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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010824                    

课程类型：实践课 

学时/学分：5学分       

适用专业：煤矿开采技术专业 

 

1.课程概述  

1.1 课程性质 

《毕业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实践课程，是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的职业技

能课程，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必要过程环节。本课程安排在第六学期开设，是教学

过程最后阶段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它体现本专业培养目标中业务规格方

面的基本要求。 

1.2 课程定位 

本课程对接的工作岗位是煤矿开采技术员、设计施工员、专职安全员岗位。

通过学习应具备能够独立开展开拓工程、采区方案、采煤工作面工艺、各类硐室

及其他矿井单体工程的设计能力。 

2.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是通过毕业设计，应使学生对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全面的、

综合的复习与应用，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依据所规定的设计任务进行资料收集、

思考研究、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独立完成较完整的矿山井下局部或单体工程

的设计工作，在设计计算、分析问题、查阅资料手册、绘图和文字表达、动手能

力以及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得到培养和提高。 

具体目标如下： 



1．方法能力目标： 

（1）具有自学和掌握新技术、新工艺的能力。 

（2）具有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毕业设计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3）具有独立进行工艺设计、编制方案的能力。 

（4）具有查找有关资料、文献等取得信息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 

2．社会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4）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5）培养学生初步的管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3．专业能力目标： 

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能独立完成井下单体或局部工程的设计。设计过程

中有较完整的设计技术思路，在工艺方案确定、设备选择计算等方面能够查阅安

全规程、设计手册，做到设计依据充分；图纸资料完备；设计说明书格式规范。 

3.课程实施和建议 

3.1 毕业设计选题类别 

毕业设计主要为产品设计类、工艺设计类、方案设计类等类型。毕业设计内

容应符合本专业的毕业要求，主要解决矿山企业生产中的生产、安全方面问题，

设计课题尽可能从实习生产单位中选取，以便联系实际，结合生产实际情况，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设计工作量要适当，既要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又要使学生能

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 

3.2 毕业设计选题要求 

（1）选题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一定的综合性、典型性和实际应

用价值。能体现学生进行需求分析、信息收集和处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方

案设计、资源综合利用、作品（产品）制作、软件开发、数据分析、图表绘制、

成本核算等专业综合能力和团队协作、安全环保、创新创效、吃苦耐劳、爱岗敬



业等意识的培养。 

（2）选题应尽可能地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最好是来源于企业真实生产或

工程中的实际项目，可以解决生产或工程实际问题。 

（3）选题应大小适中、难易适度。难易度和工作量应适合学生的知识和能

力状况，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工作量饱满，且能完成任务。 

（4）选题原则上做到“一人一题”，对于工作量较大的设计课题，可分解为

若干子课题，由多名学生共同完成，但应明确分工并进行独立设计，避免成果雷

同。 

3.3 选题示例 

毕业设计课题可以多种类型，可以参照如下题目： 

1、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运输（回风）大巷设计 

2、XX煤矿XX水平XX采区接替工作面回采工艺设计 

3、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上山设计 

4、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上部车场设计 

5、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中部车场设计 

6、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矿仓设计 

7、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通风设计 

8、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石门设计 

9、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开拓巷道支护设计 

10、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下部车场设计 

11、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安全监控设计 

12、XX煤矿永久躲避硐室设计 

13、XX煤矿XX水平水仓设计 

14、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上（下）方案设计 

15、XX煤矿接替工程——XX水平XX采区运输（回风）巷设计 

3.4 毕业设计工作流程 

学生毕业设计时间为5周                    表1 

序号 工作阶段 时间（周） 

1 调查研究、搜集和查阅资料，初步拟定选题 顶岗实习期间收集资料 



2 资料整理并拟定题报告（报送指导老师审核、

指导） 

1 

3 确定工艺、方法，进行设备选择计算 1 

4 编制设计说明书 1 

5 根据设计说明书绘制相关图纸并送导师审阅 1 

6 准备答辩和答辩 1 

总计 5 

1、制定毕业设计指导书 

确定毕业设计后，指导教师应制定毕业设计指导书。指导书应包括设计任务

和要求，设计内容，设计步骤，设计进度表，设计指导方法，参考资料，毕业答

辩和交流方式及评分标准等。 

2、制定毕业设计任务书 

毕业设计任务书应包括设计课题、有关数据和条件、应完成的技术文件、设

计开始及完成的时间等。 

3、学生研究毕业设计任务书 

学生接到毕业设计任务书后，应当详细地研究设计任务，了解设计要求和服

务对象，拟定设计计划。 

4、学生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和归纳，提出要解

决的问题和探讨解决的正确途径。 

5、按选题进行设计。 

6、编制毕业设计说明书、绘制相关设计图纸。 

6、毕业答辩及成绩评定。 

3.5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在毕业设计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有

计划地调查研究，收集资料，重视基础理论的运用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要启发

学生的自觉性，采取正确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要掌握学生的进度，使他们有计划

的进行设计和工作。 

2、毕业设计中要有计划地组织专题讲座，如“毕业设计的方法、步骤和工

作要点”、“如何进行现场调查”、“如何进行设计”、“如何编制设计说明书”、



“如何准备毕业答辩”等等课题，以便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正确

引导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和工作。 

3、教师在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要抓住方案设计这一环节，学生设计出来

的方案，一定要经过指导教师的审查，只有取得指导教师的认可以后，才能进行

下一步的设计工作，以免重大返工。 

4、在确定毕业设计课题中的实做项目时，应以实习单位的设备、场地为条

件， 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且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5、要组织好毕业设计的指导力量，每位教师通常以指导15人为宜，学生的

毕业设计要各具特色，不宜雷同。可以聘请实习所在矿山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担任

毕业设计的校外指导工作。 

6、毕业设计时间应安排五周左右，毕业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前一周左右

发给学生。 

3.6 毕业设计评价 

1、毕业答辩 

学生要进行毕业答辩以前应认真作好准备。由领导、有关老师参加，组成毕

业设计审评组，负责审阅、答辩和评分工作。 

2、毕业设计成绩的评定 

    先由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进行过程考核打分，然后由教研室组织指

导老师针对本专业的毕业设计成果进行检查并打分，最后系部组织专家及相关老

师进行答辩打分。其具体评分标准和分值分配如下表。 

（1）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 

`表 2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权重 

（%） 

科学性 

（30分） 

  

  

  

规范性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权重 

（%） 

（20分）   

完整性 

（30分） 

  

  

  

实用性 

（20分） 

  

  

  

 

（2）毕业设计评阅（答辩）标准 

序

号 

评

分

项

目 

优秀 

（100≥X≥90） 

良好 

（89≥X≥80） 

中等 

（79≥X≥70） 

及格 

（69≥X≥60） 

不及格 

（X≤59） 

1 

答

辩 

报

告 

水

平 

答辩内容组

织合理，报告

水平高。 

答辩内容组织

较合理，报告

水平较高。 

答辩内容组织

可以，报告水

平尚可。 

答辩内容组织

得一般，报告

水平一般。 

答辩内容组织

得不好，报告

水平差。 

2 

回

答

质

疑 

能准确流利

地回答各种

问题。 

能较恰当地回

答与论文有关

的问题。 

对提出的主要

问题一般能回

答，无原则错

误。 

对提出的主要

问题经提示后

能做出回答或

补充。 

主要问题答不

出或有错误，

经提示后仍不

能回答或纠

正。 

3 

答

辩

思

维

表

达 

能简明扼要、

重点突出地

阐述论文的

主要内容。 

能比较流利、

清晰地阐述论

文的主要内

容。 

能基本叙述出

论文的主要内

容。 

能阐明论文的

基本观点。 

不能阐明论文

的基本观点。 



 

4.课程资源 

4.1 行业标准 

《煤矿安全规程》、《煤炭工业矿井开采设计规范》、《爆破安全规程》等。 

4.2 参考资料 

《采矿设计手册》、《煤矿开采方法》、《井巷工程》等教材或工具书。 

4.3 网络资源 

应急管理局官网、中国煤矿安全管理网等。 

5.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

一般不低于 60%，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 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煤矿开采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扎实的采煤工程

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

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煤炭行业、专业发展，

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煤矿开采技术专业 人才的实际需求，教

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

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主要从相关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

有扎实的煤矿开采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

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6.实践教学 



（1）教学矿井实训基地（或综采综掘实训车间），主要设备一般包括滚筒式采煤机、液

压支架、刮板输送机、桥式转载机、可伸缩胶带输送机、乳化液泵站、掘进机、各种支护设

备等，可以开展采煤机的操作与维护、液压支架的操作与维护等实训项目； 

（2）现代化矿井生产系统仿真实训室，主要设施一般包括地面及井下生产系统，可以

开展矿井开拓系统认知、矿井生产系统认知等实训项目； 

（3）三维虚拟仿真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矿井三维虚拟仿真系统、采煤机虚拟操

作仪、液压支架虚拟操作仪、掘进机虚拟操作仪等，可以开展采煤机虚拟操作、拆解、安装、

故障分析处理等实训项目； 

（4）采掘电气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矿用隔爆型高压配电箱、矿用隔爆型移动变

电站、矿用隔爆型干式变压器、矿用隔爆型真空馈电开关、矿用隔爆真空电磁启动器、矿用

隔爆型高压软起动控制器、矿用电缆、矿用隔爆型照明信号综合保护装置等，可以开展采掘

电气设备的控制原理、采掘工作面供电设计等实训项目； 

（5）矿压观测与控制技术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采煤工作面“三量”观测区测线

布置模型、常用矿山压力测量仪器仪表、矿压监测系统等，可以开展矿山压力观测仪器仪表

的使用等实训项目； 

（6）地质实训室，一般包括矿物教学参考标本、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等矿物标本、

地质模型、地质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地质挎包、电子求积仪等，可以开展常用地质仪器、

仪表的认知与使用、矿物岩石的分辨和判断等实训项目； 

（7）矿井通风技术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风机、通风管路 、仪器仪表等，可以开

展模拟通风巷道中风速、压力、阻力测定等实训项目； 

（8）矿山测量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水准仪、全站仪、陀螺仪、经纬仪等设备，

可以开展井下平面控制测量等实训项目； 

（9）安全技术及矿山救护实训室，主要设备一般包括各种气体检定器、光学瓦斯检定

器（0-10%）、光学瓦斯检定器（0-100%）、瓦斯检测综合实验装置、瓦斯爆炸演示仪、粉尘

采样器、分析天平、粉煤制样机、过滤式自救器、化学氧自救器、自动苏生器、红外线测温

仪、心肺复苏模拟人、矿井避灾路线演示系统等，可以开展有害气体测定等实训项目； 

（10）采矿 CAD 实训室，一般包括计算机、CAD 绘图软件等，可以开展采矿 CAD 绘图

等实训项目； 

（11）工程制图实训室，一般包括制图桌、A0 绘图板等，可以开展工程图样绘制等实

训项目。 

（12）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实训基地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

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能够接纳一定规模的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关实训。 

（13）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要求能涵盖当前煤矿开采技 术专业的主流技术，

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安排实习；能够配备相应 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

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编写：谭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