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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经费使用明细

《航空材料》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经费列支清单

流水号 内容摘要 实报费用
申报
方式

申请时间 申报人姓名
是否审核全

部通过
审核人 资金出处

20211205
1012

飞机维修工程学员/汇款/
航空材料课程VR教学资源
开发费用

100,000.00 报销 2021/12/5 刘传生 是
刘传生,叶颖,张建超,
曾会华,黄永强

民航专业人员资质能力提升专项
（2021年财政拨款）-“双高”建设背
景下，校企共建共享名师工作室的研
究与实践(￥:100000);

20211205
1011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汇款/
航空材料课程资源建设项
目尾款

119,920.00 报销 2021/12/5 刘传生 是
叶颖,张建超,曾会华,
黄永强

行政事业类项目-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第二批）-高职院校生均拨
款奖补-国家“双高计划”2019-2020
年中央奖补建设资金(￥:119920);

20211204
1006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报销/
航空材料课程建设耗材

598.98 报销 2021/12/4 刘传生 是
刘传生,叶颖,张建超,
曾会华,马连锋

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598.98);

20211204
1005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报销/
航空材料课程建设耗材

456.99 报销 2021/12/4 刘传生 是
刘传生,叶颖,张建超,
曾会华,肖佚

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168);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
目-航空材料(￥:288.99);

20211201
1037

飞机维修工程学员/报销/
航空材料课程建设费用

637.17 报销 2021/12/1 刘传生 是
刘传生,叶颖,张建超,
曾会华,肖佚

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103.4);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
项目-航空材料(￥:124.98);2018年
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198.8);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
项目-航空材料(￥:2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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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经费使用明细

2019-12
记716

2018年广东省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立项项目开题专家费
（校外）

1,277.76 报销 2019/12/24 刘晓潇 是 胡成伟
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1277.76)

20210907
1008

《航空材料》课程资源建
设项目中期验收付款

119,920.00 报销 2021/9/7 刘传生 是
余馥佳,张建超,张晓
旭,曾会华

行政事业类项目-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第二批）-高职院校生均拨
款奖补-国家“双高计划”2019-2020
年中央奖补建设资金(￥:100000);行
政事业类项目-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第二批）-高职院校生均拨款
奖补-国家“双高计划”2019-2020年
中央奖补建设资金(￥:19920);

20210709
1002

《航空材料》课程资源建
设项目首付款

59,960.00 报销 2021/7/9 刘传生 是
叶颖,张建超,曾会华,
马连锋

行政事业类项目-2021年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第二批）-高职院校生均拨
款奖补-国家“双高计划”中央奖补建
设资金(￥:59960);

20210326
1020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报销办
公用品费用

499 报销 2021/3/26 吴成宝 是
刘传生,张建超,张晓
旭,曾会华,李乐

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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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经费使用明细

20201110
1023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报销/
省级-《航空材料》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2,436.74 报销 2020/11/10 刘传生 是
刘传生,张建超,张晓
旭,曾会华,李乐

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128);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
目-航空材料(￥:184.98);2018年省
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193.28);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
项目-航空材料(￥:196);2018年省质
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207.89);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
项目-航空材料(￥:219);2018年省质
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219);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
目-航空材料(￥:220.89);2018年省
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257.99);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
项目-航空材料(￥:258.99);2018年
省质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44.5);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项
目-航空材料(￥:50);2018年省质量
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68.24);2018年省质量工程配套
项目-航空材料(￥:88);2018年省质
量工程配套项目-航空材料

合计 （元） 4057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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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应用情况说明

1、《航空材料》为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核心主干课程之一；

2、《航空材料》课程资源全部上传至智慧职教平台，https://www.icve.com.cn/；

登录方式：用户名：10000171，密码：Caac.1111.

lxx
文本框



登录后返回首页，可查看：职教云，MOOC 学院平台

职教云登录时，选择旧版本入口

MOOC学院登录指导：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航空材料》

课程标准

课程负责人： 刘传生

学 校：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共建共享联盟课程建设管理小组

2019年 3月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航空材料》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适用对象：高职三年制

课程类别：理论课

修课方式：专业必修

教学时数：54学时

总学分数：3学分

二、课程定位及课程设计思路

（一）课程定位

《航空材料》课程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一门专业理论

课程。该课程基于民航飞机维修工程职业和工作过程，主要任务

是向学生介绍常用航空金属及非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

用途、常用航空油料及润滑脂的知识、航空管路的材料、性能、

飞机零件的材料识别等内容。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专业教室教学、

飞机现场教学和基本技能教学等教学形式，采用符合民航标准的

口试、笔试、操作考核方式，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航空材料的基本

知识，并具备常见航空材料的加工修复等动手能力。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备从事民航飞机维修工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课程设计思路

《航空材料》针对飞机维修工作岗位能力的要求，综合考虑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本专业发展现状，选择典型工作岗位具有代表性的工作项目，充

分体现本课程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

加强素质教育与技能培养。本课程以民航飞机维修工程典型

工作岗位应具备的技能为依据，以民航飞机维修工程职业能力为

核心，强化素质教育与技能培养，职业素质按企业标准培养。根

据现代职业教育特点与专业特色，符合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特

点和知识、技能认知规律；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的认知规律，适应目前高职教育教学的需要和高职学生的学习特

点。

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实施分层教学。本课程激发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实施分层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过程评价，不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按照项目开展多层次评级方式，不断开发课程的教学资源，拓展

学习学习的渠道，满足学生学习和项目实施的需要。

兼顾知识的系统性，突出项目的实用性，实施方法的多样性。

分析典型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符合认知规

律，设计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上反映新知识，行业标准，又充分反映新知识、新

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并体现相关国家、行业规范及职业标准。

（三）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学习《航空材料》课程首先具有《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等课程的相关知识，为后续专业课《飞机构造基础》、《外场结构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

修理及腐蚀防护》和《飞机系统与附件》等课程作理论基础。

三、课程目标

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学，

包括：理实一体教室、多媒体教室、实训室等。充分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通过讲授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全程构建素质和

技能培养框架，丰富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学质量。

理中有实，实中有理，突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一）素质目标

培养科学、诚信、敬业、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较强的安全、

质量、效率及环保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学生

逐步实现民航机务作风所要求的“敬业爱岗、诚信务实、认真

负责、遵章守纪、严紧规范、精益求精、吃苦耐劳、团结协作”

精神。

（二）知识目标

系统掌握航空金属材料的牌号、力学性能及工艺性能、热

处理工艺、材料的内部微观结构及合金、有色金属的特性及应

用、非金属材料的种类、组成、性能及使用特点、复合材料结

构的维修及材料防腐等基础知识和该课程基本技能要求。

（三）能力目标

具备航空材料牌号、性能、使用、维护等知识和该课程基

本技能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培养自学能力、资料查询能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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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具应用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教学单

元

教学

目标
知识点、教学重点

建议

学时

金 属 的

力 学 性

能

掌握拉伸试验
1. 拉伸试样的要求

2. 拉伸试验
2

掌握各力学性能指标的定义及

物理意义

1. 材料的刚度与强度

2. 材料的弹性与塑性

3. 材料的韧性与疲劳

4. 材料的蠕变及断裂

4

金 属 材

料 的 基

本知识

了解金属材料的组成、微观结

构、结晶过程

1. 晶体与非晶体

2. 金属的结晶过程

3. 晶粒大小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2

掌握合金的相结构及二元合金

相图

1. 合金的相结构

2. 二元合金相图
2

金属的冷热加工的定义及应用 金属的冷热加工与再结晶 2

铁 碳 合

金

掌握纯铁的特性，铁碳合金的

基本相结构

1. 纯铁及其特性

2. 铁碳合金的基本相
4

掌握杂质元素对钢性能的影

响，熟记钢的分类、牌号、性

能及应用情况

1. 含碳量及杂质元素的影响；

2. 碳钢的分类、牌号、性能及应用
2

钢 的 热

处理

掌握钢的热处理方法，各种热

处理方式对钢的力学性能的影

响。

1. 钢的热处理原理

2. 钢的退火与正火
4

1.钢的淬火与回火

2.钢的表面热处理
2

合金钢

了解合金元素的作用，掌握合

金钢的分类、牌号、性能及应

用

1.合金元素的作用

2.合金钢的分类及牌号
4

掌握不锈钢的成分特征，熟记

高温合金的牌号、分类

1.不锈钢

2.高温合金
2

有 色 金

属

掌握铝及铝合金的特性，牌号，

热处理和应用

1. 铝及铝合金的特性

2. 铝及铝合金的牌号

3. 铝及铝合金的热处理

4. 铝及铝合金的应用

4

掌握钛及钛合金的特性，牌号，

热处理和应用

1. 钛及钛合金的特性

2. 钛及钛合金的牌号

3. 钛及钛合金的热处理

4. 钛及钛合金的应用

4

高 分 子

材料

掌握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分类、

性能及应用情况；掌握航空塑

1. 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分类

2. 高分子材料的性能及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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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种类、组成及应用 3. 航空塑料组成、分类及应用

航空橡胶的组成及应用，航空

胶黏剂的种类、组成、应用及

施工要求

1. 航空橡胶的组成

2. 航空橡胶的应用

3. 航空胶黏剂的组成

4. 航空胶黏剂的应用

5. 航空胶黏剂的施工

2

复 合 材

料

掌握复合材料的定义、组成
1. 复合材料的定义

2. 复合材料的组成
2

掌握复合材料的分类、常见损

伤及修理

1. 复合材料的分类

2. 蜂窝夹心材料

3. 常见损失及修理方法

2

其 它 航

空 非 金

属 材 料

及 航 空

消 耗 材

料

1. 了解航空领域常用的其它

非金属材料

2. 了解航空消耗材料的使用

情况及注意事项

1. 陶瓷材料与纺织材料

2. 绝缘材料与绝热材料

3. 密封材料与航空涂料

2

1. 航空燃油与液压油

2. 航空润滑油与润滑脂

3. 航空清洁剂与防冰液

2

材 料 的

失效、防

护处理

1. 掌握材料的无损检测技术

及金属材料的表面防腐方法

2. 掌握材料无损检测技术、结

构零件的防腐技术

1. 零件的失效

2. 材料的无损检测技术

3. 金属材料的表面处理

4. 无损检测实验

5. 飞机结构零件防腐实验

4

五、教学实施及建议

（一）教学条件

1. 教学环境

（1）《航空材料》是理论课（A类课），主要在多媒体教室进行课堂理论教学，可结合

校内实验条件完成一定的现场实物教学。该课程软硬件条件要求如表 5 所示：

表 5 《航空材料》课程的教学软硬件条件

序号 课程内容

多媒

体教

室

专用

实训

室

737等

飞机

多媒

体课

件

飞机

维修

手册

课时

1 金属的力学性能 √ √ √ 6

2 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 √ √ 6

3 铁碳合金 √ √ 6

4 钢的热处理 √ √ √ 6

5 合金钢 √ √ 6

6 有色金属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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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分子材料 √ √ 4

8 复合材料 √ √ √ 4

9
其他航空非金属材料及航空消耗

材料
√ √ 4

10
构件的选材、失效与金属表面处

理
√ √ 4

2. 师资条件

对任课教师职业能力要求：《航空材料》课程任课教师要

求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毕业于航空专业或材料专业等相关专

业，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基础，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并掌

握一定的教学方法。

对任课教师知识结构的要求：《航空材料》课程任课教师

要求对航空维修背景知识、飞机基本结构组成材料、飞机材料

的使用及维护有着充分的了解与认识，知识面广，了解国内外

航空发展动态，具备一定的民航飞机维修工程实际工作经验或

培训经历。同时具备良好的动力能力来完成本课程的授课。

3. 教学资源

（1）网络资源

https://www.icve.com.cn/portal/courseinfo?courseid=i3qiajk

ng7hdxtsuresopq（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航空材

料》课程网址）

（2）参考教材：《航空工程材料》。

（二）教学实施

利用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教学资源库，采用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建议使用资源库进行专业教学的学时数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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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总学时的比例 60%以上，参与建设院校该比例达 40%以上。

课前教学：教师课前通过便携式电脑、手机等数字化设备

在资源库中调取资源发布在职教云 APP中。

课堂教学：开展问题导向式教学，通过发布学习任务为路

径，开展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

课后反思：《航空材料》课程是一门理论课程，因此在建

设过程中考虑到理论课程的特性，知识点繁多、内容较为枯燥

等，在资源种类的选择和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课程

组开发了重难知识点的动画演示、抠像微课增加师生体验感，

飞机实物展示和讲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建立扫码式课件为移

动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对航空材料的发展方向和新材料的研

究近况开展音频讲解等。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让学生从被动的学习转变为爱学、想学、能学到学好的巨

大进步。。

六、考核评价

课程的总评成绩建议由线上考核成绩（40%）和线下考核

成绩（60%）综合进行评定。

七、其它说明

（1）根据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本

课程标准，并按照行业企业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编

写授课任务书并组织实施。

（2）在实施过程中，本课程标准与民航企业行业标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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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或不符合民航企业实际的，必须对本课程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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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授课计划编写说明

课程名称 航空材料 总 课 时 51
理论课时 51

实验课时 0

教学大纲 《三年制教学大纲》

教材名称 《航空工程材料》 程秀全 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本学期主要

讲授的内容

第一章 金属的力学性能 第二章 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 第三章 铁碳合金

第四章 钢的热处理 第五章 合金钢 第六章 有色金属 第七章 高分子材料

第八章 复合材料 第九章 其他航空非金属材料及航空消耗材料

教学要求及采

取的教学措施

加强基本概念的讲述和理解，理论联系实际。航空技术人员，应该了解和熟悉材料的成分、组织、性能及

改性措施，并且能根据材料的使用性能、工艺性能和经济性能指标来选取材料。

教学手段的准备或

实操能力的培养

教学以理论讲解为主，组织学生自主学习为辅的教学方法，课堂提问、测验和课后作业为巩固的方法，提

高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深化。

注意：该计划由教务处和教学主管部门各保留一份，并于每学期开学后第三周前交一份至教务处，以便于教务处进行督促、检查。

教研组长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授 课 计 划

顺序
授课章节，内容摘要

（如有阶段测验，注明测验内容，范围，方式）

授课时数
方式

备注

1
第一章 金属的力学性能

第一节 刚度与弹性

第二节 强度与塑性
2 讲授

采用多媒

体

2
第一章 金属的力学性能

第三节 硬度

第四节 韧性

2 讲授

3
第一章 金属的力学性能

第五节 疲劳强度

第六节 蠕变及蠕变-疲劳断裂

2 讲授

4
第二章 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

第一节 金属的晶体结构

第二节 纯金属的结晶

2 讲授

5
第二章 金属材料的基础知识

第三节 合金的相结构及二元合金相图

第四节 金属的冷、热加工及再结晶

2 讲授

6 第三章 铁碳合金

第一节 铁碳合金及其相图
2 讲授

7
第三章 铁碳合金

第一节 铁碳合金及其相图

第二节 碳钢

2 讲授

8
第三章 铁碳合金

第二节 碳钢

第三节 铸铁

2 讲授



9
第四章 钢的热处理

第一节 钢的热处理定义

第二节 钢的热处理原理

2 讲授

10
第四章 钢的热处理

第三节 钢的退火与正火

第四节 钢的淬火与回火

2 讲授

11
第四章 钢的热处理

第四节 钢的淬火与回火

第五节 钢的表面热处理

2 讲授

12 期中测验 2 测验

13
第五章 合金钢

第一节 合金元素的作用

第二节 合金钢的分类和编号

2 讲授

14
第五章 合金钢

第二节 合金钢的分类和编号

第三节 合金结构钢

2 讲授

15
第五章 合金钢

第四节 合金工具钢

第五节 不锈钢

第六节 耐热钢及高温合金

2 讲授

16 期中测验 2 讲授

17 第六章 有色金属

第一节 铝及铝合金
2 讲授

18 第六章 有色金属

第二节 钛及钛合金
2 讲授



19
第六章 有色金属

第三节 镁及镁合金

第四节 铜及铜合金

2 讲授

20
第七章 高分子材料

第一节 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分类

第二节 高分子材料的性能及应用

2 讲授

21
第七章 高分子材料

第三节 航空塑料

第四节 航空胶黏剂

第五节 航空橡胶

2 讲授

22
第八章 复合材料

第一节 复合材料概述

第二节 金属基复合材料

2 讲授

23
第八章 复合材料

第三节 树脂基复合材料

第四节 复合材料的修复

2 讲授

24 第九章 其他航空非金属材料及航空消耗材料 2 讲授

25 总复习 3 复习及答疑

总课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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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与弹性》学习指南

一、教学目的

了解材料拉伸试验的原理及方法；掌握刚度与弹性的定义及

其衡量指标。

二、重点难点

掌握弹性及弹性极限的定义、刚度的定义及弹性模量的物理

意义、材料的弹性模量与零部件刚度的关系。

三、教学内容

评价材料力学性能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测定材料

的拉伸曲线，在GB/T 6397—86《金属拉伸试验试样》中对试

样的形状、尺寸及加工要求均有明确的规定。若以A0表示试样

的原始横截面积，以d0表示试样的原始直径，则当试件总长度

0 010 11.3L d A  时，称为长试样，当 0 05 5.65L d A  时称为短试

样。将标准试样施加轴向拉伸载荷，使之发生变形直至断裂，

便可得到试样应变ε（试样原始标距的增量Δl＝l－l0与原始

标距l0之比）随应力σ（外力P与试样原始横截面积F之比）变

化的关系曲线，称为应力-应变曲线。

在应力-应变曲线中，OA段为弹性变形阶段，在此范围内

卸掉载荷，试样恢复到原来尺寸。A点所对应的应力为材料承

受最大弹性变形时的应力，称为弹性极限，用σe 表示。其中

OA’部分为一斜直线，应力与应变呈比例关系，A’点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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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力为保持这种比例关系的最大应力，称为比例极限，用

σp 表示。由于大多数材料的A点和A’点几乎重合在一起，一

般不做区分。

试样断裂前所发生的总变形εE中包括弹性变形和塑性变

形两部分，因此断裂时弹性变形部分仍然会做弹性恢复，保留

下来的变形部分为塑性变形，称为残余变形。

在弹性变形范围内，应力与应变的比值称为弹性模量E。E

实际上是OA线段的斜率： tan /E     （单位为MPa），其物理

意义是产生单位弹性变形时所需应力的大小。弹性模量是材料

最稳定的性质之一，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材料的本性，除随温

度升高而逐渐降低外，其他的材料强化手段（如热处理、冷热

加工、合金化等）对弹性模量的影响很小。材料受力时抵抗弹

性变形的能力称为刚度，其指标即为弹性模量。而对于具体零

件，其刚度不仅与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还可以通过增加横截

面积或改善截面形状的方法来提高零件的刚度。

四、参考资料

程秀全，刘晓婷.航空工程材料[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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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学习指南

一、教学目的

理解硬度的物理意义，熟练掌握布氏硬度、洛氏硬度和维氏

硬度的测量原理、方法及测量结果的表示。

二、重点难点

掌握三种测量材料硬度的方法，熟记每种硬度测量结果的表示

方法，理解每种硬度测量方法的优缺点。

三、教学内容

硬度是金属机械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材料抵抗局部塑

性变形的能力。硬度高，材料的耐磨性就好。硬度与强度之间有

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测硬度比较简便迅速；而且测量硬度可以在

零件的非工作面上直接测量，不会损坏零件。

材料的硬度采用压入法测定。根据测量方法不同，常用的硬

度指标有布氏硬度、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等。用各种方法所测得

的硬度值可通过硬度对照表换算。

布氏硬度的试验原理：将直径为D的钢球或硬质合金球，在

一定载荷P的作用下压入试样表面，保持一定时间后卸除载荷，

所施加的载荷与压痕表面积的比值即为布氏硬度。实际操作时，

先测量压痕平均直径d，然后查表得到材料的布氏硬度值。

当压头为钢球时，布氏硬度用符号HBS表示，适用于布氏硬

度值在450以下的材料。压头为硬质合金时用符号HBW表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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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布氏硬度在650以下的材料。符号HBS或HBW之前的数字表示硬

度值，符号后面的数字按顺序分别表示球体直径、载荷及载荷保

持时间。如120HBS10／l000／30表示直径为10mm的钢球在

1000kgf(9.807kN）载荷作用下保持30s测得的布氏硬度值为120。

布氏硬度的优点是测量误差小，数据稳定；缺点是压痕大，

不能用于太薄测试样件或成品零件的工作表面。最常用的钢球压

头适于测定退火钢、正火钢、调质钢、铸铁及有色金属的硬度。

洛氏硬度根据压痕深度大小表示材料的硬度值，压坑越深，

硬度越低。试验时，根据材料硬度选择相应的压头。当测定硬度

较高的材料时，选用 120°的金刚石圆锥压头；测定硬度较低的

材料时，选用淬火钢球压头。硬度计上有一个表头，测量时表头

上可直接读出被测件的硬度值，故比布氏法方便。而且压痕小，

可以直接在成品零件上测试。

洛氏法根据测量时选用载荷与压头的不同，分为 9个标尺，

常用的有 A、B、C 三个。并将标尺代号标注在符号 HR 的右边。

如 HRA、HRB、HRC 等，硬度值仍写在符号 HR 的前面，如 50HRC

表示用 C 标尺测定的洛氏硬度为 50。应当注意，不同级别的硬

度值不能直接相互比较。另外洛氏法的缺点是测量结果分散度大。

维氏硬度的试验原理：将顶部两相对面具有规定角度（136°）

的正四棱锥体金刚石压头在一定载荷P的作用下压入试样表面，

并保持一定时间后卸载，所施加的载荷与压痕表面积的比值即为

维氏硬度。维氏硬度可通过测量压痕对角线长度d查表得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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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硬度用符号HV表示，符号前的数字为硬度值，后面的数字按顺

序分别表示载荷值及载荷保持时间。如 640HV30／20表示在

30kgf（294.2N）载荷作用下保压时间为20s测定的维氏硬度值为

640。

维氏硬度保留了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的优点，既可测量由极

软到极硬的材料的硬度，又能互相比较。既可测量大块材料、表

面硬化层的硬度，又可测量金相组织中不同相的硬度。

四、参考资料

程秀全，刘晓婷.航空工程材料[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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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晶体结构》学习指南

一、教学目的

了解晶体、晶格、晶胞、晶格常数、晶面和晶向的基本概念；

掌握常见金属的晶格类型。了解单晶体、多晶体概念；掌握实际

金属的晶体缺陷、形成机理以及对金属性能的影响。

二、重点难点

掌握常见金属的三种晶格类型、实际金属中的三种晶体缺陷

对金属性能的影响。

三、教学内容

1．晶体与非晶体

一切固态物质，根据原子聚集状态可分为晶体与非晶体两大

类。除沥青、玻璃、石蜡、松香等非晶体外，绝大多数的固态物

质都是晶体，如金刚石、石墨及一切固态金属及其合金等。晶体

的特点是：原子在三维空间呈有规则的周期性重复排列，具有一

定的熔点，具有各向异性。

晶体中原子的排列可用 X射线分析等方法加以测定。

2．晶体结构基本概念

（1）晶格

为了便于描述晶体内部原子排列的规律，人为地将原子看作

一个质点，并用一些假想的几何线条将晶体中各原子中心连接起

来，便形成一个空间格架。这种抽象的、用于描述原子在晶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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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排列方式的空间格架称为晶格。晶格中直线间的交点称为结

点。

（2）晶胞

晶体中原子排列具有周期性变化的特点。因此，在研究晶体

结构时，通常是从晶格中选取一个能够完全反映晶体特征的、最

小的几何单元来分析晶体中原子排列的规律，这个最小的几何单

元称为晶胞。实际上，晶格就是由许多大小、形状和位向相同的

若干晶胞的重复组合。

（3）晶格常数

晶格常数是用来表示晶胞的形状和大小的。晶胞的棱边长度

a、b、c 和棱边夹角 a、β、γ称为晶格常数，度量单位均为
0

A

（1
0

A=10
-10
m）和度。当棱边长度 a=b=c，棱边夹角 a=β=γ=90

o

时，这种晶胞称为简单立方晶胞。由简单立方晶胞组成的晶格称

为简单立方晶格。

（4）晶面与晶向

在金属晶体中，各原子组成的平面称为晶面，通过两个以上

原子中心连线直线所指方向称为晶向。为了便于研究，不同的位

向的晶面或晶向采用一定符号来表示。表示晶面的符号称为晶面

指数，表示晶向的符号称为晶向指数。

立方晶格中某些晶面及晶面指数，即（100）、（110）及（111）

三种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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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晶格类型的金属，在晶体的各个晶面与晶向上原子

排列紧密程度是不同的，原子间相互作用也就不同，因而使晶体

在不同的方向上性能就有差异，这就是金属晶体具有各向异性的

原因。

3．常见金属的晶格类型

不同金属具有不同的晶格类型。除一些具有复杂晶格类型的

金属外，大多数金属的晶体结构都是比较简单的。常见晶格类型

有以下三种：

（1）体心立方晶格

体心立方晶格的晶胞是一个立方体，在立方体的八个角上和

晶胞中心各有一个原子。属于这种晶格类型的金属有铬（Cr）、

钨（W）、钼（Mo）、钒（V）、α铁（α-Fe）等。

（2）面心立方晶格

面心立方晶格的晶胞是一个立方体，在立方体的八个角上和

六个面的中心各有一个原子。属于这种晶格类型的金属有铝（Al）、

铜（Cu）、镍（Ni）、金（Au）、银（Ag）、γ铁（γ-Fe）等。

（3）密排六方晶格

密排六方晶格的晶胞是一个正六方柱体，它是由六个呈长方

形的侧面和两个呈正六边形的上、下底面所组成。因此晶胞的大

小要用柱体的高度 c和六边形的边长 a来表示。在密排六方晶胞

的 12 个角上和上、下两个底面中心各有一个原子，另外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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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底面之间有三个原子。属于这种晶格类型的金属有镁（Mg）、

锌（Zn）、铍（Be）、α钛（α-Ti）等。

4．金属的实际晶体结构

（1）单晶体与多晶体

晶体内部的晶格方位完全一致，这种晶体称为单晶体。在工

业生产中，只有经过特殊制作才能获得单晶体，如半导体元件、

磁性材料、高温合金材料等。

实际使用的工业金属材料，即使体积很小，其内部仍包含了

许多颗粒状小晶体(晶粒)。每个小晶体的内部，晶格方位都是基

本一致的，而各个小晶体之间彼此的方位都不相同的。由于其中

每个小晶体的外形多为不规则的颗粒，通常称为晶粒。晶粒与晶

粒之间的界面称为晶界。这种实际上由许多晶粒组成的晶体称为

多晶体。一般金属材料都是多晶体。

晶粒尺寸是很小的，如钢铁材料的晶粒一般在 10
-1
～10

-3
mm

左右，故只有在金相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

单晶体在不同方向上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不相同，即具

有各向异性。但是，测定实际金属的性能，在各个方向上却基本

一致，显示不出很大差别，即具有各向同性。这是因为实际金属

是由许多方位不同的晶粒组成的多晶体，一个晶粒的各向异性在

许多方位不同的晶体之间可以多相抵消或补充所致。

（2）晶体中的缺陷

晶体中原子完全有规则排列时，称为理想晶体。实际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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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内部总是存在着大量缺陷，晶体缺陷的

存在对金属的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对理想完整的金属晶体

进行理论计算所得出的屈服强度，要比实际晶体测得的数值高出

千倍左右。根据晶体缺陷的几何特点，常分为点缺陷、线缺陷和

面缺陷三大类。

1）点缺陷

点缺陷是指长、宽、高尺寸都很小的缺陷。常见的点缺陷是

空位和间隙原子。在实际晶体结构中，晶格的某些结点往往末被

原子所占有，这种空着的位置称为空位，与此同时，又有可能在

个别晶格空隙处出现多余原子，这种不占有正常晶格位置而处于

晶格空隙中的原子，称为间隙原子。在空位和间隙原子附近，由

于原子间作用力的平衡被破坏，使周围原子发生靠拢或撑开，因

此，晶格发生歪曲(亦称晶格畸变)，使金属的强度提高，塑性下

降。

2)线缺陷

线缺陷是指在空间的一个方向上尺寸很大，其余两个方向上

尺寸很小的缺陷。晶体中的线缺陷通常是指各种类型的位错。所

谓位错就是在晶体中某处有一列或若干列原子发生了某种有规

律的错排现象。这种错排有许多类型，其中比较简单的一种形式

就是刃型位错。

ABCD 晶面上沿 EF 处多插入了一层原子面 EFGH，它好象一把

刀刃那样切人晶体中，使上下层原子不能对准，产生错排，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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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刃型位错。多余原于面的底边 EF 线称为位错线。在位错线附

近晶格发生畸变，形成一个应力集中区。在 ABCD 晶面以上一定

范围内的原子受到压应力；相反，在 ABCD 晶面以下一定范围内

原子受到拉应力。离 EF 线愈远，晶格畸变愈小。

通常把晶体上半部多出一层原子面的位错称为正刃型位错，

以符号“┴”表示；把晶体下半部多出一层原子面的位错称为负

刃型位错。以符号“┬”表示。

晶体中位错的多少可用单位体积中所包括的位错线的总长

度表示，称为位错密度；即

ρ=ΣL/V

式中: ρ——位错密度（cm
-2
）；

ΣL——位错线总长度(cm)；

V——晶体体积(cm
3
)。

晶体中位错密度的变化以及位错在晶体内的运动，对金属的

强度、塑性变化及组织转变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金属处

于退火状态（10
6
～10

8
cm

-2
）时，强度最低。随着位错密度的增加

或降低，都能提高金属强度。冷塑性变形后的金属，其位错密度

增高，故高的位错密度也是金属强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目前，

尚在实验室制作的极细的金属晶须，因位错密度极低而使其强度

又明显提高。

3）面缺陷

面缺陷是在两个方向的尺寸很大，第三个方向的尺寸很小而



《航空材料》 学习指南

呈面状的缺陷，这类缺陷主要指晶界与亚晶界。

工业上使用的金属材料一般都是多晶体。多晶体中两个相邻

晶粒之间的位向不同，所以晶界处实际上是原子排列逐渐从一种

位向过渡到另一种位向的过渡层，该过渡层的原子排列是不规则

的。

晶界处原子的不规则排列，使晶格处于歪扭畸变状态，因而

在常温下会对金属塑性变形起阻碍作用。从宏观上来看，晶界处

表现出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晶粒愈细小，晶界就愈多，它对塑

性变形的阻碍作用就愈大，金属的强度、硬度也就愈高。

亚晶界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刃型位错所组成的小角度晶界。由

于亚晶界处原子排列也是不规则的，使晶格产生了畸变，因此，

亚晶界的作用与晶界相似，对金属强度也有着重要影响。亚晶界

愈多，强度就愈高。

四、参考资料

程秀全，刘晓婷.航空工程材料[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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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表面热处理》学习指南

一、教学目的

了解钢的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的概念，感应加热表面淬火

的原理及应用。了解钢的渗碳、渗氮、碳氮共渗的工艺，所得组

织、性能及应用。

二、重点难点

掌握钢的表面淬火，渗碳、渗氮工艺及应用。

三、教学内容

某些在冲击载荷、交变载荷及摩擦条件下工作的机械零件，

如曲轴、凸轮轴、齿轮、主轴等，其表层承受较高的应力，因此

要求工件表层具有高强度、硬度、耐磨性及疲劳强度，而心部要

具有足够的塑性和韧性。为了达到上述的性能要求，生产中广泛

应用表面热处理和化学热处理。

1.表面淬火

表面热处理是仅对工件表层进行热处理以改变其组织和性

能的工艺，其中最常用的是表面淬火。表面淬火是对钢的表面快

速加热至淬火温度，并立即以大于 vc的速度冷却，使表层强化的

热处理。表面淬火不改变钢表层的成分，仅改变表层的组织，且

心部组织不发生变化。

生产中广泛应用的表面淬火方法有感应加热和火焰加热表

面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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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应加热表面淬火

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的基本原理：将工作放在铜管绕制的感应

圈内，当感应圈通以一定频率的电流时，感应圈内部和周围产生

同频率的交变磁场，于是工件中相应产生了自成回路的感应电流，

由于集肤效应，感应电流主要集中在工件表层，使工件表面迅速

加热到淬火温度。随即喷水冷却，使工件表层淬硬。

根据所用电流频率的不同，感应加热可分为高频（200～

300kHz）加热、超音频（20～40kHz）加热、中频（2.5～8kHz）

加热、工频（50Hz）加热等，用于各类中小型、大型机械零件。

感应电流频率越高，电流集中的表层越薄，加热层也越薄，淬硬

层深度越小。

感应加热表面淬火零件宜选用中碳钢和中碳低合金结构钢。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各种齿轮、轴类等零件，也可运用于高碳钢、

低合金钢制造的工具和量具，以及铸铁冷轧辊等。经感应加热表

面淬火的工件，表面不易氧化、脱碳，变形小，淬火层深度易于

控制，一般高频感应加热淬硬层深度为 1.0～2.0 mm，表面硬度

比普通淬火高 2～3 HRC。此外，该热处理方法生产效率高，易于

实现生产机械化，多用于大批量生产的形状较简单的零件。

（2）火焰加热表面淬火

使用乙炔—氧火焰或煤气—氧火焰，将工件表面快速加热到

淬火温度，立即喷水冷却的淬火方法称火焰加热表面淬火。火焰

表面淬火的淬硬层深度为 2～6mm，适用于大型工件的表面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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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模数齿轮等。这种表面淬火所用设备简单，投资少。但是加

热时易过热，淬火质量不稳定。

2.化学热处理

钢的化学热处理是将工件置于一定的活性介质中保温，使一

种或几种元素渗入工件表层，以改变其化学成分，从而使工件获

得所需组织和性能的热处理工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表面强化和

改善工件表面的物理化学性能，即提高工件的表面硬度、耐磨性、

疲劳强度、热硬性和耐腐蚀性。

化学热处理的种类很多，一般以渗入的元素来命名。化学热

处理有渗碳、渗氮、碳氮共渗（氰化）、渗硫、渗硼、渗铬、渗

铝及多元共渗等。无论是哪一种化学热处理，活性原子渗入工件

表层都是由以下三个基本过程组成：

1）分解 由化学介质分解出能够渗入工件表层的活性原子。

2）吸收 活性原子由钢的表面进入铁的晶格中形成固溶体，

甚至可能形成化合物。

3）扩散 渗入的活性原子由表面向内部扩散，形成一定厚

度的扩散层。

（1）钢的渗碳

渗碳是将工件置于富碳的介质中，加热到高温（900～950℃），

使碳原子渗入表层的过程，其目的是使增碳的表面层经淬火和低

温回火后，获得高硬度、耐磨性和疲劳强度。适用于低碳非合金

钢和低碳合金钢，常用于齿轮、活塞销、套筒等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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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用的渗碳剂的不同，渗碳可分为气体渗碳、液体渗碳

和固体渗碳三种。目前生产中广泛采用气体渗碳。

气体渗碳是将工件置于密封的渗碳炉中，加热到900～950℃，

通入渗碳气体（如煤气、石油液化气、丙烷等）或易分解的有机

液体（如煤油、甲苯、甲醇等），在高温下通过反应分解出活性

碳原子，活性碳原子渗入高温奥氏体中，并通过扩散形成一定厚

度的渗碳层。

渗碳的时间主要由渗碳层的深度决定，一般保温 1h，渗碳

层厚度约增 0.2～0.3 mm，渗碳层 wc =0.8％～1.1％。工件渗碳后

必须进行淬火和低温回火。渗碳淬火工艺常采用以下三种：

1）直接淬火法 工件渗碳后出炉，经预冷直接淬火和低温

回火。

2）一次淬火法 工件渗碳后出炉缓冷，然后重新加热，进

行淬火和低温回火。

3）两次淬火法 性能要求较高的渗碳件采用此方法。第一

次淬火（加热到 850～900℃）的目的是细化心部组织。第二次

淬火（加热到 750～800℃）是为了使表层获得细片状马氏体和

粒状渗碳体组织。

一般低碳非合金钢经渗碳淬火后表层硬度可达 60～64HRC，

心部为 30～40 HRC。气体渗碳的渗碳层质量高，渗碳过程易于

控制，生产率高，劳动条件好，易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适于

大批量生产。



《航空材料》 学习指南

（2）渗氮

将氮原子渗入工件表层的过程称渗氮（氮化），目的是提高

工件表面硬度、耐磨性、疲劳强度、热硬性和耐蚀性。常用的渗

氮方法主要有气体渗氮、液体渗氮及离子渗氮等。

气体渗氮是将工件置于通入氨气的炉中，加热至500～600℃，

使氨分解出活性氮原子，渗人工件表层，并向内部扩散形成氮化

层。气体渗氮的特点是：

1）与渗碳相比，渗氮工件的表面硬度较高，可达 1000～

1200HV（相当于 69～72 HRC）。

2）渗氮温度较低，并且渗氮件一般不再进行其他热处理（如

淬火等），因此工件变形很小。

3）渗氮后工件的疲劳强度可提高 15～35%。

4）渗氮层具有高耐蚀性，这是由于氮化层是由致密的、耐

腐蚀的氮化物所组成，能有效地防止某些介质（如水、过热蒸气，

碱性溶液等）的腐蚀作用。

渗氮虽有上述特点，但由于其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成本

高，氮化层薄而脆，不宜承受集中的重载荷，并需要专用的氮化

用钢，所以只用于要求高耐磨性和高精度的零件，如精密机床的

丝杠、镗床主轴、重要的阀门等。为了克服渗氮周期长的缺点，

近十几年在原渗氮的基础上发展了软氮化和离子氮化等先进氮

化方法。

（3）钢的碳氮共渗



《航空材料》 学习指南

碳氮共渗就是在一定温度下，同时向零件表面渗入碳和氮的

化学热处理工艺。碳氮共渗是以渗碳为主的化学热处理工艺。碳

氮共渗有液体碳氮共渗和气体碳氧共渗两种。液体碳氮共渗有剧

毒，污染环境，劳动条件差，已很少应用。目前常用的是气体碳

氮共渗。气体碳氮共渗又分为中温和低温两种。低温碳氮共渗以

渗氮为主，故称氮碳共渗，也称软氮化。

1）中温气体碳氮共渗法

中温气体渗氮与渗碳一样，是将工件放入密封炉内，加热到

共渗温度后向炉内滴入煤油，同时通以氨气，经保温后工件表面

获得一定深度的共渗层。高温碳氮共渗主要是渗碳，但氮的渗入

使碳浓度很快提高，从而使共渗温度降低和时间缩短。碳氮共渗

温度为 830～850℃，保温 1～2h 后，共渗层可达 0.2～0.5mm。

中温碳氮共渗后，应进行淬火，再低温回火。共渗时间为 1～

3h，渗层厚度为 0.1～0.4mm。

2）气体氮碳共渗法

气体氮碳共渗是以渗氮为主，使用尿素或甲酰胺等作渗剂。

共渗温度为 500～600℃，共渗时间为 1～3h，渗层厚度为 0.1～

0.4mm

3）碳氮共渗后的力学性能

钢件经碳氮共渗及淬火后，得到的是含氮的马氏体组织，耐

磨性比渗碳更好；碳氮共渗层比渗碳层具有较高的压应力，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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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的疲劳强度，耐蚀性也较好。

共渗工艺和渗碳相比，具有时间短、生产效率高、表面硬度

高、变形小等优点，但共渗层较薄，主要用于形状复杂，要求变

形小的小型耐磨零件。

四、参考资料

程秀全，刘晓婷.航空工程材料[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 81‐85.



































1. 力学性能测试常用设备

（1）拉伸试验机

拉伸试验机也叫万能试验机，是集电脑控制、自动测量、数据采集、屏幕显

示、试验结果处理为一体的新一代力学检测设备，主要用于检验材料是否符合规

定的标准和研究材料的力学性能。通过拉伸试验机可以进行拉伸、压缩、剪切、

弯曲等试验，测量材料的抗拉强度，抗压强度、塑性、弹性模量等性能指标。

高温拉伸试验是在室温以上的高温下进行的拉伸试验。高温拉伸试验时，除

考虑应力和应变外，还要考虑温度和时间两个参量。温度对高温拉伸性能影响很

大，因此对温度的控制要求很严格。试样一般采用电炉加热，炉子工作空间要有

足够的均热带，用仪表进行自动控制温度。

低温拉伸试验是在室温以下的低温下进行的拉伸试验。低温拉伸试验时，试

样及上、下夹头均浸入充满气态或液态制冷剂的低温拉伸槽中，也可采用细孔喷

射制冷法使试样冷却。试验时试样应在相应的冷却温度下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使

用液体冷却介质时，保持时间应不少于 5min；采用气体冷却介质时，保持时间

应不少于 15min。测量低温介质温度通常采用低温温度计、低温热电偶及相关的

自动记录指示仪。低温拉仲试验时的制冷剂通常有冰、固体二氧化碳(干冰)、液

氮、液氦、液氢等，调温剂通常采用氯化钠、氯化钙、氯化按、乙醇、三氯甲烷、

石油醚等。

（2）硬度计

硬度计是一种硬度测试仪器。硬度表示材料抵抗局部塑性变形的能力。它是

金属材料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一般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常用的硬度计有布

氏硬度计、洛氏硬度计、维氏硬度计等。

1）布氏硬度计（HB）

布氏硬度计是测量金属布氏硬度的精密计量仪器，主要用于铸铁、钢材、有



色金属及软合金等材料的硬度测定，布氏硬度试验是所有硬度试验中压痕最大的

一种试验法，它能反映出材料的综合性能，不受试样组织显微偏析及成分不均匀

的影响，所以它是一种精度较高的硬度试验法。

布氏硬度的测试原理是用一定大小的试验力载荷 F(N)(力的单位通常为公

斤力 kgf，注:1kgf=9.8N)，把直径为 D(mm)的淬火钢球或硬质合金球压入被测金

属的表面，保持规定时间后卸除载荷，用读数显微镜测出压痕平均直径 d (mm)，

然后按公式求出布氏硬度 HB 值，或者根据 d 从已备好的布氏硬度表中查出 HB

值。

布氏硬度的符号用 HBS 或 HBW 表示。HBS 表示压头为淬硬钢球，用于测定布

氏硬度值在 450 以下的材料，如软钢、灰铸铁和有色金属等。HBW 表示压头为硬

质合金，用于测定布氏硬度值在 650 以下的材料。HBS 或 HBW 之前的数字为硬度

值，后面按顺序用数字表示试验条件：①压头的球体直径；②试验载荷；③试验

载荷保持的时间(10～15s 不标注)。

2）洛氏硬度计（HR）

洛氏硬度计是依据洛氏硬度试验原理设计的，只需要单侧接触试样就可测试

金属硬度的洛氏硬度计，依靠磁力将洛氏硬度计测头吸附在钢铁表面，不需要对

试样进行支撑。当 HB>450 或者试样过小时，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而改用洛氏

硬度计。它是用一个顶角 120°的金刚石圆锥压头或钢球，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

测材料表面，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

3）维氏硬度计（HV）

以 120kg 以内的载荷和顶角为 136°的金刚石方形锥压入器压入材料表面，

用材料压痕凹坑的表面积除以载荷值，即为维氏硬度值（HV）。

维氏硬度保留了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的优点，既可测量由极软到极硬的材料

的硬度，又能相互比较。



（3）冲击试验机

冲击试验机是指对试样施加冲击试验力，进行冲击试验的材料试验机。冲击

试验机分为手动摆锤式冲击试验机、半自动冲击试验机、数显冲击试验机、微机

控制冲击试验机、落锤冲击试验机以及非金属冲击试验机等。可以通过更换摆锤

和试样底座，可实现简支梁和悬臂梁两种形式的试验。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是冲击试验机的一种，是用于测定金属材料在动载荷下抵

抗冲击的性能，从而判断材料在动负荷作用下的质量状况的检测仪。落锤冲击试

验机是冲击试验机的另一种，适用于铁素体钢(尤其是各种管线钢)的落锤冲击试

验。

摆锤冲击试验机又分为：半自动摆锤冲击试验机、微机屏显摆锤冲击试验机、

常温全自动摆锤冲击试验机、低温全自动摆锤冲击试验机、高低温全自动摆锤冲

击试验机。

全自动摆锤冲击机：由冲击机主机、控制系统、试样盒、送料机构、定位机

构等部分组成，按动按钮就可完成一系列动作并得出试验数据，完成整个冲击试

验。

低温全自动摆锤冲击机：由冲击机主机、控制系统、制冷系统、试样盒、送

料机构、定位机构等部分，到达设定温度后只需按动按钮即可完成一系列动作，

并得出试验数据，完成整个冲击试验，操作方便、性能可靠。该设备大大缩短了

试样从出低温箱到冲击试验完成的时间，提高了试验的准确性、摆锤冲击试验的

效率和安全性。

高低温全自动摆锤冲击机：由冲击机主机、控制系统、制冷系统、高温箱、

试样盒、送料机构、定位机构等部分，到达设定温度后只需按动按钮等一系列动

作，并得出试验数据，完成整个冲击试验，操作方便、性能可靠。该设备大大缩

短了试样从出环境箱到冲击试验完成的时间，提高了试验的准确性、摆锤冲击试



验的效率和安全性。常用的低温范围：室温～-196℃，高温范围：100～-900℃。

（4）疲劳试验机

疲劳试验机是一种主要用于测定金属及其合金材料在室温状态下的拉伸、压

缩或拉、压交变负荷的疲劳性能试验的机器。疲劳试验机特点是可以实现高负荷、

高频率、低消耗，从而缩短试验时间，降低试验费用。

疲劳试验机用于测定金属、合金材料及其构件(如操作关节、固接件、螺旋

运动件等)在室温状态下的拉伸、压缩或拉压交变负荷的疲劳特性、疲劳寿命、

预制裂纹及裂纹扩展试验。

疲劳试验机根据试验频率可分为低频疲劳试验机、中频疲劳试验机、高频疲

劳试验机、超高频疲劳试验机。频率低于 30Hz 的称为低频疲劳试验机，30-100Hz

的称为中频疲劳试验机，100-300Hz 的成为高频疲劳试验机，300Hz 以上的成为

超高频疲劳试验机。机械与液压式一般为低频，电机驱动一般为中频和低频，电

磁谐振式为高频，气动式和声学式为超高频。

高频疲劳试验机在配备相应试验夹具后，可进行正弦载荷下的三点弯曲试验、

四点弯曲试验、薄板材拉伸试验、厚板材拉伸试验、强化钢条拉伸试验、链条拉

伸试验、固接件试验、连杆试验、扭转疲劳试验、弯扭复合疲劳试验、交互弯曲

疲劳试验、齿轮疲劳试验等。

（5）热模拟试验机

热模拟试验机是动态热形模拟试验设备。它可以动态地模拟金属受热及变形

过程。其模拟功能较为齐全，应用范围广泛：可以进行包括轧制锻压工艺、连铸

冶炼工艺、焊接工艺、金属热处理工艺、机械热疲劳等方面内容在内的动态过程

模拟试验，可以测定金属高温力学性能、金属热物性、连续冷却转变曲线、应力

应变曲线等。

（6）热膨胀仪



热膨胀仪是指在一定的温度程序、负载力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测量样品的尺

寸变化随温度或时间的函数关系。可测量固体、熔融金属、粉末、涂料等各类样

品，广泛应用于无机陶瓷、金属材料、塑胶聚合物、建筑材料、涂层材料、耐火

材料、复合材料等领域。

用于研究材料的线膨胀与收缩、玻璃化温度、致密化和烧结过程、热处理工

艺优化、软化点检测、相转变过程、添加剂和原材料影响、反应动力学等。

（7）差热分析仪

差热分析（Differential Thermal Analysis，DTA）法是一种重要的热分析

方法，是指在程序控温下，测量物质和参比物的温度差与温度或者时间的关系的

一种测试技术。该法广泛应用于测定物质在热反应时的特征温度及吸收或放出的

热量，包括物质相变、分解、化合、凝固、脱水、蒸发等物理或化学反应。广泛

应用于无机、硅酸盐、陶瓷、矿物金属、航天耐温材料等领域，是无机、有机、

特别是高分子聚合物、玻璃钢等方面热分析的重要仪器。

差热分析仪是一种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物质与参比物之间的温度差与温

度的函数关系的仪器。由程序控制部件、炉体和记录仪组成，可电脑控制，打印

试验报告。目前的仪器测试范围可用-190℃到 2000℃以上，可控制测试气氛和

压力，并可和其他仪器组合使用。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家生产该类型仪器的企业，差热分析法与现代各种研究

方法综合使用，相互补充，已成为材料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8）电化学工作站

在物理化学的众多分支中，电化学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学科。它的应用主要

有：电解工业，其中的氯碱工业是仅次于合成氨和硫酸的无机物基础工业；铝、

钠等轻金属的冶炼，铜、锌等的精炼也都用的是电解法；机械工业使用电镀、电

抛光、电泳涂漆等来完成部件的表面精整；环境保护可用电渗析的方法除去氰离



子、铬离子等污染物；化学电源；金属的防腐蚀问题，大部分金属腐蚀是电化学

腐蚀问题。应用电化学原理发展起来的各种电化学分析法已成为实验室和工业监

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电化学是研究电和化学反应相互关系的科学。电和化学反应相互作用可通过

电池来完成，也可利用高压静电放电来实现，二者统称电化学，后者为电化学的

一个分支，称放电化学。因而电化学往往专指“电池的科学”。

电化学工作站是电化学测量系统的简称，是电化学研究和教学常用的测量设

备。其主要有 2大类，单通道工作站和多通道工作站，区别在于多通道工作站可

以同时进行多个样品测试，较单通道工作站有更高的测试效率，适合大规模研发

测试需要。

可直接用于超微电极上的稳态电流测量。如果与微电流放大器及屏蔽箱连接，

可测量 1pA 或更低的电流。如果与大电流放大器连接，电流范围可拓宽为±100A。

某些实验方法的时间尺度的数量级可达 l0 倍，动态范围极为宽广，一些工作站

甚至没有时间记录的限制。可进行循环伏安法、交流阻抗法、交流伏安法、电流

滴定、电位滴定等测量。工作站可以同时进行两电极、三电极及四电极的工作方

式。四电极可用于液/液界面电化学测量，对于大电流或低阻抗电解池(例如电池)

也十分重要，可消除由于电缆和接触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仪器还有外部信号输

入通道，可在记录电化学信号的同时记录外部输入的电压信号，例如光谱信号，

快速动力学反应信号等。这对光谱电化学、电化学动力学等实验极为方便。

电化学工作站已经是商品化的产品，不同厂商提供的不同型号的产品具有不

同的电化学测量技术和功能，但基本的硬件参数指标和软件性能是相同的。

2. 组织结构表征常用设备

（1）金相显微镜（Optical Microscopy，OM）



将传统的光学显微镜与计算机通过光电转换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在目

镜上作显微观察，还能在计算机(数码相机)显示屏幕上观察实时动态图像，电脑

型金相显微镜并能将所需要的图片进行编辑、保存和打印。

金相显微镜

借助光学(金相)显微镜可以对材料显微组织、低倍组织等进行分析研究和表

征，包含材料显微组织的成像及其定性、定量表征，可用于观察材料的相和组织

组成物、晶粒(亦包括可能存在的亚晶)、非金属夹杂物乃至某些晶体缺陷(例如

位错)的数量、形貌、大小、分布、取向、空间排布状态等。

（2）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当一束高能的入射电子轰击物质表面时，被激发的区域将产生二次电子、俄

歇电子、特征 X射线和连续谱 X射线、背散射电子、透射电子，以及在可见、紫

外、红外光区域产生的电磁辐射。利用电子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可以获取被测样

品本身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质的信息，如形貌、组成、晶体结构、电子结构和内

部电场或磁场等。



扫描电子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正是根据上述不同信息产生的机理，采用不同的信息检测器，

使选择检测得以实现。如对二次电子、背散射电子的采集，可得到有关物质微观

形貌的信息；对 X射线的采集，可得到物质化学成分的信息。

与普通光学显微镜不同，SEM 通过控制扫描区域的大小来控制放大率。如果

需要更高的放大率，只需要扫描更小的一块面积就可以了。放大率由屏幕或照片

面积除以扫描面积得到。

由于电子束只能穿透样品表面很浅的一层，所以只能用于表面分析。表面分

析以特征 X射线分析最常用，所用到的探测器有两种：能谱分析仪与波谱分析仪。

前者速度快但精度不高，后者非常精确，可以检测到“痕迹元素”的存在但耗时

太长。

（3）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

简称透射电镜，是把经加速和聚集的电子束投射到非常薄的样品上，电子与

样品中的原子碰撞而改变方向，从而产生立体角散射。散射角的大小与样品的密

度、厚度相关，因此可以形成明暗不同的影像。通常，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

为 0.1～0.2nm，放大倍数为几万～百万倍，用于观察超微结构，甚至可以用于

观察仅仅一列原子的结构。



透射电子显微镜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成像原理可分为三种情况：

（1）吸收像：当电子射到质量、密度大的样品时，主要的成相作用是散射

作用。样品上质量厚度大的地方对电子的散射角大，通过的电子较少，像的亮度

较暗。早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都是基于这种原理。

（2）衍射像：电子束被样品衍射后，样品不同位置的衍射波振幅分布对应

于样品中晶体各部分不同的衍射能力，当出现晶体缺陷时，缺陷部分的衍射能力

与完整区域不同，从而使衍射波的振幅分布不均匀，反映出晶体缺陷的分布。

（3）相位像：当样品薄至 100A 以下时，电子可以穿过样品，波的振幅变化

可以忽略，成像来自于相位的变化。

由于电子易散射或被物体吸收，故穿透力低，样品的密度、厚度等都会影响

到最后的成像质量，必须制备更薄的超薄切片，通常为 50～100nm。所以用透射

电子显微镜观察时的样品需要处理得很薄。常用的方法有：超薄切片法、冷冻超

薄切片法、冷冻蚀刻法、冷冻断裂法等。对于液体样品，通常是挂预处理过的铜

网上进行观察。



TEM 常用于研究纳米材料的结晶情况，能够观察和研究金属及其合金的内部

结构并进行晶体缺陷分析；配合相应样品台可观察样品的形变和断裂过程；观察

及分析样品组织结构。

（4）X 射线衍射分析仪（X-ray Diffraction，XRD）

通过对材料进行 X射线衍射，分析其衍射图谱，获得材料的成分、材料内部

原子或分子的结构或形态等信息的研究手段。

X 射线衍射分析仪

目前，X射线衍射(包括散射)已经成为研究晶体物质和某些非晶态物质微观

结构的有效方法。在金属中的主要应用有以下方面：

（1）物相分析。是 X 射线衍射在金属中用得最多的方面，分定性分析和定

量分析。前者把对材料测得的点阵平面间距及衍射强度与标准物相的衍射数据相

比较，确定材料中存在的物相；后者则根据衍射花样的强度，确定材料中各相的

含量。在研究性能和各相含量的关系和检查材料的成分配比及随后的处理规程是

否合理等方面都得到广泛应用。

（2）精密测定点阵参数。常用于相图的固态溶解度曲线的测定。溶解度的

变化往往引起点阵常数的变化，当达到溶解限后，溶质的继续增加引起新相的析

出，不再引起点阵常数的变化，这个转折点即为溶解限。另外点阵常数的精密测



定可得到单位晶胞原子数，从而确定固溶体类型；还可以计算出密度、膨胀系数

等有用的物理常数。

（3）取向分析。包括测定单晶取向和多晶的结构。测定硅钢片的取向就是

一例。另外，为研究金属的范性形变过程，如孪生、滑移、滑移面的转动等，也

与取向的测定有关。

（4）晶粒(嵌镶块)大小和微观应力的测定。由衍射花样的形状和强度可计

算晶粒和微应力的大小。在形变和热处理过程中这两者有明显变化，它直接影响

材料的性能。

（5）宏观应力的测定。宏观残留应力的方向和大小，直接影响机器零件的

使用寿命。利用测量点阵平面在不同方向上的间距的变化，可计算出残留应力的

大小和方向。

（6）对晶体结构不完整性的研究。包括对层错、位错、原子静态或动态地

偏离平衡位置，短程有序，原子偏聚等方面的研究。

（7）合金相变。包括脱溶、有序无序转变、母相新相的晶体学关系等。

（8）结构分析。对新发现的合金相进行测定，确定点阵类型、点阵参数、

对称性、原子位置等晶体学数据。

（9）液态金属和非晶态金属。研究非晶态金属和液态金属结构，如测定近

程序参量、配位数等。

（10）特殊状态下的分析。在高温、低温和瞬时的动态分析。

3. 成分分析

（1）直读光谱仪（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er，OES）

直读光谱仪品种分为火花直读光谱仪、光电直读光谱仪、原子发射光谱仪、

原子吸收光谱仪、手持式光谱仪、便携式光谱仪、能量色散光谱仪、真空直读光

谱仪等。



被测分析试样激发后产生的光通过聚光透镜由入口狭缝进入，导向凹面衍射

光栅上，读取在凹面光栅上分光的光中所需的光谱线，使用仪器上的光电倍增管

或 CCD 将光转化成电流。由此产生的光谱进行光电测定，进行元素的定量测量。

直读光谱仪被测样在规定条件内可一次性快速检测出所有元素百分比含量，

而且通过可靠可控的物理方法（光电转换）实行快速、精准测量，适用于较宽的

波长范围；光电倍增管对信号放大能力强，对强弱不同谱线可用不同的放大倍率，

相差可达 10000 倍，因此它可用同一分析条件对样品中多种含量范围差别很大的

元素同时进行分析；线性范围宽，更可做高含量分析，检测范围宽广。

相对于传统分析法而言，直读光谱仪测试方法的优点是快速、准确、高效。

该方法可以直接固体进样，不用进行化学消解，可以减少消解过程以及定容过程

所带来的人为误差；智能软件可实行“傻瓜式”的人性化操作，仪器校准、曲线

标定、标准化、数据统计、材质分类等功能强大。

直读光谱仪广泛应用于铸造，钢铁，金属回收和冶炼以及军工、航天航空、

电力、化工、高等院校和商检、质检等单位。

（2）碳硫分析仪

碳硫分析仪一般是指对钢铁材料中的碳硫元素进行定量分析的仪器总称。碳

硫分析仪器可测定铸铁、球铁、生铁、不锈钢、普碳钢、合金钢、合金铸铁、各

类矿石、有色金属中碳、硫、锰、磷、硅、镍、铬、钼、铜、钛、锌、钒、镁、

稀土等元素的含量。碳硫分析仪按照分析方法和原理有下列几种：

（1）红外吸收法碳硫分析仪：高频红外碳硫分析仪、电弧红外碳硫分析仪、

管式红外碳硫分析仪。

（2）气体容量法/碘量法碳硫分析仪：高速碳硫分析仪、气体容量法碳硫分

析仪。

（3）非水滴定法碳硫分析仪。



（4）电导法碳硫分析仪。

（5）其他：ICP 法、直读光谱法、X光荧光法、质谱法、色谱法、活化分析

法等类碳硫分析仪。

（3）氧氮分析仪

氧氮分析仪能够在惰性气氛下，通过脉冲加热炉加热燃烧试样，由热释红外

检测器和热导检测器分别测定各种钢铁、有色金属、稀土和各种新型无机材料中

氧、氮的元素含量。测定范围：氧 0.1～1000ppm；氮 0.1～5000ppm。

（4）X 射线光电子能谱（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

X 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XPS)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显微分析中的一种先进分

析技术，和俄歇电子能谱技术常常配合使用。由于它可以比俄歇电子能谱技术更

准确地测量原子的内层电子束缚能及其化学位移，所以它不但为化学研究提供分

子结构和原子价态方面的信息，还能为电子材料研究提供各种化合物的元素组成

和含量、 化学状态、分子结构、 化学键方面的信息。

在分析电子材料时，不但可提供总体方面的化学信息，还能给出表面、微小

区域和深度分布方面的信息。另外，因为入射到样品表面的 X射线束是一种光子

束，所以对样品的破坏性非常小，对分析有机材料和高分子材料非常有利。具有

如下特点：

（1）可以分析除 H和 He 以外的所有元素，对所有元素的灵敏度具有相同的

数量级。

（2）相邻元素的同种能级的谱线相隔较远，相互干扰较少，元素定性的标

识性强。

（3）能够观测化学位移。化学位移同原子氧化态、原子电荷和官能团有关。

化学位移信息是 XPS 用作结构分析和化学键研究的基础。

（4）可作定量分析。既可测定元素的相对浓度，又可测定相同元素的不同



氧化态的相对浓度。

（5）是一种高灵敏超微量表面分析技术。样品分析的深度约 2nm，信号来

自表面几个原子层，样品量可少至 10g，绝对灵敏度可达 10g。



图 7 2020 年国产大飞机进校园活动 1

20



图 8 2020 年国产大飞机进校园活动——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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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0 年国产大飞机进校园活动——工作室学员编写国产大飞

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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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0 年国产大飞机进校园活动——吴光辉院士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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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0 年国产大飞机进校园活动——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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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0 年国产大飞机进校园活动——工作室学员带队参赛

25



图 13 “双高”职业院校建设系列讲座——学员接受培训

图 14 “双高”职业院校建设系列讲座——田巨讲授专场讲座

26



图 15 “双高”职业院校建设系列讲座——专家列表 1

图 16 “双高”职业院校建设系列讲座——专家列表 2

27



图 17 “双高”职业院校建设系列讲座——专家列表 3

图 18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覃国蓉教授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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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21 年大飞机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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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毕业生跟踪调查研究

文/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邓君香 田巨 邓大志 吴成宝

引言

随着更多新机型的引进和旅客选择乘坐飞机出行的比例逐年 

提高，民航行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继2017年空 

客飞机客改货项目落户广州空港后，2018年2月，南航集团与波 

音公司在广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的机务维修项目落户 

广州空港经济区[1]o双方将在维修技术转让、支持项目、管理培 

训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主要包括737NG客改货生产线、787支 

援中心、777/787起落架大修及飞机部件、复合材料修理等内容。 

此次合作涉及的大部分维修技术是波音公司首次向中国转让，均 

属于飞机MRO行业的高端项目°据预测，亚太地区B787飞机机 

队将从当前的220架增长到2026年680架，B777/787飞机起落架 

大修业务将在亚太地区实现大修架次约600套，有助于推动广州 

飞机维修产业加入波音全球维修体系，持续学习和对标国际一流 

的维修标准和技术水平，同时将在飞机客改货、起落架大修、复 

合材料及新型附件修理等航空维修制造领域直接带动700多名高 

端航空专业人才就业。众所周知，无论波音飞机还是空客飞机, 

所有的维修资料都是英文的，而要圆满完成这样高端的国际化战 

略合作项目，飞机维修人员的专业英语水平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就要求将来从事飞机维护工作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 

在校大学生要学好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提高专业英语水平。

五、基于混合式模式的课程特色与改革

1.课程特色

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色：由企业和学校团队教师设 

计与开发系列化教学微视频课程，形成了结构化在线学习资 

源，上传微视频课程资源到学校教学平台，根据自主任务学习 

单，组织学生进行在线个人自主学习，利用学校的混合学习教 

室，就教学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研讨性学 

习，成立研究性学习小组，开展课后基于工作任务的研究性学 

习；网上理论教学和课堂实践教学相互融合，混合式教学模式 

总体设计如下：

① 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学以致用的教学法。首先在教学中 

有针对性、系统性地引导学生把前面所学各科专业理论知识 

与实践综合串联起来，让他们懂得如何应用这些知识去解决 

排除设备故障的技术问题。

② 实践项目职场化教学法。课堂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 

上，基于行动导向理论提出的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方法来引入 

项目职场化的教学，以实际生产设备为教学载体，以解决设备 

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目的；以线上所学理论知识为指 

引，以实际操作为方式，设置接近于生产车间的教学情景。

③ “会干能干”企业岗位标准化教学法。培养岀的学生 

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即“不仅会干，更要能干；不仅知， 

更应会”的高技能型人才。

教学现场“以企业生产现场管理模式”贯穿其中；注重 

务实、精准、细致的工匠精神培养，最终达到“知行合一、 

学做相长”的实效。

2.改革

①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线上课程资源设计与开发工作。根据 

课程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作用，制定课程学习目标、设计学习 

问题，重组学习内容，形成系统化、结构化课程单元内容体系； 

针对每个知识单元内容，进行精细化教学设计、形成微教案、 

微课件、微练习与微任务单，开发与制作配套的微视频课程、 

课件PPT、拓展资源动画。“一站式”网络平台配齐课程标准, 

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进度表、课程内 

容选与学习方法、课程资源清单等。这些举措对学生了解课程 

学习目标、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技能有很大的帮助；方便 

学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在课前课后自我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② 进行课堂交流问题设计与活动设计。形成课堂学习任 

务、信息页、工作页与研讨问题清单，制作辅助课堂研讨活动 

的PPT课件；设计与制作小组研究性学习模板，建设“一站 

式”网站学习平台。

③ 网络教学资源。本课程网络教学软件资源丰富，架构合 

理，它可以让学生通过网络课堂拾遗补缺或拓宽知识面，网络 

教学资源以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的学习模式来划分教学资源， 

各个模块中都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素材，供教师和学 

生灵活选择使用。

④ 网络硬件环境。学校网络中心配备强大的网络硬件环 

境，光纤直接到校，对本课程提供了课程网站服务器，还提供 

了与之配套的得实课程服务器，以共享网站资源；网站的后台 

管理功能非常强大，方便对于课程内容的更新和管理。

责任编辑陈春阳

广东教育•职教2019年第9期 13



I高教专论I
为了满足全球民航快速发展的人才需求，提高专业英语 

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专业英语的水平，实现新时代的中 

国民航强国梦，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2*"为了了解教学改革取得的 

成效以及探索今后进一步课程改革的方向，本课程组对近年 

来毕业后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毕业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分析 

了调查结果，为今后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些有 

用的建议和参考。

一、调查设计概况

以前为了评估民航高职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现状 

和已采取的教学改革的效果，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本课程组 

老师对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小班授课进行教学改革的 

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并进行了分析研究⑶"现在为进 

一步了解学生对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能力的掌握情况和毕业后 

对专业英语的运用情况，本课程组老师又对该院近年来毕业 

的各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共发出110份调查问卷，收回 

110份调查问卷，全部调查问卷有效，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100%。

本调查问卷包括24个选择题和2个开放性问答题，主要 

包括毕业生的基本情况（问题1-3）、专业英语对工作的重要 

程度（问题4-7 ）、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效果及原因（问题 

8-11 ）、教材建设（问题12-14 ）、课程安排（问题15 - 

19）、毕业后的专业英语持续学习情况（问题20 -24）以及 

对专业英语教师和在校大学生的开放性建议（问题25 -26） 

等方面。

二、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 

研究

（一）参与调查的毕业生基本情况方面

问题1-3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工作单位、毕业 

年限和所从事的岗位。根据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去向，对在民航的几家大航空公司和飞机及发动机维修企业 

工作、且毕业年限和所从事岗位不同的110名毕业生发放了调 

查问卷，其中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深圳分公司14%，大新华航 

空公司10%，海航5%，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CAME

CO） 45%，上海普惠发动机维修中心6%，珠海摩天宇发动 

机维修有限公司（MTU） 15%，其他公司5%。表1是调查对 

象的毕业年限和所从事岗位的情况。参与调查的毕业生工作单 

位范围广，毕业年限跨度长，所从事的岗位种类多，能够充分 

反映飞机机电专业英语整个课程教学的延续性和问卷调查的 

全面性，便于反映问题的普遍性。

表1调查对象的毕业年限和所从事岗位的情况

毕业年限 从事的岗位

1〜2年 3〜5年 6-10 年 10年以上 机械员 工艺员 工程师 行政管理岗位 其它岗位

百分比 21% 49% 25% 5% 75% 5% 10% 1% 9%

（二）专业英语对工作的重要程度方面

在专业英语对工作重要不重要的问题4上，65%的毕业生 

认为非常重要，25%的认为重要，9%的认为一般，1%的认为 

非常不重要。在工作单位对员工的专业英语水平要求高不高 

的问题5上，28%的毕业生认为非常高，53%的认为较高， 

18%的认为一般，1%的认为没有要求。从问卷调查数据可看 

岀，绝大多数毕业生认为专业英语对工作非常重要或重要，工 

作单位对员工的专业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或较高。由此可看 

出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非常重要。

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英语知识对您的工作岗位够不够用的 

问题6上，14%的毕业生认为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英语知识对其 

工作岗位非常够用或够用，31%的认为一般，而55%的毕业 

生认为不太够用或非常不够用。问题7是在学校所学的哪些方 

面的专业英语知识对其工作帮助最大，选择最多的是飞机的 

基础知识（45%）和发动机基础知识（21%）,其次是飞机机 

型内容（15%）和发动机型号内容（8%）、专业基础知识 

（6%）和其他内容（5%）。由于大学三年的时间不长，且有 

很多课程要学，所以在学校所学的专业英语知识不太够用是 

显而易见的。这就需要让学生明白专业英语的重要性，产生学 

习的动力，要使学生不仅在学校学好专业英语，工作后更要持 

续学习专业英语。

（三）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效果及原因方面

在大学期间的专业英语课程学得好不好的问题8上, 4% 

的毕业生认为学得很好，32%的较好，52%的认为一般，只有 

12%的认为学得较差或很差。这说明专业英语课程这些年来进 

行的教学改革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教学质量得到了学生的认 

可。问题9是认为自己专业英语学得很好或较好的原因是什 

么。调查结果显示，选得最多的是自己感兴趣（44%）和自 

己努力（28%），其次的原因依次是自己英语基础好（16%）、 

教师教得好（7%）、其他原因（3%）和教材好（2%）。问题 

10是认为自己专业英语学得较差或很差的原因是什么。选得 

最多的是自己不努力（44%）和自己不感兴趣（28%），其次 

的原因依次是自己英语基础差（14%）、老师教得不好 

（5%）、教材不合适（5% ）和其他原因（3%）。在喜不喜欢 

大学期间专业英语老师的授课方式的问题11上，9%的毕业生 

很喜欢，17%的较喜欢，50%的一般，19%的不太喜欢，5% 

的很不喜欢。

由此可看出， 要想学好专业英语， 首先要学生自己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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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这门课程感兴趣，这也验证了 “兴趣是成功的一半”这 

句话；其次自己要努力，不努力肯定学不好专业英语。无论学 

得好还是学不好专业英语，与自己英语基础好不好、教师教得 

好不好和教材合不合适等关系都不大。并结合上面的一点，本 

课程组教师认为如何让学生明白本课程的重要性、怎样提高 

学生对专业英语课程的兴趣和自信心比教师单纯提高教学技 

巧更重要。只有学生明白了专业英语的重要性后，由“要我 

学”的被动学习转化为“我要学”的主动学习，学习的动力 

和兴趣才更足更持久，学习目标才更明确，学习效果才更好。 

专业英语和大学英语不太一样，其句子语法简单，较难的句型 

主要是定语从句，没有复杂的虚拟语气等语法，时态大部分是 

一般现在时，没有过去完成时或将来进行时等较难的时态，而 

且用词比较简单，没有晦涩难懂的词汇。学习专业英语最重要 

的是积累专业英语的英文词汇，而在大学学生都刚开始学习 

专业英语，起跑线是相同的，确实与英语基础好不好关系不太 

大。有些学生的大学英语不好，但专业英语学得还不错。所以 

专业英语学习的效果主要还是由学生的内因决定，而不是由 

其他外因来决定。

（四）教材建设方面

问题12是在大学所用的专业英语教材所含内容对于工作 

是否全面。1%的毕业生认为很全面，10%的较全面，48%的 

一般，30%的不全面，11%很不全面。问题13是对大学期间 

所用的专业英语教材有什么看法，问题14是专业英语教材应 

包括哪些内容（多选题），其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对大学期间所用的专业英语教材的看法和应包含内容的建议

对大学期间所用的专业英语 

教材的看法
百分比

专业英语教材应包 

括的内容（多选题）
百分比

课文内容多，讲得细，很适 

用
6% 飞机的基础知识 79%

课文内容不错，但没有图， 

不太容易理解
40% 飞机机型知识 57%

教材所选机型比较老，急需 

现役主流机型的知识
44% 发动机基础知识 52%

段落比较长，学起来比较费 

劲
5% 发动机型号知识 38%

其他 5% 专业基础知识 55%

其他 6%

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的教材在2015年前使用的是其他院校 

公开出版的老教材，因为出版年份较久，机型比较老旧，现已 

退役，跟不上民航机型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且没有发动机部 

分的知识，教材内容不全面，所以本课程组教师团队自己重新 

根据现役机队机型的情况编写了《飞机机电专业英语》新版 

教材，2015年8月出版的，主要包含了民航现役主流机型的 

飞机和发动机知识⑷。而参与调查问卷的毕业生毕业年限从1 

年直至10年以上的都有，则参与调查的毕业生大部分在校期 

间使用的是老版教材，使用新版教材的毕业生只占很少的部 

分。所以大部分毕业生认为在校使用的专业英语教材课文内容 

不错，但内容不全，没有图，不太容易理解，急需新教材。

在教材内容选材方面，大部分毕业生认为应包括飞机的基 

础知识、飞机机型知识、发动机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因 

为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到航空公司或飞机 

维修公司就业， 少部分到发动机维修公司工作， 飞机维护的工 

作量较大， 发动机维护的工作量相对较小， 所以本课程组在教 

材内容选材方面有针对性地选择对毕业后工作有用的内容选 

进教材，机型新而全，图文并茂，每篇课文的精读和泛读包含 

了飞机和发动机的基础知识和机型知识，且飞机系统知识的篇 

幅较多，发动机知识的篇幅较少。

在新版教材岀版后，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对使用新 

版教材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3］，调查结果表明，在 

使用新版教材之后， 87%的学生认为课文内容多， 讲得细， 机 

型新而全，很适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版教材编得不错，本课程 

教学改革在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效果较明显。

（五）课程安排方面

问题15是在大学期间专业英语的课时安排（共100学时 

左右）是否合适。3%的毕业生认为课时太多，7%的认为课 

时较多，35%的认为课时合适，40%的认为课时较少，15%的 

认为课时太少。问题16 - 18分别是在大学期间开设的专业英 

语课程建议总学时数、学期数和周学时数各为多少比较合适， 

其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在专业英语课程是否需要包括专业英 

语口语课的问题19上，32%的毕业生认为非常需要，50%的 

认为需要，17%的认为不需要，1%的认为非常不需要。

表3专业英语课程开设的建议学时数、学期数和周学时数

建议学时数 百分比 建议学期数 百分比 建议周学时数 百分比

50学时 5% 1个学期 3% 1〜2学时 5%

100学时 22% 2个学期 15% 3〜4学时 45%

150学时 46% 3个学期 18% 5〜6学时 35%

200学时 27% 4个学期 64% 7〜8学时 15%

当前在大学开设的专业英语课程总学时100多，在大二 

上、下2个学期开设，绝大部分的毕业生认为开设的总课时少 

和学期少。而在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3%的 

学生认为课时多了，61%的学生认为课时合适，36%的学生认 

为课时少了⑶。由此可见毕业生工作后更了解飞机维护工作 

的性质以及对专业英语的高要求，所以希望开设专业英语课程 

的课时更长，学期更多。建议在制订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时，应考虑增加专业英语课程的课时（160学时左 

右）和开设学期数（4个学期），每周4个学时左右，在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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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设专业英语课程，并把口语课包含进来，确保满足学生 

和企业对专业英语的高要求。

（六） 毕业后的专业英语持续学习情况方面

问题20是在毕业工作后是否还经常学习专业英语。34% 

的毕业生经常学，60%的偶尔学，6%的从来不学。问题21是 

在工作后学习专业英语的资料来自于哪里。选得最多的是飞 

机维护手册等维修资料（69% ）,其次是单位自编的专业英语 

教材（17%）,公开岀版的专业英语教材（5%）、其他资料 

（5%）和网上专业英语资料（4%）o问题22是在工作后通过 

什么方式学习专业英语。73%的毕业生选择自学，15%的选择 

单位组织的在上班时间内的上课学习，5%的选择单位组织的 

业余时间的上课学习，4%的选择其他方式，3%的选择参加单 

位组织的英语俱乐部等活动。在是否想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 

提升自己的专业英语水平的问题23上，结果依次是非常想提 

升（54%）、想提升（38%）、不太想提升（7%）和从来没想 

过提升（1%）"在今后工作中通过什么方式来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专业英语水平的问题24上，35%的选择自学飞机维护手 

册等资料，31%的选择通过单位组织的脱产或业余的专业英语 

课程来学，17%的毕业生选择挑选一本合适的专业英语教材来 

自学，13%的选择通过专业英语网络课程来自学，4%的选择 

其他"可见毕业工作后，三分之一的毕业生经常学习专业英 

语，大部分人偶尔会学；绝大部分的毕业生非常想或想提升自 

己的专业英语水平"前几年由于智能手机、移动平台和微信等 

技术还不太普及，没有太多能方便使用的网络学习资源来学 

习专业英语， 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飞机维护手册等维修资 

料来自学"而30%的毕业生今后工作中选择挑选合适的专业 

英语教材或网络课程来自学"

所以要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民航强国的中国梦， 作为从 

事民航教育事业的我们除了使在校大学生学好专业英语之外， 

还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协助毕业生毕业后持续地学好专业 

英语"我们除了编写好的教材，还可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建 

设更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以供毕业生学习，如建设好我院基 

于智慧职教和职教云平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备选库中 

的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建设好广东省一类品牌专业的飞 

机机电专业英语主干课程，建设好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网络课 

程、飞机机电专业英语微信公众号和APP平台等，另外还可 

配合扇贝英语、懒人英语和百词斩之类的公共英语APP平台， 

使毕业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碎片化时间来持续学习专业 

英语， 提高专业英语水平， 提升工作效率， 确保飞机安全持续 

适航和正点服务"

（七） 对专业英语教师和在校大学生的开放性建议方面

问题25是对专业英语教师教好专业英语课程或对专业英 

语课程改革的开放性建议"问题26是对在校大学生学好专业 

英语的开放性建议"参与调查的毕业生认真填写，建言献策， 

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建议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下企业实践锻 

炼，给学生讲解民航企业的概况和要求，开阔学生的视野，使 

学生知道专业英语对以后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图 

片、数据、资料等来使专业英语课更为生动、易懂；以实用为 

基础，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等"建议在校大学生首先要明白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机维护人员，学好专业英语是相当重要 

的；要增强自信心，培养兴趣，不要死记硬背；多看，多读， 

多听，多写，做到熟能生巧；每天阅读一篇专业文章，理解透 

彻；将课本的知识与网络资料和实际结合起来等"

三、调查研究结论和建议

参与调查的毕业生工作后经过在实际工作中实践检验后， 

对所从事的飞机维修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体会，他们的 

调查结果更能反映情况"综上所述，通过对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的毕业生发放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调查问 

卷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可看出专业英语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 

效，以及为了跟上民航快速发展的步伐，实现民航强国梦，本 

课程组教师提出了今后进一步进行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持 

续教学改革的以下建议和方向：

首先，教师应让学生明白专业英语课程的重要性，引导学 

生产生学习的动力"其次，培养学生对专业英语的学习兴趣， 

助力学生自觉努力学习专业英语"再次，制订好人才培养方 

案，合理安排专业英语课程的总学时和学期数，确保满足学生 

和企业对专业英语的高要求"最后，加强教材建设，优化学习 

资料， 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 协助毕业后的学生能够使用方便 

快捷、趣味性强和实用性好的学习资源来持续学习"

[基金项目：2014年第一批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 

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粤教高函[2015] 62号），主持人：邓君 

香；2016年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专业）建设项目，主持人：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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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的句法结构特点

文/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吴成宝 邓君香李洁慧 李璐瑶 王舰 龚煜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庄昕瑶

** »
刖言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学生就业后，将直接接触和使用 

各种应用英文编写的飞机维修的手册和资料。所以，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英语应用能力对飞机的 

安全正点维护和保证航班的正常起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5」。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国开设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工程 

相关专业的院校都开设了飞机机电专业英语课程， 并且是专 

业核心课程。在先前的研究工作中，课程授课团队核心人员总 

结和分析了该门课程的词汇构成特点[6]o本研究中，我们将 

继续探讨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的语法结构特点。对从事飞机机 

电专业英语的授课教师、企业培训教员以及在读学生和社会 

学习者都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一、名词化结构

名词化结构（Nominalization）的大量使用是科技英语的特 

点之一。因为科技文体的要求是句子简洁、表达客观、内容准 

确、信息量大、强调客观事实。名词化结构可以将复合长句变 

成简单短句，从而使表达的含义更加准确和严密，且节奏紧 

凑、连贯性强、自然通顺、流畅。

（一） 用名词替代动词

例 1. The textbook analyzes the problem and solves ii.在专业 

英语中则通常说：The textbook giveo an analysiz ol the problem 

and offers a solution.课文分析了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在这个 

例子中， 名词化的地方有两处， anayzae-anayzozo， solve 一 solu

tion o

例 2. You can isolate thio trouble ii you read the aircraPt main

tenance manuai.你可以通过阅读飞机维修手册来隔离这个故 

障"通常说：Isolation of thio trouble iz achieved by reading the 

aircratt maintenance manuai.在这个例子中，名词化发生在两个 

地方+ isolath - isolation + read - reading +含有两个主谓结构的 

复合句经名词化处理后，变成了只含一个主谓结构的简单句， 

进而使句子的结构更加精炼，也由于使用抽象名词替代原来 

的人称代词做主语而使句子的语体更加正式"

（二） 用名词替代形容词

例 3. It io doubtfui how accurath the resulto are.结果的正确性 

值得怀疑"也可以表示为：The accuraca of these results o 

doubtfui.

（三）用名词替代句子

例 4. high - pressure compressed gases including compressed 

nitrogen and compressed oxyyen are especially dangerous，ii they 

are mishandled.如果包括压缩氮气和压缩氧气在内的高压气体 

被误操作，他们是尤其危险的"可以表示为：The mishandling 

of the high - pressure compressed gases including compressed nitro

gen and compressed oxyyen are especialty dangerous.包括压缩氮 

气和压缩氧气在内的高压压缩气体的误操作尤其危险"

二、 广泛使用被动语态

为了突显被操作、执行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侧重叙事、 

推理， 科技英语在语态上常常将这些对象置于句子的开头， 进 

而使得整个表述变成被动语态。另外，若课文中第一、第二人 

称使用过多，会给人造成主观臆断的印象，不能反映和强调专 

业技术的客观准确性。因此，将近三分之一的句子采用被动语 

^态O

例 5. the metd skin oe covering io riveted to the longerons， 

bulkheads， and other structural members;金属蒙皮和覆盖物被 

铆接在桁条、隔框和其他结构与案件上"而不说the longerons， 

bulkheads， and othee structurai members rivet the metd skin os 

ccvenng；桁条，隔框和其他结构元件铆接金属蒙皮或覆盖物"

例 6. The quick access te the accessories and othee equipment 

ca ied in hhetuseeageispLoeided bynumeousaccesdooLs， in- 

spechion peahes， eandinggeaLwheeewees， and ohheLopenings. 机 

载附件和其他设备的快速接近门是通过大量的接近门，检查盖 

板，起落架轮舱和其他开口来提供的"

最重要的是， 飞机机电专业英语把要描述的主要信息放在 

主语部分，这是被动语态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

三、 非限定动词的使用

含有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和并列分句的长句通常显得非常 

复杂，使得语法功底不强的科技工作很难读懂。相反，在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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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分词的独立结构和不定式短语不仅可以缩短句子，而 

且比较醒目，进而使得文章简练、结构紧凑。

例 7.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lift only one wheel from the floor to 

change a tiro oo to service a wheel of brake.将一个机轮顶离地面 

用以更换轮胎或者勤务一个机轮刹车往往是有必要的"

例 8. T is often necessary to move an aircrali without using ite 

engines.在没有使用飞机发动机的条件下移动飞机通常是有必 

要的。

例 9. Before starting an engine + be sure that the areas in front 

and behind the aircraft are cleae of peoplo and equipment.在启动发 

动机之前，确保飞机的前后区域没有人员和设备"

四、后置定语的使用

专业英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后置定语。最常见 

的后置定语的情况有以下五种：

（一） 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

例 10. These added page sets are identified by the addition of a 

confipuration code immediately below the ASN code.这些增加页码 

设置是通过在ASN码下方添加一个构型码来区分的"在例10 

中below the ASN code为介宾短语作为定语修饰a configuvtion 

code （一个构型码%。

例 11. the serrations in the jaws of the duckbCle are not as deep 

oc sharp as in many othea pliers.鸭嘴钳钳口中的齿并不像其他种 

类钳子中的齿那么深或尖"在例11中，介宾短语in the jaws of 

the duckbCle 是主语 the serrations 的定语。

（二） 形容词及形容词短语作后置定语

例 12. Drag and weight are element inherent in any object, 

including an血仃血 阻力和重力是包括飞机在内的任何物理固 

有的因素"形容词短语inherent in后面链接any object成为宾 

语elements的定语"

例 13.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systems of the 

aircraft necessary for passengers + cabin and equipment fitted in the 

空调系统是飞机上一个对于乘客、客舱和安装在飞机 

上的设备非常重要的系统"句子中， necesaeytoepasengees， 

cabin and equipment fitted in the aircraOt 可以认为是 air condition

ing system的定语"

（三） 副词作后置定语

例 14. The forcc upward equalu the forcc downward se that the 

aircraft cruises at the level.向上的力与向下的力相等，所以飞机 

就保持在这一高度巡航"句子中，upward向上的和downward 

向下的作为第一个和第二个forcc的定语"

例 15. Skid oa skidding refers te any movement upward and out

ward away from centea of turn.外侧滑是指远离转弯中心向上、 

向夕卜的运动。例句中，upward and outward away from centea of 

turn远离转弯中心向上向外的是any movement的定语。

（四） 分词（单个分词）作后置定语

例 16. Parasite drag includes all drag created by the airplane. 

废阻力包括所有被飞机产生的阻力。过去分词created加介宾 

短语by the airplane作为t dag的定语。

例 17. The amount of lift produced is greater than the additional 

d ag. 产生的升力的量远大于所产生的阻力的量。 一个单独的 

过去分词produced作为lift升力的定语。

（五） 定语从句

例 18.Bhey are normal revision service and temporary revision 

service，which are not introduced in detail.他们有定期修订服务 

和临时修订服务，在这里不详细介绍。以上属于用非限制性定 

语从句来解释说明宾语的情况。

例 19. The cutting toolf include any tool that removes or sepa

rates material.切割工具包括任何用于移除或者分离材料的工 

具。例19属于限制性定语从句，较例18更常见、普遍。

五、 大量使用陈述句、祈使句

在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惊叹句这几种句子类型中， 

陈述句占绝大多数，极少使用疑问句与感叹句，祈使句也并不 

少见，尤其是祈使句大量岀现在说明书之类的文体中。

（一） 陈述句

为了让语法功底不深厚的科技工作者也能读懂机电专业 

英语。有关飞机的培训手册、维修手册，以及飞机机电专业英 

语都采用了最基本和最常用的语法结构：陈述句。因为课文中 

十分常见，在此只举三个例子：

例 20. Each type of parasite drag veries with the speed of the 

airplane.每一种废阻力根据飞机的速度的不同而不同。

例 21. The aerodynamics of supersonio eight is complex.超音 

速飞行的空气动力学是复杂的。

例 22. Each main landing gear has two wheels.每--主起落

架都有两个机轮。

（二） 祈使句

例 23. Be sure that the areas in front and behind the aircraft are 

clear of people and equipment.确保飞机的前面和后面的区域没 

有人员和设备。

例 24 9Besueethattheeandinggeaeisdown and eocked betoee 

the aircraft is lowed evenly.在飞机被平稳放下之前，确保飞机的 

起落架是放下并且锁好的。

六、 大量使用复合句

为了表述一个复杂概念，并使之逻辑严密、结构紧凑，机 

电专业英语的课文中往往岀现许多长句。但句型结构比较简 

单，变化不复杂。造成长句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使用大量的短语 

和从句作为修饰成分。

（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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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5. When 6X6(31/0/ dmerences arc extensive and the pre

ceding method becomes cumbersome, thus distracting from the con

tinuity of subject mattea, new paae sets may be created.当有效性 

差异是非常广泛的且前面的方法变得繁琐，从而偏离了主题 

的连续性时，可以创建新的页面设置。本句的主干是“new 

paae sets may be created* , 句中 “ When e/ectivity diderences arc 

extensive and the preceding method becomes cumbersome + thus 

distracting from the continuity of subject mattea" 为时间状语从 

句，“and"引导时间状语从句中的两个并列简单句"

例 26. A physical description wiH be used onty where the aC- 

plane diCerence arc the result of engine type dCference or equipment 

that is interchangeable oa optionaa物理描述只用在飞机的差异是 

由于发动机型号或设备是可以互换或可选装引起的差异的地 

方" 本句的主干是 “ A physical description wiC be used”，句中 

)only where the airplane diCerence arc the result of engine type 

difference oa equipment that is interchangeable oa optional" 为从 

句，表示事情发生的位置(地点)，句中)that is interchangea

ble or optional^^为定语从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equipment"。

结论

在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的教学中，其语法结构极富自身特 

色和规律。授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可以从课文中精选出一些 

有代表性的句子，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形成以语法结构讲 

解为主线的教案，也可以以语法结构专题讲座的形式制作讲 

稿；在上课的过程中，授课教师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岀发，有针 

对性的组织教学，从最简单的陈述句为起点，逐步扩展到复合 

句的讲解，切忌一味死记硬背。在深入学习语法结构的过程 

中，领会飞机机电专业英语的精髓，即可用于解决实际工作遇 

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本文系20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微课的飞机机电专业英 

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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