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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无机非金属材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必要性,以吉林建筑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为例,介绍无机非材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项目、自主开发
的典型虚拟仿真实验模块与系统,以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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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enter for inorganic and
non-metallic materials specialty
Wei Ren Lingwei Ko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l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organic and non-metallic materials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enter.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organic and non-metallic materials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enter of Jil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organic and non-metallic materials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system,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jects, self-developed typical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modules and systems, And the network platform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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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latform;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s
教育信息化是信息时代教育改革发

具体的实验操作相结合,即“虚实结合”

由于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太多而且

展的必由之路,以此为基础建设虚拟仿真

的实验教学模式,打破了以往演示和验证

结构复杂,因此,很难通过实验室全面呈

实验教学中心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实验为主的传统实验教学模式,该教学模

现,这就需要借助于先进实用的软件系

是高校实验教学信息化的一个创举,虚拟

式避免了高风险、高成本以及高危险的一

统进行虚拟设计和虚拟效果展示,并配

仿真实验教学是高校实验教学改革的重

些实验,即节省了实验耗材又降低了废弃

以相应的硬件设备,这样通过“虚实结

,主要目的就是实现优质实验教

物、污染物的排放。吉林建筑大学无机非

合”的方式,才能达到实验教学的目的。

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当今,国外高校已开

金属材料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经过多年建

1.1.2以材料为主的实验教学

发多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案例 ,国内

设,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体系及平

无机非金属材料是建筑工业产值最

许多高校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也进

台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效。

高的行业,特别是商品混凝土行业。在教

1 建设的必要性

学过程中,学生需要掌握商品混凝土的

1.1解决无机非金属材料多学科实

制备工艺及生产设备。由于此类生产设

[1-2]

中之重

[3]

[4-6]

行了大胆的尝试

。2013-2015两年间,

教育部共评出300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而且,教育部于2017年又提

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备体积及重量庞大,价格较高,学校实验

出推选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无机非金属材料是一门交叉学科,

室一般很难配置；另一方面,去工厂参观

目,2018年命名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涉及建筑学、路桥、机械、自动化等多

也难以深入了解设备内部结构,特别是

项目,属国家级“金课”。吉林建筑大学

学科,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单纯依靠实体

难以通过调整生产参数了解商品混凝土

无机非金属材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设备存在很大不足,主要体现在以

的生产工艺,因此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开

建立了自己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下几方面。

发相关的交互式系统开展实验教学,则

研发了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及项目,并与

1.1.1材料种类多、结构复杂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12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1.1.3以水泥生产为主的实验教学

虚拟仿真系统,该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3)可进行实验成绩统计及查询等。

水泥生产的相关生产设备也存在体

(1)构建水泥生产线虚拟仿真系统

积及重量庞大、价格较高等问题,如水泥

结构框架,包括菜单栏、工具栏、工作场

(5)可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能

生产线是水泥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由

景、虚拟设备库、属性框等模块,实现水

够预约工位、实验室及实验设备,可满足

很多设备组成,因此,很难在实验室配置

泥生产线运行交互式操作及虚拟展示。

5000人同时在线。

全套设备。借助水泥生产线虚拟仿真软

(2)对水泥生产线的核心生产设备

件系统,就能够实现学生获得身临其境

及辅助设备进行三维建模和渲染,建立

的教学体验。

虚拟设备库。其具有可扩充性,便于添加

4 结语

新的设备模型。

无机非金属材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1.2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培养的迫切需求
吉林建筑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3)实现水泥生产及辅助设备的查
看及介绍,便于动画浏览及虚拟展示。

(4)可进行实验的答疑功能。

(6)可扩展功能,能够随时添加实验
项目。

中心建立了“水泥生产工艺过程虚拟仿
真平台”和“专业基础实验—工程项目

每年招收本科生近200人,在学生实验过

(4)实现将不同水泥生产及辅助设

实验—创新创业实验”3个层次的多个

程中因实验设备不足,影响了实验的开

备加载到虚拟场景,便于其移动和旋转

虚拟仿真实验,这些实验项目能够培养

展,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得不到很好的锻

等操作,使其自由组装成水泥生产线。

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

炼。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则可实现资源共

(5)各设备设置属性栏,如固定及可

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

享,有效缓解实验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

调属性。在前者查看水泥生产及辅助设

知识进行产品开发的综合设计能力、材

这对于强化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生实践能

备的基本参数,在后者设置设备尺寸及

料性能测试分析能力、研究创新能力和

力的培养,提升无机非金属材料教育水

生产效率等生产参数,并在水泥生产线

水泥生产操作的工程实践能力。建设模

平将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运行动画中体现变化。

拟仿真实验教学网络平台与各虚拟仿真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与
项目

生产线等一系列操作。

2.1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开发虚拟仿真

(6)实现设备统计、连接检验和运行
(7)实现水泥生产线虚拟组装的培
训和考核。

实验项目高度融合,根据平台提供的资
源自由搭建典型实验项目,实现了实验
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实验教学资源,并结合具体实验设备,建

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立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及无机非金

通过网络平台,能够进行教学活动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提高高校实

属材料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同时按实验

及交流学习。教师、学生、管理员具有

验教学信息化水平[J].实验室研究与探

项目性质不同,又分成专业基础实验、工

网络平台的使用权限,教师主要维护实

索,2013,32(11):5-8.

程项目实验和创新创业实验3个层次,目

验教学资源护,为学生线上答疑,评定学

[2]王晓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的是便于因材施教,便于学生按照自身

生实验成绩；学生预习教学内容,进行实

建设中八项关系的理解与探讨[J].实验

需求选择实验项目,进行虚拟仿真实验

验预约、选课、虚拟实验、理论测试、留

技术与管理,2014,31(8):9-11.

教学,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言等,也能够回顾和复习理论课；管理员

[3]王卫国,胡今鸿,刘宏.国外高校

2.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主要是对教师及学生信息、网络安全以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现状与发展[J].实验

利用模块建立系统仿真软件,经设

及电子资源进行维护。网络平台主要有

室研究与探索,2015,34(5):214-219.

备添加、自由拼装,建立水泥生产线的虚

以下功能：

[1]李平,毛昌杰,徐进.开展国家级

[4]刘亚丰,余龙江.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建设理念及发展模式探索[J].实

拟场景,实时模拟水泥生产过程；通过设

(1)可进行实验教务管理：如课程

定各设备生产参数和运行生产线,进行

库、排课、选课、开课以及培养计划的

水泥生产线生产效率分析,获得通过单

审核等,另外,根据实验的教学计划,将

[5]周世杰,吉家成,王华.虚拟仿真

个设备实验以及参观工厂无法得到的实

相关信息录入或导入系统。学生登录系

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实践[J].计算机教

验效果；将不同设备结合,学生能够得到

统后,能够选课及查课。

育,2015,(9):5-11.

验技术与管理,2016,33(4):108-110.

多种具体的虚拟仿真实验,多种教学内

(2)可进行实验教学管理：如预习实

[6]罗昊,张晓东.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容能够锻炼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工程

验、准备实验、实验具体步骤、实验数

中心开放共享模式的探索[J].实验技术

实践能力。实验中心开发了水泥生产线

据处理、报告批改及导出等。

与管理,2016,33(10):232-236.

12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