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机械创新设计

英文名称：Machinery Innovation Design

二、课程代码

11113103

三、课程属性

专业必修课

四、学时数、学分数

48 （理论学时：44 实验学时： 4）、3学分

五、适用专业

四年制本科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工

程专业。

六、编制者

编制：唐剑兵

七、编制日期

2015 年 7 月

八、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

本课程是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专业的

一门必修课。

创新设计的目标和任务是训练创新思维、学习创新方法、培养创新设计能力。

通过国际化创新思维的比较，帮助学生建立创新设计的思想，培养学生国际化创

新意识和能力，打好创造发明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中国应该学习和改进创新思维，走向世界的前列。创新是全世界的基本行为，

创新教学适合双语教学，打破国际界限，进入英语讨论环境，在通用语言环境下

比较优秀创新思想，树立自己的先进创新理念。

本课程通过阐述国际创新设计思想，达到创新理念的树立；创新思维的形成；

创新方法的使用；创新活动的指导四大目的，带领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创造性实

践。

在系统阐述设计创新和创造的基本原理基础上，介绍了设计问题、创新设计

策略、设计创新过程、创新产品特性，创新人文特性等内容，用对比的方法，强

调创新不只是技术改进，而是技术，市场，社会效益的综合改进，搭建创新与应

用的桥梁。并联系实例构建了“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

“机器人大赛”和“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 4大实际任务模块，以项目为导向分



析和引导相关课程内容的讲授，并结合实验和实训，最终实现学以致用，手脑并

用，以大赛的实际创新产品体现教学的效果。

九、课程的基本要求和特点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活跃的思维能力和较强的动手能力，在掌握正

确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后，能开动脑筋，按照一定的功能要求，自己动手设计

出新型的机构或装置，并加以实验验证。课程的考核既有理论的考试，同时更加

注重实际作品的完成。

十、本课程与专业课程体系中其他有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和“创新能力训练”专题（专周）实训是一体化课程，由本课程

引导学生选择、并完成的相关内容的设计，将在创新能力训练专周（２周时间）

来具体实施和完成。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与程序设计、机械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机电传动与控制等。

十一、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教学课时分配表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时数

机动
讲课 实验 其他

1 创新思维和创新设计 4 0

2 什么是工程设计（工程训练大赛） 4 6

3 创新设计的内容和表达方法（机器

人大赛）

4 6

4 产品价值与创新价值（结合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申报）

5 5

5 功能原理创新设计 （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

8 6

合计 25 23

十二、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第一章 （单元）创新思维和创新设计（共 4学时）

Part One. What is Innovation?

教学要求：

了解创新定义，确立正确的创新思想方法。认识采用双语教学创新设计课程

的必要性。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什么是创新

知识要点：创新是改进，是简单、普遍存在的行为。创新的实用性和新颖性

第二节 创造力和创新有什么区别



知识要点：创造力是创新能力，创新是行为结果。

第三节 创造力和创新之间的关键区别

知识要点：创造力和创新之间的区别表现了创新思维。

第四节 问题驱动创新，共同进化的解决方案

知识要点：创新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创新就是设计方案的进化。

第五节 创新设计，术语

知识要点：创新是设计的本质属性，创新设计是涉及的要素。

教学重点：创造学是人们的重视的新兴学科，创新实践不再是高难度的少数

人的行为，是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创新定义及比较。创新就是改进。创新能力。

创新设计的类型。创新设计的特点。

教学难点：创新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设计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的

标志，人们发现了多种相关要素，理解各类相关学科的关系。

（二）教学基本要求：

1．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方面 “了解创新的含义”，“理解创新的意义”，

“懂得创新与设计的关系”，“掌握创新的基本思想”。

2．能力、技能培养方面“了解创新活动是人类最复杂，最高级的实践活动”，

“初步掌握创新与设计的关系”，“掌握创新是改进，是进化，是普通、普遍的

行为”。

3.实践：简单的创新活动——提出 10 个需要改进的问题。

第二章 （单元）什么是工程设计（共１０学时，理论讲授４，实际设计和

训练６）（结合工程训练大赛）

Part Two. What is the innovation design？Understanding Design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的本质

知识要点：创新是设计的本质属性

第二节 设计活动

知识要点：沟通，产生一些解决方案的概念。探索— 问题的“范围”，选

择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概念，评估最终的设计方案。

第三节设计能力

知识要点：因为设计问题的本质是着重于解决方案，设计师提出解决方案的

方法，探索和理解设计方法。

第四节设计过程模型

知识要点：创新设计的顿悟与突破的典型方法和生动的实例。

第五节创造性的设计方法

知识要点：创新设计的典型方法实例。

＊实践训练：以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比赛题目为任务，指导

学生完成进行无碳小车的设计，并在后续的课外训练中实际加工、装配出产品。



（二）教学基本要求：

1．深刻理解工程设计的含义。以无碳小车为例，对机械的工作原理、结构、

运动方式、力和能量的传递方式、各个零件的材料和形状尺寸、润滑方法等进行

构思、分析和计算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描述以作为制造依据的工作过程。

2．能力、技能培养方面要分层次写明“理解设计目标：在各种限定的条件(如

小车运动方案和设计的关系；小车的零件材料和最终功能体现等)下设计出最好

的产品，即做出优化设计。”，“深刻理解设计者的任务是按具体情况权衡轻重，

统筹兼顾，达到最优的综合技术经济效果。”，“初步掌握功能设计的表达法”。

3.实践：以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比赛题目为任务，学生完成进

行无碳小车的设计，并到数控中心完成实际加工、装配。

第三章 （单元）创新设计的内容和表达方法（共１０学时，理论讲授４，

实际设计和训练６）（机器人大赛）

Part Three. What is the goal of innovation design？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创新与设计

知识要点：创新是设计的本质属性

第二节 设计的内在含义

知识要点：创新产品必须是社会需要的产品，实用，文化时尚，创新的目标

是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

第三节 设计驱动的创新

知识要点：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创新是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

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没有实际就没有设计理论和方法。

第四节 设计的顿悟与突破

知识要点：创新设计突破的典型实例。创新的过程是努力改进，争取完美，

不断努力，直到找到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的过程。

＊实践训练：以每年一届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比赛题目为任务，指导根据任

务需求，构思机器人机械部分设计，并在后续的课外活动中完成相应设计的实

际加工和装配工作。

（二）教学基本要求：

1．高度关注的创新意义和设计往往推动供应商技术顿悟。一个技术突破的

意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最终产品。设计驱动的创新战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方面要分层次写明“了解实践和表达在设计中的作用”，“理解人大脑对信息存

储和处理过程”，“熟练掌握功能草图表达法”。

2．能力、技能培养方面要分层次写明“观察了解周围事物，提出改进问题”，

“网上查阅相关资料”，“提出改进意见”“了解功能表达真正目地”， “初

步掌握功能表达法的具体应用”。

3.实践：对自己的 10 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在网上收索，收集相关资

料。



第四章 （单元）产品价值与创新价值（共１０学时，理论讲授５，实际设

计和训练５）（结合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设计创新的价值

知识要点：创新是价值的源泉，是产品发展的动力

第二节 创新竞赛中的产品寿命

知识要点： 产品的内涵，是逃避竞争的法宝，是居于产品前列的依据。

第三节 汽车产品成为长寿产品的原因

知识要点：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创新设计提供了新的手段

第四节 一种汽车产品成为社会标志的原因

知识要点：产品包含的社会需求要素，难以突破的设计方案。

第五节 设计创新的挑战

知识要点：设计理念，技术手段，市场服务等多方面都面临挑战。

第六节 界定创新的边缘和风险

知识要点：发挥优势，做擅长的事。明确研究范围，减少风险。

＊实践训练：以落实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任务目的，指导学生正确

评价创新创意思想，积极地将其转化为一个有价值的创新活动，并具体指导学

生完成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书的填写核申报。

教学重点：在各类实践活动中，善于观察问题很重要，解决问题更重要，必

须想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落实学生完成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书的填写核

申报

（二）教学基本要求：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及能力培养方面“分析优秀产品的成功要素，把握创新

设计方向”，“了解创新选题的社会需求，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风险”，

“懂得创新设计的条件与风险”，“掌握意外需求是创新设计选题目标”。

1．高度关注产品的创新元素。一个好产品的优秀理念，技术特色，文化特

色等成功要素。设计驱动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方面要分层次写明“了解创新战

略在设计中的作用”，“理解设计对产品先天性作用”，“熟练掌握功能草图表

达法”。

2．能力、技能培养方面 “观察了解周围产品，分析其优缺点，提出改进问

题”， “了解优秀产品的特性”， “初步掌握产品设计的要求”。

3.实践：对自己的 10 个问题及解决办法，查阅专利文件，系统评价，收集

相关资料。学生完成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书的填写核申报

第五章（单元）功能原理创新设计 （共１０学时，理论讲授４，实际设

计和训练６）（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功能设计的意义

知识要点：功能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第二节 工艺功能设计方法

知识要点：工艺功能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第三节 综合技术功能设计方法

知识要点：综合技术功能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第四节 功能组合设计方法

知识要点：功能组合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第五节 功能元素方法

知识要点：功能元素物理解法目录的掌握

＊实践训练：以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比赛题目为任务，指导学生

完成题目规定的内容设计（如：２０１６年为钱币分离、楼道助力小车、包装

机械等３个子题），重点引导学生对功能实现的分析，提出良好的方案，并以

实际产品对设计效果进行检验。

教学重点：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比赛题目的理解，并完成任务设计，

并在后续的课外训练中完成加工。

（二）教学基本要求：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及能力、技能培养方面使学生了解各种创新设计方法的

基本理论，懂得利用这些创新设计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各类问题。

十五、 本课程实践环节

本课程实践环节，主要包括实际设计图纸、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完成产

品的实际制作和调试，并对产品设计功能做出评价，共２３学时。实践课程的考

核主要以设计图纸和制作的实物为准。

设计结果要求：

1．设计结构图、零件图和总装图

2．制作实物

３．设计说明书

十六、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

1．期末考试：以考试和项目任务完成相结合。结合各模块的设计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总评分。

2．学期总评：平时成绩，设计图纸及说明书情况、答辩情况综合评定。

十七、教材及参考书

1、蒋勇敏等《工程创新设计》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

2、《机械创新设计》，高志 刘莹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教学参考书:

机械创新设计，丛晓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机械创新设计，张美麟，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机械创新设计，张春林、曲继方、张美麟，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黄纯颖等，机械创新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十八、课程大纲审核批准

http://search.99read.com/Search/SearchForBook.aspx?a=丛晓霞


教研室主任 朱成华 审核日期 2015 年 7 月 10 日

院长 宋鸣 审核日期 2015 年 7 月 12 日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