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工程材料专业方向综合实验教学大纲（综合实践类） 

 

综合实践名称：土木工程材料专业方向综合试验 

英文名称：Comprehensive tests of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  

课程编号： 

面向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课程总学时：  96 学时  ；讲授学时  16   ；实验学时  80  ； 

课程学分：3 学分 ；  

本大纲主撰人：庞超明 （Tel： 52090638  ，E-mail：pangchao@seu.edu.cn） 

 

一、本课程设计或综合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具体目标 

“土木工程材料大型试验”是为土木工程材料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综合性实践课程，

涵盖了与土木工程材料有关课程的相关内容。试验的层次分为基本型、提高型和综合型，其

中基本型以网络课程为主，为后面的提高型和综合型提供基础。提高型以提高本专业学生的

试验基础为主，为后面的综合设计打基础，而综合型以实际工程或科研中要解决的问题为基

础，提出要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相关课程的基本知识来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工程意识，得到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型则根据土木工程材料的

最新研究进展和思路，探索性的设计新的材料。 

本课程通过论文和做报告形式进行考核，以提高学生对数据的综合处理和提炼能力，

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为后续的毕业设计和从事工程技术的应用与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二、设计（或实践）内容，学时分配与组织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内容提要 
实验 

类型 

学时 

分配 

每组

人数 

备注 

(难度) 

1 
水泥物理力学

性能试验 

水泥的标准稠度、安定性、凝结时间、细度和抗

折、抗压强度的测试，全面掌握水泥的性能，为

砂浆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提供依据 

基本型 1 1～3 必做(中) 

2 
混凝土性能测

试 

测试混凝土拌合物的表观密度、坍落度、扩展

度、抗压强度等。 
基本型 1 1～3 必做(中) 

3 砂浆性能试验 
测试砂浆的容重、稠度、分层度和抗压强度，了

解砂浆的性能。 
基本型 1 1～3 必做(中) 

4 
沥青基本性能

试验 
掌握沥青的基本性能和三大指标的测试方法 提高型 3 3~5 必做(中) 

5 
成型工艺和振

动参数试验 

测定设备的工艺参数，分析工艺参数对材料性能

的影响 
提高型 4 3~5 必做(中) 

6 
混凝土配合比

设计 

讲解各种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各种参数的确定、

影响因素等，掌握普通和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

设计方法。进行力学性能测试。验证所设计思路，

评估所设计配合比，掌握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基

础方法。 

提高型 15 3～5 必做(中) 

7 
外加剂性能试

验 

讲解混凝土外加剂的匀质性和受检混凝土性能

的实验方法，并选择性的进行部分指标实验。 
提高型 6 4~6 必做(中) 



8 
混凝土长期耐

久性实验 

讲解混凝土长期耐久性的实验方法，采用视频、

参观和实验等方式，要求学生掌握并了解各种混

凝土的耐久性实验方法。 

提高型 4 4~6 必做(中) 

9 

高强与超高强

混凝土的设计

与性能研究 

进行高强或超高强混凝土的设计，选择力学性能

指标 3～5 项，变形或耐久性指标 2～3 项，1～3

种先进微观分析技术，分析和评估所设计配合

比。 

创新型 56 2～4 

任选一 

10 

纤维增强水泥

基材料的设计

与性能研究 

进行纤维增强水泥基材料的设计，选择力学性能

指标 3～5 项，变形或耐久性指标 2～3 项，1～3

种先进微观分析技术，分析和评估所设计配合

比。分析和评估所设计配合比。 

创新型 56 2～4 

11 

轻质功能材料

的设计与性能

研究 

进行轻质功能材料的设计，选择力学性能指标

3～5 项，变形或耐久性指标 2～3 项，1～3 种先

进微观分析技术，分析和评估所设计配合比。 

创新型 56 2～4 

12 

外加剂的配制

及应用技术研

究 

设计或全面研究外加剂/添加剂的配方外，并测

试其应用性能。 
创新型 56 2～4 

13 
混凝土的变形

性能综合研究 

掌握混凝土的干缩、自收缩、塑性抗裂、圆环抗

裂、徐变等变形性能的测试方法和原理，全面评

估混凝土的抗裂性。 

创新型 56 2～4 

14 
材料的耐久性

设计与评估 

对现有材料，综合考虑各种耐久性进行设计；或

对已有结构，采用多种分析方法，评估材料的耐

久性。 

创新型 56 2～4 

15 
新实验方法应

用研究 

对新出现的某种实验方法，或自行设计的新型实

验方法，采用 5～8 种手段进行对比研究或分析，

对其适应性进行评估。 

创新型 56 2～4 

16 

沥青基复合材

料的设计与性

能研究 

设计某种特性要求的沥青和沥青混合料，并测试

5～8 项性能指标，进行设计材料的评估。 
创新型 56 2～4 

17 

建筑声热功能

材料的设计与

性能研究 

针对房屋建筑的隔声、隔热等要求，设计一种新

型功能材料，并测试其相关性能，评估设计方法。 
创新型 56 2～4 

18 

生态环境材料

的设计与性能

研究 

针对现行建筑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设计一种生态

环境材料，并测试其相关性能，评估设计方法。 
创新型 56 2～4 

19 

修复与加固材

料的设计与应

用研究 

针对工程应用，对已有结构的进行修复和加固材

料的设计，测试 5～8 项性能评估其性能。 
创新型 56 2～4 

20 

其他新型材料

设计与性能研

究 

对老师或学生的新思路，在老师的指导下探索性

设计新型材料，并测试其性能，进行新设计材料

的评估，提出进一步建议。 

创新型 56 2～4 

21 

学生报告并答

辩，教师提问

分析 

对所进行的专题研究撰写论文，并进行汇报和答

辩，教师对学生所进行的试验内容进行分析、点

评和总结 

综合型 6 2~4 必选 



三、教学管理模式与注意事项 

采用课堂教学与试验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基础应用为本，试验的综合设计为重，

实施分阶段、分层次、课内外结合的教学模式。 

试验教学的分为基础型、提高型、综合型和创新型。基础性试验由学生自行学习，掌握

后续实验中所必需的其他技能，并可在实验室进行自由训练。提高型是为综合型和创新型提

供设计基础。各设计专题除传统的 3~5 个优势专题外，其他专题每年更新。由于综合型和创

新型试验设计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实验中在增加设计理论专题课，强化学生的设计基础。

设计由老师给定或学生自定若干课题，每个教师负责 1～2 个专题的指导工作，并进行简短

的专题报告，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选择相应的课题，自行查阅相关资料，进行试验方案的设

计和试验，实验室采取开放式的管理模式，有组织协调地进入实验室进行试验。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在试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启发式指导，培养

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习惯。要求学生充分利用课外学时，主动学习，试验设计、资料

的查阅、数据的处理、论文的撰写主要在课外完成，课内时间主要用于专题报告、试验操作

和答疑，课内外学时比例应达到 1：2 以上。且考虑到水泥基材料的龄期，大型试验需往后

延 2～3 周完成 

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各环节的分工和联系，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相关条例

和操作规程，注意强电，强调安全操作。 

四、设备与器材配置 

主要硬件设备： 

水泥抗折、抗压一体机 200T 抗压试验机 1T 电子拉伸试验机 

10T 电子万能试验机 混凝土搅拌机 胶砂搅拌机 

净浆搅拌机 不同精度要求的天平 含气量测定仪 

40×40×160mm、70.7×70.7×70.7mm、100×100×100mm、100×100×400mm 试模 

水泥标准稠度仪 水泥凝结时间测定仪 氯离子扩散系数测定仪 

变形测量仪 抗渗仪 X-CT 计算机断层扫描仪 

X-射线衍射仪 MIP  

常用辅助小工具： 

烘箱，不同规格托盘，烧杯，量筒，容量瓶，牛角勺，小碗，秒表，滤纸，各种要求

的试剂，各种搅拌用具，直尺等 

五、考核与成绩评定 

本课程最终成绩以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挡评定（相应于百分制为：大

于等于 90、80~89、70~-79、60~69、小于 60）。 

本课程不安排考试，采用实验报告和论文撰写相结合的方式，并按组进行答辩。实验

成绩的评定，按其综合能力进行评定。 

评分标准主要依据以下几点：⑴学习态度；⑵实验动手能力；⑶实验报告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⑷论文撰写水平；⑸答辩的准确性。 

六、教材与参考资料 

秦鸿根编，建筑材料试验指导书，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内部教材，2003.10； 

伍洪标主编  无机非金属材料试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6； 

符芳主编   土木工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