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具设计制造综合实验 

(Synthetic Practice of Moul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课程编号：03322450 

学    分：1 

学    时：15    （其中：讲课学时： 0  实验学时：15   上机学时：0） 

先修课程：工程图学、机械原理及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数控原理与编程技术、

公差与检测技术等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教    材：《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验指导书》，自编，2015.1 

开课学院：工业中心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验》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专业

的必修实验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机械制造技术有关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拓宽知识面，掌握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学会使用有关

设备和仪器，以及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实验环节和将来从事专业

生产技术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1. 本课程支撑专业培养计划中毕业要求 2 和毕业要求 4； 

2. 本课程支撑专业培养计划中毕业要求 2 中的指标点 4：能够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

角度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试图改进，占该指标点达成度的 20%； 

3. 本课程支撑专业培养计划中毕业要求 4 中的指标点 2：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

科学方法对机械零件、结构、装置、系统制定实验方案，占该指标点达成度的 30%。 

三、课程内容及要求 

实验一 逆向工程产品开发 

1. 教学内容 

（1）逆向工程产生的背景、定义、应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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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向工程系统的组成（反求工程演示）； 

（3）产品实物几何外形的数字化测量； 

（4）Geomagic 软件进行点云处理(点处理、点云拼合等例)。 

2. 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了解产品逆向设计过程； 

（2）学会利用三维数字化测量设备进行数据采集； 

（3）能够对简单零件进行数据处理及逆向建模。 

3. 重难点  

    数据处理方法与应用。 

实验二 复杂零件 CAD/CAM 实践 

1. 教学内容 

（1）以鼠标模型为实践对象，分析复杂产品的外观、结构及功能要求，基于产品

全生命周期的要求，确定 CAD/CAM 一体化操作步骤； 

（2）利用三维 CAD/CAM 一体化软件，根据产品零件组成特征和建模要求，利用

三维造型命令，依次完成各个组成零件的三维模型，并对模型质量进行检查； 

（3）利用三维软件中的 CAM 模块，完成零件自动编程； 

（4）熟悉数控加工机床，完成典型产品加工，并进行测量。 

2. 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掌握典型零件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方法及软件；  

（2）学会制定典型零件合理的工艺路线，选择合理的加工方法； 

（3）建立 CAM 模型的工作流程，设置合理的加工参数。 

3. 重难点  

（1）零件的三维建模方法和步骤； 

（2）制定典型零件合理的工艺路线和设置合理的加工参数。 

实验三 特种加工技术（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1. 教学内容 

（1）电火花特种加工的基本原理、特点及应用场合； 

（2）电火花特种加工机床及设备组成及操作流程； 

（3）对典型零件进行数控编程，设定合理的工艺参数； 

（4）完成电火花线切割与电火花成形加工的数控加工。 

2. 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了解电火花特种加工的原理； 

（2）熟悉电火花机床设备与操作流程； 

（3）能够利用电火花机床完成简单机械产品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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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会分析不同参数对加工可能造成的影响。 

3. 重难点  

（1）设备组成及操作流程； 

（2）设定合理的工艺参数。 

实验四 热塑性塑料注射成型 

1. 教学内容 

（1）注塑成型的基本原理、成型过程和工艺条件； 

（2）注塑条件主要参数温度、压力和时间对产品形态、质量的影响及其控制； 

（3）注塑机操作的基本步骤和主要参数设置方法。 

2. 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掌握注塑机设备和注塑模具的基本组成，以及注塑机和模具分类方法、常见

类型； 

（2）针对塑件找出分型面，对比实际的分型面，了解注塑件成型条件和参数的设

置方法、以及注塑机操作的基本步骤； 

（3）掌握注塑件常见质量缺陷的类型、产生原因和控制的基本方法。 

3. 重难点  

（1）注塑机操作的基本步骤及其工艺条件； 

（2）主要参数设置方法及对质量的影响与控制。 

 

实验五 产品快速开发（快速原型制造） 

1. 教学内容 

（1）快速成形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2）快速成形设备的基本结构、技术性能，及其应用； 

（3）成形设备的操作技能及原型件制造的工艺方法； 

（4）完成典型原型件的制作。 

2. 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了解快速成型技术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2）具备对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3. 重难点  

（1）成形设备的操作技能； 

（2）原型件制造的工艺方法。 

 

实验六 产品快速开发（MCP 真空铸形实验） 

1.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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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空铸形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2）真空铸形设备的基本结构、技术性能，及其应用； 

（3）铸形设备的操作技能及铸型件制造的工艺方法； 

（4）完成典型铸型件的制作。 

2. 知识、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了解真空铸形技术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2）具备对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3. 重难点  

（1）铸形设备的操作技能； 

（2）铸型件制造的工艺方法。 

 

四、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章节 教学内容 
支撑的毕业

要求指标点 
讲课 实验

实验一 逆向工程产品

开发 

逆向工程产生的背景、定义、应用和意义；

逆向工程系统的组成（反求工程演示）；

产品实物几何外形的数字化测量；软件点

云处理 

2-4，4-2 0 4 

实验二 复杂零件

CAD/CAM 实践 

以鼠标模型为实践对象，分析复杂产品的

外观、结构及功能要求，确定 CAD/CAM

操作步骤；利用三维 CAD/CAM 软件，根

据产品零件组成特征和建模要求，依次完

成各个组成零件的三维模型，并对模型质

量进行检查；利用 CAM 模块，完成零件

自动编程；熟悉数控加工机床，完成典型

产品加工，并进行测量 

2-4，4-2 0 4 

实验三 特种加工技术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电火花特种加工的基本原理、特点及应用

场合；了解设备组成及操作流程；对典型

零件进行数控编程，并设定合理的工艺参

数；完成电火花线切割与电火花成形加工

的数控加工 

2-4，4-2 0 2 

实验四 热塑性塑料注

射成型 

注塑成型的基本原理、成型过程和工艺条

件；注塑条件主要参数温度、压力和时间

对产品形态、质量的影响及其控制；注塑

机操作的基本步骤和主要参数设置方法 

2-4，4-2 0 1 

实验五 产品快速开发

（快速原型制造） 

快速成形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成形设

备的基本结构、技术性能及其应用；成形

设备的操作技能及原型件制造的工艺方

法；完成典型原型件的制作 

2-4，4-2 0 4 

实验六 产品快速开发 真空铸形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铸形设 2-4，4-2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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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 真空铸形实验） 备的基本结构、技术性能及其应用；铸形

设备的操作技能及铸型件制造的工艺方

法；完成典型铸型件的制作 

合 计   0 19 

注：实验五和实验六中选做一个实验 

 

五、考核方式 

1. 课程主要以考查为主，课程考核方式包括实验过程的表现、实验报告的质量、分

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2. 课程成绩=平时成绩×20%+实验过程表现成绩×50%+实验报告成绩×30%。成绩的

具体构成如下： 

 

成绩组成 考核/评价环节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毕业

要求指标点 

平时成绩 

20% 
实验前 20 

实验前，主要考核学生出勤、迟到及预习情况。

预习可以采用提问等形式考核。再按 20%计入

总成绩。 

2-4，4-2 

实验过程

表现成绩 

50% 

实验中 50 

完成实验，主要考核学生实验操作及分析与解

决实验中遇到问题的能力。按 50%计入课程总

成绩。 

2-4，4-2 

实验报告

成绩 

30% 

实验报告 30 
完成实验报告，主要考核学生完成实验报告质

量。按 30%计入课程总成绩。 
2-4，4-2 

 

六、大纲说明 

1. 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教师的讲解、演示配合实际操作，在保证课程进度的

同时，注意学生的掌握程度和课堂的气氛； 

2. 课程成绩含各单项实验成绩和实验总评成绩，实验总评成绩以各单项实验成绩加

权所得，按百分制的形式给出。 

 

七、参考书目及学习资料（书名，主编，出版社，出版时间及版次） 

1、《逆向工程技术及其应用》，王霄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2、《CATIA 逆向工程实用教程》，王霄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 

3、《精密与特种加工》，王贵成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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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GNX5.0CAM 实例解析》，沈春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5、《UGNX5.0 中文版曲面造型基础及其实例精解》，沈春根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第一版； 

6、《激光快速制造技术及其应用》，周建忠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 

 

                                                       制定人：袁晓明，王匀 

                                                       审定人：刘会霞 

                                                       批准人：陈   炜 

                                                      2015 年 5 月 20 日 

 

 

 

 



课程简介 
 

课程编码：03322450 

课程名称：模具设计制造综合实验 

英文名称：Synthetic Practice of Moul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学    分：1 

学    时：15（其中：讲课学时：0  实验学时：15  上机学时：0） 

课程内容：《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验》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方

向）专业的必修实验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对机械制造技术有关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拓宽知识面，掌握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学会使

用有关设备和仪器，以及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及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实验环节和将来从

事专业生产技术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选课对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先修课程：工程图学、机械原理及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数控原理与编程技术、

公差与检测技术等 

教    材：《模具设计与制造综合实验指导书》，自编，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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