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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有机化学教学改革探索
王强*
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西安 710119
摘要：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工科类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势必也要推陈出新。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教材选择与教学内容规划、教学方式改革、改进考核评价体系及充
分发挥实验课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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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Organic Chemistry in New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ing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WANG Qiang *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ing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eaching of organic chemistry
in engineering specialties needs innovation.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organic chemistry,
including selecting textbooks and teaching contents,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improving assessment system, and
making the best of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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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是在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紧紧围绕
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全面开展。新工科的内涵是以立德树人
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
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1]。在教育部的积极推动下，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
“天大
行动”和“北京指南”，构成了新工科建设的“三部曲”，奏响了人才培养主旋律，开拓了工程教育
改革新路径。
在上述背景下，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原有材料化学专业的基础上，开设了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并于 2017 年 9 月开始招生。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工科专业，
在教育部门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的前提下应运而生。在大类培养模式下，有机化学是化学类及材料
类等学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根据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培养要求和相应的课程体系，有
机化学仍然是一门专业必修基础课，但课时量由原来的两个学期共 108 学时缩减为一个学期 64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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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有机化学课程内容丰富、知识点较多、有机反应繁多且机理抽象、有机化合物数量庞大且
结构复杂，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认为有机化学的知识较难掌握，疲于应付作
业检查和考试而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对有机化学产生抵触情绪，这将严重影响有机化学课程
的教学效果，更加不利于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工科类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除了上述现象
外还要克服学时数较少、大类招生条件下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等等不利因素。因此，在国
家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对工科类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进行必要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根
据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对本专业二年级本科生的有机化学教学改革进行
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1

教材选择与教学内容规划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课堂学习的参照，好的教材是教学质量的基
本保证。根据有机化学内容丰富、理论深刻、实践性强、与多门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特点，并结合
我院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特色，我们对工科专业经常使用的教材进行了调研，最终选择了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东理工大学有机化学教研组编著的《有机化学》(第 2 版)作为教材。本书是专
门为化工、材料、环境等工科学生编写，以工科学生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为框架，突出“少而
精”，但体系完整、内容简洁、阐述深入浅出，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2]。但是书中仍有部分内容
过于陈旧，例如《有机合成》一章中可以结合最新科研进展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反应类型；《芳
烃与非苯芳烃》一章中可以适当加入二维材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简介。这样既能结合专业特色激发
学生学习有机化学的兴趣，又能使本科生对科研前沿有初步了解，为以后的学习和职业规划打下一
定基础。基于此，我们计划在积累一定的教学经验后编写一部适合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有机化
学教材，将自己的教学实践和与专业相关的最新科研成果相结合，使学生在学习足够的有机化学知
识的同时对自己的专业特色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
针对新专业有机化学学时数较少并结合专业特点，对教材的部分章节进行了取舍，并适当加入
教材中没有的材料科学与有机化学交叉的内容，让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学到适合专业发展的有机化
学知识。首先介绍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要点，如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和有机化学中的电子效应等，
使学生在开始学习阶段就能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去理解有机化合物的性质和有机反应的机理。随后
将有机化合物按官能团分章讲述，主要包括烷烃和环烷烃、烯烃、炔烃和二烯烃、卤代烃、芳烃、
醇酚醚、醛和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糖类化合物、氨基酸和核酸等内容。在讲述每部
分内容时选择性地略去教材中陈旧繁琐的内容，对于一些学生能够轻易理解的内容比如各类化合物
的物理性质则让学生自学，并在作业和测验中检验学生自学的效果。将讲授的重点放在化合物的命
名、立体结构的表达、各类化合物的特征反应及机理、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等等。立体化学作为单独
一章内容，放在烷烃和环烷烃这一章之后，学生对有机化合物的基本结构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够帮
助其理解比较抽象的空间结构。有机化合物的波谱分析一章在学期中间讲授，这时候学生已经学习
了几类化合物，波谱分析的例证学生能够较容易地接受，同时在后面的章节中不断展开本部分知识
点的应用，加深学生对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的理解。我们在实际授课过程中还不断进行归纳和总结，
比如几大反应类型，包括亲核取代反应、亲电取代反应、亲核加成反应、亲电加成反应、消除反应
等，对各类反应涉及到的化合物、反应机理及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进行系统总结，有助于学生对这
些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同时，授课过程中不断将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和其物理及化学性质进行
小结，让学生从结构决定性质的层面去理解有机化学。
为了增加学生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认同感，我们在教学内容中适当加入本专业与有机化
学交叉的相关研究前沿和热点。比如在芳烃一章课程的导入加入富勒烯、碳纳米管、石墨烯等新型
碳材料的介绍，在杂环部分加入有机半导体材料在发光和电池器件中应用的介绍等等。通过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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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中引入与专业相关的知识介绍，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能使学生对自己的专
业方向有更深的认识。

2

教学方式改革

在确定了教材与教学内容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时内使相关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工科学生学好
有机化学这门课是对任课教师的考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教学的基本形式还是课堂讲授 [3]，我们在
讲授中不断探索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以期提升课程的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效果。
2.1 重视新课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新课导入是讲授每部分内容的开端，导入新课的过程可以使学生对即将学习的知识形成初步的
认识。新课导入的目的就是要从一开始就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有机化学与我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当下的许多热点问题也与有机化学知识紧密相连，我们在新课导入时充分利用与专业有关
的热点问题或与日常生活实际相关的有机化学知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绪论部分，即整个课
程开始时由最新的涉及有机化学的科研进展，引入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合物的概念，让学生认识到有
机化学的奥秘，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从天然气和石油的成分引入烷烃，其易于燃烧的性质可以联系
到烷烃的燃烧热。从手性药物不同构型药理性的差别引入立体化学，比如治疗孕妇早期不适的药物
反应停就是手性分子，一种构型可以抑制妊娠反应，另一种构型则会导致婴儿畸形。从获得诺贝尔
奖的石墨烯材料引入苯和芳香烃。通过在新课导入阶段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认识到有机化学与自
己的日常生活和所从事的专业有密切的联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更能加深学生对
具体知识的理解、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4]。
2.2 丰富教学手段，促进学生理解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下的课堂教学已经大多数采取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将抽
象的问题具体化，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加教学信息量，因而能在有限的学时内，有效地提高教
学的效果。在有机化学中，利用相关软件可以将抽象的分子立体结构、有机反应机理等三维立体模
型以动画的形式直观生动地展示出来。用好多媒体教学手段，需要任课教师认真细致地做好备课，
将知识点内容及重点、难点经过提炼以后再写入课件，灵活运用文字、符号、声音、图形、动画和
视频图像等多媒体信息，使有机分子的结构和空间形状形象化和直观化，充分从听觉、视觉等方面
加大对学生的刺激，发挥学生视听的感知作用，真正实现交互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尽
管如此，传统教学手段板书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5]。在一些具体反应机理解释中，可
以通过板书让学生的思维跟上讲解的节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反应的过程。另外，在讲课过程
中可以随着讲课进程列出本节课知识点的大纲，便于在课程结束前总结时使本节课的内容一目了然。
板书还可以让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随时对课件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所以，对于有机化学课时较少的
工科学生来说，将传统板书和新型多媒体两种教学手段有效结合，可以让学生较好地掌握有机化学
的知识点，提升教学效果。除了板书和多媒体，我们还利用有机化合物的特点在教学中引入实物模
型，比如杂化轨道的空间构型、构象异构体的产生、环已烷的构象及构象间的翻转、烯烃或环烷烃
的顺反构型、手性碳和立体异构体等等，采用实物模型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有机化合物的立体结构，
帮助学生对重点和难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2.3 改革讲授模式，鼓励学生参与
有机化学课程存在讲授内容多而课时少的矛盾，因此多采用传统讲授法，进行满堂灌的“填鸭
式”教学。这种方法任课教师能够控制教学进程，较好地完成既定的教学计划。但是，传统教学方
法学生参与度低、课堂缺乏活力、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我们
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继承和借鉴传统教学的经验和长处，使其不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根据具体教
学内容适当改革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引入启发式教学法，用问答串联教学
过程，增强教学互动，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集中注意力。为此，在备课时就设计一些启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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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向学生提问，使学生根据教师讲授的线索进行独立思考，开展积极思维活动，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为了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最大限度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我们引入翻转课堂 [6]，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己上
讲台讲述。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根据分配的教学内容独立完成资料文献查阅、教案撰写、
讲授课件制作、课堂讲解及答疑等环节，最后教师对每组学生的讲述情况进行评价，并针对教学内
容进行适当补充。通过让学生自己参与教学过程，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起到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

3

改进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评价是教学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模式，可以帮助任课教师对教
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提升教学质
量。传统的考核评价主要针对学生进行，然而教和学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因此，仅仅
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往往会得出比较片面的结论。基于此，我们在本专业有机化学的教学实践中尝
试改进传统的考核评价体系，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进行考核评价。在教师教学
效果考核评价方面，我们邀请具有多年一线从教经验的资深教师不定期听课，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
度、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做出评价，并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进行改进和提高。另外，让学生
以不记名方式对教师的教学提出评价和意见，这样既可以帮助任课教师及时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
学方法，同时也可有效地促进“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学生学习效果考核评价方面，我
们结合学校和学院对学生考试的要求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法，其中平时成
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综合成绩达 60 分为通过，总成绩不及格者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进
行重修和补考。为了避免学生平时不学、考前突击、考后就忘的现象，我们增加了平时成绩的评定
内容，除了常规的考勤和作业之外，将课前预习、课堂练习、课堂问答、期中考试和在翻转课堂中
的表现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定。这些举措使学生加强了对平时学习的重视和自我约束，也在一定程度
上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使其重视自身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考试方面，把对知识点的考核要
求，分为识记、理解、简单运用和综合运用四个认知层次，并把这四种认知层次与试题难度联系起
来。出题时注重考题类型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力求做到考试的客观、准确和公正，使考试结果既能
反映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又可以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考试结束我们马上进行试卷分析和总结，
了解学生对有机化学课程的学习情况，这也为进一步课程教学改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4

充分发挥实验课的作用

有机化学实验虽然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是整体上是有机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将
基本操作与物质的性质、实验技术融为一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性课程。工科的有机化学实验课
时也较少，在保证有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训练的基础上，我们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考虑到与有机理
论课的结合，最大限度利用有机化学实验巩固和应用理论课的知识点。比如，除了熔、沸点及液体
物质折射率的测定，蒸馏与分馏、萃取，重结晶与过滤，纸色谱和薄层色谱，水蒸气蒸馏及减压蒸
馏等有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我们选取了一系列性质鉴定和有机合成实验。通过烷、烯、炔、芳香
烃、卤代烃及醇的化学鉴定实验，把有机化学理论课中涉及到的几类化合物的特殊性质和反应进行
了总结。通过环己烯的制备、正溴丁烷的制备、肉桂酸的合成和对甲基苯乙酮的制备等有机合成实
验，对涉及到的消除反应、亲电加成反应、羟醛缩合反应和苯环上的亲电取代反应的条件和机理进
行复习。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现象、总结实验得失和撰写实验报告，可以进一步加深
对有机化学理论课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因此，通过合理设计有机化学实验内容，不仅可以锻炼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技能，还能够促进理论课知识点的消化吸收，提升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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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对本学院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改
革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我们的教学实践才刚刚开始，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在已有
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和探索，力争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精品有机化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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