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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的化工原理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改革
陶彩虹*，刘宝勇，盛丽，雷洋，蔡洁琼
兰州交通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化工原理课程体系包括化工原理、化工原理实验和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三大环节，该课程体系对于培养工科学
生科学的工程思维方法和工程意识、提高其工程实践技能与工程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工程素质与实践能
力是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本文从三大环节入手，分别探讨了工程教育认证和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对化
工原理课程体系中的三门课程进行课程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化工原理课程体系的教学质量，培养真正
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工程技术人才。
关键词：化工原理；教学方法；专业认证
中图分类号：G64；O6；TQ01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Course System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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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cludes three segments: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his cours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ultivate scientific engineering thinking
methods and engineering consciousness.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e skills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the two essential abilities for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Starting from the above three seg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curriculum reform for three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o as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rain qualified engineering students who can really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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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密不可
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和技能都提出了新要求 [1]。作为我国高等教
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工程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工业化的
进程中，工程教育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工业革命时代，科技和工业发展的特征是“快速变
化”和“加速变化”，要求工程科技人才也要适应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培养模式、课程体系
和课程内容等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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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 [2]。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就是要确认
工科专业毕业生达到行业认可的既定质量标准要求，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要求为导向的合
格性评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师资队伍配备、办学条件配置等都围绕学生
毕业能力达成这一核心任务展开，并强调建立专业持续改进机制和文化以保证专业教育质量和专业
教育活力[3]。
化工类专业是通用型过程工程专业，也是与高新科技密切相关的工科专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人们对化工产品的需求日渐多元化，所以化工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趋势日趋明显，这对化工类专
业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应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尤其是要具
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和方式相对比较单一，
教学资源的配置不够完善和合理，对于学生上述能力的培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学生的能力达成度
普遍较低 [4]，教学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化工原理课程体系是化工类及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有着
较强的理论与综合性，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也要顺应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建设的需要进行适时改变。要求学生不仅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具有一定的运
用原理解决实际工程中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5]。我校
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和过程装备与控制等专业都要在2020年前后申请进行认证，在认证前需
对每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和各个课程的教学大纲等进行修订，并对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出新的要求。
以此为契机，我们对化工原理课程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工程教育认证的三点理论分别是本科学
生作为认证的中心、学生的就业和出路作为认证的引导、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作为认证的改进 [6]。
化工原理课程体系包括化工原理理论教学、化工原理实验和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三个方面的课程，三
个方面的课程都要从以教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而这三类课程分别
是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实践课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都不同，本文将分别探讨工程教育认证和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对这三门课程的课程改革方法。

1

对标毕业要求，提高化工原理理论教学水平

化工原理理论教学是后期进行实验、实践教学环节的基础，所以理论教学尤为重要。化工原理
课程内容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实际化学工程中的问题，只不过是将某些化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在做
了一些合理的模型简化后进行基本原理的探讨和相关计算的研究，然后可以直接应用研究结论对实
际工程问题进行分析描述。这种方法是基础理论课程中常用的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由科学到技术、由
理到工的基本能力和工程问题的基本分析能力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 [7]。理论教学过程中要顺应新工
科发展的需要进行适时改变，知识结构需要不断调整，理论知识需要不断更新，紧跟时代步伐。总体
来讲，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等多方面入手，向以学生为中心、强化工程观点，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转变。
1.1 对标毕业要求，强化课程教学目标
我校以区域性高水平一流工科为发展定位，培养服务地方能力突出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课
程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素养，要求达到准确理解动量传递、热量
传递和质量传递的基本原理，会运用基本原理进行相关单元操作的设计类型和操作类型计算的知识
目标；正确评价影响单元操作的关键因素，准确分析其对单元操作产生的影响，掌握调控关键因素
的方法；具有典型设备选型的能力目标和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掌握每个单元操作的最新发展趋势，
具有良好的协调合作沟通能力，具备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和生产工程师职业素质的素质目标。
每个专业的毕业要求需要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需要明确毕业生应掌握的知识、应具备的能力
和应养成的素质。我院每个专业的毕业要求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与专业认证标准的12项毕业要求达
到了良好的对应与覆盖关系，用来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每个毕业要求分成若干小项，每个小项的
达成都需要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课程来支撑，根据每门课程对该毕业要求的达成支撑作用的相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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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支撑权重系数。然后，根据每门课程在支撑毕业要求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制定课程教学目标，
以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化工原理B课程为例，在教学大纲中课程目标制定如表1所示。课程结
束后，根据每个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来评价本门课程对毕业要求中的若干项的达成度。
表1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1.4 掌握化工单元设备和成套设备的控制技术，

课程目标1：理解均相物系分离方法的基本原理，掌握蒸

具有对新设备、新技术进行开发与创新设计以

馏、气体吸收、干燥等单元操作的设计类型和操作类型计

及项目技术经济评价的初步能力

算，会运用相关计算分析单元操作中的问题。为后续化工
原理实验和化工原理课程设计课程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2) 问题分析

2.1 能通过文献研究，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基础

课程目标2：掌握影响蒸馏、气体吸收、干燥等单元操作

知识基本原理对复杂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问题

的关键因素，会分析关键因素对单元操作产生的影响，掌

进行识别与判断，并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关键环

握调控关键因素的方法

节和参数的有效分解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1.2

3.2 具有能够根据化工单元设备和成套设备的

课程目标3：根据每个单元操作的原理和特点，掌握蒸馏、

控制技术对新设备、新技术进行开发与创新设

气体吸收、干燥等单元操作的设计类型计算，具备根据工

计的能力

艺任务需求设计设备的能力，为今后进行工艺设计服务

教学方法改革
化工原理课程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性，着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够
灵活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所以，这门课程学起来难度较大，部
分学生对课程有畏惧心理。再者，学生在接触这门课时往往是初涉工程领域，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
能力，普遍学习效果较差；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企业对工程人才的实践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传统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已经无法培养符合新标准的工程人才，所以必须从新的教学理念出发，在教
学方法和方式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结合“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
性、挑战度和工程教育认证的三大理念(产出导向、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对化工原理课程进行建
设，将知识与学生的能力培养紧密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原有的教学大纲内容包括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以及讲授的时数分配等，不能体现本
课程在毕业要求达成方面起的作用和作用大小。对原有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制定明确的课程目标，
从教学内容上体现其对毕业要求达成度的支撑情况，并制定一个合理的方案计算毕业要求达成度。
采用逆向设计-正向实施的方法，从制定教学目标开始制定达成教学目标的测验和学习活动，最后设
计学习活动的具体内容和策略。对于每个知识点来讲，设计好兴趣点的安插和疑点的设置，在适宜
处提出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整个过程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设计的过程是一
个不断细化、不断改进的漫长过程。应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将前沿知识引入课堂教学。教学形式上
要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增加启发式教学、互动教学、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化工原理的基本理论在
实际生产、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应用都非常广泛。在备课过程中可以通过补充一些与教学内
容联系密切的案例来引导学生，不但可以引发兴趣，还可以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合理利
用MOOC、学习通等信息化教学工具。
最后，强化整门课程的课堂思政系统性设计，挖掘课程体系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如科学家传
记、课程发展史、单元操作发展史等，将其与课堂知识有机结合、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充分发挥
专业课程的“协同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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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绩评定办法改革
合理的成绩评定方法要遵循的指导思想是要更客观、公正、全面地体现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
效果，要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结果过程结合转变。一方面提高平时成绩占比，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的维度从单一的维度向学生的职业胜任能力、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质等多维度延伸，不断优化平时
成绩考核方式，使之更客观、合理，应用信息化手段使考核过程可追溯。另一方面，在工程教育认
证背景下，成绩评定办法还要结合本门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度的支撑情况制定一个方法来计算每个
学生的毕业要求达成度。同样以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化工原理B课程为例来分析总评成绩的
构成和达成度的计算方法。总评成绩由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加权而成，平时成绩、期
末成绩及总评成绩均为百分制，在总评成绩中，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所占的权重分别为α1和α2，具
体的成绩构成如表2所示。
表2

成绩构成与其对应的课程目标

课程成绩构成及比例

考核环节

目标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100分，占总

作业

25

主要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复习、理解和掌握程度；作业

1、2、3

评成绩的比例为α1

按章节所占学时数评分，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换算后作为此环
节最终总成绩，按每次作业支撑课程目标的作业评定
单元测验

25

主要考核学生对每个单元操作知识系统掌握程度，取各次成绩

1、2、3

的平均值换算后作为此环节最终总成绩
考勤

25

主要督促学生能够按时上课，按照出勤次数占总考勤次数的比

1、2、3

例折算后进入此环节最终成绩
答疑

12.5

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工程问题的分析

1、2、3

和表达能力。答疑按次数平均后作为此环节最终成绩
奖励

12.5

期末考试100分，占总

课程目标1

40

卷面成绩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

1

评成绩的比例为α2

课程目标2

20

α2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2

课程目标3

40

根据平时检查课堂笔记和课堂回答问题等方面给予成绩

1、2、3

3

α1 + α2 = 1，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各自的目标分值均按100分设置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总评成绩中支撑该课程目标相关考核环节平均得分
总评成绩中支撑该课程目标相关考核环节目标总分

该课程学生总评成绩平均值
该课程总评成绩总分(100分)

经过近两年的改革，本人在教学工作中得到了更好的锻炼和提升，获得校级的教学优秀奖和学
生最喜爱的教师称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明显提升，以应用化学专业1班学生的化工
原理A课程成绩为例，从2014级至2018级，2017级和2018级的优良率相比之前有明显提升，见表3。

2

化工原理实验教学内容、方式改革

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与化工原理课程的理论教学之间相辅相成，是化工原理课程体系中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通过有机结合实验与理论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深入理解。为了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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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水平，真正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实验课程进行改革。
表3

应用化学专业化工原理A课程成绩
百分比

班级
≥ 90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 60分

应化1401

2%

10%

32%

37%

19%

应化1501

2%

11%

40%

35%

12%

应化1601

2%

7%

36%

43%

12%

应化1701

7%

29%

46%

14%

4%

应化1801

7%

32%

22%

14%

25%

2.1

修订教学大纲，增加实验课时，完善实验内容
对化工原理实验的教学大纲进行修订，补充购买设备，在原有的6个实验(离心泵的性能测试及
流量计的校核、流体阻力实验、圆形直管中气体传热膜系数的测定、筛板式精馏塔的操作及塔板效
率测定、填料塔中液相传质系数的测定、流化床干燥实验)基础上新增了4个实验(二氧化碳吸收与解
吸、恒压过滤常数测定、板式塔演示实验、板式换热器液液传热实验)。因为，原有的6个实验不能
完全覆盖化工原理理论课中讲授的所有单元操作，补充后实验项目更加完善，且增加了综合性实验
的比例。目前执行的培养方案中化学工程与工艺和应用化学专业化工原理实验课程为24学时，生物
工程和过程装备与控制专业为16学时，学时都偏少。计划在培养方案中增加各个专业化工原理实验
的课时，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化工实验大赛和化工设计大赛等项
目，以竞赛为抓手进一步促进课程建设。
2.2 实验教学方法改革
实验课教师的教学理念也应该进行调整，同样要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仅仅讲好实验。在教学方法上可采用对分课堂、翻转课堂等多种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和
探索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目前从事实验教学的教
师偏少，新引进设备后需要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培训，承担实验教学任务。化工原理实验采用的是轮
流制的实验方法，学生分组实验，教师的讲解往往不可能让所有学生理解得很透彻，不可避免得会
有学生偷懒、浑水摸鱼。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单元操作的内容，实验教师要学会放手[8]，
小组内选学生自己去讲。这样，即使是主动性比较差的学生，为了完成讲解任务，也会付出更多精
力和时间去先掌握单元操作的原理及过程，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实验教学，让学生巩固
理论教学的成果、提升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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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改革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实践教学

课程设计是整个化工原理课程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其综合性和实践性相比前两个环节更强，
是考查学生使用化工原理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知识去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一把抓手。通过化工原
理课程设计，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本课程和前修课程的基本知识，进行资料查阅和独立思考，完成
指定的设计任务，从而得到化工工程设计的初步训练[9,10]。目前，我院化工原理课程设计的主要教学
方式是教师首先集中授课，讲解设计步骤，然后学生参考相关资料，按照教师制定的步骤，进行工
艺过程计算和校核以及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工艺条件图的绘制等工作。在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是：
设计初始阶段，部分学生云里雾里，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后期时间紧张只能找上届同学的模板，难
以避免抄袭现象；设计题目难以做到一生一题，都是分组进行，组内同学之间难以避免抄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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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评定办法太单一，评价结果往往无法准确体现学生的真实设计水平。面对存在的问题，对化工
原理课程设计进行了一些改革。
3.1 课程实施前制定化工原理课程设计计划及实施方案
为了保证课程设计的质量，要求课程设计实施前一学期，课程负责人制定化工原理课程设计计
划及实施方案，具体内容包括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课程设计的时间、主要负责人及指
导教师安排情况、课程设计地点及安排、课程设计分组情况及指导教师负责情况、课程设计进度计
划安排、课程设计成绩评定细则、指导教师教学日志提交规范及时间要求、学生学习参考资料、归
档材料明细规范性要求等。让教师提前规划、提前准备，从指导教师的角度保证课程设计的质量。
3.2 课程设计成绩评定方法改革
在以往的成绩评定中往往是综合学生的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来评定学生的总评成绩，教师在
评阅的过程中，不可能逐项去进行检查和核算，而且对于学生之间的抄袭、抄袭往届学生设计成果
的方面，教师很难准确把握和了解，这就造成教师很难给出合理、公正的设计成绩。所以对成绩评
定办法进行改革很有必要，目前执行的成绩评定办法是：总评成绩=平时成绩(50%)+设计图纸(20%)+设
计说明书成绩(30%)，平时成绩所占的50分中，考勤占10分，平时设计过程中的答疑、质疑等表现(设
计表现是否积极，是否参加设计各环节，能否按照课程设计的要求答疑，完成说明书的撰写、修改，
完成图纸的绘制)占20分，交设计成果时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占20分。经过改革，加强了过程性的考
核，使得成绩更加客观和公正，并且通过对设计过程的督导，增强了对学生的管理，增加了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要求指导教师在课程设计完毕后，进行教学反思，提交本次课程设计的总结及改进建议，
以促进对课程设计的持续改进。

4

结语

国家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培养一流人才，通过专业认证是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保障。化工
原理课程作为我院各个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认证重点关注的课程，也是校级一流课程。所以
我们对该课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和探索，使该课程真正能对各专业学生的毕业要求起到支撑作
用，并有评价的“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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