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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申请书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 

2. 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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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名称／级

别（省级或国家级） 

基础力学与建筑工程实验中心基

础课教学示范实验室／省级 
批准时间 2005.06 

1.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发展历程、建设概况 

湘潭大学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湘潭市，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校名，

并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的湖南省唯一的教育部共建大学、国家“中西部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首期入选高校，湖南省与国家国防科工局共建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是全国首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和湖南省首批招收留学

生和国防生的高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36800 余人，专任教师 2000 余人，其中中国工

程院院士 1 人，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人，国家教学名师

4 人。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19 个湖南省重点学科，1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0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13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 3 个学科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

科研机构前 1%。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依托湘潭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建设，学院

现有教师 86 人，拥有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国家重点学科、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般

力学与力学基础博士点和固体力学、结构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 6 个硕士点，拥有岩土力

学与工程安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工程结构动力学与可靠性分析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以及基础力学与建筑工程

省级基础课示范实验室。 

1974 年湘潭大学复校之初就组建力学教研室，1979 年开始招收力学本科学生，1982

年开始招收流变学硕士研究生，1998 年获得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博士点，2003 年获得力

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程力学专业是湖南省特色专业，2005 年基础力学与建筑工程实

验中心被评为湖南省基础课教学示范实验室。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主要服务于工程力学、土木

工程、机械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 12 个本科专业，构建了开放式和数字化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中心每年服务学生 1000 余人，45000 人学时/年。 中心建设坚持

“立足自身、需求驱动、研究转化、师生共建、服务社会”的指导思想，以提高大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以信息化教学资源为手段，将基础教学、专业教学、创新教学

与科学研究、工程应用相结合，针对高成本、高消耗、大型或综合训练以及现有实验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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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足的情况，建立了真实实验与虚拟实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的实验教学体系，并在

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强调力学的基础性和应用性，一方面以力学为基

础，另一方面将力学与新材料、新型结构、结构信息化模型等相结合，形成了力学基础问

题与仿真、新材料力学性能测试与仿真、新型结构设计与性能测试、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

安全评估、工程结构信息化模型等五大模块组成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体系，涵盖 101

个虚拟实验教学项目。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贯穿大学生实验教学全过程，符合人

才培养从感性到理性，从基础理论学习到专业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认知到操作到提

升的全过程培养理念。从 2000 年开始，中心骨干教师就开始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探索

与实践工作，教学成果获湖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建

设，上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已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在基础、专业与创新实验教学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心现有教学、管理及技术开发人员 48 人，其中正高职称 11 人，副高职称 19 人， 37

人获得博士学位。中心有各类仪器 370 余台套，设备总值 4000 余万元。中心专属实验用

房 884 平方米，建有多个集中式的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间，与依托学科平台共享实验用房

3500 余平方米。近 5 年中心主持承担和完成了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 15 项、

省部级项目 32 项，科研经费近千万，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 

近年来，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在提升本科生创新创业综合能力方面初显

成效。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本科生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 8 项、省级与校级大学生

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40 余项；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获奖 10 余人次、在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湖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中南地区土

木工程专业大学生结构力学竞赛中获奖 171 项，其中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33 项，三等奖

80 项，优秀奖 40 项。学生以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本科读研

率保持在 25%左右，推荐免试研究生受到国内顶尖高校和中科院的青睐。 

1.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高等学校对实验教学要求的不断提高，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

高等学校的应用日益增多。虚拟仿真实验可以弥补真实实验在实验条件、实验成本、交互

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不足，与真实实验教学结合，相互补充，可以有效促进高校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2013 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

作，通过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持续推进实验教学信息 化建

设，推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力学作为工科基础学科，其实验教学要贴近工程、 反映实际，力学虚拟仿真实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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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要不断采用先进的技术，将复杂数值模拟的高性能计算系统、具有真实表现力的三维

互动呈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效融合，开发先进的高性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

设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是现代工程教育的必然要求。 

（1）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基础知识拓展的需要。力学是工程科学的基础，而在各门

力学课程知识的学习中，真实实验项目毕竟有限，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可以很好地弥补这样

的局限。工程力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专业是湘潭大学的特色和优势专业，学生通过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不但将各门力学知识综合应用，而且能够在综合应用中增强创新意识

和能力。 

（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的手段。湘潭大学一般

力学与力学基础是国家中心点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重大工程

专项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将这些学科前沿研究成果或重大工程技术成果，转

化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学生通过这些资源可以拓宽视野、激发兴趣和学习动力，显

著提升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创新能力。 

（3）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现代工程教育不可或缺的先进手段。以土木工程为例，现

在土木工程通常具有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施工周期长、管理难度高等特性。传统的土木

工程实践教学由于时间、安全、经费等条件的制约无法实现对这些工程项目总体的全面了

解，也无法满足对关键技术的深入认识。此外，校内实验室教学资源受设备与技术的制约，

实验教学形式相对单一，内容基本局限于简单的基础性实验项目，已不能适应社会对培养

富有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因此，教学中迫切需要将一些典型工程案

例转化成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形成与真实实验及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新型

实验教学模式。  

为了拓展力学与工程教育实验及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科研反哺教学、紧密结

合工程实际的教学模式，同时也尽可能降低实验成本、实验风险，在现有真实实验、认识

实习和生产实习的基础上，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构建具有贴近工程、高度仿真、开放共享

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是对真实实验及实践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创新。 

 

1.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特色与创新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从 2000 年开始起步建设，以“立足自身、需求驱

动、研究转化、师生共建、服务社会”为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了满足学生综合素质和创

新精神培养、彰显湘大学科特色优势、满足服务社会需求、可持续发展的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体系。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采用扁平化模式，按教学计划分配到各个课程中，还专门设立了创

新实训课程，以满足教学需求；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是以力学为基础，拓展到材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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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再拓展到信息化；教学体系主要由力学基础问题与仿真、新材料力学性能测试与仿

真、新型结构设计与性能测试、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安全评估、工程结构信息化模型等五

大模块组成。 

（1）力学基础问题与仿真模块，主要由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开发的理论力学虚拟仿真

实验软件、材料力学交互式学习软件、现场实验录像、动画等软件资源；以及基础力学实

验室、振动力学实验室、流体力学实验室、高性能计算中心、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硬件组成。

与基础课程紧密结合，可满足理论力学、分析力学、振动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流

体力学等基础课程的虚拟实验教学和实训要求。 

（2）新材料力学性能测试与仿真模块，主要利用纳米性能测试实验室、土工实验室、

疲劳实验室、数值仿真实验室拥有的 AFM、MTS、三轴试验机、流变仪、高性能计算平

台等一系列高端试验设备和仿真软件，针对纳米聚合物、高性能橡胶、块体非晶、碳材料、

岩土、再生混凝土等的常规力学性能、流变性能、变形与破坏性能等进行测试与虚拟仿真。

与材料科学基础、土力学、实验力学、土木工程材料等紧密关联，大大拓展学生对于材料

及其力学行为的认知。 

（3）新型结构设计与性能测试模块，主要由结构实验室、结构模型实验室、流固耦

合实验室、数值仿真实验室等拥有的设备和软件对土木工程中的新型组合结构、非公路电

动轮重型矿车等新型实体结构进行现场测试；对飞行汽车、深海采矿系统等新型结构的各

类小比例模型进行测试，对全系统进行数值仿真。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结构力学、混凝土

结构、钢结构、机械设计基础、工程结构分析、固体计算力学、有限元分析等课程紧密融

合。拓展了学生结构设计、计算分析、数值仿真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4）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安全评估模块，主要由测量实验室、数字矿山实验室、三

维测绘实验室、岩土与地下工程实验室、结构实验室、桥梁与隧道工程实验室、数值仿真

实验室等拥有的设备和软件，对隧道施工过程、地基沉降、桩基、桥梁结构、组合结构、

重型矿车等工程和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检测与数值仿真。与结构施工、桥梁施工、隧道施工、

桥梁健康监测、3D 测绘等紧密相关。培养学生对工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认知。 

（5）工程结构信息化模型模块，主要包括 BIM 和其它工程结构的信息化，由 BIM

实验室、数值仿真实验室等拥有的激光三维成像系统、3D 打印机、高性能计算平台、图

形工作站等设备和软件，对工程结构和项目实施信息化处理，包括设计、分析、数据统计、

整体评估等功能。与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概预算、施工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课程紧密

融合，重点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能力和水平。 

为促进信息化建设，拓展信息共享的效率和范围，学院还进行了教学和科研的数据库

建设，目前数据信息量达到了 20T，为全院师生服务，效果日益显现。学生通过这样紧密

融合的完整的实训体系的培养，对工程问题的认知更清晰和准确，提高了综合素质，拓展

了创新能力。 



 

 — 7 —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2.1 实验教学情况 
实验课程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32 12 1000 45000 

2.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罗列实验项目、功能及效果，提供不少于三个典型实验项目

的具体实验流程） 

中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采用扁平化模式，教学体系完整、理念清晰、内容极具

弹性、方向密切契合当前工程发展的趋势。按扁平化模式，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分散

到各专业各课程的教学中去，教学资源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体系 

1、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目 

中心开展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依托专业教学仪器设备、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

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学生在虚拟环境中

进行绿色实验，降低成本和风险，拓展实践领域，丰富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

教学效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目共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型、专业型和创新型，并分别按

模块进行分类，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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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力学基础问题与仿真类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1  拉伸与压缩 

测定材料力学的力学性能，如弹性、塑性、强度、断

裂等力学性能指标，利于材料力学的分析计算、工程

设计、选择材料和新材料开发 

基础 

2  弯曲 

测定材料承受弯曲载荷时的力学特性的试验，是材料

机械性能试验的基本方法之一。弯曲试验主要用于测

定脆性和低塑性材料（如铸铁、高碳钢、工具钢等）

的抗弯强度并能反映塑性指标的挠度。弯曲试验还可

用来检查材料的表面质量 

基础 

3  扭转 

了解材料在扭转变形时的力学性能，以便构件的合理

设计和选材。明确四大强度理论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材料在不同受力状态下不同的破坏形式是其适用的强

度理论在不同受力状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 

基础 

4  
弹性模量与

泊松比电测 

通过实验测定弹性模量 E 和泊松比μ是对构件进行刚

度稳定和振动计算、研究构件的应力和变形时两个必

不可少的弹性常数。通过该实验可以验证胡克定律，

了解胡克定律的适用范围，了解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

理、贴片方式及应变测试的接线方式 

综合 

5  
梁弯曲正应

力电测 

测定矩形截面简支梁受纯弯曲时，横截面上的应力分

布规律。在结构设计和强度计算中经常要涉及到梁的

弯曲正应力的计算，在工程检验中，也经常通过测量

的主应力大小来判断构件是否安全。明确梁的工作原

理、不同因素对梁承载力的影响，并了解梁的优化设

计过程 

专业 

6  
弯扭组合及等

强度梁电测 

测定二向应力状态下的主应力大小及方向，并与理论值

进行比较。通过在不同的特征部位粘贴应变片及双向交

变加载，可以反映不同的受力形式引起的应变及其方向

的变化。明确单元体应力分析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专业 

7  

梁弯曲虚拟

实验影响因

素分析 

分析在最大应力和最大挠度固定的情况下，承载力和

截面高度之间的关系 
专业 

8  
悬臂梁受力

验证试验 
测定悬臂梁上下表面的应力，验证梁的弯曲理论 专业 

9  
悬臂梁静力

分析 

了解有限元计算流程；分析给定参数下悬臂梁的变形；

与理论结果进行比较验证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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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10  
简支梁受力

分析 
测定简支梁轴向的变形，验证梁的弯曲理论 专业 

11  
梁弯曲数值

仿真 

设计分析参量变化对梁承载力影响，从而验证梁弯曲

平截面假定的正确性，为梁截面优化设计打下基础 
专业 

12  
光弹性演示

实验 

展示光弹仪的各个结构，学习光弹仪的使用方法，测

试结果分析 
专业 

13  
摩擦力仿真

实验 

测试滑动摩擦系数及最大静摩擦力。通过摩擦实验来

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及最大静摩擦力的因素并且使学

生深入了解产生滑动摩擦力的原因，影响滑动摩擦力

因素，大小以及方向 

专业 

14  单摆仿真实验 研究单摆的振动周期的影响因素 专业 

15  
悬吊法和称

量法测重心 

以悬吊法和称重法测试不规则物体重心。通过实验使

学生掌握测试不规则物体重心的一种计算方法 
专业 

16  

单自由度体

系刚度和频

率的计算 

测试单自由度振动体系的变形来测定它的刚度和固有频

率。掌握单自由体系刚度和固有频率的一种计算方法 
专业 

17  

验证圆盘转

动惯量的理

论公式 

用三线摆导出转动惯量计算公式，来验证圆盘转动惯

量的理论公式 
专业 

18  大角度单摆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大角度单摆

的运动，研究相关参数对其运动的影响 
专业 

19  
铰链连接的

双摆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铰链连接的

双摆的运动，研究相关参数对其运动的影响 
专业 

20  科氏加速度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物体在圆盘

上的运动，研究相关参数对其运动的影响 
专业 

21  抛体运动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单质点的抛

体运动规律，研究相关参数对其运动的影响 
专业 

22  偏心轮机构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偏心轮机构

运动，研究相关参数对其运动的影响 
专业 

23  傅科摆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傅科摆的动

力学行为，研究相关参数对其动力学行为的影响 
专业 

24  欧拉角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如何用欧拉

角确定定点运动刚体的位置，研究相关参数对其动力

学行为的影响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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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25  陀螺仪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拉格朗日-泊

松情况下的陀螺运动，即匀质圆锥陀螺在重力场中的

运动，研究相关参数对其动力学行为的影响 

专业 

26  小球碰撞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多个（3-6 个）

相同质量、直径小球在有限系统中的弹性碰撞情况，

研究相关参数对其动力学行为的影响 

专业 

27  小球与弹簧摆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小球从空中

自由下落与弹簧发生弹性碰撞的动力学行为，研究相

关参数对其动力学行为的影响 

专业 

28  单自由度振动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弹簧-振子的

振动现象，研究相关参数对其振动行为的影响 
专业 

29  弹簧摆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弹簧摆的振

动现象，研究相关参数对其振动行为的影响 
专业 

30  弹簧滑动摆 
用“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研究弹簧滑动摆

的振动现象，研究相关参数对其振动行为的影响 
专业 

31  
悬臂梁振动

的电测试验 
了解振动测量的原理；根据实验数据分析振动特征 专业 

32  能量方程实验 

观察流体流经能量方程实验管时的能量转化情况，并

对实验中出现的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加深对能量方程

的理解 

基础 

33  雷诺数实验 

观察液体在不同流动状态时流体质点的运动规律； 观

察流体由层流变紊流及由紊流变层流的过度过程； 测

定液体在圆管中流动时的下临界雷诺数 

基础 

34  沿程阻力实验 
掌握沿程阻力系数的测定技能；了解紊流时沿程阻力

的规定 
基础 

35  局部阻力实验 

掌握三点法、四点法测量局部阻力系数的技能；通过对

圆管突扩、突缩局部阻力的测定，验证突扩局部阻力和

突缩局部阻力系数的经验公式；加深对局部阻力的认识 

基础 

36  
文丘里流量

计实验 

通过测定流量系数，掌握文丘里流量计测量管道流量

的技术；验证能量方程的正确性 
基础 

37  
孔板流量计

实验 
学习并掌握用板孔式流量计测量流量 基础 

38  
皮托管测速

实验 

通过实际流速的测量，掌握用毕托管测量点流速的技能；

了解普朗特型毕托管的构造和使用性，并检验其测量精

度，进一步明确传统流体力学测量仪器的现实作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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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材料力学性能测试与仿真类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39  
土的物理力

学性质试验 
测土的密度、比重、含水率、孔隙比、液塑限 基础 

40  土的直剪试验 测土的强度指标 c、φ值 专业 

41  土的固结试验 测土的压缩指数、固结以及次固结系数 专业 

42  
土的三轴剪

切试验 

测土在不同围压和排水条件下的应力-应变关系、体积

变化以及孔隙压力变化等。 
专业 

43  
土的颗粒流

数值试验 

利用离散元方法分析土颗粒微观结构与宏观力学特征

的关系，揭示土力学性质的微细观演化机制。 
创新 

44  
岩石单轴抗

压强度试验 

岩石试样在单向受压至破坏时，单位面积承受的最大

应力 
专业 

45  岩石抗拉试验 
将试样夹持在夹持器内，然后平行于试样轴施加拉伸

荷载直至破坏，通过破坏荷载求得岩石的抗拉强度 
专业 

46  
岩石剪切强

度试验 
岩石抗剪断强度、抗切强度及抗剪强度试验 专业 

47  
岩石变角板

试验 

利用压力机施加垂直荷载，通过一套特制的夹具使试

样沿某一剪切面产生剪切破坏，然后通过精力平衡条

件解析剪切面上的方向应力和剪切应力，从而绘制法

向应力与剪应力关系曲线，求得内聚力与内摩擦角 

专业 

48  
岩石抗折强

度试验 

将岩石加工成条形试件，置于固定的两个支点上，然

后在其中点施加集中荷载，直至试件破坏，从而通过

弹性力学的方法求得岩石的抗折强度 

专业 

49  

岩石三轴压力

条件下的强度

和变形试验 

通过将岩石试样放在一个密闭容器内，施加三向应力

至试件破坏，在试件过程中同时测定不同荷载下的应

变值，汇出（δ1-δ3）——应变曲线以及强度包络图，

求得岩石的三轴压缩强度、内摩擦角以及弹性模量和

泊松比等参数 

专业 

50  
橡胶 Mullins

效应实验 
研究循环拉伸变形的软化效应 专业 

51  橡胶Payne效应 研究动态力学性能的载荷幅值的相关性 专业 

52  

高分子材料

热流变简单

特性实验 

研究动态、静态力学性能的温度相关性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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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53  

填充橡胶循环

大变形的虚拟

仿真实验 

研究填充橡胶循环拉伸变形的多尺度模拟；研究填充

橡胶循环压缩变形的粘滞温度场测试 
创新 

54  
石墨烯片力

学性能计算 

了解分子动力学理论；了解势函数；采用软件对石墨

烯片的弹性模量进行计算 
创新 

55  

单层石墨烯

在微结构表

面的运动 

了解分子动力学理论；了解势函数；设计微结构表面；

不同初始条件下的运动模式特征 
创新 

56  

水分子在催

化材料表面

的运动 

了解分子动力学理论；了解势函数；了解不同表面上

水分子的运动特征 
创新 

57  
聚合物纳米

压痕实验 
了解 AFM 的原理；掌握操作方法；掌握实验数据标定 创新 

58  
块体非晶纳

米压痕实验 
了解 AFM 的原理；掌握操作方法；掌握实验数据标定 创新 

59  
非稳态法导

热性能实验 
测绝热材料（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热扩散率和比热 基础 

60  
传热性能综

合试验 

测翅片管、光管、涂黑管、镀洛管、锯末保温管、玻

璃丝保温管六种管子分别在自然对流和强制对流时的

传热系数，分析影响传热的因素。 

专业 

61  
换热器综合

实验 

测套管式换热器，板式换热器和管壳式换热器在顺流

和逆流时的传热系数，比较其换热性能 
专业 

62  热流耦合实验 
研究容器中传质传热现象；了解热流耦合现象；掌握

数值计算分析方法 
创新 

63  
阳极立模热流

固耦合分析 

研究阳极立模在铅液冷却成型过程中的热流固耦合现

象；了解热流固耦合计算方法；学习热流固耦合问题

的数据处理方法；学习撰写研究报告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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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型结构设计与性能测试类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64  几何组成分析 

对几何常变体系、无多余约束的几何不变体系、有多

余约束的几何不变体系分别施加相同大小的力，观察

位移情况及测定受力情况。通过观察体系位移可用实

验方法对几何常变体系与几何不变体系作出判断；对

几何瞬变体系与几何不变体系，施加相同大小的荷载，

观察和测量相同位置处的位移值，比较两者位移和变

形的区别。通过对体系位移及变形的观察，可用实验

方法对几何瞬变体系与几何不变体系作出判断 

基础 

65  
静定结构的

性质 

掌握结构杆件与滑动铰支座之间的安装连接方法、掌

握杆件应力测试的基本原理。通过实验方法观察荷载

作用在基本部分时不引起附属部分的内力，而荷载作

用在附属部分时会引起基本部分的内力，加深对静定

结构特性的理解；用实验方法验证静定结构的局部平

衡特性和构造变换特性 

基础 

66  
短跨拉杆作

用分析 

结构力学数值仿真，研究该体系的受力特征，获取轴

力、剪力和弯矩等信息 
基础 

67  
桁架结构静

力分析 

了解简单桁架结构的建模方法；边界条件和外载荷设

置；获取轴力和挠度；与理论解比较验证 
基础 

68  
门式排架静

力分析 

结构力学数值仿真，研究该体系的受力特征，获取轴

力、剪力和弯矩等信息 
基础 

69  
门式结构静

力分析 

结构力学数值仿真，研究该体系的受力特征，获取轴

力、剪力和弯矩等信息 
基础 

70  
L 型悬臂结构

静力分析 

结构力学数值仿真，研究该体系的受力特征，获取轴

力、剪力和弯矩等信息 
基础 

71  
框架结构静

力分析 

对框架结构进行静力分析，考虑自重、风载、雪载、

活载等，及其工况组合下的最不利工况分析 
专业 

72  
斜拉桥静力

分析 

对斜拉桥进行静力分析，考虑自重、风载、雪载、活

载等，及其工况组合下的最不利工况分析 
专业 

73  
拱形桥静力

分析 

研究多次超静定杆系结构，通过对结构不同位置加载，

分析竖向挠度对结构的影响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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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74  
高层建筑结

构静力分析 

对框架结构进行静力分析，考虑自重、风载、雪载、

活载等，及其工况组合下的最不利工况分析 
专业 

75  
框架结构模

态分析 

对框架结构进行模态分析，分析计算不同情况下的纯

框架体系和框架填充墙体系的结构自振周期；分析影

响框架结构周期折减系数取值因素 

专业 

76  
拱形桥模态

分析 

对框架结构进行模态分析，考虑变几何参数和结构参

数对模态的影响 
专业 

77  
斜拉桥模态

分析 

采用脉动测试法对斜拉桥进行测试获得较清晰的大桥

模态，分析桥梁模型的动力性能 
专业 

78  
高层建筑结

构模态分析 

对高层建筑结构进行模态分析，考虑变几何参数和结

构参数对模态的影响 
专业 

79  
高层建筑结构

地震响应分析 
研究地震载荷下高层建筑结构的一般响应特征 创新 

80  
板壳结构的

静力分析 
了解板壳理论；对简单板壳结构进行计算和分析 专业 

81  
实体结构的

静力分析 

实体结构建模；实体结构的三维应力和应变场；云图

的概念 
专业 

82  
圆盘的弹塑

性分析 

理解对称性的应用条件；理解弹塑性力学模型；实施

简单的弹塑性分析 
专业 

83  
梁的线性屈

曲分析 

理解稳定性的概念；理解梁的屈曲现象；实施梁的屈

曲计算；与理论解进行比较验证 
专业 

84  
弹簧卡子的

接触分析 

了解接触现象；了解接触问题分析流程；实施简单结

构的接触问题计算 
专业 

85  
简单机翼的

模态分析 

对简单结构实施模态分析；理解模态的基本概念和主

要参数的意义；了解模态分析理论 
专业 

86  

“工作台-电

动机”系统谐

响应分析 

对简单结构实施谐响应分析；理解谐响应的基本概念

和主要参数的意义；了解谐响应理论 
专业 

87  

简单板-梁结

构的瞬态动

力学分析 

对简单结构实施瞬态动力学分析；理解动力学主要参

数的意义；了解动力学理论 
专业 

88  
离心泵综合实

验 

掌握离心泵主要工作运行特性；通过对水泵汽蚀现象

的观察，加深对水泵汽蚀产生原因的理解；通过对水

泵串并联运行时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性曲线的测定

方法，进而加深对多台离心水泵联合运行性能的理解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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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89  热力耦合分析 理解热力耦合理论；实施简单结构的热力耦合分析 创新 

90  流固耦合分析 理解流固耦合理论；实施简单模型的流固耦合分析 创新 

91  力电耦合分析 理解力电耦合理论；实施简单模型的力电耦合分析 创新 

92  
水面浮体的水

动力学分析 

理解流固耦合理论、波浪理论、固体变形理论和流固

耦合计算方法；对简单浮体实施水动力学分析 
创新 

93  
沥青转运车

静力学分析 

掌握沥青转运车的结构特征和建模方法、载荷工况设

计、静力学分析；撰写研究报告 
创新 

94  
沥青转运车

模态分析 

掌握沥青转运车的结构特征和建模方法、边界条件设

计、模态分析；撰写研究报告 
创新 

95  
履带式车的

动力学仿真 

掌握建立履带式车模型的方法；了解多体动力学理论；

了解虚拟样机技术概念；实施动力学分析；掌握数据

处理方法 

创新 

表 4 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安全评估类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96 
矿井系统虚

拟仿真实验 

采用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多媒体等先进技术，开发

虚拟仿真程序，展示地层、地质构造三维模型，井田

划分过程，井田典型开拓、准备方式、采煤方法模型，

开发矿井系统三维漫游程序，岩层结构及运动规律，

矿山压力形成过程三维仿真 

创新 

97 
矿井灾害虚

拟仿真实验 

矿井灾害虚拟仿真是通过三维动画、多媒体合成、虚

拟现实等手段相结合，再现顶板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

过程，以及造成的伤害，使观看者如同身临其境，具

有强烈的临场感 

创新 

98 
隧道安全性

综合实验 

掌握溶洞与隧道间距相同、溶洞大小和节理倾角不同条

件下，隧道衬砌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掌握节理倾角相

同、溶洞大小和溶洞与隧道间距不同条件下，隧道衬砌

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掌握溶洞大小相同、节理倾角和

溶洞与隧道间距不同条件下，隧道衬砌各项参数的变化

规律；了解溶洞方位对隧道衬砌各项参数影响分析；了

解降水对隧道衬砌各项参数影响分析；了解溶洞大小和

溶洞与隧道间距对隧道安全的影响分析 

创新 

99 
吊笼下坠事

故分析 
了解事故背景；分析原因；数值仿真验证；数据分析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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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程结构信息化模型类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100  
高层建筑信

息化模型 

熟悉 BIM 软件体系；实施完整的项目流程；动态导航

与渲染 
创新 

101  
履带式工程车

信息化模型 

基于 BIM 的概念，对其它工程对象实施信息化模型构

建；了解建筑与其它工程对象在信息化中的异同 
创新 

2、典型实验项目简介 

实验项目 1：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 

理论力学虚拟实验软件是老师指导本科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与研究的成果。根据理论

力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典型问题，利用 MATLAB 软件强大的数值计算和图形处理技术，

设计和开发了理论力学虚拟实验软件，其主要结构和功能如图 2 所示。 

该软件主要有两大功能，即辅助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师可利用该软件，根据教学内容

选用典型的实验进行讲解，或由该软件获得的实验数据、静态图片和动画等制作 CAI 课

件，既可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感性认识又可加强对理论的理解。每一个实验都编制相应的实

验报告，包括实验原理、实验目的、数据处理等内容。而学生可由该软件方便地获得模型

中所有参数随时间演化的数据文本、全程动画、静态图片等信息，然后通过适当的数据处

理，可制作完整而规范的实验报告。 

本软件的特点主要有：实验内容丰富；界面友好，便于应用；图形显示简明、流畅；

完全脱离了 MATLAB 的限制，即不需安装 MATLAB 软件的情况下也可正常运行；可在

网上进行教学和实验。 

  

图 2 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的结构和功能示意图 

主要实验内容分为三部分：运动学、动力学和振动，共有 15 个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图 3-图 6 分别给出了理论力学虚拟实验室的软件界面。软件开发的基本原理是由分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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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给出力学系统的运动微分方程，对方程进行积分，给出力学系统演化的动态过程及仿

真实验数据。可以直观、深入地理解理论力学的原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图3 理论力学虚拟实验室软件界面 图4 运动学虚拟实验界面 

  

图5 动力学虚拟实验界面 图6 振动学虚拟实验界面 

弹簧滑动摆实验是研究弹簧滑动摆的振动现象，研究相关参数对其振动行为的影响。

首先，进入“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软件（如图 7 所示），进入振动学虚拟实验界面（如

图 8 所示），选择弹簧滑动摆的实验项目（如图 9 所示）；然后设计实验参数（如图 10 所

示）；计算完成后可观看实验的动态过程（如图 11 所示）；提取实验数据（如图 12 所示）；

最后，完成实验报告。 

     

图 7 理论力学虚拟实验室软件界面               图 8 振动学虚拟实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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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弹簧滑动摆虚拟实验界面 图10 弹簧滑动摆实验参数设置界面 

  

图11 弹簧滑动摆实验动态过程 图12 弹簧滑动摆实验数据处理 

  

实验项目 2：填充橡胶循环大变形的虚拟仿真实验 

汽车和高速列车的快速发展对车辆NVH性能、安全性和乘坐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橡胶弹性减振元件具有良好的减振隔振性能，在车辆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橡胶悬置、

衬套和排气筒吊耳等。橡胶减振元件在交变载荷作用下服役，其循环变形特性和粘滞能量

损耗与减振隔振效率密切相关。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完成了橡胶材料动态

力学性能的试验测试与数值模拟分析，相关成果发表在 Int J Mech Sci 等国际学术期刊，

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的广泛好评和正面引用，被评为该杂志年度热点论文。通常，工程力

学和其他工程专业本科阶段的力学课程（如材料力学、弹性力学等）都有小变形假设，所

学理论均只在小变形范围成立，然而实际工程中，有些材料需要承受大变形。为了拓宽本

科生的知识面，加强学生对学科前沿的了解，加强学生对力学学科的深入理解，我们将填

充橡胶循环大变形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虚拟仿真实验资源。 

（1）填充橡胶循环拉伸变形的多尺度模拟 

我们通过 DMA 动态力学分析仪或 Instron 材料试验机可以测试得到填充橡胶在循环

拉伸载荷作用下的力学行为（如图 13）。考虑到填充炭黑粒子的分布与填充量对材料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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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产生显著影响，我们采用细观力学分析方法，通过代表性体积单元（RVE）的有限元

模拟，得到了炭黑填充橡胶循环大拉伸过程的应力分布，从模拟仿真得到的应力云图可以

直观形象地了解填充粒子周边的应力集中情况，分析材料大变形过程中损伤形成与演化规

律，如图 14 所示。 

 

图 13 橡胶循环拉伸大变形的试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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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炭黑填充橡胶循环拉伸大变形的仿真模拟 

（2）填充橡胶循环压缩变形的粘滞温度场测试 

我们通过DMA动态力学分析仪测试得到橡胶圆柱试样在动态压缩载荷作用下的力学

性能，同时采用 ThermaCAM 热像仪记录测试过程中试样表面的温度变化，将测得的热像

图片在时间轴上制作成DIF 动画，在课堂中播放动画，学生可以非常形象地获得试验测试

过程的情景再现，如图 15 所示。 

 

图 15 橡胶圆柱试样的循环压缩变形测试与粘滞温度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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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 3：隧道安全性综合实验 

（1）实验教学背景 

岩溶地貌是我国较常见的地貌类型，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区内水对可溶岩

的溶蚀作用、冲蚀作用和潜蚀作用均对地质构造产生了不利影响。岩溶区隧道的修建改变

了原有的地下水平衡，进而改变了隧道周围地下水的排泄条件，增强了地下水的动水压力，

以至于更容易引起潜蚀和地表塌陷，或导致岩溶进一步发育，从而增大了岩溶区隧道的透

水性，严重的威胁到隧道的正常运营与安全。以岩溶地区运营公路隧道在降水条件下遭遇

水害、涌泥为背景，展开室内隧道模型试验仿真教学，主要分析岩溶区运营公路隧道在不

同溶洞特征、不同节理参数和不同溶洞与隧道间距条件下对隧道结构受力和渗漏水的影

响，分析溶洞发展、节理裂隙扩展与隧道结构受力的关系。 

（2）教学内容 

1）掌握溶洞与隧道间距相同、溶洞大小和节理倾角不同条件下，隧道衬砌各项参数

的变化规律；2）掌握节理倾角相同、溶洞大小和溶洞与隧道间距不同条件下，隧道衬砌

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3）掌握溶洞大小相同、节理倾角和溶洞与隧道间距不同条件下，

隧道衬砌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4）了解溶洞方位对隧道衬砌各项参数影响分析；5）了解

降水对隧道衬砌各项参数影响分析；6）了解溶洞大小和溶洞与隧道间距对隧道安全的影

响分析。 

（3）研究方案实施 

1）灰岩相似材料的研制 

组成相似材料的原料可分为骨料和胶结材料，岩土体常采用水泥石膏模型（模拟岩

石），粉细砂模型（模拟土壤），砂、石膏/石灰/粘土，砂、重晶石粉、液体石蜡、水泥/

石膏等模拟。 

 

    

图 16 侧限与无侧限相似材料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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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试验研究与测试数据分析 

试验中考虑改变围岩节理面产状、溶洞大小、溶洞位置等诸多参数来研究不同条件下

岩溶对隧道结构强度和渗漏水量的影响，采用正交设计安排试验。 
 

      

图 17 模型设计与结构的力学可靠性分析 
 

           

图 18 节理成型 
 

           

图 19 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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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虚拟仿真分析 

         

图 20 仿真模型 
   
 
  

    

图 21 隧道衬砌和围岩应力 

 

实验项目 4：采矿安全仿真实验 

该平台以Flash为主要编制软件，根据现实实验条件及真实工程条件，设计了虚拟仿

真软件，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共享了所有学习资料。实验开始前，学生可通过Flash

动漫了解实验内容，操作要点、数据分析方法、工程实际应用等。实验进行中，学生通过

软件选择实验参数、实验顺序、实验器械等，逼真地再现了试验过程；学生还可通过软件

提供的预设工程环境，根据岩体力学基本原理，解决采矿安全工程中的实际工程问题。实

验完成后可根据学生实验操作过程及对预设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价与评估，并可再现学

生整个实验过程，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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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矿井巷道系统二级介面 图 23 矿井瓦斯治理技术 

  

图 24 矿井安全事故三维仿真 图 25 综采工艺 

3、教学效果 

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等实习实训教学环节的系统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显著提高，特

别是在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和学科竞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学生在参与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结构力学竞赛、

中南地区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湖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等，创造了较好成绩，总计获

奖171项，其中一等奖18项，二等奖33项，三等奖80项，优秀奖40项。2010到2015年，共

获得40余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8项。 

在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等国家级学科竞赛活动

中，获国家级奖励38项。在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学竞赛、湖南省大学生力学

竞赛、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等省级学科竞赛活动中，获省级奖励6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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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奖情况（2010-2015 年） 

序号 年度 竞赛名称 获奖级别 学生姓名 

1 2015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姚彻、李其棒 

2 2015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 
优秀奖 

张永军、高铁宁、于维学、李正、

周康 

3 2014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

验暨创意作品大赛 

广州赛区 

第 8 名 
刘亚风、李其棒、言怡 

4 2013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基础

力学实验”团体赛 

优秀奖 李俊斐、李其棒、高东东 

5 2013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李俊斐、李其棒、王群雄 

6 2013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 
优秀奖 刘亮、高东东 

7 2013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

验大赛 

全国第 6 名 

广州赛区亚军 
刘亚风、李其棒、言怡 

8 2011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高东东、李其棒、蒋飞、龙浩、

周牡丹、黎博 

9 2011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 
优秀奖 

罗雷、王群雄、王进、徐鹏、雷

晓各、汤胜兵、谷旦、谭丰哲 

10 2010 
全国首届大学生基础

力学实验竞赛 
三等奖 谷旦、姜智捷、王腾 

表 7 省级学科竞赛获奖情况（2010-2015 年） 

序号 年度 竞赛名称 获奖级别 学生姓名 

1 2015 第十一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一等奖 姚彻 

2 2015 第十一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二等奖 
李其棒、张永军、高

铁宁、于维学 

3 2015 
第五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结构力学竞赛 
二等奖 肖强 

4 2015 
第五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结构力学竞赛 
三等奖 颜良、孙佳 

5 2015 
第五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结构力学竞赛 
优秀奖 高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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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竞赛名称 获奖级别 学生姓名 

6 2014 第十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二等奖 李其棒 

7 2014 第十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何金燕 

8 2013 第九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一等奖 李俊斐、李其棒 

9 2013 第九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二等奖 王群雄 

10 2013 第九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刘亮、高东东 

11 2013 
第四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结构力学竞赛 
一等奖 张铨婧 

12 2013 
第四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结构力学竞赛 
三等奖 

钟水溶、董江华、李

灿军、李智、杨阳 

13 2012 第八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二等奖 高东东、刘亮 

14 2012 第八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卢艺伟、董江华 

15 2012 第一届湖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创意美观奖 
唐贤柄、肖单慧、唐

泽波 

16 2011 第七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一等奖 高东东、蒋飞 

17 2011 第七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二等奖 

李其棒、龙浩、周牡

丹、黎博、王群雄、

雷晓各 

18 2011 第七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罗雷、王进、徐鹏、

李俊斐、汤胜兵、刘凯 

19 2010 
第四届湖南省土木建筑类大学生

结构模型创作竞赛 
三等奖 

高乾丰、薛辉、刘文悌、

伍鹏、李依、胡为、黎

略、张成、李杰辉 

20 2010 
第四届湖南省土木建筑类大学生

结构模型创作竞赛 

创意 

美观奖 
高乾丰、薛辉、刘文悌 

21 2010 
第三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大学生结构力学竞赛 
二等奖 颜昆明 

22 2010 
第三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大学生结构力学竞赛 
三等奖 周牡丹 

23 2010 
第三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

业大学生结构力学竞赛 
优秀奖 余庆 

24 2010 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二等奖 刘亮 

25 2010 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三等奖 
伍科、刘金龙、郝永

辉、蒋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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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科研成果（近五年）转化而来的实验教学内容 

中心通过长期关注社会需求、新技术发展，并积极与企业展开广泛的合作，有些研究

成果在解除保密的情况下，研究资料经过整理和精简，非常适合学生学习和员工培训，从

而发展出相应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近五年来，经科研转化而来的项目见表8，也包括在

罗列的实验项目里面。 

表 8 科研转化而来的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1  
隧道安全性

综合实验 

掌握溶洞与隧道间距相同、溶洞大小和节理倾角不同

条件下，隧道衬砌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掌握节理倾

角相同、溶洞大小和溶洞与隧道间距不同条件下，隧

道衬砌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掌握溶洞大小相同、节

理倾角和溶洞与隧道间距不同条件下，隧道衬砌各项

参数的变化规律；了解溶洞方位对隧道衬砌各项参数

影响；了解降水对隧道衬砌各项参数影响；了解溶洞

大小和溶洞与隧道间距对隧道安全的影响 

实测 

和 

虚拟 

2  
橡胶 Mullins

效应实验 
研究循环拉伸变形的软化效应 专业 

3  橡胶Payne效应 研究动态力学性能的载荷幅值的相关性 专业 

4  

高分子材料

热流变简单

特性实验 

研究动态、静态力学性能的温度相关性 专业 

5  

填充橡胶循环

大变形的虚拟

仿真实验 

研究填充橡胶循环拉伸变形的多尺度模拟；研究填充

橡胶循环压缩变形的粘滞温度场测试 
创新 

6  
石墨烯片力

学性能计算 

了解分子动力学理论；了解势函数；采用软件对石墨

烯片的弹性模量进行计算 
创新 

7  

单层石墨烯

在微结构表

面的运动 

了解分子动力学理论；了解势函数；设计微结构表面；

不同初始条件下的运动模式特征 
创新 

8  

水分子在催

化材料表面

的运动 

了解分子动力学理论；了解势函数；了解不同表面上

水分子的运动特征 
创新 

9  
聚合物纳米

压痕实验 
了解 AFM 的原理；掌握操作方法；掌握实验数据标定 创新 

10  
块体非晶纳

米压痕实验 
了解 AFM 的原理；掌握操作方法；掌握实验数据标定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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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 类型 

11  
土的颗粒流

数值试验 

利用离散元方法分析土颗粒微观结构与宏观力学特征

的关系，揭示土力学性质的微细观演化机制。 
创新 

12  
沥青转运车

静力学分析 

掌握沥青转运车的结构特征和建模方法、载荷工况设

计、静力学分析；撰写研究报告 
创新 

13  
沥青转运车

模态分析 

掌握沥青转运车的结构特征和建模方法、边界条件设

计、模态分析；撰写研究报告 
创新 

14  
履带式车的

动力学仿真 

掌握建立履带式车模型的方法；了解多体动力学理论；

了解虚拟样机技术概念；实施动力学分析；掌握数据

处理方法 

创新 

15  
水面浮体的水

动力学分析 

理解流固耦合理论、波浪理论、固体变形理论和流固

耦合计算方法；对简单浮体实施水动力学分析 
虚拟 

16  
阳极立模热流

固耦合分析 

研究阳极立模在铅液冷却成型过程中的热流固耦合现

象；了解热流固耦合计算方法；学习热流固耦合问题

的数据处理方法；学习撰写研究报告 

虚拟 

 
 

2.4 合作企业的概况、参与程度和合作成果 

湘潭大学“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过程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

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湖南金海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等国内知名大型企业进行灵活、多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产学研合作，吸纳资助改善教学条件，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建设实习基地，合

作开发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形成了一种校企联合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合作单位之一：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新材），始建于1984

年，是中国中车旗下的新材料产业平台，2002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全国

第一、全球前20强的非轮胎橡胶制品生产商。2014年9月，成功并购德国ZF集团旗下

橡胶与塑料业务。公司主要从事减振降噪、轻量化等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及工程化

应用，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新能源和特种装备等领域，在五大洲、七个

国家建有海外研发和制造基地。 

公司拥有一流的高分子复合改性研发平台，建立了集材料技术基础性研究、材料

检测分析技术和新技术应用研究与新项目孵化器于一体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建

立了湖南省大型交电装备复合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拥有新材料研究及其应用领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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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国内惟一的弹性元件国家认可实验室。 

公司在高分子复合改性材料领域系统融合关键橡胶材料制备、橡胶材料配方及加

工技术、绝缘结构及材料合成改性技术、工程塑料合成改性及应用技术、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合成改性技术、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复合应用技术，掌握了多种高分子复合

改性原创技术。公司建立了集仿真分析专业前处理、非线性结构仿真、疲劳寿命预测

仿真分、空气弹簧仿真及动力学仿真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仿真分析平台，通过虚拟产品

开发指导实物产品的研发，具有各种弹性元件和高分子复合材料制品的原创设计能

力。公司系统融合了声学技术、机械振动技术、高分子材料减振技术和系统结构技术，

能为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汽车、风电等多个领域提供的高分子材料减振降噪解决方

案。 

公司现已建成高分子减振降噪弹性元件生产基地，桥梁产品生产基地，工程塑料

改性成型基地，绝缘产品、涂料生产基地，风电叶片专业化生产基地和特种密封件产

品生产基地。高分子减振降噪弹性元件生产基地，可年产各类复合弹性元件600万套。

专业化桥梁产品生产基地可年生产桥梁支座60000颗。绝缘产品、涂料生产基地可年

产风力发电机用特种材料15000吨，绝缘漆3000吨，特种涂料3000吨。工程塑料改性

成型基地可年产改性材料15000吨，注塑产品3000吨。风电叶片专业化生产基地，具

备年产1000套兆瓦级以上风电叶片的能力。 

公司检测中心是国家轨道交通高分子材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铁道部第一

家铁路产品认证中心的签约实验室，专业从事轨道交通高分子减振降噪弹性元件、吸

声隔声材料、塑料制品、高分子复合改性材料及制品、防水材料、建筑材料、特种涂

料及新型绝缘材料、金属材料的检测分析机构；通过了ISO导则、ISO/IEC 17025：2005

实验室能力评审。检测中心拥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检测仪器和设备200余台套，其

中从意大利引进的大吨位（5200吨）二维试验机填补了国内2000吨以上桥梁支座产品

的试验空白；从美国引进的弹性体动态性能试验机填补了国内高精度（0.5级）、大

载荷（最大载荷7.5吨）、高频率（100Hz）专用动态性能测试的空白；是国内首家采

用多路组合电液伺服协调加载试验系统配置高低温环境实验箱进行铁路弹性元件检

测的实验室。 

该单位为本中心的重要科研合作伙伴和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通过项目合作、技

术服务和研究生联合培养等模式，本中心与时代新材互利共赢、协同发展。2015年以

来，时代新材作为合作方与本中心共同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动态载荷作用

下填充橡胶的力-热-老化耦合行为与疲劳寿命分析”，本中心也承担了时代新材的技

术开发项目“橡胶元件高温疲劳性能仿真技术研究”，通过项目研究与技术攻关，本

中心与时代新材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团队和定期学术交流机制。自2008年以来，本中心

每年选送1-2名优秀研究生到时代新材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进行联合培养，学生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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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研发过程中的科学与技术难题开展专题研究，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的建设既

培养了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有效地形成了高素质人才的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合作单位之二：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沙矿冶），创立于1955

年，先后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冶金工业部、国家冶金工业局、中央企业

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五

矿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2010年，整体改制，更名为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拥有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设11个职能管理部门、8个直属单位，拥有15

家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企业，金瑞科技是公司控股的上市子公司。长沙矿冶作为国家

综合性科研机构，拥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先进材料研发与产业化两大主营

业务。公司拥有4个国家级实验研发平台，3个省级实验研发平台。实验室16830平方

米，中试车间4个，其中，选矿中试车间是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中试基地之

一，管道输送中试车间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专业试验基地。公司形成了研究开发、咨询

设计、工程承包一体化的模式，拥有地勘地质实验测试（岩矿鉴定、岩矿测试、选冶

试验）甲级资质和冶金行业冶金矿山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和咨询资质。 

该单位为本中心重要科研合作伙伴，通过项目合作、技术服务等模式，本中心与

长沙矿冶互利共赢、协同发展，中心以合作方与长沙矿冶共同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深海金属矿产资源开采系统对复杂工作环境的响应机制研究”，基于该

项目，中心构建了完整的学术科研团队和完善的管理机制，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与长

沙矿业通过不定期开展技术交流、技术对接等活动，为进一步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为双方开展人才合作培养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和平台。结合当前

工程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前沿科技，根据企业的实际工艺生产实例为学生定期做学术报

告，扩展学生的视野和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对专业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合作单位之三：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程施工、投资开发、技术

研发为一体的国有大型企业。现有总资产30亿元，流动资金6亿元，年施工能力逾100

亿元。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名：其中高、中级职称1000余人，注册 一、二级建造师

488人，注册造价工程师82人。大中型施工设备3000余台（套）。公司下辖7家直属单

位、17家改制子公司和12家区域公司及省部级技术研发中心1个。公司主要资质有：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市政公用、机电安装总承包一级；桥梁、公路

路面及路基、钢结构、起重设备安装、装饰装潢工程和实验室、房地产开发、国家物

业管理一级；建筑设计、装饰设计及幕墙设计甲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以及

涉及全部专业的劳务分包一级资质和其他专业资质等。公司获得15项国家专利、5项

国家级工法、3项全国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1项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湖

南省科技进步奖、17项省级工法、6项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146项企业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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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编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1项。公司在湖南各地州市和全国30多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均设有分公司，并承建了利比里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重点工程。业务

范围涉及施工、投资、开发、设计、咨询、建材、工程设备、劳务、路桥、市政、水

利、交通等建筑业上中下游产业等领域。公司连续八年荣获十项鲁班奖，以及国家级

装饰金奖、国家级钢结构金奖、省芙蓉奖及其它国家级、省部级专业奖数百项。获得

的主要荣誉有“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最佳施工企业”、“国家级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全国建筑业诚信企业”、“全国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

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湖南省优秀企业”、“湖南省文明单位”、“湖

南十大国有诚信企业”、“省建行‘AAA’信用等级客户”等；是湖南省第一家荣获

省质量管理奖的建筑企业。本专业实践内容包括：城市道路设计；路用性能研究；路

基路面结构设计与研究；城市轻轨施工监控；沥青混合料性能研究、桥梁结构设计与

桥梁施工监控、水利水工施工等。 

2012年，我院与湖南省第六工程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研究生创新基地协议，且

正式挂牌成立实习基地。聘任本科实习指导老师与研究生实习指导老师9人，基地可

接受本科实习生200名。该基地为我院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基地实习中注

重工程实践与课堂教学的结合（双指导老师），推行“边习边学”的教学理念（双地

点），与课程教学同步开设工程技能训练和科研实践环节，加强工程能力培养。将学

生带入特定事件的情景进行具体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提高其

辨识、分析和解决具体工程问题的能力。 

合作单位之四：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湘煤集团），是经湖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整合原涟邵矿业集团、资兴矿业集团、白沙矿业集团等省属六家煤矿企业组

建成立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是全省煤炭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基础能源供应的主力军，

是全省煤炭工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集团公司自成立以来，以打造“湖南十强、百年

湘煤”为目标，开拓进取，煤炭产量稳步增长，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安全生产创历史

最好水平。2008年，湖南省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站在全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

战略高度作出了重要战略决策：要做强做大湘煤集团，打造湖南省能源保障主平台。

湘煤集团注册资本18亿元，总资产60亿元。现下辖35家子分公司，在省内拥有生产矿

井51对，设计生产能力1005万吨/年；贵州拥有煤矿9个，设计生产能力450万吨/年。

新疆矿区占地126平方公里，探明煤层厚度达153米，是世界上已探明的最厚煤层。预

计用3至5年的时间，建成生产能力达到3000万吨/年以上的矿区。 

2007年以来，湘潭大学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湘煤集团）签署协议，

联合培养矿山急需的采矿、安全、地质、机电、测量等专业学生，湘煤集团提供一定

比例的学费和配套奖学金，目前联合培养的在校学生达900余人。2008年湘煤集团捐

资200万元支持学院实验室建设。为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湘煤集团出资120万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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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习基地的条件。2009年湘煤集团矿业工程实践教学实习基地被评为“湖南省高校

校外优秀实习教学基地”。 教学实习方面，学院与企业共同确定实习教学内容，指

导教师由学院教师和聘任的现场实习指导教师共同组成，根据每次实习性质和学生人

数具体安排。学生在生产单位实习岗位、活动安排，由实习带队教师与现场有关负责

人商定。 

合作单位之五：湖南省第三工程限公司，该公司目前现有职工7401人，工程技术

人员342人，其中高级职称35人，中级职称153人；项目经理107人，其中一级项目经

理21人。资产总额6亿元，注册资金6166万元，净资产6427万元。拥有各种施工机械

设备588台，设备原值4452.4万元，净值2381.8万元。拥有高层建筑施工塔吊20台，德

国进口的埃尔巴38m3/h带电脑混凝土自动搅拌站。拥有大型土石方施工与打桩机械设

备，配有单体或多体砼筒仓及200米高不同直径的烟囱滑模装备。拥有100T、200T万

能试验机和0.5～1.5h砼强度快速测定仪等检测设备。公司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市政

工程与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高耸构筑物、土石方、消防设施与堤

防工程等专业承包。本专业实践内容包括：道路软基处理理论与方法研究；城市道路

设计；路用性能研究；路基路面结构设计与研究；城市轻轨设计；沥青混合料性能研

究等。 

2012年，我院与湖南省第三工程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研究生创新基地协议，且

正式挂牌成立实习基地。教学实习方面，学院与企业共同确定实习教学内容，指导教

师由学院教师和聘任的现场实习指导教师共同组成，根据每次实习性质和学生人数具

体安排，每班最少配备2名指导教师。实习带队教师由讲师以上职称、实践教学经验

丰富的教师担任，学生在生产单位实习岗位、活动安排，由实习带队教师与现场有关

负责人商定。通过生产实习教学，学生掌握了土木工程原理及施工工艺流程等。实习

基地的建立满足了实践教学的需要，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工程实践能力。 

合作单位之六：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简称中冶京城)，位于湘潭

市九华国家级工业园区，占地面积1000亩，拥有重型装备领域先进大型数控机床、超

高功率电弧炉、LF钢包精炼炉、VOD真空脱气炉等装备。具备重（大）型毛坯铸造

与焊接、热处理、金属切削、装配的制造能力。主要产品有冶金轧钢设备（异型轧辊）、

非公路矿用车、兆瓦级变频器、大功率防爆电机、电力机车、车载发电机、高低压输

电控制设备、冶金矿山液压系统。产品涵盖机械、电力电子、电机、工业自动化、液

压传动与控制、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仪器仪表等专业。中冶京城把企业发展战略与员

工职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把员工培训与开发融入企业发展规划协调推进，全面加强

各类员工培训，实现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 

通过与我校的战略合作关系与我中心开展多方位合作，如利用我中心理论资源、

基础研究优势等，为各类员工开设讲习班、软件培训班等；同时，通过任务驱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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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先后以“重型矿用车整车运动及动力学评价”、“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结构分析及

优化”、“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静动应变与振动测试”等具体科研项目的形式开展校企

合作，建立了良性的人才共同进步、技术共同提升、校企共同发展的模式。 

合作单位之七：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该设计院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

的多项甲级资质综合勘察设计院，现有职工397人。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

市政行业（排水、道路、桥梁）工程设计甲级、城乡规划编制甲级、工程监理甲级（房

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一级，市政行业（给水）工程设计

乙级、风景园林专项工程设计乙级、工程咨询丙级资质。先后荣获 “湖南省十佳规

划设计单位”、“全国建筑设计行业诚信单位”、 “2011中国建筑业工程设计综合

实力50强”。设计院拥有高级职称68人，中级职称106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8人、

一级注册结构师9人、注册规划师9人、注册监理工程师32人，其它注册人员59人；研

究生34人，含博士8名。历年来，本院获部级、省级、市级优秀设计奖和科学技术进

步奖100多项，连续多年被评为“湘潭市工程勘察设计先进单位”和“区文明单位”。

近年来完成湘潭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湘潭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湘潭市中心区以北

控制性详细规划、湘潭市河西滨江风光带及棚户区改造规划、长株潭铁路客运西站、

北二环、东二环道路工程、芙蓉大道、建设中路提质改造、西二环涟水河大桥、板竹

路跨线桥等多项大、中型项目设计和可行性研究成果。本专业实践内容包括：城市道

路设计；路用性能研究；路基路面结构设计与研究；城市轻轨设计；沥青混合料性能

研究、桥梁结构设计、城市路网规划、城市交通体系规划等。 

2012年，我院与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签订校企合作、研究生创新基地协议，且

正式挂牌成立实习基地。该基地实习的特点是从土木建筑工程设计角度制定实习方

案，注重数值计算在设计中的指导作用。对上部结构、土与基础等方面，利用有限单

元平台，以设计参数仿真分析施工过程与结构物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并进行设计优化。学生在双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结构设计的全过程内容。 

 

2.5 目前教学资源共享的范围和效果 

中心开放平台现在所有仿真软件现阶段实行免费使用，校内所有用户可随时随地

直接访问http://lxxnfz.xtu.edu.cn/进行仿真实验训练和科技创新项目活动。随着本中心

网络资源的进一步建设发展，逐步开放以下三类资源的共享，并进行用户认证和收费。 

第一类为仪器共享资源，中心拥有的所有大型仪器均可通过预约进行现场实验；

高性能计算资源可通过预约，进行委托提交任务，返回计算结果。 

第二类为软件共享资源，共3个项目，涉及20余个实验项目。软件共享是利用仿

真工具软件二次开发的纯数字仿真实验资源，不带有实物对象。学生和员工自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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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课程的学习和虚拟仿真实验。 

第三类为成果的共享资源。这部分资源是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的创新性学习和实训

的成果，对相关领域的学习和继续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用于相关课程的课堂教

学、学生自学和研究、员工培训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师生共建、共享和共赢的建设理

念。 

 

2.6 进一步实现共享的计划与安排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综合实训中心建设伊始，即明确了实训中心的建设思路为：

“共建、共享、共赢”。“共建”指要体现出实训基地的多种建设模式，多渠道、多

形式筹措资金、技术；“共享”指实训基地建成后对外开放，服务社会，辐射周边中

小企业、院校，实现资源、信息、建设经验和成果区域共享；“共赢”指建设后成果

共享，实现社会、企业、学校、师生员工共同获益。 

为了促进湘潭大学“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

创新虚拟教学资源的共建机制，中心采用引导性投入，吸引企业和相关行业学科的业

务单位投入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建设，构建基于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实验教

学共建、共享、教学服务和技术支持，从而满足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大规模的开放

要求，实现校内共享、校际共享。 

完善虚拟教学资源共享机制，支持校际网络课程互选及资源共享，加大辐射区域，

为更多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资源建设中来，充实现有教

学资源。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心将借助第三方建立数字资源共享资源的补偿手段和市场机

制，实现合作开发的教学资源、研发的系统软件以及软件在中心平台上实现有偿共享，

达到互利的目标。具体计划与措施为： 

（1）进一步密切校企合作，探索共建、共管、共赢、共享的合作途径与模式，

建立集项目开发、教学培训、社会服务于一体的企业化运作机制； 

（2）进一步加大项目开发力度，扩充3D 仿真软件范围，继续扩大为社会服务的

能力； 

（3）进一步引进与培养的虚拟仿真项目开发技术人员、网络平台开发人员、系

统开发人员，形成为高校和企业订制培训软件的开发队伍、校内外工程训练培训队伍、

教学方案设计与教材建设的教研队伍，以及高效运行的管理队伍。 

（4）向周边地区高校及建筑行业企业开放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初步探索合作机

制，为今后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共享探索管理机制。 

 



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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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罗文波 性别 男 年龄 47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二级） 学位 博士 联系固话  0731-58298659 

邮箱 Luowenbo@xtu.edu.cn 手机号码 13973284960 

主要职责 

1. 负责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简称中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和运行管理工作，统筹中心总体规划和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 

2. 负责中心的师资队伍建设，各类人员的分工和管理工作、岗

位责任制的制定、培训及考核工作。 

3. 组织完成中心承担的各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任务，落实实验

课程负责人，制定实验教学大纲，编写和审定虚拟仿真实验教材。 

4. 负责制定中心的实验设备、实验环境建设方案。 

5. 组织制定、完善和实施中心的规章制度。 

6. 负责组织开展各种对外合作、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 

 

 
 
 
 
 
 
 
 
 
 
 
 

工作经历 
 
 
 
 
 
 
 
 
 
 
 
 
 

湘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院长、

流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力学学会流变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 

1992年在湘潭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本科毕业，1995年在湘潭

大学流变学专业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1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固体力

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97年晋升讲师；200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4

年破格晋升教授。 

2002-2004年在湘潭大学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4-2005年在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工学院任访问教授，2005-2007年在日本神户大学

工学部任JSPS特别研究员，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2010年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2011年入选湖南

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长期从事材料力学、固体流变学和加工成形力学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为本科生开设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基础、材料的宏微

观力学性能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弹塑性力学、损伤力学、断裂力学、

聚合物力学性能、高等固体力学等课程。主持和参与教改课题6项，

发表教改论文12篇，获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和部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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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部，在Int J Solids Structures、Polymer、力学学报和固体力学学报等

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SCI/EI 收录50余篇，被引超

过700次，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项，获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第一届中国流变学青年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力学学

会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和湘潭市科技进步奖

等奖励。 

 
 

教研科研主要

成果（科研成果

限填 5 项）  

教学成果： 

1.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和就业能力建设的工科基础力学课程教学研

究与实践，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4/5，2013年 

2. 工程力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湖南省高等教育

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个人排名1/5，2010年 

3. 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2011年 

4. 中国力学学会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2009年 

5. 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09年 

6. 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08年 

科研成果： 

1. 高分子固体长期蠕变性能的加速表征新方法与流变损伤，湖

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个人排名1/2，2010年 

2. 高聚物银纹化损伤与流变破坏的基础研究，湘潭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三等奖，个人排名1/2，2008年  

3.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9年 

4. 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3年 

5. 第一届中国流变学青年奖，1999年 

 

 

3.2 教师基本情况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它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专职 
总人

数 

 平均 

 年龄 

人数 11 19 18 0 37 6 5 0 11 
48    40 

占总人数

比例 
23% 40% 37% 0 77% 13% 10% 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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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心人员信息表 

序号 姓  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1  罗文波 47 博士 教授 管理/教学 兼职 

2  龙志林 51 博士 教授 管理/教学 兼职 

3  赵荣国 43 博士 教授 管理/教学 兼职 

4  刘正才 53 博士 教授 教学/管理 兼职 

5  刘  忠 55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6  郭小刚 56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7  游世辉 54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8  肖映雄 46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9  尹久仁 51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10  张俊彦 54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11  张为民 48 博士 教授 教学 兼职 

12  董  辉 40 博士 副教授 管理/教学/项目开发 专职 

13  许  福 36 博士 副教授 管理/教学 专职 

14  陈  宾 39 博士 副教授 教学/项目开发/管理 专职 

15  邓旭辉 40 博士 副教授 教学/项目开发/管理 专职 

16  陈  俊 43 博士 副教授 教学/管理 兼职 

17  陈  铖 39 博士 副教授 教学/管理 兼职 

18  王智超 36 博士 副教授 教学/项目开发/管理 兼职 

19  龙激波 45 博士 副教授 教学/管理 兼职 

20  印长俊 39 博士 副教授 教学/项目开发 专职 

21  丁燕怀 36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22  姜  勇 38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23  张学兵 42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24  陈锐林 45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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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25  杨果岳 42 博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26  马雯波 30 博士 副教授 教学/设备开发 兼职 

27  胡小玲 31 博士 讲师 教学/项目开发 兼职 

28  刘  秀 30 博士 讲师 教学/设备开发 兼职 

29  宋  奎 31 博士 讲师 教学/设备开发 兼职 

30  唐现琼 31 博士 讲师 教学/项目开发 兼职 

31  涂佳黄 34 博士 讲师 教学/项目开发 兼职 

32  夏  明 31 博士 讲师 教学/项目开发 兼职 

33  屈畅姿 33 博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34  阮  芳 35 硕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35  罗百福 35 博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36  彭良忠 54 学士 副教授 教学 兼职 

37  王  平 34 硕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38  杨婷婷 31 博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39  周  叶 30 硕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40  唐盛华 31 博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41  罗正东 34 博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42  孙宏发 28 硕士 讲师 教学 兼职 

43  邓旭华 51 学士 高级实验师 管理 专职 

44  郭鸣琴 42 硕士 高级实验师 管理 专职 

45  李  杰 43 硕士 高级实验师 管理 专职 

46  卜韶芬 44 学士 实验师 管理 专职 

47  胡朝晖 44 学士 实验师 管理 专职 

48  刘湘晖 42 学士 实验师 管理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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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队伍实验教学水平和成果 

湘潭大学始终坚持将师资队伍建设放在优先建设发展的战略地位，并采取各种切实可

行的措施，致力于教学和管理队伍结构的优化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新世纪以来，学校通

过各类师资队伍建设专项计划以及实验教学改革措施，有效提高了实验教师队伍的水平和

能力，改善了实验教师队伍的结构。经过近年来多个项目的开发与教学运行，中心已经形

成了由专职教师、专职实验技术人员、技术支持、实验项目开发人员、管理人员及企业人

员所组成的、覆盖多专业的校企合作的教学、管理及开发队伍，这支队伍科研能力强，工

程设计能力强，实验项目开发能力强，教学研究能力强，管理水平高。 

近年来，中心主持承担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重点教改等一大批国家、省部

级科研和教研项目；承担和完成了企业委托开发的一大批横向合作项目；获湖南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一批代表性成果，发表高级别学术

论文200余篇，建设省级精品课程1门，出版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应用流变学丛书》2册

（另6册正在出版中），教学科研成效显著。 

表 9 中心教师近年所获得的省部级成果奖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时间 

1 
中西部山区公路地质灾害

监测评估技术及应用 
陈宾（3） 

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154313-J1-221-D02）,2016 年 2 月 

2 
纳米复合材料的结构调制

与性能的研究 

张  平 

丁燕怀 

等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42042-Z1-215-R01），2013 年 12 月 

3 
高分子固体长期蠕变性能

的加速表征新方法与流变

损伤 

罗文波 

杨挺青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010 年 

4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和就业

能力建设的工科基础力学

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 

赵荣国 

张  平 

等 

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2067），2013 年 12 月 

5 
工程力学专业创新人才培

养的研究与实践 

罗文波 

赵荣国 

等 

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2010139），2010 年 10 月 

6 理论力学（第 1 版） 
张俊彦 

黄宁宁 

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一五”规划本科土木

建筑类优秀教材评比、一等奖，2010 年

04 月 

7 宝钢教育奖 罗文波 
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宝字第

201110240 号），2011 年 11 月 

8 
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能手 
赵荣国 

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湘

教通[2012]352 号），2012 年 06 月 

9 
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

奖 
赵荣国 

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教师奖、（教工委字

[2011]002 号），2011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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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与共享平台 

4.1 校园网络及教学信息化平台（平台水平、主要功能、访问路径） 

1、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与共享平台 

依托湘潭大学校园网，搭建一种多层次弹性可分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云平台。突破

传统实验教学中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使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展虚拟仿真实

验，体现教学平台的统一、开放、创新、可扩充、可配置，跨区域共享的鲜明特色。 

力学与工程面向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且领域非常宽广，既要重视基本问题的解决，

又要面向具体的工程对象，解决新的问题。为解决这些复杂体系的虚拟实验教学问题，

既要重视力学基础的培养，又要重视虚拟仿真技术在现代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应用。根据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教学中心面对的教学内容的复杂性，采取以点带面的培养模式，即

建立丰富的工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教学中根据课程的性质，引入满足教学需求的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 

（1）重视原理性实验项目的开发 

在基础力学问题中，利用软件开发原理性实验教学项目。例如，理论力学仿真实验

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对力学原理的掌握，设计简洁的人机交互操作界面，展示力学方程的

推导过程，再用图形手段再现实验过程，完整的实验项目内容加深了学生对力学基础问

题的理解和认知，克服了枯燥难学的理论关，教学效果显著。 

（2）重视复杂工程问题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开发 

基于数值计算专业软件，针对工程中大量出现的问题设计合理的教学案例，培养和

拓展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工程结构分析中，既有工程基本结构和工程基

本问题的虚拟实验项目，又有基于科研转化而来的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虚拟实验项目。 

（3）重视专业化3D虚拟场景式实验项目的应用 

特定行业的工程对象中，专业背景非常复杂，引入了3D技术搭建的满足现场教学需

求的虚拟场景式仿真平台，能更好地提高教学和培养的效率。例如3D隧道虚拟场景蕴含

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数据量，对学生认知工程实际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 

 

图 26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功能运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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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这些实验项目的开出，学校网络信息平台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所有虚拟仿真项

目可以实现网络化教学与管理。教师和学生均可不受限制地利用这些教学资源完成“教”与

“学”的培养过程。 

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信息化设备 

湘潭大学的校园网络已覆盖所有的教学、科研、管理场所，主干网络的带宽达到万兆，

桌面带宽达到千兆，全网支持 IPv4/IPv6 双栈，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远程访问与共享

提供了有力保障。 

学校门户网站功能齐全，可扩展性强，具有信息发布等功能，可及时发布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的相关信息。门户网站提供直接进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主页的链接，校内用户可通

过统一身份认证，快速进入平台主页进行网上虚拟仿真实验。 

学校还拥有多台高速交换机，用于网络的扩展，中心将根据承载实验的多少以及共享的

范围进行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扩展。学校依托“智慧校园”建设规划，建有大型的现代化数据

中心，集中管理重要服务器和大型存储设备，重点保障教学平台稳定运行，并提供正版化软

件服务、高性能计算平台、服务器虚拟化等先进的云计算信息服务。学校基于自主设计的电

子身份和认证系统，利用自主研发的教务管理系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现代教育教学平台体

系，为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深入应用提供良好的支撑。 

 

4.2 网络管理与安全 

校园网络使用 RG-SAM、出口网关设备 RG-ACE、RG-ePortal 的组合联动，进行网

络的准出实名认证，出口设备优化升级，部署 RG-ACE3000 出口应用控制引擎实现流

量控制；丰富的协议识别能力对各用户的应用级 IP 数据流实施分类和控制。可以实现

基于角色和 IP 限制对用户网络流量精准识别与精确分析，确保教学平台网络稳定运行。 

校园网使用智能化的网管平台，在网络运行和管理中采用了多出口下的网络认证和

计费管理、带宽控制、日志记录、策略路由、动态 NAT、访问列表控制、VLAN 子网

隔离、防 IP 盗用和 IP 欺骗等网络安全技术，使用了校园网用户认证计费系统，prtg

流量监控系统、SOARIWINDS 网络管理系统、NORTEL DMS 设备管理系统、Symantec

网络版防病毒系统、防火墙系统、反垃圾邮件网关系统，实现防病毒、信息过滤和入侵

检测功能，确保教学平台安全运行。 

校园网运行机制健全，跟踪和审计机制完善，可管理可维护性强，不断完善管理手

段，提升服务质量，在服务用户上采用了 VPN 远程系统和自主研发的用户自服务系统、

用户注册预受理系统，为师生提供了更好地远程接入平台，更加便捷高效的校园资源访

问模式，依托短信平台实现校园各平台诸如密码服务、开户服务等基本信息服务的 24 小

时无障碍自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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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条件保障 

5.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基础条件（仪器设备配置情况、环境、运行与维护等） 

1、仪器设备配置情况 

为保证虚拟实验的顺利进行，湘潭大学“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购置了一

大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实验软件，同时还自行研制了多种仿真实验软件、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等

来适应各种层次的实验教学，中心按照实验教学要求，采用实验室综合管理平台，合理配置实

验设备，合理分配设备情况，使得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校园网覆盖了

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使得设备配置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实验教学的要求。“力学与工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还依托数值仿真高性能计算平台开展网络化分布式资源的建设与共

享，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优势，满足实际教学和科研需求。 

目前数值仿真高性能计算平台拥有戴尔 PowerEdge R710曙光 I620-G20服务器共11个计

算节点。CPU 计算资源达 5460GHz，内存合计 20T；IBM、HP、Dell 等 SAN 存储系统共 4

套，共计 600T 存储空间。服务器主要运行有限元软件，包括但不限于：ANSYS、ABAQUS、

MSC Adams、ADINA 等；曙光服务器主要运行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等分子/原子模拟计算软

件，包括但不限于：CASTEP、VASP、LAMMPS、Materials Studio、Materials Explorer 等。同

时，服务器上还安装有Mathmatica、Maple、MATLAB、MathCAD、Intel Fortran 编译器、Intel 

C/C++编译器等数学软件。根据将来学科发展的需要，高性能计算中心将重点支持（但不限于）：

1、纳微观尺度材料结构与（力学）性能计算；2、工程结构的流固耦合动力学计算；3、岩土

与地下工程问题计算；4、道路与桥梁工程的（优化）设计与分析；5、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计算；6、复杂工程问题的安全评估；7、程序和算法的设计与优化。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主要设备配置情况见表 10。 

表 10  虚拟仿真教学中心主要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 

1 复杂应力力学测试系统 美国 MTS 公司 MTS-809 1 2012-9-8 

2 单立柱试验系统 美国英特朗公司 Instron 5943 1 2011-12-1 

3 流变仪 奥地利安东帕 MCR301 1 2011-12-1 

4 反应釜 威海金鑫石化设备公司GSH-2 1 2004-9-1 

5 哑铃式制样机 美斯特工业系统（中国）ZYJ1251 1 2010-9-1 

6 缺口型制样机 美斯特工业系统（中国）QYJ1251 1 2010-9-1 

7 超速离心机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Optima 
L90K 

1 20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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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 

8 抛光机 
智邦纳米技术有限公司
Nanopo11-100 

1 2010-9-1 

9 切片机 科迪仪器设备有限公司KD-3358 1 2010-9-1 

10 数字型电子听漏仪 英国帕尔玛公司 Xmic Lite 1 2011-3-1 

11 大功率管线定位仪 英国雷迪公司 RD8000PXLT10 1 2011-3-1 

12 真空管式气氛炉 湘潭三星仪器有限公司 SGQ-8-16 1 2006-6-1 

13 双螺杆挤出机 南京宝欧机械有限公司BM-20 1 2007-10-1 

14 冷粒机 湖南科学器材进出口公LQ-60 1 2004-4-1 

15 反应釜 威海金鑫石化设备公司GSH-10 1 2003-12-1 

16 特殊反应釜 大连通达反应釜厂 1 2002-3-1 

17 超纯水机 
上海和泰仪器有限公司VLtra pure 
UVF 

1 2010-12-1 

18 球磨机 德国 FRIISCH 公司 Pulverisette7 1 2012-9-18 

19 放电等离子热压烧结炉 上海晨亚电炉有限公司 1 2010-12-1 

20 控制节点（塔式服务器）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Precision 1 2010-9-1 

21 计算机节点（4 个）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PowerEdgeR710 

4 2010-9-1 

22 TCFE 数据库软件 北京柏舜科技发展公司 1 2000-11-1 

23 ANSYS 软件 成都安世软件工程公司 1 2002-7-1 

24 PFC3D 软件 美国 ITASCA V4.0 1 2009-11-1 

25 板成形仿真软件 
美国 QUANTECH ATZ 公司
STAMPACK 

1 2003-12-1 

26 电子万能试验机 长春试验机研究所 CSS-44020 1 2001-6-1 

27 声发射仪 
北京声华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SAEU2S-4A 

1 2013-1-16 

28 动态数据采集分析软件 北京声华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V7.5 1 2013-1-16 

29 电液伺服动静试验机 长春试验机研究所 CSS-208S-20 1 2006-12-1 

30 频率响应分析仪 美国阿美特克公司 2273 1 2010-4-1 

31 原子力显微镜 
美国 VEECO 公司
MUITIMODEPICOFOREE 

1 2007-4-1 

32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

光计 
美国 PE 公司 Lambda950 1 2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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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 

33 建筑玻璃遮阳检定系统 美国 PE 公司 Frontie 1 2012-11-13 

34 冷冻干燥机 
北京松源华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J-18S 

1 2013-3-14 

35 真空管式气氛炉 长沙实验电炉厂 SGQ-3-13 1 2010-6-1 

36 真空气氛管式炉 
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GSL 
1400X 

1 2012-1-9 

37 电化学吸收谱仪 Zahner 、CIMPS-abs 1 2012-12-24 

38 可见近红外漫反射系统 美国 PE 公司 1 2013-3-19 

39 紫外氙灯光源 北京畅拓科技公司 PLS-SXE300 1 2009-10-1 

40 
可控强度调制光电化

学谱仪 
Zahner 、CTMPS2 1 2012-11-13 

41 双恒电位仪 上海辰华 CHI760D 1 2010-7-1 

42 光电转换效率光谱仪 Zahner、CIMPS2-PCS/IPCE 1 2012-11-13 

43 UV365 紫外光源 
广州邦沃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365LED 

1 2012-12-17 

44 精密光学平台 北京华浩仪器有限公司 1.8  1.2m 1 2013-1-8 

45 浸渍提拉镀膜机 上海三研实验仪器 SYX-100 1 2011-12-1 

46 细胞破碎机 舜玛 SM-1200D 1 2011-11-1 

47 高真空光解水系统 
北京泊菲莱科技有限公司
Labsolar-III AG 

1 2013-6-21 

48 纯水机 重庆力德科技 LAN-10-L 1 2010-3-1 

49 高压釜 大连第四仪表厂 1 2001-12-1 

50 真空手套箱 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 ZKX 1 2002-12-1 

51 小型离子溅射仪 北京意力博通技术发展ETD-2000 1 2009-5-1 

52 高真空单辊旋淬及喷铸 中科院沈阳科学仪器研 1 2010-11-1 

53 高思磁测系统 
北京东方晨景科技公司
421-mFT-3203-VG 

1 2001-10-1 

54 红外热像仪 瑞士 FLIR、SC300RS 系统 1 2004-10-1 

55 单门式加载框架（2个） 杭州邦威 JAW-2000K 1 2013-7-5 

56 平面受力构件实验装置 杭州邦威 JAW-4000K 1 2013-7-5 

57 100 吨作动器（2 个） 杭州邦威 MAS-1000 1 20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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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 

58 50 吨作动器 杭州邦威 MAS-1000 1 2013-7-5 

59 200吨穿心作动器（2个） 杭州邦威 MAS-2000 2 2013-7-5 

60 10Lmin伺服油源（2个） 杭州邦威 MPS-10/3 2 2013-7-5 

61 移动门式刚架（4 个） 杭州邦威 4 2013-7-5 

62 POPM 双通道控制器 杭州邦威 POP-M-2 1 2013-7-5 

63 POPM 三通道控制器 杭州邦威 POP-M-3 1 2013-7-5 

64 25mm位移传感器（6个） 东京测试研究所 TML CDP-25 6 2013-9-10 

65 50mm位移传感器（14个） 东京测试研究所 TML CDP-50 14 2013-9-10 

66 100mm位移传感器（4个） 
东京测试研究所 
TML CDP-100 

4 2013-9-10 

67 200mm位移传感器（2个） 东京测试研究所 TML SDP-200D 2 2013-9-10 

68 结构分析软件 
无锡宁震科技公司 SNAP-A 中文版

科研版 
1 2013-9-10 

69 超声波流量计（2 个） 深圳建恒测控 DCT-1288 2 2012-4-24 

70 门窗物理性能测试设备 沈阳紫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 2013-9-9 

71 建筑传热性能测定系统 
沈阳紫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CD-WIF1515 

1 2013-9-9 

72 门窗保温性能测试仪 
沈阳紫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MW-BD1821A 

1 2013-9-9 

73 外窗气密性能测试仪 
沈阳紫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MW-XQS-B 

1 2013-9-9 

74 可吸入颗粒物检测仪 美国 TSI 公司 AM510 1 2012-7-12 

75 
平板导热仪（含标准

版、切割器） 
沈阳紫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 2013-9-9 

76 多参数通风表（2 台） 美国 TSI 公司 9565-P 2 2012-7-12 

77 中央空调实验设备 哈尔滨努谢尔特教学实验 JHKT-9 1 2012-11-15 

78 暖通空调与模拟实验台 日本 CD-Adapco Japa、STAR-CCM 1 2012-7-12 

79 电子氡气检测仪 美国 DURRIDGE 公司 RAD-7 1 2012-7-12 

80 室内 TVOC 检测仪 
美国 RAE SYSTEMS 公司 
ppbRAE3000 

1 2012-7-12 

81 室内空气质素仪 加拿大 CETCI 公司 YES AIR 1 2012-7-12 

82 臭氧检测仪 美国 2B 公司 106 型 1 20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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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 

83 甲醛检测仪 英国 PPM 公司 PPM HTV 1 2012-7-12 

84 动态应变测试系统 东华测试技术公司 DH5935N 1 2004-4-1 

85 振动测试系统 东华测试技术公司 DH5938 1 2004-6-1 

86 静态应变测试系统 东华测试技术公司 DH3816 1 2003-11-1 

87 静态数据采集系统 江苏东华 DH3821 1 2012-12-24 

88 浮点工程动测仪 武汉中科智创岩土公司RSM-24FD 1 2007-6-1 

89 静载荷试验仪 武汉中科智创岩土公司RSM-JCIV 1 2007-6-1 

90 低应变仪 武汉中科智创岩土公司RSM-PRT 1 2007-6-1 

91 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 武汉中科智创岩土公司RSM-SY5 1 2007-6-1 

92 全站仪 广州南方光学仪器厂 NTS-202 2 2007-7-1 

93 数码光弹仪 卓力特光电仪器苏州公司 TST-100 1 2008-5-1 

94 细观/宏观云纹干涉仪 中国力学实验委员会 1 1998-12-1 

95 预应力张拉设备 柳州赛姆 1 2012-12-24 

96 纬地道路辅助设计系列 西安经天交通工程技术V5.8 1 2009-4-1 

97 抗折试验机 北京三宇伟业试验机公司SYE-300型 1 2006-7-1 

98 抗压试验机 
北京三宇伟业试验机公司

SYE-2000 型 
1 2006-7-1 

99 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济南试金集团 YE-5000A 1 2000-9-1 

100 
微机屏显液压式万能

材验机 
济南试金集团 WEW-300E 1 2008-9-1 

101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

验机（6 台） 
济南试金集团 WDW-100E 6 2008-9-1 

102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济南试金集团 UAW-Y300 1 2000-9-1 

103 应力应变式自动三轴仪 南京智龙科技 6 吨 TSZ-3S 1 2012-12-24 

104 试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南京智龙科技 1 2012-12-24 

105 管材耐压试验机 济南天辰试验机公司 XGY-25 1 2003-5-1 

106 软化点温度测定仪 济南天辰试验机公司 XWY-300B 1 2003-1-1 

107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

石三轴试验机 
YSSZ-2000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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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 

108 顶板岩层钻孔探测仪 TYGD10 1 2011 

109 
现代化综合仿真通风

安全糸统实训装置 
KD-KTMX-III 1 2010 

110 
智能型瓦斯煤尘爆炸

综合实验装置 
KD-LGZWB-IIIII 1 2010 

111 原位双轴疲劳试验系统 IPBF-2000 1 2015-11-30 

112 微波合成反应系统 MultiwavePRO 1 2015-12-12 

113 室内循环冷却水箱 GKXL-100L,220V/20A 1 2015-11-17 

114 材料测试软件 Bluehill 3 1 2014-06-12 

115 
钢桁架实验模型及加

载装置 
K1589 1 2016-1-10 

116 
刚架实验模型及加载

装置 
K1596 1 2016-1-10 

117 连续梁模型及加载装置 K1573 1 2016-1-10 

118 箱梁配筋模型 K1576 1 2016-1-10 

119 悬索吊桥模型 K1532 1 2016-1-10 

120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 T

梁模板模型 
K1548 1 2016-1-10 

121 斜拉桥模型 K1557 1 2016-1-10 

122 肋拱桥模型 K1560 1 2016-1-10 

123 缆索吊装系统模型 K1571 1 2016-1-10 

124 
动态测试系统配套传

感器 
SDI  MODEL2210 1 2016-3-21 

2、环境与安全 

学院现有室内试验场所面积 4170m2（其中虚拟仿真实验用房 884m2），室外实践场

所 1000 m2 和校外实训基地。实验室布局以符合实验操作要求保证安全为原则，具体如下： 

（1）合理安排实验室 

实验中心对所属用房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基础实验室集中布局，专业实训（试验）

室紧密结合，体现了资源的优化和共享。虚拟仿真中心配备了计算机、打印机等网上开

放选课所必需的设备，为师生创造了优良的办公和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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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防护和环境卫生 

为达到国家实验室安全环保标准，实验中心逐步完善了实验室的设计和应急设备安

装，制订了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了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培训、安全教育制度

等，并把安全制度纳入教学教研的范畴，在制定教学教研工作的同时，制定安全环保工

作计划。在此基础上，以发展促建设，把短期安全环保计划和长期安全环保规划相结合，

使实验室安全环保建设随着实验室的发展而发展。实验教学楼内各实验室内外均配备防

火报警器、消火栓、灭火器、安全通道门、安全通道指示 环保等设备。学院实验中心大

楼实行专业化物业管理，物业公司的保安人员 24 小时值班，保洁人员每天对实验教学楼

进行保洁。对于有毒有害实验用品专人保管，专人处理，并制定相关处理预案。 

安全与环境保护工作实行校、院、中心三级管理体制，每一级均有明确的任务和责任，

为进一步将安全卫生工作落实到实处，每个实验室都指定专人管理，做到责任到人。实

验室内部卫生清扫由实验人员负责，要求各种实验设备、物品摆放整齐，除每天实验完

毕清扫实验室外，每周必须彻底清扫一次，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验环境；实验室内部的

安全有指定人负责。教师要在实验课前向学生重点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实验设备的安全

性能定期检查，及时记录。 

学生进入实验室前要先要学习《实验室安全手册》，接受安全、环保和实验习惯教育，

与学生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教育学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掌握安全知识、 养成良

好的实验习惯。实验室张挂安全规章制度，有指定的技术人员负责实验室的安全工作，

通过安全目标责任制，把实验室的安全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自觉维护实验室的安全。 

3、运行与维护 

（1）运行模式 

（a）管理模式 

中心构建了材料力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理论力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力学与结构分

析仿真实验教学、力学模型与创新设计仿真实验教学、岩体力学及采矿安全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等 5 个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各平台自成体系，共同组成中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体系。中心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中心主任全面负责中心教学、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心

设副主任 2 名，一位副主任负责中心实验教学工作；另一位副主任负责中心建设与管理

工作。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教务处负责业务管理，对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进行宏

观指导、经费计划和管理等；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负责行政管理，进行教学计划执行、

中心人事管理和目标责任制考核等；中心统一组织安排实验教学工作，统一规划和开展

实验教学的整体改革及实验室建设，其中包括新实验技术与设备的开发与研究、创新实

验项目的开发与研究、组织编写实验教材、实验网络教学资源的开发等，统一调配实验

教学资源。下一步将设置门禁系统，学生可以通过一卡通刷卡进入实验室，方便实验室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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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组织管理体系 

（b）培养工程能力为主线，开放式的仿真模拟实验教学平台运行模式 

本中心形成专业工艺、技术开发、信息技术相结合特色鲜明、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仿真

模拟实验教学平台。为本科生培养工程能力提供开放式服务，为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提

供实验支撑。成为学生提升创新性实验水平和层次的重要基础。先后与株洲时代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新材）、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沙矿冶）、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湘煤集团）、湖南省第三工

程限公司、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简称中冶京城）、湘潭市规划建筑设

计院。等单位合作建立仿真模拟实验教学平台。中心面向全校学生的相关实验课程、毕

业设计、科学研究和教师的科研开放，中心依托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受学校科技处和

教务处的指导与管理。 

中心开放运行情况良好，在执行国家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中心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对中心实验项目、仪器设备、安全、工作人员、工作档案和基本信息等制定

了规范、详细的管理制度，并使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实验室管理尽量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尽可能对教师和学生开放，二是尽可能与国内外相关院校或科研生 产单位开展交流

合作，三是密切关注国内外工程力学与土木工程学科发展动态，实验内容和方法定期改

进和更新。 

（2）维护维修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仪器设备管理制定和办法，如《湘潭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暂行办

法》、《湘潭大学仪器设备管理暂行办法》、《湘潭大学大型、精密、贵重教学仪器设

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每年拨专款用于仪器设备的维护和维修，经费使用由学校统

筹，实验中心管理，按各实验室上报的维修情况和计划及时安排使用。中心有专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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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维修保养仪器设备，定期检查设备，每个学期检修保养一次。目前所有的仪器设备

都有专人负责，一旦发现故障，责任人将立即与设备厂商联系，及时进行维护、检修、

校正。同时中心还结合自身特点，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设备管理制定，保证仪器管理规范，

具体为： 

（a）以实验室为单位，仪器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对于自行维

护设备，责任人对故障设备做到立即维护，对厂家维护设备，责任人与厂家售后技术服

务人员及时联系，使故障设备尽快得到维护； 

（b）仪器的维护工作列入实验室人员岗位职责，规定仪器维护要求，定期、不定期

检查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和使用率，仪器维护情况作为仪器责任人的工作考核指标之一。 
 

5.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管理体系（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管理规范等） 

1、组织保障 

中心属校、系两级管理的教学单位，中心主任由学校任命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中心主

任全面负责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并在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和教务处的监督

和协调管理下，统筹调配和管理中心资源，保证中心优质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具体

工作为：中心的规划建设、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制定、实验教学安排、仪器设备使 用维

护、实验室安全及日常监督控制；带领中心成员开展科研、教研、教改工作。中心设置 2

名副主任，具体负责中心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对中心主任负责。 

2、制度保障 

（1）学校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制度 

学校建立了完整的实验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保证各项实验教学任务完成，具体制定了

《湘潭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湘潭大学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暂行办法》、

《湘潭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暂行办法》、《湘潭大学仪器设备管理暂行办法》、《湘潭

大学大型、精密、贵重教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湘潭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湘

潭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学分管理办法》、《湘潭大学学生实验守则》等规章制度。 

在以上基础上中心还结合虚拟仿真实验室的特点制定了《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仪器设

备管理制度》、《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档案管理制度》、《力学与

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技术人员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管理制定体现以学生为本，并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不断

完善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虚拟仿真中心的检查工作，实行动态管理。 

（2）经费保障制度 

学校在中心建设、资源开发和日常运行经费投入给予制度化保障，学校在经费预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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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设立专项经费用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资源的研制和平台开发，从教学

业务费中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平台的维护和升级，在相关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时，

均予以优先立项支持和倾斜，每年还投入专项经费用于信息化设备的购置。 

（3）创新立项保障制度 

学校设有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和大学生研究创新课题，并优先资助实验教学改革项

目和虚拟仿真软件开发，积极鼓励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立项与建设，在实验教学改革

和虚拟仿真软件开发项目的申报、经费资助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中心也专门设立了实

验教学改革项目和大学生研究创新课题，对虚拟仿真实验进行全额资助，资助教师开展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的开发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活动；对学生作品创作、创新性试验

进行资助，提供经费保障以及优先使用相关设备等。 

3、管理规范 

为了保障实验教学质量，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成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具体如

下： 

（1）制度上规范教学工作。校、院制定了严格的教学规范，主要包括《湘潭大学教

学工作规程》、《湘潭大学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和《湘潭大学学生实验守则》等，

对实验教学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同时，

制定了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2）做好实验前质量控制。组织教师编写虚拟仿真实验实训教材，并根据实验过程

中的新情况、新要求，及时修订完善实验教材，逐步建立与新实验教学体系相配套的系

列实验教材。 

（3）实行实验过程检查与考评。实验开始前要求老师检查学生的预习报告、选题报

告或设计方案，经教师审核通过后方能进行实验操作；实验过程要求有原始记录、中间

结果记录，老师进行提问记录学生的过程表现；将实验成绩按比例计入最后的期末成绩。 

（4）成立教学督导组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学校和学院都分别成立教学督导组，对

包括实验课程在内的教学质量进行经常的检查与评估，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授课老师及 

有关领导。对实验教学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高。同时，制定了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5）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包括“学评教制度”、“院评教制度”、“教学业绩

考核制度”、“督导制度”及“自我评价制度”，监控教学质量，确保实验教学效果良

好。 

（6）建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奖励机制。激励教师开展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研究、促使虚拟放仿真实验管理更加科学、教学方法更加有效、教学体系更加完善、

从而确保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才培养取得突出贡献者将予以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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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 

中心日常建设与运行经费由学校负责拨付，学校将积极努力从各种途径筹集建设资

金，继续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研究教学型大学建设专项经费、

实验室建设经费、专业建设经费、教学经费为中心正常运转、软件开发及更新、实验实

习教学提供经费，并积极争取相关企业经费支持。此外，推动自主开发软件的商业化运

行，为中心筹集更多的经费。具体如下：  

（1）省教育厅、省财政投入支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经费：100 万元。  

（2）湘潭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建设专项经费：60 万元。  

（3）专业建设经费：20 万元  

（4）其它来源（包括合作企业）提供示范中心建设经费：90 万元。  

经费使用规划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平台软件建设 120 
与企业合作研发

或独立研发 

2 网络建设费 40  

3 教材编写及立体化教材建设 30  

4 教学中心计算机更新等硬件条件建设 80  

 总计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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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校及有关部门意见 

 

 

 

 

 

 

 

学校 

教务 

部门 

论证 

意见 

湘潭大学“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依托于湘潭大学力学国家

重点学科、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基础课示范实验室、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实验室、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工程结构动力学与可靠性分析湖南省

高校重点实验室、岩土力学与工程安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一般力学与

力学基础博士点等，以“立足自身、需求驱动、研究转化、师生共建、服务社会”

为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了满足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培养、适合学科发展、

满足服务社会需求、可持续发展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 

该中心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采用扁平化模式，教学体系完整、理念清晰、内

容极具弹性、方向密切契合当前工程发展的趋势。该中心主要针对与力学相关的

工程中涉及新型材料的力学性能探索、新型结构设计、工程结构安全、施工过程

安全等领域内的复杂问题、难以实验、费用庞大、与生命安全紧密相关的领域开

展工作，以外购、自身设计研发和合作开发等形式，经历 10 多年技术和建设，构

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仿真软件平台，科研转化了一批虚拟仿真项目，

促进学科融合与发展，服务于工程力学、土木工程、测绘工程、机械工程等 12 个

专业。与企业合作密切，促进产学研合作，为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该中心在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等方面都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教学效

果显著，发展潜力良好。后期建设目标明确、举措合理，各项管理制度完备，实

验体系特色鲜明，各类型实验项目比例合理，能形成有效的校企合作。平台中心

负责人与骨干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能力、项目开发能力均较强。进一步共享的

计划与安排合理可行，符合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遴选要求。 

鉴于此，学校特推荐“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省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湘潭大学将给予该中心全面的支持，使之建设成为湖南省力学

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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