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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资源共享课推荐表
（本科类）

推 荐 单 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所 属 学 校 否 （是否部属）

课 程 名 称 工程力学

课程类型 □ 理论课（不含实践）● 理论课（含实践）□实验(践)

课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工科

所属二级学科名称 工程力学

课 程 负 责 人 秦雪梅

申 报 日 期 2015.4.10

广东省教育厅 制

二○一四年 月



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

容，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名主

讲教师的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包括课程访问路

径等，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1． 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秦雪梅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8.11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8666101516

学 位 博士学位 职 务 教师 传 真 3622618

所在院系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E-mail

axue122@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凤路 6 号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519085

研究方向 机械工程，材料加工工程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不

超过五项

一、本人自 2008 年 8 月应聘到本校，近五年来教授的主要课程：

1.《工程力学 A1》必修课，总课时 64 学时，每周 4 课时，3届学生（08，

09，10 级学生），学生总人数约 500 人；

2. 《工程力学 A2》必修课，总课时 48 学时，每周 3学时，4届学生（07，

08，09，13 级学生）学生总人数约 540 人

3. 《工程力学 B》必修课，总课时 64 学时，每周 4 学时，3届学生，学生

总人数约约 280 人

4.《机械专业英语》必修课、总课时 32 学时，每周 2课时，4届学生（06，

07，08，09 级），学生总人数约 220 人。

5.《机械设计基础》必修课，总课时 112 学时，每周 4课时，5届学生（06，

07，10，11，12 级），学生总人数约 400 人；

二、本人近五年承担的实践课程有：

1.《机械专业课程设计-材料成型及模具方向》必修课、总课时 48 学时，

周 16 课时，3届学生，学生总人数 100 人；

2.《机械专业实习》必修课、总课时 32 学时，周 16 课时，1 届学生，



学生总人数 43 人；

3.《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必修课、总课时 48 学时，周 16 课时，6 届学

生，学生总人数 285 人；

4.《机械系统创新综合课程设计》必修课、总课时 32 学时，周 16 课时，

2届学生，总人数 94 人；

5.指导毕业设计，5届，学生总人数 70 人；其中 3人获校级优秀论文。

三、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如下：

1.主持校级教改项目“材料成型及模具系列课程教学改革”。2012-2014

年，校级教改项目，项目负责人 。

2.参与校级教改项目“机械制造系列课程实践教学改革”，2011-2013

年，教改项目，负责实践教学部分；

3.参与校级科研项目“机械设计基础精品课程建设” 2011-2013 年，教

改项目，负责网络课程建设部分。

4．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完成 2012 年广东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全自动多功能插件机结构设计”

四、获得的教学奖励有：

1. 2013 年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称号；

2.指导学生参加 2012、2013、2014 年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获得广

东省赛区三等奖；

3．指导学生参加 2012、2013 年全国大学生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获得广

东省赛区一等奖、二等奖；

4．指导学生参加 2013 年珠海市“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获得学生组二等奖。

5,指导学生参加 2013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获得广东省二等奖.

五、主编的规划教材：

1.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力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14

年 8 月

2．《金工实习》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参编）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一、学术研究课题：

1、钣制多楔带轮旋压成形关键技术及工艺参数优化的研究 中山市开发

区中山火炬高新技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5 月立项，期限两年，本人独

立主持并完成。

2、高性能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研究及产业化 广东省产学研项目，2010.8

月立项，期限 2年，本人属于主要参与人

3、锂离子动力电池自动套管关键技术研究及专用设备研制 2011.8 广

东省重大科技专项，本人排位在第 6位参与研究人员

4、全自动多功能插件机的研制 2012 校企合作横向项目。

5、汽车汽车产业生态系统与发展框架研究 2012 年学校科研立项，期

限两年，本人主持并已结题。

二、学术论文：

1.Electrohydraulic Servo Control of Vehicle Yaw Rate Angular Velocity，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EMEIT 2011,V4 署名次序第一
2.Study on Self-reinforcement of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Extruded With
Vibration in Low Temperature，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1年 V337,署
名次序第一位

3.旋压成形齿槽的有限元模拟分析[J]，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2012.12 V6,

署名次序第一位

三、获得的专利如下：

1、可移动式插座，专利号：CN201420288744，2014 年 11 月授权

2、桌椅组合，专利号：CN201420257135，2014 年 12 月授权

3、扶手，专利号：CN201420257203，2014 年 11 月授权

4、凸轮以及杯子的自动进给装置 专利号：CN201420017858 2014 年 6 月授

权

5、位置调节锁紧机构及能调节位置的桌子 专利号：CN2011204406922012

年 7 月授权

6、可调节高度的桌子专利号：专利号：CN201120440692 2011 年 8 月授

权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2. 主讲教师情况⑴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杨立斌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8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5989759719

学 位 博士 职 务 教师 传 真 0756-3622618

所在院系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机车学院

E-mail

1394126856@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机车学院 （519088）

研究方向 材料力学与模拟、材料加工工程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近 5年讲授的主要课程：1.工程力学 A1(理论力学)、 机械、车辆、航空工

程专业基础课、4x10、2 届约 300 学生 2.工程力学 A2(材料力学)、机械、

车辆、航空工程专业基础课、4x10、3 届约 400 学生 3.结构力学 民用建

筑专业(专科) 专业基础课 4x15 1 届学生约 40 人

4.工程力学 C、 交通专业本科生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x12、1 届约 50 学生

5.流体力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4x12、 1 届约 70 学生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材料力学性能实验课程、减速器课程设计、金工实习以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

（论文）

教学论文：

“三本院校力学教学改革思考”，学周刊，2013，第一作者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发表论文：

1. Modelling of the inertia welding of the IN718 superalloy，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1，第一作者 （SCI, EI）

2． An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inertia friction welding of round tubes of
superalloys ， 8th International Charles Parsons Turbine Conference,
Portsmouth, UK, 2011, 第一作者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⑵

2⑵-1

基本

信息

姓 名 曾亮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10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63120558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机械教研室副主任 传 真

所在院系 机械与车辆学院 E-mail zhuhai09@sina.com

通信地址（邮编） 广东省珠海市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

研究方向 塑性成形及快速成形技术

2⑵-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主讲课程：工程力学 B/专业基础课/4 学时/2013 届/93 人；理论力学/

专业基础课/ 4 学时/ 2014 届/96 人；材料力学/专业基础课/4 学时/2014

届 95 人/2013 届 92 人；机械设计基础/专业基础课/4 学时/2013 届 95 人

/2014 届 94 人；精密与特种加工/专业课/4 学时/2013 届 92 人/2016 届 85

人

2、实践性教学：机械系统综合创新课程设计 45 人；液压课程设计 46 人；

毕业设计 60 人；

3、教研课题：《机械设计基础 A1》课程设计创新模式探究。结题优秀。

4、教研论文：《机械设计基础 A1》课程设计改革之探索，教学研究 2014

（8）：12~13；汇交力系基本定理的教学解析，教育理论与教学研究，2011

（10）：22~24

2⑵-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全自动多功能插件机设计，横向课题，2012.5~2012.12，现场调试

2、珠海回力有限公司环境控制器设计，横向课题，2010.10~2013.5 软件

仿真

学术论文：

1、 Experimental Study of Aircraft Model by Rapid Prototyping

Technology，CSAE ，2013（11）

2、基于胶水盒的 FDM 成形工艺实验研究，价值工程，2013（4）

3、FDM 成形缺陷分析及其实验研究，科技经济市场，2011（4）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⑶

2⑶-1

基本

信息

姓 名 李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904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8507565120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机械与车辆学院

E-mail

Echo9025@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凤路 6号

研究方向 先进加工技术，刀具磨损仿真，有限元分析

2⑶-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工程力学（B）》，基础课，64 学时，2010 届，80 人

《机械设计基础》，基础课，64 学时，2010 届，45 人

《机械 CAD/CAM 技术》，专业课，32 学时，2011 届，85 人

《工程测试技术》，专业基础课，48 学时，2016 届，82 人

《电工和电子技术》，基础课，48 学时，2014 届，84 人

实践性教学：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45 人

《机电一体化课程设计》，83 人

《液压与气压课程设计》，45 人

指导毕业设计，共 54 人

规划教材： 《模拟电子技术》（预计 2015 年 6 月出版）

2⑶-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高强度钢、淬硬钢和高刚度铝碳化硅复

合材料高速切削工艺及应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年，本人负责内容：

切削过程仿真及快速落刀装置研究。

学术论文：

《淬硬钢材料高速切削过程的有限元仿真》，价值工程，201404，第一作

者

《切削仿真技术队生产效率的影响》，价值工程，201403，第一作者

《高压共轨密封面有效性及加工误差影响理论分析》，工具技术，200912，

第一作者

《 Study on the Modeling Method fo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Chip
Formation Process》，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10，第二
《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and Simulation of the Tool Wear Process in
Machining of Stainless Steels with Carbide Tools 》 ，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2009，第二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⑷

2⑷-1

基本

信息

姓 名 王筱玲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55.3

最终学历 本科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5697565517

学 位 学士 职 务 教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机械与车辆学院

E-mail

通信地址（邮编）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凤路 6号

研究方向 力学

2⑷-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讲授主要课程：

工程力学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课程类别为 专业基础课；每周 4学时，共教授了 11、12、13、14 届学生，总学生

人数 800 之多。

并承担了每届学生的材料力学实验、毕业设计。

2⑷-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3. 教学队伍情况

3-1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秦雪梅 女 1968.11 副教授 材料加工工程
工程力学课程负责人

理论教学

王筱玲 女 1955.06 副教授 力 学 理论教学

曾亮华 男 1984.10 讲 师 航空宇航制造 制作课件

李 琳 女 1979.04 讲 师 机械制造 课程资源上网

杨立斌 男 1979.04 讲 师 力 学 制作课件

李 冶 男 1953.12 副教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理论教学

周旭东 男 1968.09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实验教学设备管理

苏汝昌 男 1988.11 助 教 车辆工程 课程资源上网

徐启荣 男 1986.05 助 教 机械工程 实验课程教学

黄宝山 男 1979.09 教 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实验设备的管理

包凡彪 男 1978.12 副教授 车辆工程 教学大纲教学过程审核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构

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

实验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工程力学教学队伍共计 11 人，博士 4人，硕士 2 人，副高以上职称 5人。教师队伍来自国

内 985 高校北京理工大学 2人，华南理工大学 3人，国外伯明翰大学 1人。40 岁以下中青年

教师 7人。



3-3

教学改

革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1、《工程力学》教学改革，在建，明确课程建设任务，因材施教，明确教学内容。

2、《机械设计基础 A1》课程设计创新模式探索，验收优秀，明确课程设计的目
的、执行方式、成绩评估指标等

3、材料成型及模具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结题，制定模具类课程教学大纲、实验指

导书，规范教学内容。

4, 机械制造系列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结题， 制定并优化了该专业方向实践课程

的项目，大纲，内容等

5．机械设计基础精品课程建设 结题， 完成网络建设，网上资源的建设，录像等

工作，并获得学校的好评。

3-4

青年教

师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1、建立完善听课制度，发挥老教师帮扶带作用，助力韩琪、曾亮华、李琳等年

轻教师成长为学院的教学骨干。

2、资助教师国内外进修交流。

秦雪梅、曾亮华、包凡彪至日本考察学习，

秦雪梅台湾学习交流。

3、开设教师基本功比赛/课件比赛，以赛促教。

李琳、曾亮华取得优秀奖。

4、鼓励教师参与科研、校企合作项目。

秦雪梅、黄宝山、徐启荣、曾亮华等参与珠海宇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多功能插件机设计

项目、

珠海回力有限公司的钣金成形设计项目。

项目完成后几位教师的工程素养得到很大提高。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

学历（或学位）的人的比例。



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我校于 2004 年创立，距今已超过 10 年，工程力学课程作为工科专业必不

可少的专业基础课与我校的历史一样悠久。

我校的力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授课对象主要面向有

关的工科专业。对于力学知识要求较高的专业，例如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航

空工程等专业，开设《工程力学 A》，其中《工程力学 A1》为理论力学，《工

程力学 A2》为材料力学，理论力学课程课时一般约为 64 课时，材料力学课时约

为 48 课时。而对于非机类专业，力学要求相对较低的专业，如信息、管理、交

通等专业，则开设《工程力学 B》课程，课时一般在 64 学时，其主要内容包括：

静力学基础、材料力学的拉伸与压缩、扭转、弯曲、应力状态与强度理论、压

杆稳定等内容。

随着教学改革的大潮，也因着我校的定位，是着重于培养面向工程的应用

型人才，工程力学课程的课时有一定的缩减。根据学生后续的专业课设置，以

及毕业后的所从事的工作岗位调查，对于机械类专业，我校的力学课程有一些

改动，对于理论力学部分，去掉了其中的动力学部分，同时对理论力学和材料

力学其余部分的课时也有所压缩，整个课时总量控制在 88 个课时，对应非机类

专业的课程也因专业不同有《工程力学 B》和《工程力学 C》。由于课程建设的

需要，2014 年 10 月，我们在已有教材建设的基础上，由秦雪梅主编了《工程力

学》教材，内容包括静力学基本内容，运动学，材料力学的拉伸压缩、扭转、

弯曲、应力状态与强度理论、压杆稳定等内容。这本《工程力学》教材将作为

我校机类专业选用。

课程组教师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较合理；主讲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工作

认真负责，教学水平较高；主讲教师总体学术水平较高，多人承担科研、教研

课题；对于机制类专业，选用优秀经典的教材。实验室具有较好的实验条件；

教学文件齐备，教学改革有成效，教学质量获得学校和学生的好评。



4-2 理论课或理论课（含实践）教学内容

4-2-1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

定位与课程目标

由于北京理工珠海学院属于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面向实际工程的应用型人

才为主。本课程的设置是面向工科学生，尤其是与制造业有密切关系的专业，

如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航空工程等专业的学生，目地是让学生系统地学习理

论力学与材料力学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刚体的受力分析、平衡条件的应用以

及运动分析的基本方法；明确变形杆件的内力、应力、应变、强度、刚度和稳

定性等基本概念，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一定的分析计算能力和初步的试验能

力。为学习有关的后继课程，例如《机械设计基础》，《减速箱课程设计》等

课程的学习打好必要的基础，并为将来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创造条件；初

步培养学生们利用工程力学的基本知识与模型、解决一些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2-2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第一部分: 理论力学 (40 学时)

1.绪论(2 学时) 2.静力学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 (4 学时) 3.平面力系(10

学时)

2. 空间力系(2 学时) 5. 静力学专题（重心及摩擦 (4 学时) 6. 点的运动 (2

学时) 7. 刚体的基本运动(2 学时) 8. 点的合成运动 (6 学时) 9. 刚体的

平面运动(6 学时)

第二部分: 材料力学 (48 学时)

1. 绪论(2 学时) 2. 轴向拉伸和压缩(8 学时) 3. 扭转(6 学时) 4. 弯曲内力

（4学时) 5. 弯曲应力（4学时) 6. 弯曲变形（4学时) 7.应力应变分析

与强度理论 （4学时） 8组合变形 （4学时） 9.压杆稳定 （4学时）

实验一：低碳钢与铸铁的拉伸实验(1 学时)

实验二：低碳钢与铸铁的扭转实验(1 学时)

实验三：低碳钢弯曲实验(1 学时)

实验四：简支梁冲击实验 (1 学时) ，

实验五：压杆稳定性实验 (1 学时) ，



4-2-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静力学部分的重点在于受力分析及平面力系的平衡条件应用，其难点是对于各

种约束条件的处理，主要通过课堂讲授与加强课后练习来解决，加上适当地放

映一些常见的实际约束的动画或照片，并与相关的力学符号对应，以培养学生

们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力学模型的能力。

运动学部分的重点是点的运动的合成以及平面运动分析。点的运动合成较为抽

象，是这部分内容的难点，需要通过详细讲解各类运动机构，结合动画演示以

帮助培养学生们熟悉运动学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技巧。

材料力学部分的重点在于杆件四大变形方式的强度、刚度计算分析，而难点在

于弯曲杆件的内力、应力分析，尤其是弯矩图与剪力图的绘制。这需要通过精

讲例题，并辅以适当练习来加以解决。讲解应力分析时可考虑适当引入一些计

算机数值分析结果，以帮助学生建立应力应变分析的形象、感性认识。

4-2-4 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1.拉伸实验： 材料拉伸实验是评价材料力学性能最重要的基本手段，本实

验的目的希望让学生初步建立起对工程材料评价的感性认识，能深

刻体会不同的工程材料，比如低碳钢和铸铁之间应力应变曲线的明

显区别。

2.扭转实验：扭转实验也是一种重要的材料力学性能的评价手段，本实验

是让学生们在材料扭转试验机上进行低碳钢、铸铁的扭转实验，通

过记录相关实验数据与相关计算，让学生们对扭转屈服应力、扭转

强度有深入认识。并且解释低碳钢、铸铁断口形貌的异同，

3.弯曲实验：采用三点弯曲对矩形横截面试件施加弯曲力，测定其弯曲力

学性能，掌握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的使用方法及工作原理，记

录相关数据，计算弯曲弹性模量以及弯曲应力。

4.冲击实验：利用冲击实验，对 U型、V型试样进行冲击，记录冲击载荷，

计算材料的冲击韧性

5.压杆稳定实验：本实验是利用材料试验机压缩细长杆，让学生观察细长

杆中心受压丧失稳定性现象，测定各种支承条件下临界压力，并比

较实测的临界压力与理论计算的临界压力的差异



4-3 教学条件（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首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适应新的教学体制，我们优先选用“十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供学生学习以及供学生自学使用

课程种类 选用教材 出版社

理论力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

编,《 理论力学》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材料力学 刘鸿文主编，《材料力学》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辅助教材可供学生们参考：

1． 单辉祖主编 《工程力学》高教出版社出版 2004

2． 刘鸿文主编 《材料力学教程》高教出版社出版 2004

3． 刘鸿文 吕荣坤编 《材料力学实验》高教出版社出版 2006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我们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借阅相关的课外参考书，也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实际

科研项目，提高学生们的积极性。

多媒体教学技术把蕴涵于生活和工程实际中的力学题材与教学联系起来，使

课堂教学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把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意识贯彻在教学的始终。

结合专业组织课程，安排教学内容，让学生看到《工程力学》在专业中的应用

情况。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配套实验教材的使用效果

由实验教师和任课老师编写的《工程力学实验指导书》与学院的实验设备、实

验装置配合，实验内容分为基本实验和选择性实验。学生的使用效果基本达到

预期要求。

实践性教学环境

1、硬件环境：目前材料力学性能实验室有多台微机控制的材料试验机，可开出

全部的必做实验和压杆稳定实验、冲击试验等选做实验，给学生提供了较好的

自己动手实验的场所和环境，满足实验教学大纲的需要。

2、软件环境：学院还为学生们配备了计算机机房，配备了 Moldflow 等有限元

软件，学生可以通过使用相关的软件，借助计算图形，对力学建模以及应力应

变分析有更深的了解。

网络教学环境 目前，《工程力学》的“教学文件”（包括教学大纲、教学

日历等）、“教学资源”（包括网络课程、课程教案）、“实验教学”（实验

指导书）等均已放置在学校的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上，可以方便地供学生随时查

阅。



4-4 教学方法与手段

我们一贯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手段的完善，以“加强基础、注重能

力”为指导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既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注重发挥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的积极性，注重课程内容经典与现代的结合。采用传统教学、启发教

学、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多种教学形式，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性。

为此在教学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工作：

1、确立科学的课程建设总体目标

《工程力学》课程建设的总体目标必须以能力培养作为指导思想，课程的

结构和内容应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教学体系应有利于学生工程意识的培养和

力学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学生能够实现学用一致，敢于面对实际工程问题，善

于解决问题并具有接受继续教育和终生学习的基础知识和能力。

2、构建合理的教学体系

目前工科各专业《工程力学》学时数有减少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学生需要

掌握的综合知 识、信息却在增加，因此合理编排《工程力学》教学内容以及相

关实验，构建一个合理的教学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显著特点，一是专业学科知识的快速更新，二是学科

相互交叉和渗透。《工程力学》课程必须使学生具有较宽厚的实用知识和能力

基础，所以《工程力学》课程也有必要适应新的形势，适当引入新概念、新手

段，让学生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学习有关知识。

3、教学模式多样化

由于大多数学生缺少工程实践的感性认识,往往不善于将课程内容与工程、

生产实际联系起来，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可将工程实际结构“搬入”教室,让学

生置身于真实的“工程环境”中, 加深对联系工程实际的印象，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同时在课堂教学中可采用课堂讲授法、问题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相

结合的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发挥学生内在潜力，培养其综合能力，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力学知识运用能力。

4、强化力学建模和工程应用能力训练

《工程力学》对工科大学生的基本要求是能应用力学原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教学内容应有利于学生工程意识的培养和力学应用能力的提高。我们鼓励学生

们参加科研活动，学习有限元软件的使用，以使学生的设计能力进一步提高。

5、完善课程考核方法

考核应遵循全过程考核的原则，即从开始到结束，从课内到课外均考核的原则，

提前让学生知道如何正确对待本课程考试，不为考试而考试，使考试制度真正

体现重能力、重素质的原则。



4-5 教学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

内学生评教指标和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

1、校外专家评价：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工程力学》课题组注重教学改革，以数字化、信息

化教学为保证，进行课程建设。

课程选用教材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课程体系始终跟踪瞄准有关专业

的教学计划的变更，教师在应用教材时，能够结合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有所侧

重，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注意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教

学手段丰富，力求在实现经典的基础上更新，在更新的前提下加深经典内容的

应用。结合大量的工程实例讲解力学在工程中的应用，增加了教学内容的信息

量，提高了教学效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积极鼓励和支持中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学位，提高业

务水平，目前 40 岁以下教师共 7人，其中硕士 2人，博士 4人。中青年教师

成长为该课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该课题组是一支热爱教育事业、素

质优良、业务能力强、具有较强烈的创新精神的师资队伍。

本人愿推荐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工程力学》课程为省级精品课程。（北

师大珠海学院教授）

2、校内教学督导组专家评价

通过近几年来听《工程力学》课程主讲教师的课以及召开学生座谈会，对该

课程评价总结如下：

（1）教师在应用教材时，能够结合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选用不同教材，有两

册，有一册，但都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师绝大多数都进行与

课程有关的科研和教学研究，教师将科研成果和经验及时用于教学，加强案例

教学和创新设计教育，使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得到了培养。

课题组成员还鼓励、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科技创新活动，学生由被动性学习逐步

转化为主动性、探索性和研究性学习，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3）注意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教学手段丰富，注重课程内容经典与现代的结合，注重讲重点、讲难点、讲思

路、讲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引导学生以积极的态度上好实验课，把实验教学



与理论教学的关系由传统的实验完全从属于理论教学、为理论教学服务转变为

二者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实验教学中，注重与第二课堂

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充分发挥了实，验教学巩固、加深课堂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作用。

3、学校学生评价：

本校学生的评价主要是以下几个指标：

按时上、下课，上课精神饱满，对学生满怀激情。

注重讲课艺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讲授内容纯熟，讲解条理清晰

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培养

认真辅导答疑，认真批改作业。

以上各项指标综合起来我们各个教师的评论基本都在 90 分以上。

4-6 课堂录像（课程教学录像资料要点）

静力学---平面一般力系，重心的计算

运动学---点的速度合成，刚体的平面运动

材料力学----拉伸、扭转、弯曲变形的内力、应力、变形计算，压杆稳定、应

力状态等

已经完成的有：

王筱玲：材料力学——拉伸变形

曾亮华：材料力学——弯曲应力、弯曲内力

杨立斌：材料力学——压杆稳定

秦雪梅：应力应变状态



5．自我评价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限 200 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根据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建立与相关课程相互贯通和融合

的高起点、多层次的模块式课程体系，保障了各个专业教学需要。

2、重视探索性、研究性学习，注重教学方法的研究与现代教学技术的

应用，加强案例教学和创新设计教育，注重教材建设。注意及时将教

学研究与改革的成果引入课程教学中，形成并出版了内容精炼，主干

清晰，贴近时代，注重启发研究型思维的配套教材。鼓励、指导学生参

加各类科技创新活动。

3、发挥网络优势，开展协作式教学课程网站，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与课

程网站相结合。注重实验教学，在保证高水平基础实验的同时，开设多个

可选的研究型、综合性实验，实行开放式管理，网上预约实验。

5-2 本课程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本课程建立新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先进合理；师资队伍结构合理、

人员稳定、教学水平较高；教学条件较为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灵活多

样；教学效果好；切实加强了对学生运用力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的培养，鼓励、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科技创新活动，近五年本课题组教师

作为第一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各类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获得多个奖

项。在同类院校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本课程建立《工程力学》网络课程，开通了在线自测练习、素材库、

习题选解，电子教案、电子课件、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案例选编等

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与课程网站相互结合，实现了资源共享。在同

类院校中，该课程部分成果处于先进地位在国内同类课程中处于先进水

平的行列。

课题组成员还主编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工程力学》“十

二五”规划教材，在国内其它同类高校得到应用。

5-3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实验室环境应进一步改善。

2、网上资源应进一步丰富

3、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4、课程录像还没有全部弄好



6．课程建设规划

6-1-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为：

以建设优秀的师资队伍为核心；以数字化、信息化教学为保证；以培养高素

质的人才为宗旨，遵循高等教育要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原则以及力学

和教育学的发展规律，全面规划，重点建设，改革完善现有的教学研究成果，充

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把本课程建设成网络资源丰富，具有交互性、示范

性，和先进性的精品课程。

本课程的建设步骤设想如下：

第一阶段：

继续坚持以前的各种教学例会、培训等制度，继续提高整体的教学水平和出题

水平，促使课程组进一步适应学生现状、提高教学水平和出题水平，包括进一步

完善课程的教学大纲、理论教材、实验指导书、网络教学课程、建设试题库、丰

富完善虚拟仿真软件资源库、电子教案、网络答疑等，构建课程独特的教学系统。

具体为：

1.完善扩充网上教学资料。根据学校提供的网上运行平台与环境，将教学大纲、

实验指导书、电子教案、教学参考书等教学文件、资料上网 。

2.完成《工程力学》课程习题选编并初步建立试题库。

3.探索符合应用型本科的教育规律、虚拟仿真多元化教学新模式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加强教学成果的建设，争取申报省级或国家级教改及科研项目

1项，发表教学论文编写教学教材和教辅教材等。

4．完善校内实验实训中心更新现有部分实验设备，跟随行业技术发展步伐满

足日益增长的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的要求。建设《工程力学》虚拟实验室，内容

除已开出的材料力学必做实验外，还将开出创新实验及静力学部分尚未开设的实

验。

第二阶段

1．进一步完善网络课堂辅助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内容，

2．完成工程力学全程授课录像并上网（三年之内）

3．完成已经申报成功的教改项目，

4．在网上开辟《力学竞赛》专栏，将力学在工程中应用实例大量引入课堂教学，



在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力学竞赛，培养学生的力学兴趣，也为有能力的学生参加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提供一定指导和帮助，该专栏可以根据力学应用的发

展，不断扩充内容（2015.07-）。

5）考研试题选解，在普适教育的基础上也不忘对尖子生培养，这里主要为一些

考研同学提供力学考试的帮助，特别是随着课时的削减，有部分内容主要是以学

生自学为主，可以通过这个栏目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2016.05-）

6）案例选编：该专栏根据力学应用的发展，内容不断扩充（2016.05-）。。

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除已上网资源外，需建设、补充和完善部分）

工程力学网络课程（补充、改进）；——2015 年 12 月

工程力学实验指导（补充、改进）；——2015 年 6 月

工程力学教学平台资料（补充、改进）；——2016 年 3 月

工程力学师生互动论坛 ——2016 年 9 月

工程力学教学全程授课录像；——2018 年 6 月录完，2018 年 8 月全部上网

6-1-2 三年内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时间表

2015.5-2016.5 静力学 录像上网

2016.5-2017.5 运动学和动力学 录像上网

2017.5-2018.5 材料力学 录像上网

6-2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网上资源名称列表及网址链接

1、课程介绍 2、师资队伍 3、教学资料 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 4、实验教学 （1）

实验指导书（2）实验参考教材 5、助学园地 （1）复习指导（2）综合训练（3）典型案例

选编 6、习题选编 7、教学视频 8、参考资料

网址 ： http://10.0.14.127:88/

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链接（仅供专家评审期间参阅）

http://10.0.14.127:88/

qq://txfile/
qq://txfile/


7. 学校的政策措施

7-1 所在高校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文件、实施情况及效果

1、学校设立有专项校级优势课程/精品课程建设经费。

目前已完成机械设计基础精品课程建设，机械制图精品课程建设、金工实习

精品课程建设共计 3项。已获批液压与气压传动精品课程建设、工程力学校级优

质课程建设共计 2项。

通过精品课程建设，教师团队通过搜集、整理、设计课程，加深教师对课程

教学及建设的认识， 显著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

2、学院设立专业基础及核心课负责人制度。

教学课程建设落实到位，责任明确到人。

7-2 对本课程后续建设规划的支持措施

1、学校、学院、甚至教研室专项支持力度加大。

2、引进国内外优秀的力学专业教师，以提高教师团队整体层次。

3、购买先进的实验设备，建立完善的实验室制度，加强实践环节。



8. 说明栏

本课题组成员全部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全体成员责任感

强，团结协作，重视教学改革，有计划的组织教师学习教育改革理论和教学改革

经验，教学效果突出、成绩显著。

五年来，本课题组教师主持省级教改立项 2项，作为前五位主要成员参加的省级

教改项目 6项；主持山东科技大学教改立项 2项，主编规划教材 3部，其中 2部

为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本课题组教师梯队建设好，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计划科学、合理，真正发挥老中青、

传帮带的作用，青年教师进步快；近 5年青年教师中有 1人当选为广东省千百十

人才； 2名年轻教师参加全国多媒体课件比赛分获 2、3等奖

近五年本课题组教师作为第一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作品获一等奖 3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两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数字化创

新设计大赛获得 5个省一等奖，2个全国二等奖，指导学生获得 7项和全国大学

生创新训练项目活动获批立项 7项。

学院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到其它高校学习、考察、交流，通过课

题组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定能按时保质地完成《工程力学》的精品课程建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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