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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教学理念下波谱分析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王亚琦，王丽英，贾慧劼，吴瑞凤*
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波谱分析作为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学生毕业论文环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成果导向教育
(OBE)的教育理念，以我院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在毕业论文环节的实际解谱需要为出发点，通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改进课堂教学方式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对波谱分析课程进行初步改革探索，注重培养学生解析谱图的能力，提
高课程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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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n Teaching Reform of Spectroscopic
Analysis Based on OBE Education Concept
WANG Yaqi, WANG Liying, JIA Huijie, WU Ruifeng *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51, P. R. China.
Abstract: Spectroscopic analysis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applied chemistr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aduation theses. Based on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concept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tudents in graduation theses, the preliminary reforming of spectroscopic analysis course was
carried out by reasonably arranging teaching content,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The teaching reform focused on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spectra and enhancing the
practicality of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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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谱分析法具有样品用量少、分析速度快、结果准确、可提供丰富结构信息等特点，已成为化
合物结构测定和成分分析的可靠手段，尤其在复杂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方面具有传统方法不可比拟
的优势[1]。目前，波谱分析法被广泛应用到化学、生物、医药等科学研究领域，也迅速渗透到工业、
农业、商业等各个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波谱分析法是化学及相
关领域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2]。
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为应用化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了波谱分析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
种谱图解析未知有机化合物结构的能力，在毕业论文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在近年来的教学实
践中发现，现有的波谱分析教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在毕业论文环节的需要，应该整合现有的教
学资源对该课程进行改革。
OBE 是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的简称，亦称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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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向教育，是目前全球公认的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3]。OBE 教育理念关注最终的学习产出，即学
生通过某一阶段学习后所能得到的知识和能力 [4]。波谱分析课程教学应该使学生获得以下三个方面
的学习成果：(1) 掌握波谱法的基础知识；(2) 知悉样品测试方法和要求，能正确使用相关仪器测试
样品并得到合格数据；(3) 学会识谱和解谱，即能够通过分析谱图获得化合物结构信息并最终推测
出正确的分子结构。以取得上述学习成果为目标，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环节出现的问题和实际解谱需
要，我们对该课程进行了初步改革实践，以期提高学生使用波谱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赋予课程更高的实用性。

1

毕业论文环节出现的问题

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大多来自教师的研究课题或者工厂的实际问
题，分析检测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产物结构确定、性能研究、混合物成分及含量分析等
都要使用波谱分析方法。近年来，毕业论文环节出现了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1) 对于已经学过的波谱法，还是不会解谱。例如，红外光谱中找不到特征官能团；不认识拉曼
光谱；不能给核磁谱中的峰正确归属；质谱(EI 源)没有分子离子峰时，不识分子碎片。这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还不够牢固，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谱图比书本上的典型谱图更加复
杂多变，学生实际谱图见得少，解谱练习还做的不够。
(2) 课题所用的波谱法没学过，使用时需要指导教师从零教起。目前的波谱分析课程内容包括
紫外光谱、红外光谱(包括拉曼光谱)、核磁共振谱和质谱，而实际中还会用到 X 射线单晶衍射光谱、
电化学分析仪、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和 X 射线衍射(XRD)等，这些方法在课程中都没有涉及。
(3) 不会使用相关化学软件。最常用的 Chemdraw 软件都没有学过，学生连最基本的化学式都不
会画；而 Origin 和 MestReNova 等软件更是不会，不能对紫外、红外和核磁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
2.1

改革内容与实践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经常使用的波谱分析方法有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核磁共振谱
和色谱-质谱联用(气质联用和液质联用)、荧光光谱、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X 射线衍射(XRD)和
扫描电镜等，其中最常用的还是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和色谱-质谱联用。
(1) 考虑到学习本课程本科生的知识水平和后期毕业论文环节的需要，波谱分析课程主要内容
仍然是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光谱和质谱，并将培养四大光谱的解析能力作为课程的最终
目标。本课程采用邓芹英等编著的《波谱分析教程》(第 2 版)作为教材(21 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同时
将《有机化合物波谱解析》(Robert M. Silverstein 等编)和《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与有机波谱学》(宁
永成编)等实用性强的经典书籍作为参考书目，辅助图谱解析。在毕业论文环节中，红外光谱和紫外
光谱已经成为实验室的常规检测手段，但它们能够提供的结构信息有限，在化合物的结构鉴定中只
是起到辅助作用，应用最多的是核磁共振谱和质谱，因此我们适当加大了核磁共振谱和质谱在本课
程中的学时数。
(2) 针对学生普遍反映的波谱分析基本原理抽象且难理解的问题，在章节内容中尽量简化理论
和公式推导部分，重点学习图谱与化合物结构的关系，学会识谱和解谱 [5]。利用表格的方式总结结
构与波谱的关系，方便学生记忆和查找。例如官能团–红外光谱波数关系表、化学位移–质子类型–耦
合常数关系表、质荷比–分子碎片关系表和常见溶剂化学位移表等[6]。
(3) 在学习不同谱图时加入常用化学软件的相关内容，使学生会对相应的红外光谱、紫外光谱
和核磁共振谱等数据进行处理。例如，学习红外和紫外光谱时，介绍 Origin 软件的使用，教会学生
如何用原始数据作图并读出峰的位置和强度；学习核磁共振谱时介绍 MestReNova 和 ChemOffice 软
件，使学生能用 MestReNova 进行 TMS 校准、峰位标注、峰面积积分；同时会使用 Chemdraw 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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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预测功能来辅助解谱[7]。
(4) 教学内容尽量与时俱进和联系实际。详细讲授经典四大波谱方法的同时也介绍现代波谱技
术发展的新成果。谱图的解析除了学习书上的经典谱图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析来自较新文献和学院
教师自己科研成果中的谱图。由于波谱分析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四年级的上学期，学生已经选定了
毕业论文的导师，所以也可以用自己导师的谱图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提前练习，为毕业论文工
作做准备。安排现代仪器分析讲座(包含参观大型仪器分析测试中心)，让学生了解除这四大光谱法
之外的其他常用波谱分析方法。
(5) 增加样品测试和仪器使用的相关内容和实验。设置红外光谱和紫外光谱实验，由学生亲自
完成样品的制备–测试–作图–解谱全过程，增加其动手能力。核磁共振谱和质谱通常有专人负责，学
生不能自己操作，可由专门负责仪器的教师对样品测试过程进行讲解和演示，学生对所得谱图进行
解析。在实际的核磁共振和质谱测试中，学生主要的工作是制样，核磁实验重点学习样品要求、用
量、溶剂选择等；质谱实验主要学习气质和液质样品的制备方法及测试条件选择等。
2.2 改进课堂教学方式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难以满足现代学生对上课的期望和要求。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大学生都是 95 后
和 00 后，他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丰富而又获取方便的时代，简单的教师+板书+PPT 的灌输式教学已
经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在实际教学中，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可综合运用讲授式、讨论式、研究式、
翻转式等多种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 基本原理方面。紫外和红外光谱章节中有部分知识是学生之前在仪器分析和有机化学课中
学习过的，因此可以安排翻转课堂，由学生备课讲课，促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相关内容，课后由教
师总结，针对不足之处进行补充。核磁和质谱的基本原理比较抽象复杂，主要由教师讲授。将比较
枯燥的概念和原理，如红外振动方式、拉莫尔进动、屏蔽和去屏蔽效应、弛豫过程等，用 Flash 动画
的形式展现，便于学生理解。
(2) 仪器结构方面。由于仪器结构复杂，传统的图片缺乏立体感，学生很难对仪器构造有直观的
认识。利用网络上制作精良的动画和模型，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仪器的工作原理和过程，生动又
直观，对学生很有吸引力。
(3) 谱图解析方面。识谱和解谱是本课程最重要的内容，练习是学好谱图解析最有效的方法。首
先，教师利用 PPT 将结构–谱图的关系进行梳理，传授解谱技巧，安排专门的习题课练习解谱。针对
实际谱图不会解的问题，向本科毕业论文导师收集相关谱图，例如，二茂铁咪唑衍生物的红外光谱
和核磁共振谱、催化环己烯氧化产物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谱图、卟啉及其金属配合物紫外光谱等等，
安排学生分组讨论并将解谱结果做成 PPT 在班级讲解，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找到学以致用的
成就感，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做准备。
(4) 现代大型分析仪器方面。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大型仪器分析测试中心拥有众多先进的
大型仪器设备，例如：红外光谱仪(Nicolet Nexus 670)、紫外光谱仪(Shimadzu UV-310PC)，核磁共振
波谱仪(Agilent 500 MHz)、质谱仪(液质联用 Shimadzu LCMS-2020、气质联用 ThermoFisher Polaris
Q)、X 射线单晶衍射仪(Bruker D8 Venture)、元素分析仪(Elementar Varioel III)、电化学综合测定仪
(CHI-760C)、激光拉曼光谱仪(RENISHAW inVia Microscope Raman)、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
ESCALAB 250Xi)、X 射线衍射仪(XRD，SmartLab 9kW)等。带领学生参观测试中心，邀请相关负责
教师进行仪器讲座，介绍毕业论文中常会用到的 XPS、XRD 及电化学等分析测试方法和谱图，扩展
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仪器方法查阅文献，写成“小论文”，培养学生查阅资料和
归纳总结的能力，使学生不再局限于一本教材的知识，了解专业前沿，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为后
续的毕业论文环节打下基础[6]。
(5) 课外学习，拓展知识，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介绍免费波谱查询和习题网站，方便学
生进行谱图检索和解谱练习[1,5]。互联网上丰富的云课堂、慕课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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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学习时间。介绍给学生一些分析测试的微信公众号，它们会推送现代仪器最新发展情况和分
析测试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在公众号中也可以方便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学习。
2.3 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
合理有效的评价体系可以对教学成果进行检验，促进教学过程的实施。要建立分阶段、多形式
的考核体系[8]。(1) 针对每章的基础知识进行分章测试，主要考查基本概念、结构与谱图关系、识谱。
考试形式为闭卷，可以更好地督促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教师可以根据考试结果及时查漏补缺。(2) 小
论文。学生自由选题，自己查阅文献，写出2000字左右的综述性论文，要求包含一定的波谱学科前
沿内容，复制比小于30%。(3) 设置紫外光谱和红外光谱的实验考试。取学生有机化学实验中的产品
做鉴定，考查学生的测样能力，样品抽签，以正确操作仪器得到合格谱图为标准并上交完整的实验
报告。(4) 期末考试考查综合解谱能力。期末考试为开卷考试，由4–5道有一定难度的综合解谱大题
组成，以能充分分析谱图得到化合物结构信息并正确推出分子结构为评判标准。期末考试选用多套
试题，以抽签或 AB 卷的方式分发考题，以避免出现抄袭现象。最后的总成绩，以期末成绩50%，平
时测验成绩20%，小论文10%，实验报告20%来进行计算。在这样的考核模式下，学生只靠期末考试
成绩是很难合格的，可有效避免平时不学，期末突击应付考试的情况。

3

效果与思考

本教学改革从 13 级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开始进行探索性实践，在 14 级学生中初步成型。虽然只
有两届的实践经验，但是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上，学生学习积极，考试成绩有所提高。
在毕业论文环节中，学生表示课堂上学过谱图，可以独立解谱；指导教师反馈学生动手能力和解谱
能力有所提高，对四大光谱之外的其他谱学方法接受和学习也比以往更容易。接下来，我们计划针
对已经毕业的学生和用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毕业之后波谱分析的应用情况和课程改进意见，
持续改革，提高课程实用性，更好地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服务。

4

结语

在 OBE 教育理念指导下，波谱分析教学改革针对毕业论文环节的解谱需要，通过调整教学内
容、丰富教学方式和改变考核方式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和提高波谱
分析技能。能够利用波谱分析法对未知化合物进行结构测定和分析，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
文环节所涉及的解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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