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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改革分析
何叶从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 要: 为了积极应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要求，为社会培养出更加优质的创新型人才，本文总结了建筑环境和能源应
用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对以学生为主体的对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应用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设计性课
程实验特点及实施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真正锻炼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从而
为建筑环境和能源应用专业的学生建构一个完备的实验教学平台，有效提升其综合能力。建筑环境和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开展实验教学，从实验教学角度来重新构建建环专业的教学体系，能够为社会培
养出具有更好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在 1998 年，教育部整合“供热通风空调工程”及“燃气工程”，成
立了新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随着我国本科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毕业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增
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成为了教育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紧密结合了人才市场的最新要求，点明了重新建构实验
教学体系的重要性，并给出了重新建构实验教学体系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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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design of experimental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nd to take the student as the main body of knowledge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to solve the actual
problem is discussed.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featur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which is taking the
student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can fully excavat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really train students' hands-on ability, construct a complet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student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nks of fostering talents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we can rebuild the teaching system of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and train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better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for the
society. In 1998,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tegrated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engineering" and "gas
engineering", established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engineering department. With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China's
undergraduate enrollment, graduates are facing increasing employment pressure,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urgent problem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closely combines the latest requirements of the talent market,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reconstructing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and give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econstructing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Keywords: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signing experiment; teaching method; creative ability

理工科高等教育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到原理性、学术性、概念性的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同时，
也不能忽视实践性知识的意义。课程实验，是实践性课程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能够有效
地锻炼理工科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提升其综合素养。以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为例，该专业
的学生只有在进行了高效的课程实验之后，才可能更加系统地接受实验方法方法，训练自身的专业
技能以及正确地进行科学研究。对该专业的学生来说，课程实验是习得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设计技
能，培养自身独立工作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更好地应对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新要求，培养出
创新性的建环专业人才，本文首先对传统的课程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
收稿日期: 2016-10-03
修回日期: 2016-11-23
基金项目: 长沙理工大学项目:基于参与式教学模式的项目驱动型教学设计的研究与实践(CK1504)
作者简介: 何叶从(1980-),男,博士.主要从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节能理论与技术研究. E-mail:heyecong@163.com
数字优先出版:2017-07-28 http://www.cnki.net

·634·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48 卷

之处，并指出了如何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的设计性课程实验组织，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充分挖
掘出来，并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平台。

1
1.1

专业实验教学的现状
对实验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

长久以来，工科院校在培养学生能力时都把实验教学作为主要途径之一。但是，许多工科高等
院校在实际开展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只把实验教学作为课堂理论教学的附属、补充和延伸，实验教
学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通常来说，在总成绩中都不会计入实验课成绩，而只在考核理论课成绩
时将其作为一个备选参考，这种做法也使得许多学生缺失了对实验课程应有的重视，在学习过程中
经常只注重学习理论课程，而忽视了实验课程的学习。更有甚者，认为实验课程是可有可无的，上
不上都行，对自身的成绩及能力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除此之外，对实验教师来说，只有在专业课
程结束之后才会开展实验课程，这就造成实验课程在利用时间以及实验室资源时并不具备太大的灵
活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到了实验教师的积极性以及创造能力。
通过对一些建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进行调查可以发现，实验是学生肯定率最低的课程，同时，
只有运行知识的肯定率达到了 32%，其他方面的肯定率则只维持在 20%左右，和毕业设计 80%的肯
定率相差甚远。
1.2

学生欠缺基本的实验理论及实验技能

实验技术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严谨性。只有在具备了较高的实验素养之后，才可以
从事科学实验，例如实验中对数据的处理和测量、分析误差、规划实验进程以及设计实验方案等，
只有在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才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些知识及技能。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众多高校
的建筑环境和能源应用工程专业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实验技术课程，学生无法得到系统、专业的学习。
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实验方法来指导学生的实际操作过程，学生就难以进行规范的实验，各个学生
在处理实验结果时用的方法也会有很大的区别，处理态度也不够严谨认真，而是比较随便。这样的
状况，非常不利于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以及踏实刻苦的科研素养。
1.3

实验设备陈旧、人均台套数严重不足

近年来，尽管各大高校对实验室的建设都或多或少地加大了投入力度，实验条件和以往相比也
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但对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而言，其要求的实验设备和其他专业有
一定的区别，现有的实验条件依旧不能满足其真正的实验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通常来说，专业实验设备的体型都比较大，要配置多台相同型号的设备具有相当大的难
度而本专业需要用到的实验设备除了一些必须要用到的基础测量仪器之外，其他的仪器都具有非常
庞大的体积，在实验室中会占据非常大的空间。而如果要大量配置这类大型设备，实验室的面积就
会所剩无几，这也就意味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比较大的难度。
第二，专业人数较多。尽管目前许多高校都已经开始着手改善实验室的硬件建设，但其中面临
着一个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就是，学习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导致只有
极少部分的学生能够亲自参与到实验项目的操作过程中来，绝大多数的同学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在
实验过程中只能充当围观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就会受到极大挫伤，除此之外，教师在考核学生实验成绩的时候也会面临更加大的难度。
1.4

实验项目的配置缺乏合理性

本专业开设的实验项目类型大概可以分成演示性、综合性、设计性、验证性等几种。从目前的
教学现状看来，占据比例较大的是演示性、验证性的实验项目。学校在实验教材的编制过程中，已
经详细说明了需要的仪器设备、操作步骤、观察内容以及实验结果，学生所能做的只是将实际的实
验过程和教材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两者是否相吻合，并对实验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意味着，
学生的实验过程趋于程序化，并没有完全发挥主观能动性，更不要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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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验课程已经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意义。

2
2.1

构建新型教学实验体系
开设实验课程，实验教学集中化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具有非常强的工程性，在设置专业课程时涉及到了非常强的工程
背景，并且需要和多个主干专业课之间进行联系，所以在开发实验时应该尽可能地选择一些创新性、
工程性、综合性比较强的实验。如此，学生才可以紧密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所学的技术基础知
识进行完全应用，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实验课程之中。开设实验课程的最
佳时期为第四学期及第六学期，强化实验教学和课程间的联系，有利于促进教学的连续性。
2.2

建立多级教学平台的实验教学体系，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目前，各个高校的建筑环境和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实验室，比较常见的实
验设备系统有：传热学实验台、工程热力学实验台、燃气实验台灯，实验条件和理论教学基础实验
的要求已经基本相符，但缺乏专业的创新、综合、工程实验。针对上述情况，各大高校应该积极扩
建建筑环境设备的专业实验室，在扩建过程中必须牢记统筹兼顾，使原有设备的资源利用率得到进
一步提升，并要和实际工程进行紧密结合。应该优化建环实验室目前的基础实验及工程实验设备，
构建起新的教学体系，重点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训练专业基本技能，实验教学的展开需要指导教学先对实验原理、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进
行基本讲解，之后再由学生在特定的时间里参照规定步骤完成实验，从而让学生对本专业的基本实
验理论知识及方法有一定的掌握，大部分的实验都为验证性实验。所以，教师应该积极安排学生进
行自主实验，锻炼其基本技能。
第二，创建综合性的实验平台，对学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重点培养。在具体的操作过
程中，教师可以先给出实验的目的、要求以及条件，再安排学生参照特定的要求去查找相关资料，
并完成实验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可以得到极大提升。
第三，创建创新型的实验平台，锻炼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教师在实验中可以尝试不给出特定
的实验目的和要求，让学生自主展开自己感兴趣或是未完成的实验，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对实
验的热情和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2.3

建立科学的实验教学考核标准

实验教师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实验教学考核标准，词句可以让学生对实验教学更加重视，在
处理理论知识时运用正确的方式，并且积极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及素质。据相关调查表明，目前，
建环专业的学生对实验缺少应有的重视，也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实验过程中来，所以并没有得到真正
的锻炼。同时，教师在评定实验成绩时，并不重视学生的实验效果，并且评判实验成绩时仅参照标
准答案来评判，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学生形成发散性思维。应该从四个部分来考核学生的综合、创新、
工程实验。第一部分，考核实验方案。第二部分，考核实验过程。第三部分，考核实验结果。第四
部分，考核实验中的团队精神。

3

结 论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专业实验，积极开展实验，有利于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了迎合教育改革的需求，各个高校应该重新构建建环专业的实验
教学体系，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案，旨在有效提升教学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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