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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嘉兴学院轻化工程专业对专业课系列教材进行了建设，出版

了以应用为特色的专业理论课程教材，撰写了系列实验课程讲义。 教材建设促进了教师队伍的成长，推动了

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改革，推进了专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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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嘉兴学院是目前国内 ５ 所设有轻化工程专业皮

革方向的高校之一，也是我国东南地区唯一开设皮革

方向的学校。 专业基于学校定位，坚持错位办学理

念，致力推进产学研深度结合，以培养“宽视野、强能

力、善创新”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 教材是教学之

本，教材建设水平是衡量专业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的

重要指标［１－２］。 然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现，具有特

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短缺。 为此专业利用所

在地区独有的优势，紧密结合产业实际，进行了《现代

毛皮工艺学》等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特色鲜明的多

本教材建设。 该系列教材已发行和使用，其与生产实

践紧密结合的内容，推进了本专业教学方法的改革和

发展。

１　 教材的建设思路

１．１　 教材的建设情况

　 　 该套系列教材共 ５ 部，其中有 ３ 部由我专业负责

牵头编写，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具体情况见表

１。 另外专业还组织教师自行编写了《皮革商品检验

学实验》等 ４ 本特色实验课程的讲义，作为理论教材

的补充。

·６３·

第 ５０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中　 国　 皮　 革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６

Ｊｕｎ．２０２１




１．２　 理论教材建设

１．２．１　 精简理论内容、拓展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生产

实际

图 １　 《现代毛皮工艺学》教材中内容的增减

　 　 表 １　 教材出版情况

教材名称 出版社、出版日期　 　 主编 ／ 参编

《现代毛皮工艺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

《皮革及毛皮机械》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嘉兴学院重点建设教材，主编

《皮革与纺织品环保指标及检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嘉兴学院重点建设教材，主编

《制革化学与工艺学》（下册）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参编

《皮革工艺实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参编

该专业早期的课程教材，主要采用四川大学的教

材；然而四川大学轻化工程专业主要培养基础扎实、
具有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所采用的教材起点

高、内容多、重研究、强理论，这导致本专业学生学

习困难，应用能力培养不足。 基于此，专业在编写

教材时，明确重视理论基础的同时，突出知识应用

并强化应用前景，做到“理论－应用－应用前景”三

方面的结合，减少教材间重复的内容，增加原理应

用实例。

（１）教材《现代毛皮工艺学》：编写过程中淡化了

与制革相关教材重复的、理论较深的内容（见图 １），
如淡化“蛋白质化学”“酶化学”“配合物化学”等理论

介绍，强化了“毛被整饰方法”“整饰原理”“流行花色

制作”“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内容；突出“实用性”和
“政策性”，如增加“毛皮工艺实例和制作技巧”“野生

动物保护法”“国际贸易政策”“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

技术”等内容，并对教学方法给与了明确指导；同时融

入《毛皮工艺学全方位、立体化、探究式教学探索与实

践》浙江省课程改革成果［３］。
（２）教材《皮革及毛皮机械》：首次将“机械基础”

“皮革机械”“毛皮机械”３ 部分进行整合，淡化了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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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机械设备、机械原理部分内容，强化了机械设备工

作原理方面的内容，强调实用性；并在每章内容后附有

问题探讨部分，启迪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创新思路。
１．２．２　 新编教材、适应行业的发展要求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我国加入 ＷＴＯ 后凸显的

贸易问题，“环保安全指标”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核

心内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皮革及纺织品出口国，欧
美对我国产品出口设置了层层技术贸易壁垒，国内皮

革及纺织品出口企业深受困扰，因此行业对高校在环

保指标方面的培养提出迫切要求，但国内一直无适合

的教材，也未开设相关课程。 基于此，专业于 ２０１４ 年

开设“皮革与纺织品环保安全指标与检测”的课程，
组织检测经验丰富的教师，整理出《皮革与纺织品环

保指标及检测》书稿，经过三轮的教学实践试用，形成

了深受学生认可的教材。
１．２．３　 引入先进技术及材料、强化应用前景

基础理论知识是相对稳定的，而应用知识通常更

新很快。 在教材编制过程中，专业教师尽量将相关学

科的新知识、新应用等前沿知识及概念及时总结，使
教材更好地体现时代性、先进性和前瞻性。 例如《现
代毛皮工艺学》在植毛及染色章节中，对无醛植毛、无
铬媒染等所用的新材料及应用进行详细介绍，全面地

展示相关技术的实际应用及发展前景；《皮革与纺织

品环保指标及检测》对企业最关注的烷基酚聚氧乙烯

醚的来源进行详细说明，并重点介绍了最新的化学裂

解法定量检测该类物质的原理及技术；其次增加了课

外参考读物及思考部分，例如欧盟 ＲＥＡＣＨ 法规部分

详细介绍了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及其限制要求，使
学生深切感受到目前行业对有害物质关注的原因，以
及生态指标对皮革 ／纺织品质量的重要影响；《皮革及

毛皮机械》增加了新型设备如新型伸展机、新型高效

踢皮机等的内容；并在每章给出总结和问题探讨，启
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自学。

１．３　 撰写特色实践课程讲义、强化理论应用

轻化工程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实践教学在专业

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专业根据学生的特点，基
于理论课程内容，组织教师撰写了《皮革商品检验学

实验》《皮革生产过程分析检验实验》《皮革商品学检

验实验》及《生产实习》等系列特色讲义，在实验内容

和实验项目的选择方面开展了如下工作：

（１）所选实验项目贴近生活，尽量与健康和环境

密切相关，例如废水中铬、ＢＯＤ、ＣＯＤ、氨氮的分析测

定，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例如

在《皮革商品学检验实验》中引入专业老师科研成果

转化的研究性实验“皮革中游离甲醛及六价铬检测过

程中萃取液的脱色技术” ［４－５］，使学生了解当前行业

的需求和应用的最新进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及深造奠定基础。
（３）实验内容的绿色化改造，使用环境友好的化

学品材料开展实践课程，体现绿色制造的理念，并展

现其前景。 例如在《生产实习》课程实验中，采用酶

脱毛技术、无铬鞣制技术，与常规的铬鞣、硫化碱技术

进行对比，并邀请行业知名企业（如 ＳＴＡＨＬ、ＳＭＩＴ ＆
ＺＯＯＮ）的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实验交流，加深学生对新

材料应用前景的认知感。

２　 教材建设的特色和效果

此系列教材突出了如下两方面的特色：（１）突出

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 教材内容突出应用、实践、
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理念贯穿专业教学过程中。 （２）促进了专

业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理论教材突出了“理论－
应用－应用前景”三结合，促进专业教师采用多种教

学方式进行教学改革（见图 ２），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师

科研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及锻炼

学生表达、查阅文献、总结文献的能力，以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 ２　 教材建设促进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

（下转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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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创业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才任职，从而为皮

革检测人才培养提供一支强大的创新创业专业教师

队伍。

３　 结 论

总而言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培

养，皮革检测型人才的培养是影响我国皮革产业发展

的一大重要因素。 分析检测不仅可以检测皮革产品

是否合格，达到国家、国际标准，也对皮革产品的加工

工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作为皮革专业的必修科

目之一，皮革检测课程教学效果也制约着我国皮革产

业是否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在创新创业教育理

念的指导下，遵循以上针对我国现阶段在皮革检测人

才培养方面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进行教学改革，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专业知识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并能

够弥补皮革产业检测人才短板的技术型专业人才将

会如雨后春笋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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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３８ 页）
　 　 教材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及认可，尤其是

《现代毛皮工艺学》被多家企业批量购买，该教材荣

获 ２０１５ 年度轻工业联合会优秀教材三等奖。 该系列

教材使用 ７ 年来学校的受益学生数量超过 ２００ 人，所
培养的学生在“赛迪环保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建行杯第六届浙江省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比赛中荣获奖项

１０ 余项，并承担了浙江省新苗计划项目和国家大学生

创新训练项目 ７ 项，并为行业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

干。 同时，通过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建设了一支适合于

本专业理论课程、实验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队伍，引导

教师完成校级教改项目 １０ 余项，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１０
余篇，５ 人次先后荣获校级、省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３　 结束语

基于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专业教师编写

出版了适应该培养目标的系列理论课程教材和对应

的实验讲义，形成了突出应用能力培养的特色教材体

系。 该系列教材的撰写，锻炼了专业教师的工作能

力，推动了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了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的改革，推进了专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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