

课内周学时 22 26 30 32 33 19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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