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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教育认证(OBE)工作,提出在工程教育专业背景下的工程化实
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及改革。该实践教学体系本着提升机械类学生的创新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能
力,解决机械类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知识学习与能力素质培养相结合的脱节问题,为培养学生用系统思维解
决机械产品及生产系统中复杂工程问题、以及工程项目的运作管理能力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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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for Mechanical Majors Based on OBE
Lei Wang Xiangdong Ni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ihez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work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OBE) for th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major,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major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e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solv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learning and ability quality training in the
training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t plays a good supporting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mechanical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system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Key words]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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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主研发试验平台开设试验

支持机械类专业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培
序号

试验平台

课程

基础实验

综合实验

创新实验

1

红花采摘试
验平台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1.转轴结构设
计实验

1.间歇机构传动
性能实验

1.红花采摘集
拢机构设计

《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基
础》

2.间歇机构设
计实验
3.曲柄摇杆机

2.曲柄摇杆机构
传动性能实验
3.辊面磨损形貌

2.红花采摘变
速箱设计

构设计实验

测量实验

重毕业要求和素质培养的达成,让机械

高立式芦苇
沙障成栅性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1.带传动方案
设计实验

1.带传动机构传
动性能实验

1.芦苇束孔隙
率实现机构设

类专业学生在毕业时能够具有用人单位

能试验台

《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基
础》

2.凸轮机构设
计实验

2.凸轮机构传动
性能实验
3.空间曲面形貌

计
2.送丝机构设
计 3.芦苇成栅

测量实验

机构设计

棉花采摘性
能试验平台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齿轮传动方案
设计试验

1.挠性传动性能
试验

1.采摘头变速
箱设计

链传动方案设
计试验
带传动方案设

2.挠性传动传递
效率试验
3.齿轮传动传动

2.棉花输送平
台设计
3.采摘头悬挂

计试验
4.连杆机构设
计试验

性能试验
4.齿轮传动传动
传递效率试验

系统设计
4.试验平台控
制系统设计

养的新机制。以学生科创平台为核心,
实验平台、实习实训平台逐级推动,协同
拓展的多维平台育人机制,协同支持学
生从工程基础能力→专业应用能力→综
合创新能力的进阶式达成,满足机械类
专业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要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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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使学生能够
找准定位,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3.3通过项目式实验教学中嵌入知

3

识-能力-素质教学方法改革,建造“三层
次、三结合、三平台”实践教学体系,
开展“全方位、常规化”四年制本科贯
穿制学生课外创新活动,解决了机械类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知识学习与能力素
质培养相结合的问题,提升机制专业认
证中学生毕业要求的重要支撑保障。使
学生具备设计、搭建、调试、分析及解
决机械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2

三层次+三结合+三平台实践教学
体系

4

发动机/ 变

《机械设计》

速箱试验教
学平台

结合平台,学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学生

(20):78-82.

各类科技竞赛成绩显著。在成果建设和

[6]黄勤易.“新工科”背景下应用

推广阶段,该团队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各

型本科高校实验教师队伍建设[J].中国

类学科竞赛。在省赛和国赛的成图大赛、

冶金教育,2020,(5):76-79.

机械设计创新大赛、3D大赛、挑战杯大

[7]邹光明,刘源泂,肖涵,等.面向解决复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互联网+

杂工程问题的机械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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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0,(9):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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