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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可以说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可应用性学科,对其进行分析可以说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是围绕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改革进行探究。
[关键词] 高分子材料；实践教学；教学体系；构建；改革
1 高职本科高分子材料工程专
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
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学生掌握更多的感性知识,
在此过程中学习到课堂所教的理性
知识,帮助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技
能,这样就能够在工程实践的过程
中具备良好的发现问题能力和处理
问题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实践教学
对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学生
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践
教学问题
伴随着我国各大院校教育理念
的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可以说并不是
什么困难的事情。鉴于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专业的特殊性,开展实践教
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目前,应用
型的实践教学在有关专业课程的设
置上可以说也开始趋于多样化,其
逐渐趋于综合型院校的发展趋势,
久而久之,造成专科院校自身的特
色逐渐的消失殆尽,根本无法满足
当前社会的基本需求。
根据各企业对毕业生专业水平
的要求我们发现：这些年理工科类
院校毕业的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是
比较突出的,并且具备的专业理论
知识足以满足当前实际工作的基本
需求,可是,当真正投入到具体工作
当中的时候整体工作能力是非常薄
弱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毕业生并
44

不具备在岗工作的基础技能,学生
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并不能满足企
业所需,这就是导致很大一部分大
学毕业生在毕业后无法找到适合工
作的一个根本性影响因素,整体就
业概率也是比较低的。
3 加强实践教学采取的相应
对策
3.1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
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
生们在学习掌握专科理论知识的基
本前提下,尽可能地培养学生具备
良好的实践操作能力。高职本科学
生在学习上一定要做到理论知识和
实践的密切融合。教师指导作用和
学生独立学习的高度结合,从而实
现教师与学生间的有效互动,真正
地促使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操作的
高度融合。
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为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未来更好就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严格要
求本专业学生能够单独的进行相关
的技术操作,但是,目前单一的讲课
方式对于促使学生专业技能、综合
素质的提升来讲是极为不利的,开
始慢慢地出现教育与经济、科学技
术逐渐脱离的现象。为了能够达到
学有所用的目的,更好地满足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对专业人才的基本需
求,需要不断地强化实践性教学力
度,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全新教学
路子。

3.2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
从实践教学的角度进行分
析：我们要将服务作为教学的核
心理念,将就业作为基本的教学
导向,将文化课作为教学基础,将
专 业课 作为主 体,将 实验 学习 作
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以岗位合格
为目标的教学原则,相继创建学
校 内部 实习实 训基 地,从 而更 好
地确保在每个学习阶段学生能够
有充分的实习时间。
3.3增大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
经过这些年的不断发展,各大
院校逐渐在高分子材料与专业实践
教学方面增加了大量的成本投入,
最大限度上为本专业的学生开创尽
可能优越的实习环境和实践的条件,
这些年相继购买了大批的大型设备,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生们的实验
环境得到了显著性地改善,从而为
培养具有高专业能力的技术人才创
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3.4开展职业职能资格证书考
核最大限度上满足社会企业的专
业人才需求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
业职业资格证书是由国家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门一同下发给本专业
人才的资格证明,一般状况下,个
人具有的证件越多,代表哪个人的
就业选择性就会更大,未来就业的
概率也会越高。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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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桥梁工程作为国家重点建筑工程,其设计、建设、使用以及后期维护管理工作一直都是政府关
注的重点。而随着交通运输量的不断增加,很多桥梁已经成为危桥,为了保证车辆以及人身的安全,我们
有必要对危桥重新进行加固和维护。文章对危桥加固维修施工技术及应用进行论述。期望通过本文的
研究能够对提高桥梁结构的稳定性有所帮助。
[关键词] 危桥；加固维修；施工技术
危桥指的就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桥梁,假如没有及时对其进行加固
和维修,很有可能会给行驶的车辆
和人员带来危险。尤其是我们常说
的工程性的运输设备——重型的车
辆,当它们在危桥上行驶时,危桥的
负荷就会加重,与此同时,桥梁的破
损程度也会加重。所以,为了更好地
满足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需要,我
们有必要对的危桥重新进行加固和
维修。
1 加固维修危桥的重要性分析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重
要手段之一就是对危桥进行加固维
修。桥梁每天的货流量以及客流量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其数量之庞
大令人惊叹。繁重的压力和工作频
率无疑带给桥梁沉重的打击。桥梁

在这样一种高压的工作环境中,其
自身质量难免会出现问题,价值还
有自然环境带给其的压力。两方作
用下,我国危桥的数量越来越多,加
固维修危桥工作迫在眉睫。任何一
段桥梁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起堵
车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到人们
的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
2 路危桥加固维修施工技术的
应用
2.1塞缝灌浆
塞缝灌浆是通过喷浆机按一定
的压力将按比例配制的水泥砂浆、
环氧树脂砂浆灌入结构物开裂的缝
隙内,填满裂缝,避免内部钢筋锈蚀,
提高结构物整体强度。塞缝灌浆一
般用于处理桥梁结构裂缝,施工时
应先用1:2的水泥砂浆勾缝并预留

6mm~8mm的灌浆注入孔,孔距一般为
0.5m,待勾缝砂浆凝结后即可灌浆。
如果钢筋混凝土梁的裂缝较小,一
般用环氧树脂砂浆勾缝,凡是裂缝
大于0.2mm的裂缝都是要留孔注浆
的,孔距一般为0.25m。在危桥加固
中,塞缝灌浆用的最为普遍,施工快,
见效快。
2.2体外预应力技术
体外预应力技术是提高桥梁承
载力的关键技术之一,它主要是应
用在建设的粗钢筋、钢绞线和高强
钢材。施工人员通过对危桥加固施
加一定的体外预应力技术,能够改
善其原有承载力,从而增加危桥的
抗 压力 和承重 力使 得通车 更加 安
全。此外,采用体外预应力技术能够
大大的减少结构变形、裂缝等病害

我们将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
学的主线,创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专业实践教学的公共平台。通过对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的构建与改革探究能够帮助本专
业的学生在顺利通过学校的系统性
理论知识的学习、后期的专业实践
的基础上,也开始慢慢地具备专业
的职业技能和技术操作能力以及在
新技术研发方面的专业技能,总而
言之,学生在毕业之后其各方面的
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都会很好地满

足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本专业
学生毕业前即可获得相关的职业技
能证书,也就是说在正式取得毕业
证后便可真正地投入到生产一线,
参入到正式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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