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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制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抽象难懂,学生参与度不高,实训过程中试错成本高的特点,利用
虚拟仿真教学,可以实现高水平的“教、学、做”一体化。化抽象为具体,学生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教学效果较好。本文主要讨论虚拟仿真在机械类课程中的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并以液压课程
为例,分析了虚拟仿真在液压教学各个环节的具体应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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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mechanism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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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chanism courses are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degree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and the cost of trial and error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is high. By using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a high-level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can be achieved. The abstract is
turned into concrete, and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it, which stimulates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o lear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better.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methods of virtual
simulation in mechanical courses, and takes hydraulic course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of hydraulic teaching,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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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交车车门气动系统仿真

图 2 各部分元件原理及作用
本文在深度分析学生学习特点和企业真正需求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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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液压与气动课程中公交车车门气动系统的组装与搭建
一节中,项目导入部分利用虚拟仿真软件使学生可以观察三维
空间中车门的构造与原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快速掌握知识目
标。在新知导学中,充分利用Festo Fluidsim仿真软件,展示二
位三通旋钮阀和单向节流阀的三维模型,了解其在回路中的具

[基金项目]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VR技术在机械制
造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2021JYC0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7-2020

体作用,FluidSIM软件的综合演示功能可以使学生更形象的了

年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通知[EB/0:LTtp://

解每一种元件的原理结构和作用,为设计和仿真液压与气动回

www.moegovcn/srcsite/A08/s7945/s7946/201707/t20170721_309

[7-8]

路图打下基础

。在利用Festo Fluidsim-P软件对公交车门气

动系统进行模拟仿真如图1,通过仿真模拟的过程,达到如下目

819.html,2017-07-13/2021-04-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

的：(1)学生利用FluidSIM软件进行回路设计仿真的过程中,更

验教学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EB/OL.(2018-6-05)12019-7-261/.

能了解各个元件的原理以及工作过程如图2。电气回路的设计

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945/s7946/201806/t2018061

与仿真,学生进一步理解液压气压传动与电气控制的关系。学

5_340000.html.

生通过FluidSIM软件可以自己设计回路,并发现设计错误,对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公布2018年度国家虚拟仿

学生以后学习液压气动知识起到很好作用。(2)在接液压或气

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EB/OL].(2019-3-18)[2019-7

动系统回路前,利用FluidSIM软件先进行仿真模拟,增加实验

-26].ht:///wmoegov.cn/srcsite/A08/s7945/s7946/201903/t201903

成功率,也利用学生对实物进行连接的正确性。(3)将该软件

26__375434.html.

引入液压系统的课程设计中,一方面辅助学生的课程设计；另

[4] 唐 伯 雁 工 程 机 械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室 建 设 与 教 学 实 践

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液压系统设计中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2016年第15届全国机械设计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机械工

的应用知识和技能。

程学会机械设计分会、全国机械设计教学研究会:《机械设计》

通过仿真使学生了解车门启闭的工作过程,熟悉各基本回

编辑部,2016:311-314.

路的功用与组成,掌握车门启闭气动回路的原理,验证设计的回

[5]陈萍.创新性、前沿性、工程性的虚拟仿真教学体系。

路是否正确,使学生最终能达到设计简单系统和分析较为复杂

周会超,周虚构建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J].

系统的要求,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1,28(03):277-280.

将虚拟仿真教学与项目教学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更好的
实现了“教、学、做”一体化,并且在显著改善教学条件、提高
教学效果的同时减少了设备消耗,尤其是耗材的使用量,节省了
实验经费,而且克服了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使实践课的开课率

[6]陈辉.虚拟仿真技术在机械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2019,(3):124-125.
[7]刘长志.液压与气动技术应用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索[J].
交流园地,2018,3(240):11.
[8]王东成,张晓俊.虚拟实验技术在液压与气动教学中的应

和学生的操作技能得到明显提高。
机械类课程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机械类知识

用[J].机械工业与自动化,2019,(6):63-65.

的学习还存在较大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机械元件内部构造复

作者简介：

杂,工作过程抽象难以想象,传统的图文和设备教学无法满足学生

向玉春(1990--),女,汉族,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方向：机械

对知识的理解。为此,研究虚拟仿真在教学中的应用非常有价值。

36

制造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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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