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71～120074 班学生对金属材料、先进材料 

            大型实验改革的评价统计表(无记名)        2010 年 9 月 17 日 

序

号 
调查内容 (在某一栏填：“√”) 

认为 

好 

认为 

一般 

认为 

差 
“认为差”的具体表现 

1 实验体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感 50(96%) 2(4%)   

2 实验选材 40(77%) 10(19%) 2(4%)  

3 对培养学习兴趣的作用 47(90%) 4(8%) 1(2%)  

4 对提高动手能力的作用 51(98%) 1(2%)   

5 对提高创新能力的作用 31(60%) 19(37%) 2(4%)  

6 实验工作量的安排 30(58%) 21(40%) 1(2%)  

7 学习收获 49(94%) 3(6%)   

8 实验改革效果 43(83%) 8(15%)   

9 实验指导老师的知识水平 49(94%) 3(6%)   

10 实验指导老师的工作态度与精神面貌 51(98%) 1(2%)   

11 实验环境 49(94%) 3(6%)   

12 设备完好率 42(81%) 10(19%)   

13 实验室的管理水平 49(94%) 3(6%)   

14 综合 A 铝合金的安排 22(42%) 27(52%) 3(6%)  

15 综合 B 钢铁材料的安排 45(87%) 7(13%)   

 
以下填“√”或“×” 

（“√”表示同意或参与，“×”表示不同意或未参与。） 

16 认为相关实验与理论课可以不同步 39  17  

17 实验前参阅实验教材的同学 47  5  

18 实验前查阅相关资料的同学 52  0  

19 认为有利于培养独立获取知识能力 50  2  

20 认为有利于培养团结协作精神 50  2  

21 
认为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处于服

务地位 
50  2  

22 带着问题自己找答案的同学 49  3  

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建议或感想（可另纸）： 

 

 

 

 

 

 

 

 



 

序号 学生建议 

1 

整个实验过程老师们的辅导与关心很到位，实验室的设施也很完备，为我们顺利

地进行实验做了很好的基础。 

这种实验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是从未见到的，把我们的热情和自主性调动到了最

大化，是难得的一次励练。 

感谢分析测试中心的给我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2 

建议中午除非必要最好不要做实验，电脑里的 office 应该升级，因为同学们很多

的 PPT 放的时候出了问题，老师最后应对每一组的项目都进行点评，有必要让同学

们有更多的收获。 

3 

① 在最后的汇报中，只有十分钟时间，要做到说出精彩题目让大多数同学听懂很难。

为什么不准备一个《实验项目背景介绍册》呢？其中可以写这块材料的来历与问

题产生的环境等问题，这样便于同学们在别人的回报、答辩中学习知识； 

② 知道老师处于服务地位我同意，但我总觉得老师总是三缄其口，到了全组同学工

作方向出现偏差时都不能给一丁点建议，这样不好； 

③ 实验日期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错开一点，否则太集中则人数有点偏多，有些设备

运作稍属困难。 

4 
327 的金相显微镜不够用，经常因等待拍照而浪费时间，而且我觉得应该在 8:30～

9:00 这段时间内就将密码输入，以方便同学使用。 

5 

在实验期间，老师们都给予了大量的关注与帮助，老师们都很好，希望以后有不

解的问题能找老师探讨并解决，从老师们身上学更多优秀的东西，也希望老师能创造

更多这样的机会。 

6 

整体感觉，这个短学期相对于前 3 个短学期是忙碌而充实的。这种没有明确规定

实验时间的情况下，我深深体会到大家求知的渴望和探索的热情，并被这样一种氛围

感染，感觉收益颇多。能在大学最后一年留下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我深感欣慰。 

至于建议，我只想到一个。鉴于大家从中都学到不少新的知识，我想能否资源共

享。就是在完成短学期实验后，老师能够把所有的 PPT 发给所有人。这样，每个人

学到的知识就会是广泛的，而不仅只局限于自己做的那种课题。如可行，请把本次各

组 PPT 都共享给我们吧，谢谢。 

7 

① 实验课堂结束前的汇报课的形势，可以鼓励进行视频制作等。 

② 实验汇报之前，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先进行交流一下，这样会更利于实验汇报的进

行。因而往往 10min 的 PPT 是很难让我们理解全面的精髓，所以提前互相交流更

能拓宽我们的知识面，而不仅仅是最后的汇报。 

③ 可以在网上发布实验指导书的电子文档。因为我觉得实验一至实验四的相关资料

还是相当有知识性。 

8 

若实验整体思路错误，或考虑不全面的，望指导老师可以及时提出，因为作为学

生的我们毕竟没有什么经验，考虑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望指导老师能多多给予提示

与帮助。 

实验选题有的描述过于简单，不知道具体要做些什么，所做工作容易偏于实验实

际所要求的 

9 

我觉得最后的工作分工不必那么具体，大家共同完成才能体现团队合作精神。我

觉得老师应信任同学不会因为不分工而在打酱油。分得太具体会导致后期工作合作不

好，大家会觉得我自己已经有任务了，当然，这只是我到了实验最后感受到得不好的

氛围。 



10 

个人觉得大型实验安排合理，同学们热情大，收获多，老师们辛苦地位同学们服

务，这是一种很好很利于培养学生的教学模式。很难从中找到不满意不合理的地方。

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提高硬度实验相关仪器的精度准确性或更新仪器，这样我相信以

后实验 A 就可以更好的实验效果和理想的结果。 

最后想说，实验室的老师们辛苦了，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11 
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不再是机械地接收，而是主动地寻求，看到自己的努力

的除了成果，心中就有很大的满足感。实验室的老师们，谢谢！ 

12 

我觉得这次大型实验的安排，总体目的是很好的，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

觉得可以再专业一点，比如说老师可以举办一次模拟失效分析的现场、分析报告；或

者老师将自己所做项目或曾经给公司做过的失效分析做一次真正的展示。 

另外，我觉得在时间均安排上可以更合理一些。充分利用时间，而不是一定要凑

足三个星期，时间可以为预约式，同学间互相调和。更有效率会更有公司、企业风范，

而不仅仅停留在学术上！谢谢！ 

13 

这是一次很独立的学习机会，在这三周的时间中，不再是一味地去吸收老师给予

知识，我们有了自己的意见，想法，在不断地查阅资料的同时，吸收了各种课外的知

识，甚至偶尔会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东西，使自己对其很感兴趣，从而进一步的想

去了解它。有时学到的甚至都超出了实验中所要求的。但这却并不影响对它进一步认

识的想法。 

14 
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助我们，说真的在大学时第一次感觉到老师认真负责，我很

感激，实验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15 

综合 A 的实验素材能不能准备的再多一点，材料更加充分实验器材也能多添几

台，如硬度计等。同时，老师在指导实验 A 时可以完全放手，对峰值的判断等均交

由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及实验过程中得出。实验 B 的安排好，能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学习

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建议多开设这类试验。梅老师给人的感觉总有点严厉，让人有

点害怕他提问题，是不是平时应该更和蔼一点。 

16 

感谢：这次大型实验是我们付出最多、收获最大的一次实验，实验过程中最开心

的是能和大家一起分析讨论问题并使之一步一步得到解决。意见：实验开始阶段，老

师尽量不给提示，可以等 1～2 天经过小组自己讨论分析后拟定方案再请老师给予意

见（对不正确的地方加以指正，避免走弯路），这样同学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 

17 

由于题目不同，所以有些组接触的是金材相关一系列实验，有些组只是重复的磨

金相，希望以后题目中的材料同题等尽量新一点，可以让大多数人做的事多一点，不

再只是金相观察就可以了。 

实验 A，很多人由于准备不足，现场有点乱，建议下一届所有人都预习一下，最

起码可以大体的了解实验过程，结果。 

再说到砂纸，有些组样少，有些组样多，可能到 10 个，5 张砂纸不够用，因为

同一张砂纸默多个样，可能划痕会很多。 

最后，对整个实验，相当令人感兴趣，所以会不自觉的很投入，然后很开心，所

以觉得坚持下去很好。 

由于金相组织种类过多，有的时候看不认识，跟图谱对不上号，而老师又很忙，

可不可以请有空的学长多来金相室辅助一下。 



18 
建议三楼提供无线接入服务；再适当增加同学们休息讨论的房间；对表现最优秀

的 1～2个小组予以奖励。 

19 

我认为最终将任务计划分为“实验报告与 PPT 制作”、“回报”、“解答”三个部

分并明确分工且直接与成绩挂钩的考核办法存在一定问题，这个方法会影响小组内成

员的团结协作精神，以我们组为例，之前做实验时所得到的数据及结果没有及时处理，

结果最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了写报告的同学身上，不仅要处理数据、挑选照片、得出

结论、撰写报告、PPT 还要向另外两位同学提供所有的资料，且不说一个人在短时间

内完成上述任务有很大压力，由于一个人的思路毕竟是有限的，在分析结果得出结论

的时候往往会考虑不够周全，从而影响整个实验的成果。因此建议，以后考核时不仅

要看个人的表现，还要结合整个组的实验成果，如将两种成绩所占比例设为 50%个人

+50%整体（或其它合适比例）。 

20 
希望一些老的且容易的综合 B 实验被替换掉，不至于学生在网上或书上就可轻易

找到实验方案。 

21 

实验选题方面，有些选题（比如魏氏组织）各组均有重复，而且过于简单，建议

将背景知识去掉，直接给材料，然后让学生判断（通过力学性能测试金相观察等手段）

材料组织，然后采取措施进行改善，能都提高难度。建议能够与生产实习结合起来，

更能了解生产过程对材料的影响，能都结合实际。 

22 

① 综合 A 铝合金的安排，建议高温段人数可以再多一点，低温段人数可以少一些，

因为任务的量相差还是挺大的；另外，硬度的读数方面仪器是否可以改进一些，

很可能因未读数的一点误差错过峰值。 

② 仪器的使用可以限时或安排列表，经常出现排队现象。 

③ 部分实验所给试样过少，理论上的方案都无法一一实现。 

④ 实验室因条件设备有限，有些无法实现，如锻造，可否与工厂合作，促进实验的

完成。 

23 

①大型实验的选材很好，弹某些组给的原材料过烧。 

② 现阶段实验室能做的工艺有限，有些工艺无法完成。 

③ 仪器的情况不均衡，比如某段时间没有人，某段时间大家同时需用。 

④ 综合 A 安排通宵时，准备的食物不够，而且高温人手偏多，低温人手偏少。 

⑤ 综合 B 的课题有重叠性，有重复性。 

24 

① 我觉得实验时给的材料应该多一点，这样我们才敢放心大胆地去选择我们的工艺，

发挥创新意识。 

② 磨金相砂纸应该无限供应，我们才能无压力地磨出好的试样。 

③ 做实验 A 的时候，能不能提供有靠背的椅子供熬夜的同学临时休息。 

25 

① 综合 A 的试样陈旧，可能对实验有影响。 

② 加热炉有些升温、保温效果不一样。9#炉保温效果好，3#炉升温太慢。 

③ 有些综合 B 的实验可在网上查到全部工艺流程与处理方法，建议稍加改进但不取

消。 

④ 确定课题的选择之前，老师可以先上网查看一下资料，对于一些网上已有解决方

案的课题，建议不要放入备选项、或加以改进、以达到锻炼学生自主的创新的能

力。 



26 

① 设备：最典型的时抛光布，建议采用于干砂纸安排相同的方法，每组发几块抛光

布，不混用。否则比较浪费，且抛光效果也不高。 

② 有的题目过于脱离实际使用情况。建议把题目改为与实际生产相关性更高的。类

似于爆管分析那样的题目就很好，可以让学生直接把它当作以后找工作的一个“工

作经验”。 

实验室的安排已经很完美，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个人希望。 

我觉得自己在这次实验中真正学到了很多知识。说实话，上学期学了一学期的相

变，还是迷迷糊糊（考了 61），接果实验中几天的查阅资料确把相变几乎重新学了一

遍，而且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果平时的学习中能采用给学生布置课题，只提

供一个参考书，让大家自己去学习，也许效果更好。但是要注意实验不要设置成以前

验证性实验那样的，而且分组也要注意，不要让部分不积极的同学有“打酱油”的机

会。 

27 

我觉得实验室的这个课程非常有意识，第一次认真参与完成一个小项目，整个过

程下来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尽心尽责、全身心地帮组我们。 

自己的小组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课题，对今后的研究、工作都进行了一次

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在建议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感觉课题的创新性不足，并非指课题不够新颖，

而是实验过程中缺乏创新的东西，很多情况下完成课题的方法与往届的同学完全一

样。无非是查找已有的资料来设计自己的方案。 

可能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并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老师们应该在创新思维方向加以要求，并作适当引导，让学生在课题中有

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方案，鼓励学生走没有走过的路，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水平上一个

台阶，实现学生思维的飞跃。 

这样就真正体现了创新的思维。 

最后，真心祝愿实验室的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28 

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承担一个完整的研究课题。从查资料到研究方案到具体操作，

虽有老师们的指导，但主题是我们一手操办。培养了我们科研的精神。以及对研究的

积极性，我认为对以后不管是读研做项目或是工作都大有帮组。另外，在这次实验中

我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建议：适当调整一下实验 B中某些课题的难易程度。经验交流时不要那么正式，

大家坐在自己位子上讲。或是做的课题比较相近的几组同学一起交流。 

最后，感谢各位老师的辛勤劳动！ 

29 

感想：十分感谢各位老师的帮组，给予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 

建议： 

① 综合 A：参与人数可以少一点，可以给那个组多分配些人，同时做不同的温度定

时效,节约人员。 

② 提醒每组人员明确目的，不要动不动就进行扫描电镜，强度测试，毕竟还是很浪

费钱的。 

③ 提前一天验收各组实验成果，宏观了解每组的成果，验证是否正确。从而给出改

善方案，以便学生学到更多正确的知识。 

④ 关于仪器使用，我觉得可以实行预约形式，或定时。因为在使用时发现有的组用

很长时间，别的组没法用。 

⑤ 希望指导老师在中期进行指导，以便及时改善实验方案。 

⑥ 在砂纸的使用时，建议提出硬性规定，每组使用过的砂纸自己带走，为实验室工

作人员减轻负担。 



⑦ 感觉各只对自己的课题清楚，对别每组的工作比较范然。建议在实验初期对末期

做一个讲座，让大家学到更多的知识。 

⑧ 建议不要分人打分，因为论文，PPT 多是全组人员的心血，而只凭同学回答问题

与汇报打分，觉得有点不公平。求建议每人一份报告或一起打分。 

30 

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老师！这种课程的最大作用我觉的是让同学了解分析、解决、

研究问题的思路，这对以后的毕设和研究生工作很有帮组，这也是我个人收获最大的

地方。 

1、综合 A，多分人，自己做，既然其他人既不参与分析，为何要去打硬度+读数呢？

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多查资料，理论更充分。 

2、做马氏体、贝氏体与其他脱节较大，建议增加此部分比例或取消。 

3、不再单独打分，合作更好。即使分工还是存在很严重的某些人不干活的现象。 

4、很多组不知道问题来自哪里，要达到什么目的，拿过问题采用调质方法处理，很

不合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明白其来源和目的，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 

5、最终的报告应该每人出一份，至少每人一篇感想或总结，更能看出学生是否有收

获。 

31 

首先感谢实验室的老师们，没有他们不厌其烦的指导我们才能做出如此质量的实

验结果。个人认为大型实验中得到锻炼最多的方面是团队协作能力和理论知识用于实

际问题的能力。 

另外，实验室的管理方面应该比较好，唯一我觉的有问题的就是能说是金相中用

到腐蚀剂的问题吧，希望实验室能在这一问题上想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感谢实验室为我们提供这次锻炼的机会。 

32 
铝合金实验用布氏硬度读数误差太大；另外建议每组试样多些，60 个有点少。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希望这种课程办下去，越办越好！ 

33 该大型实验的安排与我们学生来讲，确实获益匪浅，感谢实验室给我们支持。 

34 

这一次大型实验是我大学中感觉最有意义的一次实验，在实验中我认识到了团队

协作的重要性。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中，老师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

在将来的学习中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要好好学习，认真实践。 

35 
在大型实验中收获颇多，尤其是动手能力和交流能力方面。 

祝老师们将实验越办越好！ 

36 
个人感觉虽然题目量很大，但是所做的工作基本相同，而且个人感觉在指导方面

老师给予的提示过多，有点限制了思维，个人看法。 

37 

在实验 A 铝合金的安排和设计上，可再斟酌一下，因为除了第一组外，其余同

学都是在不停的拿试样，打硬度，测数据，而没有更深入地了解铝合金的一些相关知

识。最后，希望大型实验越办越好！ 

38 
厌倦了打酱油，写报告的实验室，第一次做创新自主的实验感觉很好，能增加点

新型设备更好，最好能让学生独立操作。 



39 
感觉是第一次认真地做实验，大型实验形式非常好。以前的好像都是在走流程，

希望学院可以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 

40 

通过这次的大型实验，我收获很大，尤其是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有了一个系统的

思维。在现实遇到的问题，很多的实验方法基本相同，对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有一个很

好的帮助。 

其次，该次实验使我的一些理论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再学习，尤其是在工

艺的热处理方面，通过各种方法来改善材料的性能。 

第三，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做的有些改进措施必须是符合实际的生产，要综合考

虑经济、性能、可实现性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确实合理最优的工艺。 

希望分析测试中心做的越来越好，培养的学生越来越优秀！ 

41 

课题设置地很实际，体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但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没有

真正地与实际结合，比如没有调研产品的实际生产过程，这样就感觉到有一点脱节，

很多都需要依靠猜测，而且不能真正获得解决课题的实际信息。 

42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能都培养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能够

对生产者的实际问题作出分析，这一点是我们平时在课本上所难以学到的。 

43 

部分实验项目有待更换，有些小组只是上网找找资料就能轻易解决。希望确立项

目之前实验室应专门搜搜看该实验是否被广泛普及过。 

最后，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获益匪浅。 

44 

我在这里留下一点我的感想：这三周实验不能说不累、但其中有乐、其实有一点

最让我们欣慰，我们在这三周中没有遇到老师多我们出一点气，在多次反复请教时也

能耐心开导，我觉得这给我们最终的实验成功给予了自信。实验室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以前都以为这个地方十分庄重，现在发现这里也可以有说有笑。老师都愿意与我们聊

聊天、开开玩笑，而且人性化的管理提供夜宵等食品，让我们很是感到温馨。 

45 

这次是自考入大学以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的最系统的一次实验（SRTP 时

间长），从取样、原因分析、改善建议等等。我感到很充实也很快乐。感谢所有老师

的帮忙，我很乐意再做一次。 

建议： 

1、实验难度有高有底，而在抽签时，保密性不够，白纸黑字看得见。 

2、时间安排更合理些，即 A、B 以及普通实验，虽然已经很不错了，人这么多，但

有时显得乱糟糟的。 

46 

非常好，通过实验，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通过对知识查阅，增进了我

们对专业方向的理解，尤其是这些实验都将是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经常用到

的。使我们对以前实验有了系统的认识。 

综合 A 的实验不是很理想，个人觉得实验没有太大意义，布氏硬度测量误差太

大，峰值会有影响，还浪费时间。 

47 

1、老是应针对不同小组的情况，在宏观上予以指导，即大到方向上要让同学们把握

好，而不是到最后了说：“我想要你们做的不是这个„„”。 

2、金相磨得很辛苦，砂纸限量供应，抛光料氧化铝。但这对于我们提高磨金相的水

平有很大帮助，科研本来就是一项很艰辛的过程。 



3、这三个星期，使我找到了自高三以后久违的充实感和成就感。有汗水、有辛酸、

有喜悦„„，这才叫真正的大学生活，才真正感觉自己是在探索，创新„„而不

是两脚书厨。知识是永远学不完的，主要的是学习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对

“研究”二字有了系统的认识，对以后的学习和提高有极大帮组。谢谢分析测试

中心，给我们这个机会，也谢谢老师们。 

48 实验室的材料需要更新换代。有时候材料不够，另外砂纸也要多准备。 

49 

1、这是我进入大学以来，参与程度最高的实验，整个过程辛苦并快乐着。 

2、感谢过程中老师的指导与指点。当然，私以为，老师提点的地方可以再少点，这

样让学生更多的自己去寻找答案，解决问题。 

3、实验方案的自主程度可以适当大一些，毕竞有些时候，我们敢想，老师会出于经

验或理论适当说服我们走更合理的道路。但是更多的是，走了才知道路尽头的风

景。 

4、仪器方面学院和中心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但是经典的方法未必能得到精确的结

果。我们不能让仪器测量的精确与否决定实验的成败，所以学院和中心在    先

进、尖端仪器的同时也要注意传统设备的改善。 

5、综合 A ，B1 组的同学对综合 B 的实验也很感兴趣，老师可否考虑，以后稍改下

分工，让 B1 同学参与综合 B 的实验。 

50 

没老师应该让学生自主安排实验时间，因为有同学跟我反应过（有 3 个同学跟我

反应过，不同的同学，三次），曾经有老师不让同学磨金相，因为同学进度过快。可

能考虑同学往后几周没事情做。但是磨完金相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扫描电镜、腐

蚀（晶间）实验，硬度测试，不同腐蚀剂下的金相显微观察。越早将事情做好，越能

有时间思考并补强实验方案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希望老师能见谅。而且同

学也能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A 实验方案其实可以改一下，不一定美音都要一样的。 

其实并不一定只做时效温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可以给学生 LD，让他们查牌号，并且作次下几个实验（不做时效与温度的关系）。 

1、改变固溶加热温度，其它参数固定（固溶保温时间、时效时间、时效温度、水冷

介质）。 

2、改变温度时间，其它参数固定，做出保温时间—硬度曲线（530℃，30min，50min，

70min）。 

3、改变固溶处理+淬火次后，到时间之前的延迟时间。（其它参数固定） 

4、如果实验不好改的话，我真的觉得可次少做 2 个温度只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