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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化学综合实验改革实施的几项举措，分别从将成熟的科研成果向实验项目转化、先进仪器
实训、改进教学手段及考核办法几项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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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several reform measures of Comprehensive Chemistry Laboratory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cluding adapting experiments from the ma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training to use the advanced instruments, as well a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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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要求的不断提高，化学实验(综合性)的重要性也不断
地被强调[1,2]。化学综合实验是应用化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各大高校纷纷对该课程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
势下的要求。如复旦大学在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大刀阔斧地修订实验项目，以实现“培养学生串联、组
装各知识点、实验技能，形成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理念[3]。西南科技大学的化学综合实验课
程已经发展成熟，向着精品课程发展，形成了信息化平台的教学资源[4]。北京大学则是将综合化学实
验教学延伸到科研学术组内，引导学生更多地参与到科研课题组[5]。我校(西安交通大学)化学综合实
验的发展受资金限制，只能通过“节流”来实现跳跃式的改革。化学综合实验课程处在学生修完基础
实验与开始毕业设计前这个关键的时期，其目的是对学生已学知识进行总结、归纳、应用和延伸，使
学生在修完化学综合实验课程之后，能够更加顺畅地过渡到随后的科研训练及毕业设计环节，循序渐
进地得到系统的研究训练。针对这些限制和需求，将前沿领域科学研究中相对成熟的科研成果向教学
实验项目转化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而且，随着教师科研的进展，随时将教师新的成熟科研项目不断
地融入到化学综合实验的教学中，也保证了化学综合实验实现新技术、新应用、新视野的要求。
化学综合实验课程在新要求下应具备以下特点：① 在内容上要体现“综合”的特性；② 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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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接触大型测试仪器；③ 紧密联系当前研究热点。这样设置课程内容不仅能改善实验项目陈旧的
问题，引领学生直接关注研究热点，同时也能系统地训练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6]。实验的全面性也让参与实验的教师对自己的科研有了新的体会，实实在在地起到教学相长的作
用。

1

实验项目选择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切实完成好一个
个具体的实验[7]。因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实验项目进行了修订。
(1) 突出热点和学科前沿。
学院调动广大优秀教师对《化学综合实验》教材重新进行了编写，所有实验均精选自一线教师的
教学积累、近期研究成果及前沿科学等相关课题，内容涉及锂电池电极材料、荧光磷光材料、金属有
机配合物、表面活性剂等多个领域。
例如“氧化-还原法制备石墨烯”的实验。由于石墨烯在电子运输、导电性、机械特性等方面广
阔的应用前景，加上其在 2010 年成为诺贝尔物理奖的主题，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青睐，是目前国
内外研究的热点课题。本学院教师在科研基础上将其转化为一个成熟的综合实验。充分考虑实验安全
性和原料成本，以天然鳞片石墨为原料，运用 Hummers 法制备氧化石墨，通过超声波剥离技术制备
单层氧化石墨烯及还原石墨烯，并通过 X 射线衍射谱和拉曼光谱对比分析了原料和产品。再如磷光发
光材料对未来新一代显示技术及节能固态照明光源研发的意义重大，实验“2-苯基吡啶 Pt 配合物磷光
发光分子的合成与光物理表征”合成了一种磷光发光分子，它是一种金属有机配合物，是在聚合物主
链或支链通过化学键引入功能性金属中心而生成的新型高聚物。金属聚合物由于整合了金属中心的导
电、荧光、氧化还原、催化特性以及高分子材料优良的溶解性能而备受关注，在催化、磁性材料、荧
光材料等多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8,9]，也是当今化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之一。我校教师将其整合
成一套适用于学生操作的综合实验。从前驱体的制备、目标分子的合成到产物的分离、提纯，从方法
的选择到洗脱液的选择配比，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让学生对金属配合物的合成方法以及柱层析分离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些实验既加强了学生化学专业必备的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又能让他们充分了解教师的科研内容
和目前此研究方向的现状与进展，开阔了眼界，达到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目的。
(2) 联系实际，注重设计。
大多数基础实验内容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只是照方抓药，这样会有种纸上谈
兵的感觉。这次改革引入了一些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实验，可以让学生体会化学知识对人类文明的
推进作用，提升他们的专业亲切感和自豪感。如“两性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BS-12)的
合成与评价”，学生自己从原料入手合成表面活性剂，进行系统的性能评价后进一步设计并配制自己
专属的洗手液和洗发水；铝合金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装饰材料，
“铝合金的图纹化”实验强
调学生自行设计，在教师审阅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给予学生最大的自由度，让学生将校徽、自己的名字
制作成铭牌留作纪念。这种寓教于乐的实验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兴趣；实实在在的样品更有视觉冲击
力，使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印象更加深刻。
(3) 紧密围绕“综合”的主题。
整个教材的选题对于从单个实验内容到各项目之间的关联都进行了通盘考虑。单个项目内容全
面，从产品合成、优化、修饰到表征是一个小“综合”，各实验项目之间从基础性实验、综合型实验
到设计性实验，逐级增加实验难度，并且囊括了化学学科中的几大分支，辐射到了无机合成、高分
子、仪器分析等各方面，甚至对近化学学科(如材料、医学、食品等)也有涉及，相当于一个大“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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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化学综合实验》教材本身是一本很好的科研入门资料，虽然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不能将所有实验
全部开出，但是学生在平时的阅读中也能有所收益。化学综合实验将做成一个不断开发升级、滚动发
展的课程，逐步开出更多新型的实验，为科研成果向教学项目的转化进行有益的探索，为学生系统地
接受科研训练创建平台。

2

引入先进大型仪器

大型仪器设备是高等院校重要的科技资源之一，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我校的仪
器设备特别是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基础实验条件和目标的限制，学生接
触到大型精密仪器的机会很少，但在进行毕业设计时又需要使用，造成了带毕业设计教师的很大困
扰。因此在化学综合实验课程中引入先进实验仪器的训练很重要。
在化学综合实验课程中，学生有机会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操作大型仪器，可以提高他们参与实验
的兴趣。同时使用大型仪器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仪器的构造、使用及简单维修都有了很直观的认识，也
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先进仪器设备对科研发展的促进作用。改革后的化学综合实验课程中的所有实验项
目均涉及产品的鉴定分析，涵盖了我中心大部分的大型仪器，如：X 射线衍射仪(XRD)、核磁共振仪
(NMR)、拉曼光谱仪(Raman)、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UV-vis)、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荧光
光谱仪(AFS)、接触角仪(CAT)等。每位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科研内容，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几种表征手
段。教师对仪器的原理、具体的操作方法以及最后的谱图分析都要进行详细的介绍，使学生在掌握仪
器的使用方法后能够自行进行检测。与传统实验相比较，学生的参与度更高。
如在实验“金属酞菁的合成及光谱特性研究”中，学生合成出含有钴、铝、锌等金属中心原子的
酞菁配合物，分别研究了不同金属中心、不同溶剂对酞菁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影响，并针对同一溶剂
的不同浓度、不同金属中心的酞菁荧光光谱进行了检测对比。相较于基础化学实验单一的评价条件，
在化学综合实验中系统地讨论了各种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
很好的锻炼。同时，学生对两种谱图进行分析比较，对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及荧光光谱这两种分析手段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又如实验“局部麻醉剂苯佐卡因的制备及表征”，由对甲基乙
酰苯胺分四步反应最终合成出产品苯佐卡因，每合成出一种前驱体都要进行相应的检测(用熔点仪测
熔点，用红外光谱分析官能团等)，学生从检测的数据和合成产品的产量，选择下一步的投料量，最
终对合成出的产品进行核磁共振分析。由于每一步的成败都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可使学生意识到这
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实验，检测时就不会走过场。

3
3.1

调整教学方法及考核办法

教学方法的改进
化学综合实验已从原来的 32 学时增加到 64 学时，时间的延长有利于科研的系统性，同时也对这
门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实验课一般都是教师根据教科书中的明确实验目标对学生提出统一的要求；改革后的化学
综合实验不但内容辐射面广，而且与时俱进，强调学生参与实验设计，这更符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
求。课程内容则是教师给出实验题目及基础背景，由学生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相
互探讨；教师根据目前的研究水平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验室具体条件，和学生一起讨论出最佳的合成
路线、提纯方法及相应的检测手段；在实验过程中，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给出解决办法，直
到最后报告的完成。学生每完成一个实验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系统的小课题。
3.2 师资配备的调整
化学综合实验课程的改革对带实验课的教师自身科研水平的要求有很大提高。以往科研水平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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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教师较少参与实验教学。此次除了对课程内容和结构上进行很大的调整之外，另一个亮点就是科
研一线的教授、副教授直接走进实验室，全程参与学生实验中的讨论、指导。同时，打破了一位教师
主讲一门课程的传统。我们的实验课是由一位教师总负责，6 位资深教授、副教授分别指导自己编写
的实验项目。由最专业的教师讲授自己最擅长的实验，能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随时接受到最有效的指
导，这本身对学生来说就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收效显著。
3.3 考核制度的改进
完善的考核体系能更好地检验教与学的效果，同时也能促进教学内容的不断完善。新的考核制度
更注重对学生自身素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既包括对平时操作技能的评价，也包括对实验
的积极性、主动性，实验设计能力，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等的评价。平时成绩从原来占总成绩的 30%
增加到 70%。加大平时实验的成绩能使学生更注重在平时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引导他们由过去的“学
习、考试”型学生向“学习、探索、研究、创新”型学生转变。

4

以科研助教学、教学带科研的循环滚动式发展

经过系统的综合化学实验课程训练后，提高了学生科研训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实验操作的
能力，使他们对随后进行的毕业设计选题、考研方向和工作方向的选择都变得更主动、更有目的性，
而且缩短了学生进入毕业设计后的磨合期。同时，这门课程促进了不同研究方向的交叉，更有利于激
发创新思维，产生新的科研思路。
科研与教学是对立的统一体，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科研助教学，以教学促科研的循环滚
动式发展既能锻炼学生的能力，又有利于教师的科研，是一项双赢的措施。

5

结论和展望

科研成果向实验教学转化的实践，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面有了
明显提高；查阅文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大型仪器的认知及熟练操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为他们进行后续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化学综合实验将不断更新和调整，这对教学资
源配套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也需要教师倾注更多的心血、投入更多的力量。这种改革无疑会使教学
和科研都充满勃勃的生机。科研成果向实验教学转化是高校教学科研相辅相成的正路，理应得到大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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