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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改革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材料力学为例，通过分析目前课程教学的现状，参考相
关文献，指出了当前在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课堂实验、多媒体教
学和CAE软件辅助教学等教学改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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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refor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is paper takes material mechanics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and refers to
related documents. It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form,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pose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methods such as experiment,
multimedia teaching and CAE software assist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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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材料力学是很多工科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也是进一步深入学习近代固体力学的重要基础。目前
国内外大多数用的课本是由浙大刘鸿文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材料力学》，比较经典，很适合
普通工科专业学生阅读。材料力学是研究杆状结构在不同受力情况下(例如在弯矩、剪力和扭转作用下)
结构内部除了满足应力应变、稳定性、破坏条件、结构位移等关系，还需要满足强度、刚度、稳定性的
要求的一门基础课程[1]，是学习其它工科专业课程的重要基础，同时与工程实践紧密联系，因此，无论
对学生以后的工作还是科研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目前，随着新技术、新工科的不断发展，材料力学
不管是授课形式、内容、方法还是学生们的学习模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材料力学上的改革探索
刻不容缓[2] [3]。

2. 当今存在问题
开设此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们运用材料力学的基本知识，得到杆件相应的破坏界限，再结合专业
背景知识，达到解决工程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而目前，在教学形式上仍是教师在讲台前按照书本的框架按部就班地进行授课，并辅以大量习题资
料作课后学习强化，然而学生仍是处于被动式接受知识的状态；在教学手段上仍然是传统的黑板式教学
授课，存在教学进程较慢、受力变形示意图展示不足等问题；学生们仍处于查阅资料能力较低，对知识
点的来源过程认识模糊，以及缺乏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状态。

3. 教学改革的措施
3.1. 拉近距离的“开学第一课”
由于如材料力学的知识点较多、公式复杂，对刚接触该门课的学生具有一定难度，心里容易产生抵
触情绪，因此开学的第一课至关重要。通过开学第一课拉近学生和材料力学的距离，例如：老师可以在
讲述材料力学的基本知识时，为同学们展示一些实际工程上，由于强度、刚度、稳定性问题所引起的结
构破坏实例。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们对材料力学的学习兴趣，
还可以让学生们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在进一步的教学中，由于此项课程知识点众多，课程中较难的部分，
授课时可以省略，以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基础概念知识的讲解。老师可以结合一些小实验来增强学生对
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在材料拉伸时的力学性能上，可以通过实验清楚的展示材料的各阶段变形过
程和特点。课程中存在的较难知识点，可以给学生们播放一些相关的高质量视频，让学生在课前学习，
写出自己的认识和疑问，在上课时老师可以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让学生们灵活运用已学的知识，一步一
步解析难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们发散思维、举一反三的能力，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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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用多媒体，让学生变“老师”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21 世纪，多媒体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教学方法上，用多媒体教学替代传统的黑
板式教学已经是一种趋势，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扩大信息容量，还可以弥补教师自身的不足，而且可以
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但是多媒体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容量大、节奏快、师生之间缺乏互
动等[4]，所以如何合理的运用多媒体尤为关键。老师可以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文字性内容和具有代表性
的图片，同时也要避免整节课对着 PPT 讲解。在授课中插入一定的视频材料，一方面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另一方面可以将真实的案例生动的展示出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说过：“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把知
识点给别人讲出来”。笔者认为，讲台上可以不只有老师，也有学生，老师提出一些新的知识点，让学
生课下查询资料自学，然后做成 PPT，在课堂上讲解，以进一步巩固学习内容，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概
括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而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知识点掌握的不足之处，进而不断优化和完善，
促进学生全方位的进步。

3.3. 结合 ANSYS 软件，化抽象为具体
在低碳钢拉伸试验力学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学生都存在死记硬背课本内容，不清楚基本
力学概念的物理含义等问题。通过适当辅助使用 CAE 软件，可以让同学们认识到所学力学概念的重要性，
将材料不同阶段的变形特征更灵活的展示出来。笔者使用的是 ANSYS 软件，该软件是一款通用的大型
有限元软件，功能很强大，适用于多个领域，且操作简单。使用软件可以模拟出材料各种力学特性，和
物理实验形成了良好互补。通过软件可以很好的模拟材料的变形特点，可重复操作性很强，将软件的模
拟和理论的实际对比很好的展现出物体的真实状态；软件不仅可以展现物体最后的状态，而且可以展现
它的变化过程；有助于学生对原本不够形象的变化过程形成一个具体的认识，加深学生的知识记忆并且
可以为学生今后的科研之路埋下种子。通过学习 ANSYS 软件，可以增加学生们的参与度，提高软件的
应用能力，并且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跟进社会的科技发展，为以后更深入的软件学习打下基础，
提供经验[5]。

3.4. “多场考试”，不再一纸定及格
相对于传统的应试教育，教学改革应该提倡对学生们进行全方面考察，做到公平公正。考核的方式
不再是简单的一张试卷和平时考勤的总和，而是通过大作业、开卷考试、自制考卷、思维导图、课堂互
动等多种考核形式。大作业上：学生可以通过成立小组的方式，挑选出拿手的章节，通过自己的努力查
阅相关资料，以课件的形式展示给别的小组，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知识见解，相互
配合，从而增强对知识点的印象；开卷考试：这个环节可以考察学生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及对知识的灵活
运用的能力，对于从未见过的难题，增强学生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锻炼他们的思
维，提高他们查阅信息、收集资料、归纳总结的能力；自创考卷：考卷是对每个章节的重点、难点、易
混淆点的考察，由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和理解的方法大不相同，因此每个人心中的考卷也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自创考卷，互相考验的方式，加强学生们对知识点的全面复习；思维导图：在期末阶段，学生对于
较早的章节知识已经出现遗忘、混淆的现象，思维导图的应用可以让学生们对整本书的内容有个大框架
的认识，清楚各个章节间的联系，将全部知识点很好地串联在一起，从而提高学生们整体概括和分类总
结的能力，达到对厚书薄读，薄书厚读的境界；课堂互动：课堂互动是一次锻炼学生勇气的机会，能够
让学生们更加自信更加勇敢。闭卷考试：对于闭卷考试的环节，应给予保留，因为试卷上常规但重点的
知识点考察，能够提高学生们随机应变、现场答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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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营造活跃的学习气氛，增加学习的兴趣
营造生动活跃的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若改变一下说话的方式，例如“把这道题做一下，
十分钟之后公布答案”改为“这道题我们一起做一下，十分钟之后我们讨论一下结果，再对下正确答案”，
会让学生们有一种老师将自己视为学生中的一员的感觉，可以建立一种亲切、自然、平等的师生关系。
开展评优鼓励活动：对学生奖罚分明，开展有关材料力学知识的竞赛活动，设置一定的奖品奖励机制，
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习的兴趣。对学生们要因材施教，在大学这种自由的学习环境中，学生
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因此对不同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学习要求，做到因材施教。做到知行合一：要
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学校就可以在适当时候开展一些课外实践的课程，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实
践中积累经验。

4. 结语
教育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的过程。全面立体多层面的对材料力学改革是个
很好的方向，我们应该循着这条主线将改革之路一直延续。对学生们进行全方面培养，结合多种考核形
式，在学习的整个阶段增强他们的学习能力。利用课堂的小实验、课外的实践课程培养他们的实际动手
能力。学生们无论是思维上还是行动上都有所提高；充分利用多媒体扩大知识面从而减少知识盲区，高
效地运用多媒体去了解目前社会的发展趋。学生们不应该局限于现有的书本知识，应该循着现有的科技
轨迹，去创新下一阶段的轨迹或者在现有的科学发展去分叉、拓宽这个领域的内容；结合实际生活，让
学生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联想到生活，减少学习的压力，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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