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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无机化学实验课程体系的改革，在实验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与线下教

学相结合，采用PBL与TBL等多种教学方式，促进课程思政的顺利开展，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

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统一、多元评价与标准评价相协调等多项评价机制，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实验技
能与思政素养。教师的思政意识与能力也通过团队建设以及与专业教师合作等途径得以提升，为课程思政持
续且有效地开展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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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ANG Chuanlin, XIONG Qing, SU Yan
(College of Chemistr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form of inorganic chemical experiment course syste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By combining online with offlin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adopting

flexibl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PBL and TBL,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promoted. The various evalu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the process evaluation with final evaluation, teachers *
evaluation with students5 evaluation, multiple evaluation with standard evaluation, etc., are adopte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students'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Teachers7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ability are also improved through the team buil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which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urse system; teaching method; evaluation method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新工科提出了 “面向未

观及自主学习、终身学习能力。因此，在实验课程中

来、谋划未来、引领未来，持续深化创新型、综合化、

引入思政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全周期、开放式的工程人才培养”的新理念〔2],也为

同效应，将立德树人融入知识传授中，是现阶段实验课

目前的实验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新的人才培养

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念，实验课程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培养学生的价值

我校无机化学实验课程在新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

开设，是高中学习与大学学习的过渡阶段，发挥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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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启后的作用，对于培养学生形成基础实践能力、辩

证思维能力、安全操作意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起着重
要的作用。目前，该课程具有相对严密的知识体系，
如果只是单纯地将思政教育添加到课程中，不仅会破

坏课程原有的系统性和层次性，还有可能出现将实践
操作课程变为化学实验史课程的情况 。所以，只有经

过从实验教学体系、教学方式、考核评价、教师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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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全面改进.才能将实验课程的课堂

科学技术.如绿色化学、新能源、燃料电池、海水淡

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地进行融合 ，形成课程、思政一

化、废水处理等，激发学生崇尚科学、不断探索。此

体化的新教育模式，进而实现“思政寓课程，课程融

外，探究设计性实验的方案具有可行即可用的不确定

思政”的新理念。

性，学生在设计修正方案的过程中 ，能够建立起辩证

1实验体系的改进

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只有形成了正确的观点.才能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用正确的物质观面对问题、处

目前，我校无机实验体系包括 5个部分：课程绪
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探究设计性实验 、创
新创业项目实践，形成了产教融合的实验实训平台，

理问题，做到明辨是非与真伪。此外，在实验操作中

为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提供了保障回。

研工作或工作岗位的团队合作奠定基础。

如何挖掘并明确该课程各部分的德育内涵和元素 ，梳

1.5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采用分组合作的形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
神，使学生学会如何与他人共处与合作，为将来的科

理各项思政元素并融入无机实验教学 ，实现思政内容、

德育元素与课程体系的有效统一，是新型实验课程体
系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1.1课程绪论
在实验课程绪论部分，通过增设国内外各领域杰
出化学专家及学者的学习与成长介绍 ，引导学生坚定
学好化学、用好化学的信念.建立正确的专业思想 ，
树立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理想 。同时，在课程绪论中

适当向学生介绍我国化学科学技术从古至今对中国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及对世界科技文化产生的深刻影
响，进而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1.2

基础性实验
在基础性实验部分，根据实验的类型，采用案例

教学法引入思政元素。如在“硝酸钾的制备” “七水硫
酸镁的制备”等流程固定的经典制备类实验中，结合

产品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的用途，将此类制备实验在

工业化生产中流程优化的过程引入实验教学，让学生
领会并学习工业生产中科研人员在优化生产过程中锲

创新创业项目实践作为实验课外的一个拓展环

节，与各项专业技能竞赛一起对实验体系进行了补充
与完善。思政教育也应当与课同行 、与学同存，因此

在创新创业及各项竞赛项目中，应积极指导学生坚持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公平公

正的比赛原则。
2教学方式的探究
2.1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新型实验课程体系与思政元素的融合为课堂教学

与实践时长提出了考验。在原有课堂学时不变的情况

下，隐形思政内容的增加，无疑会影响学生实验操作
的有效时间。鉴于此，我们充分利用Web技术，采用
混合式教学方式⑺ ，即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以

学生为主体，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自主创造

性；同时采用线上教学资源与现代化信息技术辅助教
学相结合，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根据改进后的课程体系，合理安排线上及线下内

而不舍、不断钻研的科学探究精神。另外，在“凝固
点降低测定尿素相对分子质量 ”“化学反应速率及活化

能的测定”等测定类实验中.结合测定方法在基础科
学研究中的应用，使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

容，把部分实验的背景知识与衍生内容结合思政元素

通过微课、慕课、微信公众号或学习APP等形式安排
在线上学堂&刃，并提供课堂学习资料、课外延伸资料

学态度。

以及师生交流平台，实现实验教学课前预习及实验教

1.3综合性实验

学课后总结与再学习的有效结合，调动学生作为学习

综合性实验一般包含从物质合成、纯度测定、性

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自发思考，使学

质检测等，涉及无机化学实验和分析化学实验 。这类

生在探究与互动讨论中实现真学、真想、真领会，做

实验整合了基础实验中的物质制备方法及性质测定方

到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

法，能够全面地巩固并检测学生在基础实验项目中学

中。线下教学在形成清晰 、完整的实验思路的基础上 ，

习掌握的基本操作与技能 。在综合性实验中引入环境

重点训练学生的实践操作。线上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

保护理念，将纯度测定及性质检测合格的产品由助教

模式结构如图1所示。

统一收集，用作其他相关实验项目的起始原料，不仅

2.2

PBL与TBL相结合

减少了实验产品的排放，也从源头上节省了化学品的

在线上教学中.引入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使用。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通过实验操作，能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

够帮助学生树立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

1.4探究设计性实验
在这类实验教学中引入与当前社会热点相关联的

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PBL教学法鼓励学生
进行跨学科交叉学习 ，也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与思政
知识的融合式教学此外，作为实验课程动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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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与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

实验前实验中实验看
•

…

…

1

平台学习资源推送

:

制定项目活动与任务

教师

实验及思政专题讨论

!
•

--

■

------------- ---------------------------------------------------------------------- ■------------------------------------------------------------------

统一标准，评价报告

思政内容贯穿讲解

汇总报告中的问题

拓展学习资源推送

制定课后拓展任务

技能、思政衍生
仕芳制疋

指导、协助学生实践

记录、指正学生操作

网络平台自主学习

学生

<
J

独立完成实验报告

参与组内及组间讨论

完成课后学习资料

形成小组项目成果

达到课后任务要求

!

观察实验，记录现象

参与专题讨论

!

组内合作，完成实验

•

:

评价成果，优化改进

;
'

线上部分

反思课堂，不断改进

实验点评，问题总结

独立操作，掌握技能

完成项目活动及任务

完成实验预习报告

]

重点部分单独讲解

:

!

小组成果展示

1
:

线下部分

线上部分

图1线上与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结构图

的巫要环节—
—线下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在探究设计

3考核方式的配合

性实验及创新创业项訂中的参与度与创造力.采用以

学生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实施学生团队主导与教师

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法（⑴该教学方法体现 「以学生为中
心和以教师为引导的教学理念，学生可以通过口学及

小组讨论的方式展开学习;教师除了在实验各个环节
对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实验技能进行指导外，还应将团

队协作、方案优化、数据分析等各项能力培养与科研
精神作为思政教育点贯穿于实验教学始终，培养出符

合新时代、新工科要求的人才。
2.3根据实际情况，多种教学方式灵活使用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根据具体实验项目的内容及

性质，融合贯通多种教学方式，如讨论式、启发式、
探究式、案例式、翻转课堂教学等，并结合智慧树、
雨课堂、清华在线平台等［12-131,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

主学习空间，也为教师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更广泛
的途径。
另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些受限于场地、器

材、环境等的实验项H,只能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或视
频教学与数据共享的方式完成，其中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帮助构建了开放式网络化虚拟实验室及虚拟实验实

践平台，在不具备虚拟仿真操作的情况下.则可采用

通过无机实验课程改革，思政元素成功地融入了

课程的相关部分.结合各种教学方式的实施，将思政
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同时，对课程思政
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促进课程的持续发展与改进

3.1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
随着实验体系的持续更新与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
传统的基于实验结果与实验报告的终结性评价方式已
经不合时宜。推进“实验前期线上学习一实验过程学
习一实验后期总结一总结后再学习 ”的形成性评价，

并结合各环节考核.才能更加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实验
技能水平及思政觉悟的高低，
3.2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统一

在实验课程的学习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来
口于学生的线上阶段性学习成果 、实践操作、实验数

据与实验报告等。其中，实践操作部分由于课堂时间
的限制.教师不可能同时关注到班级的每一个学生的

每一步操作，而只能通过观察部分操作，凭经验作出

整体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为此，将学生自评及小组学生之间的互评结果纳入考
核总分数.让学生在实验中不断反思 、不断进步。通

视频教学与数据共享的模式完成实践教学要求无论

过对自己的评价，学生明确n身的不足与改进的方向，
弥补了教师对学生在实验操作中可能存在的非全面性

是何种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都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

评价的缺陷：

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 ，才能右效完成课程与思政的教

此外，教师在对学生各个环节的评价中除了对学

学任务，达到课程实施的目标 ，实现从“教学”到“教

生专业知识与实验技能的考核外，还需要增设思政内

育”的转变。

容的考核

同时，学生自评将涉及实验态度、钻研精

房川琳，等：融合思政元素的无机化学实验课程建设

神等内容，学生互评则涉及组员团队协作 、待人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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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通过多视角的考核不仅能够对学生知识及技

行考核，基础类实验平时成绩考核见表lo而设计类
实验，由于需要学生或学生小组查阅资料、完成设计

能的掌握给予更公正的评价.还能够将客观的评价融

并修正设计方案等，所以还需要对学生或学生小组的

合在各实验环节的思政素养。

实践前期准备工作进行评价，设计类实验平时成绩考

3.3多元评价与标准评价相协调
实验课程的过程评价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同实

核见表20此外，结合课程思政的改革，在实验教学
的各个环节对学生的思政能力进行指标细化.实验课

验项目的考查重点不同，使得评价元素各不相同。但

程思政能力考核见表3。学生每个实验项目的最终成

基本考核指标的权重需要相对统一，这样才能做到整

绩均由实验成绩（即表1或表2中的成绩，占最终成

体层面上的公平与公正。如基础类实验，由于方案固

绩的80% ）与思政能力成绩（即表3中的成绩，占最

定，所以只需要对学生按照方案操作与结果分析等进

终成绩的20%）两个部分按一定比例组成。

表1基础类实验成绩考核表
实验中线下学习（35分）

实验前线上学习（20分）
姓名

实验后线下学习（25分）

实验后线上学习（20分）

学号课前资料学习预习报告操作技能现象数据记录小组合作能力实验报告小组讨论小组成果展示课后资料学习

（10 分）

（20 分）

（10 分）

（5 分）

（20 分）

（10 分）

（ 5 分）

（10 分）

（10 分）

表2设计类实验成绩考核表
实验前线上学习（25分）
姓名

学号

实验后线下学习（20分）~~实验后线上学习（15分）

实验中线下学习（40分）

课前资料

方案

操作

学习

设计

技能

（10 分）

（15 分）

现象数据 小组合作 方案完成

（20 分）（5 分）

课后资料

实验

小组

小组成果

能力

情况

报告

讨论

展示

学习

（5分）

（10 分）

（15 分）

（5分）

（5分）

（10 分）

记录

表3实验课程思政能力考核表
实验前线上学习（20分）

姓名

学号

实验中线下学习（35分）

自学能力

学习态度

实验态度

实验习惯

（10 分）

（10 分）

（10 分）

（15 分）

实验后线下学习（25分）

团队协作

分析问题

能力

总结能力

（10 分）

（10 分）

创新能力
（10 分）

实验后线上学习（20分）

待人处事

成果分享

拓展学习

能力

表达能力

钻研精神

（5分）

（10 分）

（10 分）

总之，在采用课堂提问、学生讲课、操作考试、

务。教师需要关注专业领域、社会发展与时事热点等

理论笔试、实验报告、论文汇报等各种考核方式中，
只有在考核的各个环节，适应实验内容与思政内容的

多方面的信息。通过书籍或网络APP的学习，扩展自
己的知识面，并将所学的新的思政理念结合新闻热点

改革，科学、合理地量化各项评价指标，才能全面、

实例融入专业教学，通过专业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

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及爱国主义情怀。

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另外，还可以对毕业生和用人

单位进行问卷调查等，对实验课程思政培养本科生知

4.2专业教师团队建设
团队合作是当今各个领域工作人员必备的素质，

识、能力和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形成反馈，促进实验教

也是一项工作成功的关键之一 。学生的实验项目需要

学的不断改进。

团队合作，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也可采用团队合作的

4教师思政意识与能力的提升

“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不仅能向学生传授专

方式，如一起商讨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及需要
解决的问题，开展以“立德树人、育人育才”为主题
的思政教研活动等 。还可以安排有经验的教师通过听

业技能，其思政觉悟对学生也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课评教等活动，对新教师进行“传、帮、带”等。在

教师只有意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才能形
成开展课程思政的内在驱动力，积极提升自身思政素

各项团队建设中，不仅有助于教师将自身的长项传授

养与思政教育能力，并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在专业课

中的学习，实现“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的协调

于同事，同时还能获得他人传授的经验 。通过在团队

教学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与统一，进而提高教师自身的思政素养。

4.1书籍与网络学习

4.3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的合作机制
专业教师的强项在于课程，思政教师的强项在于

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是一项长期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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