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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目式教学课程典型案例 

机械原理主动实践教学活动总结 

彭廷红，秦宝荣，应富强，王颖玉 

0 引言 

作为机械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我校机械原理课程经过校、院各级教改项目、精品

课程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教改成果和教学经验，为地方制造行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的专业技术人才。但从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反馈信息来看，学生的主动发现和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主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待进一

步的提高。 

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来自于实践活动[1]。没有专业实践，没有在从事设计实践环

节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不可能提出创新的思路。因为接触工程、科研实践不多，

对实际中的机械结构、设备不甚了解，自然就不会发现其中的不足或问题进而对其进行

改进、改造。而且由于缺少观察、分析机构等方面的训练，学生不能敏锐地发现工程实

际中的许多问题，往往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很难自主发现问题、主动实践。 

为此，我校引入 CDIO 工程教育大纲，在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中应用现场教学、开

放主题论文撰写，分组进行主动实践等方式，尝试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主体，一切围绕教

师转，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被动学习的状况[2]，培养学生主动自主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1  现场教学，提升学生对工程问题的兴趣 

现在的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基本上已经用上了多媒体教学课件。多媒体教学教学将

实物、动态演示、静态图形、文字表达、声音解说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抽象教学变为形

象直观的教学，让原本枯燥的课程生动了起来。但是多媒体 大的优点在于承载大信息

量内容的讲解。在实际教学中，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综合运用才能让学生牢固地掌握

课程内容。以“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为例，这部分内容在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第一个具

体内容，这时候的学生还没有完全吃透机构的概念和构件的内涵。多媒体课件中的各种

机构的动画只是让学生看了个“热闹”，难以看清其中的“门道”。相反，把学生领入常用

机构实验室和已经拆下外壳的牛头刨床旁边，让学生不仅“看得见”——看得见机构和机

器的具体组成，而且“摸得着”——亲手操作，观察构件之间的相对运动关系和机器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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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的具体形状。同时，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式也加强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及时

解答了学生的问题，让学生的思绪围绕着机构的结构形式和运动方案步步深入地展开，

加深了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理解，提升了他们对机械结构和工程问题的兴趣。 

 

2  开放主题的小论文，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由于学时的限制，教师在讲授“绪论”中机械的发展史和发展趋势部分内容时，大多

只能给学生一些很粗浅的认识。我们尝试让学生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自学，并且教给学生

获取比教材上内容更丰富和具体的知识的途径，要求学生以“各种机械的发展史”为主题

写成学习小论文的写作。 

在这个环节，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对各种机器的相关技术

及其发展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按照综述类论文的格式完成了诸如“机器人的发展”、“航

天器的发展”、“汽车技术的发展”、“数控技术的发展”等小论文的写作，并编辑成册，培

养了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提升了学生的成就感。 

 

3  项目驱动，主动实践 

认识来自于实践，实践是创新的根本，创新能力的培养依赖于实践[1]。在教学中为

学生提供实践活动的机会，就是为了让学生有机会提高认识，培养能力。为此，我们让

学生走进企业，到工程实际中去参观学习，让学生在实践中主动发现问题，并进一步解

决问题。下面是在机械原理教学中，学生通过参观考察一个水处理用弹性立体填料的企

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3.1 发现问题 

TA-Ⅱ型弹性立体填料是一种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种污水处理弹性生物填料（专利号

为：ZL96208657.6）。单个的污水处理弹性填料由中心件和固定在棋上的纤维丝条组成。

中心件由特制的上下盖板（图二）和燕尾环扣（图一）紧配构成。使用时污水处理弹性

填料单元体（图三）通过中心孔串连成单串组合体（图四），固定在水处理设备中，实

现对污水的处理[3]。弹性填料单元体通过燕尾环扣上的五个紧联支柱与上下盖板上的扣

眼之间的过盈联接来保证两个零件的定位和固定，而紧联支柱和扣眼在加工过程中容易

出现尺寸的较大偏差，加上用于定位的部位太多，难以实现自动生产，单元体的组装往

往由工人手工作业，装丝效率较低，制约了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 

3.2 构思方案 

改进生产工艺，就必须调整扣板和扣环的结构，尤其是定位和固定的方式，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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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切实可行的机械化生产弹性填料单体的系统。围绕这一问题，学生们进行了分组讨

论和构思，并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下面列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案。 

         

图一  燕尾环扣                             图二  上下盖板 

         

图三  弹性填料单元体                     图四  弹性填料组合体 

方案 1：如图五所示，改进原有五个销柱定位的方式为圆周定位，纤维丝从燕尾形

扣板中心孔送出，两个压盖分别从上下两个方向压向扣板，扣板和扣环之间依靠一定的

过盈保证联接，易于实现机械化生产。 

方案 2：如图六所示，纤维丝从扣板外的圆周方向送出，2 至 4 个卡堀从扣板周向

向中心运动卡在扣板中部 V 型槽中，完成弹性填料单元体的装配。 

方案 3：如图七所示，纤维丝从扣环中心孔送出，上下压盖先后压向扣环，完成弹

性填料单元体的组装。 

根据学生们提出来的不同方案，授课教师予以积极引导，根据需要开展小组讨论和

班级讨论。活动实施过程中，老师只起引导的作用，不能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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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方案 1 示意图                      图六  方案 2 示意图 

    

图七  方案 3 示意图 

经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三个结构改造方案基本满足机械化加工的要求；（2）

方案 1 中的丝状填料变形过大；（3）方案 2 种的卡堀与扣环之间实际难以有效卡紧；（4）

方案 3 基本可行，但是要实现自动化生产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图八 改进后的设计方案 

细化后的方案 3 如图八所示： 

（1）纤维丝从扣环中心孔送出，上压盖内置分离导向锥，将穿出的纤维丝沿着中

心孔圆周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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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压盖和导向锥一起下压，完成上部纤维丝的成形的同时，实现下部纤维丝

的分离，为下压盖上行做好准备； 

（3）切丝； 

（4）下压盖上行，完成下部纤维丝的成形，并顶出导向锥，完成一个单元体的制

作。 

3.3 系统原理方案的拟订 

围绕改进后的方案，各小组的同学通过学习“机械系统方案的拟订”，拟定了多个原

理方案。以上下压盖的驱动机构为例，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凸轮机构和曲柄滑块机构组

合构成驱动系统，实现向下压紧的动作和压盖停歇位置和时间的控制，如图九所示。 

 

图九 上下压盖驱动系统示意图 

4、结论 

主动实践活动在机械原理教学中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不断探索创新的

积极性，提高了学生们主动获取知识，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们的团

队协作精神得到了培养和锻炼。但是，主动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掌握了牢固基

础知识的学生主体，具有“双师”水平的任课老师，还需要主管单位的政策上的倾斜和各

部门的协调，因此具有较大的难度。我校机械原理主动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也只是针对

从全年级遴选出来的研究型实验班的学生开展，只能算是一种尝试，希望因此可以为“主

动适应地方制造业的机械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验区”项目研究和高素质创新型机械工

程人才培养做出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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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人文主题设计”项目 

1 选题清单 

 

 

2 建成 9 个主题案例库 

序号  主题            计划案例数    已建案例数 

1   工程的起源            3              3 

2   工程与人类福祉        6              6 

3   工程与资源            6              6 

4   工程与环境            6              6 

5   工程与社会            6              6 

6   工程伦理              6              6 

7   工程师的责任          3              3 

8   工程与可持续发展      6              6 

9   科技创新与未来工程    6              6 

 

3 课程项目评价方法 

 



 

 158 

 



 

 159 

“机械原理”课程项目实践 

部分机械原理课程专题实践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成员 

一 机械发展史专题  

1 机器人发展史 黄桢 

2 中国机械发展史 罗诚 

3 机械工程发展简史 李林鹏 

4 中国机械发展史 郎红专 

5 机械发展史 舒慧珍 

6 中国机械发展史 李韩伟 

7 机械发展史小论文 许斌 

8 中国机械简史 杨涛 

9 世界机械发展史 尤左令 

10 世界纺织机械的光与影 郑时庆 

11 机床发展史 陈超 

12 机械发展史 胡越 

13 世界机械发展史 王俊杰 

14 机器人  胡维骏 

15 机械发展史 祝志华 

16 机械发展史 王荣 

17 机械发展史 杨晗 

18 机械发展史 朱沈瑾 

19 机械发展史 余建根 

20 关于机械发展史的概述 刘吉龙 

21 机械原理发展史 王红源 

22 机械发展史 卢炳攀 

23 机械工程发展简史 李林鹏 

24 中国机械发展史       骆光进 

25 机械发展史 范立 

26 机械发展史  王珂 

27 机器人的发展史 徐善俊 

28 机械发展史 徐善俊，李有河，祝志华 

29 机器人简史 李有河 

30 机器人发展史 梁斌智 

31 汽车发展简史 姜涛 

32 世界机械发展史 陈志龙 

   

二 机构分析及应用专题  

1 手摇抽水机 舒慧珍 

2 踩踏式打气筒机构分析 郎红专,帅凯陈超 

3 压缩空气驱动的房门启闭机构结构分析 李林鹏,卢炳攀,梁斌智 

4 公交车门结构分析 单挺挺,王红源,朱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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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阳台伸缩式晾衣架机构分析 罗诚 

6 组合机构分析 尤左令 

7 玩具机器狗腿部机构的分析 程涛，胡越 

8 阳台伸缩式晾衣架机构分析 李韩伟，骆光进，罗诚 

9 对模具移送机构的分析 王俊杰 

10 大力钳机构分析 张金荣，竺天宇 

11 鳄式破碎机的工作原理 杨涛 

12 插床机构 胡维骏 

13 缝纫机脚踏驱动机构分析 刘吉龙 

14 往复式活塞压缩机 许斌，杨晗，杨涛，余建根 

15 跑步机 孙鹏飞 

16 简易冲床机构分析 王荣 

17 雨伞机构  陈志龙，姜涛，马锋 

18 自卸车卸载工作状态分析 范立，王珂 

   

三 机构创新设计专题  

1 片基带开孔机运动方案设计 王俊杰,肖伟俊,孙鹏飞,胡奇磊 

2 片基带分条装置 李韩伟,罗诚,骆光进,舒慧珍 

3 片基带分条机运动方案设计 范立,陈超,王珂,陈博 

4 片基带分条机运动方案设 李林鹏,梁斌智卢,炳攀,单挺挺 

5 片基带打孔装置运动方案设计图 郎红专,王红源,朱沈瑾,胡维骏 

6 片基带分条机运动方案设计 张金荣,竺天宇 

7 片基带打孔机运动方案设计 刘吉龙,尤左令,郑时庆 

8 片基带开孔机运动方案设计 黄桢,张诚磊 

9 片基带分条机运动方案设计 许斌,杨晗,杨涛,余建根 

10 片基带分条机运动方案设计 程涛,胡越,姜涛,陈志龙,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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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创新设计方法学”项目实践 

 

2010 级学生工程创新设计方法学选题清单 

序号 团队 题目 

1 王伟俊，董成鑫，徐佳丽，张栋 自动剥核桃机 

2 范轶才，吴浩辉，祝彬彬 汽车自动穿衣 

3 姜荣敏，魏瑞晖 自动理纸机 

4 张旭，杨鹏，潘建栋，汪震 自动切菜机 

5 刘佳彪，王杰，王建 自动擦鞋机 

6 邢志亮、张征帆、崔容榜 水果自动清洗机 

7 高创奇，朱广宇，张夏佳 自动搓澡机 

8 马伟力，张青松，童益云 自动包饺子机 

9 沈峰，徐晓航 自动浇注装置 

10 陈业，樊明星，沈武益 自动削水果机 

11 赵金弟 佩戴式颈椎按摩机 

12 盛斌，夏裕清，周征剑 自动烹饪机 

13 董磊，朱振达，蒋杭阳 自动叠衣机 

14 陈建操，贾星辉，程浙武 自动贴膜机 

15 茅世能，蒋晓健，付金武 自动杀鱼机 

16 濮振谦，宋梅，裘金婧 手提式清洁助手 

17 楼科文，刘佳，芮云冬，范勇 小广告终结者 

18 兰源源，余作沛，刘红良 油炸丸子机 

19 张英杰，翁旭，李华翔，竺君辉 防雨自动关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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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课程项目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