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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卓越计划”的化工专业综合改革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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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立足点。湖南科技大学“卓越
计划”试点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通过充分发挥学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学科特色和服

务面向等，经过二年建设，明确了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点，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推进了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

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了自主设计的专业综合改革建设方案中的建设任务，

为化工专业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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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

育强国，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教育部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

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

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

强国战略服务，对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

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

和引导作用。２０１ １ 年 １２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启动实

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

知》（教高司函［２０１ １］２２６ 号文件），旨在引导高校主动适

应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加

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

水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简

称“化工专业”）被论证确定为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科专业（教高厅函［２０１２］７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被遴选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湘教通［２０１２］２６６ 号），得到了专

项经费资助。通过二年建设，基于“卓越计划”的化工专

业综合改革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和较好的绩效。

１　改革与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项目经费不足将影响专业综合改革的建设绩

效，一些涉及经费较多的建设目标不能实现，如化工原理

实验网络教学系统、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和共

享等。二是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评聘、考核等激励机制和

保障措施不到位将影响参与专业综合改革的教师的积极

性，进而影响卓越计划人才培养质量。三是卓越工程师

联合培养基地的质量不高，将影响校企合作“３ ＋１”联合

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和实践教学改革的全面开展。

２　改革与建设取得的主要绩效
２．１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是实施“卓越

计划”的基础。以卓越化工工程师培养目标为根本，以

“大化工”过程工程和产品工程的科学技术与工程应用为

核心，制定和修订了化工专业卓越计划 ２０１２ 年版人才培

养方案和 ２０１３ 年中英文对照版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教学两大体系的相互

交叉、融合，基础科学、工程科学和工程实践之间的相互

联系和相互促进，化工专业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总学

分为 １９１．５，其中理论课程教学 １２５ 学分，实践应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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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 学分，强化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

通过加大学校学习阶段的实验、课程设计和企业学

习阶段的实习、项目设计与研究等的教学内容，对课程体

系进行了全面改革，设置了工程实践训练课程 １４ 门、４３

学分，创新训练课程 １３ 门、２６．５ 学分，确保每学期开设工

程实践与创新训练课程 ２ 门以上，实现了“工程教育不断

线、创新实践不断线、企业合作不断线”的课程优化配置。

从教育理念创新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入手，通过理

工融合、化工化学互通、校企合作，构建了以“实习 ＋课程

设计＋项目设计＋设计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基础训

练＋工程综合训练 ＋工程创新训练 ＋设计竞赛训练”工

程实践训练体系和以“基础实验 ＋专业实验 ＋项目研究

＋学科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基础训练＋创新综合训

练＋科技创新训练＋学科竞赛训练”创新训练体系。

通过省内外 １０ 余所高校的专业调研、２０ 余家实践教

学基地和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基地的集思广益，制订了

企业学习阶段培养方案，完善了校企合作“３ ＋１”联合培

养模式［１ －２］。学校学习阶段以化学、化工基础和专业课

程学习为主，企业学习阶段以企业实践课程和校企联合

课程为主。

以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方案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学位课程与非卓越计划相同，且授课时间同步于或早

于非卓越计划为基础，建立了卓越计划班学生的选拔和

退出机制，既能使优秀学生选拔进入卓越计划班，也能使

不适应的学生退出卓越计划班。

２．２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打造优良师资队伍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打造优良师资队伍是实施卓越

计划的重要保证。学院新增教授 ５ 人，副教授 ４ 人；新增

博士 ６ 人，在国内外交流进修青年教师 ３ 人，在职攻读博

士学位教师 ４ 人。并通过企业脱产培训、企业技术革新

与改造项目研究、聘请联合培养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

专家来校兼职授课等方式，培养双师型教师。

《有机化学课程群》省级教学团队获教育厅继续资助

建设，主持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１ 项，主编教材 １ 部，获

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有机化学组一等奖 ２

项。《化工原理课程群》教学团队主持省级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 ２ 项，主编教材 ２ 部，获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

学竞赛现代教育技术组二等奖 １ 项。《化工实习》校企联

合课程教学团队是一支由教育部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企

业技术骨干和中高层管理者、湖南科技大学专业负责人

和高水平教师组成的校企联合课程教学团队，近两年，主

编教材 １ 部，主讲《化工实习》等企业实践课程和校企联

合课程 ４ 门，指导省内外学生 ８ ０００ 多人次。

按照“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师资”的原则，学

校制订了《湖南科技大学教学团队建设与运行办法》、《湖

南科技大学教学奖励办法》、《湖南科技大学教师取得企

业工程经历实施办法（试行）》和《湖南科技大学聘请企业

兼职教师的实施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

２．３　深化课程改革，推进教学资源建设

深化课程改革，推进教学资源建设是实施卓越计划

的重要环节。通过更新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构建了

以“宽基础、强实践、重创新”为特点的新课程体系，形成

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化学基础课程、化工专业核心课程、校

企联合课程等三大课程群。

省级精品课程物理化学、有机化学获教育厅继续资

助，建设卓有成效；化工原理、化工设计与制图、化工实习

等精品课程建设初见成效。且以系列精品课程建设为主

线，有力推进了教材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主编出版了

《化工原理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等

基础实验教材 ３ 部，《化工制图》、《化工实习》等校企联合

课程教材 ２ 部。并以教材建设为龙头，基本完成了化工

专业必修课程的教案、讲义、课件、项目案例、教辅资料、

教学视频等教学资源建设［３ －４］。

２．４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

能力是实施卓越计划的重要途径。通过启发式、探究式、

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

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５］。大多数课程已采用多媒体

教学，改变了以口头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增强形象

性与生动性；《化工原理实验》教学充分利用良好的仪器

设备，增加了授课的师生互动性和思辨性。

近两年，学生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２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３ 项，校级 ３ 项；

校级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ＳＲＩＰ）２１ 项。学生在省级及以

上学科竞赛中获奖 １０ 项，其中国家级 ２ 项，省部级 ８ 项。

学生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１２ 篇，参与获得专利 ３ 项。

教师新增国家级项目 １６ 项，省级项目 ３０ 多项，企业

技术革新与改造项目 １６ 项，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

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保障。并初步实施了本科生导师制，

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科学研究项目或自主确定选题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个性化

服务。

新增与卓越计划和专业综合改革相关的省级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 ２ 项，发表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６ 篇。获湖南省

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 １ 项、三

等奖 １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１ 项。

２．５　改革实践教学环节，探索校企联合培养机制

改革实践教学环节，探索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是实施

卓越计划的关键。除了基础实验和专业实验等创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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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创新综合训练外，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科技创新

训练（学生自主项目和学生参与项目）和学科竞赛训练，

加大了创新训练力度［６］。除了实习和课程设计等工程基

础训练和工程综合训练外，学生必须参加化工企业项目

设计与研究、化工专业毕业设计等工程创新训练，鼓励和

支持参加企业技术革新与改造项目训练和设计竞赛训

练，提高了工程实践训练难度。

通过教育部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的教师队伍和条件设施建设、基地保障措施制定与落实、

开放运行管理的实行，构建了校外实践教育体系，实施了

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结合、工程实践与创新训练相结

合、工程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基本形

成了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通过湖南省普通高校化学与生物科学类专业大学生

创新训练中心的条件设施建设、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建立

健全运行机制，构建了创新训练体系，实施了科技创新与

工程创新相结合、教师科学研究与学生科技创新相结合、

学生科技活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训练模式，面向

全校学生、覆盖化学与生物科学等主要学科专业门类开

展创新训练活动。

通过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南省“十二五”

化学重点学科、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

设项目等的建设，基本建成了一个拥有优质条件设施和

教学资源的学生自主学习、训练和实践的环境与平台［７］。

２．６　改革教学管理模式，提高教学管理层次

改革教学管理模式，提高教学管理层次是实施卓越

计划的重要保障。通过更新教学管理理念，加强教学过

程管理，初步建立了支撑专业综合改革，有利于教师静心

教书、潜心育人，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辅相

成的管理制度和评价办法。

通过优化教学管理的决策机制、运行模式和考核机

制，建立健全了“校院系”三级教学管理模式。由“强化过

程管理”向“强化目标管理”转变，鼓励师生参与教学管

理，调动全员积极性，形成了教师、学生、管理者三方共同

参与的教学管理新局面［８］。

３　结　语
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立足点，其建设成果决定着高

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湖南科技大学“卓越计划”试

点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通过充分发挥学校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学科特色和服

务面向等，经过二年建设，明确了专业培养目标和建设重

点，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推进了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

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

改革，基本完成了自主设计的专业综合改革建设方案中

的建设任务，为化工专业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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