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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chanics of Materials”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Undergraduate is on the occasion of content undiminished, class compressed, bu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lso needs to be ensured. Combined with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e excellent engineers in the Anhui region area and the building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of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bas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ethod and means,
reform of course system,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resour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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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材料力学》课程内容不减、课时压缩，又要保证教学质量的现实情况下，结
合安徽地区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与安徽新华学院校级特色课程《材料力学》的建设，从师资队伍建设、
实验教学内容及基地建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建设、课程体系改革及教材建设、网络资源建设等方面
阐述了对特色课程建设的实践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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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材料力学既是一门基础科学，又是一门技术科学，是许多工科专业的基础。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在几十年的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经典理论在现代科学技术中仍广泛被
应用。
2007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的意见，正式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生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2010 年是“质量工程”
实施的最后一年。从 1987 年起，各类结构设计新规范已陆续颁发执行。怎样能适应这一变化，已成为建
筑类高校基础力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现在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展现了建筑工程技术的新成果，为体现建筑类高校材料力学的特色，
应采用“渗透”、“引伸”或“更新内容”的方法。这样既可显示建筑类高校材料力学的特色，提高水
平，又可保持基础扎实、又深入浅出、少而精等传统风格。
在特色课程建设中，根据材料力学特点，笔者将特色课程建设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师资队伍建
设；实验教学内容与基地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网络资源建设等。

2. 特色课程建设内容
2.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各项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也是施行特色课程的主体。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特色课程建设的
前提，是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1]。一支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团结上进、爱岗敬业、
业务能力强、治学严谨、学术水平高和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的效果和教学质量的
优劣。
通过特色课程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动手能力强的教
师队伍，并适当配备实验辅导教师，以满足实验课程教学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教师队伍建设中，注重引进高水平、高学历的人才，全面考虑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
课结构、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因素，构建了适应特色课程教学需要的教师团队。

2.2. 实验教学内容与实验基地建设
传统的材料力学实验教学内容包括：力学机测实验室和电测实验室，特色课程实验教学改革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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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力学实验的特点，在讲解传统验证性实验的同时，应加入一些开放性实验。伴随着高科技、新技术、
新材料不断涌现，例如：一些新型复合材料的不断出现，因此，目前在实验教学内容上应适当增加一些
金属或木质复合材料的内容，特别是相关复合材料力学的内容，并精选一些现代工程中的典型力学问题，
替代原有教材中陈旧的工程实例。这些开放性实验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加强实践教学内容改革，加强学生的专业实验技能，适当增加并且更新实验内容。根据学生专业培
养方案的计划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增加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运用问题式、
讨论式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学生由验证性实验逐步向创新性实验转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增加能够突出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内容。
改革试验教学方法,提高试验教学质量。改革思路和做法是：其一，根据材料力学教学大纲和试验大
纲的要求，将每个试验项目分组，达到学生在试验中基本能够人人动手参与操作的目的。其二，将每一
个试验项目教学与土木工程实例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到学而有用，激发学习兴趣。其三，力学实验室采
取半开放式教学模式，从星期一至星期五与学生预约试验，除完成综合性实验外，还自主动手完成一些
设计性试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发展产学研校企合作项目，实验基地的建设有利于发展相关专业群建设。实验的成果有利于教师的
纵向课题、横向课题的研究。实验室建设形成规模，便于力学实验与结构实验相结合，同时对其他专业
学科(土木类、机械类等)有着积极影响[2]。

2.3. 教材建设
本人编写安徽地区卓越工程师系列规划教材，着眼于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在编写教材时
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如以路灯立柱、网架结构中竖杆、火车卧铺上撑杆等引出轴向拉(压)基本
变形；以圆轴广告牌的立柱、汽车转动轴等引出圆轴扭转基本变形；以中国移动信号塔架中连接件螺栓
等引出剪切基本变形；以工程中梁等引出梁的平面弯曲基本变形；以钢管脚手架的失稳的工程实际问题
引出压杆稳定性问题研究等等。这样的教材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兴趣。同时让学生
学会思考用这些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

2.4.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建设
在传统的教学中，老师以课本中主要内容为中心，老师注重公式的推导和研算，教学内容和形式上
比较单一。这样大部分学生对所学力学知识没有高层次的本质认识，更不可能对一些工程实际或自然现
象进行理论分析。
“教育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学生尽快应用他们学到的技术，通过实践给他们以经验，而不是给予他们
无尽的数字”[3]。
材料力学用于解决实际工程中的力学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学
生有这样的认知，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工程实例教学法是根据教学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工程或生活实例，通过对这些实例的观察、分析、定
性、启发式地引入新的概念和原理，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知识，再结合理性知识去分析、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从而做到举一反三[4]。
如龙门起重机在垂直运输装配式构件吊装主梁施工过程中屡次发生倒塌事故的案例，“假如让你
来设计这个起重机，该如何设计？”通过讨论得出的原因是：对刚性腿顶部外倾的结构稳定性没有重
视。
城市高层建筑物在施工过程中采用钢管脚手架，脚手架中有扫地杆、剪刀撑、立杆等基本构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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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何要设置扫地杆？有扫地杆与无扫地杆的压杆稳定性如何？”以这样的问题启发思考，学生更容
易理解压杆稳定的一些知识点和基本内容。

2.5. 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建设是特色课程建设的核心工作，也是特色课程建设的关键，通过选用统编、配套自编的
方式，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成熟的以统编教材为主、自编教材为辅的教材体系。

2.6. 网络资源建设
建立特色课程教学网站可以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平台，
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具有信息资源共享、教学活动交互、远程信息传递、个性化学习等特点。
老师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多媒体教学与各种传统教学手段的优势，课堂教学中引入工程
实例增加学习的生动性和启发性，提高学生理解和掌握力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的能力，从而提高
材料力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特色课程网站还能提供一个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平台与学生对老师和教材的评价平台。加强评价体系
和学习效果反馈体系的建设，及时更新网站内容，教师网上答疑等相互沟通的平台，有效地促使教师与
学生交流。
特色课程网站建设既需要特色课程团队所有老师的密切配合，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和维护，
才能发挥网站的巨大作用。通过合理运用网络及多媒体现代教育技术，使特色课程网站建设在全面性、
交互性、共享性等方面不断完善和改进[5]。

3. 特色课程建设的意义
1) 进一步优化传统的教学内容，兼顾经典力学与现代力学、理论与实践。
现代力学教学的要求既要秉承传统力学的精髓又要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新
技术、新成果。因此，通过特色课程建设，鼓励广大教师积极了解和研究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广泛吸收
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整合教学改革成果，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在有限的学时内，确保完成与专业发展
关系密切的经典理论和新技术的教学任务。
2) 鼓励教学改革，引导教师成长。
特色课程建设的生命力是教学改革与创新，同时要求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水平。
特色课程建设必然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带来教育思想的创新，全面提高教师的课程建设水
平，从而带动其他课程建设。
通过材料力学特色课程的建设，我们力求在保证课堂教学内容，扩大课堂教学信息的条件下，结合
新的教学实践内容，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引导学生进行应用型学习，并将理论分析与工程结构紧密联系，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特色课程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师资队伍的培养，要求教师要不断参与科学技术与教育教学研究，不
断转变教学观念，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训、实习教学，促进了特色教材的建设、
实验室建设，为学院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特色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在思想上要求课题组老师重视，同时在行动上也要老师坚持不
懈地进行精品课程的建设，真正将《材料力学》建设成为特色示范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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