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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制造技术0 、/ 特种加工技术0 、/ 创新实 验0 四大模 块外,
还根据我校 特色专业 的教 学需要, 建有纺 织实 习车 间和陶

和实 习报告, 并在实 习之 初发给 学生, 让 他们 通过自 学了
解实 习的基本内容, 带着问题进车间, 明明 白白写/ 报告0 。

艺实验室。
在工程训练中, 对 于应 用广泛 的传 统实 习内 容, 我们

/ 试卷0是综合实习 内容和 现场 情况 重点考 核学 生对教 学大
纲所要求的主 要知 识的掌 握情 况。/ 综 合表 现0 的 考核 包括

进行了提 炼、精选 和补 充。例如 车削、钳 工是制 造工 业中
必不可少的 常规工种, 对培养 学生 的动手 能力 和操 作技能

纪律 、
安全、团 队 精 神、工 作 态 度 等 内容, 虽 然 仅 占总 分 的
10% , 但具有/ 一票否 决0 的权 力。实 践证 明, 新的 方法 使得

具有重要的 作用, 因 此中 心在 保证教 学条 件、提高 教学效
果上下功夫。在热加工的实习中, 尽量扩 大学生的知 识面,

对学 生的考核更客观, 更准确, 更具有可操作性。

五、结束语

例如焊接实 习设 备, 包括 了工 业主流 应用 的电焊 机、氩弧
焊机、气焊 设备、等 离子切 割系 统, 点焊 机 等。对于 代表
先进制造技 术的 数控 加工实 习, 学校 从硬 件设施、 教学手
段和师资力 量三方面 入手, 不 断强 化学生 对现 代加 工技术

21 世纪需要的是综合型、创造型的高等工程技术 人才,
高校 工程训练中心是培养 学生 实践 能力和 创新 精神的 重要

的掌握。
在实习中, 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和创 造力。

基地 。应该加 强工程 训练 中心的 建设, 不 断改 进教学 内容
和教学方 法, 完善 管理制 度。要加 强创 新意识 的培 养, 建

如, 有的学生在钳工 实习 中加 工出精 美的 手工制 品; 在焊
接实习中焊 出造 型别 致的铁 艺; 在车 工实 习中, 设 计加工

立多层次的 训练 体系。经 过不懈 的探 索与实 践, 一定 会形
成行 之有效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工程训练教学体系。

出实用的专 用工 具。对于 学生 这些有 创造 力的表 现, 老师
会给予肯定, 并在评 定成 绩时 有所体 现, 从而 提高 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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