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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实验课程) 

◆课程编号：110040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of Material Processing 

◆学分/学时：1学分/40学时 

◆课程类型： 通识通修课程通识通选课程 

 学科基础必修课程 学科(跨学科)选修课程 

 专业发展核心课程 专业发展拓展课程集中实践课程 

◆适用专业（专业类）：材料化学专业，三年级 

◆先修课程：无机材料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原理等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材料化学与物理，材料合成工艺学等材料课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专业实验课

程，是从事材料开发及应用最基础的实验技术，是工科材料专业的必修实验课。材料在国民生产

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已大大彰显，而且其作用还在迅速的得到推广，目前材料的发展已经成为很多

行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障。这必然需要材料专业的学生不但有扎实的材料专业理论基础，还要

有好的动手能力和将新材料工业化推广的思路和方法，这就必须扩展学生材料工程方向的课程，

而材料工程方面的实验必然是材料专业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环节。本课程是与材料加工工艺

学紧密结合的一门必修实验课，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旨在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材料加工

工艺，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一个基础。 

（二）、教学目标 

1. 了解和掌握材料的基本性质，熟悉常用的材料加工工艺及成型方法。 

2. 加深学生对该课程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3. 学会根据制品要求，选定适当的原材料和成型加工工艺。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实验教学方式和过程：教师检查学生预习情况、教师讲解实验原理、实验操作方法和要点，

学生自己动手实验和处理数据，教师进行现场指导、纠正错误。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塑料板材的混炼压制，高分子材料的流变学性质、力学性能测试、热性能测试，热塑性塑料

挤出成型和注射成型工艺及操作，吹膜工艺及操作； 

（二）教学难点 

难点是流变性质的数据处理方法、挤出机组、吹膜机组及注射机的操作。 

四、学时分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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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学时 

一 聚乙烯塑炼与模压成型 必修 综合性 4 

二 热塑性塑料的注射成型 必修 综合性 4 

三 热塑性塑料的共混和挤出造粒 必修 综合性 4 

四 聚乙烯吹塑薄膜 必修 综合性 4 

五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点测定实验方法 必修 验证性 4 

六 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4 

七 热塑性高分子流变性能测定 必修 验证性 4 

八 塑料硬度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4 

九 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必修 验证性 4 

十 塑料冲击性能的测定 选修 验证性 4 

十一 玻璃及其加工工艺 选修 综合性 4 

十二 无机介电陶瓷材料的模压成型及排胶 选修 综合性 4 

十三 模坯的烧结成瓷 选修 综合性 4 

十四 酚醛塑料的模压成型 选修 综合性 6 

十五 PVC 成型物料的配制及成型 选修 综合性 5 

十六 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选修 
设计研究

性 
9 

合计    72 

注：1.“实验要求”填写“必修”或“选修”； 

2.“实验类型”填写“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研究性”或“其它”； 

3. 学时“合计”数应大于或等于该实验课程总学时数。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高分子及其复合材料的成型加工与性能测试实验》，自编教材; 

（二）教学参考书 
1.《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实验教程》，吴智华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2.《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实验教程》，肖汉文 ，王国成，刘少波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年； 

3.《高分子科学与材料工程实验》，刘建平，郑玉斌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教程》，沈新元主编，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 年； 

5.《有机高分子材料实验教程》，韦春，桑晓明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高分子科学实验教程》，汪建新等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高分子科学实验》，韩哲文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类型】考试考查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8%82%96%E6%B1%89%E6%96%87&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7%8E%8B%E5%9B%BD%E6%88%90&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5%88%98%E5%B0%91%E6%B3%A2&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5%8C%96%E5%AD%A6%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5%88%98%E5%BB%BA%E5%B9%B3&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9%83%91%E7%8E%89%E6%96%8C&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5%8C%96%E5%AD%A6%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6%B2%88%E6%96%B0%E5%85%83&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4%B8%AD%E5%9B%BD%E7%BA%BA%E7%BB%87%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9%9F%A6%E6%98%A5&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6%A1%91%E6%99%93%E6%98%8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4%B8%AD%E5%8D%97%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6%B1%AA%E5%BB%BA%E6%96%B0&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5%93%88%E5%B0%94%E6%BB%A8%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2=%E9%9F%A9%E5%93%B2%E6%96%87&category=01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_pub.php?key=&key3=%E5%8D%8E%E4%B8%9C%E7%90%86%E5%B7%A5%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categor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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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开卷（Open-Book）闭卷（Close-Book）项目报告/论文 

其它：实验报告+口试综合知识问答 

【成绩评定】平时成绩（实验报告＋实验操作）60％和口试成绩 40％作为综合成绩。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聚乙烯塑炼与模压成型 

（一）教学要求 
掌握聚乙烯塑炼与模压成型的基本方法和相关机器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聚乙烯粒料、片材，开炼机，塑炼，平板硫化机，模具，脱模剂，冷压定形； 
重点：聚乙烯塑炼过程，聚乙烯模压过程； 
难点：开炼机和平板硫化机操作。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开炼机的操作方法，将聚乙烯粒料塑炼成薄片状； 
2. 准备模具，涂脱模剂； 
3. 学习平板硫化机操作方法，将聚乙烯薄片在平板硫化机模压成规定尺寸的片材。冷却定形

后脱模、检查片材质量。 
（四）思考题 
1. 聚乙烯塑炼的温度范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2. 开炼机操作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平板硫化机操作中注意哪些问题？ 
4. 影响聚乙烯片材质量的因素有哪些？ 

 
  实验二热塑性塑料的注射成型 

（一）教学要求 
了解热塑性塑料注射成型的原理，了解注塑机的主要结构，初步掌握注射成型的一般方法和

注射机的操作，掌握不同塑料或不同产品注射成型条件的选择。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注射工艺参数，注射机操作规程，注射机工作原理； 
重点：注射机操作，注射机工作的机械控制原理； 
难点：注射机工作的机械控制原理。 
（三）教学内容 
1. 了解注射机工作原理，注射机各部分组成，学习注射机工作前的准备，了解注射机的安全

措施； 
2. 以 PP 为原料注射相应的产品，学会注射机的操作，练习手动操作注射机和半自动操作。 
（四）思考题 
1.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工艺条件有哪些，选择工艺条件的原则是什么？ 
2. 塑料在注射成型过程中可能发生哪些物理和化学变化？对制品质量有何影响？ 

 
  实验三热塑性塑料的共混和挤出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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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要求 
加深对挤出机组工作原理的理解，明确粉料造粒的意义，掌握挤出成型工艺条件与挤出制品

质量的关系及挤出机的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挤出机组工作原理，操作规程，挤出机各部分组成：主机，喂料机，真空系统，冷

却系统，吹干机，切粒机等； 
重点：学会挤出机的操作规程和各参数设置，学会共混样品的制备方法； 
难点：改性材料的选择和改性机理的理解。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挤出机组的工作原理，挤出机组操作方法，； 
2. 挤出前准备工作； 
3. 采用弹性体或冲击性能较好的高分子材料与聚丙烯共混，并利用双螺杆挤出机挤出并造

粒；或采用颜料与聚丙烯粒料制备色母粒；或采用回收塑料与聚丙烯粒料共混造粒。 
（四）思考题 
1. 如何根据制品要求和塑料性质选择挤出成型工艺条件？ 
2. 用单螺杆挤出机进行共混的效果为什么比双螺杆差？ 

 
 实验四聚乙烯吹塑薄膜 

（一）教学要求 
掌握聚乙烯吹塑薄膜的基本方法和吹塑机组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吹塑机组的工作原理，吹塑机组的操作方法，吹塑机组的组成； 
重点：吹塑机组的工作原理，吹塑机组的操作方法； 
难点：吹塑机组的工作原理。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吹塑机组的工作原理，吹塑机组的操作方法，了解吹塑机组的安全措施； 
2. 吹塑前准备工作； 
3. 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和少量低密度聚乙烯为原料进行吹塑薄膜实验，检查薄膜质量，热压制

袋。 
（四）思考题 
1. 聚乙烯吹塑的温度范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2. 吹塑机组操作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五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点测定实验方法 
（一）教学要求 
了解测定塑料软化点的意义，掌握测定维卡软化点的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维卡软化点的定义，样品要求，操作规程； 
重点：维卡软化点与升温速率的关系； 
难点：难点是维卡软化点与材料结构及填料的关系。 
（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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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会操作维卡软化点测定仪； 
 2. 实验前准备工作； 
3. 以不同升温速率对同一样品的维卡软化点进行测定，并对两个测定值进行对比，用分子

链运动的理论来解释两个测定值差别的原因。 
（四）思考题 

1. 说明塑料软化点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意义。 
2. 维卡软化点与材料的熔点和玻璃化温度有何关系？ 
 

实验六塑料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掌握树脂熔体流动速率的概念，掌握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方法，熔体流动速率仪的操作规程、

操作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熔体流动速率的概念，聚丙烯测试标准，熔体流动速率仪的操作规程； 
重点：熔体流动速率的概念以及塑料熔体流动速率与生产工艺的选择的相互关系。 
难点：塑料熔体流动速率与生产工艺选择的相互关系。 
（三）教学内容 
1. 熔体流动速率的概念，掌握熔体流动速率的测定的方法，熔体流动速率仪的操作规程和方

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2. 测试前准备工作； 
3. 测定不同规格的聚丙烯颗粒的熔体流动速率，比较它们的差异并推测与生产工艺选择间的

相互关系。 
（四）思考题 
熔体流动速率作为热塑性树脂质量控制和成型加工工艺条件的参数有何意义？ 
 

 实验七热塑性高分子流变性能测定 
（一）教学要求 
了解热塑性塑料流变性能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理解流变性能测定原理和数据处理方法，熟

悉毛细管流变仪的操作。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毛细管流变仪的测试原理，操作规程，数据处理方法； 
重点：通过测定聚丙烯的流变行为加深对高分子流变学的理解，学会流变仪的操作； 
难点：流变学数据处理原理。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毛细管流变仪的测试原理，流变仪的操作方法，实验前准备工作； 
2. 用毛细管流变仪测定不同结构和成分的聚丙烯树脂的流变行为，比较流变性能与分子链结

构和分子量等参数的关系，对所测定的流变学数据进行处理，加深对假塑性流体流变行为的理解，

求出非牛顿指数。 
（四）思考题 
1. 热塑性高分子材料流变性能与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有什么关系？ 
2. 出口膨胀对实际生产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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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塑料硬度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了解洛氏硬度和邵氏硬度的测试原理，学会操作洛氏硬度计，并用以测定硬聚合物材料的硬

度。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洛氏硬度和邵氏硬度的测试原理，洛氏硬度计的操作规程； 
重点：洛氏硬度和邵氏硬度的测试原理； 
难点：洛氏硬度和邵氏硬度的测试原理。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洛氏硬度和邵氏硬度的测试原理，洛氏硬度计的操作规程，实验前准备工作； 
2. 采用洛氏硬度计测试有机玻璃板的硬度，进行数据处理。 
（四）思考题 
采用洛氏硬度计测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实验九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加深学生对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及弹性模量的理解，了解不同试样在试样制备中的要求和

实验条件选择的原则，熟悉拉力试验机的操作，掌握测定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及弹性模量的实

验方法和数据处理。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应力应变曲线，屈服强度，断裂强度，电子拉力机操作规

程； 
重点：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概念和测定方法，学会用拉伸应力—应变曲线求取弹性模量，

熟悉电子拉力机的操作； 
难点：对拉伸应力—应变曲线的分析。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各种材料拉伸强度测定的国家标准，学习用冲片机和万能制样机制备标准样条； 
2. 学习微机控制万能材料试验机的组成和操作规程，并对聚乙烯标准样条的拉伸性能进行测

定； 
（四）思考题 
试述测定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实际意义。 

 
实验十塑料冲击性能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加深学生对冲击强度的理解，掌握简支梁式冲击试验机测定冲击强度的方法及数据处理方

法，了解测定冲击强度的其他实验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冲击实验机原理，冲击实验机操作规程，冲击强度； 
重点：理解冲击性能的概念，了解冲击性能常用的测定方法，理解冲击性能误差的来源； 
难点：材料结构对冲击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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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1. 了解冲击性能的测定标准，学习简支梁冲击实验机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 用万能制样机制备标准冲击样条，使用简支梁冲击实验机测试聚乙烯和有机玻璃样品的冲

击强度。 
（四）思考题 
1. 冲击强度与聚合物哪些结构因素有关？ 
2. 为了提高材料的冲击强度在进行配方设计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实验十一玻璃及其加工工艺 
（一）教学要求 
1. 了解玻璃材料的基本性能及常用玻璃的相关知识。 
2. 学习玻璃的工艺特性，了解玻璃的各种成型和加工方法，掌握玻璃的吹制方法并制作玻璃

用具。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用玻璃吹制工具制造玻璃用品。 
重点：用玻璃吹制工具制造玻璃用品。 
难点：用玻璃吹制工具制造玻璃用品。 
（三）教学内容 
通过高温炉加热，使碎玻璃完全熔制成结构均匀的玻璃液，向其中加入澄清剂，将玻璃液中

的可见气泡完全排除，冷却至成型温度后，用玻璃吹制工具将玻璃液吹制成玻璃杯，然后进行淬

火处理，增强其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 
（四）思考题 
1. 玻璃材料有哪些基本性能？ 
2. 玻璃材料有哪些基本原料？分别有哪些性能？ 
  

实验十二无机介电陶瓷材料的模压成型及排胶 
（一）教学要求 
1. 了解几种常见的粉体成型方法及粘合剂在成型过程中的作用，掌握干压成型法的工艺步

骤，并做到熟练操作。 
2. 了解排胶的目的及方法，掌握排胶工艺中如何控制各温度区间的升温速度，以便提高坯体

的致密度及强度。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粉体成型方法，黏合剂种类，干压成型工艺； 
重点：实验中对于成型条件的控制，如粘合剂的用量、成型压力、加压方式； 
难点：在排胶过程中升温程序控制。 
（三）教学内容 
采用双面加压的方式，对合成的钛酸钡粉体进行加压成型，得到直径为 2 cm，厚度为 2 mm

的坯体，通过马弗炉排胶，制备预烧结的陶瓷坯体。 
（四）思考题 
在排胶过程中 100℃时恒温一小时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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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模坯的烧结成瓷 
（一）教学要求 
1. 了解烧结的目的，以及在烧结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坯体的变化特点。 
2. 能够根据烧结的程序升温控制图进行烧结，并通过观察坯体的外形特点来判断坯体的成瓷

情况。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烧结，坯体，成瓷； 
重点：判断坯体是否烧结成瓷以及控制烧结的升温过程； 
难点：判断坯体是否烧结成瓷以及控制烧结的升温过程。 
（三）教学内容 
1. 烧结成瓷的方法，烧结成瓷设备及操作，程序升温控制； 
2. 将预先排粘的坯体，通过无压烧结，制备成介电性能优异陶瓷材料，检验材料质量。 
（四）思考题 
1. 陶瓷材料烧结成瓷的成瓷温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2. 如果排胶不干净彻底，对陶瓷体有什么影响？ 
 

实验十四酚醛塑料的模压成型 
（一）教学要求 
了解热固性塑料加工成型的基本原理，掌握酚醛压塑粉的配合、加工和模压成型原理，通过

本实验使学生掌握热固性树脂的模塑成型的方法与原理，并通过此实验对热塑性树脂的二次成型

有所了解。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热固性塑料热压成型的原理，酚醛压塑粉的配制； 
重点：热固性树脂成型工艺与操作步骤； 
难点：控制固化程度与性能的关系。 
（三）教学内容 
1. 学习酚醛压塑粉的配制，热压成型工艺及操作规程； 
2. 掌握热压机的工作原理与操作方法； 
3. 使用热压机进行酚醛塑料的模压成型，制造酚醛塑料制品。 
（四）思考题 
1. 热固性高分子材料流变性能与固化过程的关系； 
2. 固化温度与压力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实验十五 PVC 成型物料的配制及成型 

（一）教学要求 
了解塑料成型物料的组成，明确加入各助剂的意义，掌握塑料成型物料配制的方法和步骤，

掌握 PVC 配方设计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机器的操作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PVC 物料的配方，开炼机塑炼，平板硫化机模压成型，冷压定形； 
重点：软硬 PVC 物料配制过程中的区别和联系，了解物料配制过程和各成分的作用； 
难点：开炼机和平板硫化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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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1. 分别配制软、硬 PVC 的物料，然后分别炼制成硬板材和软片材； 
2. 理解对比两者的加工温度的差别和硬度的差别，学会操作开炼机和平板硫化机，并理解冷

压定形的意义和作用。 
（四）思考题 
1. PVC 成型过程中加入三盐和二盐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 作为助剂的 CaCO3等无机填料在使用前最好做那些处理？ 
3. 增塑剂的选择和用量与制品性能的关系如何？ 

 
实验十六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一）教学要求 
学生通过自主查阅文献资料，学习无机/有机杂化材料制备的基本方法，自主进行原料和配方

设计、实验方案设计、技术路线设计、实验设备选择、实验条件控制等，并自主完成实验和撰写

实验报告。 
（二）知识点提示 
知识点：原料和配方设计、，实验方案设计，技术路线设计，实验设备选择，实验条件控制； 
重点：实验方案设计，实验设备选择和实验条件控制； 
难点：实验方案设计，制备实验。 
（三）教学内容 
1. 指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 
2. 指导学生开展实验；  
3. 指导和检查学生撰写实验报告。 
（四）思考题 
1. 无机/有机杂化材料制备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2. 无机/有机杂化材料有哪些特性？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实验教学方式和过程：教师检查学生预习情况、教师讲解实验原理、实验操作方法和要点，学生自己动手实验和处理数据，教师进行现场指导、纠正错误。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四、学时分配计划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