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一、实践教育中心基本情况 

实 践 教 育 中 心 名称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校 外 实 践 基 地 名 称 冶金工程实践基地 

共 同 参 与 的 管 理 机 构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简况 

实验课程门数 实验项目个数 
面向专业个数 

年实验人时数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43 8 220 46 4 47600 11600 

教 材 建 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量

（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

（种） 主 编 参 编 

5 0 29 0 

基础条件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仪器设备 

台件数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10 万元以上设备 

台套数 总值（万元）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6000 4500 697 1057 2899 6500 51 32 2205 5400 

相关条件 

是否具有

行业背景 

是否列入卓越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 

是否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 

协议 

签订时间 

协议 

合作年限 

是 是 是 2010 长期 

合作单位简介 

基本

情况 

法人代表 沈文荣 联系人 陈晓东 

联系人电话 13913610002 
联系人所在 

部门及职务 

沙钢集团董事局常

务执行董事 

单位性质 民营 主管单位  

简介（着重说明满足实践环节需求情况）： 

1、公司概况：江苏沙钢集团是江苏省重点企业集团、国家特大型

工业企业，全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目前沙钢集团拥有总资产 1500

多亿元，职工 3 万余名。年产生铁 3190 万吨、粗钢 3920 万吨、钢材

3720 万吨。 

江苏沙钢集团主导产品有宽厚板、热轧卷板、不锈钢热轧板和冷

轧板、高速线材、大盘卷线材、带肋钢筋、特钢大棒材，已形成 60

多个系列和 700 多个品种近 2000 个规格产品。在 2014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名列第 54 位，中国制造业 500 强中名列第 19 位，全国民企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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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 6 位，经济总量在江苏省名列第 1 位，2014 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

争力排名第 5 位。连续 6 年进入世界 500 强，2014 年世界 500 强名列

第 308 位。 

2、满足实践环节的条件：①合作基础。为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探索校企合作办学的新模式，本着双赢、可持续、共同发展的原则，

苏州大学与江苏沙钢集团经友好协商，决定合作共建“苏州大学沙钢

钢铁学院”，并成为苏州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的合作单位。②企

业对“中心”依托学院的专项资助。江苏沙钢集团与苏州大学进行实质

性的合作办学，斥资 2000 万元用于苏州大学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冶金专业实验及校内实习基地的设备购置。③实践环节的师资条件。

沙钢集团具备雄厚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形成了由博士、硕士、学士

组成的知识结构层，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

理工程师构成的职称网络。出于实践教育需要，第一批已选拔 8 位企

业的兼职教师。④实践基地和设备情况。沙钢集团具备先进的生产工

艺和设备，以及苏州大学与沙钢集团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冶金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开展工程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中心的教学

实践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 

注：申报表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表格空间不足，可以自行扩展。 

实

践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情

况 

姓名 年龄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钟胜奎 4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0512-67165762 15150173913 zhongshengkui@suda.edu.cn 

教学科研工

作经历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沙钢钢铁学院副院长，“中国有色金属学

会冶金物理化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获得者。

先后主讲了《冶金物理化学》、《高等物理化学》、《冶金电化学》等 10 余

门本科、研究生的理论以及实验课程。先后指导本科毕业论文 80 余人，

培养硕士研究生 20 余名。目前，主要从事材料冶金物理化学以及冶金资

源综合利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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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科

研成果 

主持并完成了“冶金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实践”苏州大

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 项，“校企深度融合条件下冶金类专

业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实践”荣获 2014 年苏州大学教学成果二等

奖，“理论电化学”荣获第十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教理科组一等奖。 

主持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以及企业横向项目

等共 20 余项的研究以及技术开发工作，先后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 项，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

科学技术进步奖 1 项。 

实

践

教

育

中

心

人

员

情

况 

实验教师 
总人数 

其中专职教师人数 其中兼职 

教师人数 小计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他 

46 38 7 11 16 4 8 

实验技术人

员 

总人数 
其中高级工程师/ 

实验师人数 

其中工程师/ 

实验师人数 

其他技术 

人员人数 

11 3 4 4 

企事业单位

实践经历教

师 

总人数 
其中具备专业领域实践背景

专职教师人数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企事业

单位兼职指导教师人数 

29 21 8 

其他人数 0 

三年以来 

实践教育中心 

经费投入和 

支出情况 

（申报年度不予

统计） 

时间 
经费投入 

（万元） 
支出项目 

支出 

子项目 

支出金额 

（万元） 
备注 

2012 400 设备购置 

冶金专业课
实验设备 

200 
 

校内实习基
地建设 

200 
 

2013 500 设备购置 

冶金专业课
实验设备 

200 
 

校内实习基
地建设 

200 
 

创新实践基
地建设 

100 
 

2014 600 设备购置 

冶金专业课
实验设备 

300 
 

校内实习基
地建设 

100 
 

创新实践基
地建设 

200 
 

合 计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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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来 

实验中心教学 

科研主要成果 

（只列省级以上

成果） 

请注明时间、项目及等级和授奖单位 

一、主要教学成果： 

近三年实验中心省部级以上主要教学成果如下表所示，具体内容见附件

一。 

序号 成果名称 
省部级及以

上成果数 
备注 

1 教改成果获奖 3 

附

件

一 

1.1 

2 教学研究项目 1 1.2 

3 学生获得各类学术科技竞赛奖项 33 2 

4 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 3 3 

5 教材 3 4.1 

6 教学研究论文 15 4.2 

合计： 58 

 

其中代表性的十项成果： 

（1）基于学科前沿的钢铁冶金课程群建设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省部级，国宏伟，2012 年； 

（2）北京市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省部

级，国宏伟，2013 年； 

（3）首届“全国高校冶金院长奖”青年教师类“冶金院长奖”，国宏

伟，2013 年； 

（4）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研究与实践，江

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王永山，2011-2013 年； 

（5）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慧鱼组竞赛暨第八届

全国慧鱼工程技术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国家级，孙承峰指导，2014； 

（6）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国家级，王富东

指导，2013 年； 

（7）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赛本科一级一等

奖，侯岩松，曾盼林，2014 年； 

（8）新型汽车用泡沫铝夹芯板的制备与研究，国家级，宋滨娜

指导，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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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炼钢新原料——碳化铁的制备与表征技术，王德永主编，

科学出版社，2012； 

（10）高炉高风温技术进展，国宏伟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12。 

 

二、科研主要成果：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及获奖、SCI、EI收录学术论文及专利（详见附件 5）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数 备注 

1 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3 

附

件

二 

1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4 2 

3 省部级项目 15 2 

4 企业横向项目 18 3 

5 SCI、EI收录学术论文 102 4 

6 专利 47 5 

合计： 199 

代表性成果有： 

（1）120m3 高炉科研解剖研究，冶金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国宏伟，

2012 年；  

（2）炼钢新原料-碳化铁的表征与制备技术，辽宁省自然科学学

术成果三等奖，王德永，2012 年； 

（3）天钢 3200m3 高炉合理操作炉型研究与实践，天津市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国宏伟，2012 年； 

优势特色与示

范效应 

冶金工程专业是苏州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试点专业

之一，省内唯一具有冶金工程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苏州大学与世界

五百强企业沙钢集团合作办学，建设的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优势特

色鲜明、示范效应显著，具体如下： 

（1）充分发挥校企深度合作优势。建立了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与校

外工程实践基地沟通、协作与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在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建成了实验教学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平台的新体

系。已在冶金高校内形成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效应，先后有北京科技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上海大学等冶金兄弟院校来参观学习。 

（2）教改项目引领实践教育中心建设和发展。围绕“校企合作”、“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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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基地”、“实践教学环节”三个方面开展教学改革研究，引领了实践教育

中心建设与发展思路，创新了“传识授业、问题起惑、寻道践新、协导解惑”

的实践教学理念，发表的十余篇相关教改文章，在国内相关领域已引起关注。 

（3）注重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改进和创新学生培养环节。通过科

研融入教学过程，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内容，增强自主创新综合实验比例；

采用竞赛的组织形式，开展钢铁模拟大赛、竞赛式自主创新实验，激发学生

的参与热情，学生参与率超过 70%；探索了“双师延续协导实践型科技创新

与毕业设计（论文）”培养模式，增强了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量、难度

以及创新性，提升了学生的综合实践创新能力，其中 50%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或申请了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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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教育中心建设方案 

建设意义和必要性： 

1、建设意义 

2014 年江苏省粗钢产量位列全国第二，冶金企业是江苏省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2010 年教育部提出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作为《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项目，其宗旨在

于从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而冶金工程专业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冶金工程专业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苏州大学的试点专业

之一。 

在上述背景情况下，目前江苏省内具有冶金工程专业的高校有四所，苏州大学是

省内唯一具有冶金工程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沙钢集团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因

此，由苏州大学与沙钢集团“强强联合、共建共享、互利互赢”组建冶金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促进冶金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提升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适应冶金行业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另一

方面为冶金大省江苏的地方经济服务，不仅可以为冶金企业员工提供培训、进修的教

育平台，而且为冶金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 

 

图 1 建设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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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的必要性 

（1）培养冶金行业工程技术人才和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需要 

随着冶金行业的飞速发展，毕业生在工程实践方面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当今高等教育实践教学改革的重

大课题。工程实践作为工科人才培养和使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交汇点，强化该方面

能力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苏州大学非常重视冶金工程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以面向冶金企业、面向生产一线

培养高级冶金工程技术人才为特色，以我国冶金行业的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冶金产品

设计、研发、制造管理为背景，以强化学生综合设计与开发能力、技术研究与自主创

新能力、团队协作与综合实践能力为主线，着力培养冶金工程专业实践型本科工程技

术人才。 

本中心的建设，将为冶金人才培养提供工程实践训练和岗位实践训练的平台，从

而满足冶金行业工程实践人才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要求。所以，校企双方紧

密合作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通过中心的运作将实现资源共享，创造学生、高校、

企业共嬴的局面。 

（2）冶金工程以及相关学科融合发展以及苏州大学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 

通过本中心的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实践教学硬件、软件和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结构

和层次，不仅能够为冶金工程专业的学生提供实验教学，而且能够承担本校金属材料

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冶金机械、材料加工、冶金自动化方向等学生的实

践教学任务，同时为其它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思路。通过培养标准和评估机制的建

设，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用与创新相结合，多学科专业相互融合的培养新模式，

从而为本校工科的发展打造出特色模式，改变当前工科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3）强化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 

冶金行业是江苏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对江苏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中心的建设，将进一步强化学校与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科研和技

术装备的优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在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实现共赢发展，为

江苏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培养既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又有良好工程实践能力的人才，满足冶金

行业发展的需要，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校企合作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十分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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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建设基础和合作基础（包括：实践教育中心管理体制、实验教学、实验教材、实

验队伍、仪器设备、开放管理、环境与设施、保障机制等；校外实践基地管理办法、

实践条件、实践形式、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等；还有合作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 

1、 管理体制 

中心成立了“中心咨询委员会”、“中心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心工作组”，共同完成

中心的管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运行管理机制，中心管理构架如图 2，具体形式如下： 

 

图 2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组织构架图 

（1）中心咨询委员会 

中心成立了“苏州大学沙钢学院卓越工程师专业委员会暨咨询委员会”，成员来自

中国金属学会、冶金企业和国内著名高校。如：北京科技大学的前校长徐金梧教授、

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沛教授、上海大学任忠鸣教授（杰青、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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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朱苗勇教授（杰青、长江学者）等。中心咨询委员会对中心管理委员会和中

心工作组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提供咨询。 

（2）中心管理委员会 

苏州大学依托沙钢集团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即校外工程实践基地，双方签订

合作建设协议，由苏州大学、沙钢集团共同组成“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管理委员会”。

中心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心建设方案、培养方案、规章制度的制定。 

 

图 3 苏州大学沙钢学院卓越工程师专业委员会暨咨询委员会 

（3）中心工作组 

中心工作组采用主任负责制，负责中心日常运行管理、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质量

评估、课程与课程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师资聘用与培训等工作。 

（4）中心内部结构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分为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校外工程实践基地，其中校

内设实验教学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平台三部分，实验教学实验

室下设冶金物理化学实验室、冶金传输原理实验室、钢铁冶金炼铁实验室、钢铁冶金

炼钢实验室和金属材料综合实验室五个实验室。 

（5）管理制度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验教学

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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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教学管理制度 

类别 名称 

苏州大学 

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启动建设省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的通知 

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苏州大学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苏州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 

苏州大学关于实验室开放的暂行规定 

苏州大学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苏州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定 

苏州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条例（试行） 

苏州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管理条例 

苏州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 

沙钢钢铁学院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固定资产管理条例（试行）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实验室管理条例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双师素质管理条例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校内实习管理条例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校外实习管理条例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学生实验守则 

冶金工程 

实践教育中心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气体钢瓶的安全使用与管理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仪器设备岗位责任制度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仪器预约使用制度 

2、实验教学 

（1）教学理念 

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探

索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单纯的解决问题更重要，因此中心确立了“传识授业、

问题启惑、寻道践新、协导解惑”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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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学理念图 

 

“传识授业”，是教师在向学生进行教学时，传授知识和技能，例如，首先向学生

讲解烧结矿和球团矿的高温性能，并解释其测试原理。然后教师示范烧结矿和球团矿

的高温性能测试实验操作过程，使学生实践掌握测试实验技能。 

“问题启惑”，是对学生问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困惑”，例如，首先让学生对比烧

结矿和球团矿的高温冶金性能，提出问题“高炉中应该用烧结矿还是球团矿？”，当学

生能够回答该问题时，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如何确定烧结矿和球团矿使用的比例关

系”。 

“寻道践新”，是指学生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自行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

通过实践创新解决问题，例如，学生查阅相关书籍，并通过总结文献阅读形成实验方

案，结合检索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综述，形成实验方案，通过实验确定最佳的比例，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协导解惑”，是指学生在“寻道践新”的过程中，教师协助引导学生，逐步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例如，首先让学生查阅相关文献，然后在实验教学中指导学生的实验

方案，针对实验中的各种问题，予以解答。 

（2）教学体系 

为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适应冶金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将

中心建设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发挥积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立足点，以培养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实践创新为最终目的，构建“三层次、四结

合、五模块”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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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层次四结合五模块”的教学体系 

“三层次、四结合、五模块”的教学体系是指分层次、分阶段、分类别设计教学体

系及其内容，并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虚拟仿真与现场实践、

学术实践与科研创新对应相结合起来，构建①基础实验模块；②自主综合试验、认知

实习和生产实习模块；③虚拟实训和课程设计模块；④自主创新实验和本科科技创新

模块；⑤本科毕业论文模块，以提高学生专业基础技能与实践创新能力。 

“三层次”：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分层次的能力培养，分为基础层次、综合层次

和创新层次。 

基础层次：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开设基础实验课程，目

的使得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且能具备基本的实验知识和技能，例如新生入校后，

通过“普通物理实验”和“无机分析化学实验”两门课程学习，掌握基本的电路组装方法、

化学分析手段、显微镜的使用等技能，为后续开展的“钢中大型夹杂物的电解实验”、

“典型碳钢的组织观察及分析”等实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合层次：针对大二大三的学生，在学生已经掌握冶金相关基础知识的前提下，

开设认知实习和生产实习课程，让学生实地接触了解实际生产，并将现场实际与理论

知识相结合，同时开设自主综合实验课，目的使得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在上一环节“基

础层次”中，通过“钢中大型夹杂物的电解实验”、“典型碳钢的组织观察及分析”等实验

的学习，学生了解到钢中夹杂物的种类，夹杂物对碳钢组织会产生哪些不良影响，将

所学的知识带入到“铁水脱硫实验”中去，学生通过自主配比脱硫剂的成分及含量，改

善铁水的脱硫效果。通过此类综合实验的学习，学生将所学的单一知识点串联起来，

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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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层次：针对大三大四的学生，在学生对现场生产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结合实

际生产和已经具备的实验基本能力，对大三学生开展科技创新项目，项目内容以结合

现场实际相关问题为主，在学生大四进行毕业设计时，需要延续科技创新内容，在已

经完成的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例如“吹氩位置对钢包混匀时间影

响实验”通过前面实验的学习，在对书本知识点掌握、串联的基础上，学生自行设计

精炼钢包内底部吹氩孔形状、开口位置等条件，允许学生打破常规、开拓思路，实验

课堂上鼓励设计的吹氩位置与“传统”不同，但在实验结果中，学生需要讨论他们所设

计的吹氩装置最终效果与“传统”的差异，既分析不足之处，加以改善，更要分析可取

之处，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将学生的想法带到现场，与现场工人展开讨论，明辨是非。 

“四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虚拟仿真

与现场实践相结合、学术实践与科研创新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实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课堂教学以传授

冶金基础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以实际生产中的问题为主，将两者结合能够让学生

将理论结合生产，学以致用。酸性球团矿是炼铁工艺中一种重要的入炉含铁原料，球

团矿的质量影响高炉顺行和生产效率，学生在学校实验室中，通过“合格生球的制备

实验”制备合格的球团矿生球，制备好的生球留存至生产实习时，与企业中制备的生

球做对比，找出优缺点，并加以分析，再回课堂中发扬优点、改善不足。这也是“交

互实践”的一部分。 

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实现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的相结合，校内实践以结

合实际生产的实验教学为主要内容，校外实践以实际生产中的工艺环节为主要内容，

两者结合能使学生了解工厂实际生产与校内实践的不同与相同，加深学生对实际生产

的认识。冶金行业很多工序都在高温下进行的，例如中间包，包型是否合理影响到包

内死区、活塞流的体积比率，从而对连铸铸坯质量产生影响，而中间包内储存的高温

液态钢水，无法用常规手段测定包内流场分布情况，在实验室中，通过水来模拟钢液，

选取合适的相似准数，通过挡坝、挡墙、导流孔的设计，使水模型中的流场分布达到

最优状态，并将实验室中的数据带到现场验证。再将现场验证的实验数据带回实验室，

改进和完善水模型实验课的教学。 

虚拟仿真与现场实践相结合：实现虚拟仿真与现场实践的相结合，中心建有虚拟

仿真实验室，能让学生在虚拟的冶金企业中进行操作，实际操作控制从铁矿石到成品

钢的过程，还针对学生开设有认知实习和生产实习课程，将学生带到实际现场，亲身

体会参与实际生产过程，这两者的结合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上升到实际生产层面，

培养出既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又能进行实际操作生产的综合性人才。转炉喷溅对于钢铁

冶炼中是重大的事故，当碳氧平衡被打破后，渣中 CO 含量会剧烈增加，从而形成“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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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渣”当泡沫渣进一步发展，就会形成转炉的喷溅，造成转炉设备损坏、生产效率降

低、金属收得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事故在现场一般不易发生，但是学生可以通

过虚拟仿真实验，随时模拟类似的异常炉况和事故，通过书本所学的知识，在无危险

的情况下，处理这些炉况和事故，为以后走入企业提供宝贵的生产经验。 

学术实践与科研创新相结合：实现学术实践与科研创新的结合，是指在学术实践

中，验证和发现现有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或不足，通过科研创新发现新的学术成果。

科研创新产生的实验成果可以通过实践转化为技术，服务生产。例如，依据学术文献，

有一种基于扫面电镜分析区分高炉除尘灰中焦粉与未燃煤粉的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采用该方法实践应用于济钢高炉，结果得到现场的认同，但反映的问题是大量

扫描电镜图像的分析工作量巨大、耗时较长，而后通过科研探索，提出了一种基于图

像处理的高炉除尘灰未燃煤粉识别方法，并发表在冶金类国际 TOP 期刊。 

“五模块”：①基础实验模块，能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②自主综合实验、

认知实习和生产实习模块，让学生结合实际生产，提出问题，通过设计实验方案解决

问题；③虚拟实训和课程设计模块，让学生在计算机虚拟的情况下操作控制冶金流程，

达到了解整个冶金流程的目的，再通过课程设计，对炼钢厂、炼铁厂和连铸车间进行

设计，彻底熟悉了解冶金工艺的每一个环节；④自主创新实验和本科科技创新模块，

发现现场问题，将问题结合科技创新项目，通过设计自主创新实验解决问题；⑤本科

毕业论文模块，是对科技创新的延续，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研究，能使毕业设计（论文）

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提高。 

（3）教学内容 

目前本中心校内教学共开设 43 门课程，220 个实验/实践项目。其中，基础项目

106 项（占 48%），综合项目 66 项（占 30%），创新项目 48 项（占 22%），见表 2 所

示。 

校外教学共开设 8 门课程，46 个实验/实践项目。其中“烧结与球团工艺”、“铁水

预处理”、“炉外精炼新技术”、“连铸铸钢”四门课采用校内理论学习，现场实践教育的

模式，校内校外“交互式”学习，部分校内课程和项目见表 3 所示，完整的校内课程和

项目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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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校内课程和项目 

序号 课程名称 实验/实践项目 

1 钢铁冶金实验 

中间包死区体积计算实验 

吹氩位置对钢包混匀时间的影响 

碳硫分析实验 

钢中大型夹杂物电解实验 

铁水脱硫实验 

2 冶金物理化学 
炉渣熔点、熔速测试实验 

炉渣综合物性测试实验 

4 冶金传输原理 

综合传热实验 

黑度测定实验 

局部阻力实验 

能量方程（伯努力方程）实验 

孔板流量计和文丘里管流量系数的测定实验 

5 钢铁厂设计原理 
高炉车间设计 

转炉炼钢车间设计 

6 岩相矿相结构分析实验 

晶体光学基础实验 

单偏光镜下晶体光学性质分析 

材料岩相分析实验 

7 合金钢冶炼 

高碳钢冶炼实验 

温度变化对硅钢成分影响 

含铌合金钢耐腐蚀性能测试 

8 铁合金冶炼 
锰系铁合金冶炼实验 

硅铁合金冶炼实验 

9 冶金电化学 

熔盐结构及其基本性质表征实验 

氢和氧析出的电极反应实验 

表面活性剂对水溶液物理化学性质影响实验 

熔盐电化学过程实验 

金属的电极结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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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属压力加工 

自由锻对金属形变量影响实验 

金属延展性测试实验 

碳钢屈服强度检测实验 

热冲压与冷冲压对比实验 

金属疲劳实验 

金属拉伸实验 

11 金属腐蚀与防护（双语） 

热酸浸蚀法检验铸坯宏观组织缺陷 

铸坯硫化物分布分析实验 

低碳钢电解池电解实验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分析 

原电池组装实验 

12 金属力学性能 

洛氏硬度计测量物体硬度实验 

不锈钢抗拉实验 

低碳钢冲击实验 

13 金属凝固过程及组织控制 

金相样品的制备 

金相显微镜基本使用方法 

低碳钢样品组织形貌观察实验 

亚共晶白口铸铁组织形貌观察 

工业纯铁组织形貌观察 

铁素体、渗碳体、珠光体组织形貌区分实验 

14 
生产实习 

（校内部分） 

风口平台及出铁场系统仿真实操 

高炉本体冷却系统仿真实操 

高炉热风系统仿真实操 

无钟炉顶系统仿真实操 

铁水预处理仿真实操 

转炉炼钢仿真实操 

LF 精炼仿真实操 

连铸仿真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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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外课程和项目 

序号 课程名称 实验/实践项目 

1 认识实习(校外部分) 

原材料堆放制度参观实习 

焦化炉生产参观实习 

烧结厂、球团厂生产参观实习 

高炉车间生产参观实习 

炼钢车间生产参观实习 

精炼车间生产参观实习 

连铸车间生产参观实习 

轧钢厂生产参观实习 

2 专题报告 

“沙钢企业文化”专题讲座 

“沙钢企业管理”专题讲座 

“沙钢企业工作流程”专题讲座 

3 课程实践 

连铸铸钢 

铁水预处理 

炉外精炼新技术 

4 
生产实习 

(校外部分) 

炼焦系统出焦生产实习 

球团厂生球制备及质量检测生产实习 

烧结厂烧结矿制备生产实习 

炼铁出铁工序生产实习 

铁水预处理生产实习 

转炉炼钢及出钢生产实习 

精炼 LF 炉喂丝工序生产实习 

精炼 RH 炉真空工序生产实习 

连铸工序生产实习 

宽厚板剪切工序生产实习 

5 实验课程 
铁矿石性能综合实验 

熔炼及成分分析实验 

6 项目创新训练 
依据沙钢当前技术研究的热点及重点，与校内教师讨

论，每年商定 8 个选题。 

7 课程设计 

高炉炼铁车间设计 

高炉本体设计 

转炉炼钢设计 

电炉炼钢设计 

8 毕业设计（论文） 

与项目创新训练选题类似，依据沙钢当前技术研究的

热点及重点，每年确定 8 个研究方向，为其提供课题

背景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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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改革 

①将科研融入教学过程，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内容 

冶金工程学科教师直接参与实验教学环节，将先进理论、技术与科研方法融入实

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能力，充分体现了科研支持实验教学、

服务人才培养的作用；同时，使得实验教学与创新教育结合，把实践教学作为创新精

神与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强化了研究性、探索性实践教育，从而达到了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例如，依据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薄板坯连铸连轧微合金化技术研究及低成本高

性能微合金钢的开发”的部分科研成果，开设了中间包水模拟实验。实验过程中，使

学生明白中间包是炼钢连铸生产流程的中间环节，是连接钢包和结晶器之间的过渡容

器，是由间歇操作转向连续操作的衔接点，随着连铸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间包对

于精炼和提高铸坯质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由普通的过渡容器发展为多功能

连铸反应器。中间包现在的冶金作用不仅是储存和分配钢包钢水，而且还通过控流装

置，调整钢液流动状态，从而达到均匀温度和促进非金属夹杂物上浮的效果。中间包

控流技术包括：增大中间包容量、挡墙挡坝及导流孔的应用、湍流抑制器、过滤装置、

使用塞棒、中间包吹氩等。本实验通过改变中间包挡墙和坝大高度或位置来改变钢液

流动状态，促进钢液中夹杂物的上浮去除，延长钢液在包内的平均停留时间，提高铸

坯的质量。其实验装置如图 6 和 7 所示。 

 

图 6 实验装置示意图 

  

a.水模装置                         b.数据采集系统 

图 7 实验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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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方案的设计是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关键，如在该实验中八机八流一体式

方坯连铸机设计拉速范围为 1.6-2.3m/min，平均配合拉速为 2.1m/min。浸入式水口内

径为 20mm。中间包工作液面是 850mm 时，长水口插入深度是 220-250mm。设计两

种方案内容：方案一，空包；方案二，空包+湍流器。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最终对比

分析，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通过开展“添加湍流器对中间包流场的影响”设计性实验，学生自主设计湍流器，

对空包和添加湍流器的中间包的滞止时间、峰值时间、平均停留时间等进行测量，得

出了如下结论：增加湍流器，使得冲击区内流动稳定，回流表面向流股较多，相对于

空包钢液得到了一定的缓冲，优化了中间包的流场，对学生的科研能力进行初步训练。

设计性实验能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科研成果、科研思路、新型实验装备引入到实验教学内容中不仅仅使学生了解先

进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同时掌握相关实验设备的原理与操作，为今后在工作岗位

开展实验研究、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②开发高温不可视冶炼过程的仿真实物模型和数学模型，丰富教学手段 

针对钢铁冶炼过程高温和密闭反应器中诸多过程不可见，通过制作实物仿真模

型，和建立综合考虑温度场、流场、应力场及物理化学反应的多相流仿真数学模型，

构建工艺仿真模型，将“黑箱”白化，并将可视化动态仿真结果用于形象化教学。 

1）制作实物仿真模型 

  

a 布料系统图                c 内部截面结构 

图 8 高炉实物模型 

2）多相流数值仿真 

高炉炉缸炉底流场仿真 

  

a.出铁口速度流场外视图            b.炉底流线图 

图 9 高炉炉缸炉底流场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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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视化工艺过程动态仿真 

       

b. 烧结过程动态仿真          d. 高炉炼铁过程动态仿真 

图 10 可视化工艺过程动态方针 

③“虚实”交互式实践教学，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在国内率先开发应用了钢铁冶金虚拟实践训练平台，该平台训练与现场实习交

互，有利于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学生在学习“冶金工程概论”和“新生研讨课”后，可在虚拟实践训练平台的三维虚

拟场景中，浏览冶金企业，完成虚拟认识实习，并在校外现场认识实习完成后，

可再次使用虚拟认识实习。这样不仅有利于弥补认识实习时间短、学生多、难于

深入观察了解等问题，而且有利于改善单纯虚拟实习，对冶金企业感官认识不深

刻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钢铁冶金学”的过程中，可运用虚拟实践训练平台，完成一些知识点

的虚拟操作，如高炉布料制度对于布料的影响？学生可在操作后，带着结果或问

题，继续课堂课程的学习。这样形成了课堂教学与虚拟实践的交互，有利于强化

学生实践，提升对知识点认识的深度。 

 学生在进行校内虚拟生产实习（一周）后，进入冶金企业现场进行生产实习（两

周），然后再回到学校进行一周的虚拟生产实习，通过交互式的生产实习过程，

能够弥补冶金企业现场不允许操作的问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生产实践效果。 

此外该平台还以“平时训练”与“组织大赛”相结合的形式，组织钢铁模拟冶炼大赛，

进行高炉炼铁、转炉、电炉、二次精炼、连铸的工艺模拟。借助该比赛模式提高在校

生的创新、动手能力及工程实践素质，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更为学校工科

专业的学生提供灵活应用所学专业知识的平台，加快学生对于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弥

补课时压缩的问题，加深学生对于现场知识的理解，弥补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时间压

缩和学生数量多的问题，为每一个学生们提供了体验炼钢生产过程的平台，同时将课

堂所学知识活学活用，并把它们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去。 

目前，可以提供下面这些模拟活动：1）虚拟钢厂；2）碱性氧气炼钢；3）电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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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次精炼；5）连铸；6）抗拉强度测试；7）硬度测试；8）夏比冲击韧性测试；9）

厚钢板的取样和测试；10）设计和生产高强度钢 

  

a.轧钢模拟画面                  b.高炉模拟画面 

图 11 钢铁模拟软件界画面 

钢铁模拟冶炼大赛主要进行的是碱性氧气炼钢、电炉、二次精炼、连铸的模拟。

模拟画面如图 11 所示。 

通过钢铁模拟冶炼大赛，提高了在校生的创新、动手能力及工程实践素质，培养

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更为学校工科专业的学生提供灵活应用所学专业知识的平

台。钢铁模拟冶炼大赛包涵了钢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所用的原理，包括基本的科学知

识、冶金和工程原理、热力学和动力学原理，其核心是一系列灵活的、涉及炼钢生产

的像游戏般的模拟。这对于传统的学习是有益的补充，对于学生扩展知识、加深理解

至关重要。钢铁模拟冶炼大赛于 2013 年开始举办，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比赛规模

以及参赛人数逐年扩大，吸引了众多学生积极参与。 

④协导“实践型”本科生科技创新，并为其提供实验平台支持 

加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科技创新意识是高等院校学生培养的主要内

容，冶金工程教师结合课堂理论教学及在研课题，提取生产、科技的热点问题，与学

生研讨，所有项目据来自于实践，组建科技创新团队，申请各级本科生科技创新项目，

并提供研究经费支撑以及持续跟踪指导。 

实验中心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及“211 工程”建设项目资源共享机制，实验室面

向学生全天开放开展实验教学、创新项目以及毕业论文课题研究，为学生进行科技创

新活动提供了实验研究平台，从源头上打破实验教学与科研实验室之间的壁垒。 

1）设置冶金工程本科实验教学专用实验室：为满足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及科技

创新活动的需要，设置了冶金工程本科实验教学专用实验室，并坚持学科专业特色。

实验装备的改造、更新和配套，台套数量增加，一方面满足实验学时增加、学生人数

增加，分组增加，学生动手实验增加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实

验基地。本科实验教学专用实验室为冶金工程学科实验教学和学生自主科研创新活动

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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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和完善开放性实验管理：实验室开放满足了学生个性化教育要求，提高

了实验教学水平和设备的利用率。通过实验室开放，激发和调动了学生参加实验的积

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改善了实验教学效果。 

规范和完善了实验室管理和实验的开放制度，学生通过预约选择进行教学实验内

容和进行科技创新活动，一方面可完成教学计划实验，另一方面满足学生开展自主科

学研究的需要和本科结业课题实验研究工作，使得教学和科技创新相结合，促进学生

科学思想、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达到全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素质教育效果

目的。 

⑤双导师制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在做毕业设计时，采取双导师制度，即除了校内导师外，还聘请了沙钢专业

知识与经验兼具的专家担任校外导师。具体指导过程如下： 

（1）每年沙钢校外导师每年会确定准备一些现场亟待解决的生产实践问题，与

校内导师讨论，综合考虑论文的实际意义、难度、工作量、科学意义等，共同确定论

文的选题； 

（2）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后，到沙钢与校外导师进一步交流，确认题目内涵，

有些选题还要去冶金企业现场调研； 

（3）校内导师指导学生进行文献调研、总结，完成开题报告； 

（4）视情况，部分实验在校内进行，部分实验在沙钢研究院完成； 

（5）校外导师提供论文所需的数据、资料和原料等，并为其提供指导，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为其验证提供条件； 

（6）论文答辩时，校内校外导师共同参加评审。 

双导师制度的推行，课题来源于实际，不仅有利于强化对学生实践方面的指导，

而且课题的研究成果应用又可以解决冶金企业实际问题，对于学校学生培养和冶金企

业来说，都是双赢。 

3、实验教材 

为了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冶金工程专业的高技术人才，实践教育中心

十分重视实验教材的选用与建设，并确立了如下原则： 

（1）实验课程尽量选择优秀的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十二五规划教材以

及冶金领域内公认的教材等，例如，选用了大连理工编著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无机化

学》，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规划教材《钢铁冶金原理》； 

（2）对于尚无适合教材的实验课程和中心开设的特色实验课程，中心组织实践

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实验教材及讲义的编写与更新，并在此过程中特别注重将冶金工

程学科前沿科研学术成果和行业热点技术融入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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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教师出版及在版教材，中心提供经费支持及奖励，且教师在先进个人

评选及职称评定中予以优先推荐。 

中心教师已主编及参编了各类实验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 5 部，并编写实验讲义 29

本，能够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部分主编及参编教材如下： 

（1）王德永：《超低碳钢连铸保护渣》，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 

（2）钟胜奎：《新型锂离子电池用磷酸盐正极材料的基础研究》，湖南科技出版

社，2010； 

（3）陈瑶：Plasma spraying of Ti3SiC2 coatings, in MAX phases：Micro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Nova Science Publisher 出版，2012； 

（4）王德永：《炼钢新原料——碳化铁的制备与表征技术》，科学出版社，2012； 

（5）国宏伟：《高炉高风温技术进展》，冶金工业出版社，2012； 

（6）《冶金物理化学实验》，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第二版）； 

（7）《冶金传输原理实验》，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第二版）； 

（8）《钢铁冶金实验》，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第三版）； 

（9）《金属材料性能综合实验》，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第二版）； 

（10）《冶金自动化实验》，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 

（11）《冶金机械实验》，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 

（12）《生产实习 140 问》，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内部讲义。 

4、实验队伍 

中心十分重视实验教学队伍的建设，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打造高水平实

验教学队伍。目前，实践教育中心拥有一支学历高、学缘结构合理、知识结构合理的

教学师资队伍，既有校内的博士、教授，也有来自生产一线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

高级管理人员，实验队伍具体特点如下： 

（1）师资力量强：目前中心现有专职人员 38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含高

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11 人，讲师（实验师）16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6 人，

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 47.4%和 68.4%。 

（2）实践经验丰富： 

①中心现有的专职人员中，具备专业领域实践背景的教师有 21 人，占总人数的

55%； 

②中心采用兼职的方式，聘请了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员，中心现有兼职教

师 8 人，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其中教授级高工 4 人，具有博士学位 5 人。兼职

教师主要承担校外工程实践教学和部分创新实践教学的工作； 

③中心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与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目前，中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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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师承担横向项目经费达 2000 多万元； 

④为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中心多次组织实验教师进入沙钢参观学习。在本

科生生产实习期间，中心青年教师与学生混合编制，深入沙钢现场生产第一线，向现

场技术人员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的工程能力。 

（3）学缘结构合理： 

①实践教育中心教师学缘结构合理，中心教师大部分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

学、中南大学、上海大学等传统国内最强冶金高校； 

②部分教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大阪大学、伯明翰大学、

韩国国民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 

③聘请了一名专职教师，该教师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且具有国外高校和企业

10 余年工作经历，能够提升中心的国际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 

④聘请中科院院士周国治、日本东京大学月桥文孝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王福明教

授、东北大学朱苗勇教授、安徽工业大学朱国辉教授等为中心的客座教授。 

（4）完善的队伍培养机制： 

①中心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实践教学课程培训，强化教师实验教学的理论学习。中

心定期举办青年教师教学法研讨班，请具有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为青年教师上示范

课，学习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近三年，中心选派三人参加“苏州大学青年教师课堂

教学竞赛”，分获一、二、三等奖，成绩在苏州大学各学院中名列前茅； 

②组织青年教师进入到沙钢生产一线生产实习，向现场技术人员学习，了解冶金

生产工艺制度和设备，切实提高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 

③引进具有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员，或课堂授课或实地指导，加强教师与

企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5、仪器设备 

2010 年来，中心共投入仪器设备经费 2900 多万元用于中心建设。现今仪器设备

697 台，其中 1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 51 台（详见现有设备清单），自主开发特色实验

仪器 7 套，并配备了“钢铁生产仿真实训软件”、“钢铁生产仿真操作系统”、“ANSYS

分析软件”等实验软件。中心仪器设备的建设紧密结合实践教学和课内外特色实践项

目，其软件配置和实验设备都已部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设备的利用率达 95%。仪器

设备先进，可为冶金的学生提供实践教学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岗位培训。 

中心建立了有效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设备固定资产帐目有专人负责，所有仪器

和低值耐用品均登记注册存档，所有仪器均实行计算机管理，并做到账物相符。仪器

使用规范，每台实验设备配有使用记录本，实验室也配有使用登记本，实验人员使用

仪器设备都必须在仪器负责人处进行登记。实验教学中心仪器设备正常维修与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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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经费由学院办公室管理，通过对教学实验中心提交的维修维护申请的审批，进行

专项经费支出。目前，实践中心仪器设备固定资产账、物相符率 100%，仪器设备的

完好率 98%以上。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见仪器设备配置方案。 

6、开放管理 

按照《苏州大学实验室开放暂行规定》，中心在实行实验室开放工作的基础上，

本中心深入推进实验教学内容、实验设备、实验场地、教学管理的全面开放。中心打

通了教学、科研实验室界限，打破学科、专业界限，所有专业实验室和创新实验室向

相关本科专业的实验教学开放，面向合作企业、校内各学院开放，中心具体做法如下： 

（1）对于冶金工程专业基础实验，在实验室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外的时间为有兴

趣的学生开放； 

（2）在实践中心开放时间段内，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实验项目，加强对冶金工程

专业本科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 

（3）中心根据学生需求全天候开放部分实验室，对参加各种全国大学生竞赛活

动及全校相关专业进行课外科研项目（如：“挑战杯”、“创新设计大赛”、“沙钢奖学金”、

校院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并安排教师进行辅导，为科技

创新活动提供技能指导及培训工作； 

（4）在保证教学计划内实验课程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中心“钢铁生产仿真实训软

件”、“钢铁生产仿真操作系统”实验室，可向学生、合作单位、全校的其他学院及部分

冶金企业开放，此外，中心组织“钢铁模拟大赛”的赛前培训及赛事安排； 

（5）实验中心专门建立实验材料库房由专人管理，学生实验小组可领取实验材

料及实验工具，进行所需实验。 

本中心的全面开放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自

主创新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7、环境与设施 

冶金工程实践教学中心主要集中于苏州大学北校区内，实验室建筑面积达 6000

平方米，安全设施齐备。 

 实验室外部安全：实验大楼配有智能化监控系统，配有自动防火、防盗报警等现

代化智能设施，还有保安人员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管理。 

 实验室环境：中心的实验教学场地明亮、宽敞、安全，实验室环境干净整洁。实

验中心教学仪器设备先进完备，管理科学规范，设计人性化，具备网络化、智能

化条件，运行维护的保障措施得力，适应开放管理和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 

 实验室安全制度： 

①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苏州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条例》和《学生实验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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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每间实验室均配备有灭火器等，消防设施齐全，对于铁矿石还原性能等特殊要

求的实验室，还配备有一氧化碳报警器，确保安全； 

③中心建立了安全员制度，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和环保工作，是实践

中心安全和环境工作第一负责人，监督、检查、落实实验室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及

时组织治理所负责实验室的安全隐患； 

④中心加强实验人员的安全意识的教育，充分利用“苏州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网”

的资源，加强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学习，强化安全与环境意识。 

8、保障机制 

学校从制度保证、经费保障、基础设施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关

的政策，保障了中心在经费管理、校内外资源共享机制、实验室开放和实验教学质量

监控等方面，顺利运行，具体如下： 

 制度保证：①学校制定了若干关于加强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设立实验

教学改革和实验技术改造研究专项基金，推动实验内容的更新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②学院根据自身专业的特点制定了若干关于加强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

并且制定了鼓励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技术改造研究的政策。 

 经费保障：沙钢专项实验室建设经费、苏州大学投入的实验室建设经费以及中央

与地方共建项目的资助，保证了本中心经费的正常运行。 

 基础设施保障：中心现有实验室面积约为 6000m2，实验设备仪器已部分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已基本满足实验教学要求，实验室安全设施配备齐全。 

 师资队伍保障：中心现有一支师资力量强、实践经验丰富、学缘结构合理及完善

的师资队伍培养机制。中心现有的专兼职教师 38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

位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 47.4%和 68.4%，具备专业领域实践背景的教师有 21 人，

占总人数的 55%。中心教师熟悉实践教学和实验室管理工作，对仪器设备的使用

和维护都有一定的经验和经历，所以在人力和技术上能够保障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的建设。 

9、校外工程实践基地管理办法、实践条件、实践形式、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 

（1）校外工程实践基地管理办法： 

①校外工程实践基地，设置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主任由企业任命，副主任由

苏州大学沙钢钢铁学院推荐，每届任期 3 年，实行“主任负责”的管理模式。 

②根据冶金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由主任和副主任共同起草专业的培养方

案和教学计划等，经中心管理委员会审议修改后确定，明确企业教师到学校教授课程、

指导本科生科技创新和毕业设计（论文）等，明确在企业开设的工艺性、实践性强的

课程内容和综合设计性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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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学生在企业学习阶段的需求，制定并选拔了参与校外工程实践基地的企业

指导教师名单、主要职责、工作及考核方式、薪酬待遇等，制定学生在校外工程实践

基地的培养标准、培养管理条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和考核

要求等。 

④校企双方共同做好学生在沙钢集团工程实践期间的安全、保密、知识产权保护

等教育，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与劳动保护设备，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 

（2）实践条件： 

①沙钢集团是国家特大型工业企业。2014 年世界 500 强名列第 308 位。年生产能

力生铁 3190 万吨、粗钢 3920 万吨、钢材 3720 万吨。是江苏省内首家冶金企业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集团有原料烧结厂、新材料公司厂、炼钢厂、高线厂、棒线厂、金属

公司等 10 多个生产基地，均可提供给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和工程实践。目前，沙钢集

团每年接受我校冶金工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冶金过程装备及控制）、材料科学与

工程（冶金过程自动化）等专业学生的实习和实践。 

②沙钢研究院实验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下设的炼钢连铸、炼铁环境、压延加

工、分析测试等研究室，其装备与我校冶金工程实验实训所需装备相匹配，能够承担

实验课程、项目创新训练、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论文）等任务。 

  

a.真空感应熔融炉                 b.实验热轧机组 

图 12 沙钢研究院大型实验设备 

③沙钢集团拥有宾馆及食堂，免费为在校外工程实践基地的师生提供食宿，为学

生实践活动提供了生活保障。 

（3）实践形式和实践内容： 

学生在校外实践基地的实践学习培养包括三个阶段，分别为：工程认识阶段（认

识实习、专题报告）、工程实践阶段（课程实践、生产实习、实验课程、项目创新训

练）和工程设计阶段（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几种形式递进式开展： 

①工程认识阶段： 

认识实习：在完成校内虚拟仿真认识实习后，通过参观和实际参与的形式，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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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企业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运行管理、环境保护等，学习

和掌握实际生产中的一般工艺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措施，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实际生产中的现象和问题的能力。 

专题报告：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讲授企业的文化、管理、工作流程等，并针对安

全生产、冶金工艺流程、企业管理等方面进行培训，使学生了解企业环境，熟悉企业

文化，培养适应企业工作的能力；同时进一步了解专业特点，增加专业认可度。 

②工程实践阶段 

课程实践：确定“连铸铸钢”、“铁水预处理”、“炉外精炼新技术”3 门工艺性、实

践性强的课程在企业进行实践教学，教学指导以校内教师为主，企业教师配合参与。 

  

图 13 铁水预处理课程 

生产实习：在校内完成虚拟仿真生产实训后，学生分批次、分组到企业实践教育基地

实习，到相关企业生产车间参观实习，熟悉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操作，培养工程创新实

践能力和适应企业工作的能力；同时进一步了解专业知识和学科内容，增加专业认可度，

回到学校后再通过校内虚拟仿真生产实操训练，强化其对工艺生产的实践操作。 

 

图 14 生产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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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确定 2 个综合设计性实验“铁矿石性能综合实验”（含铁矿石烧结、还

原实验）、“熔炼及成分分析实验”（含感应炉熔炼实验、碳、硫分析实验、金属成分分

析、钢中气体分析实验）在企业开设，教学指导以校内教师为主，企业教师配合参与。 

项目创新训练：结合沙钢集团钢铁生产的热点和重要技术问题，引导学生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选拨优秀项目，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国家、省、学校）以及企业

技术创新和工程开发，通过理论联系实践，使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 

③工程设计阶段 

课程设计：《冶金工程课程设计》聘请企业教师与校内教师共同指导，对冶金企

业工艺流程拆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由 3-5 个学生参与并完成。 

毕业设计（论文）：企业教师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情况，从产品的生产工艺、设备

及其原理、质量控制、生产管理等方面入手，收集企业的重点热点技术问题，与校内

教师确定学生的选题，企业教师提供课题的数据资料等，与校内教师共同指导，完成

相应的毕业设计（论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优秀科研成果进行验证和应用，

课题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有利于提高其实践创新能力。 

（4）接纳学生数量： 

将学生的实践教育纳入集团的培训计划，由人力资源部统筹安排，与学校定期召

开实践教育对接会，安排年度实践教育计划，并通过定期组织研讨会的方式进行实践

教育内容研讨。每年将接收参加实践教育的学生近 600 人次，能充分满足实践教育中

心的校外实践教学要求。 

 

建设的目标与思路： 

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适应冶金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性人

才为目标，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创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和合作建设实践教学

平台，将实践教育中心向更高层次推进，为建设国家级的冶金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奠定基础，并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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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的目标与思路 

主要建设内容（含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图 16 冶金工程实验教育中心建设思路与内容 

1、深化实践教学改革 

（1）建设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子平台 

冶金工程实践教学中心拟将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原有的实验教学实验室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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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实验平台，建设形成“冶金物理化学、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金一体化，基

础、综合、创新三层次”的实验平台，包括：冶金基础性能测试分析实验子平台，炼

铁、炼钢、有色冶金、生态与循环冶金工艺实验子平台，金属材料实验子平台与冶金

数值仿真计算子平台。即 5 个实验子平台、13 个实验室，具体如下： 

①冶金过程基础实验子平台主要从事冶金过程的基础物性研究及测试，下设基础

物性分析实验室、冶金传输原理实验室、物相分析实验室以及综合热分析实验室。 

②先进冶金技术实验子平台主要从事全流程冶金工艺技术研究，下设矿物资源综

合利用实验室、炼铁技术实验室、高品质钢技术实验室、电化学实验室。 

③生态与循环冶金实验子平台主要开展冶金二次资源处理与利用研究，下设固体

废弃物利用实验室、水处理实验室。该平台是传统冶金学科当前发展的新方向，能够

让学生学习了解冶金资源与环保等方面的前沿知识。 

④金属材料实验子平台，分为新金属功能材料实验室和材料制备新技术实验室，

该平台能够让学生学习了解新金属功能材料和材料制备新技术方面的前沿知识。 

⑤冶金数值仿真计算子平台主要开展数值仿真计算、模拟等，主要包括 Ansys 数

值模拟、Fluent 流场模拟、FactSage 数值计算和 EDEM 颗粒模拟仿真计算等。能够为

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商业仿真软件和环境。 

（2）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和结构，增强实践性及综合性 

①不断调整和更新实验内容，如增加冶金资源高效利用、湿法有色冶金、微波冶

金等新新领域实验内容，适应当前科技和行业发展，同时达到为学生补充新知识的目的。 

②增加动手课时，将实验分为必做、选做实验，满足学科发展和学生兴趣的需要，

增强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尊重个性。即“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个性发展，拓宽知识

面，吸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③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取消了大部分演示实验，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到

90%以上，同时必须注重提升实验内容的质量，通过高质量的综合性实验训练，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全面达到了提高学生综合把握和运用学科知识的能力。 

如高炉喷吹煤粉从设计到操作都必须重视安全，防止煤粉爆炸，因此，应用国家

科技进步奖成果“宝钢高炉喷煤技术”。计划增设煤粉喷吹性能实验教学系统，该实验

教学的开展能拓宽学生学术视野，提高学生掌握学术前沿知识和科研训练能力和水平。 

2、创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新模式 

（1）健全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组织和管理办法 

①完善钢铁模拟大赛制度 

在实践教学中，已经通过钢铁冶金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开展了两年钢铁模拟大赛，

大多数学生参与热情高，但是部分学生课程压力大，影响其参加的积极性，另外有的



 

 - 33 - 

学生课程时间与大赛时间相冲突，不能参与大赛。对此，总结两届大赛经验，对大赛

进行如下改进： 

 邀请企业兼职教师参与讲授钢铁冶炼操作的知识，并安排进入决赛的选手在

企业现场进一步学习，通过校企合作推动钢铁模拟大赛选手对于实际操作的

理解掌握，进一步强化其实践操作能力。 

 将钢铁模拟大赛纳入学分计算，从制度上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建立钢铁

模拟大赛奖励制度，对获奖学生和团队设立奖金，全面激发学生参赛热情。 

 逐步形成成熟的大赛机制，增加考题的数量，让比赛内容更加丰富，改进

考题的内容，使大赛更加准确地结合生产与理论，合理比赛时间，保证学生

能够参与大赛，完善大赛规则，使大赛更加公平合理，设立炼铁、炼钢和连

铸单独奖项和综合奖项，颁发个人奖与团队奖，使得大赛向更加健全和完善

的方向发展。 

②开设竞赛式自主创新实验 

在已有的实践教学中，已经开设了自主实验，通过这些实验，增强了学生的自主

创新、综合实践能力，但实验内容相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实验方式灵活性小，

学生发挥的空间小，因此拟引入竞争的形式，开设竞赛式的自主创新实验，拓宽学生

发挥想象的空间，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实践热情。 

例如下学期将开设的铁矿石球团制备实验，其实验过程可分为合格生球的制备实

验、氧化球团的预热焙烧实验、球团的物理化学性能测定和球团质量和炼铁成本的评

价实验四个子实验，以沙钢集团实际球团厂生产状况为背景，让学生自行选择制备球

团矿的原料，自主控制球团的预热焙烧实验，最后通过对球团的物理化学性能和成本

进行评价，让学生之间互相竞争，比较谁能更加经济省时的制备出更多的合格铁矿石

球团，并与沙钢集团实际球团生产情况相比较，分析差异的原因。 

③双师延续协导实践型科技创新与毕业设计（论文） 

现有的本科生科技创新是校内教师协导的实践型科技创新，即教师结合课堂理论

教学及在研课题，提取生产、科技的热点问题，与学生研讨，所有项目据来自于实践，

组建科技创新团队。 

目前学生在做毕业设计（论文）时，采取双导师制度，即除了校内导师外，还聘

请了沙钢专业知识与经验兼具的专家担任校外导师，课题数据资料来源于现场，研究

结果应用或验证于现场。 

在带学生进行本科科技创新和毕业设计（论文）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本科生毕业时，由于涉及考研、找工作等问题，切实参与科研的时间有限，

所以难以对所涉及的课题做出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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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面向大二大三的学生，由于课程学习压力较大，且对专业知识的学

习不够，因此利用课余时间做出的科技创新深度不够。 

而在其中也发现本科科技创新与毕业论文同一导师、研究内容近似，其毕业论文

水平普遍较高，因此拟创立“双师延续协导实践型科技创新与毕业设计（论文）”的实

践创新能力培养机制，即采用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度，全程协导学生的实践型科技创新，

并延续科技创新方向，开展毕业设计（论文）研究。 

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由于缩短了教师与学生的磨合时间、课题的认识时间、

预先掌握了毕业论文实验所需的方法和技能，所以不仅能解决当前本科生科技创新活

动与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的问题，而且增强了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量、难度以

及创新性，从而提升了大学生的综合实践创新能力。 

（2）设计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的培养、引进和激励制度 

①兼职人员引进时，按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要求，找准与沙钢集团对接的切入点，

在沙钢集团中选择有责任心、乐于教书育人的企业技术骨干和专家纳入教学团队； 

②为加强兼职教师的队伍建设，必须改革师资和教学管理制度，制定兼职教师考

核、激励制度，加强兼职教师的管理，建立有效的兼职教师运行机制和制定相关保障

的政策。 

③在教学安排上也要突破本位观念，实施灵活的授课时间制度，主动采取措施，

与兼职教师沟通，方便兼职教师在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或在校外工程实践基地指导

学生。 

④注重专职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要求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青年教师在

沙钢进行实践培训，提升年青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 

3、提升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水平 

（1）开发网络学习、服务信息平台 

①构建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 

依托苏州大学校园网络构建的一个多功能的开放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发虚

拟实验系统，扩展虚拟现实实验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虚拟操作设备，学习设备，

熟悉设备使用，达到实验目的。开辟自主测试模块，包含各实验设备操作知识要点，

便于学生及时查缺补漏，快速掌握设备操作要领。 

②建设冶金工程实验服务共享平台 

通过冶金工程实验服务共享平台建设，整合国内、外冶金相关实验，将方便各高

校或企业开展冶金实验，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平台可以实时更新实验设备当前使用状态，方便实验者根据实验设备状态，

调整实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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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设备的网络预约机制，让设备使用者快捷的预约所需设备。 

 建立校企间共享服务机制，冶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科研经费有限，可

以利用学校良好的设备资源；大型国有企业中购买同现场生产紧密联系的设

备资源，学校利用企业资源将有利于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各冶金兄弟院

校互通有无，将节省经费开支，增强相互间科研交往；使用国外冶金院校先

进的冶金实验资源，将加强双方交流，有利于跟踪国外研究方向，提高科研

水平。 

（2）强化校外工程实践基地的合作 

冶金工程实践训练基地，整合了原有的沙钢炼铁厂生产实践中心、沙钢炼钢厂生

产实践中心和沙钢研究院设计研发实践中心，其工作主要包括：“虚实”交互式实践教

学中，校外教师负责完成其中的现场实践教学；在本科生科技创新与毕业设计（论文）

中，校外导师提供课题来源、数据、资料等，学生开展研究过程中，部分实验在冶金

工程实践训练基地完成。 

①依托沙钢研究院的压延加工研究室、热轧与带材研究室、冷轧与硅钢研究室，

建设金属材料实验子平台。 

②校外工程实践基地教师总结沙钢当前存在的重点、热点技术问题，与校内工程

实践教育中心教师讨论交流，结合冶金工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凝练核心分析

方法，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并选择部分适合的实验教学内容由校外工程实践基地承担。 

③企业兼职教师不仅在钢模大赛中参与指导和为竞赛式自主创新实验提供条件，

而且在本科生科技创新、课程设计以及毕业设计（论文）中，结合沙钢的现状，提供

课题来源、数据，与校内教师共同指导，并选择优秀的科研成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

行应用验证。 

④在沙钢集团中选择有责任心、乐于教书育人的企业技术骨干和专家纳入教学团

队，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青年教师在沙钢进行实践培训，提升年青教师的工程实

践能力，此外中心教师可与沙钢进行科研合作，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升教师

的科研实践能力。 

⑤通过冶金工程实验服务共享平台建设，整合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与校外实践

工程基地的相关实验，方便沙钢与苏大开展冶金实验，提高设备使用效率，此外，校

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可为沙钢企业员工进修、培训提供平台。 

联合制定的校内学习阶段培养方案： 

为进一步体现冶金工程专业特色，以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和工程创

新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能力训练为主线，着眼于学生兼备专业知识与动手

能力培养，即要拓宽冶金领域的知识，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工程素质。依据以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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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以下校内学习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于冶金工程知识培养体系，注重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综合

素质的提高和应用创新能力培养。以钢铁冶金工艺为基础，研究反应过程热力学条件、

动力学行为、冶金过程物理化学反应、合适的反应器选取及工艺参数设计、反应熔池

中元素的取舍与走向等应用问题，重点突出实践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 

核心课程设置：钢铁冶金学、烧结与球团工艺、高炉过程控制、铁水预处理、合

金钢冶炼、有色金属冶金学、炉外精炼新技术、连铸铸钢、金属凝固过程及组织控制、

金属压力加工、钢铁厂设计原理、冶金物理化学、冶金传输原理、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等等。 

实践教学：围绕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的培养

核心目标，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验内容，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进

行相应实践训练。 

部分校内实践阶段培养方案如表4所示，完整的校内实践阶段培养方案见附件五。 

表4 部分校内实践阶段培养方案 

 课程目的 课程内容 
实验/实践

课时 
考核形式 

钢铁冶

金实验 

使学生掌握钢

铁冶金的基本物理

化学原理、传输理

论、能量利用，生

产工艺。 

炼铁部分课程学习炼铁的基

本物理化学原理、传输理论、能

量利用，炼铁工艺，并结合钢铁

工业的最新发展，对数学模型、

高炉过程自动控制及非高炉炼铁

做了简要介绍；炼钢部分学习炼

钢工业发展历史、炼钢基本任务

及主要原材料等内容的基础上，

掌握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和电弧炉

炼钢两大炼钢方法的主要设备结

构、冶炼原理、工艺过程及操作

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并讲述炼钢

前沿技术、炉外精炼及几种典型

钢种的冶炼。 

30 

课时 

考试、实

验报告 

冶金物

理化学 

通过利用物理

化学的基本原理和

研究方法，分析研

究冶金过程中最重

要的反应，得出反

应进行的热力学和

动力学规律。 

学习冶金热力学中应用于反

应的吉布斯自由能变化、标准吉

布斯自由能变化、平衡常数以及

为它们所涉及的溶液的热力学性

质中组分的化学势、活度。 

化学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

能变化及平衡常数：化学反应等

温方程式，标准生成吉布斯自由

能变化的温度关系式，冶金反应

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化的求法；

30 

课时 

考试、实

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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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的热力学关系式：理想溶液，

稀溶液，实际溶液；活度的测定

与计算方法：同一体系中组元活

度的计算，利用吉布斯－杜亥姆

方程计算组元活度，多元体系的

活度系数及活度相互作用系数；

标准溶解吉布斯自由能变化。 

冶金传

输原理 

使学生掌握动

量、热量、质量传

输的基本原理，深

入了解冶金过程中

各种传输现象，以

及各种因素对传输

过程的影响。 

学习冶金过程中的流体流

动，动量、热量、质量传输的基

本原理及其传递的速率关系、传

输研究的对象与性质；动量传输

研究问题的模型和方法；描述流

场的基本物理量及其梯度、散度

和旋度、流场的分类及描述、理

想流体的流动、实际流体的流动

等知识。 

30 

课时 

考试、实

验报告 

钢铁厂

设计原

理 

使学生熟悉钢

铁厂设计基础和设

计原则，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钢铁厂主要设

备工作原理、设备

特征与设备选型，

了解钢铁厂设计基

本知识。 

学习炼铁原料车间设计概

论、高炉炼铁车间设计及炼铁车

间设备结构、工作原理、设计计

算和设备选型、转炉炼钢车间设

计及炼钢车间设备结构、工作原

理、钢铁厂物料、热平衡等知识。 

18 

课时 
考试 

有色金

属冶金

学 

使学生了解常

用有色金属的性

质、用途、冶炼工

艺、主体设备构造

以及有色金属冶炼

工艺的发展动态。 

学习有色金属的分类及各种

金属的所属类别、有色金属的提

取方法、有色金属提取过程的特

点（金属铜、铝、金、银与其氧

化物）、湿法冶金的主要工艺流程

与相关设备、有色冶炼过程中产

生的有毒废弃物防治与处理等知

识。 

12 

课时 
考试 

金属学

与热处

理 

明晰金属热处

理原理与方法、掌

握钢的热处理的基

本原理及其工艺。 

学习金属的力学性能、金属

的晶体结构、纯金属的结晶、二

元合金的相结构与结晶、铁碳合

金相图、三元合金相图、金属的

塑性变形与再结晶、钢的热处理、

工业用钢、铸铁、有色金属及其

合金等知识。 

12 

课时 
考试 

铁合金

冶炼 

使学生系统掌握

铁合金冶炼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冶炼

基本原理以及各种铁

合金的化学性质、用

途和生产方法。 

学习铁合金的简介、用途和

种类、硅系铁合金、锰系铁合金、

铬系铁合金及其他铁合金的用

途、生产工艺及流程。 

12 

课时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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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电

化学 

目的是使学生

熟悉冶金电化学的

理论与操作方法；

掌握冶金过程中的

基本原理、操作方

法、控制方式及实

验技能。 

学习冶金过程中的电化学现

象的原理及其电化学测试技术，

掌握基本的电化学测试技术技

能，科学合理地在电化学、电解、

冶金以及高温熔盐等领域加以应

用。 

12 

课时 
考试 

岩相矿

相结构

分析实

验 

能正确掌握用

光学显微镜等仪器

对材料的显微结构

进行岩相分析，充

分理解所用的原

料、配方、生产工

艺等对制品显微结

构的影响。 

学习晶体光学基础、单偏光

显微镜下晶体的光学性质、正交

偏光镜下晶体的光学性质等知

识。 

12 

课时 
实验报告 

生产实

习（校内

部分） 

为生产实习（校

外部分）打下知识

基础，通过实训软

件的学习，提高学

生综合实践创新能

力。 

通过钢铁仿真实训、实操软

件学习，查阅资料等方式、广泛

收集有关技术基础资料〔生产工

艺流程、技术操作方法、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设备结构性能及其

运行方式、车间配置等）、查阅、

研究相关资料、按实习要求，整

理有关数据，重点探索课堂知识

与校内模拟生产的联系，最终撰

写实习报告。 

2 周 

生产实习

报告、PPT

答辩 

 

联合制定的校外实践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立足于冶金工程专业特征，围绕钢铁冶炼工艺流程、主要设备结构性

能的掌握，通过践行“三层次、四结合、五模块”的实践教学体系，广泛利用校外的实

践培养资源，承担“虚实”交互式实践教学中的现场实践教学部分，促进学生由工程认

识阶段向工程实践阶段转变，并最终达到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 

实践教学：以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为目标，以钢铁冶炼工艺流程为主

要实践内容，通过在实践单位的第一现场，参与实践课程训练，强化学生的对现场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并结合交互式虚拟仿真训练平台学习，培养实践创新能力，满足当

前钢铁行业对于高素质创新实践人才的需求。 

学生在校外工程实践基地的实践学习培养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工程认识阶段、

工程实践阶段和工程设计阶段，校外实践阶段培养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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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校外实践阶段培养方案 

课程

名称 
课程目的 课程内容 课时 考核形式 

工程认识阶段 

认识

实习 

学习和了解企业的生产工

艺、生产设备、生产运行管理、

环境保护等。 

原料厂、焦化厂、烧结厂、

球团厂、高炉车间、炼钢车间、

精炼车间、连铸车间、轧钢厂

实习 

1 周 

提交认识

实习报告

和面试 

专题

报告 

使学生了解行业现状、企业

环境和文化、技术发展过程。 

向学生讲授企业的文化、

管理、工作流程等。 

20 

课时 

提交学习

心得体会 

工程实践阶段 

课程

实践 

现场教学更加直观，学生易

于掌握 

“连铸铸钢” 

“铁水预处理” 

“炉外精炼新技术” 

18 

课时 
考试 

生产

实习 

熟悉并掌握企业的生产工艺

流程和操作，进一步了解专业知

识和学科内容。 

学生分批次、分组到企业

实践教育基地实习，到相关企

业生产车间的岗位实习。 

2 周 

生产实习

报告、PPT

答辩 

实验

课程 
掌握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 

“铁矿石性能综合实验” 

“熔炼及成分分析实验” 

12 

课时 
实验报告 

项目

创新

训练 

通过实践型科技创新，培养

学生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 

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参加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以及企业

技术创新和工程开发。 

3 周 
项目报告、

PPT 答辩 

工程设计阶段 

课程

设计 

掌握现代冶金设计理论知

识，实践设计出符合要求的现代

冶金车间。 

高炉炼铁车间设计、高炉

本体设计、转炉炼钢设计、电

炉炼钢设计等。 

4 周 
设计报告、

PPT 答辩 

毕业

论文

设计 

提高其综合实践创新能力 
查阅文献、文献分析、开

展实验、分析结果、撰写报告 
4 周 

毕业论文、

PPT 答辩 

 

 

资金来源和年度资金安排（包括年度投资计划、子项目投资计划等）： 

在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财务处等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本中心的教学经

费基本能够满足目前的需求，为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设备的更新换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证。进过深入考察调研，“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预算资金总额 1000 万元，其

中学校配套经费 200 万元，申请省教育厅示范中心建设经费 200 万元，合作企业配套

经费 600 万元。建设周期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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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教育厅经费             200 万元 

学校配套经费           200 万元 

合作企业配套经费       600 万元 

经费使用规划： 

近 2 年将投入 100 万元用于实验室改造和升级，80 万用于实验日常耗材等消耗，

投入经费 740 万元购买设备，投入 80 万用于开发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和

冶金工程实验服务云平台。 

 

图 17 经费使用分配 

 

2015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建设冶金过程基础实验平台 305 万元，实验室改造费

50 万元，共计 355 万元；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建设先进冶金技术实验平台 365 万元，实验改造费 30

万元，实验日常耗材 20 万元，共计 415 万元；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建设生态与循环冶金实验平台 50 万元，建设冶金数

值仿真计算平台 20 万元，实验改造费 10 万元，日常耗材 30 万元，共计 110 万元；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建设冶金工艺流程虚拟实践平台 60 万元，建设冶金工

程实验服务云平台 20 万元，实验改造费 10 万元，实验日常耗材 30 万元，共计 120

万元。 

表 6 各平台购置更新软件、设备情况表 

平台 名称 经费（万元） 

冶金过程基础实

验子平台 

烧结杯 150 

煤粉性能测定仪 30 

反应动力学机理试验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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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冶金技术实

验子平台 

铁矿粉造块特性测定装置 50 

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80 

同步热分析仪 90 

高温界面张力的测定设备 70 

生态与循环冶金

实验子平台 
氧氮氢分析仪 80 

金属材料实验子

平台 

金属力学性能设备 60 

金属塑性成形设备 50 

冶金数值仿真计

算子平台 

炼铁过程颗粒运动行为模拟实验 20 

热力学软件 30 

冶金工艺流程虚

拟实践平台 
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 60 

冶金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管理 
冶金工程实验服务云平台 20 

主要购置设备如下： 

（1）烧结杯 

烧结杯试验系统一套，模拟生产条件进行铁矿石烧结的试验。试验包括原料的制

备、烧结、成品处理和检验以及技术指标计算等几个步骤。世界上大部分高炉炼铁使

用烧结矿作为炉料，但是烧结矿质量的改进，烧结机产量的提高，无一不是在烧结杯

试验的基础上获得的。通过烧结杯试验，可进行烧结矿的固结机理和数学模型的研究，

来改进工艺提高烧结矿的产量和质量，也可通过烧结杯试验进行新原料、新工艺的研

究。烧结杯试验具有对生产的较好的模拟性，也可为设计和生产部门提供可靠的依据。

也可作为教学试验。 

经费概算：150 万元。 

（2）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动态热机械分析（DMA）测量粘弹性材料的力学性能与时间、温度或频率的关系。

样品受周期性（正弦）变化的机械应力的作用和控制，发生形变。用于进行这种测量

的仪器成为动态热机械分析仪（又称动态力学分析仪） 

DMA 可测定粘弹性材料在不同频率、不同温度、不同载荷下动态的力学性能。

广泛的应用于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生物材料、玻璃陶瓷材料与高分子材料等领域。

动态热机械分析可用于解答稳定性、实际应用范围、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以及材料失

效和缺陷等方面的问题。 

经费概算：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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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氧氮氢分析仪 

在金属冶炼过程中及金属产品制造过程中,气体元素都或多或少的被引入进去,而

这五种元素的存在会对金属材料的性能造成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工业和科技 的

发展,一些尖端的产品及技术需要较高质量的金属材料,因此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有必要

对各种材料中气体元素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掌握气体在材料中的含量,了解其对材

料性能的影响。 

经费概算：80 万元。 

（4）同步热分析仪 

同步热分析仪将 TG 与 DTA 或 DSC 结合为一体，测试高温条件下反应体系的重

量变化和热量变化的仪器装置，是研究具有重量及热量变化的反应体系反应机理的重

要实验装置，广泛应用于冶金、材料等领域，是教学及科研的常规研究手段之一。本

次拟购置的同步热分析仪主要用于测试各种材料的热性能和热稳定性，冶金过程热力

学、反应的动力学参数等的科学研究。也用作学生开展反应过程的质量与热量变化的

表征实验，更好地掌握课程中相关原理，对所学知识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更有效地为

冶金领域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和“卓越工程师”提供给了先进手段。 

经费概算：90 万元。 

（5）热力学软件 

FactSage 热力学软件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工业大学件和德国 GTT 公司合作开发的

商业软件，形成了集化合物和多种溶液体系的热化学数据库与先进多种功能计算程序

为一体。能计算冶金过程不同体系内各种反应、热力学性能、相平衡等，可进行相图、

优势区图、等温 Eh-pH 图的计算与绘制；数据库丰富，包括氧化物、熔盐、水溶液、

炉渣、金属体系等多种数据库，适用于不同研究体系；适合于氧化物、溶液、无机物

等体系的化学反应计算和热力学计算。该软件已在国内冶金高校中得到广泛应用，可

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帮助，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经费概算：30 万元。 

（6）高温界面张力的测定实验 

界面现象是冶金过程中普遍涉及的问题，研究界面现象需要掌握的基本参数包

括：单一相的表面张力、两相-三相间界面张力、接触角、润湿特征等。常温下这些参

数较容易测定，但在超高温条件下测量极为困难。钢铁冶炼过程中，钢-渣（主要包括

精炼渣和保护渣）的界面张力严重影响钢产品的质量。 

经费概算：70 万元。 

（7）金属力学性能试验 

金属的力学性能是指金属材料抵抗各种外加载荷的能力，其中包括：弹性和刚度、

强度、塑性、硬度、冲击韧度、断裂韧度及疲劳强度等，它们是衡量材料性能极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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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指标。本实验模块主要包括金属拉伸实验、金属冲击实验（含低温）、金属压缩

实验和金属弯曲实验、金属断裂韧度实验、金属疲劳试验及金属摩擦磨损试验等。 

经费概算：60 万元。 

（8）金属塑性成形实验 

轧制变形作为金属塑性成形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钢铁材料生产中占有不可替代的

位置，因此，轧制变形过程中金属的变形行为及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本实验模块主要

包括轧制时不均匀变形观察、接触面上外摩擦对变形影响、最大咬入角测定、宽展及

其影响因素、前滑及其影响因素等。 

经费概算：50 万元。 

（9）煤粉性能测定仪 

喷吹煤安全性指标之一。悬浮的煤粉与空气或其他氧化剂混合极易发生爆炸，爆

炸特性主要采用长管式的测试装置来测定煤粉爆炸火焰返回长度确定煤粉有无爆炸

性及其强弱。煤的着火点测定，是用于煤的着火温度的测定，通过测定煤的着火温度

来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避免煤炭自燃带来污染环境和经济损失，在生产、研究和使用

部门有着重要作用。 

经费概算：30 万元。 

（10）反应动力学机理试验炉 

反应动力学机理试验炉是基于北京科技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而开发的一套试

验装置，它对于研究生培养和科研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支承任用，它是钢铁冶金专业、

特别是烧结球团专业不可缺少的必备设备，它同时能检测反应过程的重量变化、热量

变化和反应后气体成分变化，满足冶金反应动力学的研究。 

经费概算：30 万元。 

（11）铁矿粉造块特性测定装置 

烧结用铁矿石等原料特性的课堂教学工作已经在全院冶金工程专业学生内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教学，但相关的烧结用原料特性的实验教学工作还有更好的提升和扩

展空间。 

经费预算：50 万元。 

（12）炼铁过程颗粒运动行为模拟实验 

在炼铁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颗粒运动行为，如高炉装料过程中的炉料运动行为，烧

结混料机中的烧结料运动行为，以及回转窑中球团的运动行为等，由于炼铁过程多属

于黑箱，为使得本科生对炼铁过程的颗粒运动行为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设立《炼铁过

程颗粒运功行为模拟实验》，通过数值模拟实验，实现本科生对炼铁工艺理论知识的

深入掌握。购置离散单元法 EDEM 工程应用软件。 

经费预算：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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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体实施计划及进程安排： 

（1）2015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 

①构建“三层次、四结合、五模块”的实践教学体系； 

②进行实验室改造； 

③修订所有实验课程原有实验大纲； 

④购置烧结杯、煤粉性能测定仪、反应动力学机理试验炉，建设冶金过程基础实

验子平台。 

（2）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①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和结构，增强实验教学内容实践性、综合性与前沿性的统一； 

②进行实验室改造； 

③同时完善核心实验课程教材； 

④购置铁矿粉造块特性测定装置、动态热机械分析仪、同步热分析仪、高温界面

张力的测定设备、氧氮氢分析仪，建设先进冶金技术实验子平台和生态与循环冶金实

验子平台。 

（3）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 

①建立“双师延续协导实践型科技创新与毕业设计（论文）”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机制； 

②进行实验室改造； 

③购置金属力学性能设备、金属塑性成形设备、炼铁过程颗粒运动行为模拟实验、

热力学软件，建设金属材料实验子平台和冶金数值仿真计算子平台。 

（4）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 

①开发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完善冶金工艺流程虚拟实践平台； 

②整合国内外冶金实验资源，开发冶金工程实验服务云平台，完善实验中心开放

共享和网络化管理； 

③进行实验室改造； 

④做好验收相关工作。 

保障机制（组织管理体系保障、双方经费投入保障、制度保障、教学质量保障等）与

校内外共享机制： 

1、保障机制 

（1）组织管理体系保障： 

苏州大学依托沙钢集团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即校外工程实践基地，双方签订

合作建设协议，由苏州大学、沙钢集团共同组成“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管理委员会”。

校企双方分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心管理委员会对本项目的建设过程进行科学



 

 - 45 - 

管理和定期检查，保证中心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2）双方经费投入保障：实验中心现有设备总值约 2900 万元，面积 6000m2。

示范中心建设项目申请资金总额 1000 万元，其中申请省财政资助 200 万元，学校配

套 200 万元，合作企业资助 600 万元，经费来源是有保障的，学校保证项目经费专款

专用，确保配套经费的落实，可以加强设备的更新、改造和功能开发，此外学校“十

三五”规划已决定在建设期内把中心现有的 6000m2 建筑面积扩大至 8000m2，可增加实

验项目，提高工程实践教学时数，加强实验内涵建设，鼓励教师、学生和企业开发研

制实验仪器设备，确保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建设任务的完成。 

（3）制度保障： 

为确保中心建设的顺利进行，学校通过制度建设和完善管理，确定了一系列措施

计划： 

①建立教师的激励制度：建立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和完善

实验教师职称评审条件；注重物质利益的激励机制。学院既有为学生设立的“奖学金”，

同时也有为教师设立的“奖教金”完善薪酬制度和加大教学科研成果奖励；注重人才的

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的培训体系，建立合理人才流动机制；注重有效的精神激励方式。

给予实验教师荣誉激励，实验教师升职激励，为实验教师发展搭建个性化舞台，实施

实验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建立了“高级实验师”转岗“研究员”的绿色通道，为实验技术

人员职称晋升提供路径。 

②建立健全中心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制度，中心的基本信息和仪器设备由专

职人员负责管理，设备单价 10 万元以上的设备建立设备使用档案，实行专人管理； 

③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学校通过制度建设和完善管理，实验中心依据学校制度

核心思想，结合实验中心具体情况制定了实验中心管理制度、实验中心设备管理制度、

实验中心实验室管理人员制度、实验中心安全管理制度、实验中心开放管理制度、加

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建设的实施意见。 

（4）教学质量保障： 

建立的实验教学管理制度规范、科学，通过这些实验教学管理制度的执行，保障

了教学的质量，具体如下： 

①专职教师师资队伍学历层次高、学缘结构合理，教师责任心强，且企业教师工

程实践经验丰富，从源头保障教师有水平、有意愿、有能力开展教学； 

②建立实验教学检查制度，包括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制度，督促了实验教师对于

实验课程讲义、试验材料以及实验设备等的准备； 

③成立校实验教学督导组由学校聘请若干名治学严谨实验教学丰富责任心强的

人员组成，进行教学督导，反馈实验教师的教学方法、水平和质量等信息； 

④建立实验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主要包括实验教学听课制度、学生评教制度、实

http://sysjzx.suda.edu.cn/sg/show.asp?id=1079
http://sysjzx.suda.edu.cn/sg/show.asp?id=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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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质量评价等，反映实验教师的教学效果。 

2、校内外共享机制 

（1）实验设备开放共享，利用开发的冶金工程实验服务云平台，整合校内、企

业和兄弟院校等，通过网络预约，实现设备的开放共享。如冶金企业可使用学校的一

些高新前沿实验设备，而学校可运用企业的大型中试设备。 

（2）钢铁冶金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共享，校内各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校外冶金企

业新入职员工，可申请使用钢铁冶金虚拟仿真实训平台，以及参加钢铁虚拟仿真大赛。 

（3）实验教学共享，部分自主创新实验可面向校外冶金企业开放，可以通过申

请获得自主创新实验的学习，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新的培训和实践机会，从而提高其实

验技能和水平。 

（4）教师资源共享，企业专家参与学校实验教学，提升学校实践教学水平，同

时学校教师亦可针对企业提出的专题前沿技术进行讲座，提升企业了解前沿科技成

果，增强理论水平。 

（5）冶金企业现场培训共享，校外基地的新员工培训课程面向学校开放，即感

兴趣的学生可参与企业新员工培训课程，让学生更切实的了解企业的需要，从而激发

学生在学期间有针对性的学习。 

主要创新点与特色： 

1、创新校企深度合作模式，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与校外工程实践基地沟通、协作

与融合，贯穿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全过程。 

 

图 18 校内校外深度合作 

 

校内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分为实验教学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创新能力培养平台，

与校外工程实践基地深度合作，贯穿于工程认识、工程实践、工程设计三个实践教学

培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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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了“传识授业、问题启惑、寻道践新、协导解惑”的实践教学理念，并构建“三

层次、四结合、五模块”的实践教学体系。 

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

和技能，而且要通过提出问题和启发学生思考“困惑”，然后指导学生自行探寻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实践创新过程，让其学会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可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其科研探索思维，从而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构建的“三层次、四结合、五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即针对基础、综合、创新三个

层次培养的过程，注重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虚拟仿真与现

场实践、学术实践与科研创新相互结合的思想，贯彻在实验、实习、实训、创新和毕

业论文五大模块训练环节中。明晰了实验教学体系的过程、环节和指导思想及其相互

关系，为提升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适应冶金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提

供了实践教学体系保证。 

3、开发应用钢铁冶金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创立“虚实”交互式实践教学模式，在此基

础上创建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和实验服务共享平台 

在国内率先开发应用了钢铁冶金虚拟实践训练平台，学生可在该平台中完成虚拟

认知实习、知识点虚拟学习、生产实训操作，并与传统认知实习、课堂教学、生产实

习过程相交互，形成虚实交互式实践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全面解决了认识与生产实

习时间短、学生多、难于深入观察了解，更无动手操作条件等问题，有利于提升学生

对知识点认识的深度，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深入思考与创新能力。 

以现有冶金工程实践中心网站为基础，本着资源整合、开放共享、虚实结合的网

络信息化建设思路，创建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和冶金工程实验服务共享平

台。其中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能够虚拟仿真现实实验教学内容，学生可通

过网络进行远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实验内容，虚拟实验操作等。实验服务共享平台

可整合国内、外冶金相关实验，方便各高校或企业开展相关冶金实验，提高设备的使

用效率。 

预期效益与建设成果： 

预期效益： 

预期将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广泛示范与辐射效应的实

践教育基地，为建设国家级冶金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奠定基础，具体预期效益如下： 

（1）充分发挥校企深度合作优势，将冶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校内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与校外工程实践基地一体化建设，全面解决了认识与生产实习时间短、学生多、

难于深入观察了解，更无动手操作条件等问题，使其成为国内领先的冶金工程实习基地。 

（2）构建“三层次、四结合、五模块”的实践教学体系，明晰实践教学体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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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环节和指导思想及其相互关系，为提升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适应冶金企

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提供了实践教学体系保证。 

（3）注重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通过创立“虚实”交互式实践教学和“双师延续

协导实践型科技创新与毕业设计（论文）”以及建设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改进和

创新学生能力培养环节，建成实践教学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建设成果： 

（1）提高教学硬件水平，提高共享服务能力。建设和完善五个实验教学子平台，

设备总值达到 4000 万元，实验室面积增加至 8000m2，提升教学的硬件水平。通过开

发的冶金工程实验服务云平台，提高共享服务能力。 

（2）实现师资队伍结构的优化。设计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的培养、引进和激

励制度，优化教师队伍，专职教师队伍增加至 45 人，兼职教师人数达到 12 人，教师

发表实验教学论文 5-10 篇，中心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和教改项目 1-3 项。 

（3）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每年可承担 500 名（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冶金机械、材料加工、冶金自动化方向等）学生的实践教学任

务，提高学生就业率和竞争力，每年为冶金行业输送 100 名以上毕业生。学生获省级

以上奖励 3-6 项。 

（4）健全实验室管理机制，方便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通过冶金工程虚拟实

验自主学习平台建设，实现实验教学内容、实验项目资源网络化，增加师生网上互动

平台，定期网上发布研究课题，推动学生参与各级科研活动的比例高于 70%。 

（5）依托实验室先进的实验装备和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开展项目合作。为地方、

乃至全国高校、冶金企业、研究机构提供不少于 1000 小时的技术与测试服务，项目

课题 10-20 项，申请专利 10 项以上，提高专业的社会评价声誉。 

学生预期受益情况： 

（1）综合实践能力的显著加强，就业状况进一步改善。通过实践教育中心的建设，

实验装备数量和水平提升，每年可承担 500 多名相关专业的学生的相关的实践教学任务，

将使学生综合能力大幅提高，满足冶金产业的实际需求，扩大学生就业面与就业率。 

（2）更好的激发创新能力的潜力，形成更多的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优化实验教学内

容和结构，增加与前沿科技成果相关的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双师延续协导实践型科技创

新与毕业设计（论文）”增强了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量、难度以及创新性，提升了学

生的综合实践创新能力，形成更多的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和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3）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改善教学效果。采用竞赛式、钢铁模拟大赛、

“虚实”交互式实践教学以及冶金工程虚拟实验自主学习平台等新型教学形式，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从而改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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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育中心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任务 

专职/兼

职 

是否具有企事业单

位实践经历 

 

 

1、“中心”教师 

1 钟胜奎 1974.1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中心主任 专职 是 

2 洪  澜 1968.10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3 陈  瑶 1970.4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4 傅戈雁 1959.3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5 张茂青 1954.6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6 王永山 1963.10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7 王金娥 1963.5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8 王德永 1974.6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9 国宏伟 1978.6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10 王富东 1957.4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11 盛小明 1960.4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12 王传洋 1972.9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13 伍  凌 1984.4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14 盛敏奇 1983.10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15 张友军 1970.10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16 王慧华 1976.11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17 侯纪新 1980.3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18 仲兆准 1980.9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http://jdxy.suda.edu.cn/szll/swzz/cy.html
http://jdxy.suda.edu.cn/szll/yjgc/wl.htm
http://jdxy.suda.edu.cn/szll/yjgc/sm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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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许继芳 1983.2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0 王晓南 1983.10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1 宋滨娜 1982.3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2 陈  栋 1983.6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3 章顺虎 1986.5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4 周  巍 1985.9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5 夏志新 1982.4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26 田  俊 1982.10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7 罗  霞 1985.8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否 

 

 

2、“中心”实验技术人员 

1 翁文凭 1978.6 研究生 博士 
高级 

工程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2 刘文杰 1966.5 研究生 硕士 
高级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是 

3 屈天鹏 1981.2 研究生 博士 
高级工程

师 
实验教学 专职 是 

4 孙承峰 1977.12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是 

5 杨昆飞 1963.11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实验技术 专职 是 

6 万  康 1983.4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是 

7 吕  凡 1985.6 研究生 硕士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否 

8 刘洁群 1975.12 研究生 硕士 
助理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是 

9 苏丽娟 1987.1 研究生 硕士 
助理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否 

10 李洪玮 1989.8 研究生 硕士 
助理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否 

11 张晓萍 1987.2 研究生 硕士 
助理 

实验师 
实验技术 专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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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企业兼职人员 

1 陈少慧 1967.5 研究生 博士 
教授级 

高工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2 张晓兵 1955.6 研究生 博士 
教授级 

高工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3 王忠英 1967.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级 

高工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4 胡显军 1975.10 研究生 博士 
教授级 

高工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5 张修成 1981.5 本科 学士 
高级 

工程师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6 黄住平 1969.10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7 杨  肖 1982.2 研究生 博士 工程师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8 王志福 1973.11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实践教学 兼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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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育中心的仪器设备配备方案（单价 1000 元以上填写） 

现有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1 
8 点蓝电电池

测试系统 
CT2001A 5,500.00 10 5.50 实验教学 中心 

2 CCD 摄像机 AD-080GE 18,000.00 1 1.80 实验教学 中心 

3 CCD 摄像机 AD-080CL 18,000.00 1 1.80 实验教学 中心 

4 DSP开发系统 F2812-A 3,450.00 10 3.45 实验教学 中心 

5 
PERA ANSYS

（软件） 
V13.0 273,000.00 1 27.30 实验教学 中心 

6 PH 计 PHSJ-4A 3,620.00 1 0.36 实验教学 中心 

7 氨减压阀 YQA-441 830.00 1 0.08 实验教学 中心 

8 
摆锤式冲击

试验机 
ZBC2302-B 54,800.00 1 5.48 实验教学 中心 

9 板卡 NI USB-8473s 4,882.55 1 0.49 实验教学 中心 

10 笔记本电脑 B460e 3,350.00 1 0.34 实验教学 中心 

11 笔记本电脑 
Think Pad E520 

-1143-3QC 
7,800.00 1 0.78 实验教学 中心 

12 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N4120 型 

5,050.00 1 0.51 实验教学 中心 

13 笔记本电脑 
联想

T420S4172A36 
10,200.00 1 1.02 实验教学 中心 

14 笔记本电脑 V360 3,825.00 1 0.38 实验教学 中心 

15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30I 

-230642C 

5,779.00 1 0.58 实验教学 中心 

16 笔记本电脑 
HP 

DV4-3125TX 
4,599.00 1 0.46 实验教学 中心 

17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530 8,499.00 1 0.85 实验教学 中心 

18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30c 
3,699.00 1 0.37 实验教学 中心 

19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40 6,399.00 1 0.64 实验教学 中心 

20 
便携式电能

质量分析仪 
F343 48,000.00 1 4.80 实验教学 中心 

21 
玻璃转子流

量计 
LZB-80 1,025.00 2 0.21 实验教学 中心 

22 铂铑热电偶 WRP-131 2,100.00 1 0.21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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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锈钢双温

区管式炉 
WTH-1400-5 39,800.00 1 3.98 实验教学 中心 

24 测控系统 NI PXIe-1078 140,853.00 1 14.09 实验教学 中心 

25 测试仪 BTS-5V1MA 2,800.00 7 1.96 实验教学 中心 

26 

长玻璃管中

火焰的传播

速度实验装

置 

WRN-009 6,800.00 1 0.68 实验教学 中心 

27 超纯水系统 NW-10VF 29,000.00 1 2.90 实验教学 中心 

28 
超声波铝熔

体设备 
定制 19,000.00 1 1.90 实验教学 中心 

29 超声波清洗机 KQ-100V 2,385.00 1 0.24 实验教学 中心 

30 超声波清洗机 KQ-200VDE 8,800.00 1 0.88 实验教学 中心 

31 
冲击试样液

压拉床 
CSL-2Y 13,000.00 1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32 储气罐 * 2,665.00 1 0.27 实验教学 中心 

33 传真机 KX-FL323CN 1,580.00 1 0.16 实验教学 中心 

34 传真机 
松下 

KX-FL328CN 
1,560.00 1 0.16 实验教学 中心 

35 磁选管 CXG-90A 20,000.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36 
大样电解夹杂

物分离装置 
定制 180,000.00 1 18.00 实验教学 中心 

37 带锯床 FS4230/50 23,500.00 1 2.35 实验教学 中心 

38 导航仪 新科3.1 1,680.00 1 0.17 实验教学 中心 

39 电池测试仪 CHT3561 5,000.00 1 0.50 实验教学 中心 

40 电导率仪 * 1,600.00 6 0.96 实验教学 中心 

41 电动搅拌机 GZ120.S 1,600.00 5 0.80 实验教学 中心 

42 电化学工作站 CHI660D 51,000.00 2 10.20 实验教学 中心 

43 电化学工作站 CS310 36,000.00 1 3.60 实验教学 中心 

44 
电化学综合

分析仪 

VERSASTAT 

4-400 
224,756.00 1 22.48 实验教学 中心 

45 

电力电子技

术及电机控

制实验装置 

DJDK-1 56,500.00 6 33.90 实验教学 中心 

46 
电容充放电

测试仪 
CT2001C 6,500.00 3 1.95 实验教学 中心 

47 
电子布氏硬

度计 
HBE-3000M 15,000.00 1 1.50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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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电子分析天平 AL104 6,850.00 1 0.69 实验教学 中心 

49 电子分析天平 FA1004B 2,250.00 1 0.23 实验教学 中心 

50 电子负载 IT8514C 11,000.00 1 1.10 实验教学 中心 

51 电子天平 FA2004B 2,013.00 1 0.20 实验教学 中心 

52 调压器 TDGC2j-10K 1,400.00 5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53 动力学竖炉 JD.T80/600F 29,000.00 1 2.90 实验教学 中心 

54 
动量定律实

验台 
WL-019 4,250.00 1 0.43 实验教学 中心 

55 
多功能过程

仪表校验仪 
F725 22,000.00 1 2.20 实验教学 中心 

56 
多功能监测

系统 
DJ800 41,200.00 1 4.12 实验教学 中心 

57 
多功能数显

洛式硬度计 
HRS-150D 15,000.00 1 1.50 实验教学 中心 

58 
多量程直流

电源 
PSW160 9,500.00 1 0.95 实验教学 中心 

59 
多通道恒电

位仪 
CHI1000B 32,500.00 1 3.25 实验教学 中心 

60 
二氧化碳

P-V-T 关系仪 
WR-023 7,650.00 1 0.77 实验教学 中心 

61 封装机 MSK-110 6,952.00 1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62 封装机 MT-160D 8,624.00 1 0.86 实验教学 中心 

63 服务器 HP ML110G7 9,980.00 1 1.00 实验教学 中心 

64 
辐射系数测

定实验台 
WR-015 5,950.00 1 0.60 实验教学 中心 

65 复印机 4020D 4,900.00 1 0.49 实验教学 中心 

66 复印机 佳能 IR2002L 5,450.00 1 0.55 实验教学 中心 

67 钢瓶 * 2,500.00 1 0.25 实验教学 中心 

68 钢瓶 * 880.00 1 0.09 实验教学 中心 

69 钢瓶 * 900.00 1 0.09 实验教学 中心 

70 钢瓶 * 1,281.00 1 0.13 实验教学 中心 

71 钢铁厂模型 * 280,000.00 1 28.00 实验教学 中心 

72 

钢铁生产仿

真实训系统

(软件) 

V1.0 900,000.00 1 90.00 实验教学 中心 

73 高纯氢气钢瓶 * 1,080.00 1 0.11 实验教学 中心 

74 高纯氩气钢瓶 * 1,180.00 1 0.12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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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高级过程控

制系统实验

装置 

TKJ-2F 97,000.00 1 9.70 实验教学 中心 

76 

高级过程控

制系统实验

装置 

TKJ-2 68,000.00 2 13.60 实验教学 中心 

77 
高频红外碳

硫分析仪 
CS-8800C 42,000.00 1 4.20 实验教学 中心 

78 
高频疲劳试

验机 
CIMACH 172,000.00 1 17.20 实验教学 中心 

79 
高清闪存摄

像机 

索尼HDR- 

CX580E 
6,955.00 1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80 高速离心机 HC-2518 11,000.00 1 1.10 实验教学 中心 

81 
高温导热系

数测试装置 
WR-006 7,650.00 1 0.77 实验教学 中心 

82 
高温反应在

线测试炉 
HX-1250 29,000.00 1 2.90 实验教学 中心 

83 高温硅钼棒炉 HX-1700-10 69,500.00 1 6.95 实验教学 中心 

84 高温井式炉 RJL-04 64,800.00 2 12.96 实验教学 中心 

85 

高真空多功能

单辊甩带喷铸

及非自弧熔炼

联合设备 

DHL-500 330,000.00 1 33.00 实验教学 中心 

86 鼓风干燥器 MBE-9246 5,000.00 1 0.50 实验教学 中心 

87 鼓风干燥器 MBE-9076 3,150.00 1 0.32 实验教学 中心 

88 鼓风干燥箱 DHG-9243S-III 3,136.00 2 0.63 实验教学 中心 

89 挂式空调机 
KFR-35GW 

/SA1-1 
1,980.00 1 0.20 实验教学 中心 

90 管式炉 OTF-1200X-II 25,000.00 2 5.00 实验教学 中心 

91 管式炉 OTF-1200X 23,300.00 1 2.33 实验教学 中心 

92 
光电直读光

谱仪 
TY-9610 228,000.00 1 22.80 实验教学 中心 

93 柜式空调机 
KFR-35GW/ 

A75+N2 
2,280.00 1 0.23 实验教学 中心 

94 柜式空调机 
KFR-72LW/ 

Aa-3 
5,719.00 2 1.14 实验教学 中心 

95 
函数/任意波

形发生器 
AFG3022B 18,100.00 1 1.81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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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函数信号发

生器 
SPF120 6,500.00 1 0.65 实验教学 中心 

97 
毫安过程钳

形表 
F773 3,900.00 1 0.39 实验教学 中心 

98 
黑白多功能

激光一体机 

HP LaserJet 

Pro M1136 
1,499.00 1 0.15 实验教学 中心 

99 红外测温仪 CTL3MH2 11,500.00 1 1.15 实验教学 中心 

100 红外热像仪 

VarioCAM hr 

head 680 

(VH-680) 

221,262.00 1 22.13 实验教学 中心 

101 混合机 GM-3-2 8,700.00 1 0.87 实验教学 中心 

102 活塞式空压机 W-1.0/8 5,500.00 1 0.55 实验教学 中心 

103 机柜 * 2,200.00 1 0.22 实验教学 中心 

104 
激光测距传

感器 

MSE-D150

（Hz） 
19,000.00 1 1.90 实验教学 中心 

105 激光打印机 HP 1007 1,050.00 3 0.32 实验教学 中心 

106 激光打印机 P1007 910.00 2 0.18 实验教学 中心 

107 激光打印机 
HP LaserJet 

Pro 1025 
1,568.00 1 0.16 实验教学 中心 

108 激光打印机 HP M1136 1,179.00 1 0.12 实验教学 中心 

109 激光打印机 兄弟DCP7055 990.00 1 0.10 实验教学 中心 

110 激光打印机 HP 5200LX 6,050.00 1 0.61 实验教学 中心 

111 交换机 H3C 1,050.00 2 0.21 实验教学 中心 

112 交流稳压电源 APS-9102 7,000.00 1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113 
接地电阻测

试仪 
AN9616H 11,200.00 2 2.24 实验教学 中心 

114 接线盒 NI CAN 3,752.14 1 0.38 实验教学 中心 

115 
金相试样抛

光机 
PF-2C 2,950.00 2 0.59 实验教学 中心 

116 
金相试样镶

嵌机 
XQ-1 2,400.00 2 0.48 实验教学 中心 

117 
金相试样预

磨机 
YM-2A 2,950.00 2 0.59 实验教学 中心 

118 金相显微镜 4XB 2,720.00 40 10.88 实验教学 中心 

119 
金属原位分

析仪 
OPA-100 1,280,000.00 1 128.00 实验教学 中心 

120 静电纺丝机 SS-2535H 83,000.00 1 8.30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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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可编程稳压

电源 
E3648A 9,700.00 1 0.97 实验教学 中心 

122 空调 ASH-120VN2 2,599.00 3 0.78 实验教学 中心 

123 空调 AVH-240B 5,799.00 1 0.58 实验教学 中心 

124 空调 
KFR-35GW/ 

Aa-3 
2,849.00 1 0.28 实验教学 中心 

125 空调 KFR-35GW 3,150.00 1 0.32 实验教学 中心 

126 空调 
KFR-26GW/ 

01GDC13 
2,099.00 1 0.21 实验教学 中心 

127 
孔口管嘴出

流试验台 
WL-013 4,675.00 1 0.47 实验教学 中心 

128 
快速熔化温

度测定仪 
定制 95,000.00 1 9.50 实验教学 中心 

129 
快走丝线切

割机床 
DK7732 46,000.00 1 4.60 实验教学 中心 

130 

立卧两用双

炉管高温钼

丝炉 

定制 140,000.00 1 14.00 实验教学 中心 

131 
流量综合试

验台 
WL-025 7,225.00 1 0.72 实验教学 中心 

132 
流体力学综

合实验台 
WR-029 13,600.00 2 2.72 实验教学 中心 

133 录音笔 
索尼

ICD-SX713 
1,950.00 1 0.20 实验教学 中心 

134 逻辑分析仪 GLA-1132C 9,000.00 1 0.90 实验教学 中心 

135 洛氏硬度计 HR-150A 4,000.00 4 1.60 实验教学 中心 

136 
密封式制样

粉碎机 
GJ-1 1,900.00 1 0.19 实验教学 中心 

137 
盘式真空过

滤机 
RK/ZL 10,500.00 1 1.05 实验教学 中心 

138 配线理线架 * 800.00 2 0.16 实验教学 中心 

139 频谱分析仪 GSP-830 19,500.00 1 1.95 实验教学 中心 

140 气保焊焊机 NB-50 7,800.00 1 0.78 实验教学 中心 

141 气体钢瓶 * 800.00 5 0.40 实验教学 中心 

142 气体检测仪 YT-95H-CO-A 2,200.00 1 0.22 实验教学 中心 

143 
嵌入式教学

实验系统 

GX-ARM9- 

2410RP 
4,980.00 18 8.96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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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强迫对流单

管管外放热

系数测定装

置（台式） 

WR-010b 15,300.00 1 1.53 实验教学 中心 

145 球磨机 SPF-1 17,500.00 1 1.75 实验教学 中心 

146 

全集成工业

自动化网络

实验装置 

TKGDH-1 122,000.00 3 36.60 实验教学 中心 

147 

全自动炉渣

熔点熔速测

定仪 

定制 110,000.00 1 11.00 实验教学 中心 

148 
燃气发热量

测定装置 
WRN-004 12,750.00 1 1.28 实验教学 中心 

149 热电偶点焊器 WR*030 1,275.00 1 0.13 实验教学 中心 

150 
热电偶校检

装置 
WR-029 3,825.00 2 0.77 实验教学 中心 

151 
熔体物性综

合测定仪 
定制 160,000.00 1 16.00 实验教学 中心 

152 润磨机 JD-MQR4060 17,000.00 1 1.70 实验教学 中心 

153 
实验型喷雾

干燥机 
DC1500 33,700.00 1 3.37 实验教学 中心 

154 示波表 Fluke125-007S 13,600.00 1 1.36 实验教学 中心 

155 示波器 TDS2002C 5,850.00 17 9.95 实验教学 中心 

156 
手持式数字

LCR 表 
TH2821A 1,050.00 1 0.11 实验教学 中心 

157 
手动冲孔冲

环机 
T087 5,192.00 2 1.04 实验教学 中心 

158 
手动液压搬

运叉车 
* 3,300.00 1 0.33 实验教学 中心 

159 手动液压叉车 * 2,000.00 1 0.20 实验教学 中心 

160 手套箱 
Super 

(1220/750) 
123,000.00 1 12.30 实验教学 中心 

161 竖炉 JD.T80/1000F 20,000.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162 数据采集设备 NI 162,000.00 1 16.20 实验教学 中心 

163 数码相机 

canon EOS 

600DKIT(EF-S 

18-135I6) 

6,825.00 1 0.68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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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数显式球团

压力试验机 
WDW-QT10S 22,000.00 1 2.20 实验教学 中心 

165 
数显压力机

试验机 

MC009-YES 

-2000 
25,000.00 1 2.50 实验教学 中心 

166 数字LCR电桥 MT4080D 3,300.00 1 0.33 实验教学 中心 

167 
数字存储示

波器 
TDS2022C 10,065.00 2 2.01 实验教学 中心 

168 
双铂—铑热

电偶 
WRB-B-3 3,750.00 1 0.38 实验教学 中心 

169 水浴锅 H-2 1,000.00 5 0.50 实验教学 中心 

170 伺服电机 MR-J2S-20A 4,480.00 1 0.45 实验教学 中心 

171 
台式电动粉

末压片机 
FYD-30 13,500.00 1 1.35 实验教学 中心 

172 
铁矿球团爆裂

温度测定仪 
JD.T80/13E 29,000.00 1 2.90 实验教学 中心 

173 

铁矿石还原

性能测定系

统与熔滴测

定系统 

定制 298,000.00 1 29.80 实验教学 中心 

174 投影机 VPL-EX120 7,000.00 1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175 

图像分析自

动转塔显微

硬度计 

HV-1000IS 29,300.00 1 2.93 实验教学 中心 

176 万用表 34401A 7,000.00 1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177 微机工作站 HP Z600 22,000.00 1 2.20 实验教学 中心 

178 
微型电子计

算机 
DELL V230 3,960.00 4 1.58 实验教学 中心 

179 
微型电子计

算机 
M730E 3,720.00 34 12.65 实验教学 中心 

180 
微型电子计

算机 
S3008-E340 2,999.00 1 0.30 实验教学 中心 

181 
微型电子计

算机 
HP6200 6,510.00 2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182 
微型电子计

算机 
HP Pro3330SF 4,680.00 6 2.81 实验教学 中心 

183 
微型电子计

算机 
HP 3380 3,550.00 50 17.75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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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微型电子计

算机 
* 4,850.00 1 0.49 实验教学 中心 

185 
微型电子计

算机 

HP B3E69PA 

#AB2 
4,900.00 2 0.98 实验教学 中心 

186 
微型电子计

算机 
CM6331-C12C 3,999.00 2 0.80 实验教学 中心 

187 
微型电子计

算机 
MD095CH/A 12,600.00 1 1.26 实验教学 中心 

188 
微型电子计

算机 
Thinkpad T430 9,850.00 1 0.99 实验教学 中心 

189 
微型电子计

算机 
Y811P-B300 4,099.00 1 0.41 实验教学 中心 

190 
微型电子计

算机 
DELL XM888 2,740.00 1 0.27 实验教学 中心 

191 

微型电子计

算机（平板电

脑） 

MB294CH/A 5,715.00 1 0.57 实验教学 中心 

192 
微型电子计

算机（主机） 

DELL 

OPTIPLEX 

9020 

4,900.00 1 0.49 实验教学 中心 

193 位移传感器 
SDVB20-50A 

-M2-CFP 
2,500.00 1 0.25 实验教学 中心 

194 卧式管炉 JD.T80/1400F 28,000.00 1 2.80 实验教学 中心 

195 
卧式行星球

磨机 
QM-WX4 21,900.00 1 2.19 实验教学 中心 

196 箱式电阻炉 HMF1400-50 29,000.00 1 2.90 实验教学 中心 

197 箱式电阻炉 HMF1400-20 14,000.00 1 1.40 实验教学 中心 

198 小电流钳表 LH41A 3,500.00 1 0.35 实验教学 中心 

199 

信号与系

统·自动控制

理论·计算机

控制技术实

验台 

ACCC-II 12,480.00 8 9.98 实验教学 中心 

200 
循环水式真

空泵 
SHZ-B(III) 880.00 5 0.44 实验教学 中心 

201 压片机 YLJ-24T 7,128.00 1 0.71 实验教学 中心 

202 压缩气体钢瓶 * 880.00 2 0.18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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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203 
压缩气体钢瓶

(100立升以下) 
* 880.00 4 0.35 实验教学 中心 

204 雅马哈功放 $HTR-3063/G 1,940.00 1 0.19 实验教学 中心 

205 雅马哈主音箱 NS-8900 1,700.00 1 0.17 实验教学 中心 

206 
研究级倒置式

金相显微镜 
Axio Vert.A1 195,252.00 1 19.53 实验教学 中心 

207 
盐雾腐蚀试

验箱 
LYW-015 13,200.00 1 1.32 实验教学 中心 

208 

冶金过程物

理模拟实验

教学系统 

自制 25,880.00 1 2.59 实验教学 中心 

209 

冶金生产技

能训练与考

核模拟仿真

系统 

V1.0.0 440,000.00 1 44.00 实验教学 中心 

210 液晶电视机 42LD550LG 4,250.00 2 0.85 实验教学 中心 

211 液晶显示器 S22B310B 859.00 1 0.09 实验教学 中心 

212 圆盘造球机 * 16,000.00 1 1.60 实验教学 中心 

213 真空泵 2XZ-2 1,300.00 2 0.26 实验教学 中心 

214 真空干燥箱 DZF-6050 3,584.00 2 0.72 实验教学 中心 

215 
真空感应熔

炼炉 
ZG-10 176,000.00 1 17.60 实验教学 中心 

216 真空油泵 RS-2 4,500.00 2 0.90 实验教学 中心 

217 振动磨样机 RK/3ZM-100 6,000.00 1 0.60 实验教学 中心 

218 直流稳压电源 N7545A 21,800.00 1 2.18 实验教学 中心 

219 
智能多脉冲

电源 
SPWM2020M 26,800.00 1 2.68 实验教学 中心 

220 智能功率模块 PM150RLA120 2,000.00 1 0.20 实验教学 中心 

221 
智能锥型球

磨机 
RK/ZQM 11,000.00 1 1.10 实验教学 中心 

222 
中温辐射黑

度测试仪 
WR-014 3,825.00 1 0.38 实验教学 中心 

223 紫外光谱仪 UV-6100PCS 48,000.00 1 4.80 实验教学 中心 

224 紫外线灯 SB-100/FA 3,500.00 1 0.35 实验教学 中心 

225 
自动低倍酸

洗中和柜 
SZG-B1 130,000.00 1 13.00 实验教学 中心 

226 
自动转塔维

氏硬度计 
HV-50AP 28,000.00 1 2.80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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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227 

自由对流横管

管外放热系数

测定装置 

WR-007b 11,900.00 1 1.19 实验教学 中心 

228 
综合传热性

能实验台 
WR-020 11,900.00 1 1.19 实验教学 中心 

229 
综合创新开

发实验平台 

GX-SOC/SOPC 

-EP2C50-CIDE 
8,300.00 5 4.15 实验教学 中心 

230 
便携式电流

质量分析仪 
F434 48000 1 4.80 实验教学 中心 

231 波高传感器 无 1200 6 0.72 实验教学 中心 

232 布氏硬度计 HBE-3000M 15000 1 1.50 实验教学 中心 

233 
超高温激光

共聚焦显微 
 2200000 1 220.00 实验教学 中心 

234 储气罐 1m^3/8kg法兰 2665 1 0.27 实验教学 中心 

235 打印机 HP 1007 910 2 0.18 实验教学 中心 

236 打印机 
(HP)LaserJet 

Pro 1025 
1568 1 0.16 实验教学 中心 

237 电脑 HP 6200 6510 2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238 电脑 HP 3330SF 4680 6 2.81 实验教学 中心 

239 电脑 B3E69PA#AB2 1900 2 0.98 实验教学 中心 

240 电脑 
启天M730E 

I3-550 
3720 34 12.65 实验教学 中心 

241 电脑 
技嘉组装台式

机 
4900 1 0.49 实验教学 中心 

242 
多量程直流

电源 
PSW 160-21.6 9500 1 0.95 实验教学 中心 

243 
多通道数据

记录仪 
34980A 4500 1 0.45 实验教学 中心 

244 服务器 HP G7 9980 1 1.00 实验教学 中心 

245 钢瓶 无 880 2 0.18 实验教学 中心 

246 钢瓶 40L 980 1 0.10 实验教学 中心 

247 钢瓶 40L 800 5 0.40 实验教学 中心 

248 

钢铁厂综合

实训系统及

实训台 

定制 440000 1 44.00 实验教学 中心 

249 工作站 HP Z600 22000 1 2.20 实验教学 中心 

250 管式炉 WTH-1400-5 39800 1 3.98 实验教学 中心 

251 硅钼棒炉 HX-1700-10 69500 1 6.95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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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252 机箱 NI PXIe-1078 2620 1 0.26 实验教学 中心 

253 交流电源 APS-9102 7000 1 0.70 实验教学 中心 

254 控制器 NI PXIe-8108 4636 1 0.46 实验教学 中心 

255 
联想笔记本

电脑 
V360 3825 1 0.38 实验教学 中心 

256 洛氏硬度计 HRS-150D 15000 1 1.50 实验教学 中心 

257 示波器 TDS2022C 10065 1 1.01 实验教学 中心 

258 示波器 TDS2024C 12430 1 1.24 实验教学 中心 

259 双铂铑热电偶 WRB-B-3 3750 1 0.38 实验教学 中心 

260 
双立柱带锯

床 
FS4230/50 23000 1 2.30 实验教学 中心 

261 台式电脑 HP 3380 MT 3550 50 17.75 实验教学 中心 

262 

铁矿石还原

性能测定系

统与熔滴测

定系统 

麦特劳奇 298000 1 29.80 实验教学 中心 

263 

微机控制电

子万能材料

试验机 

瑞格尔 

RGM-4100 
112000 1 11.20 实验教学 中心 

264 维氏硬度计 HV-50AP 28000 1 25.80 实验教学 中心 

265 
无线传感器

网络套件 

NI WSN 

Starter Kit 
2338 1 30.18 实验教学 中心 

266 压力传感器 无 1000 6 34.57 实验教学 中心 

267 液压叉车 3000kg 3300 1 38.95 实验教学 中心 

268 运动控制卡 NI PXI-7354 3573 1 43.34 实验教学 中心 

269 
运动控制卡

接口 
UMI-7774 895 1 47.73 实验教学 中心 

270 直流电子负载 IT8514C 11000 1 52.11 实验教学 中心 

271 中间包水模型 自制 8279 1 56.50 实验教学 中心 

272 

微机控制电

子万能材料

试验机 

瑞格尔 

RGM-4100 
112000 1 60.88 实验教学 中心 

273 
多通道数据

记录仪 
34980A 195252 1 65.27 实验教学 中心 

274 高温热天平 定制 311000 1 69.66 实验教学 中心 

275 感应加热装置 定制 12900 1 74.04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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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276 
低速金刚石

切割机 
定制 12800 1 1.28 实验教学 中心 

277 
单管滑动快速

加热冷却炉 
定制 27600 1 2.76 实验教学 中心 

278 电化学工作站 定制 52800 1 5.28 实验教学 中心 

279 
场发射扫描

电子显微镜 
定制 1700000 1 170.00 实验教学 中心 

280 
双恒电位电

化学工作站 
定制 60000 1 6.00 实验教学 中心 

281 
X射线粉末衍

射仪 
定制 980000 1 98.00 实验教学 中心 

282 
Factsage6.5热

力学计算软件 
定制 150000 1 15.00 实验教学 中心 

283 高温箱式电炉 定制 49000 1 4.90 实验教学 中心 

284 高温井式电炉 定制 98000 1 9.80 实验教学 中心 

285 
高温管式气

氛炉 
定制 49000 1 4.90 实验教学 中心 

286 
高精度感应

加热装置 
定制 48000 1 4.80 实验教学 中心 

287 
超声波金属熔

体处理系统 
定制 200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288 
红外在线连

续测温仪 
定制 12000 1 1.20 实验教学 中心 

289 
激光测距传

感器 
定制 200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290 
数显式压力

试验机 
定制 25000 1 2.50 实验教学 中心 

291 

图像分析自

动转塔显微

硬度计 

定制 29500 1 2.95 实验教学 中心 

292 
自动杯突试

验机 
定制 80000 1 8.00 实验教学 中心 

293 电化学测试仪 定制 38600 1 3.86 实验教学 中心 

294 
高温热天平

分析系统 
定制 350000 1 35.00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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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295 

高真空多功能

单辊甩带喷铸

及非自耗电弧

熔炼炉 

定制 360000 1 36.00 实验教学 中心 

296 静电纺丝机 定制 130000 1 13.00 实验教学 中心 

297 喷雾干燥机 定制 70000 1 7.00 实验教学 中心 

298 
金相试验抛

光机 
定制 11800 4 4.72 实验教学 中心 

299 
冲击试样液

压拉床 
定制 13000 1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300 
高温熔块马

弗炉 
定制 33000 1 3.30 实验教学 中心 

301 高温梭式电炉 定制 71000 1 7.10 实验教学 中心 

302 高温箱式电炉 定制 25000 1 2.50 实验教学 中心 

303 高温箱式电炉 定制 34000 1 3.40 实验教学 中心 

304 
导热系数测

定仪 
定制 45000 1 4.50 实验教学 中心 

305 球磨机 定制 4700 2 0.94 实验教学 中心 

306 检验筛 定制 4000 1 0.40 实验教学 中心 

307 颚式粉碎机 定制 2900 1 0.29 实验教学 中心 

308 压样机 定制 5700 2 1.14 实验教学 中心 

309 智能量热仪 定制 60000 1 6.00 实验教学 中心 

310 
哈氏可磨指

数测定仪 
定制 13000 1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311 
粉体物性测

定仪 
定制 78000 1 7.80 实验教学 中心 

312 
微机灰熔融

性测定仪 
定制 42000 1 4.20 实验教学 中心 

313 
反应动力学

机理试验炉 
定制 290000 1 29.00 实验教学 中心 

314 恒温水浴锅 定制 1100 1 0.11 实验教学 中心 

315 循环水真空泵 定制 8500 1 0.85 实验教学 中心 

316 磁力搅拌器 定制 9450 1 0.95 实验教学 中心 

317 pH 计 定制 2129 1 0.21 实验教学 中心 

318 水热合成釜 定制 850 4 0.34 实验教学 中心 

319 机械搅拌器 定制 1540 1 0.15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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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320 
微型电子计

算机 
HP 3380 3550 100 35.50 实验教学 中心 

321 

全自动炉渣

熔点熔速测

定仪 

定制 110000 2 22.00 实验教学 中心 

322 
熔体物性综

合测定仪 
定制 160000 2 32.00 实验教学 中心 

323 
场发射扫描

电子显微镜 
  1700000 1 170.00 实验教学 中心 

324 
X射线粉末衍

射仪 
  980000 1 98.00 实验教学 中心 

金 额 总 计 2899.89   

 

 

实践教育基地（企业）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1 
双束扫描电

子显微镜 
HV-50A 20300 1 2.03  实践教学 基地 

2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

仪 

ICP-MS2000 780000 3 234.00  实践教学 基地 

3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 

50506 765800 2 153.16  实践教学 基地 

4 维式硬度计 HV-1000 23000 10 23.00  实践教学 基地 

5 洛氏硬度计 HBRV-187.5 8500 10 8.50  实践教学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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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氏硬度计 THB-3000 12800 13 16.64  实践教学 基地 

7 
热力模拟试

验机 
MMS-300 120000 2 24.00  实践教学 基地 

8 
氧氮氢联测

分析仪 
ONH-3000 200000 2 40.00  实践教学 基地 

9 
碳硫联测分

析仪 
GQ-HW6F 116000 3 34.80  实践教学 基地 

10 
5kN 拉伸试

验机 
DZ-101 28000 2 5.60  实践教学 基地 

11 
100kN 拉伸

试验机 
LDW 30000 2 6.00  实践教学 基地 

12 
250kN 拉伸

试验机 
JY-103A 32000 2 6.40  实践教学 基地 

13 

数字化电液

伺服疲劳试

验机 

NG-WAW-2000D 190000 1 19.00  实践教学 基地 

14 
X 射线衍射

仪 
XRD-Terra 680000 2 134.00  实践教学 基地 

15 直读光谱仪 ARL 3460 800000 3 240.00  实践教学 基地 

16 热膨胀仪 PCY 26500 2 5.30  实践教学 基地 

17 
同步热分析

仪 
TGA 900000 2 180.00  实践教学 基地 

18 
落锤冲击试

验机 
XJCJ-2 系列 32000 5 16.00  实践教学 基地 

19 
摆锤冲击试

验机 
JB-500B 28000 5 14.00  实践教学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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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00kN 拉

伸试验机 
JY--108 18000 10 18.00  实践教学 基地 

21 
X 射线荧光

光谱仪 
ARL QUANT′X 950000 2 19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2 辉光光谱仪 GDA 750 HP 1000000 2 20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3 

真色彩扫描

共聚焦显微

镜 

N-800D 80000 20 16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4 

高温激光扫

描共聚焦显

微镜 

VL2000DX 2300000 2 46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5 
蔡司金相显

微镜 

Axio Imager 

M2m 
320000 20 64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6 
场发射扫描

电子显微镜 
 1700000 2 34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7 
场发射透射

电子显微镜 
BOEN 26546 495000 2 99.00  实践教学 基地 

28 
扫描电子探

针显微镜 
CSPM5500 650000 2 130.00  实践教学 基地 

29 
高炉布料仿

真模型 
定制 10000000 1 1000.00  实践教学 基地 

30 
连铸仿真模

型 
定制 16000000 1 1600.00  实践教学 基地 

31 
风口喷煤仿

真实验装置 
定制 5000000 1 500.00  实践教学 基地 

实践基地合计 6499.43   

“实践中心+实践基地”合计 9399.32   

http://www.spm.com.cn/cspm55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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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建设期间拟购置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

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1 
硅钼棒炉（气氛控

制） 
RJL-02 60,000.00 1 6 实验教学 中心 

2 
红外线气体分析

仪 

ULTRAM

AT 23 
165,000.00 2 33 实验教学 中心 

3 工业微波炉 QW-WB 145,000.00 2 29 实验教学 中心 

4 立式高温碳管炉 RZT-60 130,000.00 2 26 实验教学 中心 

5 摄像机 
DCR-TR

V60E 
11,800.00 1 1.18 实验教学 中心 

6 
便携式红外辐射

温度计 
WFHX-60 6,500.00 2 1.3 实验教学 中心 

7 普通车床 CA6136-2 30,000.00 1 3 实验教学 中心 

8 平面磨床 MGS200S 24,500.00 1 2.45 实验教学 中心 

9 
长管式粉煤爆炸

性能检测仪 
定制设备 240,000.00 1 24 实验教学 中心 

10 铬酸镧熔炼炉 定制设备 70,000.00 2 14 实验教学 中心 

11 马弗炉 
CN61M/T

E-AV210 
5,000.00 5 2.5 实验教学 中心 

12 
倒置荧光相差显

微镜 

IX71-F22

FL/PH 
251,000.00 1 25.1 实验教学 中心 

13 电子天平 AL104 5,800.00 2 1.16 实验教学 中心 

14 电子天平 BS110S 7,700.00 2 1.54 实验教学 中心 

15 
金相显微镜图像

分析系统 

MIAS300

0 
10,000.00 1 1 实验教学 中心 

16 岩矿相显微镜 XP-600 9,800.00 20 19.6 实验教学 中心 

17 
矿石落下强度测

定机 
HX-8 55,000.00 1 5.5 实验教学 中心 

18 粒度仪 TZC-5 99,000.00 1 9.9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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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温显微镜 HSM 99,000.00 2 19.8 实验教学 中心 

20 超声波仪 
CN61M/3

05994 
30,000.00 1 3 实验教学 中心 

21 破碎机 
PEF750X

1060 
20,000.00 2 4 实验教学 中心 

22 红外热像仪 
FLIR 

T400 
348,000.00 1 34.8 实验教学 中心 

23 温度控制仪 
XMTS801

8 
97,200.00 2 19.44 实验教学 中心 

24 电子万能试验机 DDL20 型 350,000.00 1 35 实验教学 中心 

25 差热分析仪 
TG/DTA7

300 
357,000.00 2 71.4 实验教学 中心 

26 2kg真空感应炉 ZG-2 250,000.00 1 25 实验教学 中心 

27 25kg真空感应炉 ZG-25 350,000.00 1 35 实验教学 中心 

28 
炼钢水模试验装

置 
定制设备 80,000.00 1 8 实验教学 中心 

29 
连铸结晶器电磁

搅拌热模拟装置 
定制设备 500,000.00 1 50 实验教学 中心 

30 
150kg中频感应

炉 

GW-0.15-

1/100 
350,000.00 1 35 实验教学 中心 

31 
250kg中频感应

炉 

GW-0.25-

1/160 
400,000.00 1 40 实验教学 中心 

32 高温电阻炉 
HXG-DZ

001 
50,000.00 5 25 实验教学 中心 

33 接触角测量仪 JC2000C1 36,000.00 1 3.6 实验教学 中心 

34 
管式炉（真空气氛

炉） 

GSL-1100

-X-D11-III

型 

28,000.00 1 2.8 实验教学 中心 

35 智能多脉冲电源 
SMD-60P

型 
25,000.00 1 2.5 实验教学 中心 

36 多通道恒电位仪 CHI660D 40,000.00 1 4 实验教学 中心 

37 烧结实验装备 定制设备 
1,500,000.

00 
1 150 实验教学 中心 

38 球团实验装备 定制设备 600,000.00 1 60 实验教学 中心 

39 
钢铁生产过程热

态模拟系统 

转炉、LF、

连铸 

2,000,000.

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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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高温熔点测定仪 定制设备 160,000.00 1 16 实验教学 中心 

41 铸造软件 ProCAST 250,000.00 1 25 实验教学 中心 

42 

连铸喷嘴水流密

度和冲击压力测

试仪 

PZ-W&P-

III 
99,000.00 1 9.9 实验教学 中心 

43 
低速金刚石切割

机 
  12800 1 1.28 实验教学 中心 

44 
单管滑动快速加

热冷却炉 
  27600 1 2.76 实验教学 中心 

45 电化学工作站   52800 1 5.28 实验教学 中心 

46 
双恒电位电化学

工作站 
  60000 1 6.00 实验教学 中心 

47 
Factsage6.5 热力

学计算软件 
  150000 1 15.00 实验教学 中心 

48 高温箱式电炉   49000 1 4.90 实验教学 中心 

49 高温井式电炉   98000 1 9.80 实验教学 中心 

50 高温管式气氛炉   49000 1 4.90 实验教学 中心 

51 
高精度感应加热

装置 
  48000 1 4.80 实验教学 中心 

52 
超声波金属熔体

处理系统 
  200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53 
红外在线连续测

温仪 
  12000 1 1.20 实验教学 中心 

54 激光测距传感器   20000 1 2.00 实验教学 中心 

55 
数显式压力试验

机 
  25000 1 2.50 实验教学 中心 

56 
图像分析自动转

塔显微硬度计 
  29500 1 2.95 实验教学 中心 

57 自动杯突试验机   80000 1 8.00 实验教学 中心 

58 电化学测试仪   38600 1 3.86 实验教学 中心 

59 
高温热天平分析

系统 
  350000 1 35.00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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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高真空多功能单

辊甩带喷铸及非

自耗电弧熔炼炉 

  360000 1 36.00 实验教学 中心 

61 静电纺丝机   130000 1 13.00 实验教学 中心 

62 喷雾干燥机   70000 1 7.00 实验教学 中心 

63 金相试验抛光机   11800 4 4.72 实验教学 中心 

64 
冲击试样液压拉

床 
  13000 1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65 高温熔块马弗炉   33000 1 3.30 实验教学 中心 

66 高温梭式电炉   71000 1 7.10 实验教学 中心 

67 高温箱式电炉   25000 1 2.50 实验教学 中心 

68 高温箱式电炉   34000 1 3.40 实验教学 中心 

69 导热系数测定仪  45000 1 4.50 实验教学 中心 

70 球磨机  4700 2 0.94 实验教学 中心 

71 检验筛  4000 1 0.40 实验教学 中心 

72 颚式粉碎机  2900 1 0.29 实验教学 中心 

73 压样机  5700 2 1.14 实验教学 中心 

74 智能量热仪  60000 1 6.00 实验教学 中心 

75 
哈氏可磨指数测

定仪 
 13000 1 1.30 实验教学 中心 

76 粉体物性测定仪  78000 1 7.80 实验教学 中心 

77 
微机灰熔融性测

定仪 
 42000 1 4.20 实验教学 中心 

78 
反应动力学机理

试验炉 
 290000 1 29.00 实验教学 中心 

79 恒温水浴锅  1100 1 0.11 实验教学 中心 

80 循环水真空泵  8500 1 0.85 实验教学 中心 

81 磁力搅拌器  9450 1 0.95 实验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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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H 计  2129 1 0.21 实验教学 中心 

83 水热合成釜  850 4 0.34 实验教学 中心 

84 机械搅拌器  1540 1 0.15 实验教学 中心 

85 微型电子计算机 HP 3380  3550 100 35.50 实验教学 中心 

86 
全自动炉渣熔点

熔速测定仪 
定制 110000 2 22.00 实验教学 中心 

87 
熔体物性综合测

定仪 
定制 160000 2 32.00 实验教学 中心 

金 额 总 计 1423.70 
  

注：请在备注中注明存放地点在“实践教育中心”或“校外实践基地”，简称为“中

心”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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