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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 [1]。如何做到全程育人？如

何做到在专业教学中育人？面对这样的问题，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及工艺学” 教学团队在课

程教学中，大胆尝试了专业知识的讲解与学生

思维方式的培养相结合，传授专业知识与培养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介绍专业进

展与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精神相结合，将教书育

人贯穿于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体现了教师在办

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上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是天津大学的

人才培养理念。应用化学（工）专业精细化工方

向的专业核心课程“精细有机合成化学及工艺

学”是国家精品课程，其教学团队是国家级教学

团队。“精细有机合成化学及工艺学”课程包括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及工艺学”“精细有机合成

实验”“精细化工工艺学”等相关课程。几年来，

教学团队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方

法、实验教学等方面入手不断探索教学改革和创

新，将育人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培养具有创

新能力人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教学理念

1．将教书育人贯穿于专业教学的全过程

在专业教学中同样肩负着培养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

实验课程、实践环节等都存在教书育人的问题。

团队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中不仅介绍最新科技成

果以拓宽学生的视野，而且结合化工产品的发

展过程形象地描述中国的快速发展历程，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如讲解精细化工产品“双酚 A”的合成、

应用、开发过程，使学生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

现状，了解精细化工产品从小试到工业化生产

化工类专业课程思政与教学改革探索 
——以“精细有机合成化学及工艺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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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及需要的知识，以及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艰

辛，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讲解医药

中间体“2- 氰基吡嗪”的开发生产过程，不仅

讲解合成路线、机理、工艺，讲解工业化生产

的关键要素、环境污染等对产品的制约等，同

时更深入讲解早期国外技术制约该产品工业化

的状况，垄断技术影响国内吡嗪酰胺类结核药

物需求的困境，以及团队教师通过科技创新，

突破技术难关，实现了“2- 氰基吡嗪”的工业

化生产，弥补了国内空白的状况 [2]，增强了学

生的爱国热情和职业责任感。正确认识远大抱

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

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落实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不懈奋斗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

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1]。

2．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就是从学生真正掌

握知识、提高能力入手的教学。课堂教学，注

重的不是教师把知识讲给学生，而是从学生的

角度出发，让学生真正掌握。教师不仅讲授知

识点，同时要启发学生掌握将知识融会贯通的

能力。团队教师在研讨教学方法时，比较了国

内外教学方法的差别，国外的教学更注重以学

生为中心，使学生真正掌握，持久记忆；国内

授课时教师讲授时间长，基本上满堂灌，学生

很难真正入脑并记住。针对这一问题，采用了

课堂上把所学的知识点连贯起来，把所用到的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的

知识与精细化学品的合成技术结合起来，如某

精细化学品的合成，从原料准备到合成路线选

择，再从设备选型到产品分离，请学生考虑用

到了哪些学过的知识，这样学生不断开动脑筋，

思考问题，课上预留出可以供学生提问题的时

间，进行交流。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明

显提升了学生的积极性，课后主动参与教师的

科研课题的学生越来越多。很多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提前进入教师的课题组，从事科研工作，

提前进实验室，学到了很多实用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

二、教学内容

1．将传授基础知识同介绍新技术相结合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及工艺学”主要介绍

精细化工的概况，重点讲解精细有机合成的基

本理论及工艺学基础，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

的分类与主要反应历程，各单元反应的典型品

种的合成工艺及基本精细有机物的合成方法等。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精细化工在化工领域的

地位和作用，以及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有

关基础知识，精细化学品合成的过程及工艺条

件，针对化合物的结构设计合成路线，为后续

课程的学习和新产品研制和开发打下基础。我

们在以往教学内容注重知识点的基础上，增加

了新技术内容，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光电

技术、催化剂新技术、超分子自组装、组合化

学等，使学生了解最新科学技术前沿。讲解精

细化学品与身边的化学的关系，如光电功能材

料中涉及的众多精细化学品。讲解国内石油化

工技术与美国、日本石油化工的差别，尤其是

高端精细化学品的需求趋势，使学生了解国内

外技术亮点。美、日跨国公司高度重视技术创新，

依靠长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在化工新材

料、专用化学品和工艺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超前技术成果 [3]。作为精细化工专业的本

科学生就要有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学好专业

知识，学好专业本领和技能，志存高远，将来

为我们国家在专用化学品领域，例如农药新产

品、染料、涂料新技术、催化剂新技术等方面

取得市场竞争的新优势做出贡献。

2．讲解工艺内容同加强新理论相结合

“精细化工工艺学”的授课对象是天津大学

与南开大学合办专业“分子科学与工程”的本

科生。多年的工科院校的教学经历使我们深深

体会到我校以往的本科专业课教学过分重视生

产实践和经验总结，忽视了基本理论的深入解

读。重点放在典型工艺的举例，反应影响因素的

归纳总结，相关设备的简介以及精细化学品的

特点，没有结合反应的机理来说明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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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没有根据精细化学品的内涵来解读其特

点，导致学生觉得课程学习枯燥乏味，抑制了

其学习积极性，难以达到所培养的学生知其然

而知其所以然的目标。另外，对于特定复杂精

细化学品的合成往往是根据文献报道和经验来

艺术性设计，研究其合成路线，而早在 1990 年

哈佛大学的 E.J.Corey 就因其在有机化合物逆合

成分析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4]， 
将合成化学从一门艺术变成一门科学。基于此，

授课教师在教书实践中有意识地精简传统的教

学内容，增加逆合成分析和反应机理的教学内

容，深入浅出，理工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强化师生互动

加强课堂提问、讨论等师生互动环节，可

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精细有机合成

课程有关机理的内容很多与有机化学衔接，我

们经常在课堂上以提问的方式讲解有关内容，

从化合物的命名到合成路线、从合成原理到路

线选择、从设备选型到工艺优化、从分离方法

到结构鉴定、从原料来源到三废治理，请学生

参与讨论式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某一

化合物的合成路线有多条途径，请学生说出理

论上可能的路线、实际工业化生产的难易、成

本的高低、三废的治理等，学生能非常活跃地

参与讨论，每个人都在开动脑筋，利用所学知识，

快速给出反馈，提出个人的见解，教师再讲解

各路线、各工艺，比较其优缺点。这样学生对

同一种化合物可以用不同路线合成以及各路线

的难易理解得更为透彻，记忆深刻。该方法得

到了学生的欢迎，课堂上学生聚精会神考虑问

题，避免出现精力不集中的现象，教学效果明显。 

2．讲解新技术知识强化学生深度参与

对于传统反应工艺，比如各个单元反应的

最新发展进行追踪。鼓励学生检索最新的生产

工艺，尤其是绿色工艺、微反应过程研究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新技术的介绍，如

光催化技术、生物催化技术、均相催化技术、

电合成技术、超分子化学、组装化学、酶化学

等，采用提出问题，由学生自由选题，对感兴

趣的课题自愿组成小组，查找文献、综述分析、

归纳总结、撰写报告。学生积极性很高，分工

合作从相关数据库、图书馆查资料，汇总整理，

从概念、原理、发展概述、合成方法、应用，

到发展趋势、参考文献等，每个人写出各自课

题报告，每个组在一起充分讨论、汇总，形成

小组的课题报告。每个组选 1~2 名学生用 5~10
分钟，在全班做口头报告，学生们的 PPT 做得

非常认真，大家讨论很踊跃，最后教师点评，

效果非常好。一是通过查文献，写报告，锻炼

了学生查阅文献、综述文献的能力；二是通过

小组讨论，写小组报告，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

三是通过写报告、口头报告，锻炼了学生文章

撰写、PPT 制作及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报告讨

论的课题，学生记忆非常深刻，效果很好，提

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注重加强综合能力培养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

环节，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教学手段

之一。与其配套的专业实验课程是精品课程密

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是在培养计划中独立设置

的实验课程。近几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实验

教学改革和创新，使学生能在有限的实验教学

时间内，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巩固课堂教

学所学的理论知识，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扎

实的基础，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

以往的实验都是孤立的一个个的单元反应实验，

实验内容会显得枯燥，通过改革，我们把一些

单元反应串联起来，进行衔接，从初始原料经

过一系列的单元反应，最终制备出目标精细化

学品，并通过一些检验手段，对产物的性质和

性能进行表征和测试。实验结束后，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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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如何进行不同因素的条件实验，如

何优化反应工艺条件，使学生更深入地掌握和

消化课堂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和工艺优化过程，

显著提高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综合能力。

2．综合实验注重创新能力培养

在“天津大学本科实验教学改革与研究建

设项目”的支持下，通过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

通过精细化工设计性实验开放式教学的培训，

贯穿“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摸索出一种“在

实践中学习”的培养模式，使学生的理论与实

践结合能力得以提高。如某一精细化学品的制

备，从前期的资料准备开始，给学生一个实验

题目，进行分组讨论，然后需要学生们查阅相

关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了解该实验题目的一些

基本发展现状和研究路线，自行设计合理的制

备条件和制备方案，由指导教师审阅后，进入

实验室，实施实验内容。实验结束后，每个小

组要分析讨论实验方案的不足之处，有何创新，

下次如何改进。通过实验教学的改革与研究，

实现了学生从被动做实验到主动做实验的转变，

提高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提高了用理论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合理统筹安排

实施科研计划的能力，开拓了思路，明显提高

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学团队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与方法、实验教学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

的探索和实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后需要

继续加大改革的力度，把新工科的理念贯穿在专

业教学过程中 [5]，要坚持并全面落实以学生为中

心的理念；进一步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

革；尤其是要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如设置课程公共微信平台等，鼓励学生检

索最新的生产工艺，尤其是绿色工艺、微反应过

程研究等，通过及时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要强化课堂教学与工厂实践相结合，结合课堂中

对各个单元反应及反应的影响因素的讨论，提高

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国家培养多元

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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