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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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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将越来越凸显，从而对环境科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实践教
学作为环境科学专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培养高竞争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环境科学专业人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该文从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着手，进一步提出其相应的改革对策，以便为新形势下环境科学专业的建设与发
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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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socio － economic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o that the needs and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fessionals were increasingly high. As an important integral
par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specialty，practical teach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e of high competitiveness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fessionals. Th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specialty were analyzed. Further，the specific counter － measures were also proposed. And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were provided by these counter － measures in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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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由于受到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影

响，造成了诸如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物

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野生物种减少、土壤侵蚀等

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的环境危机［1］。在此背景下，培养解决各种

环境问题的环境科学专业的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培养具

有高竞争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环境科学专业人才的过程中，实践

教学环节是必不可少的［2］。实践教学模式设置的合理与否，直

接决定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社会竞争力的高低。因此，本文

抛砖引玉地对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探索与改进，以期为普通本科

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的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存在的问题

实践教学环节是指课堂教学之外的实践教学活动［3］，主要

包括课内实验、专业见习、毕业实习、课程设计及毕业论文
( 设计) 等。结合淮阴师范学院环境科学专业的实际情况，可

知目前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主要有
以下几点:

( 1) 专业培养方案设置不够科学，实验教学内容不够丰
富; 实验教学方式也过于单一，不利于激发与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

( 2) 由于一般普通本科院校存在招生的压力，本校环境科
学专业是文理兼收，从而就造成了学生本身基础的参差不齐，

文科专业的学生对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法学
等偏文科的课程较感兴趣，而在涉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以及环境工程学、环境监测等专业基础实验课程的学习
时，文科入学的学生普遍提不起兴趣，从而就间接导致了实践
教学效果偏差。

( 3) 环境科学专业见习主要涉及废水处理工程、固体废弃
物最终处置工程等相应的公司或者企业集团，如淮安市四季青
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处理厂、王元垃圾填埋场等，时间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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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半天。见习时间太短，导致学生只能走马观花随意参观一
下，这种专业见习所起的作用有限，不能达到理论应用于实践
的目的。另毕业实习是学生对有可能即将从事的工作事先获得
实践认知的重要环节，但积极参与的学生较少，每年毕业实习
时只有 4 ～ 5 名学生报名参加。

( 4) 课程设计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之一［3］。
目前本校只开设了环境工程设计课程，而诸如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生态学等主干课的课程设计还未开设，从而可知该专业在
课程设计制定方面还存在些许不足。

( 5) 毕业论文 ( 设计) 作为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学习的最后
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的一次系统的综合训练，也对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素养至关重要［4］。目前毕业
( 论文) 设计环节主要以实验为主，注重论文的书写，而环境
设计方面的研究欠缺。另外，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考研以及找
工作上，而在毕业论文 ( 设计) 方面所花时间甚少，从而导致
学生得到的锻炼有限。

2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措施

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具备普遍性，

对经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改进，就消弱了实践教学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教学质量，而要有效的解决上
述问题可采取如下相应对策。

2. 1 课内实验环节

环境科学专业普遍存在着实验教学环节薄弱及不全面的现
象，使得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或不配套，二者不能形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导致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造力较差［2］。就
以淮阴师范学院环境科学专业为例，实验课程主要包含两部
分: 一是基础性实验，主要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四大基
础化学实验; 二是专业性实验，主要包括环境工程、环境监
测、环境化学等实验。

就基础性实验而言，在四大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中，尽量多
开一些与环境科学专业结合较为紧密的设计性实验，适当增加
环境专业相关仪器分析试验学时，精简无机元素化合物验证性
测定，减少重复性的有机合成实验，帮助学生提高实验主动
性，从而为后续的专业实验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5］。而就专业
性实验而言，实验的设计与开设尽量具备典型性，尽量能囊括
这一门课程的方方面面，精简重复性的实验，适当增加综合
性、设计性和研究探索性实验［6］，从而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
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另课内专业实验的开设也尽量做到全
面，既要包括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等实验室操作的实验，也要
包括环境土壤学、环境生态学等野外操作的实验。

2. 2 实习环节

实习环节主要包括专业见习及毕业实习两部分。就专业见
习而言，应避免以往乱看一气的传统，在兼顾全面的同时也应
突出重点［2］。应让学生全面了解见习单位的组织结构、运行情
况及废水、废气、固废等处理工艺流程，另需适当延长见习时
间，从而使学生的切身体会更深刻，进一步可提高学生的实际
动手能力。就毕业实习而言，应摒弃学生自愿参与的方式，强
制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在实习结束之后要求学生写一份详细
的实习报告，这样才可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可增强学生
的实践认知能力。另可加强校内、校外实习基地的建立，以满
足课程实习和毕业实习的要求［4］，同时也可缓解校内资源匮乏

的现状。

2. 3 课程设计环节

课程设计设置的合理与全面与否，直接影响学生对这一专
业的认知深刻以及实践教学的好坏与否。因此，在制定课程设
计培养计划时，应尽量做到合理与全面。不仅需开设环境工程
设计课程，其他诸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生态学等课程的课程
设计也需开设。另各课程的课程设计内容也应具有代表性，如
环境工程设计内容可偏向于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方面，

而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设计内容可偏向环境影响报告表或报告
书的编制等方面。

2. 4 毕业论文 ( 设计) 环节

毕业论文 ( 设计) 是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也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本科学历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7］，

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也显得至关重要。毕业论文 ( 设计) 可实
行导师负责制，导师一般由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并具备讲师以上
职称的教师担任。为能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及科研素养，

毕业论文 ( 设计) 应注重以下环节: ( 1) 选题。论文选题应集
中在当前比较现实或前沿的环境问题上，可由导师出题，也可
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拟题目，并尽量做到“一生一题”，

避免传统“多生一题”的现象。 ( 2) 大纲及技术路线的制定。
毕业论文 ( 设计) 选题确定后，可要求学生在 2 周时间内查阅
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独立完成文献综述的撰写，在与导师讨论
后拟定出论文大纲、制定出合理的论文技术路线。 ( 3) 论文的
实施和撰写。论文的实施和撰写阶段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重
要环节，学生遇到问题可与导师相互讨论，导师也应严格控
制，要求学生应有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态度，避免学生出现剽
窃、大面积引用、学术不端等现象的发生。

3 结 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将越来越凸显，从而
对环境科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关实践证
明，实践教学环节是环境科学本科专业培养的重要环节，同时
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必由之路［3］。因此，实践教学模式仍
需逐步完善和强化，比如在与环境保护部门及企业的联系，校
内、校外实习基地的建立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这样才能在
培养出高竞争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环境科学专业人才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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