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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化工专业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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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专业的课程教学是高校培养合格的化工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结合当前高校培养化工
专业教学的特点，从培养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适时更新教学理念、及讲究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化工专业课程的教学
质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学生学习兴趣得到明显提高，教学质量显著上升，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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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ke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e Chemical Engineering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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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teaching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o train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for the society. Coupled with the university chemical engineering teaching present situation，researching and
exploring how to improve chemical specialty teaching quality was focused on from cultivating students’learning interest，
renewing the teaching concept，studying teaching ways，and so on. Meantime，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was
obviously improved，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was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by exploring and summarizing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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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在国家工业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是国家的基

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学工业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形势下它对承载着化工类人才培养

的高等院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出合格的化工类专

业人才是当前本科院校，尤其是转型时期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

的化工教学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目前，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亟须进行改革予以解决［1 － 2］。毋庸置

疑，在诸多的影响环节中，提高化工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是其

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本文中，作者基于本校化工教学所进行的

相关社会调查对如何提高化工专业的课程教学质量进行了分析

和探索。

1 明确课程学习目的，引领学生培养学习兴趣

据调查，在我校 203 名接受调查的化工专业类学生 ( 男生
110 名，女生 93 名，男女生比例: 1. 18∶1) 中结果显示，当

初报考化工专业是由于“兴趣爱好”有 35 人，仅约占 17. 2% ;

是由于“就业前景”选择的有 43 人，约占 21. 2% ; 选择其他

因素如父母要求、专业易录取等有 125 人，约占 61. 6%，数据

说明学生报考化工专业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对化工的兴趣爱

好。另外，在对化工类学生的“对化学化工专业基础课程是否

感到有兴趣”调查结果中显示，选择“是”的为 93 名，占总
人数 45. 8% ; 选择“否”的人数为 110 名，比例高达 54. 2%。
说明在目前化工专业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不高。欲
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的学习兴趣低则难以提
高化工教学课堂的教学质量。只有引领学生对化工专业的学习
培养成良好的学习兴趣才能激发出他们学习相关化工专业课程
的动力和对化工知识的强烈拥有欲，也从而才能提高化工教学
的教学质量。那么如何引领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呢?

现如今，大学生“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
现状也是导致学生在教学课堂上兴趣不高的原因之一，大学生
在学校的学习，掌握了一些专业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但一些
同学在工作过程中不知如何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从
而让后面的同学认为专业教学中许多内容对今后的从业没有什
么作用，从而导致一些同学在教学课堂上没有学习兴趣。相关
调查也显示，大部分化工专业类学生对其专业的了解认识程度
仅限于“一般” ( 比例达 58. 6% ) ，并未达到 “非常了解”
( 1% ) 或“比较了解” ( 20% ) ，而 “了解较少”的比例为
19. 7%。所以在化工类学生进入化工专业教学课堂前，有必要
让学生明确该门课程在化工知识体系中地位，以及与其他化工
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会让学生觉得这门课程与今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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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化工职业间关系不大或没有什么用处，导致其没有兴趣
进行学习［3］。在进行化工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前，首先进行化工
导论课的学习，介绍化工专业知识体系、学科基础、典型方
法、基本问题; 然后在专业课程教学课堂中也首先进行该门课
程的介绍，基本教学内容、重点、方法以及本门课程在化工专
业知识体系中地位进行较全面的介绍，可避免学生因对纷繁复
杂的专业知识及不断更新的化工新技能要求无从适应而产生对
专业课程的迷茫，从而有助于明确在有限的学习课时内的课程
学习目的，以及学习内容、重点和方法，便于学生树立正确的
专业知识学习观，这也势必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引导其进
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将大有裨益。我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自
2010 年开始设置化工专业导论课，从近两年教学实施效果来
看，对改变学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明显作用。

另外，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高校学生中学生向大学生
身份转换以及大学生向社会工作者转变这两个特殊要求设置学
生成长导师。在学生入学后，选派优秀专任老师担任学生成长
导师，一名导师负责对若干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帮助指
导。其职责可归纳为“学习指导、科研传导、生活引导、心理
疏导”。导师的任务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习、科研，还要引导
学生健康的生活。大学生刚入学阶段，导师的任务主要是培养
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角色转换，并结合专
业导论课程，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树立对专业的信心，

明确自己在大学阶段的任务和学习目的，从而培养和激发其对
本专业的兴趣，并改变依赖性的学习，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
惯; 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

参加专业技能竞赛，参与社会实践，开展课题科研，让学生实
践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最后，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合
理定位，养成良好的择业心态。学生成长导师，一方面对学生
的成长具有指导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对学生的了解和反馈，

也可及时修缮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从而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的
提高。

2 更新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目前，对于地方高校办学理念，国内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
识，“地方大学地方办，地方大学为地方”。我校作为普通师范
本科院校，正处于由师范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的转型期，化
工专业如何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已成为专业建设和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关键［3］。与之相适应的是，课堂的教学理念也必须适时
予以更新，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授知识观向以学生为中心的
知识建构观转变。同时，在专业课程的教学课堂上还须不断完
善教学设计，重视和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和热情。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无疑要对原有教学理念产
生根本性的改变。对于新的教学理念，用“知识‘商品化’，

教学‘销售化’”来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4］。做到
以学生为中心，必须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感受，就需要对
于教学内容和过程要进行适当的“包装”，不能再采用填鸭式
的教学，而要让学生要让其乐于接受所教授的知识并积极参与
教学过程。那么如何做到这些呢? 首先，所教授的应该是让学
生感到有兴趣的知识。这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如
果平时注重收集和整理教学案例，讲授时结合案例尤其生活中
的案例进行讲解，让学生学完后产生学以致用的成就感，那么
有较多理论概念和公式较多的化工专业课程也不会在教授过程
中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其次，还应教授对学生有用的知识，

对学生今后事业发展有益的知识。现在有些学生觉得上专业课
提不起兴趣，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现在学得对以后帮助不大，

是没有的知识。在讲授过程中，要求教师必须能够理论联系实

际，理论的枯燥讲解远没有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让人印象深刻，

在案例中的理论应用会让学生认识到今天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会

对自己今后职业生涯的有用并能从其中获得帮助。再次，教授
的知识还应能帮助提升学生的能力［5］。专业课堂学习专业知识

从学习时间来说毕竟是有限的，课堂上的教学多是从双基着

手，即学习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两个方面。学生就业后，起
重要影响的往往是其对双基的综合运用能力及继续学习的能

力。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对学生职业生涯起主要影响作用的
能力上有一定的差距，这个需要在教学课堂中要求在教授学生

双基的内容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继续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此
外，在教学课堂中还应更多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来教授知

识。

3 讲究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何在课堂上实施教学理念，如何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获
得和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工程问题的

一般解决方法，以及学生对专业知识持续学习的方法和能力
等，从而能在夯实学生双基的基础上提高其能力和素质，这些

问题是在化工教学过程中必须面对并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对
化工专业教学过程而言，课堂教学始终是最为重要一个教学环

节。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提高课堂
的教学效果具有明显的作用［6］。

课堂教学传授知识非常重要，但知识的传授过程往往对学

生接受知识的程度和效果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导课是一门艺
术，更是一门科学［7］。课堂教学中，我们既要重视每节课开始

时导课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课堂中新知识的引入与旧知识间的

衔接。化工专业的教学要善于利用导课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可采用案例、问题、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要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多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多与工程实践问题的提出与解
决或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科学的联系起来。

在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双基的同时，也注重方法论的教
学。化工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是化工类学生今后工作的

立足之本，必须予以重视。但传授工程问题的处理方法、化工
科研研究方法，以及对化工专业知识在离开学校后的继续学习

能力的培养等却往往更重要［8］。因为，这些能力或方法是学生

获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创造能力的必经之桥，是他们在化工
专业知识领域及个人事业获得提升的重要之舟。如在化工工艺

学讲授各化工工艺过程中，对于每个工艺过程的学习可按照
“拟洋葱模型”的方式进行，即采用“化学反应过程→工艺的

组织→重要及典型设备”这样的程式展开，体现化工工艺过程
中化学反应过程是核心，基于工艺核心的流程组织以及由此而
选择的重要及典型设备; 在各工艺过程统一性的基础上，再着

重阐述各自工艺过程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教学课堂中，还要根
据课程的特点及讲述的重点，合理设置讨论环节，以提高学生

上课时的注意力和兴奋点，还可充分调动学生利用已有知识来
解决某些问题，让学生反复体会“学以致用”的学习目的，培

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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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据自身能力而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实践知识。仿真系统作
为学生实践的平台，紧扣专业教学的主要环节，弥补由于理论
教学时间过长所带来的学习滞后现象。引入中控模拟操作设备
仿真系统，可以缩短教学和生产实际的距离。例如，在专业基
础课程的教学完成后，可将仿真系统作为专业课程的前瞻，适
当安排课时进行初步学习，为今后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明确目的
和方向，也使学生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的宏观认识，从而使学生
意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在专业课程完成后，借助于仿真课
程的学习加深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并在生产实习中进行对应学
习，可以使教学环节紧密衔接，避免由于理论和实践在时间上
的不同步而造成的学习滞后现象。当然，这也为学生的毕业设
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5 结 语

水泥行业的转型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虽然前几年水泥方向就业形势良好，但随着企业
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新员工的需求量正在迅速减少，如
果高校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较低，就会在就业市场竞争中败下
阵来。学生的就业状况与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会影响到招
生规模和质量。高校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等还有
很多不适应行业的发展地方，工程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因
此，必须深化教学改革，注重“软”技能的培养、通过校企合
作、仿真实训教等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应用型一线的技术
人才。这是高校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高校谋求发展的必由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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