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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轻化工程专业认证为契机,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以学生为中心和学生学习结果为导向,综合提高学

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结合印染厂实际生产通过增加综合、设计性实验比例,改革实验内容,完善考核制度,引入虚

拟仿真实验平台,逐步提高学生分析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工厂输送真正具有专业技术和工程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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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华盛顿协议》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最具权威性、
国际化程度最高、体系较为完整的工程教育专业互认

协议。我国自2006年起参照《华盛顿协议》成员国的

做法,开展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并于2013
年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预备成员,2016年6月成为

第18个正式成员;这一结果意味着通过认证专业的毕

业生其学位将得到国际互认,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从高

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的理念是基于学习 结 果 的 教 学,即 OBE
(Outcomes-BasedEducation)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与其

学习结果为中心来组织、实施和评价教育的一种教育

理念,其核心体现在课程的学生预期学习结果上。
轻化工程是极具专业特色且实践性强的工科专

业,课程体系中的纺织品前处理与后整理实验是专业

核心中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它除了是联系染整工艺

原理这一理论课程的重要桥梁外,同时也是提高学生

分析、解决染整工程问题的能力之重要实训环节。因

此在专业认证背景下,建设符合专业认证标准的纺织

品前处理与后整理实验课程就成为了一个新课题。

1 传统模式下的实验教学现状

纺织品前处理与后整理实验的原有教学模式其实

验项目单一且固定,实验内容多局限于对应的理论课

程,知识面窄,缺乏前沿性;实验条件的限制与印染设

备的制约,导致部分实验项目如产品疵点的诊断实验、
前处理冷轧堆实验等无法开出;课程的教学模式采用

教师讲,学生被动学的方式,导致学生实验的积极性不

高;而指导实验的部分老师缺乏工程背景,实验内容难

以延伸至实际生产中,导致实验效果不理想。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与传统教学模式大相径

庭,其主旨不是教师交给学生什么,而是学生在实验过

程学到了什么,在此期间学生的哪些能力和素质得以

提升。这样一种教学理念的转变急需借助新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模式来进行弥补和改善。

2 合理设置实验教学内容

纺织品前处理与后整理实验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

对染整工艺的制定、工艺参数的优化、常用的性能测

试,进行掌握并应用在解决复杂的染整工程问题中。
本着“教学工厂化”的理念,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

标准,以工厂实际生产为依据,整合压缩原有验证性实

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目的是希望学生从

“跟着老师和实验教程走”的模式中跳出来,结合所学

知识自行设计实验方案;通过采用文献检索等现代科

技手段,激励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探索

书本外更深层次的理论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解决染整加工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更高水平的

“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内容优化前后的对比如表1所示,其合理化

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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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教学内容改革前后对比

序 号
优化后的实验教学内容 原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1 常见纤维的鉴别 验证 常见纤维的鉴别 验证

2 棉织物的退浆和精练 验证 棉织物的退浆 验证

3 棉织物的双氧水漂白和次氯酸钠漂白 验证 棉织物的精练 验证

4 天然有色动物纤维的漂白 设计 棉织物的漂白 验证

5 棉织物退煮漂一浴法工艺 综合 棉织物退煮漂一浴法工艺 综合

6 棉织物的丝光 验证 棉织物的丝光 验证

7 涤纶和涤/棉混纺织物的热定形 验证 涤纶的热定型 验证

8 涤纶的碱减量工艺 设计 棉织物的荧光增白整理 验证

9 棉织物抗皱防缩整理 验证 棉织物防皱整理 验证

10 柔软整理 验证 棉织物柔软整理 验证

11 三防整理 综合 拒水整理 验证

12 多功能整理 设计 阻燃整理 验证

  (1)压缩原有实验项目,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

增设分出学分;但此处的压缩并非盲目进行,而是遵循

可比性的原则,即将具有可比性的实验项目合并。例

如将棉织物的退浆和精练合二为一,退浆与精练虽然

目的不同,但在助剂的选择上有共通性,通过对比实

验,让学生自行去捕捉两中前处理加工的异同点,有助

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能力。棉织物漂白增

设两种漂白助剂进行对比的目的亦是如此。
(2)增设设计性、验证性实验内容,加大学生完成

实验的难度;但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借助恰当的资

源、技术和工具,从查阅文献开始,经历实验方案的设

计、实验步骤的制定、实验结果的分析等。学生们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势必会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

得以提升;同时会激发学生的实验热情,在自己设计的

实验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3)验证性实验后利用综合性实验或设计性实验

来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和拓展。这种递进的实

验教学模式采用案例法、讨论法等多种形式来完成教

学,使实验课的类型更丰富,更能激发学生兴趣,调动

实验的积极性。由易入难的实验性质跨度也给学生足

够的时间熟悉、回顾理论知识并加以应用,为将来的实

际生产中广泛而灵活地进行知识的迁移打下基础。同

时这样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积累实践经验、
夯实理论知识的必要过程。

3 引入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除去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项目外,因受到实验室

条件限制和印染设备制约,仍有一部分实验内容无法

开展,例如产品疵点的诊断实验、前处理冷轧堆实验、

棉织物的预缩等。对此借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中

虚拟设备的展示和分解,可恰如其分地弥补该部分内

容的缺失。同时印染企业中设备连续化运转,形成完

整的生产链,但学校的实验平台不能将这种连续化生

产的特点呈现出来;为弥补实验教学中的这一短板,也
可借助三维虚拟仿真系统与VR技术将完整的印染厂

生产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还原多种纺织品的生产

链。从而让学生身临其境,完成一些在实验室无法操

作或难以完成的实验教学内容,将所学知识尽可能地

与工厂实际生产接轨。
虚拟实验教学课程中给学生呈现的印染厂全貌及

连续化生产设备的操作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软件操作界面

4 改革实验课程考核方式

该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试,但实验课程设置考

试较理论课程更显复杂,无法将所有考核重点都集合

于卷面,故而兼顾理论与实际操作的考核方式更显得

当。考核方式的改革将重点放在评价学生能力是否提

升、学生借助实验掌握了哪些知识点上;将考核指标分

为实验操作、实验报告与讨论、考试成绩三部分,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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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总评成绩中所占比例为35%、30%、35%。

4.1 实验规范操作考核

实验操作考核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学生的实验操

作,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改革考核方式之前实验

课的分数主要来源于实验报告,忽略了学生的实际操

作,发现这种模式下很多学生对最基础化玻仪器的使

用都显生疏,导致对定量实验的重要性认识不强。实

验规范操作的考核目的是要求学生注意实验细节,了
解化学药品、助剂的用量对实验结果的重要影响,放弃

实验课可以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同时规范实验操作

也可培养和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后续的综合实验、
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奠定良好的基础。

4.2 实验报告与讨论

实验项目进行前要求学生预习实验内容,在实验

报告中写下实验目的、原理及方法;实验项目进行中要

求记录实验步骤、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实验项目结束

后要求学生开展5-10min的组内讨论,对课上产生

的实验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同时对实验结果进行归

纳总结;对有实验样品的必须在报告中进行贴样并分

析。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还要求学生先进行组内讨

论,并在实验结束后将设计思路与实验报告一同上交。
这些对实验过程、实验报告的要求可以避免学生之间

对实验结果的抄袭,保证良好的实验风气。

4.3 组织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实验安全、实验过程中易混淆的实

验操作、实验对应的实验设备或仪器的规范操作、实验

原理、拓展类的实验内容设计、三废的处理等。考试旨

在帮助学生发现实验过程中自己仍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为后续的实践课程打好基础,也对将来进行打小

样、试化验等工作奠定基础。

5 结语

目前学校正在积极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了

更有效地支持专业认证工作,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对纺织品前处理与后整理实验课程进行改革势在必

行。实验课程开设在大三阶段,这正是学生接受创新

实验的初始阶段,若在此阶段为学生营造更完善、更合

理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模式,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都会大幅提升,学生

们将终生受益。所以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下,
对现有实验内容的合理改进,增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项目,引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完善考核制度是为

实现更高水平的“教、学、做”一体化贡献力量,也是在

为企业培养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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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ofTeachingReformofDyeingandFinishingExperimentCourse
basedontheEngineeringEducationProfessional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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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engineeringeducation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aimingattheshortcomingsoftraditionalteachingmode,

takingstudentsasthecenterandstudents'learningresultsastheorientation,innovativespiritandpracticalabilityofstudentswere

improved.Combiningwiththeactualproductionofprintinganddyeingplants,students'abilitiesofanalysingandsolvingcomplex

problemscouldbegraduallyimprovedbyincreasingtheproportionofcomprehensiveanddesignedexperiments,reformingexperimen-

talcontent,perfectingtheassessmentsystemandintroducingvirtualsimulationexperimentplatform,soastoconveytalentswithreal

professionaltechnologyandengineeringabilityforthe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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