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专业发展概况 

1.1 专业发展历程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前身是

成立于 1978年的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农机专业。1985年上海师范学院分院改名为

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并于 1994 年与上海师范大学合并建立新的上海师范大学，

农机专业在此过程共也经历了先改为机械专业，随后拆分为机械制造工艺、机械

设备及自动化两个专业，最后合并成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过程，并

于 2008 年归属到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本专业分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方向 1 个班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中美合作制造工程技术）方向 1个班。其中中美合作制造工程技术方向是与

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以 3+1的模式共同培养本科人才。 

1.2 专业办学经费投入 

专业教学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类：1、学校常规性教育经费投入；2、学校专项

经费（进行专业建设），主要指向学校申请的购买学生实验设备的专业建设经费。

其他来源为学院结余资金用于贴补的费用。业务费支出标准为：生均本科教学日

常运行经费：350 元/生/年；生均本科专项教学经费：150 元/生/年；生均本科

实验经费：100元/生/年；生均本科实习经费：100元/生/年。 

1.3 图书资料 

本专业的图书资料资源来源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在奉贤和徐汇两

个校区都有图书资料室，可提供专业相关图书、杂志的借阅。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除了大量的纸质图书足够满足教师学生的使用以外，还

非常重视电子资源的建设，可供使用的专业电子期刊和电子图书资源非常丰富，

主要包括以下数据库： 

（1）外文专业数字资源 40多种，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直接相

关的资源就有 10多种。其中包括《Nature》电子期刊库、Elsevier(ScienceDirect)

数据库、ISI Web of Science (SCIE, SSCI, A&HCI)、Springer LINK 全文电子

期刊，Springer Link 线上电子图书，Elsevier ScienceDirect Online，Wiley 

InterScience 电子期刊、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等。这些丰富的数据库完全

可以满足科研教学的需要。 

（2）中文专业电子期刊、图书。目前，中文电子期刊和数据库拥有数字资

源有 50 多种，其中与本专业有关的主要有：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万方数据资源



系统、中国期刊全文库(CNKI)、方正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本地镜像)

等。 

1.4 实验室等基本教学条件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具有液压与气动实验室、材料力学实验室、数控实

验室、热处理实验室、金相实验室、机械原理实验室、公差测量室、抛光实验室。

学院层面建立的创新实验室包括测控技术实验室、机电一体化实验室、综合设计

与仿真实验室、机器人技术实验室、物联网技术实验室和 3D成型与制作实验室，

可供学生课外进行创新实践。金工实习工厂配备有铣床车间、刨工车间、焊工车

间、磨床车间、车床车间、钳工车间供学生进行实习。实验室均有专业实验室管

理规章，有实验室使用记录，并且配备了专门的人员对实验室进行管理、维护和

更新，以备教师和学生能够顺利使用。 

1.5 在校师生数及师生比 

2014 年本专业国内班在校学生数为 177，中美班在校学生为 199。专任教师

人数 14 人，师生比约为 1:27。 

1.6 一志愿录取率、新生报到率、学生转入转出人数 

2014 年本专业国内班招生人数 51，一志愿录取率为 86%；新生报到人数 50，

报到率为 98%，学生转出人数 2。中美班招生人数 34，一志愿录取率为 71% ；报

到人数 34，报到率 100%，学生转入转出人数 0。 

2、专业定位、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 

2.1 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定位于上海市机械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的发

展需要，以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培养具有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及应

用能力，能在机械制造领域从事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应

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机械设计制造领域具有一定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

工程技术人才。 

通过本专业四年的学习，学生将掌握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及自动

化等方面的基本技术和基本知识，接受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机械产



品设计、制造、设备控制等方面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将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

能力： 

1．具有数学及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机械工程科学的知识和应用

能力； 

2．具有制订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3．具有设计机械系统、部件和工艺的能力； 

4．初步掌握机械工程实践中的各种技术和技能，具有使用现代化工程工具

的能力； 

5．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6．具有团结合作精神和一定的交流沟通能力； 

7. 具有国际视野、终身教育的意识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2.2 培养方案 

本专业培养方案分为三个模块：课堂教学、课内实践性教学以及课外学习与

实践。 

课堂教学模块包括三部分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

程。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人文社科、英语、计算机、体育、军事等公共必修课。

这些课程作为必修素质修养课，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以

及计算机、英语等的基础知识，为完成四年的学业打好基础。专业基础课程包括

专业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中的专业平台课。这些课程涵盖了自然科学基本知识，

机械设计、制造基本知识，电工电子技术基本知识，计算机应用以及测控基本知

识几大门类，主要是为了培养机械设计制造领域工程技术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能力。专业方向课可使学生在较高年级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选择相

关领域的课程。其中的任意选修课是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空间，补充和完善学生

的知识结构，从而实现个性全面发展与服务社会实践的协调统一。 

课内实践性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这一模块包括实

习、实训、课程设计、创新实践及毕业设计等课程。这一系列课程的设置是为了

帮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应用实践相结合，并在应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课外学习与实践是课堂教学与实践的有益延伸。这一模块为学习能力较强或

有进取精神的学生提供了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的平台。通过这一模块各种形式的学

习或实践，可使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培养。 

2.3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限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与实践性

环节五个类别。总学分为 167，实践性环节除了培养方案中的实践课程 25.5 学

分之外，还包括课内实验部分（约 17 学分），因此总的实践教学为 42.5 学分，



占总学分的 25.5%。总学时数为 2700，其中实践环节 18周，创新实践课程 2周，

毕业设计 10周，合计 30周；每周计 36学时，实践学时为 1080，占总学时的 40%。 

 

表 2-1  各类课程学分数学时数 

  学分数 % 学时数 % 

公共必修课(学位课) 26 15.6  448 19.2  

公共必修课(非学位课) 20 12.0  352 15.1  

专业必修课(学位课) 35 21.0  576 24.7  

专业必修课(非学位课) 20.5 12.3  352 15.1  

限定选修课 32 19.2  480 20.5  

任意选修课 8 4.8  128 5.5  

实践性环节 25.5 15.3      

总计 167 100  2336 100  

3、教师队伍 

3.1 教师数量与结构 

本专业目前有 15 名专任教师。职称结构是教授 3 名，副教授 5 名，高级工

程师 1名，讲师 6名。有 7名教师具有行业经历，其中林军教授在东风汽车公司

设备制造厂设计科有 24 年的任职经历；陈玉娟副教授曾在秦山核电站担任 4 年

的高级工程师。学历分布为 9人具有博士学位，6人具有硕士学位。从年龄结构

来看，50 岁以上的教师 5 名，35-50 岁教师 8 名，35 岁以下教师 2 名，三个年

龄段结构比例为 5：8：2。 

本专业聘请多位行业里具有深厚技术背景以及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担

任兼职教师，为学生开设讲座、指导毕业论文以及学生实习工作。主要兼职教师

情况如下： 

1）李斌（兼职教授） 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技师协会首席技师，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陈贤国（兼职教授）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厂总工程师。 

3）钟建成（兼职教授） 上海明兴开城超音波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4）袁旭军（兼职教授） 上海科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 

3.2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教师队伍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打造一支高素质、结构合

理的教师队伍则是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当中的一项重要条件。 

目前，本专业教师结构还存在青年教师所占比例较少，缺乏在本领域享有较



高知名度、具有突出科研能力的领军人物，一部分教师实践操作能力还不够强等

不足。因此，专业的师资队伍规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从国内外的著名大学引进若干名优秀的青年博士生，作为专业发展改革

的动力源。 

2）利用学校的激励措施，注重引进具有突出科研能力知名教师，以帮助专

业科研水平的提升。 

3）对本专业现有教学人员，根据其年龄、学历、特长合理安排进修，除了

在职学习以外，还要安排一定的脱产进修，包括在企业参加实践锻炼，以及到国

内重点高校或国外研修。 

3）适当引进机械制造企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

来担任兼职教师，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4）逐步形成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保证核心课程建设取得成果。 

3.3 教师的教学工作 

本专业的 15 名专任教师都能履行岗位职责，遵守学术道德，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热心与学生交流，指导学生学业成长。李光布老师在教学上采用思想引

导为先,本专业有一些学生存在怕学、不喜欢学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李光布

老师在课堂上先介绍本行业的优势，再谈个人的理想和目标以及如何学好本专业

的方法，这种办法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学内容上，李光布老师

精心准备每一节课，尽管他已是一位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教师，可每次上课之

前，还是要花费 1到 2个小时的时间认真准备。在课堂教学中，李光布老师针对

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详细分析，还把自己在项目实践中的经验也添加到教学

活动中，使学生及时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李光布老师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

时，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近年来，发表论文有 1篇被 SCI检索，先后负责企事

业委托项目 1项、上海市科委项目 1项、上海师范大学项目 1项。 

林军老师是学院的院长，也是本专业一名优秀的班导师。林军老师曾担任

07机械国内班的班导师和联系 10机械国内班的院领导工作。在担任班导师工作

期间，她除了在生活上关心学生，她还总是深入到学生当中与同学交流谈心，及

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基本情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经过 4 年的精心指导，她担任班导师的班级里 42 名同学均顺利完成学业，

并有 10 几位同学考入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知名院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班级

的陈连豪同学在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后，在 GE 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依靠自己扎实的

理论知识以及出色的现场表现，击败了数名来自知名高校的竞争对手，以优异的

成绩被公司技术开发部录用。由于工作繁忙，2012 年以后林军老师不再担任班

导师工作，但她并没有忘记自己教书育人的职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经常和

学生党员交流谈心，解决他们思想上、学习上碰到的困难，并指导学生参加科技



创新项目和科技竞赛。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多名学生在上海市“科创杯”、“上

汽教育杯”以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竞赛中获得二、三等奖项。 

本专业专任教师都能够按照教学要求，在教学准备、课堂教学、实验教学、

课外辅导、作业批改和学生评价等教学环节中，认真完成教学任务。本专业学生

对于任课教师的总体评价较好，2013-2014 学年第 2 学期共有 11 名教师开设的

20 门课程参与学生评价，学生参评率为 96%，平均得分 4.71 分，最高 4.97 分，

最低 4.18分。 

3.4 教师的科研情况 

本专业教师一直致力于科研学术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

表。近三年来，超过 90%的教师参与与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并且正式发表科研

论文，有多篇论文被 SCI、EI 类期刊录用。本专业教师部分代表性学术论文情况

如下表所示： 

 

表 3-1  专任教师撰写或发表的科研论文（2014年） 

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刊物（或签定者） 

出版时间

（或签定时

间） 

1 
数字化核电厂主控制室温湿

度控制设计优化 
陈玉娟 原子能科学技术 2014-11-01 

2 

A modified Johnson-Cook 

model of dynamic tensile 

behaviors for 7075-T6 

aluminum alloy 

张鼎逆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4-10-24 

3 

study of 

serial-communication in 

oil depot monitor system 

董淑冷 EEPE 2014 2014-06-14 

4 

Normal Method for Tooth 

Surface Generation of 

Helical Gear 

林菁 

Advanced in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 

2014-04-19 

5 
基于以太网的分布式煤矿温

度远程监控系统 
陈玉娟 制造业自动化 2014-01-10 

 

4、专业教学 

4.1 专业课程教学情况 

本专业 2014年开设课程情况如表 3-2所示： 



 

表 3-2  专业开设课程数、课程教学班数和总学分数统计表（国内班） 

序号 时间 

开设

课程

数 

正教

授上

课的

课程

数 

课程

教学

班数 

正教授

上课的

课程教

学班数 

专业开

课总学

分数 

正教

授上

课的

总学

分数 

1 
2013-2014 学年第 2学

期 
21 2 21 2 51.5 5 

2 
2014-2015 学年第 1学

期 
23 4 23 4 57 10 

        
        

表 3-2  专业开设课程数、课程教学班数和总学分数统计表（中美班） 

序号 时间 

开设

课程

数 

正教

授上

课的

课程

数 

课程

教学

班数 

正教授

上课的

课程教

学班数 

专业开

课总学

分数 

正教

授上

课的

总学

分数 

1 
2013-2014 学年第 2学

期 
29 4 32 4 61.5 11 

2 
2014-2015 学年第 1学

期 
29 5 32 5 60 14 

 

本专业 2014年开设课程情况如表 3-3所示： 

 

表 3-3  专业新开本科课程数和教学班数统计表 

序号 时间段 新开本科课程数 
新开本科课程教学班

数 

1 2013-2014学年第 2学期 1 1 

2 2014-2015学年第 1学期 1 2 

 

专业教材在选用时以各专业教学计划、培养目标、教学大纲为依据，并根据

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和教学的适用性原则选用适合本校实际的正式出

版的教材。课程教材选用时择优选用国家规划和精品教材。 

专业部分教材的选用情况如表 3-4、3-5所示： 

 

表 3-4 本专业 2013-2014学年第 2学期部分教材预定统计表 

教材书名(版别) 作者姓名 出版社名称 学生班级 课程名称 

PLC 编程及应用 廖常初 机工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可编程控制器 



机械工程专业英

语 
司徒忠等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专业英语 

：《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C语言描

述）》 

 陆黎明，

朱媛媛，

蒋培 

科学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C语言 

金属切削原理与

刀具 
陆剑中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中美、

国内 

金属切削原理与

刀具 

工程材料与成形

技术基础 
庞国星 机械工业出版社 

13机械中美、

国内 

工程材料及成型

技术 

电工学（第七版）

（上册）——电

工技术 

秦曾煌 高教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电工技术 

电工学（第七版）

（下册）——电

子技术 

秦曾煌 高教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电工技术 

制造工程与技术

(机加工)(英文

版)及学习辅导 

(美)S.卡

尔帕基安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中美 机制工艺 

材料力学  第 5

版 影印版 

Mechanics of 

materials        

fifth edition    

R.C.Hibb

eler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材料力学 

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  
于骏一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 

机械制造工艺学

课程设计指导书 
赵家齐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机械制造技术课

程设计 

《材料力学 I 第

五版》 
刘鸿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材料力学 

机电传动控制

（第五版） 
邓星钟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1机械中美、

国内 
机床电控 

金属切削机床概

论（第 2版） 
贾亚洲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机电传动控制 

 

表 3-5 本专业 2014-2015学年第 1学期部分教材预定统计表 

教材书名(版别) 作者姓名 出版社名称 学生班级 课程名称 

冲压工艺与模具

设计（2012第一版

第 14次印刷） 

姜奎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中

美、国内 
模具设计 

金属切削机床概

论 
贾亚洲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机械中美 金属切削机床 

机械工程控制基

础 
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1机械中美 

机械控制工程基

础 

http://www.golden-book.com/search/search.asp?key1=%C5%D3%B9%FA%D0%C7
http://search.wl.cn/search.aspx?producttype=1&author=(%e7%be%8e)S.%e5%8d%a1%e5%b0%94%e5%b8%95%e5%9f%ba%e5%ae%89(SeropeKalpakjian)+(%e7%be%8e)S.R.%e6%96%bd%e5%af%86%e5%be%b7(StevenR.Schmid)
http://search.wl.cn/search.aspx?producttype=1&author=(%e7%be%8e)S.%e5%8d%a1%e5%b0%94%e5%b8%95%e5%9f%ba%e5%ae%89(SeropeKalpakjian)+(%e7%be%8e)S.R.%e6%96%bd%e5%af%86%e5%be%b7(StevenR.Schmid)
http://search.wl.cn/search.aspx?index=3&q=%e6%9c%ba%e6%a2%b0%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


CATIA V5从入门

到精通(2010年第

一次印刷) 

李成 人民邮电出版社 
11机械中

美、国内 
Cateria 

液压与气压传动 

第 3版 
左健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机械中

美、国内 
液压与气压传动 

机械设计基础 师素娟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2机械中

美、国内 
机械设计基础 

PLC编程及应用 廖常初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可编程控制器 

单片机应用系统

设计技术——基

于 C51的 Proteus

仿真 

张齐  朱

宁西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互换性与技术测

量 
杨铁牛 电子工业出版社 

12机械中

美、国内 

互换性与技术测

量 

 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图册（第 3 版） 
龚溎义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设计 

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手册（第 3 版）

（附光盘） 

吴宗泽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设计 

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手册 
傅燕鸣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设计 

电工学第七版（上

册） 
秦曾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机械中

美、国内 
电工电子学Ⅰ 

电工学第七版（下

册） 
秦曾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机械中

美、国内 
电工电子学Ⅰ 

Theoretical 

Mechanics理论力

学 

赵春香 哈工大出版社 13机械中美 理论力学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第六版） 

朱辉 曹

桄 唐保

宁 陈大

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4机械中美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习题集（第六

版） 

朱辉 曹

桄 唐保

宁 陈大

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4机械中美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 

数控技术 李斌 华中科技大学 11机械国内 数控原理 

数控机床加工程

序编制（第 4 版） 
顾京 机工版 11机械国内 数控编程与实践 

数控车宏程序编

程实例精讲 
沈春根 机工版 11机械国内 数控编程与实践 

先进制造技术 孙燕华 电子工业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先进制造技术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E2%D7%DA%D4%F3&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FANUC数控宏程序

编程技术一本通 

[印度] 

S.K.Sinh

a 著 段

振云，赵

文辉，李

强，谷艳

玲 译  

科学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数控编程与实践 

数控编程与加工

技术 

周保牛 

黄俊桂 
机工版 11机械国内 

数控加工技能训

练 

数控编程手册 
彼得·斯

密德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11机械国内 

数控加工技能训

练 

数控线切割编程

100例 

高长银，

黎胜容 

编  

机工版 11机械国内 
数控加工技能训

练 

模拟电子技术（英

文版） 

（美）博

伊斯坦 

电子工业出版社 12机械中美 电子技术 

电路基础（英文

版·第 5版） 

（美）亚

历山大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机械 电子技术 

单片机应用系统

设计技术——基

于 C51的 Proteus

仿真 

张齐  朱

宁西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机械工程控制基

础 
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机械工程控制基

础 

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 
杨晓兰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2机械国内 

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 

理论力学（I） 

哈工大理

论力学教

研室 

北京：高教出版社 13机械国内 理论力学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第六版） 

朱辉 曹

桄 唐保

宁 陈大

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4机械国内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上） 

Solidworks2013

中文版基础应用

教程（第 2版） 

赵罘 刘

玥 刘玢 
机械工业出版社 

14机械中

美、 国内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 

机械制图测绘实

训 

王家祥 

陆玉兵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4机械中

美、 国内  

画法几何及工程

制图 

 

本专业老师努力采用多种手段来丰富专业教学资源。借助学校课程中心这个

平台，专业内的多门精品课程建立教学网站，采用以课堂教学为主，网上教学为

辅的教学手段，构建课程的开放式教学平台，作为现代教学模式的尝试。 

本专业还发挥学院合作办学的优势、依托与美国戴顿大学合作的平台进行全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A9%D2%C1%CB%B9%CC%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2%A9%D2%C1%CB%B9%CC%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英语或双语教学。引进国外原版的教材，编写英文讲义，课件和补充资料，拓宽

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每学期，专业都聘请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外籍教师担任核心

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 

本专业培养方案中设置的每一门课程都配有教学大纲，课内开设实验的课程

还配有实验教学大纲。学院每年会对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审核、修订，修订过程

中，充分听取专业教师、实验室教师、实习基地兼职教授、企业专业人员的意见，

使培养方案更贴近社会的需求。配合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大纲

都会作相应修订，并上交校教务处汇总成册。每学期开学两周内，任课教师需在

开学两周内将担任课程的教学进度表提交给教务员，学院根据教学进度表安排抽

查教师的教学进度。 

4.2 实践教学环节 

本专业一直重视实验室的软、硬件投入，近三年的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和投入

如下：     

2012 年：机械工程专业实验室投入近 54 万购置了机电液气综合实验台和挖

掘机实训台；  

2013 年：机械工程专业实验室投入近 60 万，更新了机械基础实验室设备、

制图模型、模具设计设备等； 

2012-2013年，市教委专项两个，电工电子基础实验室建设专项和创新实验

室建设专项，前者投入约 283万，后者投入 230万。 

第一专项主要用于基础实验室内涵建设，主要更新了电工电子技能实训实验

室、建设部分创新实验室、建设了实验室信息化管理平台等； 

第二专项主要是创新实验室建设，目前建立了测控技术实验室、机电一体化

实验室、综合设计与仿真实验室、机器人技术实验室、物联网技术实验室和 3D

成型与制作实验室。 

2014 年本专业开设实验课程如下： 

 

表 4-1  为各年级在校学生开设的主要实验课程名称 

2013-2014学年第 2学期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对象 

学时或

周数 
学分 

1 PLC PLC控制器设计与实现 11机械国内 14 课内实验 

2 金属切削机床 切削机床使用 11机械国内 4 课内实验 

3 金属切削机床 
机床切削金属原理与实

践 
11机械国内 4 课内实验 

4 测试技术 测试技术实验 11机械中美 8 课内实验 

5 
数控编程与实

践 
数控机床编程与设计 11机械中美 22 课内实验 



6 数控实训 数控机床编程与实现 11机械中美 3周 3 

7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原理 12机械国内 10 课内实验 

8 电工技术实验 电工技术基本实验 12机械国内 8 课内实验 

9 金工实习 
车工、钳工、铣工、刨工、

磨工、焊工 
12机械国内 3周 3 

10 汽车概论 汽车原理 12 机械国内 6 课内实验 

11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原理 12机械中美 10 课内实验 

12 
电工电子技能

训练 

电子技术实践，电工技

术实践 
12机械中美 2周 2 

13 
电子技术实验

（数电） 
数字电路实验 12机械中美 8 课内实验 

14 工程材料 
测试工程材料的机械性

能以及材料结构 
13机械国内 8 课内实验 

15 工程材料 
测试工程材料的机械性

能以及材料结构 
13机械中美 8 课内实验 

            

      
2014-2015学年第 1学期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对象 

学

时

或

周

数 

学分 

1 数控编程与实践 数控机床加工实验 
11机械

国内 
20 课内实验 

2 
数控加工技能训

练 
数控机床加工实验 

11机械

国内 

3

周 
3 

3 金属切削机床 机床切削金属原理与实践 
11机械

中美 
4 课内实验 

4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基于 MCS51的单片机设计与实

现 

12机械

国内 
27 课内实验 

5 电工电子学实验 电工电子线路试验 
12机械

国内 
7 课内实验 

6 电工电子学实验 电工实验、电子实验 
12机械

国内 
7 课内实验 

7 
互换性与技术测

量 
机械互换性技术测量实验 

12机械

国内 
11 课内实验 

8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实验 
12机械

国内 
9 课内实验 

9 液压与气压传动 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实验 
12机械

国内 
9 课内实验 

10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基于 MCS51的单片机设计与实

现 

12机械

中美 
21 课内实验 

11 互换性与技术测 机械互换性技术测量实验 12机械 11 课内实验 



量 中美 

12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实验 
12机械

中美 
9 课内实验 

13 液压与气压传动 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实验 
12机械

中美 
9 课内实验 

14 电工电子学实验 电工电子线路试验 
13机械

国内 
7 课内实验 

15 电工电子学实验 电工实验、电子实验 
13机械

国内 
7 课内实验 

16 电工技术 电工技术实践 
13机械

中美 
5 课内实验 

17 金工实习 
车工、钳工、铣工、刨工、磨工、

焊工 

13机械

中美 

3

周 
3 

 

本专业实验大纲由理论课任课教师与实验指导教师共同制定。每年专业都要

组织教师依据新修订的培养方案对实验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并上交校教务处汇总

成册。 

专业开设的每一个实验都配有实验指导书。实验完成后，学生需完成并上交

实验指导书，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验完成情况以及实验指导书填写情况为学生打分。 

本专业课内的实习课程包括 1周的见习实习、3周的金工实习以及 8周的专

业实习。 

见习实习安排在一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形式是带领学生到实习基地或其他相

关企业参观学习，目的是使学生现场了解机械设计、制造的具体流程，增进学生

对专业培养目标的理解，也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金工实习安排在二

年级第一或第二学期进行。内容是使学生在学院金工实习工厂熟悉并掌握车、铣、

刨等传统机械加工方法以及热加工基本工艺。专业实习安排在四年级第二学期进

行。学生的专业实习往往和毕业设计相结合，在实习基地或相关企业完成。 

以上每项实习都有明确的实习目标和内容，并配备实习指导老师和带队教师。

实习完成后，学生需提交实习报告，由指导教师评阅打分后上交存档。对于专业

实习，专业负责人还要根据学生实习情况完成实习总结，提交给校教务处实习办

公室并存档。 

本专业建设的实习基地如表 1-1所示，其中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为上

海市教委示范实习基地，也是专业聘请的兼职教授李斌老师的工作单位。 

 

表 4-2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和利用情况 

基地单位名称 
承担的教学

任务 

实习单位派出

指导教师人数 

接受学生人数

或受益学生人数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见习实习 5 94 



上海科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实习、毕

业设计 
3 4 

上海明兴开城超音波有限公

司  

见习实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设计 

3 94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专业实习 2 5 

上海师明机械厂 见习实习 2 94 

 

2014 年本专业学生国际交流情况如下： 

 

表 4-3  学生国际交流情况（2014年） 

序

号 
学生姓名 

出国、回国

时间 

地点（国

家及高

校） 

项目名称或学习的主要内容 

1 张优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2 叶赟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3 李岳峰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4 陆东华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5 周轶卿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6 张彧晟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7 汤汉森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8 彭述曼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9 陆小蕾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10 米思雨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11 杨冰颖 14/7-15/6 
美国戴顿

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美国戴顿大学合作举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项目 

 

4.3 毕业设计（论文）情况 



2014 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内班有 47名同学参加毕业设计，所有同

学都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美班毕业生共 51 人，

其中 5 人在美国戴顿大学完成了毕业设计，剩余 46 人在国内完成毕业设计并通

过毕业答辩。参与指导毕业设计的本专业教师有 13 人，其中教授有 3 人，副教

授 5人，讲师 5人。另有 2名兼职教授也参与指导了毕业设计。 

学生的毕业设计题目来自科研课题、生产社会实际或学生自选，所有学生都

做到 1人 1题；选定的题目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5、教学管理 

5.1 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在教学组织管理方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红钻也遵循校院系三级管理

机制： 

第一级学校层面的管理，主要是以学校分管副校长和学校教务层面的负责人

为主； 

第二级学院层面的管理，以分管教学副院长为主，下设教务办公室，教务人

员分管不同专业；另外设置有档案员岗位，负责教学档案归档工作； 

第三级系层面的管理，以专业所在的机械系主任为主，成立系教务小组。 

除了行政上的组织管理之外，本专业在本科教学层面有专业负责人一职，专

门负责本科教学专业质量总体把控。 

学院制定的各专业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有： 

《全日制本科教学工作指导意见》、《全日制本科教学工作行为规范简则》、

《实验指导教师教学规范守则》、《听课制度》、《关于评选本科优秀毕业设计

的实施办法》、《关于为低年级行政班配备班导师的暂行规定》、《双语教学实

施办法的暂行规定》、《专业建设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等。 

另外，针对实验室管理，还有： 

《关于加强实验室建设的意见》、《实验室建设工作条例》、《实验室教学

人员管理守则》、《实验指导教学人员守则》、《实验室管理守则》、《学生实

验守则》、《实验仪器设备及耗材的管理规定》、《设备管理制度》、《实验指

导教师教学规范守则》等。 

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大纲齐全。教学过程文档基本齐全。 

5.2 质量监控 

专业在本科教学质量跟踪评估方面初步建立了一套精细、有效的措施机制。 

1、严格执行学校、学院关于本科教学管理方面的文件和实施细则，如本科

生导师制暂行条例、答疑、临时调课、停课、调换教师申报制度，学生学籍管理

办法等，我系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在本专业内部建立了有系主任、支书、

副主任等组成的教学质量督导小组，监督本科的教学质量情况。 



提倡科学、高效、简洁的教学管理程序，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及时传达学校

各类教学文档，收集、分析、汇总教学信息，并向教务管理部门及时反馈相关信

息，通过 Email和学院本科网页发布各类师生们关心的信息。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开课情况表、教材征订、成绩登记单、实习计划、教学日历等本科教学档案

均存档。 

2、逐步完善教学质量标准。 教学质量评价的依据除课堂教学情况外，还包

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试卷分析》、《实验大纲》、《实验考核表》、《实习

实践总结》、《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记录》等。根据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规范，明

确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涵盖课堂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考核、毕业论文

（设计）等多方面内容，并严格执行。 

3、建立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每个学期定期召开各个年级学生座谈会，及

时了解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教师讲课质量监督评价机制包括学生

评教、教师互评、督导小组评教等。 

4、充分利用教学质量评价渠道，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教学质量评价渠道主要包括随堂听课与网络评价两种。随堂听课制度覆盖对

象包括本专业所有课程（含实验课程），听课人员包括系科领导、同行教师、资

深教师等。同行教师主要听取与本人相关的课程教学过程，吸取经验并提出不足。

资深教师主要对年轻教师给予教学方式方法上的指导意见。发挥教务处的网络评

教系统，督促学生在系统开放期间积极登录并对本专业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量化

评价。在得到学生们对每门课程的评测结果后，认真分析研究出现的问题，并且

与相关老师沟通交流，适时进行整改。  

5.3 学生服务 

1、关注大学新生的早期适应问题。本专业结合自身特色和新生入学的需求，

在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了《专业导论》课程，以指导新生了解和认识专业，适应

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学习团队合作。  

2、每班配备班导师对学生进行专业上的指导，配备了学长兼职辅导员以过

来人的经验给予学生专业学习上的指导和帮助。 

3、开设了职业生涯就业指导课，1 个学分，通过专业的授课，指导学生及

早规划职业生涯，如何制作简历，如何在面试中表现良好，分析当前就业形势，

让同学们为将来及早做好准备。 

6．教学效果 

6.1 学生成绩 

2014-2015学年第 1学期学生学习成绩情况如下： 



 

表 6-1  2014-2015学年第 1 学期学生学习成绩绩点分布 

国内班 

年

级 

成绩累计平均绩点分布 

[3.5，4.0] 3.0，3.4] [2.5，2.9] [2.0，2.4] [0，1.9]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一 3、6% 9、17% 8、15% 7、13% 25、48% 

二 0、0% 4、9% 9、21% 9、21% 21、49% 

三 1、2% 6、14% 6、14% 8、19% 22、51% 

四 0、0% 5、12% 10、23% 23、53% 5、12% 

 
中美班 

年

级 

成绩累计平均绩点分布 

[3.5，4.0] 3.0，3.4] [2.5，2.9] [2.0，2.4] [0，1.9]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学生数、占比 

一 1/2.94 1/2.94 3/8.82 5/14.71 24/70.59 

二 0/0 0/0 3/6.38 8/17.02 36/76.60 

三 0/0 2/3.39 7/11.86 21/35.59 29/49.16 

四 0/0 3/5.09 6/10.17 43/72.88 7/11.86 

 

2014 本专业学生重修和补考情况如下： 

 

表 6-2  学生补考人数和重修人数统计表（国内班） 

序

号 
学期 补考人数 补考人次 重修人数 重修人次 

1 
2013-2014学年第 2学

期 
57 79 40 87 

2 
2014-2015学年第 1学

期 
87 116 37 83 

            

      
学生补考人数和重修人数统计表（中美班） 

序

号 
学期 补考人数 补考人次 重修人数 重修人次 

1 
2013-2014学年第 2学

期 
50 71 55 83 

2 
2014-2015学年第 1学

期 
74 83 37 60 

 

2014 本专业学生四、六级通过情况如下： 

 



 

表 6-3  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情况（国内班） 

语种 
二年级学生 四年级学生 

学生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学生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CET4 43 30 70 43 36 84 

CET6 / / / 43 19 44 

       
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情况（中美班） 

语种 
二年级学生 四年级学生 

学生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学生数 通过人数 通过率 

CET4 47 38 80.85 59 59 100 

CET6 / / / 59 22 37.29 

6.2 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014 本专业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活动项目及各类学科竞赛情况如下： 

 

表 6-4  大学生创新活动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级别 备注 

1 智能主动数字降噪耳罩 张博强 何凤琴 市级   

2 两轴联动的折百叶机 李卓炎 林军 市级   

3 可穿戴上肢康复结构 赵英良 王丽慧 市级   

 

表 6-5  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及各类获奖情况 

序

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获奖情况 

1 
上海市第三届大学生

机械工程创新大赛 
上海市教委 

赵智超、姚佩鹏、

付克阳、陆东华 

林军、周

华 
三等奖 

2 
第四届上海市“上图杯”

先进成图技术大赛 
上海市教委 陈楚艺、王炎峰 

蔡丽安、

周华 

一等奖 陈

楚艺，二等

奖 王炎

峰。 

3 
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上海市教委 

胡靖、王振宇、徐

嘉唯 
王丽慧 三等奖 

 

6.3 学生的毕业率、就业率等 

2014 本专业应届毕业生毕业率及学位授予率情况如下： 



 

表 6-6本专业学生毕业率、学位授予率 

项目 国内班 中美班 

应届毕业生数 47 51 

实际毕业的应届生数 44 49 

应届毕业生的毕业率 94% 96.08% 

应届毕业生获学士学位数 38 48 

应届毕业生的学位授予率 81% 94.12% 

 

2014 本专业应届毕业生签约人数 88 人，签约率 60.27%；就业人数 111 人，

就业率，76.03%。 

7．专业办学特色和优势 

1）深化校企合作，共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工科专业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生产企业的支持和配合，因此，

本专业不断推进与实习基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切实从“学”和“用”两个方面

锻炼学生的应用能力。 

专业每年定期召开实习基地合作研讨会，请合作企业的负责人就专业培养目

标、规格，企业对专业人才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以及本专业领域的新技术发展等

议题献言献策，作为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及改革的重要参考。 

对于一些重要的专业课程教学，如液压与气压传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

械设计以及模具设计等，除了做好常规的课堂教学外，还留出一定的学时进行现

场教学。把课堂转移到生产车间中，让学生面对实实在在的加工设备进行理论知

识的学习。在现场教学时，还请来企业资深的工艺工程师或设计工程师，结合企

业的生产特点或流程来讲解课程相关知识。 

与企业广泛沟通，选取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或者技术革新中比较适合的项

目作为学生创新实践课程项目，或者作为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项目，使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在全部理论课程学习结束之后，学生利用约半年的时间进驻实习基地，在企

业工程师的指导下直接参与企业产品设计、制造、装配、包装以及运输的整个流

程。在这个期间，学生可有效地在学校学习和企业生产之间搭建起连接的桥梁，

实现从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转换，从知识、能力以及心理几个方面为毕业后的就业

打好基础。 

2）注重特色，实现学生实践技能“点”式突破 

在与企业的多次座谈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很多本科毕业生存在学校学习和工

作实践脱节的问题，看上去学习了很多知识，可在工作时又很多东西都不会，特

别是当企业对某项知识或技能有特别的要求时，学生就更无所适从。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结合本专业的实际情况，我们计划抓住两个点使学生的实践技能得到提



升。第一个点是数控加工技能，主要通过数控加工与编程理论课程及课内实验的

学习、数控加工实验室开设的数控实训以及学生课外的技能训练来实现。第二个

点是 PLC 编程及控制技能，计划通过建立机电控制实验室，配置相应软、硬件

设备，聘请具备丰富 PLC 编程及控制经验的兼职教授作为主要指导教师，使学

生在 PLC/HMI 编程方面获得具有一定深度的实践训练。通过这种实践技能重点

突破的方式尝试培养可直接满足企业需求的毕业生，为学生将来走出校园、走上

就业奠定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构建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特色。 

3）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依托中美合作办学的特色和优势，每学期专业都引进 2-3名资深外籍教师承

担多门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并参与到课堂教学、实验、作业及考试等各个

教学环节。为了利用好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专业积极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内容及

教法的改革，全面学习并吸收国外教学中的先进内容、技术、理念和方法，并融

入到本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此外，专业还鼓励承担中美班级课程的任课教师

与外教合作编写中英文双语教材以及全英文讲义，这些讲义不仅在中美合作班级

使用，还在非合作办学班级推广应用，以拓宽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的国际化视野。 

专业非常注重与这些欧美国家高校相关专业的沟通与交流，积极借鉴与学习

这些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的新理念。目前，专业正计划引进美国 Oregon 

Institute and technology 的 Lean Manufacturing 课程，希望通过这一课程的

引进使学生具备精益生产的基本理念。今后，专业还计划逐步引进项目管理、清

洁能源能课程，目的是使我们的毕业生具备国际制造业领域的新理念和新知识。 

4）注重教师职业发展，构建实践强、眼界宽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可靠保证。为弥补部分青年教师生产实践

经验较为缺乏，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每年专业都选派青

年教师赴合作教育基地进行企业践习，深入学习机械零件的加工工艺方法和流程

并熟悉企业的生产特点。目前本专业已有 2 位教师圆满完成了企业践习任务，1

位教师正在进行践习。通过企业生产第一线的学习与锻炼，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合作办学的发展以及学生国际化视野的培养离不开教师外语能力的提高以

及专业知识领域的拓宽，因此专业还每年选派优秀专业教师去美国戴顿大学或其

他知名高校相关专业进修教学、教法。还选派教师到德国相关职业培训机构学习

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使教师在专业教学中

立足点更高，视野也更开阔。 

8．专业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8.1 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本专业在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很多方面还不能

完全适应社会需求和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与专业提出的建设要求也还

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 

（1）学科基础较弱。教师整体科研能力不强，尤其是纵向的国家级项目很

少，还做不到以科研带动和促进教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专业方向和学校优势

学科资源结合不足，教师们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科研团队，难以形成能促进教学工

作的科研方向。同时，学科发展没有进入良性循环，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本科生

源质量。 

（2）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教学改革与机械制造业对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

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8.2 改进措施 

（1）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重视能力培养的转变。 

（2）充分考虑专业教学必须与制造业紧密结合，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目

标，对课程设置、学分计划、学时分配、内容选取，实验项目和实践创新等进行

多方位分析，优化课程体系。 

（3）加强教学过程的课程连贯性，注重课程衔接，增加基础理论课程中的

专业应用举例，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注重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效果，通过选题

审查、小组指导等举措，切实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逐步增

加以产品和项目为核心的实践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

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各方面得到综合提高。积极鼓励并大力支持学生参加

各种学科竞赛，建立一定的激励教师指导和学生参加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