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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化学化工学院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在 70 年的办学过程中，学院形成了以化学专业为主体，应用化学、化学工

程与工艺和功能材料为支撑的专业布局。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掌握化学、化工和功能材料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受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初步训练，能在化学、应用化学、化学

工程与工艺和功能材料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

作的专门人才。 

（一）专业设置及培养目标 

1. 化学专业 

化学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掌握化学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受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初步训练，能在化学及其相

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接受科学

思维和科学实验的训练，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应用研究及科技管理的能力。 

毕业生适宜到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或者继续攻读研究

生，也适宜到企事业及相关单位从事应用开发研究、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 

2. 应用化学专业 

本专业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德、智、体全面发

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法制观念、科学文化、创新意识、求实精神，较强的

动手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掌握现代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知识面宽广，受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初步训练的专门人才。 

毕业生适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到科研部门和学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到

轻工、化工、石化、能源、环保、医药、食品保健、化妆品、材料、生物等相关

企业和技术公司等部门从事与应用化学有关的科学研究、新产品开发、工艺技术

开发及生产管理工作。 

3.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本专业注重培养基础知识宽、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工程

素质和工艺素质、具备扎实的化学工程与工艺的基本原理、工艺技术和工程设计

等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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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学生通过化学化工相关课程的学习，掌握化工产品与工艺过程开发、

生产装置设计与放大、过程系统优化、节能与环保、过程安全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具有从事化学和化工领域科学研究、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研发的能力，

形成科技和生产管理的良好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能够适应化工、炼油、生物、

环境、资源、能源、医药、冶金、食品及劳动安全部门的管理和科学研究、应用

研究等方面工作，以及继续攻读化学工程与技术等相关工程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4. 功能材料专业 

本专业适应国家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培养战略性新兴产

业相关专业人才，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创新意识，业务、心理

和身体素质，以及掌握现代化学、材料科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知

识面宽广、综合知识扎实，在新型功能材料领域内获得基本训练、素质较高的创

新型专门人才。 

毕业生能在高新技术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科技开发、应用研究、

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适宜到科研部门或高等学校从事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可

以继续攻读化学、应用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以及相关工程学科、交叉学科的硕

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 

5. 化学萃英班 

为了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基础科学

研究水平，培养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基础学科领域拔尖人才，经教育部批准，

兰州大学从 2010年开始实施“化学学科拔尖学生（化学萃英班）”培养计划。 

“化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办学宗旨是因材施教，强化精英意识，营造良

好的育人和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激励学生努力向上，为具有良好潜力

的优秀学生提供特殊的学习和成长条件，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化学专业理论知

识、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为学生接触化学专业领域前沿研究成果和参与化学前

沿研究搭建平台，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化学专业的领军人才。 

入选本培养计划的学生，对科学研究和化学学科具有浓厚的兴趣、基础知识

扎实、创新愿望强烈、心理素质良好、培养潜能突出，有望成长为化学学科研究

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行列。 

 

（二）在校本科生 

学院 2017 年共有 960 名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设有 35 个自然班，其中外校交

流生 5 名：陇东学院 2016 级学生 2 名，陕西师范大学 2016 级学生 1 名，塔里木

大学 2015 级学生 2 名；萃英学院集中管理学生 3 个班共 60 名。本科生各年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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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数见表 1.1。学院 2017 年在读研究生人数为 899 名，本科生所占全院在读

学生的比例为：51.6%。 

2017 年，学院继续实行大类招生，招生计划 205 名，完成情况 100%，报到

人数 202 名，报到率 98.5%。 

 

表 1.1 化学化工学院 2017 年在校本科生分专业人数表 

专业 
各年级人数 

2014 级 2015 级 2016 级 2017 级 合计 

化学类（含化学、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功能材料

4个专业） 

- - 216 256 472 

化学基地班 71 71 - - 142 

化学 69 85 - - 154 

应用化学 28 17 - - 45 

化学工程与工艺 21 15 - - 36 

功能材料 27 24 - - 51 

化学萃英班 19 21 20 - 60 

总计 235 233 236 256 960 

 

二、学院师资队伍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截止到 2017 年底，学院共有教职员工 257 名，含专任教师 178 名，其中教

授（研究员）63 名、副教授 65 名、讲师 50 名、青年研究员 2 名，总体呈倒金

字塔结构，符合人才培养对教师队伍结构的科学要求。 

专任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 2 人、青年

千人 3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3 人、青年学者 1 人，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5 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

选者 3 人。专任教师情况见表 2.1。 

 

表 2.1 化学化工学院 2017 年专任教师情况表 

讲师 副教授 教授（研究员） 合计 

总数 
具有博士学位 

总数 
具有博士学位 

总数 
具有博士学位 

总数 
具有博士学位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50 44 88.0% 65 57 87.7% 63 62 98.4% 178 163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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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本科生教学的生师比为 4.73:1，较为科学且合理。 

 

（二）承担本科生课堂讲授的教师 

2017 年度学院共开设理论课程 105 门，合计 192 门次，共计 9,810 学时。其

中 2017 春季学期开课 48 门，87 门次，2017 秋季学期开课 57 门，105 门次。两

个学期合计 127 位教师参与课堂讲授，其中 40 名教授参与本科课堂教学并承担

主讲任务，占教授总人数的 63.5%；57 名副教授参与本科课堂教学，占副教授总

人数的 87.7%。承担本科生课堂讲授教师情况见表 2.2。 

 

表 2.2 承担本科生课堂讲授教师情况表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40 31.7% 57 44.4% 30 23.8% 

 

（三）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 

2017 年学院共计获得教学经费 147.19 万元，支出 137.19 万元。 

 

（四）教学设备 

截止 2017 年底，化学化工学院共有专用本科教学设备 4,035 台（件），总价

值 2,461.67 万元。 

 

三、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课程开设情况 

理论课教学方面，2017 年度学院共开设理论课程 105 门，合计 192 门次，

共计 9,810 学时。其中 2017 春季学期开课 48 门，87 门次，2017 秋季学期开课

57 门，105 门次。实践教学方面，2017 年度学院共开设实验课 22 门，合计 104

门次，参与实验学生 3,500 余人次，年实验人时数达到 336,186，参加实验教学

人员 121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52 人，讲师 43 人，实验技术人员 12 人（其

中高级职称 6 人）。 

化学化工学院学院各专业学生课程开设情况见表 3.1 和表 3.2。 

2017 年增设通识选修课 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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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化学化工学院 2017 年各专业课程开设情况表 

课程类型 开设门次 

专业基础课 
总门次 84 

其中实验课 48 

专业课 

必修课 
总门次 44 

其中实验课 20 

选修课 
总门次 53 

其中实验课 0 

公共基础课 必修课 
总门次 10 

其中实验课 4 

合计 191 

 

表 3.2 化学化工学院 2017 年各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情况表 

专业 

公共基础课 

（必修） 

专业基础课 

（必修） 

专业课 指定选修课 

（选修） 

课外活动和 

实践环节（必修） 学分

合计 

学时

合计 
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化学类 48.6 977 23 414 2 36 0 0 2 36 18 510 93.6 1973 

化学 2.1 56 3 54 11 198 30 540 35 630 12 396 93.1 1874 

应用化学 2.1 56 6 108 10 180 14 252 12 216 10.5 342 54.6 1154 

化学工程与工艺 2.1 56 6 108 11 198 14 252 14 252 10.5 342 57.6 1208 

功能材料 2.1 56 15 270 9 162 29 522 12 216 10 324 77.1 1550 

化学萃英班 43 846 26.5 477 13 234 24 432 6 108 29.5 738 147 2979 

备注 化学萃英班总学分中含科研创新实践（必修）5 学分（14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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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实践教学学生 

1. 毕业论文 

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生 253 人，首次查重一次合格率 100%。 

2. 创新创业项目 

参加各类创新创业项目的学生 112 人。 

 

（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在学院党政领导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学院继续深化改革，加强人才培养，本年度

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1. 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工作。 

学院除承担本院的本科教学工作外，同时还承担萃英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基础医学院、资源环境学院、草地农业与科技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等学院的专业基础课及实验课程教学工作。2017 年春季学期学

院开设课程 87 门次，秋季学期开设课程 105 门次，全年共开设课程 192 门次。2017 年，

学院共推荐 86 名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在 2017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查重中，论文一次合

格 253 篇，合格率 100%。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2017 年毕业生就业率（含

读研）92.89%。经过严格选拔，20 名同学进入 2016 级化学萃英班。 

2. 顺利完成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配合学校，顺利完成了 2017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前期准备、专家组

现场审核评估和整改工作。 

3. 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 

为深化工程教育改革，促进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

勃发展，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优化专业结构，结合教育部有关会议精神，学院积极配

合学校推进“新工科”专业学科建设，申报了“能源化学工程”本科专业。 

4. 严格落实教学检查，加强青年教师培养。 

除接受教务处教学督导的教学检查外，学院领导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积极进行课

堂和实验教学检查工作，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做到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督促提

升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学院注重青年教师培养，2017 年先后派出 12 名

教师参加各类教学研讨会和化学化工课程报告论坛，与国内同行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及教

学经验交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教学质量。成功举办“化学化工

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5. 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为培养学生科研兴趣，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2017

年，成功申请“君政学者”8 人、“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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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项 12 项（其中创新训练项目 11 项，创业训练项目 1 项），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结项 1 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结项 26 项。“化学化工类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项目获得学校立项建设，基地建设取得新进展。 

6. 积极推进创新型化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全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为 2016 级本科生全部聘任导师，发挥本科生导师在创新

型化学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参加 2017 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化学

方向交流会，进行拔尖学生培养经验交流，对拔尖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 

7. 积极开展本科招生宣传工作。 

学院积极走出去进行招生宣传，吸引优秀生源，参加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

赛）暨冬令营，参加兰州大学“校园开放日”，深入湖南省进行本科招生宣传，获得 2016

年度招生宣传优秀组织奖。 

8. 高水平师资队伍、教材及教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学院切实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主干课程教师队伍和教学梯队得到了优化和加

强，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保证。本年度，严世强教授、惠新平教授荣获甘肃省第五届

大学生化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惠新平教授获得 2017 年兰州大学“师德标兵”荣誉称

号和萃英学院“优秀教师奖”。景欢旺教授荣获隆基教学名师奖，张颖老师荣获隆基教

学管理奖。赵永青、惠新平教授荣获兰州大学 2016—2017 学年创新创业教育先进个人。

许鹏飞、肖建喜、陈永雷、李书艳、唐晓亮、吴疆、吴晶老师荣获 2017 年毕业论文（设

计）优秀指导教师。严世强教授负责的《化学工程基础》获兰州大学推荐申报 2017 年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化工与生活》获批兰州大学 2017 年通识教育选修课增设课程。

学院 8 门课程获批兰州大学 2017 年慕课课程建设项目立项；6 个项目获批兰州大学 2017

年度教学研究项目，其中重点项目 2 项；3 门课程获批兰州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

培育项目。获得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王清廉、李瀛、高坤、许

鹏飞、曹小平教授等修订的“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有机化学实

验》（第四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李炳瑞教授编著的“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

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结构化学》（第三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功举办了第四

届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含实验）教学与课程建设研讨会，会议邀请国内有机化学课

程教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教学名师讲授有机化学（含实验）课程中的难点、重点、教学

改革动态及学科前沿内容，研讨有机化学（含实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以

及课程与教材建设等。 

9. 鼓励本科生积极参加各类专业大赛、学科竞赛和科技交流会。 

由黄云海、武昊然、张琪同学组成的“萃英新起点”代表队荣获第一届全国大学生

化工实验大赛西北赛区特等奖、全国总决赛一等奖，颜裕、王嘉文、王洋同学组成的“兰

大 3U”代表队获得西北赛区一等奖。黄海华、薛中鑫同学荣获甘肃省第五届大学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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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竞赛决赛特等奖，张亚静、邹海、何少凡、王一潮、曹彬同学荣获一等奖，兰州大学

代表队荣获本科组团体一等奖。成功举办“兰州大学第二十五届基础化学实验技能大

赛”、“兰州大学第四届化学(类)专业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交流会”、第十九届“身边化

学”系列活动。史安也同学荣获第五届全国化学类专业大学生科技活动交流会报告优秀

奖，陈晨同学荣获第五届全国化学类专业大学生科技活动交流会墙报优秀奖。 

10. 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办学，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为了拓展国际合作办学，学院和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签订“3+2”本科培养协议，首

批学生正在申请中。与美国阿克隆大学“3+2”联合培养协议继续执行，有 3 名本科生

正在申请。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初步达成了联合培养本科生协议。同时积极组织申报

国家外专局引智项目。 

11. 不断改善本科实验教学条件建设，切实解决安全隐患。 

为改造本科教学环境，学院针对榆中校区贺兰堂化学创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设施陈旧、破损的问题，启动了榆中校区贺兰堂四、六楼化学实验室改造项目，实现了

实验室内实验台更换及水电线路安装工作。针对榆中校区实验楼液化石油气管道系统气

密性下降的情况，我院与后勤管理处积极联系，争取学校经费支持，纳入 2018 年修购

项目，切实解决安全隐患。 

 

四、学院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化学化工学院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主要包括教学质量保证组织体系、教学质量资源保

证体系、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院分管教学院长和教学指导委员会

是学院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 

 

（一）教学质量保证组织体系 

为加强学院对本科教学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除学院的本科教学日常管理机构外，化

学化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教学质量进行监督和督导。 

1. 教学日常管理机构 

教学日常管理机构由分管教学院长和教学秘书组成。由院长直接分管教学，全面负

责学院的教学组织管理工作，并在教务处的具体指导下，贯彻执行学校有关教育教学方

面的方针、政策、规定和任务，对于完成学院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负直接领导责任；

主持制定全院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思路，组织全院性教育教学工作重大问题

的论证、决策，确定全院教育教学工作目标；主持落实学院各项教学工作，负责日常教

学工作的管理、检查与监督，保证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对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进行

督促、检查和指导。教学秘书做好日常教务及教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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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由院系领导、学术骨干和教学骨干组成，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委员

会成员由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教学经验丰富、对教学管理工作认真负责、甘于奉献的

教师组成。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课程组，课程组实行组长负责制，课程组长对教学指导

委员会负责，并接受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全院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研究和教学改

革、教学质量监控以及教师教学工作的考核评价等工作。课程组长负责组织制订或修订

教学大纲，安排授课教师，掌握教学进度，协调相关课程内容的衔接，全面掌握教学动

态，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负责选定教材及参考书，组织编写高水平教材，组织试卷命

题、制订评分标准、组织阅卷，组织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研究与改革，组织申报教

研立项等。 

 

（二）教学质量资源保证体系 

1.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课程教学梯队由主讲教师组成，一门课（或相关几门课程）建立一个课程梯队。

在主干课程建设中推行教学团队建设，由 4–6 名教学骨干组成。教学团队负责人由具有

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效果良好，对本课程有深入的研究和跟踪，热心教学管理工作，

认真负责，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 

实验课由实验主讲教师负责，主讲教师负责实验课程的设置、讲授内容和实验具体

要求的制订，确保实验课程教学正常运转，并向实验中心副主任负责。 

2. 课程建设 

学院课程建设包括落实课程负责人，制订和修订教学大纲，选用或编写符合教学大

纲的教材、辅助教材（学习指导书、习题集、试题库、实验指导教程等）。 

教学改革与研究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学院鼓励教学改革与研究工作，树立

教学改革与研究切实为教学服务的理念。教学改革与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学院建设与

发展需要和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与手段以及考核方式的改革等，确定教学改革与研究的选题并组织实施。 

3. 实验和实习基地建设 

实验和实习基地建设是确保教学设施的硬件和软件能满足本科教学的需要并正常

运转。 

 

（三）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1. 不断转变教学质量管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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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教学管理人员，还是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师和学生，应当共同接受教学质量的

“持续改进”思想，学院在教学过程和活动中，始终坚持质量标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2. 专业建设 

学院专业建设的要求是专业设置符合社会需求，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体系满足人才

培养目标、规格的需要，逐步形成专业特色。专业建设内容包括专业建设规划，各专业

的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人才培养方案及其对应的课程和实践教学体系，实验室

和实习基地，师资队伍，专业特色，教学改革等。 

3. 课堂教学管理 

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重点，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来源，学院以课堂为主阵地，

紧抓课堂教学管理不放松。学院课堂教学管理的目标是教学计划执行良好，教学秩序稳

定，各环节质量标准执行良好。为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授课水平，学院加强平

时经常性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采取学院党政领导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进行课堂教

学的检查和监督。 

4. 实践教学 

学院的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实习、课程设计、科研训练、毕业论文（设计）等。抓

好实践教学环节，重点是完善实践教学的考核标准体系，加强实验、实习和毕业论文（设

计）的过程管理和考核。 

5. 教学档案管理 

学院加强教学档案建设和管理，为教师的评聘、使用、晋级、考核和奖惩提供翔实

可靠的依据，是对教学过程实施全方位监控和考察的有力保障。教学档案主要包括两部

分：一部分由分管教学院长负责管理，另一部分由教学秘书负责管理。 

 

（四）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学院通过教学质量监控，使任课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及时采取改进措施，

引导广大教师重视和投身教学。凡我院教师为本科生开设并列入教学计划的基础课、专

业课、选修课和实验课任课教师均纳入教学质量监控。学院重点对主干课程、新开课程

和新上岗青年教师所讲授课程进行教学质量监控。学院教学监控工作由学院党政领导和

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进行。教学质量监控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导向作用。

监控内容为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五个方面。 

学院党政领导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深入教学第一线采取随堂听课和检查实验课，

了解教学现状，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帮助教学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听课人员主

动向任课教师和学生了解教学情况，分析和研究教学状况，提出改进教学工作的意见，

认真填写听课记录表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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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价由授课班全体同学参与，利用教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学院通过学校基于

网络的评价体系对教学过程进行监控。对于评价较差的教师，学院领导和课程组长对本

人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制订改进计划，并留出一个学期的观察时间，如仍无明显改进，

一学期后暂停其授课资格。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归入教师业务考核档案并用于教学评奖、

职务评聘、岗位津贴发放等的参考依据之一。 

 

五、学生毕业、考研及就业情况 

2017 年学院毕业人数为 253 人，其中攻读研究生 130 人，就业 90 人，出国 15 人，

未就业 18 人，就业率（含读研）达到 92.9%。 

 

六、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特色与经验 

（一）学院设有教学指导委员会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本科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订和修订，教学质量监

督，青年教师上课前试讲，选留（引进）教师教学能力考查，学院课堂教学检查和实验

课程教学检查等。 

 

（二）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课程组长 

在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各教学科研基层组织下设课程组和课程组长，

实行组长负责制。课程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教师学习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开展教学方

法和教学改革研究，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推进教风建设，改进教学工

作，提高教学质量。课程组的人员结构应符合教学梯队的要求，充分考虑老、中、青相

结合的原则。课程组成员是本门课程进行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的基本队伍。课程组长由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选择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学院备案。课程组长是课程组活动

的组织者，负责本课程组的教学安排、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梯队的建设。学院根据教

学的实际需要，设立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和实验课共 9个课程组。 

 

（三）“两道关”确保教师教学能力 

为了确保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学院设立了“两道关”。第一道关是在选留（引

进）教师时必须进行教学能力考核；第二道关是青年教师上班后要先进行听课，两年后

提出试讲申请，试讲通过方可安排讲课。上述工作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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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1) 新申报本科专业“能源化学工程”的课程设置需要进一步优化。 

由于“新工科”专业申报时间紧、任务重，学院当时未能赴兄弟院校进行调研，化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还存在待修订和完善的地方。 

(2) 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授课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发展顾问、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学院领导教学检查及辅导员听

课结果反馈，学院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授课水平和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提高。 

(3) 招生宣传工作需进一步加大力度。 

由于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招生宣传工作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采取多

种途径和方式方法进一步加大招生宣传工作的力度。 

(4) 本科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根据教育部要求，学院 2016 年重新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创业实践被列

入必修实践环节，需要进一步提升本科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5) 国际合作办学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2017 年，化学学科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录，但截止目前为止，学院还没有

任何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化水平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二）2018年展望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注重创新探索，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水平。 

(1) 积极推进“能源化学工程”本科专业建设，赴兄弟院校调研“能源化学工程”

专业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建设，深入探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 2018 级开始招生做好

全面准备工作。 

(2) 进一步推进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提升计划的实施，探索提升师资队伍教学水

平的新途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选派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进修及参加各类培

训，邀请省级以上教学名师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技能指导。 

(3) 积极适应本科招生制度改革和推免研究生政策的变化，做好招生宣传工作，争

取本校生源继续留校深造，总结招生宣传、夏令营经验，吸引外校优秀生源加入我校，

进一步改善生源结构和质量；动员并选派教师代表及优秀在校学生回到高中母校开展以

科普报告、人文讲座、励志巡讲、生涯规划指导、宣传推介等为主题的招生宣传活动。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7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3 

(4) 进一步加强“化学化工类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

设，实施科研创新和创业实践项目，拓展参与创新创业的专业范围，面向全校学生提供

创新研究平台。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转变人才

培养模式，构建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化学化工类人才。 

(5) 做好国际合作办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和国外高校相关专业的洽谈工作，力

争实现国际合作办学零的突破，提升国际合作办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