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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土建类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1. 成果简介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

个回归”，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

地位，中原工学院自 2013年起，依托河南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以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和河南

省一流本科专业（土木工程）为试点，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土建类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与实践。立足新工科建设要求，逐步推进学科

交叉融合，着重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基于双虚（虚拟教研

室和虚拟仿真实验）和双实（实体教研室和实体实验），融入道德情操、理

想信念和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创建了“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实践教

学路径，形成了信息化特色鲜明的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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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优化实践教学目标，利用信息化技术创建三层次 VR实验教学云

平台，解决了土建类专业现场实验危险性大、过程难以重复、经济成本高、

周期长、学生实验积极性和探索意识受限的问题。

（2）依托虚拟教研室突破时空限制和学科壁垒，研发高质量探究型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解决了实体教研室难以实现多学科共建共享优质实

验教学资源，导致高质量探究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缺乏，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创新意识和科研思维未得到有效提升的问题。

（3）通过双虚双实实现虚实结合，构建了信息化特色鲜明的土建类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解决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与实体实验教学两张皮，未能

相互融合，无法起到虚实结合、优势互补的问题。

2. 成果内容

（1）坚持“以虚补实、虚实结合”的基本原则，主动适应信息化时代土

建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构建了“基础训练型-工程实践型-科研探究型”三

层次 VR实验教学云平台。

以土建行业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需求为导向，立足新工科人才需求

和培养目标，不断优化明晰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备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根据大学生不同培养阶段，将该目标分解为基本实验技能、

工程实践能力和科研探究能力三层次子目标，对应构建了“基础训练型-工

程实践型-科研探究型”三层次 VR实验教学云平台（图 2），为实践教学改

革和实践提供平台保障。

“基础训练型”VR实验教学云平台整合了学院购置的各类商业虚拟仿

真实验软件，代表性的有：建筑工程仿真实训平台、交通工程虚实结合教

学实训平台、装配式建筑识图系统、BIM钢结构节点学习平台、材料力学

VR实验室（图 3）。学生在平台内学习实验教学视频之后，可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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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线下虚拟仿真实验室进行实验，锻炼基本实验技能。

“工程实践型”VR实验教学云平台主要由自主研发的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组成，代表性的有：施工现场安全与防护虚拟仿真实验、垃圾土室

内沉降虚拟仿真实验、复杂环境作用下土的力学性质仿真实验（图 4）。学

生在平台内可查看实验简介、虚拟仿真实验与实体实验演示对照视频、实

验教学引导视频，了解实验内容，可直接扫描二维码预约线下虚拟仿真实

验室，使用虚拟仿真设备进行沉浸式实验训练，锻炼工程实践能力。也可

通过平台内二维码或链接进入网页端 VR实验教学平台进行线上实验。

“科研探究型”VR实验教学云平台主要由自主研发的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组成，代表性的有：三峡库区大型松散堆积土滑坡监测与工程防治

虚拟仿真实验、边坡锚杆(索)支护虚拟仿真实验、土工合成材料制备与工程

应用虚拟仿真实验（图 5）。学生可通过平台内的实验简介、实验教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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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了解实验内容，然后扫描二维码预约线下虚拟仿真实验室进行沉浸式

虚拟仿真实验训练，提升其科研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也可通过平台内二

维码或链接进入网页端 VR云平台进行线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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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实验教学云平台整合了学院大型及重点实验仪器设备，建立了实体

实验展厅：工程测量实验室、工程结构实验室、基础力学实验室、岩土力

学实验室。实体实验展厅内可查看试验设备简介，观看实验教学视频，并

可扫描二维码预约实验设备，实现“双虚双实、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路径，

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在多元信息整合、学科交叉融合中的优势，打破学科

壁垒，构建全方位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

供强有力的平台保障。

（2）组建了具有多学科背景的虚拟教研室，突破不同学科壁垒，深入

挖掘土建类专业及交叉学科的前沿成果，打造“两性一度”虚拟实验教学金

课，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

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打破学科壁垒，校企联合组建具有多学科背景

的虚拟教研室。虚拟教研室成员类型分为土木工程专业教师、行业相专家、

科研院所成员、计算机网络服务企业四类。虚拟教研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研发高质量虚拟仿真实验金课。首先，专业教师和土木行业企业成员根据

土建行业及交叉学科前沿科技成果，筛选适合转化为教学资源的工程案例

或科研成果，对虚拟仿真试验资源进行合理选题，初步制定虚拟仿真试验

资源研发方案，确保教学内容的创新性。然后，专业教师与计算机网络服

务企业成员商讨，对研发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形成详细切实可行的虚

拟仿真试验研发计划。虚拟仿真试验教学资源研发完成后，首先由虚拟教

研室成员进行内测，主动发现问题，进行初步修改。虚拟仿真实验研发完

成后，虚拟教研室引导本专业学生进行实验，每位学生实验后均需在线提

交改进建议。虚拟教研室成员后台搜集反馈意见，共同商定进一步优化方

案。通过这一方式，即可建立基于虚拟教研室的虚拟仿真实验资源研发机

制（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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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通过复杂工程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确保实验教学内容的高阶性。合理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流程，

突出探究式和合作式的学习过程，确保试验教学内容具有挑战度。在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过程中，虚拟教研室注重将土木工程师的社会责任、课程思

政和工程伦理等要素融入教学资源，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中设计了土建行业

各类常见的工程事故场景（部分场景见表 1），潜移默化的将土木工程师的

社会责任、职业道德、工程伦理等思政元素融入到实验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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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为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学科

交叉融合，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前置于实体实验教学的不同阶段，以虚补

实，构建了信息化特色鲜明的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虚拟教研室和实体教研室共同研讨不同课程中虚拟仿真实验和实体实

验教学内容的比例，推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实体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

建立了基于三层次能力培养目标的“虚拟仿真实验—实体实验—依托课程”

关联矩阵（图 7），共涉及 23 门课程、27 个实体实验、59个虚拟仿真实验，

实现了对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内容的全面覆盖和重塑，显著提升了对能力

培养目标的支撑度（见附表 1）。

实践教学过程中，采取先“虚拟”后“实体”的教学路径，对于低年

级开设的专业教育课程，虚拟教研室引导学生进入“基础训练型”VR云平

台，培养基本实验技能。然后由实体教研室指导学生开展实体实验，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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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实验技能。大二、大三阶段开设的实践教育课程，虚拟教研室引导学

生进入“工程实践型”VR云平台，促进学生工程知识体系构建，然后由实

体教研室引导学生参加校内实践，培养其工程实践能力。高年级开设的个

性化发展课程，虚拟教研室通过科研探究型 VR 云平台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

力，然后由实体教研室引导学生参加企业实践、科研项目，强化自主探究

和创新能力。

3. 成果创新点

（1）实践教学环境创新：多元整合、学生中心，建立了三层次全类别

VR实验教学云平台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专业软件、虚拟仿真实验、实体实验、教学视

频等不同类型的实验资源，自主研发了沉浸式 VR 实验教学云平台（图 8）。

云平台分为“基础训练型-工程实践型-科研探究型”三层次，认知能力逐层递

进，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云平台为后续研发优质虚拟教学资

源提供平台保障，且建立了确保学生随时随地开展实验的泛在化学习环境，

实现了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的无缝衔接，图书馆、宿舍、食堂等场所均可

进行实践教学。

（2）实践教学内容创新：学科交叉、课程思政，基于虚拟教研室研发

多学科相互融合的虚拟仿真实验金课

10



依托多学科背景的虚拟教研室，开展虚拟仿真实验集体教学研探，推

进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等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构建了高质量虚拟仿真实验

资源研发和持续改进机制。基于土建学科及相关交叉学科前沿成果研发了

高质量的虚拟仿真实验金课，弥补了优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缺乏、部

分虚拟仿真实验仅是实体实验简单虚拟化的缺陷。通过构建工程事故思政

教育场景，润物无声的融入爱国主义和工程伦理等思政元素。目前虚拟仿

真实验资源已全面放置于 VR实验教学云平台（图 9），并在省内外高校推

广应用，走在同类院校前列。

（3）实践教学路径创新：能实不虚、以虚补实，建成了全方位的工程

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在学生不同培养阶段中，通过虚拟教研室和实体教研室的结合，实现

了虚拟仿真实验和传统实体实验教学过程的融合，探索出了一条适应信息

化时代背景的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新路径。通过“双虚”凸显出信息化技

术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双实”继承并发扬了传统实体实验教学的

优势。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重塑了师生教与学的时间和精力，教师减

少了陈旧的实体实验教学，将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教育融入工程前沿实践

教学，信息化能力显著提升；学生个性化、泛在化学习习惯逐渐形成，拓

展了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建功新时代必备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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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应用情况

（1）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显著

成果应用以来，持续挖掘并优化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和教学方案，利用

学科发展前沿成果拓展实验深度，拓展实验深度，提升实践教学效果，学

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有效锻炼，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

成效显著。学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3%以上，大部分毕业生工作稳定性较

好，对用人单位进行的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结果表明，我校毕业生适应新

环境快、实践能力强、心理素质稳定、富有责任心，深得用人单位赞誉，

用人单位满意度和学校社会声誉稳步提高。

（2）实践教学成果地方交流广泛

通过本成果的实践应用，与企业进行资源共享，构建了产学研协同育

人长效合作机制，在建设思路、新技术应用、软件开发等多方面进行交叉

合作，建立了校企合作基地 4个，实习基地 2个，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已初步形成地方示范效应。

（3）实践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丰富

团队成员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 12项和省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18项，获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项，

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7项。在实践教学类中文核心

期刊《实验技术与管理》、《实验室研究与探索》等公开发表教改论文 21篇，

出版专著 2本，编写教材 1本。

（4）学生实践能力锻炼成效突出

基于 VR实验教学云平台，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得到了有效锻炼和提升，

创新思维得到了充分发掘。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实现以赛促能、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2017年至今，已举办 4届校级虚拟仿真竞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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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省级、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相关竞赛 5届，获国家级总冠军 1项，

一等奖 19项，二等奖 7项，三等奖 9项，省级奖励 40余人次，其中获“挑

战杯”国家级三等奖、省级特等奖、省级二等奖各 1项（图 10）。

（5）省内外高校推广效果明显

研究成果已在校内相关专业中得到实践应用，效果良好。在此基础上，

积极推动成果在省内外其他高校的共享应用，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结果良

好，尤其是 2020年秋季学期疫情期间，学生尚未返校前的实践培养环节中。

其中东华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湖南工商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大连工业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程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黄淮学院、郑州经贸学院和河南理工大学鹤壁工程技术学

院等高校累计受益学生 70000余人次、受益教师近 2000人次，获得了较高

的评价，形成了示范效应（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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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流新闻媒体持续聚焦

研究成果和相关人才培养效果在学习强国、中国教育报、新华网、中

国教育在线、中国日报、科学网等国家级新闻媒体，河南日报、河南教育

宣传网、河南日报网、映像网等多家省级新闻媒体上报道，并在全国性教

学研讨会议上做大会报告，获得国内同行专家广泛关注和认可（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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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 新 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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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 重 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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