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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uilding level of nuclear technology and nuclear safety specialty,
the main courses were built through optimizing the main courses, editing the textbooks,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improving teaching facilities, increas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feeding back system. A few course achievements involving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evidently, ameliorating the teaching facilities obviously were attained. The work has some value in
curriculums building and revolution for othe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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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为提高专业建设水平，通过优选课程、教材选编、教学改革、条件建设、师资培养、
考核评估等，加强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主干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教学条件明显改善，具体做法对高等学校的课程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引言
高校专业建设的水平，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而在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
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课程体系中，主干课程又是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干课程
的建设水平决定了专业建设的水平，从而对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核技术与核安全
专业是由原工程物理专业的两个方向融合而形成的，该专业学科跨度大，涉及到核物理学、
力学、电子学、材料学、机械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且两个方向合并时课程学时大幅压缩，教
学内容与学时矛盾突出。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时，紧紧围绕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教学研究对
象，紧盯学生毕业后的任职岗位，本着“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科学文化、
技术基础、领导管理、专业业务、身体心理等6个模块，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知识、能力、素质
结构及相应标准，制定了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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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课程建设的具体做法
主干课程建设的具体做法
2.1 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
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优选主干课程，
优选主干课程，搞好顶层设计
2.1.1 优选主干课程:
由于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学科跨度大，教学内容多与学时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精选知
识点的同时，必须优化主干课程，做到课程与知识点的统一。结合原工程物理两个方向的特
点，考虑实际岗位需求，倒推任职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从而梳理确定核技术与核安全主干
专业课程群所属课程的知识点及相关实验项目，对课程体系、知识点进行了优化组合，并加
强课程体系内部课程知识点之间的衔接，理顺知识点之间的承接关系，避免不同课程之间知
识点的交叉重复，实现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主干课程知识点的一体化设计，将原来两个专业
16门主干课程优化缩减为包括“原子核物理导论”、“核辐射探测”、“核电子学”、“核辐射防护
技术”、“爆炸气体动力学”、“炸药理论”等8门理论课程及“核辐射探测与核电子学实验”、“辐
射防护与环境监测实验”及“炸药与火工品实验”3门实验课程，既满足学生职业生涯的长远发
展，又适应岗位任职需要，从而确保在总学时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所学课程满足专业人才培
养需求 。
2.1.2 精心设计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课程教学的大纲和依据，围绕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各门主
干课程均精心设计了课程标准，包括了课程的性质地位、课程目标、基本理念、设计思路、
内容标准、实施建议、保障条件等方面。其中，课程目标又区分为总目标和分目标，分目标
中有细分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课程标准详细论述了课程对人
才培养具体实施过程的指导意见，对本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2.1.3 制定课程建设计划及改革方案:
建设规划在课程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直接决定着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课程建设之前，教学组赴原子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等军地相关高校进行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在系、室内部开展
了广泛的研讨，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主干课程建设规划。从教材建设、多
媒体教学课件、教学手段和方法、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几个方面确定了课程建设的目标，
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从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出发，确定了
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方案和措施 。
2.2 以专业教学需求为牵引
以专业教学需求为牵引，精选高水平教材，
精选高水平教材，狠抓教材质量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在课程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瞄准国内一流高校的教学水平，
优先选择国内外优秀教材，如“原子核物理”课程选用卢希亭、“核辐射探测”课程选择三校合
编的经典教材。没有公开出版教材可供选用的课程，任课老师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和体会，
联合用人单位、研究机构，紧密联系专业实际和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补充完善教材内容体
系，共同编写专业教材。教材编写时，适应学生认识能力，遵循学生认识规律，按照“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知识与需求相结合、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知识与趣味相结合”的四位一体原则，
高质量完成了多本教材的编写工作，共有5本教材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兵器工业出版社、西北
工业大学出版社等公开出版。
2.3 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出发点，
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出发点，改革教学方法手段
2.3.1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在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好坏体现了教育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人才培
养质量的高低，因此提高教学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启发式”的教学思想，
结合生活实例和工程应用，采用“问题导引式”、“启发式”、“研究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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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学生上讲台”、“小课题研讨”等活动，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加强理论知识与工程应用和生活实例之间的联系，突出重点、分解难点 。
比如，针对专业基础课程的理论性、系统性强，概念抽象，公式推导多，难度大，前后
知识关联紧密和不易于理解掌握等特点，在课堂教学中，通过选取生活或工程中的实例，从
实际出发，引入问题，启发学生思考，用所学理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给理论找到现实
的落脚点。通过对生动实例的分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
深了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锻炼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拓宽了学生
的视野。此外，对抽象的概念，通过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比的方法，赋予抽象概念以生动
的形式，增强了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感性认识，也加深了对概念的理解 。
2.3.2 加强课程信息化建设，完善辅助教学手段: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为课堂教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通过制作视频和动画，突出重点，
分解难点，将难于理解、难于描述的重点教学内容，形象生动地展示教学内容，将教学难点
进行合理分解，便于学生理解。制作了教学白板系统，增强了教学互动；制作了4门网络课程
和《核辐射探测》视频公开课，提高了课程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利用校园网资源，拓宽了学
生的学习渠道，为学生自学和复习提供了有效平台。
2.4 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契机，
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契机，拓宽经费投入渠道，
拓宽经费投入渠道，加强教学条件建设
课程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省部级专项、核学科专项等建设契机，瞄准课程理论教学和
实验教学短板，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购置了放射源辐照、辐照剂量测量、火工品性能测试
等50余台套实验设备，建成了“核辐射探测及核电子学实验设计平台”、“辐射防护与环境监测
实验教学平台”等多个教学平台，实践教学条件大大改善。开发了实验教学仿真系统，用于实
验前的流程练习，首先让学生在计算机上熟悉实验过程，确保实验中的安全性，逐步克服“恐
核”心理 。
2.5 以提高课堂教学能力为立足点，
以提高课堂教学能力为立足点，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质
2.5.1 定期开展研讨交流:
为了更好地搞好课堂教学，课程教学组利用业务学习时间，每月开展一次课堂教学设计
研讨活动，对授课内容进行进一步优化，紧扣主线，突出重点，分解难点，围绕如何贯彻“启
发式”、“问题导引式”等教学方法展开集体备课，确定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授课过
程中，主讲教师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及时反馈课堂有关信息，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
2.5.2 坚持对青年教师的帮带，加快青年教师培养:
青年教师的教育和培养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人才梯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
了使青年教师尽快地成长起来，教学组会同教研室的帮带教师经常找青年教师谈心，使青年
教师明白教书育人使命的崇高和神圣，激发青年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向青年教师传授教
学的基本方法和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使青年教师尽快地熟悉教学过程，掌握基本的
教学手段和方法。通过过教学关、课程辅导、跟班听课、教学观摩、教学比武等形式锻炼青
年教师，并针对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关心青年教师个人的
成长进步，敢于给青年教师压担子、派任务，让青年教师担任主讲教师，鼓励青年教师的创
新精神，积极做好引导和帮带。
2.6 以主干课程评估机制为推动力，
以主干课程评估机制为推动力，持续推进课程建设
为了不断提高主干课程建设水平，专门建立了主干课程评估机制，制定了详细的评估
指标，包括课程标准与改革、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实施及效果等5个一级
指标、11个二级指标，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标准。每3年学校组织1次主干课程评审，对照
评估指标和标准，对主干课程逐门评估，推动主干课程建设持续深入的开展。指定专人负
责，做好课程建设档案的管理工作，包括课程建设计划、教学改革方案、课程标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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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案、课件、教学总结、学生满意度调查表、试卷分析报告、课程建设成果、教学
改革论文等及相关佐证材料。
3．主干课程建设取得的成果
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的主干课程均为该专业的传统课程，具有较好的基础，特别是2005
年以来学校组织的第四批重点建设课程以来，相关课程持续获得学校课程建设资助，课程教
学团队建设不断加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包括：
（1）专业建设水平明显提升。2012年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入选陕西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跨入了省级优秀专业水平。
（2）课程建设成果丰硕。该专业的8门主干课程，2门课程被评为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4门课程被评为部门“三百工程”优秀课程，3门课程入选学校精品课程，5门课程入选学校
重点课程，建成2门网络课程，1门视频公开课。共有5部教材公开出版，4部教材被评为部门“三
百工程”优秀教材，4部教材获学校优秀自编教材一等奖。
（3）教学改革成效明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教学效果好，学生满
意度高。相关教学改革做法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部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三等奖1项，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
（4）教学能力大幅增强。教学团队中1人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核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1人获陕西省“核技术应用”示范教学比赛一等奖，5人获学校“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学校团
体教学比赛第二名，专业课教学比赛团体三等奖，特色教学法二等奖等奖励。2个教学团队被
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2个课程教学团队入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
4．结束语
从近十年的建设及教学实践来看，核技术与核安全专业的主干课程，能够较好地支撑本
专业的任职岗位需求，课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果，课堂教学质量明显提升，自编教材质量高，
教学资源丰富，师资队伍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明显提升，对高等学
校课程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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