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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分析了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表面工程综合实验课程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结合江苏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关于该课程的实践,在实验内容设置、实验过程控制、实验室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在实验内容方面,提出“传统性与前沿性”
、“验证性与探索性”
、“基础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在实验室管理方面,提出坚持可控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在实验过程方面,坚持规范性与严谨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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