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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教学改革·

利用专业期刊资源开展轻化工程
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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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专业期刊资源在开展轻化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作用。以轻化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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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原理与工程》 课程为例，首先分析了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讲授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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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利用专业期刊资源开展教学改革，总结分析了实施方法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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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主要包括：文献案例的引入对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辅助作用，

材料。

以及对考核方式的丰富与完善。专业期刊资源的引入，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提高思维水平，而且还能将课程内容与行业前沿、研究热点相联系，拓展学生视野，有效地提高了
教学效果和学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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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periodical resources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teaching reform was discussed.

Taking the course of Papermaking Principle and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were analyzed. Then，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effects we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reform，which includ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cas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the auxiliary effect
on online and offline of blending learning，and the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s. The results verifi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periodical resources was not only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mproving their level of thinking analysis，but also could buil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industry/academic focus. These
were beneficial to expand students' horizons，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quality of stud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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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工科专业，要求学生

陕西科技大学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以轻工为特

能够将课程所学理论知识很好地应用到科学研究或生

色的多学科性大学，每年招收轻工类专业学生近 400

产实践中。然而，目前轻化工程专业课程多以讲授教

人，为我国造纸、印刷、皮革、包装等行业输送了大

材理论知识为主，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且学生在

量专业人才。在新形势下，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

学习过程中师生互动程度低，学习热情不高，学生难

高，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如何在

以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因而无法将理论知识运用到
生产实践或科学研究中。随着国家“双万计划”的推
进，对本科教学提出了打造“金课”、淘汰“水课”
的要求。这不仅为轻化工程专业课教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也给学生学习带来了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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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专业课课堂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是每位

革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设计互动性，丰富教学评价

教师思考的主要问题。

形式。通过此项措施，有效加强了师生互动，提升了

本文以轻化工程 （浆纸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 《造
纸原理与工程》 为例，从传统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出
发，对利用专业期刊资源开展教学内容改革，提升学

教学效果。
2

生知识迁移能力和课堂教学效果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
讨论与总结。
1

传统专业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造 纸 原 理 与 工 程》 是 轻 化 工 程 专 业 的 核 心 课

程。采用传统授课方式时，课堂活跃度以及学生对知

识的应用转化能力普遍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以下 3

教学内容改革的具体做法及取得的效果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

学论坛”上提出了“金课”的标准，课程应当具备
“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2]。这一标
准要求课程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方法具有
互动性，学习内容具有探究性，学习结果具有个
性化。
国内本领域的专业期刊，如 《中国造纸》《中华

方面。

纸业》 所发表的论文中，其内容既涉及与课程教学内

1. 1

容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有与生产实践相关的具体

授课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
该课程理论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对授课教师有

问题和解决办法。这些内容既可作为高校教师提升实

较高要求，即不仅要有扎实的相关基础理论，还要有

践经验的宝贵学习资源，也可以作为课堂案例讨论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新进教师常常具有较扎实的理论知

知识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这些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不

识，但实践经验不足，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局限于教材

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学生将所学

内容本身，造成理论与实际生产联系不够紧密，进而

理论知识运用到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提高学习

导致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或科学研究相互

效果。

关联，因而对知识的认知层次较低。

2. 1

1. 2

传统教学方式互动不足

将学术期刊内容作为研讨案例，提高学生分析
应用能力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以“教”为中心。教师往往

为保证学生能够将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应用到生产

更关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讲授，而对师生互动投入的

实践与科学研究中，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从专业学术期

精力不足，同时缺少相关教学设计。知识讲授过程

刊中筛选部分内容作为课堂研讨案例与考试内容。这

中，仅采用黑板、PPT 等作为教学媒介，如果教师在

些案例有的来自行业前沿技术，有的来自生产企业的

讲授语言风格、板书、PPT 设计等方面技法平平，则

实践应用。

更难以吸引学生关注。在此情况下，学生专注时间
短，课堂学习效率较低，甚至会影响专业核心课程后
的生产实习环节，使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1. 3

考核方式与内容较为单一
《造纸原理与工程》 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在知识

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课程成绩通常由平时成绩和

如在学习打浆对纸张性能影响时，在完成打浆曲

线的学习之后，笔者选用 《中国造纸》 2018 年第 1 期

的论文 《原纤化过程对纸基空气滤材结构和性能的影
响》 为素材[3]，让学生分析论文中的图表数据，进而

分析打浆对纤维形态和材料性能的影响 （见图 1）。
此过程可设计为师生互动环节，增强课堂活跃度，检

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评价手段较为单

测学生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

一，主要由平时作业和学生到课情况组成。而平时作

学生将了解本领域科研进展，将学生的思维由“打浆

业难度较低，学生容易从教材中找到答案；另一方

就是为了造纸”拓展到“通过打浆实现功能材料的开

面，期末考试成绩占比较高，达到 60%~70%，且试

发”，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题考察的知识点大多可以从教材直接或经过归纳总结

此外，纳入本领域专业期刊最新发表的论文，可

获得。采用这样的考核方式，可能会让学生形成“平

弥补教材内容的相对滞后。例如，为了加深对打浆机

时学习不重要，考前突击背重点”的思想，滋生不良

理的认知，引导学生学习超声波打浆[4]，不仅加深了

学风[1]，降低了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重视程度。

学生对打浆机理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学生的视野。

为了改善上述 3 方面问题，课程教学团队教师充

分利用 《中国造纸》《中华纸业》《Tappi Journal》 等

行业期刊，以其中生产实践、科学研究论文为素材，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6 期

教学反馈结果表明，利用专业期刊资源开展案例
研讨和检测学习效果，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本领域最
新的技术进展，保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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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1

将《中国造纸》中的科技论文作为案例考察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Comprehensive skill testing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paper from China Pulp & Paper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专业的认同感，还有利于提升

采用了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学生可实现在

学生对知识点的认知层次，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数

线签到、弹幕、在线投稿、实时答题、作业批改、在

据分析与归纳总结的能力，实现了教学的高阶性，为

线考试、数据统计等多种功能，教师通过电脑或者投

学生今后从事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
2. 2

影就可实现与学生的有效互动。特别是在 2020 年春

夏学期，笔者在线上授课过程中，将专业期刊研究内

学术期刊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素材，为

容作为互动素材，设计互动环节，充分利用弹幕互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护航

动、问答，学生反馈积极、良好，每节课学生弹幕可

为加强通识教育和基础课程学习，轻化工程专业

于 2016 年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压缩了专业课课

达数百条 （见图 2）。

时，《造纸原理与工程》 课程课时由原 64 学时压缩至

56 学时。针对学时压缩的情况，教学团队在保证教
学效果的前提下，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合理调整，力求
实现“教学内容做减法，学习效果做加法” [5]。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而专业
文献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素材，为顺利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护航。
例如，过去讲授不同浆料的打浆特性这一节内容

时，通常需要 2~3 学时，而课时压缩后，不再课堂上

讲授相关内容，而是引导学生：每人选择 1 种浆料，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从纤维形态和化学组分等方
面总结浆料的打浆特性，并自己制作 PPT 和视频进行

图2

汇报。由于本科生从未有查阅专业文献、归纳文献、

Fig. 2

总结汇报的经历，因此接到任务后，明显感觉压力增
加。此时，教师引导学生利用专业期刊资源开展自主
学习，提高学生文献检索和归纳总结的能力，不仅体
现了学习结果的个性化和探究性，而且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参与度，提升了教学效果。
除上述自主学习内容，笔者对课堂教学的改革也
非常重视。为了及时反馈学生课堂学习情况，本课程
·104 ·

2. 3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记录截屏
Screen capture of blending learning recording

专业文献丰富考核内容与方式，使考核更能反
映学生综合能力
《造 纸 原 理 与 工 程》 传 统 考 核 方 式 为 “ 平 时 成

绩+期末考试”，而期末考试题型较为单一，主要有
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等传统题型，
考察处于“记忆、理解”等初级认知层次。因此，学
China Pulp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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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能会过分看重期末考试，依赖背诵记忆，形成
“考前突击背重点”的思想，既不利于考察学生真实
学习效果，也不利于教师教学。
为了扭转这一现状，本课程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加

3

结

栏

语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开展教学过程中，利
用期刊资源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虽然教师工作量与

强平时考核，通过随堂测试、弹幕投稿、自主学习、

学生的学习压力比传统授课方式大幅增加，但学生整

章节测试等方面形成学生的平时成绩 （见图 3），其

体非常认同教师对教学内容与方式的调整，学习兴趣
与专业自信也有所提高。因此，利用专业期刊资源对

40%~50%。

专业课程教学开展改革，不仅符合“两性一度”的课

占比可高达 50%~60%，而期末考试成绩占比降低至

程建设要求，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结合轻化工程 （浆纸方向） 的教学实际，以行业
专业期刊文献作为教学和试题资源开展教学内容改
革，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践的能
力，提高思维分析水平，而且还能将课程内容与行业
前沿热点相联系，拓展学生视野，是提高教学效果和
学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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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春夏学期教学所采用各种考核方式及其占比

Fig. 3

Assessment of students’performance and
score distribution in 2020

同时，无论课堂教学、章节测试还是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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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国造纸院 2021 年度工信部绿色制造名单推荐评价工作正式启动
2021 年 5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公共服务平台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将继续按照通知严格贯彻

按照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

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 （包括纸巾纸、卫生纸、擦手纸、厨房

开展 2021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相关部门

通知》（工信厅节函 〔2016〕 586 号） 明确的推荐程序，参照

落实相关要求，积极为造纸相关企业绿色制造体系创建，绿
纸巾等生活用纸；白纸板、箱纸板、瓦楞原纸等包装纸及纸

前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要求，组织本地区企业 （含央

板）、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申报提供技术服务。欢迎广大企

企，下同）、园区等开展申报工作，遴选确定本地区绿色工

业积极参加绿色制造申报工作。

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推
荐名单，并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工信部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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