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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轻化工程专业导论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1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杨淑蕙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9 

詹怀宇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1 

何北海编. 造纸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轻化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轻化工程专业的研究范围、行业概况、国内外发展形势、

就业情况以及我校的学科师资概况有所了解，使学生认识这个专业，喜欢这个专业，安心学习和从

事这个专业。同时，给学生讲解制浆造纸全过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操作过程和方法，主

要生产设备，为将来学习专业课打下良好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专业介绍，制浆造纸用植物纤维

原料的种类和特点，备料的生产流程及设备，制浆的方法和设备，洗选漂的流程及常用设备，打浆

及化学品的应用，造纸机的种类及纸和纸板的抄造过程等概述，使学生对整体的工艺过程有个全面

的概括的认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轻化工程专业的基本情况，培养专业兴趣； 

2. 掌握制浆造纸过程的基本理论、工艺原理、专业知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基本知识，为将来

进一步学习专业课奠定基础； 

3. 了解本专业相关方向的国内外造纸方面的 新发展动态、趋势及新理论、新工艺与新设备。 

第一章  轻化工程专业介绍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轻化工程专业的基本情况等。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1. 了解和认识轻化工程专业。 

2. 明确从事该专业的前景，增强学习信心。 

教学内容 

一、伟大的发明 

二、制浆造纸专业介绍 

1. 造纸行业性质及发展趋势 

2. 中国造纸现状 

3. 全球造纸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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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造纸业目前存在问题 

5. 制浆造纸学科简介 

第二章  原料与备料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制浆造纸用原料的种类、基本化学成分以及原料的准备等。通过对本章的

学习，使学生能够： 

1. 了解和认识各种可用于制浆造纸的植物纤维原料。 

2. 了解各种原料的备料过程和备料过程中常用设备。 

教学内容 

一、造纸用纤维原料 

二、植物纤维原料化学成分 

三、我国造纸原料状况 

四、备料 

第三章  制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各种制浆方法和制浆设备等。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1. 了解制浆方法及分类。 

2. 认识常用制浆设备。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化学法制浆 

三、机械法、化学机械法、半化学法制浆 

第四章  洗选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纸浆的洗涤筛选方法和设备等。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1. 了解纸浆的洗涤、筛选与净化方法。 

2. 认识常用洗选设备。 

教学内容 

一、 纸浆的洗涤与废液提取 

二、 纸浆的筛选与净化 

三、 纸浆的浓缩与贮存 

第五章  漂白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各种漂白方法等。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1. 了解常用漂白方法及分类。 

2. 了解漂白的发展趋势。 

教学内容 



 

- 3 - 

一、 概述 

二、 纸浆的颜色、白度、发色基团与漂白原理 

三、 化学浆的含氯常规漂白 

四、 化学浆的无元素氯与全无氯漂白 

五、 高得率纸浆的漂白 

六、 废纸浆的漂白 

七、 纸浆的返黄和白度的稳定 

第六章  打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打浆概念、打浆理论、打浆工艺和打浆设备、打浆工艺对纸张质量影响等。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1. 理解打浆的概念及其对抄纸的重要影响。 

2. 了解打浆的基本理论，打浆工艺的控制及其主要打浆设备的性能。 

教学内容 

一、打浆理论 

二、打浆工艺 

三、打浆设备 

第七章  造纸化学品及其应用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施胶、加填、染色的基本理论和新发展趋势及抄纸助剂的发展情况。使学

生学习本章后能够： 

1. 了解纸页施胶的目的、主要施胶剂的性质。 

2. 了解加填的主要概念、作用。 

3. 了解染色和调色的主要目的。 

4. 了解几种主要常用抄纸助剂的作用原理及其新发展情况。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内部施胶 

三、加填 

四、染色和调色 

五、其他造纸化学品简介 

第八章  纸的抄造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造纸机及其分类，长网造纸机的结构及抄纸过程。使学生学习本章后达到

下列要求： 

1. 了解造纸机分类及其发展。 

2. 了解纸的抄造过程。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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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纸页成形基础 

三、长网成形器的纸页成形 

四、纸机压榨部 

五、纸机干燥部 

六、纸页的表面施胶 

七、纸页的压光处理 

八、纸页的卷取和完成 

执笔人：韩颖                                审核人：周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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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高分子概论/Introduction of high polymer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与无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杨淑惠主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教育部“轻化 

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及推荐教材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针对轻化工程专业基本理论及工艺特点的学习而设置，概述高分子化合物的物理和化

学性质，主要包括高分子学科基本概念、高分子物质独特物理化学性质的产生及其与分子量关系、

分子量测定和表征方法、高分子聚集态结构理论和合成方法等，要求学生对所介绍的内容有所了解

和掌握，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高分子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掌握高分子物质概念，合成和基础物理与化学性质。重

点掌握在造纸工业领域的实际应用知识。 

2.提高学生在专业理论和基础理论课的交叉学习能力，使学生基本具备有高分子化学品在造纸工业

生产中使用方案设计优化，和造纸化学品的产品设计合成等开发能力。 

3.通过课程学习，拓宽学生专业学习的知识面，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从业技能素质得到培养和锻炼。 

第一章  分子量与高分子物质性质的关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历程、掌握高分子物质命名和基本概念；掌握高分子物质制备方法、分

子量测定和评价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高分子物质的基本概念、分子量测定方法和计算方法；难点是粘度法测定高分子分子量

原理和计算。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基本概念 

二、分子量与高分子物质性质的关系 

三、分子量测定和计算方法 

第二章  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晶化状态和物理性质的关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聚集状态和物理性质的关系，包括结晶高聚物和非结晶高聚物；掌握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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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参数、了解高聚物聚集态模型及其与高聚物物理化学性质的关系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高分子物质聚集态结构与物理性质的关系，难点为高分子晶态结构模型和研究方法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化合物的聚集态结构 

二、高分子化合物物理性质 

三、高分子化合物结晶状态与物理性质的关系 

第三章  分子结构对高聚物物理性质的影响（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物质的分子结构层次、各层次与物质性质关系；掌握近程结构和远程结构概念和含

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高聚物链结构，包括进程和远程结构内容含义，难点是高分子构造、构型和构象概念的

区分、分子构象中化学键的与分子位能关系。 

教学内容 

一、高聚物链结构与物理性质关系 

二、近程结构和远程结构 

第四章  高分子化合物的化学反应（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化合物化学反应类型、基本概念和反应特点；重点掌握高分子化学反应的影响因素，

包括聚集态因素、几率效应、基团和端基影响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高分子物质化学反应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聚合物化学反应分类 

二、高分子聚合物化学反应特点 

三、高分子聚合物化学反应的影响因素 

第五章 高分子化合物的降解和老化（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降解、老化机理及其预防机理。掌握高分子物质的热降解、氧化降解、自

由基降解、水解和生物降解机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高分子化合物降解和老化机理和预防机理，难点是自由基和氧化降解的预防机理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化合物的老化机理 

二、高分子化合物降解机理 

三、高分子化合物老化和降解的防治 

第六章 高分子物质的表面能和带电性（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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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物质的表面能和带电性。掌握高分子物质带电性的原理、表面双电层理论。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和难点是高分子物质的表面带电性和在水悬浮液中的扩散双电层理论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物质的表面能 

二、高分子物质的带电性 

三、扩散双电层理论 

 

执笔人：石海强                                                审核人：平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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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微生物/microbiology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周群英编.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教研室编.微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以及其应用。为生物技术在造纸中的应用的学习打基础。要求

掌握有关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以及微生物生态与环境生态工程中的微生物作用等知识。 

本课程主要介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为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原核微生物以及真核微生

物的种类、生理结构以及微生物的生理、生长繁殖规律、生存因子、遗传和变异、不利条件对微生

物生存的影响等；另一方面为微生物生态与环境生态工程中的微生物作用，包括微生物生态学的基

本知识、水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微生物原理、废水深度处理和微污染源水预处理处理中的微生物

学原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习掌握与本课程相关的专业知识； 

2.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解决与本课程相关问题的能力； 

3.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专业素养。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有关基本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微生物的概念和范畴。 

难点：微生物的范畴。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学研究内容 

1.研究对象 

2.研究任务 

二、微生物学概念与范畴 

1.概念 

2.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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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核微生物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古菌中的甲烷菌、以及防线菌、蓝细菌等，掌握细菌的形态、

大小、细胞结构、培养特性和理化性质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细菌的有关知识。难点：甲烷菌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细菌 

1.细菌的个体形态与大小 

2.细菌的细胞结构 

3.细菌的培养特征 

4.细菌的物理化学性质 

二、其他原核微生物 

1.古菌 

2.蓝细菌 

3.放线菌 

4.其他原核微生物 

第三章  真核微生物（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原生动物、微型后生动物藻类等的微生物学的有关基本知识，掌

握在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的有关微生物学基本知识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 

1.原生动物的一般特征 

2.原生动物的分类及各纲简介 

3.原生动物的胞囊 

4.微型后生动物 

二、其他真核微生物 

1.藻类 

2.真菌 

第四章  微生物的生理（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微生物的产能代谢与合成代谢，并掌握微生物的酶的组成、结

构及在微生物生存过程中的功能，微生物生存所需要的条件。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有关酶的基本知识和微生物的营养。难点：产能代谢和合成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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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的酶 

1.酶的组成 

2.酶蛋白的结构 

3.酶的活性中心 

4.酶的分类与命名 

5.酶的催化特性 

二、微生物的营养 

1.微生物的化学组成 

2.微生物的营养物及营养类型 

3.碳氮磷比 

4.微生物的培养基 

5.培养基的类别 

6.营养物质进入微生物细胞的方式 

三、微生物的产能代谢 

1.产能代谢与呼吸作用的关系 

2.产能代谢与呼吸类型 

3.微生物的发光现象 

四、微生物的合成代谢 

1.产甲烷菌的合成代谢 

2.化能自氧型微生物的合成代谢 

3.异养型微生物的合成代谢 

第五章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生存因子（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微生物生长繁殖的规律和生存所需条件，掌握有关的实际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细菌生长繁殖规律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指导意义，生存条件及其在实际中的指导意义。 

难点：微生物生长量的测定方法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1.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概念 

2.研究微生物生长的方法 

3.细菌生长曲线在污水微生物处理中的应用 

4.微生物生长量的测定方法 

二、微生物的生存因子 

1.温度 

2.pH 

3.氧化还原电位  

4.溶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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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阳辐射 

三、其他不利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的影响 

1.紫外辐射和电离辐射对微生物的影响 

2.超声波对微生物的影响 

3.其他极端条件对微生物的影响 

第六章  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在污染控制

中的实际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遗传和变异的基本知识在污染控制中的实际意义。 

难点：遗传理论。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的遗传 

1.遗传和变异的物质基础 

2.DNA 的结构与复制 

3.RNA 

4.微生物生长与蛋白质合成 

二、微生物的变异 

1.变异的实质----基因突变 

2.突变的类型 

3.变异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三、基因重组及遗传工程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1.杂交 

2.转化 

3.遗传工程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4.基因工程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执笔人：牛梅红                                        审核人：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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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植物纤维化学/Lignocellulosic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5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与无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裴继诚主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陈嘉川主编.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 科学出版社.2012 

杨淑惠主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主要介绍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有关造纸植物纤维原料尤其是造纸企业常用的植物纤维类——针叶材、阔叶材及禾草类等的

生物结构、所含各组分的概况及其对制浆造纸的影响。 

2.木素及相关的有关概念、木素的生物合成、木素分离与研究、木素化学结构及化学性质、木

素的物理性质及利用。 

3.纤维素及相关的有关概念、纤维素的化学结构及生物合成、纤维素分子量与聚合度、纤维素

物理结构、纤维素的物理和物理化学性质、纤维素的化学性质及功能化纤维素。 

4.半纤维素及有关概念、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化学及物理性质、半纤维素的利用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植物纤维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为学习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

与工程等后续相关课程以及今后的专业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2．要求学生在复习相关课程尤其是有机化学的基础上，按着本课程的教学大纲理解和掌握本课程

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植物纤维原料的化学成分及生物结构(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了解和掌握造纸工业对植物纤维原料的分类及化学

成分的大体划分情况及少量成分的分类、在木材及非木材植物纤维原料中的组成、含量。要求掌握

不同木化植物茎秆的生物结构及细胞形态的特点。熟悉年轮、早材、晚材、长宽比、壁腔比等名词

涵义。了解植物纤维形态诸因素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植物纤维原料分类；纤维素、木素、半纤维素及有关碳水化合物、果胶、单宁等名词涵

义；有机溶剂抽出物及灰分在木材和禾草类原料中的化学组成和含量。木材细胞壁的构造及超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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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针叶木、阔叶木及禾本科植物的生物结构的主要区别及其纤维细胞的形态。 

难点：有机溶剂抽出物的化学成分。植物细胞壁的超结构。 

教学内容 

绪论 

一、植物界的基本分类 

1.植物的分类原则 

2.植物的拉丁学名、组成和含义 

3.现代植物的基本类群及其与制浆造纸的关系 

4.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分类及其代表性植物 

二、植物纤维原料的化学成分 

1.主要化学成分 

2.少量成分及其对制浆造纸的影响 

3.常用造纸原料化学组成比较 

三、木材纤维原料的生物结构及细胞形态 

1.木材解剖的常用术语 

2.针叶材的生物结构、细胞类型、含量及形态 

3.阔叶材的生物结构、细胞类型、含量及形态 

4.针叶材与阔叶材的生物结构的区别 

四、非木材纤维原料的生物结构及细胞形态 

1.禾本科纤维原料 

2.半木材纤维原料 

3.韧皮纤维原料 

4.籽毛纤维原料 

5.叶部纤维原料 

五、主要植物细胞的构造 

1.纤维细胞的形成及纤维 

2.纤维形态及纸浆（张）性质的关系 

3.纤维细胞壁的微细结构 

4.禾本科纤维的微细结构 

5.其他细胞的形态及微细结构 

6.主要化学成分在细胞壁中的分布 

7.其他细胞的形态及微细结构 

8.主要化学成分在细胞壁中的分布 

9.纹孔的形态及微细结构 

六、我国的制浆造纸植物纤维原料 

1.我国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现状 

2.改善我国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现状的途径 

第二章  木素（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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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之一，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了解和掌握木素结构单

元生物合成主要步骤、木素分离和测定的主要方法、木素结构及其研究的方法、木素的各种化学反

应，以及木素的综合利用等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木素的结构及木素的化学反应 

难点：木素的生物合成及其化学反应 

教学内容 

一、木素概述 

1.木素的存在 

2.木素的生物合成 

木素的分离与精制 

1.木素的分离 

2.木素的精制 

三、木素的定量方法 

四、木素的化学构造及其研究方法 

1.木素的功能基 

2.木素的结构单元 

3.光谱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木素结构研究上的应用 

4.木素的结构单元间的联接 

5.木素模型构造图 

6.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LCC） 

五、木素的物理性质 

六、木素的化学反应 

1.木素的化学反应类型 

2.木素结构单元的化学反应性能 

3.木素的亲核反应 

4.木素的亲电取代反应 

5.木素的氧化反应 

6.木素的还原反应 

7.木素的颜色反应及其呈色机理 

七、木素的生物降解反应 

八、木素的改性及其利用 

第三章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重点内容之一。学生应在认真听讲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了解和掌握纤维素的化

学结构及性质、物理结构及性质及其分子量、聚合度的测定方法并对纤维素的酯和醚与化学改性作

一般性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纤维素的化学性质及化学结构、纤维素的物理性质及物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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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点：纤维素的物理结构。 

教学内容 

一、 概述 

二、纤维素的结构 

三、纤维素的相对分子质量和聚合度 

四、纤维素的自然生物合成 

五、纤维素的化学合成 

六、纤维素的物理和物理化学性质 

1.纤维素纤维的吸湿与解吸 

2.纤维素的润胀与溶解 

3.纤维素纤维的表面电化学性质 

七、 纤维素的降解反应 

1.纤维素的酸水解降解 

2.纤维素的酶水解降解 

3.纤维素的碱性降解 

4.纤维素的热降解 

5.纤维素的机械降解 

6.纤维素的光化学降解 

7.纤维素的离子辐射降解 

八、纤维素纤维的化学反应与化学改性概述 

九、 纤维素溶剂 

十、纤维素功能材料 

第四章  半纤维素（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应在认真听讲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了解和掌握半纤维素的涵义、命名方法及分枝度，

掌握针叶材、阔叶材所含半纤维素的类型及主要成分，掌握半纤维素的结构分类；针叶木、阔叶木

及若干禾本科（小麦秆、稻草）主要半纤维素结构的比较，并结合纤维素的化学性质，掌握半纤维

素的酸性水解、碱性水解及剥皮反应；了解半纤维素含量对于打浆度的影响及不同方法蒸煮时纤维

素纤维对半纤维素的吸附，并能做出解释。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及化学性质 

2.难点：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 

教学内容 

一、半纤维素的生物合成 

二、 半纤维素的分布与命名 

三、半纤维素的分离与提取 

四、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 

1.半纤维素聚糖的类型及化学结构式 

2.半纤维素与植物细胞壁中其他组分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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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半纤维素的聚集态结构和物理性质 

六、 半纤维素的化学性质 

1.半纤维素的酸性水解 

2.半纤维素的碱性降解 

3.半纤维素在化学制浆中的变化 

4.半纤维素的酶降解 

5.半纤维素的化学改性 

七、 半纤维素的利用 

1.半纤维素作为溶解浆和纸浆组分 

2.半纤维素作为添加剂用于造纸工业 

3.半纤维素对纺织用植物纤维的影响 

4.制浆废液中半纤维素聚糖的利用 

5.直接从植物纤维原料中分离和利用半纤维素 

6.半纤维素的生物转化 

 

执笔人：平清伟                                   审核人： 石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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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原理与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原理与工程/ pulp  principle an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植物纤维化学、化工原理                             

教学参考书：谢来苏主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陈嘉翔主编. 制浆化学. 轻工业出版社.1990 

邬义明主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 

潘福池主编. 制浆造纸工艺基本理论与应用,上册.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91 

[美]J.P. 凯西主编. 制浆造纸化学工艺学,第一卷. 轻工出版社.198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本专业重要的专业课也是必修课及学位课，是在学习植物纤维化学的基础上通过本课

程制浆理论方面的学习为后续相关理论课的学习以及专业实习和实验、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环

节打下基础。 

要求在认真复习植物纤维化学等课程的基础上，按着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掌握和理解本课程的基

本内容。 

内容包括制浆工程的有关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工艺流程。主要内容：备料、化学法制

浆、机械法制浆、化学机械法制浆、半化学法制浆、纸浆的洗涤、筛选与净化、以及纸浆的漂白蒸

煮液的制备及蒸煮液的回收与利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习掌握与本课程相关的专业知识； 

2.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解决与本课程相关专业问题的能力； 

3.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专业素养。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制浆的主要过程、制浆方法的分类和纸浆品种的名称以及制浆领域的现状及发展

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制浆的主要过程、制浆方法的分类和纸浆品种的名称。 

教学内容 

一、制浆的概念和现代制浆基本过程 

二、制浆方法的分类和纸浆品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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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浆领域中的进展和趋向 

第一章  备料（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了解和掌握造纸工业对植物纤维原料的贮存、备料

以及料片输送和贮存的工艺过程及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要求学生掌握木材原料，苇草（稻麦草）等原料贮存的目的和作用，备料设备的原理及

影响因素，以及料仓的作用。 

难点：削片机结构，原理及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原料贮存 

1.原料贮存的目的和原料场的要求 

2.原木的贮存 

3.木片的贮存 

4.非木材原料的贮存 

二、备料过程及质量控制 

1.木材原料的备料 

2.非木材原料的备料 

三、料片的输送及贮存 

1.料片的输送 

2.料仓 

第二章  化学法制浆（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内容较多而且相对重要，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加强复习，以掌握化

学制浆的工艺流程、原理及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本章为该门课程的重点章。又以硫酸盐法蒸煮为重点，尤其蒸煮机理及影响因素更为重

要。 

难点：硫酸盐法及亚硫酸盐法蒸煮的机理及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化学制浆的分类 

1.化学制浆的分类 

2.常用术语的含义及蒸煮计算示例 

3.蒸煮液的组成和性质 

二、蒸煮原理 

1.蒸煮液对木片或草片的渗透作用 

2.蒸煮过程中的脱木素化学 

3.蒸煮过程中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化学 

三、蒸煮方法和蒸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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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蒸煮过程或程序 

2.间歇式蒸煮技术（工艺条件） 

四、蒸煮设备 

1.蒸煮设备及其选型 

2.碱法蒸煮系统及其设计要求 

五、化学浆的性质用途和质量指标 

1.化学浆的性质和用途 

2.化学法制浆的质量指标 

第三章  机械法、化学机械法、半化学法制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磨石磨木浆、盘磨机械浆和化学机械浆的制浆机理和浆的特点。通过

对本章的系统学习，使学生达到如下要求： 

1.深刻理解高得率浆的概念。 

2.掌握高得率浆的基本理论，高得率浆的制浆机理及主要设备。 

3.掌握高得率浆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磨石磨木浆和盘磨机械浆的制浆机理和影响因素。 

2.难点：磨浆理论、高得率浆与纸张质量关系。 

教学内容 

一、磨石磨木浆 

1.磨木机的类型及结构 

2.磨浆原理及影响因素 

3.磨浆理论 

二、盘磨机械浆和化学机械浆 

1.盘磨机械浆机理及影响因素 

2.盘磨机的结构 

3.化学机械浆（CMP、APMP、SCMP、CTMP 等） 

三、半化学法制浆 

1.中性亚硫酸盐法半化学浆 （NSSC） 

2.其他半化学浆 

四、机械法制浆的质量检查和技术经济的分析 

1.机械浆的质量检查 

2.机械浆的技术经济的分析 

第四章  纸浆的洗涤、筛选与净化（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掌握洗涤，筛选，净化的主要设备，工作原理，流

工艺流程及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浆料洗涤设备的原理，筛选，净化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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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难点是设备的构造与原理之间的有机结合。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教学与板书相结合。 

教学内容 

一、纸浆的洗涤与废液的提取 

1. 概述 

2. 洗涤的原理、方式及影响因素 

3. 洗涤设备 

4. 泡沫的形成与消泡 

二、纸浆的筛选与净化 

1. 概述 

2. 纸浆的筛选 

3. 纸浆的净化 

4. 纸浆的筛选与净化流程 

5. 渣浆的处理 

三、纸浆的浓缩与贮存 

1. 纸浆的浓缩 

2. 纸浆的贮存 

第六章  纸浆的漂白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漂白的基本理论和新发展趋势及纸浆的返黄和白度的稳定。 

1.了解纸浆产生颜色的原因、白度及漂白原理。 

2.掌握化学浆的含氯常规漂白。 

3.掌握化学浆的无元素氯与全无氯漂白。 

4.了解高得率纸浆和废纸浆的漂白。 

5.掌握纸浆的返黄和白度的稳定。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化学浆的含氯常规漂白和无元素氯与全无氯漂白，高得率纸浆的漂白，纸浆的返黄和白

度的稳定。 

难点：纸浆的颜色、白度、发色基团与漂白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漂白历史及发展趋势 

2.漂白的目的及分类 

3.漂白化学品和漂白流程 

二、纸浆的颜色、白度、发色基团与漂白原理 

1.颜色、白度与色度学的基本原理 

2.纸浆的光学性质 

3.纸浆的发色基团与漂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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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学浆的含氯常规漂白 

1.次氯酸盐单段漂白 

2.化学浆的常规 CEH 三段漂白 

3.含 ClO2的常规多段段漂白 

4.漂白设备 

四、化学浆的无元素氯与全无氯漂白 

1.氧脱木素 

2.臭氧漂白 

3.过氧化氢漂白 

4.过氧酸漂白 

5.生物漂白 

五、高得率纸浆的漂白 

1.高得率纸浆的漂白特点 

2.高得率纸浆的过氧化氢的漂白 

3.高得率纸浆的连二亚硫酸盐漂白 

六、废纸浆的漂白 

1.废纸浆的过氧化氢漂白 

2.废纸浆的连二亚硫酸盐漂白 

3.废纸浆的多段漂白 

七、纸浆的返黄和白度的稳定 

1.纸浆的返黄和返黄值 

2.纸浆返黄的机理和影响因素 

3.稳定白度减轻返黄的方法 

第七章  蒸煮液的制备及蒸煮废液的回收与利用（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蒸煮液制备方法；蒸煮废液的性质、回收方法和流程，浓缩蒸发及燃

烧；绿液的苛化和白泥的回收。以及蒸煮废液的综合利用。使学生学习本章后达到下列要求： 

1.掌握蒸煮液的制备方法。 

2.掌握蒸煮废液的性质、回收方法和流程。  

3.掌握废液浓缩蒸发及燃烧的原理及影响因素。 

4.掌握绿液的苛化和白泥的回收。 

5.了解蒸煮废液的综合利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蒸煮废液的性质、回收方法和流程，蒸煮废液的燃烧原理及影响因素；绿液的苛化和白

泥的回收。 

难点：蒸煮废液的燃烧 

教学内容 

一、蒸煮液的制备 

1.碱法蒸煮液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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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硫酸盐蒸煮液的制备 

二、蒸煮废液的回收 

1.蒸煮废液的组成和性质 

2.废液回收的方法和流程 

3.废液回收的蒸发和浓缩 

4.废液的燃烧 

5.绿液的苛化和白泥的回收 

6.废液回收的新技术 

三、蒸煮废液的综合利用 

1.黑液的综合利用 

2.亚硫酸盐蒸煮废液的综合利用 

说明：由于设选修课《废纸回收工程》“第五章  废纸制浆”内容不在本科讲授。 

 

执笔人：牛梅红                              审核人：杨瑞丰，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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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原理与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纸原理与工程/Papermaking Principle an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植物纤维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 

教学参考书：绍帕（B．A．Thorp）编. 曹邦威译. 新纸机抄造工艺.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G.A.斯穆克著. 制浆造纸工程大全.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系统全面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造纸全过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操作过

程和方法，主要生产设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及操作方法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为将来从事教学、

科研和生产打下良好的专业理论基础。打浆部分主要介绍打浆的基本概念，打浆理论，简介打浆设

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打浆方式、打浆工艺对纸张质量影响及打浆过程的质量控制等。造纸化

学品及其应用部分主要介绍施胶的概念、施胶理论和影响因素、施胶剂的制备过程和原理；加填的

目的和作用，主要填料的选用及性质，填料的留着机理和影响填料留着的因素；染色原理和色相的

调配；抄纸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助剂的作用原理。供浆系统和白水系统重点讲解纸料抄造前的稀释、

净化和筛选、除气的处理过程及原理，简单介绍造纸用水的封闭循环和白水处理。纸料流送和纸页

成形部分主要介绍纸料流体力学性质、纸料流送、流浆箱结构及其流送原理，主要介绍长网、夹网

成型部成形原理和脱水元件的基本结构及脱水原理。压榨部主要介绍压榨部的作用、压辊的结构和

形式、压榨脱水理论。干燥部主要介绍干燥部的作用、干燥过程原理。完成整理部介绍纸页的压光、

卷曲及完成整理。纸板简单介绍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造纸过程的基本理论、工艺原理、专业知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基本知识，为将来从事

教学、科研和生产打下良好的专业理论基础； 

2. 掌握造纸过程产品质量检测、理化性能测试与表征的分析技术和生产设备的选型配套与应用方

法； 

3. 了解本专业相关方向的国内外造纸方面的 新发展动态、趋势及新理论、新工艺与新设备。 

第一章  打浆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打浆概念、打浆理论、打浆工艺和打浆设备、打浆工艺对纸张质量影

响及打浆过程的质量控制等。通过对本章的系统学习，使学生能够： 

1. 深刻理解打浆的概念及其对抄纸的重要影响。 

2. 掌握打浆的基本理论，打浆工艺的控制及其主要打浆设备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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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打浆理论和纤维间结合力的形成，影响打浆的因素，打浆与纸张性质的关系。 

难点：打浆理论、打浆方式、打浆与纸张质量关系。 

教学内容 

一、打浆理论 

1. 纤维细胞壁的结构 

2. 打浆的作用 

3. 纤维结合力 

4. 打浆与纸张性质的关系 

二、打浆工艺 

1. 打浆方式 

2. 影响打浆的因素 

3. 各种浆料的打浆特性 

4. 打浆工艺流程 

5. 打浆质量检查 

三、打浆设备 

1. 间歇式打浆机 

2. 连续式打浆设备 

3. 打浆设备的性能指标及其计算 

4. 打浆辅助设备 

四、打浆系统的控制 

1. 打浆控制系统的基本类型 

2. 打浆控制系统的基本内容 

3. 打浆控制系统的方案 

第二章  造纸化学品及其应用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施胶、加填、染色的基本理论和新发展趋势及抄纸助剂的作用原理和发展

情况。使学生学习本章后能够： 

1. 掌握纸页施胶的目的、主要施胶剂的性质、制备工艺、施胶理论及主要影响施胶的因素，中

性施胶理论及其发展。 

2. 掌握加填的主要概念、作用，填料的留着机理，影响因素。 

3. 了解染色和调色的主要目的，染色原理及主要色料的特性。 

4. 掌握几种主要常用抄纸助剂的作用原理及其新发展情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施胶理论、主要施胶剂的特性及其制备过程，加填理论，施胶、加填方法、影响 

因素，抄纸助剂的作用原理。 

难点：施胶理论。 

教学内容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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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施胶 

1. 施胶的目的、方法及发展情况 

2. 液体在纸页表面的扩散和渗透机理 

3. 松香胶施胶 

4. 中性施胶与合成施胶剂 

三、加填 

1. 加填的目的和作用  

2. 填料质量评价及选择 

3. 填料的种类和特性 

4. 填料液的制备及使用 

5. 填料的留着率及填料留着机理 

四、染色和调色 

1. 染色和调色的目的和作用 

2. 色料的种类和性质 

3. 色料的调配和校正 

4. 染色方法及影响染色的因素 

5. 染料湿部染色的物化过程 

五、纸张湿强度与湿强剂 

六、纸张干强度与干强剂 

七、助留、助滤和分散剂的应用 

八、其他功能性造纸化学品简介 

九、其他控制型造纸化学品简介 

十、造纸湿部化学 

第三章  供浆系统和白水系统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纸料抄造前的稀释、净化、筛选和除气及流送系统，造纸过程 

中白水系统和造纸用水的封闭循环。使学生学习本章后达到下列要求： 

1. 掌握纸料的稀释净化、除气方法及必要性。 

2. 了解造纸过程中白水的封闭循环状况，以及白水回收方法和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纸料的流送，净化、筛选的概念及原理。 

难点：纸料的流送，白水的封闭循环。 

教学内容 

一、纸料的组成和性质 

二、纸料悬浮液的流体力学特性 

三、供浆系统 

四、白水系统和造纸白水封闭循环 

第四章  纸料流送与纸页成形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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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纸料的流体特性和上网设备，长网、圆网和夹网网部的脱水过程、理

论及脱水元件。使学生学习本章后达到下列要求： 

1. 掌握流浆箱的基本组成和主要元件的作用原理及其发展情况。 

2. 掌握纸料上网、成形、脱水机理、脱水元件及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纸料流体特性，上网成型脱水机理。 

难点：纸料流体特性，流浆箱主要元件和工作原理，网部脱水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纸浆流送原理 

1. 纸料悬浮液流送上网 

2. 纸机流浆箱的组成 

3. 流浆箱发展的主要历程和代表类型 

4. 流浆箱的关键装置和主要元件 

5. 流浆箱的设计概念和工作原理 

三、纸页成形基础 

1. 纸页成形基本概念 

2. 纸页成形器及其发展概况 

3. 成型器及其分类 

4. 纸页成形过程的流体动力学 

5. 纸页成形结构 

6. 纸页成形对纸页结构和性质的影响 

四、长网成形器的纸页成形 

1. 长网成形器的主要部件及其作用组成 

2. 长网成形器的成形和脱水 

3. 纸料喷射上网与纸页脱水成形 

4. 成形脱水段的脱水元件和作用机理 

5. 高压差脱水段的脱水元件和作用机理 

6. 造纸及网部参数的测量与控制 

五、圆网成形器的纸页成形 

六、夹网成形器的纸页成形 

七、上网成形器的纸页成形 

八、高浓成形及其成形器 

第五章  纸页的压榨与干燥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压榨脱水理论及设备；干燥过程和机理。使学生学习本章后达到下列

要求： 

1. 掌握压榨脱水理论、基本结构形式、影响因素及强化方法。 

2. 掌握干燥脱水机理、对纸页质量的影响、干燥过程的强化。 



 

- 27 -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压榨和干燥脱水机理。 

难点：压榨部和干燥部脱水机理。 

教学内容 

一、压榨部的作用及其对纸页性能的影响 

1. 压榨部的作用 

2. 压榨部的脱水效率 

3. 压榨脱水过程对纸页的固化作用 

4. 压榨对纸页结构性能的影响 

二、压榨辊的型式与压榨部的组合 

1. 压榨辊的构造型式 

2. 压榨部的压辊组合 

3. 压榨部的配置与组合 

4. 湿纸幅的传递 

5. 压辊中高及可控中高辊 

三、压榨脱水原理 

1. 横向脱水机理 

2. 垂向脱水机理 

3. 压控压榨与流控压榨 

4. 压榨过程的水分流动转移 

5. 压区压力及其分布对脱水的影响 

6. 压榨过程中湿纸幅的压花 

四、压榨脱水的影响因素及强化途径 

五、纸机干燥部 

六、干燥过程与纸页性能 

七、干燥过程原理 

1. 干燥过程的传热原理 

2. 干燥过程的传质原理 

3. 干燥部传热传质的基本计算 

八、干燥部的运行控制 

九、干燥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强化措施 

第六章  纸页的表面处理和卷曲完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纸页的表面施胶、纸页的压光、卷曲及纸的完成整理理论。使学生学

习本章后达到下列要求： 

1. 掌握表面施胶的方法、表面施胶剂和影响因素。 

2. 掌握压光、卷曲及纸的完成整理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表面施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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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压光、卷曲及纸的完成整理理论。 

教学内容 

一、纸页的表面施胶 

二、纸页的压光处理 

三、纸页的卷取和完成 

第七章  纸板的制造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述纸板的结构及纸板生产方法。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到纸板的结构和纸

板生产的特殊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纸板结构和纸板生产的特殊性。 

难点：纸板结构。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纸板的特点及质量控制 

三、纸板生产过程和方法 

四、纸板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展望。 

 

执笔人：韩颖                                 审核人：周景辉，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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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仪表与自动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造纸仪表与自动化/Instrument and automatization of the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industry 

课程类别：专业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 

教学参考书：刘焕彬编. 制浆造纸过程自动测量与控制.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 

厉玉鸣编.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制浆造纸仪表与自动化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这门课程教学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学习制浆造纸生产

过程中主要变量的测量原理；掌握轻化工仪表的基本概念和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能正确地选用和

使用有关仪表；能运用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去设计简单控制系统；能结合制浆造纸过程的要求，提

出各工序的自动化方案；能为自动化系统设计提供有关要求和数据。  

全课程由五个内容模块组成。过程自控制导论模块介绍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和有关概念；自动

控制系统基础理论模块讲述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和设计；主要变量的测量与控制模块讲述制

浆造纸过程变量的测量原理和仪表及控制方案；制浆造纸典型过程的特点及自动化方案模块介绍国

内外应用的典型过程自动化方案；计算机控制及全厂信息化模块介绍计算机控制原理及全厂自动化、

信息化的组成。 

这门课程注重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地介绍有关问题。在介绍变量测量时，重点放在各

变量的特点、测量原理与方法以及仪表的选用，而仪表的结构只作一般的介绍。在介绍自动控制系

统时，重点放在从设计和使用好简单控制系统这一实际问题出发，介绍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基本

原理和影响因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化工及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中常用检测仪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使学生掌握控制系统基本原理，能设计简单控制系统。 

第一章  导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自动控制系统基本概念和自动控制系统的特性。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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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动化及其发展概况 

1.自动化定义 

2.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 

二、自动控制系统 

1.自动控制是人工控制的模仿与发展 

2.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三、自动控制系统特性 

1.系统的静态过程、动态过程和过渡过程 

2.自动控制系统质量指标 

四、自动控制系统设计概述 

1.过程控制的任务 

2.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 

第二章  控制对象特性及数学模型建立（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控制对象特性及数学模型建立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被控对象的描述方法及对象特性特征参数。 

教学内容 

一、对象特性和数学模型的建立   

1.用机理分析法建立一阶过程数学模型 

2.二阶过程的数学模型 

3.具有纯滞后特性对象的数学模型 

4.二阶对象数学模型的简化 

二、描述被控对象特性的参数  

1.被控对象的负荷及自衡 

2.放大系数 K 

3.时间常数 T 

4.滞后时间τ 

三、拉氏变换和传递函数   

1.系统的静态过程、动态过程和过渡过程 

2.自动控制系统质量指标 

第三章  控制器及特性（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控制器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控制器内部三种控制规律。 

教学内容 

一、控制器的特性   

1.比例调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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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分调节规律及比例积分调节规律 

3.微分调节规律和比例积分微分调节规律 

4.不同调节规律控制器的特性及选用 

二、控制器组成   

1.控制器基本组成 

第四章  变送器及特性（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变送器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变送器的零点迁移及测量变送过程中的滞后问题。 

教学内容 

一、变送器的构成原理及其特性   

1.变送器理想输入输出特性 

2.变送器的构成原理及其数学模型 

3.不同测量转换特性变送器 

二、测量变送过程中的滞后问题  

1.变送器安装位置引起纯滞后问题 

2.变送器的测量滞后的问题 

3.测量信号传递滞后的影响 

三、变送器的量程调整、零点调整和零点迁移 

1.量程调整 

2.零点调整和零点迁移 

第五章  调节阀及特性（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调节阀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调节阀四种理想流量特性。 

教学内容 

一、调节阀构成及特性   

1.调节阀构成 

2.气动执行机构的构成和特性 

3.调节机构的种类和特性 

二、调节阀选用  

1.调节阀执行机构的选择 

2.调节机构的选择 

3.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 

第六章  简单控制系统（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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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掌握简单控制系统的构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简单控制系统方案的确定。 

教学内容 

一、简单控制系统设计概述 

1.简单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2.控制系统的工程要点 

二、简单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1.被控变量的确定 

2.调节变量的确定 

3.测量变送装置的选择 

4.调节阀的选择 

5.控制器的选择 

三、简单控制系统的投运及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1.控制器参数整定 

2.系统的投运及运行 

第七章  复杂控制系统（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复杂控制系统的构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串级控制系统和比值控制系统。 

教学内容 

一、串级控制系统  

1.串级控制系统的组成 

2.串级控制系统的特点和设计原则 

3.串级控制系统控制器的选择及工程整定 

二、比值控制系统  

1.比值控制系统的类型及组成 

2.比值控制系统的实施 

3.比值控制系统参数整定 

第八章  常用变量的测量与控制（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常用变量的测量与控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几种常用测量仪表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压力  

1.压力测量仪表的分类与原理 

2.压力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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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位  

1.液位测量仪表的分类与原理 

2.液位控制系统 

三、流量  

1.流量计的分类与原理 

2.流量控制系统 

四、温度  

1.温度计的分类与原理 

2.热电偶温度计 

3.热电阻温度计 

4.温度仪表的使用 

5.温度控制系统 

第九章  浓度的测量与控制（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浓度的测量与控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几种浓度测量仪表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溶液浓度 

1.电极法测量浓度的基本原理 

2.PH 值的测量与控制 

二、溶液密度 

1.溶液浓度、密度与相对密度的关系 

2.溶液浓度的光学测量方法-折光仪 

3.溶液密度测量与控制 

三、纸浆浓度  

1.中浓纸浆浓度的测量与控制 

2.低浓纸浆浓度的测量与控制 

四、纸浆打浆度  

1.纸浆打浆度测量仪 

2.打浆度控制 

第十章  纸张质量指标的在线测量（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纸张质量指标测量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纸张水分和定量的测定方法。 

教学内容 

一、纸张水分的测量  

1.红外线水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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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波水分仪 

二、纸张定量测量 

1.测量原理 

2.β-射线纸张定量仪 

三、纸张定量和水分的纵向和横向分布测量 

四、纸页灰分测量仪 

 

执笔人：鲁杰                                审核人：杨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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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设备》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造纸设备（Equipment for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专业 

学 时 数：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 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机械制图；工程力学；化工原理；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                            

教学参考书：陈克复等编.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第三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7 

陈克复等编.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第二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5 

华南工学院等院校编.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中国轻工出版社.1981.11 

谢来苏主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工业出版社.2004.4 

卢谦和主编. 造纸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近十几年来我国制浆造纸工业的生产规模及技术装备水平迅速提高，为了使轻化工程专业毕业

的学生能够全面系统了解掌握制浆造纸工艺过程各操作单元的新技术与装备、节能技术与装备、清

洁生产技术与装备的工作原理，结构特征，材料及操作保养、注意事项等，从而开设本门课程。 

本课程内容包括：木材和草类原料的备料过程现在所使用的和 新出现的新型设备的结构、工

作原理及有关生产能力计算等；蒸煮设备及其配套的附属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进料、排料

及药液循环加热过程；盘磨机械浆设备的结构，影响因素及其配套设备和热回收设备的结构原理，

高得率制浆设备的节能方面的研究成果等；高效洗涤浓缩设备，置换涤洗涤设备及其改进改造，新

型高效洗涤浓缩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使用注意事项；筛选机理，离心筛、压力筛及高浓压力筛

的结构和工作原理；高浓纸浆的漂白设备，配套的漂剂生产设备，纸浆高剪切混合设备的主要结构

和工作原理；黑液回收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打浆设备及高浓打

浆设备的结构、打浆原理、间隙调整方法等；纸浆供浆方式，配浆方法及其所用设备结构、作用、

原理；流浆箱的布浆器及其结构和工作原理，均整装置的结构、作用原理、主要性能参数，堰板的

结构形式和性能等；纸页成型装置的作用，成型装置的主要的结构、作用和要求等；压榨部主要结

构，靴式压榨的新技术；干燥装置的新进展，烘缸的基本结构，冷凝水排出装置及其进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能够系统而全面的掌握制浆造纸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生产设备的主要作用、基本结构、工

作原理； 

2.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现时国内外制浆造纸新型设备的发展趋势和应用情况； 

3.使学生工作后能够正确选用适合其工厂生产情况的先进合理的生产设备，并具有解决生产中所出

现的一些简单技术问题及生产设备故障的能力。 

第一章  备料机械与设备  （5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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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木材和草类原料的备料过程，主要备料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有关

生产能力计算等。通过系统的学习达到如下要求： 

掌握剥皮机的工作原理，主要结构，主要类型和生产能力计算；掌握削片机的结构、原理，影

响木片质量的因素，使用维护，生产能力计算；理解木片筛选和再碎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了解

草类原料干、湿法备料过程及特点，所需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木材备料设备中圆筒剥皮机、盘式削片机、盘式木片筛的结构、原理及主要

影响因素；非木材备料设备中的切苇机筛选、除尘设备和湿法备料过程和设备。本章的难点为圆筒

剥皮机和盘式削片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木材原料常用的剥皮机和锯木机 

二、原木削片机 

三、木片筛选与再碎设备 

四、非木材原料的干法备料设备 

五、非木材原料的湿法备料设备 

第二章  化学制浆设备  （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讲述在化学浆生产过程中所使用间歇式、连续式蒸煮设备及其配套的附属设备的

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和进料、排料、药液循环加热过程，通过本章学习达到下列要求：了解化学制

浆工艺流程，设备种类及设备选型；掌握立式蒸煮锅及其附属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了解连

续式蒸煮设备的类型、流程、主要设备及其附属设备的结构原理，重点掌握横管式蒸煮器的相关内

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立式蒸煮锅和横管蒸煮器及其附属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难点是喂料器、立

式连续蒸煮器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立式蒸煮锅 

二、间歇式立式蒸煮锅的附属设备 

三、塔式连续蒸煮设备 

四、横管式连续蒸煮设备 

五、斜管式连续蒸煮设备 

第三章  高得率制浆设备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是详细讲授盘磨机械浆设备和高得率浆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节能方法等，使学生

掌握常用高得率浆设备的结构及原理，并对热回收设备的结构原理有深刻的了解，掌握高得率制浆

设备节能方面 新研究成果。具体要求如下：掌握盘磨机的结构，设计要求，磨盘的结构参数及间

隙的调整过程；掌握盘磨机械浆系统的配套设备和热回收设备的结构原理和特点；深刻理解高得率

浆节能的意义，节能设备及其节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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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盘磨机及其配套设备，热回收设备的结构原理和特点，高得率浆节能的意义及其

设备结构，原理。难点是盘磨机的磨盘结构，间隙调整和节能设备节能原理。 

教学内容 

一、盘磨机械浆设备 

二、高得率制浆设备的节能 

第四章  纸浆的洗涤与浓缩设备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一些新式高效的洗涤和浓缩设备及置换洗涤设备，使学生掌握国内现广泛使用的

洗涤浓缩设备和世界上新研制的洗涤浓缩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使用条件及注意事项，通过学习

达到下列要求：对低、中浓洗涤和浓缩设备缺陷的改进情况，操作条件，工作原理等方面有全面深

刻的理解；对新式高浓洗涤浓缩设备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等有深入了解；对置换洗涤设备的结构、

工作原理、特点等有进一步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对原有设备缺陷的改造，结构上的改进，新型洗涤浓缩设备和置换洗涤设备的结

构，工作原理，特点及操作条件，注意事项等，难点是置换洗涤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新型低浓洗涤浓缩设备 

二、新型中浓洗涤浓缩设备 

三、新型高浓洗涤浓缩设备 

四、置换洗涤设备 

第五章  纸浆筛选净化设备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筛选机理和筛选效率新的评价方法方面的基本理论，此外还介绍离心式，压力式

筛浆机及高浓压力筛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使学生能对筛选理论及有关设备有全面深入了解，要达到

如下要求：掌握和理解筛选机理及筛选效率新的评价方法理论；了解低浓筛选设备和种类，主要结

构原理；掌握和深刻理解高浓压力筛的结构和筛选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筛选机理及筛选效率新评价方法理论；高浓压力筛的结构和筛选原理。 

教学内容 

一、新型筛选设备 

二、新型净化设备 

第六章  纸浆的漂白设备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目前世界上各国在纸浆漂白过程广泛使用的中高浓纸浆氯漂设备，二氧化氯漂白

设备，过氧化氢漂白设备和臭氧漂白设备及其配套混合器的结构，工作原理等知识。使学生对无元

素氯和全无氯漂白设备及混合设备有深刻，全面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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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的重点为氯气，二氧化氯，过氧化氢，臭氧等中高浓漂白设备及上述混合设备的结构

和工作原理。难点为中高浓氧漂时混合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及高浓氧漂塔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中高浓纸浆氧漂白设备 

二、中浓纸浆二氧化氯漂白设备 

三、中高浓纸浆 H2O2漂白设备 

四、中高浓纸浆臭氧漂白设备 

五、中浓浆泵 

第七章  碱回收设备（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目前世界上各国在制浆废液回收过程广泛使用的新型的废液蒸发浓缩设备，废液

燃烧设备，绿液苛化设备和白泥回收设备及其配套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等知识。使学生对制浆造

纸的废液回收设备有深刻，全面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废液蒸发浓缩设备，废液燃烧设备，绿液苛化设备和白泥回收设备及其配套

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难点为废液蒸发浓缩和燃烧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新型废液蒸发浓缩设备 

二、新型废液燃烧设备 

三、绿液苛化设备 

四、白泥回收设备 

第八章  打浆设备（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介绍打浆设备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锥形打浆机，盘磨机及高浓打浆设备的结构要

求，打浆原理，间隙调整等方面内容。通过对本章学习，使学生对打浆设备的发展趋势，常用打浆

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等有深入、详细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打浆设备的发展趋势，锥形磨浆机的工作原理，结构要求，间隙调整，盘磨

机的发展，磨盘的结构要求，降耗和提高磨浆质量的措施；高浓打浆设备结构，特点等，教学的难

点为盘磨机的动力消耗及计算和高浓打浆设备的结构特点。 

教学内容 

一、打浆设备的分类及发展趋势 

二、锥形磨浆机 

三、盘磨打浆机 

四、新式中高浓打浆机 

第九章  纸浆流送设备与流浆箱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供浆方式，配浆方法及设备结构、作用、原理，纸浆的稀释目的和方法，脉冲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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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设备结构原理，流浆箱的布浆器及其结构，工作原理，匀整装置的结构，作用原理主要性能参数，

堰板的结构形式和性能，流浆箱的主要性能参数的设计计算等，以使学生对纸浆流送设备及流浆箱

有全面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为供浆方式，配浆箱的结构原理，布浆器匀整装置的结构，原理等，教学难点为布浆

器和匀整装置的结构及原理。 

教学内容 

一、流送系统的有关设备 

二、流浆箱的布浆器 

三、流浆箱的堰池和均整装置 

四、流浆箱的上浆装置 

第十章  造纸机成型装置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成形装置的作用，纸幅成形机理，长网成形装置和夹网成形装置的主要元件作用，

结构和要求等内容，使学生对成形装置的作用，成形机理和长网和夹网成形器的主要元件的结构，

作用等有一定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的重点为成形装置的作用，成形机理和长网成形器的主要无件结构，性能和要求，设计等。

教学难点为成形机理和真空伏辊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纸幅成形装置的作用和成型机理 

二、长网成形装置 

三、夹网成形装置简介 

第十一章  造纸机的压榨装置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压榨部的作用，压榨部的机械特性及辊及技术参数，常规双辊压榨，靴式压榨的

特点，结构形式 新发展，引纸装置，复式压榨结构，特点等，通过学习使学生对压榨的结构，对

纸页性质的影响及 新压榨形式有深入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和难点均为靴式压榨的特点、结构形式等。 

教学内容 

一、压榨部概述 

二、压榨棍的类型 

三、压榨部的引纸装置 

四、复式压榨简介 

第十二章  造纸机的干燥装置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干燥装置的作用，干燥装置的新装置，烘缸的基本结构，冷凝水排出装置及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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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干毯缸和干毯辊的结构，冷缸的作用，结构，干燥装置的供热系统，通风装置等使学生对干燥

装置的作用新进展，烘缸及排水装置及附属装置的结构有全面深入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干燥装置斩新进展，冷凝水排出装置的结构及其发展，干燥装置的供热系统

等，上述几点同时也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内容 

一、干燥装置的新进展 

二、烘缸、烘毯缸和冷缸 

三、干燥装置的供热系统 

四、干燥装置的通风装置 

 

执笔人：梁富政                                      审核人：孙广卫、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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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工厂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Design of Pluping and Paper Making Plan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专业本科生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轻化工环境保护、轻化工仪表等 

教学参考书：王志杰等编.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周景辉等编. 制浆造纸设计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杨汝男等编.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大连轻工业学院校内自编，2004 年 

杨念春等编. 制浆造纸工程设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是一门专业基础及必修课。为了在设计中更好地发挥工艺设计人员的主导作

用，这门课程以制浆造纸工艺设计为主，并扼要地介绍了各辅助专业的设计任务、内容及工艺设计

人员与各辅助设计人员的工作协调和工作关系。通过综合各门专业课程的知识，使学生掌握制浆造

纸工厂设计的步骤、方法和原则。对学生进行毕业实习有指导作用，是毕业设计的重要基础，对于

将来从事制浆造纸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全课程分六章进行介绍，首先是对工艺设计的项目建设程序、设计内容、可行性研究、设计步

骤、厂址选择和总平面设计作一般概述，使学生对工厂设计有个总体的概念和认识。然后对生产工

艺设计重点环节包括工艺流程设计、工艺平衡计算、设备平衡计算、车间布置设计及各辅助专业的

设计作重点介绍，并在注重联系实际，注重前人的设计经验，注重制浆造纸工厂设计规范的基础上，

更注重 基本的设计步骤和设计方法， 后以图纸和文字的形式表现出一个完整的工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制浆造纸工厂设计的步骤、方法和原则。 

2.指导学生更好的完成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 

3.提高学生从事制浆造纸实践的工程设计能力。 

 第一章 工程项目建设程序和设计内容及经济分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工程项目建设的程序、基本建设的阶段划分及工程项目经济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程项目建设程序；工程项目经济分析。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 

一、工程项目建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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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项目建设程序 

2.工程项目建设程序配套机制 

二、工程项目设计内容 

1.工程总体设计 

2.工艺工程设计 

3.公用工程设计 

4.环保工程设计 

三、投资估算和设计概算 

1.投资估算 

2.融资方案 

3.设计概算 

四、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 

1.工程建设经济评价 

2.工程建设项目财务评价 

3.国民经济评价 

4.社会评价 

5.投资风险分析 

6.改扩建与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评价 

7.中外合资企业项目的经济评价 

第二章 工程项目建设决策（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项目建议书的内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依据和要求及轻化工厂的厂址选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可行性研究及工厂厂址选择。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 

一、项目建议书 

1.项目建议书的内容和深度 

2.项目建议书的编制 

3.项目申请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 

1.可行性研究的发展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2.可行性研究编制依据和要求 

3.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度要求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1.项目建设理由与目标 

2.市场需求预测 

3.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 

4.厂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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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 

6.主要原辅料、燃料供应 

7.节能、节水措施 

8.环境影响评价 

9.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 

10.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 

11.项目实施进度建议 

第三章 厂址选择与厂区总平面布置（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之一，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掌握厂址选

择与厂区总平面布置的主要步骤和主要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厂址选择；厂区总平面布置图的设计及画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 

一、厂址选择的重要性和基本原则 

1.厂址选择的重要性 

2.厂址选择的基本原则 

二、厂址选择的阶段和内容 

1.项目选址的准备阶段 

2.厂址选择阶段 

3.编制厂址选择报告 

三、环境影响评价 

1.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四、总平面布置和运输设计 

1.总平面布置的一般原则 

2.总平面布置 

3.厂内、外运输设计 

4.厂区绿化 

5.总平面布置图 

6.图例 

第四章 生产工艺设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程的重点之一，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掌握工艺流

程设计原则及工艺流程图绘制方法；物料平衡计算和热量平衡计算的方法；设备平衡计算的原则与

方法；正确的车间布置设计方法与车间布置图画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艺流程设计原则及工艺流程图绘制方法；物料平衡计算和热量平衡计算的方法；设备平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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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原则与方法；正确的车间布置设计方法与车间布置图画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 

一、生产工艺设计概述 

1.生产工艺设计在工程总体设计中的重要性 

2.生产工艺设计的依据 

3.设计阶段的划分和各设计阶段的内容 

4.生产工艺设计的步骤 

5.生产工艺设计的深度要求 

二、生产工艺流程设计 

1.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的作用 

2.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的原则和步骤 

3.生产方法的选择 

4.生产工艺流程图的绘制 

三、生产工艺设计的有关计算 

1.技术经济指标和工艺参数 

2.物料平衡计算 

3.浆水平衡计算 

4.设备平衡计算 

5.动力平衡计算 

6 用 Excel 进行工艺计算 

四、生产工艺设备的选型 

1.专业设备选型 

2.通用设备选型 

3.非标准设备选型 

五、工艺设备及管道布置设计 

1.工艺设备布置设计要求 

2.工艺设备布置图的绘制 

3.工艺管道布置设计要求 

4.工艺管道布置图的绘制 

5.工艺设备布置图及管道图示例 

  第五章 公用工程设计(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了解各辅助生产工程设计、公用工程设

计及环保和综合利用的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辅助生产工程设计、公用工程设计要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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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1.综合办公楼和中心化验室 

2.空压站和维修间 

3.仓库和堆场 

4.其他辅助设施 

二、公用工程设计 

1.建筑和结构 

2.给水和排水 

3.供电和供热 

4.采暖和通风 

5.自控和仪表 

三、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工程 

1.废气、粉尘、废水治理，废渣的处理与综合利用 

2.噪声控制 

3.绿化 

四、劳动安全卫生 

1.工程项目危险和有害因素分析 

2.劳动安全卫生措施与管理 

第六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生应在认真听课的基础上充分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掌握主要常用的计算机辅助绘图和设计

软件，提高设计工作效率。 

教学重点和难点 

AutoCAD 特点、图形绘制与编辑、对象特性与标注要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 

一、AutoCAD 基本知识 

二、图形绘制与编辑 

1.图形绘制 

2.图形编辑 

三、对象特性与标注 

1.对象特性 

2.对象标注 

四、AutoCAD 在制浆造纸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1.生产工艺流程图 

4.工艺设备布置图 

课程总结及考核(2 学时) 

执笔人：张世杰                                   审核人：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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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设备过程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造纸设备过程控制/Process Control of Equipments in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专业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制浆造纸设备；制浆造纸仪表与自动化                               

教学参考书：王孟效等编. 制浆造纸过程测控系统及工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9 

刘焕彬编. 制浆造纸过程自动检测与控制.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制浆造纸设备过程控制以制浆造纸设备和制浆造纸仪表与自动化的课程内容为基础，通过对制

浆造纸设备的控制讲解和制浆造纸不同工段工艺控制的讲解，引导制浆造纸专业本科生将制浆造纸

工艺、制浆造纸设备和制浆造纸仪表与自动化几门课程的知识相互融会贯通，加强本科生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同时锻炼了本科生在纸厂 DCS 控制岗位的工作能力，满足工厂对本科生控制岗位

的能力要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本科生掌握制浆造纸设备基本控制点和控制方法。 

2.使本科生掌握制浆造纸不同工段有哪些重要控制点及控制方法。 

3.增强学生自动化知识的应用能力，加强对制浆造纸工艺的理解。 

第一章  制浆造纸过程参数检测的基本知识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使学生掌握检测技术的基本知识 

要求：明确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用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在于对检测仪表的性能基本参数的理解和误差消除方法的运用。 

教学内容 

一、检测仪表的分类与组成 

二、误差分析和误差的消除 

三、标准偏差和方差分析 

第二章  制浆造纸过程中的简单调节系统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和要求：讲授基本调节系统的组成和调节过程，使学生能够自行设计出基本的调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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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控制图和仪表选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个简单控制系统的组成；参数的工程整定和仪表的安装。 

难点：对调节系统中采用的测量方法、测量点及泵的安装位置的选取；参数的工程整定。 

教学内容 

一、简单调节系统的基本问题 

1. 简单调节系统的组成 

2. 简单调节系统的基本问题 

二、压力调节系统 

三、液位调节系统 

四、流量调节系统 

五、温度调节系统 

六、浓度调节系统 

七、调节器参数的工程整定 

八、仪表图例 

九、调节系统的工程设计 

十、仪表的安装和调试 

第三章  制浆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讲授典型制浆过程几个工段的控制系统，使学生掌握重要控制点的设置和重要工艺参数

的控制方法。 

要求：对给出的某工段控制系统图能够从工艺、设备的角度进行控制解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制浆过程重要工艺参数和重要设备的控制方法。 

难点：理解为何采用某种控制方法，能够初步设计出对某个工段的重要参数的控制系统图。 

教学内容 

一、制浆过程设备和工艺回顾 

二、湿法备料和连蒸的典型控制系统 

三、洗涤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四、筛选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五、漂白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六、废纸制浆典型控制系统 

第四章  造纸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9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讲授典型造纸过程几个工段的控制系统，使学生掌握重要控制点的设置和重要工艺参数

的控制方法。 

要求：对给出的某工段控制系统图能够从工艺、设备的角度进行控制解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造纸过程重要工艺参数和重要设备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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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理解为何采用某种控制方法，能够初步设计出对某个工段的重要参数的控制系统图。 

教学内容 

一、造纸过程设备和工艺回顾 

二、打浆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三、配浆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四、流送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五、供汽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六、QCS 组成 

第五章  碱回收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讲授典型碱回收过程几个工段的控制系统，使学生掌握重要控制点的设置和重要工艺参

数的控制方法。 

要求：对给出的某工段控制系统图能够从工艺、设备的角度进行控制解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对碱回收过程重要工艺参数和重要设备的控制方法。 

难点：理解为何采用某种控制方法，能够初步设计出对某个工段的重要参数的控制系统图。 

教学内容 

一、碱回收过程设备和工艺回顾 

二、蒸发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三、燃烧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四、苛化过程典型控制系统 

 

执笔人：孙广卫                                   审核人：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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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设备维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造纸设备维护/Equipment Maintenance in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专业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 制浆造纸设备（上下册）                              

教学参考书：冯拉俊. 制浆造纸设备腐蚀与防护. 轻工业出版社.1995 

李健民. 制浆造纸设备维护与安装. 轻工业出版社.1993 

段永成. 长网造纸机操作故障和纸病. 轻工业出版社.198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制浆造纸设备投资巨大，纸厂的设备维护成为节约成本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对设备维护人员

和一般操作人员的维护要求越来越严格，本课程针对此情况而设置。 

课程在回顾造纸用典型设备的基础上，对每一种设备的使用维护进行讲解，重点讲解常用设备

及贵重设备的使用维护，通过对这些设备的使用维护和容易出现问题的讲解，使学生掌握常用和贵

重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加深对设备和工艺的理解，并使学生能够在踏出校园走进工厂之后

的 短时间里，掌握工厂实际操作环节的内容，对部分问题提出处理方法建议，做到学有所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常用和贵重设备的使用维护知识。 

2.掌握一些重要设备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法。 

3.锻炼和提升本科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备料机械的使用与维护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在回顾备料机械与设备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详细讲授几个重点设备的维护与操作，使学

生明白在备料工段工作时自己所需的日常设备维护知识，并初步了解一些设备的操作步骤，对容易

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有所掌握。 

要求：掌握圆筒剥皮机、削片机等重要设备的维护，并对设备维护基本概念有所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在于对备料工段重要设备的维护内容进行理解和记忆。 

教学内容 

一、设备维护的发展 

二、圆筒剥皮机的使用与维护 

三、削片机的使用与维护 

四、筛选与再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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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化学制浆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在回顾蒸煮机械与设备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详细讲授横管式蒸煮器、蒸球及立式蒸煮锅

的维护与操作，使学生掌握蒸煮工段所需的日常设备维护知识，对容易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有所

掌握。 

要求：掌握横管式连续蒸煮器、蒸球、立式蒸煮锅及附属设备的维护，并掌握生产中出现的反

喷等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在于对蒸煮工段重要设备的维护内容、所出现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进行理解和记忆。 

教学内容 

一、蒸煮设备的回顾 

二、蒸球的操作和维护 

三、立式蒸煮锅及其附属设备的操作和维护 

四、横管式蒸煮器的操作和维护 

五、常用碱回收设备的维护 

第三章  高得率制浆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在回顾常用高得率制浆机械与设备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讲授盘磨和磨木机的维护与

操作，使学生掌握这两种设备所需的日常设备维护知识，对容易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有所掌握。 

要求：掌握盘磨和磨木机及附属设备的维护，并掌握生产中出现的掉块等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在于对盘磨机和磨木机的维护内容、所出现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进行理解和记忆。 

教学内容 

一、高得率制浆设备的回顾 

二、盘磨机的操作与维护 

三、磨木机的操作与维护 

第四章  洗涤与浓缩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重点讲授常用洗涤设备和浓缩设备的维护与操作，使学生掌握这些设备所需的日常设备

维护知识。 

要求：重点掌握真空洗浆机、压力洗浆机、双鼓置换压榨洗浆机等重要洗涤浓缩设备的维护。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在于对几种重要洗涤浓缩设备的维护内容进行理解和记忆。 

教学内容 

一、洗涤浓缩设备的回顾 

二、低浓洗涤浓缩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三、中浓洗涤浓缩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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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浓洗涤浓缩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第五章  筛选与净化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重点讲授常用筛选设备和净化设备的维护与操作，使学生掌握这些设备所需的日常设备

维护知识。 

要求：重点掌握压力筛浆机、中浓筛浆机、各种除渣器等重要筛选净化设备的维护。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在于对几种重要筛选净化设备的维护内容进行理解和记忆。 

教学内容 

一、筛选净化设备的回顾 

二、筛选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三、净化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第六章  漂白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和要求：主要介绍目前世界上各国在纸浆漂白过程广泛使用的中高浓纸浆漂白设备的操作

与维护，使学生对无元素氯和全无氯漂白设备及混合设备有一定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TCF 和 ECF 的中、高浓漂白设备的维护。 

教学内容 

一、漂白设备的回顾 

二、中高浓纸浆氧漂白设备的维护 

三、中浓纸浆二氧化氯漂白设备的维护 

四、中高浓过氧化氢、臭氧漂白设备的维护 

第七章  打浆与疏解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重点讲授常用打浆疏解设备的维护与操作，使学生掌握这些设备所需的日常设备维护知

识。 

要求：重点掌握常用打浆疏解等重要设备的维护，掌握打浆效果与打浆设备各参数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几种常用打浆设备的维护方法，难点在于如何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打浆设备的打浆

效果进行量化预评。 

教学内容 

一、打浆设备回顾 

二、锥形磨浆机 

三、盘磨机 

四、中高浓打浆机 

第八章  纸浆的流送与成形设备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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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讲授纸浆的流送与成形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设备常用的维护操作，是学生明确各个设

备在正常运行时的状态及个别情况的处理。 

要求：掌握流送中几种重要流浆箱和几类重要成形设备的维护操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流浆箱的维护；造纸网的维护；真空伏辊的维护与常见问题处理。 

教学内容 

一、浆料的流送与成形 

二、流浆箱的操作与维护 

三、成形装置的使用与维护 

第九章  造纸机的压榨装置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重点讲授压榨部的机械特性及辊及技术参数，常规双辊压榨，靴式压榨的特点，复式压

榨特点等，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压榨设备的操作与维护。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几种压榨辊的维护与使用，对压榨部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找到原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几种压榨辊的使用和维护事项。 

难点：在理解压榨基本理论和掌握压榨部维护的基础上，能够对压榨部出现的问题找到原因和

一些解决办法。 

教学内容 

一、压榨部装置的回顾 

二、压榨部的组合运用 

三、压榨辊的使用与维护 

第十章  造纸机的烘干装置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重点讲授烘干部烘干的使用与维护事项，对烘干部各种烘干形式进行初步讲解，使学生

掌握常用烘干设备的操作与维护。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几种烘干设备的维护与使用，对烘干部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找到原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几种烘干装置的使用和维护事项。 

难点：能够对烘干部出现的问题找到原因和一些解决办法。 

教学内容 

一、纸机烘干部的回顾 

二、烘干部的组合运行形式 

三、烘缸的使用与维护 

四、通风装置的维护 

 

执笔人：孙广卫                                       审核人：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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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回收工程与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废纸回收工程与技术/ Waste Paper Recycl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 

教学参考书：刘秉钺，韩颖编. 再生纤维与废纸脱墨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4 

高玉杰主编. 废纸再生实用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5 

陈克复等编.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5 

谢来苏主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工业出版社.2004.6 

陈庆蔚主编. 当代废纸处理技术. 中国工业出版社.1999.6 

沈序龙，朱友胜编. 废纸再生工程. 中国工业出版社.1990.6 

有关造纸期刊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近年来我国造纸工业持续迅速发展，纸和纸板的总产量和消耗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又

是世界上造纸原料、资源、能源严重缺乏的国家，所以充分利用废纸资源造纸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为了适应我国废纸回收工艺技术和新型废纸回收设备的飞速发展，满足我国造纸工业对工艺技术人

员的要求，使轻化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能尽快适应工作需要，而开设本门专业限选课程。 

废纸回收课程课程中除了介绍废纸再生的意义，国内外废纸利用情况简介，废纸的分类，废纸

中杂质的处理，常用废纸制浆流程和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还重点介绍废纸再生中的废纸碎解、

疏解、筛选与净化、洗涤与浓缩、洗涤法和浮选法脱墨过程，废纸浆的漂白工艺，废纸中含有的特

殊杂质如热熔胶、沥青和塑料膜片的处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及对生产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还介绍废纸脱墨的机理，脱墨剂配方中主要化学组成的作用

原理和影响脱墨的主要因素等内容。还介绍生物技术在废纸脱墨中的应用和废纸浆的打浆及配抄过

程中的特性和对成纸性质的影响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废纸回收工程中的基本过程、基本理论和 新工艺技术； 

2.使学生能够掌握废纸回收中所用生产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术条件，了解废纸处理

设备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应用情况； 

3.使学生工作后能够正确制定合理的废纸处理技术工艺条件，选择合理的生产设备，并能处理生产

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问题。 

第一章  概论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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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废纸再生的意义，国内外废纸利用情况，废纸分类，废纸中杂质及其

处理，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使学生能够了解本章所介绍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废纸中杂质及其处理，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本章的难点为废纸脱墨技术

的新近展。 

教学内容 

一、废纸再生的意义 

二、国内外废纸利用情况和现状 

三、国内外废纸分类情况 

四、废纸中杂质处理技术 

五、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 

第二章  废纸再生过程中的加工单元操作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是详细向学生讲授废纸的主要再生过程，主要包括废纸的碎解和疏解目的及所用主要

的新型设备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水力碎浆机碎浆机理及主要影响因素；废纸的筛选与除渣，

洗涤与浓缩设备的典型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废纸浮选原理及主要新型浮选设备的结构、工作原

理、特点等，使学生对废纸再生过程有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水力碎浆机碎浆机理和一些新型专用废纸再生的碎解、疏解、筛选净化、洗涤和

浓缩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废纸浆的浮选原理和主要新型浮选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特点等。难

点是废纸的浮选原理和一些新型废纸制浆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废纸碎解的目的及碎解设备 

二、废纸的疏解的目的及疏解设备 

三、废纸的筛选与净化工艺及主要新型设备 

四、废纸的浮选原理及主要新型设备 

五、废纸的洗涤与浓缩工艺及原理和主要新型设备 

第三章  废纸脱墨技术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废纸脱墨机理、油墨组成、纸及油墨的性质、脱墨剂中各主要化学组

成的作用原理、脱墨方法及脱墨流程、浮选脱墨机理和洗涤脱墨机理，使学生对废纸脱墨工艺、脱

墨机理和脱墨剂的主要组成作用原理有全面了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废纸脱墨机理、脱墨剂的主要组成及其作用原理、废纸脱墨工艺和影响脱墨的主

要因素，难点是废纸脱墨机理、脱墨剂的主要组成及其作用原理，影响脱墨的主要因素。 

教学内容 

一、油墨组成及纸、油墨性质 

二、废纸脱墨机理 

三、脱墨剂的主要化学组成及其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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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脱墨的因素 

第四章  生物技术在废纸回收中的应用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废纸回收过程中所用生物酶的种类，生物技术改良回收纤维性能的主

要影响因素和机理，酶在印刷废纸中脱墨的机理和主要影响因素及酶法脱墨在工业中的应用等，使

学生对生物技术在废纸回收中的应用有全面了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生物技术改良回收纤维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机理，酶在印刷废纸中脱墨的机理

和主要影响因素及酶法脱墨在工业中的应用等，难点是生物技术改良回收纤维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和机理。 

教学内容 

一、废纸回收中常用的酶制剂 

二、生物技术改良回收纤维性能 

三、酶法脱墨 

第五章   废纸浆的漂白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在废纸回收过程中，国内外废纸浆漂白所采用的一些先进技术，主要

有溶出木素式漂白技术和保留木素式漂白技术及主要影响因素等，使学生能够对废纸浆的漂白特点、

机理和目前国内外在废纸浆漂白的有全面了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废纸浆的漂白特点、机理，溶出木素式漂白技术和保留木素式漂白技术及主要影

响因素等，难点是保留木素式漂白技术及主要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废纸浆的漂白作用 

二、溶出木素式漂白方法 

三、保留木素式漂白方法 

四、漂白工艺条件的选择 

第六章  废纸中特殊杂质的处理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废纸中一些特殊杂质的来源、分类、性质、危害、去除原理、主要工艺流程及主

要新型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等内容，使学生对废纸中一些特殊杂质的性质、处理过程、方法和所

用的主要新型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等方面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废纸中的沥青、热溶胶及塑料膜片的处理方法、流程及原理和主要新型处理

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等。本章教学的难点为热溶胶的去除原理和主要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热熔胶的处理 

二、沥青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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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塑料膜片的去除 

第七章  废纸浆料的制备和抄造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废纸浆角质化的产生和化学组成，再抄造过程中和打浆过程中对废纸浆的物理性

质和使用品质方面的影响，在抄造中废纸浆的配比及成纸特性等，使学生对废纸浆在抄造中的特点

和成纸特性方面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废纸浆的角质化，再抄造过程中和打浆过程中对废纸浆的物理性质和使用品

质方面的影响，在抄造中废纸浆的配比及成纸特性等。本章教学的难点为废纸浆的角质化和成纸特

性。 

教学内容 

一、一次纤维与二次纤维 

二、抄纸中的废纸浆 

三、打浆对废纸浆的影响 

四、废纸浆对纸机湿部化学的影响 

五、废纸浆的成纸特性 

 

执笔人：梁富政                                          审核人：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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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资源综合利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植物纤维资源综合利用/Integrated Use of Lignocellulosic Resource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植物纤维化学 

教学参考书：陈嘉川主编.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 科学出版社.2012 

裴继诚主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黄进主编.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李坚主编. 生物质复合材料学. 科学出版社.2008 

崔宗均主编. 生物质能源与废弃物资源利用.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生物质资源因具有应用前景广阔、资源可再生、附加值高等优点，其综合利用近年来成为国内

外研究的热点，利用植物纤维原料制备纸浆便是植物纤维资源综合利用之一。除了制备纸浆，植物

纤维资源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利用，也可以将各组分分离开来加以利用。整体利用主要是通过改

性做添加剂和增强剂。而构成植物纤维资源成分的纤维素、木素、半纤维素和其他微量组分经改性

或降解后可以得到高附加值的产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轻化工程专业的学生系统了解植物

纤维资源的应用途径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开阔学生的视野。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植物纤维资源的分类和主要利用方法。 

2.使学生掌握生物质资源组分精炼方法、手段。 

3.使学生掌握生物质资源主要组分纤维素、木素、半纤维素改性、降解产品的主要技术手段。 

4.使学生掌握制浆造纸过程中废弃物综合利用途径，变害为宝，增强节能减排意识。 

第一章  植物纤维资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植物纤维资源的分类方法，了解植物纤维资源的可利用途径和相关研究现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植物纤维资源的分类方法。 

教学内容 

一、植物纤维资源的种类 

二、植物纤维资源的资源优势 

三、植物纤维资源的利用途径 

四、国内外植物纤维资源综合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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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植物纤维资源的化学组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构成植物纤维资源的主要化学组成和微量化学组分，掌握植物纤维资源的重要化学组成的

化学结构，并从化学结构功能团出发探讨各组成的改性和可利用途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植物纤维资源的主要化学组成的化学结构。 

教学内容 

一、主要化学组成 

二、微量化学组分 

三、主要组成的化学结构 

四、主要微量化学组分的化学结构 

第三章  植物纤维资源的整体性利用（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植物纤维资源作为整体而不是单一组分的利用情况，掌握植物纤维资源整体性利用时的物

理及化学处理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植物纤维资源整体整体性利用时的化学处理方法。 

教学内容 

一、利用途径                         

二、物理处理方法及其利用              

1.物理处理方法 

2.利用途径 

三、化学处理方法及其利用              

第四章  木质素的综合利用（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分离木质素的方法和木质素可利用的途径，掌握木质素的直接利用和改性后制备低分子量

产品、高分子量产品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木质素改性方法。 

教学内容 

一、木质素的来源与制备方法               

二、木质素的直接利用                     

三、木质素的改性与综合利用               

第五章  纤维素的综合利用（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纤维素综合利用途径和相关研究现状。掌握重要纤维素衍生物的制备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纤维素的改性方法和重要纤维素衍生物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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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纤维素的来源与制备方法 

二、纤维素的改性 

三、纤维素降解产物的制备与利用方法 

第六章  半纤维素的综合利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植物纤维资源的可利用途径和相关研究现状。 

教学重点和难点 

    植物纤维资源的分类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半纤维素的制备与分离 

二、半纤维素的利用 

第七章  其他组分的综合利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植物纤维资源中一些少量组分的可利用途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松香的提取与制备。 

教学内容 

一、松香 

二、烤胶 

三、保健及药用成分 

 

执笔人：平清伟                                              审核人：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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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 Cleaner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of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微生物 

教学参考书：刘秉钺编. 制浆造纸污染控制.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3 

杨学富编. 制浆造纸工业废水处理.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10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造纸工业是一个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息息相关的重要产业,同时又是产生大量废水，

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的工业。造纸工业污染不仅在我国非常严重，而且在工业发达国家也是非常

严重的，能否解决造纸工业的污染问题是摆在造纸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现实问题。 

该门课程在介绍生态学和环境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着重结合行业特点，对造纸行业废水、废气、

固体废物和噪声的产生机理和控制措施进行详尽的学习。尤其重点学习废水的产生及控制，对造纸

不同工段所产生废水的特征及处理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学习废水的物理法、化学法、物理化学法、

好氧生物法及厌氧生物法等处理手段，同时还讲解制浆废液的资源化利用。对于造纸工业产生的大

气污染物，重点学习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技术和各种除尘设备的工作原理。固体废弃物的学习重点在

于五种处理手段及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途径。噪声的控制在讲解了声学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噪声的

隔声、吸声和消声的处理手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建立清洁生产的观

念,同时能掌握造纸工业污染物的处理方法及手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熟练掌握造纸行业整个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废渣及噪声的产生机理及其控制措施。 

2.使学生能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建立清洁生产的观念。 

第一章  生态学及环境保护（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生态学基础、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等知识。通过本章的

学习学生应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及相互关系，掌握生态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了解环境污染及对环

境的危害，了解清洁生产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生态系统的组成及相互关系，环境污染及对环境的危害。难点为环境质量评价工程。 

教学内容 

一、生态学基础 



 

- 61 - 

二、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 

三、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制浆造纸废水的污染与控制（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工业废水常用的检测项目，造纸废水的产生和危害，废水的厂内处理和厂外处理

的原则，制浆造纸废液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机理和途径；并介绍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及物理化学

法处理废水的单元操作。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工业废水常用的检测项目；造纸工业废水产生

的机理、特征和资源化综合利用；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及物理化学法处理废水的单元操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工业废水常用的检测项目，造纸工业废水产生的机理，物理法、生物法处理废水的单元

操作。难点为物理法、生物法处理废水的机理及设备。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废水的来源及特征 

三、制浆废液的资源化利用 

四、物理法处理废水 

五、化学法处理废水 

六、物理化学法处理废水 

七、好氧生物法处理废水 

八、厌氧生物处理技术 

九、废水处理方法的选择 

第三章  造纸工业大气污染控制（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大气污染及其综合防治，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控制，造纸工业大气污染及控制。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大气的结构与组成、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掌握造纸工业在蒸煮、

蒸发及黑液燃烧过程的大气污染与防治；掌握粉尘产生的机理和治理的技术与设备；掌握气态污染

物的治理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造纸工业在蒸煮、蒸发及黑液燃烧过程的大气污染与防治，

粉尘及气态污染物的治理技术。难点是蒸煮、蒸发及黑液燃烧过程的大气污染物产生的机理及治理

技术。 

教学内容 

一、大气污染及其综合防治 

二、粉尘控制技术基础 

三、气态污染物净化技术基础 

  四、造纸工业大气污染及其控制 

第四章  固体废弃物的污染与控制（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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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讲授固体废弃物的来源、危害及处理，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通过本章的学习学

生应了解固体废弃物的来源及危害；掌握固体废弃物的各种处理手段和资源化利用途径；了解固体

废弃物的 终处置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手段和资源化利用；难点为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教学内容 

一、固体废物的概论 

二、固体废物的处理 

三、造纸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 

四、固体废物的处置 

第五章  噪声污染与控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噪声的概念、来源及危害，声学基础及噪声的控制技术。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 

了解噪声的概念、来源及危害；了解声学基础；掌握噪声控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噪声的概念、来源及危害，噪声控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难点为噪声控制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噪声基础 

二、声学基础 

三、噪声控制 

 

执笔人：李娜                                   审核人：杨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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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基础与造纸节能》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热工与节能/thermo dynamical engineering basis and saving 

 energy on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专业 

学 时 数：32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2 学分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预修课程：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化工原理，基础化学 

教学参考书：刘秉钺等编. 热工基础与造纸节能.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制浆造纸工业是消耗能量很大的行业之一，工艺生产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动力，而且还需要

参数不等的热能，所以作为本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热工基础只是及其节能的方法和途径是十分必要

的。本门课程主要讲解锅炉设备及有关知识、动力循环及汽轮机、新能源的开发、制浆造纸节能新

工艺、新措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一定的热工基础知识及其节能的方法和途径。 

2.充分了解蒸汽锅炉、汽轮机及二次热。 

3.了解制浆造纸节能的新工艺。新措施。 

第一章  工业企业蒸汽动力装置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几种主要的动力循环，了解汽轮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了解汽轮机

中的损失和效率。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由于对水蒸汽部分后续章节应用较多，所以本章对工质的性质中的水蒸汽的产生及性质重点讲

授。难点为熵增与能量的贬值。 

教学内容 

一、水蒸气    

二、动力循环简介    

三、汽轮机   

第二章  锅炉设备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的重点部分，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锅炉设备的组成、工作过程、工作特性，锅炉的

燃料及燃烧，锅炉给水的水质处理，锅炉设备的运行及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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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为锅炉设备的基本知识和锅炉设备的运行，难点为锅炉运行的经济性。 

教学内容 

一、锅炉设备的基本知识    

二、锅炉的燃料及燃烧    

三、水质处理    

四、锅炉的传热和蒸汽的产生    

五、燃烧设备——炉子    

六、锅炉的辅助受热面及通风消烟除尘    

七、锅炉设备的运行及经济性    

八、锅炉的选择    

第三章  能源及能源的节约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对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有一定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能源的基本概念，难点为原子能发电。 

教学内容 

一、能源概述 

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三、热泵 

四、加强热能管理 

第四章  造纸厂的节能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结合制浆造纸工艺的各工段的节能措施，可结合工艺过程讲授，启发引导学生查阅文献、

资料，完成某一工段的节能小综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耗能大的工段的节能措施。难点为引导学生规范地完成综述。 

教学内容 

一、造纸厂节能概述    

二、制浆工艺的节能       

三、高得率制浆的节能    

四、打浆和抄纸工艺的节能  

五、碱回收工艺节能   

六、造纸工业节能新技术 

 

执笔人：李娜                                               审核人：杨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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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technology》Teaching Outline 

Curriculum Name：Introduction to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Type：Speciality Course 

Curriculum Character：Speciality Elective 

Apply for Speciality：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eriod Number：32 

Experiment period: 0 

Credit number: 2 

Assessment methods: examination 

Pre-elective Courses：Chemistry of plant fibers, Pulp and Papermaking Technology,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erence Book： 

1. Editor in chief Laixu Xie. 《Pulp Principium and Engineer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1.5 

2. Editor in chief Yanquan Long. 《Papermaking Principium and Engineer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ublishing Company, 1995.7 

3. Editor in chief Magnus Diesen. 《Pap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nish Paper Engineers’ 

Association, 2007, 7 

 

Brief introduction of courses: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technology covers the pulping process and 

papermaking process. Basic concept, theory and operation process and method can be learned via studying 

of this course.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structure, working theory and operational approach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provide specializ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teaching, researching and production.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course, including overview of papermaking engineering, pulping technology and 

papermaking technology.  

The history and material of papermaking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chapter one of the course.  

Pulping technology is the subject of Chapter 2 in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technology, soda 

pulping, kraft pulping, mechanical pulping, washing, screening and thickening, bleaching, chemical 

recovery. In this part you will first learn about the main pulping methods with a focus on process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aspects, such as chemical reactions, reaction kinetics and process control 

variables. Then chapter 2 focuses on washing, screening and cleaning of pulp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se oper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in pulp mill 

equipment. The bleaching technology part of this chapter will give you information about equipment and 

process variables allowing you to plan and perform bleaching experiments at laboratory or mill scale. 

Finally, the recovery of cooking liquors, which is an essential process in chemical pulping, is discussed in 

this chapter as well.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y of papermaking procedure, such as beating, chemicals, stock 

preparation, forming, press, dry and conversion. In this chapter you will first learn about the main b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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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with a focus on working theory and operation method. Then you will know about how to 

improve paper sheet properties by adding chemicals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chemical in 

papermaking process. The forming, press and dry process will give you information how the paper made. 

Finally, the conversion of the paper sheet, which is an essential process for some special paper, is 

introduced in this chapter.  

 

Training objective: 

1. Learn specialized words; 

2. Grasp pulping process and papermaking process in English; 

3. Grasp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specialized English; 

4. Understand specialized glossary; 

5. Know about some English slangs. 

Chapter 1: Overview of papermaking material（4 period） 

Teaching Objective and Demand 

Know about the history of papermaking in domestic and in abroad. Learn about the variety and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 usually used in papermaking industry. 

Grasp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specialized English and know about specialized glossary through 

reading text. 
Stress and Difficulty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specialized glossary 

Content of courses 

1.1 The history of papermaking 

1.2 Material of papermaking 

Chapter 2: Pulping technology（14 period） 

Teaching Objective and Demand 

Learn about the main pulping methods with such as soda pulping, kraft pulping and mechanical 

pulping. Know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 operations of washing, screening and 

cleaning. Learn about bleaching equipment and process variables allowing you to plan and perform 

bleaching experiments at laboratory or mill scale. Know about the importance and procedure of the 

recovery of cooking liquors. 

Grasp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specialized English and know about specialized glossary through 

reading text. 
Stress and Difficulty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specialized glossary 

Content of courses 

2.1 Soda pulping 

2.2 Kraft pulping 

2.3 Mechanical pulping 

2.4 W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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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creening and thickening 

2.6 Bleaching 

2.7 Chemical recovery 

Chapter 3: Papermaking technology（14 period） 

Teaching Objective and Demand 

Learn about the main beating equipment with a focus on working theory and operation method. Know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chemical in papermaking process and learn how to use chemicals. Learn 

about process variables and equipment during the operations of forming, pressing and drying. Know about 

the conversion process for some special paper sheet.  

Grasp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specialized English and know about specialized glossary through 

reading text. 
Stress and Difficulty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specialized glossary 

Content of courses 

3.1 Beating 

3.2 Chemicals 

3.3 Stock preparation 

3.4 Forming 

3.5 Pressing 

3.6 Drying 

3.7 Conversion 

 

Writer：Jian Zhang                                  Auditor：N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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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文献检索/Reference Search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1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6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陈氢、陈梅花等编. 信息检索与利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胡世炎、邓滨等编. 轻工信息检索与利用.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2 

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文献检索是一门专业任选课。这门课程教学主要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一定获取科技文献

信息的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成果层出不穷，要想在如此浩瀚的信息

海洋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能力。本课程就是教会学生如何使用信

息检索手段与方法，以便快捷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全课程分六章进行介绍，首先是对信息社会与信息素质、信息资源的构成、文献检索方法与步

骤作简单的概述，使学生对文献检索有个总体的概念和认识。然后对常用的、著名的、与本专业相

关的文献检索工具作重点介绍，包括国内主要中文数据库、常用国外全文数据库、常用国外文摘数

据库，以及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和信息综合利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信息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步骤，掌握常用的信息资源检索手段。 

2.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信息检索与利用的技能。 

3. 从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方面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 

第一章  绪论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息社会与信息素质的概念，掌握信息资源构成的几种分类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信息资源构成的几种分类方法 

教学内容 

一、信息社会与信息环境 

二、信息素质的概念和构成及其意义 

三、信息资源的特征 

第二章  信息检索原理（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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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信息检索概念及类型，检索途径与检索语言，检索系统与检索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索途径与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信息检索概念及类型 

二、检索途径与检索语言 

三、检索系统与检索方法 

四、检索技术与检索效果 

五、检索步骤与检索策略 

第三章  国内主要中文数据库（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国内几种主要的中文数据库资源，掌握检索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中国知网 

二、万方数据库 

三、维普资讯网 

四、超星数字图书馆及读秀学术搜索 

第四章  常用国外全文数据库（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国外几种常用的全文数据库资源，掌握检索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电子图书 

二、电子期刊 

三、国外学位论文 

四、美国及欧洲专利数据库 

五、国外标准数据库 

第五章  常用国外文摘数据库（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国外几种常用的文摘数据库资源，掌握检索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二、美国《工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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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化学文摘》 

第六章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和信息综合利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网络信息检索工具与检索方法，掌握文献综述的撰写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文献综述的撰写 

教学内容 

一、网络信息资源 

二、网络信息检索工具与检索方法 

三、文献综述的撰写 

 

执笔人：张世杰                                  审核人：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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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纸》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加工纸/Converted Paper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 考查 

预修课程：制浆造纸工艺学 

教学参考书：张运展主编. 加工纸与特种纸.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潘福池主编. 加工纸与非植物纤维纸工艺学.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谢来苏主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卢谦和主编. 造纸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介绍加工纸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基本概念及分类，使学生能够对纸的不同用途和不

同加工方法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并重点介绍几种常见的加工纸：颜料涂布加工纸、特殊涂布加

工纸、变性加工纸、浸渍加工纸和复合加工纸，对它们的用途、基本生产流程以及流程各环节的影

响因素做重点讲解，同时介绍各自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特殊设备和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能够对纸的不同用途和不同加工方法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2.掌握几种常见加工纸的生产流程以及流程各环节的影响因素。 

3.提高学生从事特种纸生产实践的能力。 

第一章  概论（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加工纸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掌握加工纸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教学重点与难点 

加工纸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教学内容 

一、加工纸的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二、加工纸发展历史及现状 

第二章  颜料涂布加工纸（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颜料涂布加工纸的组成、生产目的与用途；掌握颜料涂布加工纸的基本生产流程以及流程

各环节的影响因素；掌握颜料涂布加工纸生产设备及生产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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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颜料涂布的原料及对生产的影响、涂料的制备 

难点：涂布方式与涂布设备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颜料涂布纸的组成 

2.颜料涂布加工纸的生产目的与用途、基本生产流程 

二、颜料涂布加工纸各成分的性质和要求 

三、涂料的制备 

1.涂料的配方 

2.涂料配制的方法、工艺流程、设备 

3.涂料液的质量指标 

四、涂布方式与涂布设备 

五、颜料涂布纸的干燥与整饰 

1.颜料涂布纸的干燥、基本原理、干燥方法 

2.颜料涂布纸的整饰 

3.影响颜料涂布加工纸质量的因素 

第三章  特殊涂布加工纸（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特殊涂布加工纸的组成、特性与用途；掌握特殊涂布加工纸的基本生产方法及生产流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无碳复写纸所用涂料的组成及制备。 

难点：影响无碳复写纸生产的主要因素。 

教学内容 

一、无碳复写纸 

1.无碳复写纸分类 

2.无碳复写纸所用涂料的组成及其制备 

3.无碳复写纸的涂布、质量检验及失敏处理 

4.影响无碳复写纸生产的主要因素 

二、热敏记录纸 

1.热敏记录纸的定义及用途 

2.热敏记录纸的分类 

三、铸涂纸 

第四章  变性加工纸（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变性加工纸的组成、特性与用途；掌握变性加工纸的基本生产方法、生产流程以及各生产

程序的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难点：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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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植物羊皮纸 

1.植物羊皮纸的特性、用途及生产流程 

2.植物羊皮纸的生产程序及影响因素 

二、钢纸 

1.钢纸的特点、用途、生产流程及设备 

2.钢纸的生产程序及影响因素 

第五章   浸渍加工纸（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浸渍加工纸的特性与用途；掌握浸渍加工过程及主要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难点：生产过程及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浸渍加工的目的 

2.浸渍加工纸用原料 

3.浸渍加工纸的种类和用途 

二、浸渍加工过程及设备 

1.浸渍加工过程及设备 

2.加工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六章  复合加工纸（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复合加工纸的特性与用途；掌握对原纸、薄膜、胶粘剂的要求；掌握复合加工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原纸、薄膜、胶粘剂的要求。 

难点：复合加工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复合加工纸的定义及其用途 

2.纸张复合加工的作用、复合加工纸的分类 

二、复合加工纸原纸及薄膜 

三、复合加工用胶粘剂 

四、复合加工方法 

 

执笔人：张世杰                                     审核人：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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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化学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纸化学品/Paper Chemical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                             

教学参考书：胡惠仁编. 造纸化学品. 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1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环境轻化工程系轻化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有关造纸化学品的种类、来

源、化学组成、应用情况等方面的知识，不仅使学生增长造纸化学品的知识，也为将来学生就业打

下一定基础。要求学生在完成专业基础课与部分专业课的基础上，结合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

与工程等相关课程的知识，按照本课程的教学大纲理解和掌握本课程的基本内容。 

重点介绍造纸化学品的功能特性，作用机理及应用技术等。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制浆化学助

剂，介绍蒸煮和漂白化学助剂及废纸脱墨化学助剂；二是造纸化学助剂，重点介绍湿部化学助剂尤

其是新型助剂的功能特性、影响因素和应用技术等内容；三是纸加工化学品，介绍传统涂料印刷用

纸化学品，以及情报信息用纸及特种用纸功能化学品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习掌握与本课程相关的专业知识； 

2.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解决与本课程相关专业问题的能力； 

3.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专业素养。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制浆造纸的主要过程、造纸化学品的分类和主要功能、造纸化学品的现状及发展

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造纸化学品的分类和主要功能、造纸化学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教学内容 

一、造纸化学品的分类和主要功能 

二、造纸化学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二章  制浆化学品（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讲授蒸煮助剂、漂白助剂及其它助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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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蒸煮助剂和漂白助剂。 

教学内容 

一、蒸煮助剂 

1.主要蒸煮方法及作用原理 

2.蒽醌及其衍生物 

3.其它蒸煮助剂 

二、漂白助剂 

1.主要漂白方法与作用原理 

2.漂白助剂 

第三章  造纸化学品（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造纸湿部化学、纸张增干强剂、纸张增湿强剂、施胶剂、助留助滤剂

及其它造纸用助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纸张增干强剂、纸张增湿强剂、施胶剂及助留助滤剂。 

教学内容 

一、造纸湿部化学 

1.湿部化学的研究范畴 

2.湿部化学对纸张性能与纸机运行的影响 

3.湿部化学助剂 

二、纸张增干强剂 

1.纸的强度性质 

2.打浆对纸张强度性质的影响 

3.增干强剂 

三、纸张增湿强剂 

1.湿强纸的定义与应用 

2.增湿强剂 

四、施胶剂 

1.内部施胶剂 

2.表面施胶剂 

五、留助滤剂 

1.助留剂 

2.助滤剂 

六、其它造纸用助剂 

第四章  纸加工化学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介绍纸加工化学品，使学生了解它们的种类与应用情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纸加工化学品的种类与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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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纸加工化学品的现状 

二、纸加工化学品的种类与应用情况 

 

执笔人：牛梅红                         审核人：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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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原料剖析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植物纤维原料剖析技术/ Analysis technology of lignocellulosic 

material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植物纤维化学                              

教学参考书：石淑兰，何福望，张曾等编.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5 

陈嘉翔，余家栾编. 植物纤维结构化学分析方法.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4 

杨淑惠主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教授植物纤维原料形态观察与化学成分分析；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物理结构、

化学结构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纤维原料试样制备；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的分离、

提纯；常用分析仪器、分析设备的使用及图谱分析方法。通过学习植物纤维原料形态、组分及结构

剖析技术，为植物纤维资源综合利用、制浆造纸机理研究及制浆造纸原料分析与检验实验内容的开

设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拓宽知识面，使学生在学习植物纤维化学课程基础上，增加对植物纤维原料的化学组分，物理形

态，化学结构分析方法等知识的了解。 

2.提高学生实验过程中，进行问题分析和方案制定的能力。 

第一章  植物纤维原料形态观察与化学成分分析（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植物纤维原料的生物结构试样制备方法、纤维形态观察手段及相关分析；掌握纤维原料主

要组分的测定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纤维形态观察手段及相关分析。 

教学内容 

一、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生物结构与纤维形态观察 

1.植物纤维原料生物结构的观察 

2.植物纤维原料细胞形态的观察 

3.植物原料的纤维形态测定 

二、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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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纤维原料分析用式样的准备 

2.植物纤维原料水分的测定 

3.植物纤维原料灰分的测定 

4.植物纤维原料抽提物的测定 

5.植物物纤维原料中纤维素的测定 

6.植物纤维原料中综纤维素的测定 

7.植物纤维原料中聚戊糖的测定 

8.植物纤维原料中木素的测定 

9.原料中甲氧基的测定 

10.原料中乙酰基的测定 

11.原斜中羧基含量的测定 

第二章  纤维素化学结构和物理结构的研究方法（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物理结构研究方法，掌握分子链、分子量测定方法，知道大分子功能基的常用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研究纤维素大分子功能基的红外光谱分析方法、结晶结构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纤维素化学结构的研究方法 

1.研究纤维素大分子链状结构的方法 

2.研究纤维素大分子功能基的红外光谱分析方法 

3.纤维素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的测定方法 

二、纤维素物理结构的研究方法 

1.研究纤维素结晶结构的方法 

2.研究纤维素微细结构的方法 

第三章  半纤维素化学结构的研究方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研究半纤维素在纤维细胞壁中分布的方法；掌握半纤维素分离方法、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

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研究半纤维素化学结构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半纤维素的分离 

1.试样的有机溶剂抽提和制备综纤维素 

2.半纤维素的分离方法 

3.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 

二、研究半纤维素化学结构的方法 

三、半纤维素各组分的分离与鉴定 

1.半纤维素的水解 

2.半纤维素糖类组分的色谱分离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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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半纤维素中酸性基团的测定 

4.半纤维素在纤维细胞壁中的分布 

5.研究半纤维素在纤维细胞壁中分布的方法 

第四章  木素化学结构的研究方法（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木素结构化学的发展、研究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的方法；知道木素元素分析法、木素功

能基测定法；掌握分离木素的方法、研究木素化学结构的物理方法、木素化学解聚和降解研究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研究木素化学结构的物理方法。 

教学内容 

一、木素结构化学的发展 

1.木素结构化学的发展历史 

2.木素结构化学的研究成就 

二、从原料中分离木素的方法 

1.Bjorkman 木素（磨木木素 MWL）的分离 

2.二氧陆环木素的分离 

3.纤维素酶木素（CEL）分离 

三、研究木素化学结构的物理方法 

1.紫外光谱研究法 

2.红外光谱研究法 

3.核磁共振（NMR）研究法 

4.凝胶色谱（GPC）研究法 

四、研究木素化学结构的化学方法 

1.木素元素分析法 

2.木素功能基测定法 

3.木素化学解聚和降解研究法 

五、研究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的方法 

1.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的分离 

2.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的分级与鉴定 

3.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的结构研究 

六、 研究木素在纤维细胞壁中分布的方法 

1.木素在纤维细胞壁中的分布情况 

2.研究木素在纤维细胞壁中分布的方法 

 

执笔人：石海强                                     审核人：平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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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漂白新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高效漂白新技术/Efficient bleaching new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1.5 学分                           考核方式：开卷考试 

预修课程：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化工原理，基础化学 

教学参考书：制浆原理与工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年 3 月 

            钱学仁等编.纸浆绿色漂白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8 

武书彬等编.制浆造纸清洁生产新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9 

周学飞编.制浆漂白清洁新技术.中国轻工出版社.2004.8 

谢来苏编.制浆造纸的生物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6 

林鹿，詹怀宇编.制浆漂白生物技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4 

开课单位：  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该门课程介绍纸浆漂白的新的发展趋势与新方法，利用已学专业知识,了解生产过程中的难题，

了解现行企业的解救而方案与控制措施。使学生了解 新的高效漂白技术。了解掌握纸浆漂白技术

的发展简史、漂白的一般原理、纸浆的可漂性、含氯漂白的危害和常规漂白技术。掌握硫酸盐蒸煮

过程中已烯糖醛酸的形成、已烯糖醛酸的选择性水解及对漂白的影响和应用。掌握多金属氧酸盐厌

氧脱木素漂白的机理及动力学和仿酶脱木素的机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造纸行业漂白的发展的机理和控制措施。 

2. 使学生能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建立漂白的清洁生产观念。 

第一章  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纸浆漂白技术的发展简史、漂白的一般原理、纸浆的可漂性、含氯漂白的危害和常规

漂白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纸浆含氯漂白的危害。 

教学内容 

一、历史 

1、漂白现状 

2、漂白发展 

二、漂白方法 

1、分类 

2、传统含氯漂白工艺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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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CF（二氧化氯）漂白技术的发展 

第二章  TCF（含氧）漂白的迅速发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含氧脱木素漂白的机理及动力学机理，了解氧漂，臭氧漂白，过氧化氢漂白的过程中

出现的缺陷与防御措施。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含氧脱木素漂白的机理。 

教学内容 

一、氧漂技术的发展  

1、中高浓漂白 

2、控制脱木素程度 

二、TCF（含氧）漂白改进方法 

1、氧漂过程的强化研究中 NO2处理的方法 

2、添加保护剂 

二、 H2O2漂白  

1、应用： 

2、酶与过氧化氢漂白相结合 

3、压力高温过氧化氢漂白 

三、臭氧漂白的应用 

第三章  生物漂白（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生物漂白的基本原理、影响因素、应用及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生物漂白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纸浆的木聚糖酶辅助漂白原理 

二、纸浆的微生物直接漂白 

三、纸浆的木素酶漂白 

四、新一代的酶脱木素与漂白程序结合 

第四章  光化学漂白（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基于自由基机理的光化学漂白、基于单线态氧机理的光化学漂白及基于电子-空穴对机

理的光化学漂白。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基于自由基机理的光化学漂白机理。 

教学内容 

一、基于自由基机理的光化学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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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单线态氧机理的光化学漂白 

三、基于电子-空穴对机理的光化学漂白 

第五章  电化学漂白（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纸浆电化学漂白的基本原理、电化学不可逆和可逆漂白、电化学漂白阳极材料的选择

和电化学协同漂白。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电化学漂白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纸浆电化学漂白的基本原理 

二、电化学不可逆漂白 

三、电化学可逆漂白 

四、电化学漂白阳极材料的选择 

五、电化学协同漂白 

第六章  高浓漂白设备（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高浓漂白设备的工作原理、高浓浆的流动性原理、高浓浆的混合难度，高浓漂白的主

要应用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高浓设备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新型漂白设备 

1、高浓降流漂白塔，Metso 高浓漂白塔 、Andritz 高浓漂白塔 

2、中高浓混合器 

（1）高浓盘式卧式混合器  

（2）高浓单转子卧式混合器 

（3）环形剪切混合器 

（4）高浓立式盘式混合器 

二、浆料漂白设备的进展与现状 

1、进口漂白系统多采用氧漂、二氧化氯及过氧化氢漂白组合,而漂白浓度多采用中高浓 

2、国内新建较大漂白系统大都采用进口 ECF 漂白(即中浓氧脱木素、中浓二氧化氯漂白和中高

浓过氧化氢漂白组合)。 

3、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相比,在效率、精度和寿命等方面存在差距。 

 

执笔人：杨瑞丰                                             审核人：梁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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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工业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纸工业工程/Papermaking Industry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制浆造纸工艺学                      

教学参考书：陈永兴主编. 中国造纸企业管理与晨鸣现代管理模式.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姜真主编. 现代企业管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张岩松主编. 企业管理案例精选精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应用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结合制浆造纸企业的特征，以我国现代制浆造纸企业的管理实

际为基础，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造纸企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经验，内容涵盖了企业的管理体制、

计划管理、经营决策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科技管理、设备管理、物资管理、劳动人事管理、

物资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技术经济分析等诸方面。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为全面深入地了解造纸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体系和管理工作，为

将来从事各项企业管理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一章  概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企业管理意义，轻工企业管理的特点，尤其是造纸企业生产和管理特点，以及纸厂管理的

职能、研究对象和内容。了解造纸企业的管理体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造纸企业生产和管理特点，以及管理的职能、研究对象和内容。 

教学内容 

一、企业管理的定义 

二、轻工企业管理的特点 

三、纸厂管理的职能研究对象和内容 

四、造纸企业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造纸企业计划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划管理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以及计划管理的任务、原则和主要内容。掌握编制和执

行计划的步骤和程序，使学生具有初步的计划管理知识和应用能力，为以后工作奠定基础。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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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编制计划的步骤和执行计划的程序。 

难点：编制计划的步骤。 

教学内容 

一、企业计划管理的重要意义 

二、企业计划管理的任务和原则 

三、企业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 

四、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第三章  造纸企业经营决策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企业经营决策管理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以及经营决策管理的任务、特点和主要内容。

掌握如何进行市场调查及如何做出市场预测。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市场意识，懂得了解市场、预测市

场的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的方法和步骤。 

难点：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的方法和步骤。 

教学内容 

一、经营决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意义 

二、经营决策管理的任务、特点和内容 

三、市场调查 

四、市场预测 

第四章  造纸企业生产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企业生产管理的含义和内容，学会如何根据生产计划做好生产准备工作、调度工作以及生

产过程的管理工作。使学生掌握初步的协调生产、调度和组织生产的理论基础，为今后的实践工作

做好准备。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开展生产准备工作、调度工作以及生产过程的管理工作。 

难点：如何开展生产准备工作、调度工作以及生产过程的管理工作。 

教学内容 

一、生产管理的含义和内容 

二、生产过程的空间配置 

三、生产计划的编制 

四、生产准备工作 

五、生产调度工作 

第五章   造纸企业质量管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纸的质量标准及其意义，了解造纸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全面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掌握全

面质量管理常用的统计方法，掌握抽样检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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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和抽样检验方法。 

难点：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教学内容 

一、纸的质量标准及其意义 

二、造纸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三、造纸企业全面质量管理 

四、抽样检验 

第六章  造纸企业科技管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企业科技管理的意义和内容，科技信息系统和信息情报的管理，熟悉企业科研规划、科研

工作的程序及科研条件的管理；掌握新产品开发的规划、组织和管理程序；熟悉技术改造的基本知

识及日常技术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产品开发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技改的基本知识及日常技术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

法。 

难点：新产品开发的规划、组织和管理。 

教学内容 

一、科技管理的意义和内容，科技信息系统和信息情报的管理 

二、企业科研规划、科研工作的程序及科研条件的管理 

三、新产品开发的规划、组织和管理程序 

四、技术改造的基本知识 

五、日常技术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第七章  造纸企业设备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造纸企业设备特点及分类，设备管理的内容和任务，了解设备的选用要求及安装运行管理；

了解设备的维护、检修、保养以及更新、改造的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设备的选用要求及安装运行管理，设备的维护、检修、保养以及更新、改造的相关知识。 

难点：设备的选用要求及安装运行管理。 

教学内容 

一、造纸设备的特点级分类 

二、设备管理的内容和任务 

三、设备的选用要求及安装运行管理 

四、设备的维护、检修、保养 

五、设备的更新、改造 

第八章  造纸企业劳动人事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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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造纸企业劳动和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内容，劳动力的招收和调配，工资及奖励制度以及

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等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造纸企业劳动和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内容。 

难点：造纸企业劳动和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内容。 

教学内容 

一、造纸企业劳动管理 

二、造纸企业人事管理 

三、劳动力的招收和调配 

四、工资和奖励 

五、职工教育与技术培训 

第九章  造纸企业物资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造纸企业物资管理的意义和内容，物资定额和物资供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仓库的管理及

物资管理中的统计分析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产品开发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技改的基本知识及日常技术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

法。 

难点：新产品开发的规划、组织和管理。 

教学内容 

一、造纸企业物资管理的意义和内容 

二、物资定额和物资供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三、仓库的管理 

四、物资管理中的统计分析 

第十章  造纸企业财务管理和技术经济分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企业财务管理的意义和内容，包括资金管理、成本管理、经济核算等相关知识。了解企业

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和特点，技术经济分析原理及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资金管理、成本管理、经济核算。 

难点：技术经济分析原理及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教学内容 

一、企业财务管理的意义和内容 

二、企业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和特点，技术经济分析原理及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执笔人：李海明                              审核人：周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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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与环境保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造纸与环境保护/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industr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1.5 学分                           考核方式：开卷考试 

预修课程：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化工原理，基础化学 

教学参考书：刘秉钺等编. 制浆造纸污染控制.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3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该门课程介绍生态学和环境的基本知识,讲解造纸行业废水、废气的产生机理和控制措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造纸行业废水、废气的产生机理和控制措施。 

2. 使学生能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建立清洁生产的观念。 

第一章  生态学及环境保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生态学基本知识、环境工程内容和环境保护，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达到如下要

求： 

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及相互关系。 

掌握生态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了解环境污染及对环境的危害。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为生态系统的组成及相互关系，环境污染及对环境的危害。难点为生态学基础。 

教学内容 

一、生态学基础 

二、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 

三、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制浆造纸废水的污染与控制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工业废水常用的检测项目，造纸废水的产生和危害，废水的厂内处理和厂外处理

的原则，制浆造纸废液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机理和途径；并介绍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及物理化学

法处理废水的单元操作。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达到如下要求： 

熟练掌握工业废水常用的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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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造纸工业废水产生的机理、特征和资源化综合利用。 

掌握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及物理化学法处理废水的单元操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为工业废水常用的检测项目，造纸工业废水产生的机理，物理法、生物法处理废水的

单元操作。难点为物理法、生物法处理废水的机理及设备。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废水的来源及特征 

三、制浆废液的资源化利用 

四、物理法处理废水 

五、化学法处理废水 

六、物理化学法处理废水 

七、好氧生物法处理废水 

八、厌氧生物处理技术 

第三章  造纸工业大气污染控制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硫酸盐法制浆的大气污染与防治，除尘设备的原理

及特征。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达到如下要求： 

1. 了解大气的结构与组成、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 

2. 掌握硫酸盐法制浆过程在蒸煮、蒸发及黑液燃烧过程的大气污染与防治。 

3. 掌握粉尘产生的机理和治理的技术、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讲授的重点为：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硫酸盐法制浆过程在蒸煮、蒸发及黑液燃烧

过程的大气污染与防治，粉尘治理技术。难点是蒸煮、蒸发及黑液燃烧过程的大气污染物产生的机

理及治理技术。 

教学内容 

一、大气污染及其综合防治 

二、粉尘控制技术基础 

三、气态污染物净化技术基础 

四、造纸工业大气污染及其控制 

 

执笔人：李娜                                           审核人：杨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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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与节能》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热工与节能/thermo dynamical engineering and saving ener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 

学 分 数：1.5 学分                  考核方式：开卷考试 

预修课程：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化工原理，基础化学 

教学参考书：刘秉钺等编. 热工基础与造纸节能.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由于造纸行业是能耗较高的行业，从备料到成纸需要消耗大量的热能和电能，因此如何提高热

能的直接有效利用或热能转换的有效利用，对节约燃料消耗，降低成本，减轻环境污染，发展生产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门课程主要讲解和造纸专业相关的热工、锅炉和汽轮机等的基本知识，介

绍新能源、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知识和成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一定的热工基础知识及其节能的方法和途径。 

2.充分了解蒸汽锅炉、汽轮机及二次热。 

3.了解制浆造纸节能的新工艺。新措施。 

第一章  工业企业蒸汽动力装置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几种主要的动力循环，了解汽轮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了解汽轮机

中的损失和效率。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由于对水蒸汽部分后续章节应用较多，所以本章对工质的性质中的水蒸汽的产生及性质重点讲

授。难点为熵增与能量的贬值。 

教学内容 

一、水蒸气    

二、动力循环简介    

三、汽轮机   

第二章  锅炉设备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本课的重点部分，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锅炉设备的组成、工作过程、工作特性，锅炉的

燃料及燃烧，锅炉给水的水质处理，锅炉设备的运行及经济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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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重点为锅炉设备的基本知识和锅炉设备的运行，难点为锅炉运行的经济性。 

教学内容 

一、锅炉设备的基本知识    

二、锅炉的燃料及燃烧    

三、水质处理    

四、锅炉的传热和蒸汽的产生    

五、燃烧设备——炉子    

六、锅炉的辅助受热面及通风消烟除尘    

七、锅炉设备的运行及经济性    

八、锅炉的选择    

第三章  能源及能源的节约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对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有一定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能源的基本概念，难点为原子能发电。 

教学内容 

一、能源概述 

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三、热泵 

四、加强热能管理 

第四章  造纸厂的节能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为结合制浆造纸工艺的各工段的节能措施，可结合工艺过程讲授，启发引导学生查阅文献、

资料，完成某一工段的节能小综述。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为耗能大的工段的节能措施。难点为引导学生规范地完成综述。 

教学内容 

一、造纸厂节能概述    

二、制浆工艺的节能       

三、高得率制浆的节能    

四、打浆和抄纸工艺的节能  

五、碱回收工艺节能   

六、造纸工业节能新技术 

 

执笔人：李娜                               审核人：杨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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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回收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废纸回收工程/ Waste Paper Recycling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 

教学参考书：刘秉钺，韩颖编. 再生纤维与废纸脱墨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4 

高玉杰主编. 废纸再生实用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5 

陈克复等编.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5 

谢来苏主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工业出版社. 2004.6 

陈庆蔚主编. 当代废纸处理技术. 中国工业出版社. 1999.6 

沈序龙，朱友胜编. 废纸再生工程. 中国工业出版社. 1990.6 

有关造纸期刊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及轻化工程系（轻化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近年来我国的造纸工业持续迅速发展，纸和纸板总产量和消耗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又

是世界上造纸原料、资源、能源严重缺乏的国家，所以充分利用废纸资源造纸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为了适应我国废纸回收利用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的飞速发展，满足造纸工业对工艺技术人才的需求，

使轻化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能适应工厂需要，而开设本门任选课程。 

废纸回收过程课程中除了介绍废纸再生的意义，国内外废纸利用情况简介，废纸的分类，废纸

中杂质的处理，常用废纸制浆流程和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废纸再生中的劣化外；还重点介绍废

纸再生中的废纸碎解、疏解、筛选与净化、洗涤与浓缩、洗涤法和浮选法脱墨过程，废纸中含有的

特殊杂质如热熔胶、沥青和塑料膜片的处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及对生产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还介绍废纸脱墨的机理，脱墨剂配方中主要化学组成的作用

原理和影响脱墨的主要因素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废纸回收工程中的基本过程、基本理论和 新工艺技术； 

2.使学生能够掌握废纸回收中所用生产设备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术条件，了解废纸处理

设备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应用情况； 

3.使学生工作后能够正确制定合理的废纸处理技术工艺条件，选择合理的生产设备，并能处理生产

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问题。 

第一章  概论（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向学生讲授废纸再生的意义，国内外废纸利用情况，废纸分类，废纸中杂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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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和废纸再生中的劣化。使学生能够了解本章所介绍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废纸中杂质及其处理，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和废纸再生中的劣化。本章的

难点为废纸再生中的劣化。 

教学内容 

一、废纸再生的意义 

二、国内外废纸利用情况和现状 

三、废纸分类及杂质处理技术 

四、废纸脱墨技术的新近展 

五、废纸再生中的劣化 

第二章   废纸再生过程（9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是详细讲授废纸的主要再生过程，主要包括废纸的碎解和疏解的目的及目前国内外所

用的新型设备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水力碎浆机碎浆机理及主要影响因素；废纸的筛选与除渣，

洗涤与浓缩设备的典型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废纸浮选脱墨原理和目前国内外所用新型浮选设备

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使学生对废纸再生过程有全面深入了解和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水力碎浆机碎浆机里和一些新型专用废纸再生的碎解、疏解、筛选净化、洗涤和

浓缩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废纸浮选脱墨原理和目前国内外所用新型浮选设备的结构、特点、工作

原理。难点是一些新型废纸制浆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废纸碎解的目的及主要新型碎解设备 

二、废纸的疏解的目的及主要新型疏解设备 

三、废纸的筛选工艺及主要新型设备 

四、废纸的净化工艺及主要新型设备 

四、废纸的洗涤与浓缩工艺及主要设备 

五、废纸浆的浮选脱墨原理及主要新型浮选设备 

第三章  废纸脱墨技术（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详细学生讲授废纸脱墨机理、油墨组成、纸及油墨的性质、脱墨剂中各主要化学组成

的作用原理、脱墨方法及脱墨流程、浮选脱墨机理和洗涤脱墨机理。使学生对废纸脱墨工艺、脱墨

机理和脱墨剂的主要组成作用原理有全面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废纸脱墨机理、脱墨剂的主要组成、作用原理、废纸脱墨工艺和影响脱墨的主要

因素，难点是废纸脱墨机理、脱墨剂的主要组成和作用原理，影响脱墨的主要因素。 

教学内容 

一、油墨组成及纸、油墨性质 

二、废纸脱墨机理 

三、脱墨剂的主要化学组成及其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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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脱墨的因素 

第四章  废纸中特殊杂质的处理简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向学生简单的讲授废纸中一些特殊杂质的来源、分类、性质、危害、除去原理、主要

工艺流程及主要新型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等内容，使学生对废纸中一些特殊杂质的性质、处理过

程、方法和所用的主要新型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等方面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的重点为废纸中的沥青、热溶胶及塑料膜片的处理方法、流程及原理和主要新型处理

设备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等。本章教学的难点为热溶胶的除去原理和主要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热熔胶的处理 

二、沥青的处理 

三、塑料膜片的去除 

 

执笔人：李海明                                  审核人：郭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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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专题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专业专题讲座/special report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选修课                              适用专业：轻化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杨淑蕙编. 植物纤维化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9 

詹怀宇编. 制浆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1 

何北海编. 造纸原理与工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轻化工程系（轻化工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轻化工程专业的行业概况、国内外发展形势、专业前沿技

术、就业情况有所了解，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好的认识这个专业，喜欢这个专业，安心学习

和从事这个专业。主要内容包括：行业介绍，国内外先进工艺技术介绍，国内外行业形势分析，行

业对毕业生的需求情况分析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了解行业的基本情况及对毕业生能力的需求，培养专业兴趣和从业信心，做好就业知识和能力的

储备； 

2. 了解本专业相关方向的国内外造纸方面的 新发展动态、趋势及新理论、新工艺与新设备，拓宽

学生的视野。 

 

教学内容 

安排至少 5 次的专题讲座，将适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来校作报

告，同时也安排专业资深教授进行定期的讲座。内容围绕行业的发展和前沿技术，并安排与学生进

行交流和互动，回答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疑问和从业的疑惑。 

 

执笔人：韩颖                                审核人：周景辉 



 

- 95 - 

《应用化学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应用化学专业导论/Introdution of applied chemistr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专业 

学时数：  1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  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  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 

教学参考书：无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本课介绍化学的任务、化学的分类、应用化学的概念、应用化学专业的学习内容及学习方法、

应用化学知识在科学、工业领域中的应用；重点介绍应用化学在日用化工领域中的应用、应用化学

与材料科学的相互关系和联系；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的特色、如何通过四年的本科学习成为一名优秀

的应用化学人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了解应用化学专业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学生了解理论化学—应用化学—化学

工程各自的研究内容及互相联系 

2. 了解应用化学学科的研究内容、方法与任务 

3. 了解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应该具有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4．了解应用化学专业科研方向。 

第一章   应用化学概念(2 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化学、应用化学和化学工程的概念，让学生了解化学、应用化学、

化工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学习应用化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了解应用化学相关知识在科学领域中

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   化学是一门中心的实用的科学(2 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为什么化学是“中心的、实用的”和“创造性的科学”以及化学专

业研究的领域。 

 第三章   应用化学的学习内容  （4 学时）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应用化学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形成应用化学专业知识架构应该注意

的学习方法，各科目之间的相互联系。 

介绍应用化学专业技术基础课的设置情况，介绍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界面与胶体化学、生物化学等技术基础课的设课目的及在专业知识结构中的作用。 

介绍化工产品剖析、化工设备机械设计基础、专业外语及文献检索等专业课的授课内容及对能

力培养的作用 

  应用化学相关知识在科学、工业领域里的应用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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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应用化学知识在科学、工业领域中的应用情况，引领学生找到应用化

学学科在科学、工业领域中的位置。 

第五章 应用化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2 学时）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应用化学专业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情况，特别在日用化工中的应用情

况，建立应用的概念。 

第六章 应用化学与材料科学（2 学时）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应用化学专业高分子精细化工方向的相关知识，了解功能高分子材料

的概况，了解高分子合成工艺的主要特点，建立应用化学学科与高分子材料科学间的联系 

  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的特色（2 学时）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校应用化学专业办学思路、办学特点。了解教师的科研方向和研

究成果。 

  

执笔人：曹亚峰                                                  审核人：崔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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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organic synthesis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 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   无机与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 唐培堃编.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宋启煌编.精细化工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吴指南编.基本有机化工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张铸勇编.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有关有机化学及工艺学的基本知识，具备有进一步自学的能力，从而适应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掌握有机合成的基本概念、有机化工反应的基本原理、有机化工工艺过程的控

制。 

介绍有机化工的基本原料的生产及有机化工单元反应的的基本概念、反应机理、工艺控制过程、

产品的分离分析方法。有机化工原料部分重点讲解烃类热裂解原理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重要地位以

及烃类热裂解的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并能分析影响烃类热裂解的各种因素。有机化工单元反应部分

重点讲解卤化反应、硝化与亚硝化、磺化、硫酸化反应、催化加氢、氧化、氨解反应、烷基化反应、

酰化反应、羟基化反应的反应机理、反应动力学、工艺影响因素、工艺控制过程、典型工艺过程、

产品的工业分离分析方法，并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框图的解图、 绘图能力，

建立工程概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特别是自由基

反应、亲电取代反应、亲核置换反应机理，能够机理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有机化工生产中的关键工

艺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对部分有机化工产品进行分子设计、合成方法设计及

选择、实验方法确定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在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思路，为学生在后续的学

习中，奠定工艺学基础。 

第一章   基本有机化工原料（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基本有机化学工业中主要原料（天然气、石油、煤、生物质）的来源及其加工产物；了解

基本有机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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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天然气、石油、煤、生物质的来源及其加工产物 

教学内容 

一、基本有机化学工业的原料 

二、基本有机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 

第二章  烃类热裂解（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和了解烃类热裂解原理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重要地位，并了解和掌握烃类热裂解的主要生

产工艺过程，并能分析影响烃类热裂解的各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烃类热裂解的反应机理和动力学规律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热裂解过程的化学反应与反应机理 

1. 烃类热裂解的一次反应 

2. 烃类热裂解的一次反应 

3. 烃类热裂解反应机理及动力学 

三、烃类管式炉裂解生产乙烯 

1. 原料组成对裂解结果的影响 

2. 操作条件对裂解结果的影响 

3. 管式炉裂解的工艺过程 

四、裂解气的净化与分离 

第三章  卤化反应（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卤化反应的过程和工艺，了解芳环上的取代氯化、芳烃的侧链氯化反应机理和动力学特点，

反应的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芳环上的取代氯化、芳烃的侧链氯化反应机理和动力学特点，反应的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环上的取代氯化 

1.反应历程和催化剂 

2.卤化动力学 

3.重要实例 

三、芳烃的侧链的取代卤化 

1.反应历程 

2.反应动力学 

3.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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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应器 

5.实例 

四、烷烃的取代氯化 

五、置换卤化 

第四章  磺化、硫酸化（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磺化和硫酸化的反应历程及影响因素。了解芳环上进行磺化反应的机理反应动力学，反应

影响因素；不同磺化剂进行磺化反应的工艺特点；三氧化硫磺化反应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芳环上进行磺化反应的机理反应动力学，反应影响因素；不同磺化剂进行磺化反应的工艺特点；

三氧化硫磺化反应器。 

教学内容 

一、芳环上的取代磺化 

1. 过量硫酸磺化法 

2. 共沸脱水磺化法 

3. 烘培磺化法 

4. 氯磺酸磺化法 

5. 三氧化硫磺化法 

二、置换磺化法 

三、脂肪烃的磺化 

第五章  硝化与亚硝化（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硝化反映的反应历程及反应动力学，了解硝化反应的影响因素，了解用混酸硝化和用硝酸

硝化反应的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硝化反应历程和反应动力学及硝化反应工艺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硝化理论 

1. 硝化剂的活泼质点 

2. 硝化反应动力学 

3. 反应历程 

三、影响因素 

1. 被硝化物结构 

2. 硝化剂 

3. 温度 

4. 搅拌 

5. 相比和硝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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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副反应 

四、混酸硝化 

1. 混酸的硝化能力动力学 

2. 混酸的硝化能力 

3. 混酸硝化的影响因素 

4. 废酸处理 

五、亚硝化反应 

第六章 催化加氢（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催化加氢的一般规律，了解加氢工艺的特点、工艺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催化加氢的热力学分析及作用物的结构与反应条件；均相催化加氢催化剂及催化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催化加氢 

1. 催化加氢的方法 

2. 气-固-液非均相催化氢化的催化剂 

3. 气-固-液非均相催化氢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加氢实例 

4. 气-液均相催化加氢 

第七章 氧化（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并掌握均相及非均相氧化反应的反应机理及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非均相催化氧化反应的机理。 

教学内容 

    一、空气液相氧化 

1. 反应历程 

2. 自动氧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3. 实例 

二、空气的气-固相接触氧化 

1. 特点 

2. 实例 

四、化学氧化法 

第八章 重氮化和重氮盐的转化（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并掌握重氮化和重氮盐的转化的反应机理及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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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氮化反应机理、影响因素；重氮盐的转化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重氮化 

1. 反应历程 

2. 反应条件 

3. 重氮化方法 

4. 重氮盐的结构 

三、重氮盐的转化 

第九章  氨解反应（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氨解反应的过程及反应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卤素的氨解；卤素氨解的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卤素的氨解 

1. 脂肪族卤素衍生物的氨解 

2. 芳香环上卤基的胺解 

三、羟基化合物的氨解 

四、羰基化合物的氨解 

五、磺基及硝基的氨解 

第十章  烃化反应（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C—烷基化和 N—烷基化反应的反应机理及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C—烷基化反应机理及影响因素；非均相催化氧化反应的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N—烷基化反应 

三、芳环上的 C—烷基化反应 

第十一章   酰化反应（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 N—酰化反应和 C—酰化反应的反应机理和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N—酰化反应的反应历程及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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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二、N—酰化反应 

三、C—酰化反应 

执笔人：曹亚峰                                   审核人：崔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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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与胶体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界面与胶体化学/Colloid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 

教学参考书：沈钟 赵振国 王果庭编.胶体与界面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章莉娟 郑忠编.胶体与界面化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1 

江龙编.胶体化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 

陈宗淇 王光信 徐桂英编.胶体与界面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徐燕莉编.表面活性剂的功能.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颜肖慈 罗道明编.界面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胶体与界面化学是研究胶体及界面特性的科学。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胶

体及表面化学的原理和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要求掌握胶体与界面化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内容。学习胶体科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胶体的运动性质和光学性质、

胶体的电学性质和胶团结构、胶体的稳定和聚沉、胶体的流变性质），介绍表面张力、表面自由能的

概念及有关基础知识，介绍有关弯曲液体表面、液-液界面的现象及基础理论，学习表面张力的常规

测定方法，学习有关表面活性剂的分子结构特点、类型，Gibbs 吸附公式，表面活性剂在界面上吸

附的基础理论，介绍有关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性质，胶团化作用、胶团的结构与形状、临界胶团浓度、

加溶作用、表面活性剂的亲水亲油性和活性的基础理论，学习润湿过程、接触角及其测定方法、固

体表面的润湿性质、乳化原理与乳状液的一般性质、乳状液的稳定性、乳化剂的选择与乳状液的制

备，学习起泡和消泡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洗涤作用的基本过程、影响洗涤作用的一些因素、分散

与絮凝作用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方面，要求学生掌握胶体与界面化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内容，熟悉胶体与界面化学

的主要应用领域，能够结合基本理论，对胶体与界面化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2.在能力方面，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对表面现象、表面层结构与性质、各种分散体系的形成

与应用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方面，通过本课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在胶体与界面化学方面的研究思路，建立各类化学

品在非均相体系中作用行为的概念，使学生具有进行化工产品开发应用的初步能力，提升学生的科

研素养。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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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胶体的基本定义，熟悉胶体与界面化学的发展简史，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意义，尤其

是对于生产实践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胶体的基本定义 

教学内容 

一、胶体的基本定义 

二、胶体化学发展简史 

三、胶体化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四、胶体化学的发展 

第二章    胶体的制备与纯化（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分散法、凝聚法两种溶胶的制备方法，溶胶形成的条件和老化机理与纯化方法，了解分散体

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主要学习分散法、凝聚法制备溶胶以及溶胶的纯化方法、溶胶的形成和老化机理；掌握聚

分散胶体的制备方法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溶胶的制备方法 

二、溶胶的形成和老化机理 

三、均分散体系 

第三章  分散体系的物理化学性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布朗运动、涨落现象、扩散现象、沉降等分散体系的动力性质；以及丁达尔效应

等光学性质；电泳、电渗等电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学习布朗运动、涨落现象、扩散现象、沉降与平衡等分散体系的动力性质；以及 Tyndall

效应、Rayleigh 散射等光学性质；电泳、电渗等电学性质。难点是光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动力性质 

二、光学性质 

三、电学性质 

第四章  胶体的稳定性（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影响电解质聚沉的因素，了解胶体稳定性的 DLVO 理论，快速聚沉和缓慢聚沉动力

学原理，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絮凝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在解释胶体稳定性的 DLVO 理论和聚沉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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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电解质的聚沉作用 

二、DLVO 理论 

三、聚沉动力学 

四、高分子化合物的絮凝和稳定作用 

第五章 流变学（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首先明确胶体体系反映其内在微观结构的各种力学性质的概念，如粘度，流型，塑性体系，触

变体系等。学生应掌握粘度的测定等实验手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是粘度问题，难点在于各种流变体系的数学描述。 

教学内容 

一、粘度及其测定 

二、流型 

三、塑性及假塑性体系 

四、涨性体系 

五、非牛顿体系的测定 

六、触变性体系 

七、粘弹性 

第六章 凝胶（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了解凝胶概念、形成方法及其结构；理解胶凝作用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凝胶的性质（触

变作用、离浆作用、膨胀作用及吸附）；理解凝胶中扩散、化学反应及其应用;了解主要的几种凝胶

结构及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凝胶的制备和凝胶的性质特征。 

教学内容 

一、凝胶的特征与分类 

二、凝胶的形成 

三、胶凝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四、凝胶的性质 

五、物质在凝胶中的扩散与化学反应 

六、几种主要的凝胶 

第七章  液体界面性质（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表面能与表面张力的含义，以及表面张力的测定方法和表面热力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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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Laplace 公式，掌握表面张力的测定方法；Gibbs 吸附公式及表面热力学。 

教学内容 

一、表面能与表面张力 

二、弯曲液体表面的现象 

三、表面张力的测定 

四、表面热力学 

五、液体与固体的界面 

第八章 固体界面性质（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固体表面张力与表面能的意义，固体吸附的本质、吸附等温线及单分子层吸附理论，了解

多分子层吸附理论，多孔性固体的吸附与凝聚，化学吸附与催化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学习单分子层的吸附理论，包括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Freundlich 吸附等温式。 

教学内容 

一、固体的表面张力与表面能 

二、固体对气体的吸附 

三、吸附热 

四、单分子层吸附理论 

五、Freundlich 吸附等温式 

六、多分子层吸附理论 

七、固体对溶液的吸附 

第九章  表面活性剂（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表面活性剂的概念，分类，在界面上的吸附，胶束理论，表面活性剂的亲憎

平衡值。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面活性剂在溶液界面上的吸附，其微观性质，HLB 值。 

教学内容 

一、表面活性剂的分类 

二、表面活性剂在溶液界面上的吸附 

三、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 

四、表面活性剂聚集体的微观性质 

五、表面活性剂在固体表面的吸附 

六、表面活性剂的 HLB 值 

七、表面活性剂的性质与分子构型 

八、囊泡和不溶性薄膜 

第十章  乳状液与泡沫（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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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有关乳化与破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及应用。学习起泡和消泡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及应

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乳状液和泡沫的物理性质，稳定因素和制备方法。 

教学内容 

一、乳状液的物理性质 

二、乳状液的稳定因素 

三、影响乳状液类型的因素 

四、乳状液的制备 

五、复合乳状液 

六、乳状液的不稳定性-分层、变型、破乳 

七、微乳状液 

八、泡沫液膜的性能 

九、泡沫的稳定性 

十、消泡和消泡剂 

第十一章 洗涤作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洗涤作用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洗涤作用的基本过程、影响洗涤作用的一些因素。 

教学内容 

一、洗涤作用的基本过程及污垢的去除 

二、影响洗涤作用的一些因素 

 

执笔人：崔励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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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高分子化学与物理/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时数：5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 0    

学分数： 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韩哲文.高分子科学教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8.1 

夏炎主编.高分子科学简明教程.科学出版社.2000.2 

潘祖仁编.高分子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1991.10 

何曼君等.高分子物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及其化学变化，以及高分子的分子结构、力学

状态转变、力学性能和热学性能以及高聚物溶液的性质，具备进一步自学的能力，从而适应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掌握高分子的基本概念、聚合反应的基本原理，逐步聚合与链式聚合的特性。

重点讲解单体官能度与平均官能度，数均聚合度与反应程度的关系，凝胶化现象与凝胶点的计算；

单体的聚合反应性能、自由基聚合反应原理、自动加速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阴离子聚合引发剂、

活性聚合物及其基本特征；阳离子聚合引发剂、链转移与链终止；Zieler-Natta 催化剂；共聚物组

成微分方程、竞聚率及其应用。 

简单介绍高分子的结构层次，晶态和非晶态的结构模型，重点讲解聚合物的主链结构、柔性以

及聚合物的结晶能力、熔点的影响因素；高分子的力学转变及相关的转变温度，自由体积理论及影

响玻璃化温度与粘流温度的影响因素，简单介绍高分子溶解的特点，高分子稀溶液的理论模型，分

子量的测定，重点讲解粘度法测定聚合物分子量.介绍高分子的力学性能和热学性能，重点讲解粘弹

性、高弹性及影响高分子强度和热学性能的因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高分子反应的基本规律、高分子的合成方法，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

之间的关系，同时为涂料与粘合剂、功能材料化学、日用化工工艺学等课程提供理论基础，使学生

能够从机理分析的角度出发，对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与生产中的关键工艺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对高分子材料进行分子设计、合成方法设计及选择、

实验方法确定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高分子科学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并能运用所学

的理论知识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工程素质和动手能力、训练学生科学的实验

方法和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形成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 

第一章   绪论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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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了解高分子科学的发展及基础知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无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科学及其发展历史 

二、高分子科学的研究内容 

三、高分子的基本概念 

四、高分子的分类 

五、高分子的命名 

六、合成高分子的制备方法 

七、高分子化合物的特点 

八、聚合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九、聚合物的结构 

第二章   逐步聚合反应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逐步聚合反应的特点，掌握线型缩聚反应的机理和动力学、缩聚产物分子量的控制

方法、体型缩聚和凝胶点的判断。  

教学重点与难点 

线型缩聚反应的机理和动力学、体型缩聚凝胶点的判断、Flory 分布式的推导 

教学内容 

一、引言  

二、缩聚反应  

1. 缩合与缩聚 

2. 缩聚反应分类 

3. 线型缩聚反应特征 

4. 线型缩聚反应动力学 

三、线型缩聚反应平衡 

1. 官能度的概念 

2. 线型缩聚反应的单体 

3. 线型缩聚反应的过程 

4. 反应程度、平衡常数和平均聚合度 

5. 影响缩聚平衡的因素 

四、线型缩聚动力学 

1. 自催化体系 

2. 外加酸催化体系 

五、线型缩聚产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1. 线型缩聚物分子量的控制 

2. 线型缩聚物的分子量分布 

六、体型缩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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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凝胶点的预测 

七、逐步聚合方法 

第三章   自由基聚合反应（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连锁聚合反应的原理，单体对聚合机理的选择性的依据，自由基聚合反应的机理和

动力学以及聚合反应的实施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单体对聚合机理的选择性的依据，自由基聚合反应的机理和动力学，悬浮聚合和乳液聚

合。 

难点：自由基聚合动力学 

教学内容 

一、链式聚合反应概述  

1. 链式聚合反应的基本特征 

2. 链式聚合反应的分类 

3. 链式聚合反应的单体 

二、自由基聚合机理   

1. 自由基的反应 

2. 自由基聚合的基元反应 

三、引发剂和引发反应 

1. 引发剂的种类 

2. 引发剂分解动力学 

3. 其它引发作用 

四、自由基聚合速率   

1. 聚合速率及其测定方法 

2. 稳态期聚合速率方程 

3. 温度对聚合速率的影响 

4. 各基元反应速率常数及聚合主要参数 

5. 阻聚和缓聚作用 

五、动力学链长和聚合度   

1. 动力学链长υ 

2. 平均聚合度和动力学链长υ的关系 

3. 温度对平均聚合度的影响 

六、聚合方法   

第四章   离子聚合和受控聚合（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离子聚合反应的特点，掌握阳离子、阴离子和配位聚合的单体、引发剂及反应机理，

了解活性聚合物的特点及应用，并了解基团转移聚合和受控聚合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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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阳离子、阴离子和配位聚合的机理。 

难点：配位聚合的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阳离子聚合   

1. 阳离子聚合的单体和引发剂 

2. 阳离子聚合机理 

3．影响阳离子聚合的因素 

三、阴离子聚合 

1. 阴离子聚合的单体和引发体系 

2. 阴离子聚合机理 

3. 活性聚合物及其应用  

四、配位聚合   

1. 配位聚合概述 

2. 聚合物的立构规整性 

3. α-烯烃的配位阴离子聚合机理 

五、基团转移聚合 

六、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第五章   共聚合反应（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共聚合的意义及共聚物的种类，掌握共聚物组成微分方程、竞聚率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共聚物的组成微分方程，根据竞聚率判断共聚物的结构及单体和自由基的相对活性。 

难点：根据竞聚率判断单体和自由基的相对活性。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共聚物的组成 

1. 二元共聚物组成微分方程 

2. 竞聚率 

3. 单体活性和 Q、e 值 

4. 控制共聚物组成的方法 

5．共聚应用举例 

第六章   聚合物的化学反应（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聚合物化学变化的特点，掌握高聚物发生的各种化学反应及聚合物的老化与防老化。 

教学重点与难点 

聚合物的各种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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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聚合度不变的化学反应（相似转变） 

三、聚合度增大的化学反应  

四、聚合度下降的化学反应 

五、老化与防老化 

六、废弃高分子的再利用和绿色高分子的概念 

第七章  聚合物的结构（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结构的特点和内容，掌握高分子近程结构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性能的影响，熟练掌握

高分子链柔顺性及其影响的结构因素，高聚物结晶动力学及影响高聚物结晶能力的各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近程结构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性能的影响，高分子链柔顺性的影响因素，高聚物结晶动力学及影

响高聚物结晶能力的各种因素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链的近程结构 

二、高分子链的远程结构 

1. 高分子的大小 

2. 高分子链的内旋转构象 

3. 高分子链的柔顺性 

三、高分子的凝聚态结构 

1. 高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2. 聚合物结晶的形态和结构 

3. 聚合物聚集态结构模型 

4．聚合物的结晶过程 

5．聚合物结晶的熔融和影响熔点的因素 

四、聚合物的取向结构 

五、聚合物的液晶态结构 

六、共混聚合物的织态结构 

第八章  聚合物的分子运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高聚物分子运动的特点，熟练掌握高聚物的三种力学状态以及二个转变过程，理解掌握高

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机理及影响玻璃化转变温度的因素，理解高聚物粘性流动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高聚物的三种力学状态以及二个转变过程，高聚物的玻璃化转变机理及影响玻璃化转变温度的

因素，高聚物粘性流动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聚合物的力学状态与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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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合物分子运动的主要特点 

2. 聚合物的力学状态和热转变 

二、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 

1. 玻璃化转变 

2. 玻璃化转变理论 

3. 影响玻璃化温度的因素 

4. 聚合物的粘流温度及其影响因素 

三、聚合物熔体的流变性 

1. 粘性液体的流动特征 

2. 聚合物熔体粘度的测定 

3. 聚合物熔体的弹性现象 

第九章  高分子溶液（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聚合物的溶解过程及溶剂选择原则，掌握高分子溶液理论的物理含义，掌握高聚物分子量

测定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的溶解过程及溶剂选择原则，高分子溶液理论的物理含义，高聚物分子量测定方法 

教学内容 

一、聚合物的溶解 

二、高分子溶液的热力学性质 

三、聚电解质溶液 

四、高聚物分子量的测定 

1. 数均分子量的测定 

2. 重均分子量的测定 

3. 粘均分子量的测定 

五、聚合物分子量分布 

第十章  聚合物的力学性能与热学性能（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聚物的一般力学性能与特点，熟练掌握高聚物高弹性特点及其本质，掌握时温等效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高聚物的屈服、高聚物的高弹性特点、时温等效原理 

教学内容 

一、力学性质的基本物理量 

二、聚合物的高弹性 

三、聚合物的粘弹性 

1. 蠕变 

2. 应力松弛 

3．滞后现象 



 

- 114 - 

4．时温等效原理 

四、聚合物的力学强度 

1．聚合物的拉伸强度和拉伸过程 

2．脆性断裂与韧性断裂 

3．影响聚合物强度的因素 

五、聚合物的热学性能 

   执笔人：刘兆丽  谭凤芝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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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生物化学/bio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 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3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古练权编.生物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王镜岩等主编.生物化学（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王镜岩等主编.生物化学（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Gray Scrimgeour.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Prentice Hall 出版社.2011.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生物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功能，以及生物化学反应和调控等，

使学生更能适应生物科学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领域重要的基

础学科。是运用化学的原理、技术和方法究生命现象的科学。本课程主要介绍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

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功能，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识别和作用机制，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及其

调控以及该领域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具体内容包括：糖类、脂类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功能；

生物膜的组成、结构和功能；蛋白质的组成、一二三四级结构和蛋白质的生物功能，蛋白质分离提

纯的方法；酶的作用特点和种类、辅酶的功能、酶促反应机理和米氏方程、酶的作用机制以及酶在

现代化学化工中的应用；核酸的结构、性质、核酸的复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以及基因工程简介；

能量代谢与生物能的利用：包括糖类代谢和脂类代谢，以及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和生物代谢的调控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糖类、脂类、蛋白质、酶、核酸等生物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

功能，并熟悉糖类和脂类的代谢及其调控机制，能够对常见的生理生命现象的机理有一定的了解。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对生物化学相关原理在日常生活及化工生产中进行

应用、以及用变化与联系的观点分析生物体中的代谢现象等能力，具备从事生命科学方面的工作研

究的基础知识。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并在日化及化

工领域学会应用生物化学的原理和方法，为学生在后续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第一章   绪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生物化学的概念、特点，生物体的化学组成及生物大分子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方式和生物超分子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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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化学简介 

二、生物体的化学组成 

1. 生物体的元素组成 

2. 生物分子的种类 

三、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 

1. 生物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2. 分子识别和生物超分子 

四、生物体内的水 

1. 水的生物功能 

2. 水的特性 

3. 缓冲溶液及生物体的缓冲体系 

第二章  糖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糖类物质的结构、种类和功能，并掌握糖类的主要化学性质以及主要的糖类物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糖类的化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糖类简介  

1. 糖类的主要生物功能 

2. 糖类的元素组成 

3. 糖的命名和分类 

二、旋光异构 

三、单糖的结构 

1. 单糖的链状结构 

2. 单糖的环状结构 

3. 单糖的构象 

四、单糖的性质 

1. 物理性质 

2. 化学性质 

五、重要的糖类物质 

1. 单糖和寡糖 

2. 多糖 

第三章  脂类（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脂类物质的结构、种类和功能，以及脂质的过氧化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磷脂的结构及脂质的过氧化作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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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脂肪酸和三酰甘油 

1. 脂肪酸 

2. 三酰甘油 

三、磷脂 

1. 甘油磷脂的结构 

2. 甘油磷脂的性质 

3. 常见的甘油磷脂 

4. 鞘磷脂 

四、其它脂类物质 

1. 糖脂 

2. 萜和类固醇 

3. 脂蛋白 

五、脂质的过氧化作用 

1. 脂质过氧化的化学过程 

2. 过氧化作用对机体的损伤 

3. 抗氧化剂的保护作用 

第四章  蛋白质（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氨基酸、多肽、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功能和性质，以及蛋白质的高级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氨基酸的解离性质、蛋白质的二级结构、高级结构及其与功能的关系、蛋白质的分离提纯方法 

教学内容 

一、蛋白质通论  

二、氨基酸  

1. 氨基酸的结构 

2. 氨基酸的分类 

3. 氨基酸的解离性质 

4. 氨基酸侧链基团的化学性质 

三、多肽  

1. 多肽的基本概念 

2. 肽键 

3. 多肽的性质 

4. 天然存在的活性肽 

四、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1.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2.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和纤维状蛋白质 

3. 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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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蛋白质的分离和提纯  

1. 蛋白质的性质 

2. 蛋白质的分离纯化 

第五章  酶（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酶的本质、作用特性、米氏方程、酶的专一性和高效性机制等。了解酶在现代化学化工中

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米氏方程、酶的抑制作用及酶活性的调控 

教学内容 

一、酶----生物催化剂  

1. 酶催化作用的特点 

2. 酶的命名及分类 

3. 核酶和抗体酶 

二、酶的辅因子 

1. 辅酶或辅基 

2. 金属离子 

三、酶促反应速率和影响因素 

1. 米氏方程 

2. Km 和 Vmax 的求法 

3. 酶促反应的影响因素 

四、酶的抑制作用和抑制剂 

1. 抑制的作用方式 

2. 可逆抑制动力学 

五、酶的作用机制和酶的调节 

1. 酶分子的结构特点 

2. 酶的专一性机制 

3. 酶作用高效性的机制 

4. 酶的催化作用机制 

5. 酶活性的调节控制 

六、酶在化学化工中的应用 

第六章  核酸（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核酸的组成、结构、性质及 DNA 测序方法。掌握核酸的生物功能即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DNA 的复制、转录和翻译 

教学内容 

一、核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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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酸的结构  

三、核酸的性质 

1. 核酸的水解 

2. 核酸的两性解离及等电点 

3.核酸的紫外吸收 

4.核酸的变性、复性和杂交 

四、核苷酸序列的测定 

五、变异 

六、核酸的生物功能 

1. DNA 的复制与遗传信息的保持 

2.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七、核酸化学中的新技术简介 

第七章  细胞和生物膜（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细胞和生物膜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物膜的功能 

教学内容 

一、细胞  

二、生物膜 

1. 生物膜的组成和结构 

2. 生物膜的功能 

三、生物膜的模拟----人工膜 

第八章  糖代谢（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糖代谢的过程及糖原的特点与合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EMP 途径、TCA 循环和电子传递链 

教学内容 

一、多糖的水解  

二、糖酵解 

1. 糖酵解的过程概述 

2. 糖酵解的过程 

3. 糖酵解过程的三点调控 

4. EMP 途径产能计算 

5. 丙酮酸的去路 

三、柠檬酸的循环 

1. 丙酮酸的氧化脱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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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柠檬酸循环 

3. 柠檬酸循环的调控 

4. 柠檬酸循环的双重作用 

5. 柠檬酸循环产能总结 

四、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 

1. 线立体的结构 

2. 线粒体呼吸链的组成 

3. 电子传递 

4. ATP 的合成 

5. 葡萄糖分解代谢产能总结 

6. 电子传递与自由基 

五、糖原合成 

1. 糖原的结构特点 

2. 糖原合成的过程 

3. 糖原合成的调控 

六、光合作用 

第九章  脂类代谢（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脂肪酸的β氧化和生物合成的过程及其调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脂肪酸的β氧化和生物合成 

教学内容 

一、脂肪的分解代谢 

1. 脂肪的分解 

2. 脂肪酸的β氧化 

3. 脂肪酸的其它氧化方式 

4. 乙酰 CoA 的去路 

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 

1. 脂肪酸的生物合成 

2. 脂肪酸合成的调节 

第十章  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代谢（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蛋白质降解的生理意义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v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尿素循环 

教学内容 

一、蛋白质的降解  

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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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脱氨基作用 

2. 脱羧基作用 

3. 氨的命运 

4. 尿素循环 

三、氨基酸的生物合成 

 

执笔人：刘兆丽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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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剖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化工产品剖析/ Analysis for chemical product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 48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 3.0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 

教学参考书：陈立功.精细化学品的现代分离与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贾长英等.精细化学品剖析及常用技术原理. 中国石化出版社.2011 

高昆玉.精细化学品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精细化学品剖析在精细化工中的作用及波谱分析领域的研究现状和

发展方向，并掌握精细化学品系统剖析的一般程序，一些常用的分离和纯化的方法，以及一些普及

型仪器的分析方法，具备进一步自学的能力，从而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重点讲解萃取、重

结晶、升华及沉淀等理化分离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过程。重点讲解现代分离方法-色谱法的基本原

理、操作过程及其在精细化工的应用。 

在波谱分析部分，重点介绍红外光谱、紫外-可见光谱、核磁共振氢谱以及有机质谱的工作原理，

同时对有机波谱在有机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包括谱图解析方法，特别是多种谱图的综合解析进行了

重点阐述。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培养目标上，要求学生掌握化工产品分离过程中离心、过滤、结晶、蒸馏、色谱等实验原

理及操作相关知识，了解化工产品分离的基本原理和学会根据不同化学品的物化性质对有机化工产

品的分离和处理选择合适的分离纯化方法；并掌握提纯后化学品的纯度及分子结构的鉴定及表征相

关知识。 

2.在应用化学专业能力培养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分离提纯复杂混合物的基本操作，并

通过四大谱图(红外光谱、紫外-可见光谱、核磁共振氢谱以及有机质谱)对分离后的化学品进行详细

的分子及表征，具备基本的分离、分析能力，能够解决化学实验及论文阶段的可能碰到相关问题。 

3.在学生素质培养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化工产品剖析时学会初步建立剖析思路，为学

生在后续的化学专业学习和毕业论文过程中，提供分离提纯及相关表征等必需的专业素质。 

第一章   绪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精细化学品分析的研究方法、成就及发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无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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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细化学品的范畴和发展 

二、精细化学分析的研究方法 

三、精细化学品分析的成就与发展 

第二章   精细化学品的系统剖析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精细化学品剖析的特点，掌握精细化学品剖析的一般程序，常用理化分离方法的选

择、原理及操作。  

教学重点与难点 

精细化学品剖析的一般程序 

常用理化分离方法的原理及操作 

教学内容 

一、剖析工作的特点及作用 

二、剖析工作的一般程序 

1. 对样品有关信息的了解和调查 

2. 对样品进行初步检查 

3. 混合中各组分的分离和提纯 

4. 化合物结构的测定 

5. 各组分的定性分析 

6. 各组分的定量分析 

7. 合成、加工和应用性能研究 

三、分离与纯化的方法 

1. 分离原理 

2. 理化分离法 

3. 色谱法 

4. 其它分离方法 

5. 纯度鉴定 

四、分离与分析方法的选择 

1. 选择分离方法的准则 

2. 选择分离方法的因素 

3. 分离的一般步骤 

第三章   色谱法在精细化工中的应用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色谱法在化工产品剖析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薄层色谱、纸色谱等方法的工作原理、操作及其在化工产品剖析中 

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引 言 



 

- 124 - 

二、色谱的分类   

1. 按分离原理分类 

2. 按两相的物态分类 

3. 几种色谱方法的比较 

4. 色谱理论 

5. 色谱分析 

三、薄层色谱（TLC） 

1. 薄层色谱的特点和基本原理 

2. 薄层色谱的实验技术 

3. 薄层色谱法的应用 

四、纸色谱   

1. 基本原理 

2. 纸色谱的实验技术 

3. 纸色谱的应用 

五、气相色谱法 

1. 气相色谱法理论 

2. 气相色谱法的特点 

3. 气相色谱仪 

4. 气相色谱的固定相 

5. 气相色谱分离操作条件的选择 

6. 气相色谱的检测器 

六、高效液相色谱   

1. 概述 

2. 液相色谱理论 

3. 液相色谱的固定相及流动相 

4. 高效液相色谱装置 

5. 硅胶色谱 

6. 化学键合相色谱（反相色谱） 

第四章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在化工产品剖析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工作原理，实验操作；结构对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影响，以及常见有机

化合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教学内容 

一、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基本知识 

1. 引言 

2. 方法原理 

3.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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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二、分子轨道和电子跃迁   

1. 分子轨道和能级 

2. 电子跃迁 

3. 光的吸收基本定律——朗伯比耳定律 

4. 偏离比耳定律的原因 

三、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常用术语 

四、影响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一些因数   

五、重要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六、实验技术 

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主要组成部件 

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类型 

3. 双波长分光光度计的原理和优点 

八、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法的应用 

1. 定性分析 

2. 定量分析 

九、应用实例 

第五章 红外吸收光谱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红外吸收光谱在化工产品剖析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红外吸收光谱的工作原理，实验操作；红外吸收光谱的影响因数，以及常见官能团的红外吸收

吸收光谱图。 

教学内容 

一、红外光谱的基本知识 

二、红外分子振动 

1. 双原子分子的振动 

2. 多原子分子的振动 

三、红外分子的基团特征频率和特征吸收峰 

1. 基团特征频率与红外光谱区域的关系 

2. 基团频率区 

3. 指纹区 

四、频率位移的影响因素 

1. 外部因素 

2. 内部因素 

五、常见有机化合物的红外光谱图 

1. 饱和烃及其衍生物 

2. 烯烃和炔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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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芳烃 

4. 稠环芳烃和杂环化合物 

5. 羰基化合物和累积双键化合物 

6. 氮氧化合物 

六、红外光谱仪 

七、实验技术 

八、红外吸收光谱的应用 

九、应用实例 

第六章  核磁共振氢谱 （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核磁共振氢谱在化工产品剖析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核磁共振氢谱的工作原理，实验操作；影响化学位移的各种因素，以及常见结构的核磁共振氢

谱图。 

教学内容 

一、核磁共振波谱基本原理 

二、化学位移 

1. 化学位移 

2. 标准参考样品 

3. 影响化学位移的各种因素 

三、自旋-自旋偶合和偶合裂分 

1. 自旋-自旋偶合的机理 

2. 偶合常数 

3. 一级图谱的偶合裂分规律 

4. 高级图谱及简化 

四、核磁共振波谱仪 

五、实验方法 

六、核磁共振波谱的应用 

第七章  有机质谱 （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核磁共振氢谱在化工产品剖析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质谱的工作原理，实验操作；分子离子峰的鉴别，质谱的解析。 

教学内容 

一、质谱的基本原理 

1. 仪器简介 

2. 质谱的表示方法 

3. 分析样品的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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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子离子和同位素离子 

1. 分子离子 

2. 同位素离子 

三、质谱中的碎片离子 

四、质谱解析 

五、质谱技术的应用 

执笔人：汪源浩、翟滨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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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外语与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专业外语与文献检索/Special Englis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 分 数：3.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大学英语                             

教学参考书：唐冬雁编. 应用化学专业英语.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余向春编.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应用化学专业外语是应用化学专业的必修课。它是在学习了基础英语之后，结合本专业要求开

设的专业英语课程，在词汇、语法、句法及文风等方面带有专业的特色，涉及的化学及化工知识面

很广，内容选自近年来国外英文原版的高等院校化学和化工类专业教学用书、各类专著以及国际纯

粹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的有机化合物命名法，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化工基础、化学工程、化学文献学、实验室常用仪器的命名等内容，不仅可提高学生阅读化学、化

工英语原著的能力，且可大大拓宽学生现代化学知识面。 

文献检索是信息检索与利用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课程，全面介绍各种化学文献及查阅方法。其中

对化学文摘、化学专利、技术标准、化合物结构信息表示与检索等介绍得尤其仔细。同时，培养学

生利用专业期刊和数据库查找专业文献的能力，为以后从事化学、化工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了解掌握应用化学基本专业词汇，能够理解并翻译简单的应用化学相关

英文文献；要求学生学会常用的文献检索数据库的使用方法，掌握各种检索途径和检索方式。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阅读与翻译专业英语文献、书籍的能力，懂得如何

获得与利用文献信息，增强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技的 新发展和动态的能力，

提高其自身信息素养，为其成为即精通化学化工知识，又具有熟练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参与国际

一体化竞争的创新型文理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第一章 General Knowled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 General Chemistry 当中的基本概念和定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General Chemistry 的涵盖范围、内容和在化学学科当中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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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cids, Bases and Salts 

三、Elements, Compounds and Mixtures 

四、Types of  Organic Reaction I Introduction 

五、Chemical Bonds 

第二章  Some Basic Chemical Theories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有机化学中的基本定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反应活性中间体的区分与分类 

教学内容 

一、Collision theory and reaction mechanisms 

二、Reactive intermediates of organic reactions 

第三章 Some Techniques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的过程设计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工热力学中的三传一反 

教学内容 

Process Design 

Types of reactor 

第四章  Instrument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学分析中的步骤和分析仪器的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测的光学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Introduction to instrumental methods 

二、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第五章  Nomenclature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有机无机化合物的命名规则，通过前后 对化合物的成份进行辨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前后 和词根在化合物命名中的应用习惯 

教学方法与手段 

    板书教学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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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omenclature of Inorganic Compounds 

二、Nomenclature of Organic Compounds 

第六章  英文文献的格式与写作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英文文献的格式和撰写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英文文献的 11 个部分讲解 

教学内容 

一、英文文献格式的划分 

二、英文文献的词汇与语法使用原则 

第七章  Reading Materials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应化专业英文读物的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长短句和插入语句的强调性使用 

教学内容 

一、Cosmetics 

二、The Genesis of Polymer 

第八章   文献检索绪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化学文献的种类及发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无 

教学内容 

一、化学文献的发展 

二、化学文献源概述 

三、化学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四、数值数据情报的重要性及其国际性协作系统 

五、查阅文献与化学工作者的关系 

六、怎样查阅化学文献 

第九章   国外检索工具介绍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国外各种专业数据库。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种专业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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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A（Chemistry Abstract）  

二、ACS 数据库 

三、RSC 数据库 

四、Elsevier 数据库 

五、Springer 数据库 

六、EI 数据库 

七、CSA 数据库 

八、Wiley online 数据库 

九、关于 SCI 

第十章   国内检索工具介绍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各种中文专业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介绍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的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中国学术期刊网 

二、万方数据库   

三、维普数据库 

四、自由基聚合速率   

五、标准和专利   

第十一章   美国化学文摘的查阅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美国化学文摘的查阅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利用主题索引、化学物质索引、普通主题索引、分子式索引查阅文献 

教学内容 

一、概况  

二、编排格式与著录内容   

三、索引及其检索方法 

四、各种索引的相互关系和查阅方法举例   

第十二章   CA 检索（实践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 CA 的检索方法及实际操作过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CA 的检索过程 

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实际查阅美国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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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计算机网络检索 （实践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怎样利用网络资源和专业数据库查阅文献。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中国全文期刊网、专利网、Elsevier 数据库的网络查询 

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查找文献 

 

执笔人：王大鸷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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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高分子材料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功能高分子材料化学/Functional Polymer Material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时数：48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3.0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化学 

教学参考书：赵文元等编.功能高分子材料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8 

潘祖仁编.《高分子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主要介绍了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种类和功能，功能高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功能高分

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策略。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功能高分子

材料的种类和功能，功能高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

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策略。使学生了解功能高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明了功能高分子材料

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掌握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策略；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必要的专业基

础，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专业知识和今后形成合理的环境科学知识结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种类、功能、定义和分类方法, 功能高分子材料

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制备策略。能够对反应性高分子材料、电化学高分子材料、光活性高分子

材料、高分子功能膜材料、高分子纳米材料等进行探讨。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在以教材为主线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功能高分子的 新研究

进展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并让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掌握高分子材料工程领域比较系统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

技能、方法，具有从事高分子材料领域科技工作的初步能力。能在信息、能源、药物、生物、航天

等新技术领域从事高分子材料的生产、质量检验、工艺与设备设计、研究与开发以及经营管理工作，

或在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或成为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研究生的优秀生源。 

第一章  功能高分子化学总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功能高分子化学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种类和功能简介，掌握功能高分子化

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熟练掌握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策

略，重点掌握功能高分子化学的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策略，功能高分子化学的研究方

法。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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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高分子化学的内容和发展 

二、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1．功能高分子材料构效关系分析 

2．功能高分子材料的设计方法 

三、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策略 

1．功能型小分子材料的高分子化 

2．高分子材料的功能化 

3．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复合与功能扩大 

四、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种类和功能简介 

功能高分子化学的研究方法 

1．制备方法研究 

2．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化学与物理结构研究方法 

3．功能高分子材料的性能与机理研究方法 

第二章  反应型功能高分子材料（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反应型高分子材料的种类和分类，熟练掌握高分子化学反应试剂，理解掌握在高分子载体 

上的固相合成，理解高分子催化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高分子化学反应试剂，高分子载体上的固相合成，高分子催化剂 

教学内容 

一 、概述 

二、高分子化学反应试剂 

1．高分子化学反应试剂的概述 

2．高分子氧化还原试剂 

3．高分子卤代试剂 

4．高分子酰基化反应试剂 

5．高分子烷基化试剂 

6．高分子亲核反应试剂 

三、在高分子载体上的固相合成 

1．固相合成法概述 

2．固相合成法在不对称合成中的应用 

3．固相合成法在其他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四、高分子催化剂 

1．高分子酸碱催化剂 

2．高分子金属络合物催化剂 

3．高分子相转移催化剂 

4．其他种类的高分子催化剂 

第三章  导电高分子材料（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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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导电聚合物的发现与发展，掌握导电聚合物的定义与分类，掌握电子导电型聚合物导电机 

理与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应用，离子导电型高分子材料导电机理与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电子导电型聚合物导电机理与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应用，离子导电型高分子材料导电机 

理与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 电子导电型聚合物 

1． 导电机理与结构特征 

2．电子导电型聚合物的制备方法 

3．电子导电型聚合物的应用 

三、离子导电型高分子材料 

1．有关离子导电的一些基本概念 

2．固态离子导电机理 

3.离子导电型聚合物的结构特征和性质与离子导电能力之间的关系 

4．离子导电型聚合物制备和应用 

5．离子导电型聚合物电导值的测定方法 

四、氧化还原型导电聚合物简介 

第四章  聚合物修饰电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合物修饰电极的发现与发展，掌握聚合物修饰电极的定义与分类，掌握聚合物修饰电极

机理与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聚合物修饰电极机理与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聚合物修饰电极的制备方法 

1. 先聚合后修饰法 

2.聚合反应和表面修饰过程同时进行 

三、 聚合物修饰电极的结构、性质及应用 

1.聚合物修饰层在电极反应过程中作为电子转移的中介物 

2.聚合物修饰层中含有选择性催化剂 

3.电极修饰材料对某些物质有特殊亲和力  

4.修饰电极作为电显示装置 

5.多层修饰电极与分子器件和分子光电转换器件 

第五章  高分子液晶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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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分子液晶材料的发展、现状和分类，熟练掌握高分子液晶的制备方法、机理与应用, 掌 

握高分子液晶材料的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高分子液晶的制备方法、机理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高分子液晶的性能分析与合成方法 

1.溶液型侧链高分子液晶 

2.溶液型主链高分子液晶 

3.热熔型侧链高分子液晶 

4.热熔型主链高分子液晶 

三、高分子液晶的研究方法 

1. X 射线衍射分析法 

2.核磁共振光谱法 

3.介电松弛谱法 

4.其它研究方法 

四、高分子液晶的其它性质和应用 

1. 作为高性能工程材料的应用 

2.在图形显示方面的应用 

3.作为信息储存介质 

4.作为色谱分离材料 

第六章  高分子功能膜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功能膜材料的发展、现状和分类，熟练掌握高分子功能膜的制备方法、分离机理与 

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高分子功能膜的制备方法、分离机理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高分子功能膜的制备方法 

1.聚合物溶液的制备 

2.密度膜的制备 

3.相转变多孔分离膜制备过程 

4.液体膜和动态形成膜的制备 

5.其他膜制备方法 

三、高分子分离膜的分离机理与应用 

1. 浓度梯度驱动膜分离过程 

2.电场力驱动膜分离过程 

3.压力驱动膜分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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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功能膜材料 

第七章  光敏高分子材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光物理和光化学原理、高分子光化学反应类型、光敏高分子的分类，掌握光敏涂料 

的结构类型、组成与性能关系、固化反应及影响因素，熟练掌握光稳定剂的作用机制，光导电机理

与结构的关系，了解功能聚合物在太阳能水分解反应中的应用，利用在光照下分子发生互变异构储

存太阳能，功能聚合物在太阳能电池制备方面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光敏涂料的结构类型、组成与性能关系、固化反应及影响因素，光稳定剂的作用机制，光导电 

机理与结构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光敏涂料和光敏胶 

三、高分子光稳定剂 

四、光致变色聚合物 

五、光导电高分子材料 

六、与光能转换有关的高分子材料 

第八章  聚芳醚酮工程塑料（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聚芳醚酮高分子材料的发展与现状，熟练掌握聚合物化学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高分子

材料的制备方法，理解掌握聚芳醚酮的种类与制备方法、作用机理与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化学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聚芳醚酮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方法，聚芳醚酮的种类与制备

方法、作用机理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聚芳醚酮的制备 

三、聚芳醚酮的性质 

四、聚芳醚酮的制备应用 

第九章  纳米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纳米材料的发展、现状和分类，练掌握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机理与应用, 掌握纳米材料

的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机理与应用 

一、概述 

二、纳米材料的性能分析与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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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机纳米材料的组成与结构 

2 .高分子纳米材料的组成与结构 

三、纳米材料应用 

1. 无机纳米材料的应用 

2.高分子纳米材料的应用 

 

执笔人：徐同宽 ，张绍印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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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与粘合剂》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涂料与粘合剂工艺学/ Coatings and Adhesive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教学参考书：顾继友 艾军 李小平编.胶粘剂与涂料.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1 

谭竹洲 居滋善 陈士杰等编.涂料工艺（上、下）.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12 

王慎敏等编.胶黏剂合成配方设计与配方实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6 

杨春晖等编.涂料配方设计与制备工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涂料与胶粘剂工艺学》课程是应用化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限选方向课，是一门专业性与应用

性、实验性较强的课程。课程全面系统的介绍胶接理论、常用的粘合剂生产原理及应用、涂料的组

成及涂装技术、常用涂料的生产工艺、涂料与胶粘剂的配方设计，涂膜弊病的产生与预防。通过学

习,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涂料及胶粘剂的基础知识,熟悉各种常见涂料和胶粘剂的品种,制备方

法,成膜机理及各种辅助成分的作用。认识涂覆及粘接过程中所发生的物理及化学变化,了解影响涂膜

性能及粘接性能的因素,掌握配方设计的基本原则。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当前涂料与粘合剂的研究重点和发展状况；掌握涂料与粘合剂基

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概念，掌握重点品种的涂料与粘合剂的制备与生产工艺，了解特种涂料与

粘合剂的研发概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及设计环节及就业提供知识理论基础。 

2.能力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能够制定常见的粘合剂与涂料的生产工艺，使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涂

料与粘合剂生产加工遇到问题的能力，具备利用本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行该领域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

的初步能力。 

3.素质培养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科学、缜密、严谨的科研思路，初步具备作为该领域的应用化学工程师

的基本意识和能力。 

第一章  概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胶粘剂的定义，了解胶粘剂的发展历史、粘接技术特点，胶粘剂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胶粘剂、粘附的概念，粘接技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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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胶粘剂的发展状况 

二、胶粘剂的概念 

三、粘接技术特点 

四、胶粘剂的应用 

五、胶粘剂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胶粘剂的组成与分类（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胶粘剂的组成，了解胶粘剂的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胶粘剂的配方进行解析 

教学内容 

胶粘剂的组成 

胶粘剂的分类 

第三章  胶接基础理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表面处理方法，胶粘剂的粘接过程，掌握胶接力的种类，各种胶接理论，理解胶接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胶接力、胶接条件与胶接理论。 

教学内容 

粘接力 

胶接条件 

胶接过程 

粘接理论 

第四章  粘合剂导论（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聚醋酸乙烯酯乳液的合成原理，乳液型、溶液型、热熔型胶粘剂的组成及应用，针对聚醋

酸乙烯酯乳液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改性方法。了解酚醛树脂的合成原理，掌握影响酚醛树脂质量的

因素及其实例配方。了解氯丁橡胶胶粘剂的主要性能，掌握溶液型及乳液型氯丁橡胶配制时的主要

成分及其作用。了解环氧树脂的特性与用途，掌握环氧树脂的合成原理及应用条件。了解特种胶粘

剂的主要品种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醋酸乙烯酯乳液的合成原理及改性，影响响酚醛树脂质量的因素，环氧树脂的合成原理及固

化机理，典型胶粘剂配方的解析。 

教学内容 

一、聚乙酸乙烯酯胶粘剂 

1、聚乙酸乙烯醋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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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乙酸乙烯酯共聚改性 

二、酚醛树脂胶粘剂 

1、酚醛树脂树脂的合成 

2、影响酚醛树脂质量的因素 

3、酚醛树脂改性 

三、环氧树脂胶粘剂 

1、概述 

2、环氧树脂的合成原理 

3、环氧树脂的固化 

4、环氧树脂的应用 

四、氯丁橡胶胶粘剂 

1、概述 

2、氯丁橡胶的主要成分及作用 

五、特种胶粘剂 

第五章 涂料基础（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涂料的发展历程，涂料组成成分及各种成分的作用；掌握涂料的定义、功能；了解涂膜固

化机理，膜的形成及简单的涂装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涂料的配方进行成分分析，理解其各组分的功能，涂料的定义及功能。 

教学内容 

一、涂料的定义及功能 

二、涂料的发展历程 

三、涂料的组成 

1、成膜物质 

2、溶剂 

3、颜料 

4、助剂 

四、涂料的分类 

五、涂料的成膜与干燥 

1、成膜机理 

2、涂膜干燥方法 

六、涂装方法 

1、表面处理 

2、涂装方法 

七、涂料的性能 

第六章 涂料导论（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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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各种常用涂料的性能特点，了解各类涂料成膜原理及施工应用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醇酸树脂的合成原理及改性，丙烯酸树脂涂料的应用，水性涂料的制备及应用 

教学内容 

一、醇酸树脂涂料 

1、原料 

2、合成原理及改性 

3、配方设计及制备工艺 

二、丙烯酸树脂涂料 

1、合成原理及所用原料 

2、丙烯酸树脂的改性 

3、热塑性丙烯酸树脂的制备工艺 

4、热固性丙烯酸树脂的制备工艺 

三、水性涂料 

1、水稀释性树脂的合成原理 

2、常用水稀释性树脂的制备 

3、乳胶漆 

四、特种涂料 

1、防火涂料 

2、防污涂料 

3、变色涂料 

4、其它特种涂料 

第七章 涂膜弊病形成与处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涂料在制造、贮存、施工、成膜后涂膜形成弊病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贝纳尔漩涡的形成原理，发花与浮色的区别，肝化、缩孔、针孔等涂膜弊病的处理方法。 

教学内容 

一、制造与贮存过程中出现的涂膜弊病 

二、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涂膜弊病 

三、成膜后出现的涂膜弊病 

第八章 涂料生产技术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涂料生产工艺基本流程，主要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主要生产设备，工艺流程设计。 

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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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多媒体授课 

一、涂料生产主要设备 

三、乳胶漆的生产工艺 

二、醇酸树脂涂料的生产工艺 

 

执笔人：谭凤芝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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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合成工艺选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高分子合成工艺选论/ Polymer Synthetic Techn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 0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 

教学参考书：赵德仁 张慰盛编.聚合物合成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1 

李克友 张菊华 向福如编.聚合物合成原理及工艺学.科学出版社.2000.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分子精细化工方向限选课，衔接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与后续的功能高分子材料化学、

黏合剂与涂料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工程意识，使其掌握工业生产高聚物的技能技巧，为专业课程的

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基础。按照制备原理，本课程可大致分为生产单体的原料路线、聚合生产工艺

及典型高聚物的合成工艺等三个知识模块。主要介绍工业生产上合成高分子材料的方法，重要品种

的生产工艺技术；各种聚合方法进行工业化生产的特点、配方和典型工业生产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知识培养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高分子合成工艺的主要方法；掌握高分子合成

工艺中选定内容相关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高分子材料的主要生产方法，掌握高分子材料中重点

品种的制备与生产工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及设计环节及就业提供知识理论基

础。 

2.能力培养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高分子合成及生产加工遇到问题的能

力，具备利用本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行该领域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初步能力。 

3.素质培养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素养，培养学生从生产实际出发，对

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能力，初步具备作为该领域的应用化学工程师的基本意识和能力。 

第一章   绪论 （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高分子合成工业及高分子生产过程的特点，以及新产品开发、三废处理以及高分子

资源回收的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无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合成工业概述 

二、高分子化合物生产过程 

三、高分子合成工业的三废处理与安全 

四、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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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产单体的原料路线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用于高分子合成的单体原料的来源及其生产路线。  

教学重点与难点 

石油化工原料生产路线 

教学内容 

一、石油化工原料路线  

二、煤炭及其它原料  

三、中国资源情况展望 

第三章   自由基聚合生产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高分子合成工业中自由基聚合的几种实施方法相应的生产工艺、特点、产品形态及

用途。 

教学重点与难点 

悬浮聚合和乳液聚合的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自由基聚合工艺基础  

二、本体聚合生产工艺   

三、悬浮聚合生产工艺 

四、溶液聚合生产工艺   

五、乳液聚合生产工艺   

第四章   离子聚合与配位聚合生产工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离子聚合和配位聚合的工业应用及其生产工艺。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离子聚合生产工艺。 

难点：配位聚合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离子聚合反应及其工业应用  

二、配位聚合反应及其工业应用   

三、离子聚合与配位聚合生产工艺 

1. 离子聚合生产工艺 

2. 配位聚合生产工艺 

第五章   缩合聚合生产工艺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线形高分子量聚合物一次合成的生产工艺，初级阶段呈现具有反应活性而后经交联

生成体形缩聚物的生产工艺，以及具有反应活性的聚合物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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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线形高分子的合成工艺。 

难点：具有反应活性高分子的合成工艺。 

教学内容 

一、线形高分子量缩聚物的生产工艺  

二、体形高分子量缩聚物的生产工艺 

三、具有反应活性低分子量缩聚物的生产工艺 

第六章   逐步加成聚合物的生产工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聚氨酯的合成原理及聚氨酯泡沫塑料、聚氨酯橡胶等的生产工艺、结构与性能。 

教学重点与难点 

聚氨酯泡沫塑料的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聚氨酯的合成原理  

二、聚氨酯泡沫塑料 

三、聚氨酯橡胶  

四、其它类型的聚氨酯材料 

第七章  高聚物改性工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分子共聚、共混改性的工艺，掌握互穿网络聚合物的合成方法以及合成高聚物的化学改

性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互穿网络聚合物的合成和高聚物的化学改性工艺 

教学内容 

一、共聚改性工艺 

二、共混聚合物 

三、互穿网络聚合物 

四、高聚物的化学改性 

第八章  水溶性聚合物合成工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水溶性性高分子聚合物合成工艺及产品性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无 

教学内容 

一、水溶性聚合物概述 

二、水溶性聚合物结构与性质 

三、水溶性聚合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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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丙烯酰胺的生产及工艺 

    五、聚乙烯醇的生产及工艺 

执笔人：刘兆丽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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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Surfactants and Its Appli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0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 界面与胶体化学                            

教学参考书：周波.表面活性剂.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9 

            夏纪鼎编.《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化学与工艺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社.1997 

梁梦兰编.《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制备、性质、应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5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表面活性剂及其》课程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主要讲述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的

结构特点、分类、合成方法以及性质和应用；讲解日化工艺中常见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阳离子表

面活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两性表面活性剂及新型表面活性剂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使学生对表

面活性剂的生产与应用具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广泛的了解；介绍合成洗涤剂的分类、生产方式、应用

领域及发展方向；介绍肥皂和香皂的相关概念、质量指标、配方设计标准及分类特征；实现学生在

表面活性剂理论及洗涤剂实践应用间的有机结合。本课程共分为 10 章。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的结构特点、分类、合成方法以及性质和应用,，

使学生对表面活性剂的生产与应用具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广泛的了解；掌握合成洗涤剂的分类、生产

方式、应用领域及发展方向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实现学生在表面活性剂理论及洗涤剂实践应用间的有机结合。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创新性实验中洗涤剂配制等内容的训练以及认识实习和生产实

习中结合对上海家化大连日化厂等工厂的实习，培养学生熟悉理论、技术与应用方面的密切联系，

提高型实践活动,从能力培养入手,做到以实践教学为中心,理论教学服从于实践教学,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相结合,从而使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和了解表面活性剂的分类、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点 

教学内容 

一、表面活性剂的分类 

二、表面活性剂的结构特点 

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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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表面活性剂的亲油部分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表面活性剂亲油部分的种类，主要表面活性剂亲油基的合成方法及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主要表面活性剂亲油基的合成方法及工艺 

教学内容 

一、长链正构烷烃 

1. 长链正构烷烃的种类 

2. 长链正构烷烃的合成方法 

3. 长链正构烷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二、高碳烯烃  

1. 高碳烯烃的种类 

2. 高碳烯烃的合成方法 

3. 高碳烯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三、脂肪醇的合成 

四、长链烷基苯的合成   

五、脂肪酸 

第三章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各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产方法和典型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磺化机理、烷基苯磺酸的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烃类磺化机理 

二、烷基苯磺酸的生产 

1. 烷基苯磺酸的合成方法 

2. 烷基苯磺酸的生产工艺 

三、烷基磺酸盐的生产 

1. 烷基磺酸盐的性质 

2. 烷基磺酸盐的合成路线 

3. 烷基磺酸盐的生产工艺 

四、十二烷基硫酸钠 

五、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简介 

第四章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种类、性质，各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产方法和典型工艺，环

氧乙烷加成聚合反应的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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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乙烷加成聚合反应的影响因素及工艺过程 

教学内容 

一、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1.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物理特性 

2.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化学特性 

二、环氧乙烷加成聚合反应机理   

三、环氧乙烷加成物的聚合度分布 

四、影响环氧乙烷加成聚合反应的因素 

五、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1.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的合成 

2.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的应用 

六、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1.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的合成 

2.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的应用 

第五章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各类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产方法和典型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季胺化反应的影响因素和工艺 

教学内容 

一、脂肪胺 

1. 脂肪胺的合成 

2. 脂肪胺的应用 

二、季胺盐及季胺化反应  

1. 伯仲叔季烷基脂肪化合物 

2. 季胺化反应  

三、直接连接型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四、间接连接型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第六章  两性表面活性剂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两性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各类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产方法和典型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甜菜碱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的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两性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1. 两性表面活性剂的等电点 

2. 四种不同类型的两性表面活性剂 

二、甜菜碱型两性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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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甜菜碱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2. 合成方法简介 

三、氨基酸型两性表面活性剂 

1. 氨基酸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简介 

2. 氨基酸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的合成 

四、咪唑啉型两性表面活性剂 

第七章  其他类型表面活性剂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其他类型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含氟表面活性剂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含氟表面活性剂 

1. 含氟表面活性剂的进展 

2. 含氟表面活性剂的合成 

二、含硅表面活性剂 

1. 含硅表面活性剂的进展 

2. 含硅表面活性剂的合成路线与方法 

三、高分子表面活性剂 

1. 高分子表面活性剂的特点 

2. 高分子表面活性剂的类型及合成方法 

第八章  洗涤剂概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洗涤剂的分类、主要原料、检测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洗涤剂的分类、主要原料、检测方法 

教学内容 

一、洗涤剂分类 

1. 合成洗涤剂与肥皂 

2. 合成洗涤剂的发展历史 

二、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及原料 

1. 活性成份表面活性剂 

2. 辅助成份 

3. 助剂的种类和作用 

三、洗涤剂的测试方法 

1. 洗衣粉的洗涤效果测试方法 

2. 金属清洗剂的去污能力测试 

第九章  肥皂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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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肥皂的生产工艺过程及肥皂的主要品种 

教学重点和难点 

肥皂的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生产肥皂的原料  

1. 烷基脂肪酸 

2. 油脂 

3. 助剂 

二、肥皂的生产过程 

1. 肥皂的生产工艺 

2. 香皂的生产工艺 

三、肥皂的花色品种 

1. 富脂皂 

2. 药皂 

第十章  合成洗涤剂（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类生产工艺过程及洗涤剂的主要品种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面活性剂对洗涤剂的影响作用 

教学内容 

一、合成洗涤剂的原料 

1. 有机原料 

2. 无机原料 

3. 原料研发的进展状况 

二、合成洗涤剂的制造技术 

1. 喷雾干燥法 

2. 附聚法 

3. 流化床法 

4. 干混法 

5. 喷雾干燥-附聚联用法 

三、常用的合成洗涤剂 

1. 加酶洗衣粉 

2. 浓缩洗衣粉 

3. 其他家用洗涤剂 

 

执笔人：王大鸷，徐同宽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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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化妆品学/Cosmetic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等 

教学参考书：章苏宁编.化妆品工艺学. 轻工业出版社. 2007   

赖维编.美容化妆品学.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徐宝财编.日用化学品-性质 制备 配方.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李明阳编.化妆品化学学.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董银卯编.化妆品配方设计与生产工艺.纺织出版社，2007.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化妆品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以化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主要以化学及其分支学科如表面化学、

生物化学、染料化学、香料化学及药物化学等的理论阐述与化妆品相关的理论问题，探讨产品组成

成分、物理成分、化学性质及相关作用。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化妆品发展重要标志和现状；与

化妆品有关的皮肤、毛发应用生理科学；化妆品主要原料的来源、分类、结构和性质及其在化妆品

中的作用机制；典型皮肤用化妆品、毛发用化妆品、美容用化妆品及特殊用途化妆品的配方和制备

及性质与用途；化妆品的安全性和功效性评价等。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对化妆品科学获得

完整地认识，为未来从事化妆品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方面，要求学生掌握与化妆品有关的皮肤与毛发基础知识、化妆品主要原料的性质及作用

机制、典型化妆品配方技术及制备工艺等内容。 

2.在能力方面，以化妆品制备为主线，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进行化妆品用各类原料的选

择、化妆品配方与工艺研究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在化妆品方面的相关工作思路，为学生从事化妆

品行业的技术开发、化妆品分析及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妆品的分类 、化妆品生产新技术和发展趋势，理解化妆品开发程序及配方设计原理，掌

握化妆品的定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妆品的定义、化妆品开发程序及配方设计原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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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妆品定义及其分类 

二、化妆品开发程序及配方设计原理。 

三、化妆品生产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第二章  化妆品与皮肤 、毛发科学（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皮肤和毛发的结构和功能，理解化妆品和皮肤毛发的关系，掌握皮肤毛发的化学性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皮肤毛发的化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皮肤的构造、功能 

二、皮肤的类型、颜色 

三、皮肤老化的原因及保护措施 

四、皮肤常见疾患 

五、毛发的组织结构 

六、毛发的化学成分、 

七、毛发的化学性质 

第三章  护肤类化妆品（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护肤类化妆品的分类、原料及设备，理解乳化体提高稳定性的理论依据，掌握用 HLB 值法

设计膏霜类化妆品配方的原理、护肤类化妆品的制备及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膏霜类化妆品配方的原理、护肤类化妆品的制备及工艺。 

教学内容 

一、流变特性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二、膏霜类化妆品配方设计原理 

三、生产膏霜类化妆品的原料、设备及制备工艺 

四、雪花膏的制备 

五、冷霜的制备 

六、蜜类产品的制备和低能乳化新工艺 

七、透明乳液制备新工艺，护肤品的发展趋势 

第四章  清洁类化妆品（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清洁类化妆品的原料及作用特点，理解表面活性剂去污和相似相溶去污，掌握典型清洁类

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产品原料、制备及工艺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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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面奶、清洁霜、沐浴露、面膜的原料、制备及工艺 

二、清洁类化妆品发展趋势 

第五章  发用类化妆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洗发、护发和美发产品的分类、特性及原料，理解去屑原理 、护发原理  、定发剂的成胶

原理 、气溶胶产品，掌握典型发用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发用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内容 

一、香波的去污原理、组成及原料 

二、头屑的成因、去头屑剂及去头屑香波的制备 

三、香波的性能测试及评价 

四、香波类化妆品发展趋势 

五、护发用局油膏的制备 

六、美发用摩丝、啫喱膏的制备、 

七、气溶胶类产品制备原理及方法 

第六章  美容类化妆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美容类化妆品的分类、特性及原料，理解变色唇膏的变色原理 、香水的陈化和冷冻过滤原

理，掌握典型美容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美容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内容 

一、香粉和胭脂的制备 

二、唇膏的制备 

三、指甲油、眼部化妆品的制备 

四、香水类化妆品的制备 

五、美容类化妆品发展趋势 

第七章  特殊用途化妆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分类 、原料，理解美白的途径 、防晒剂的功能 、氧化染料 、头发卷

曲的原理和模型，掌握典型特殊用途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特殊用途化妆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内容 

一、去斑化妆品、防晒品的原理及制备 

二、染发类化妆品的原理及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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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烫发类化妆品的原理及制备 

四、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  口腔卫生用品（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口腔卫生用品的原料及作用，理解龋齿的成因 、透明牙膏的透明原理、加氟牙膏的防龋原

理，掌握典型口腔卫生用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口腔卫生用品配方的设计及制备工艺。 

教学内容 

一、普通牙膏的原理及制备 

二、透明牙膏的原理及制备 

三、药物牙膏的原理及制备 

四、含漱清洁水的原理及制备 

五、口腔卫生用品发展趋势 

第九章  化妆品性能评价及检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妆品功效评价方法、化妆品的分析检测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妆品功效评价方法、化妆品的分析检测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化妆品功效评价 

二、化妆品的分析检测 

 

执笔人：崔励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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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香料化学/Perfume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等 

教学参考书：孙宝国编.香料与香精.中国石化出版社.2000 

            徐宝财编.日用化学品的原料、性能、制备.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李明，王培 香精香料应用基础.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0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香精香料化学是应用化学学科中的一个既相对独立又与其它知识有密切联系的重要领域，本课

程的开设可以完善学生有关香化科学方面的知识，为毕业后从事香精香料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工作打

好理论基础，学习基本的专业技术。本课程介绍香料、香精的概念及其分类，学习单离香料的生产、

合成香料生产工艺特点、香料的质量检验等基础知识，介绍动物性天然香料的有关知识、植物性天

然香料的提取方法等内容，简要介绍各类香料（烃及其卤代物香料、酚及醚类香料、醛类香料、醇

类香料、酸及酯类香料、缩羰基类香料、内酯类香料、含氮、含硫类香料、杂环香料、合成麝香）

中典型香料的理化性质、香气特征、天然存在、制备方法、安全管理、主要用途等，简要介绍香精

的分类、组成和香精调配的原理和生产流程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方面，要求学生掌握香精香料化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典型香料的合成方法与工

艺、基本的调香技术，能够对香精香料产品制备及应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2.在能力方面，以香精香料产品制备为主线，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对香精香料行业产品

制备、品质分析与控制、产品应用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方面，通过本课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解决香精香料方面问题的研究思路，为学生在毕业

后从事香料香精行业的技术开发等工作奠定基础。 

第一章 绪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香料、香精及其分类，香料的生产及检验、香气与分子结构的关系，一般理解与掌握香料

工业发展概况，香料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有关概念及香气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香料、香精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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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料的生产及检验 

三、香气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四、香料工业发展概况、香料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第二章  嗅觉测试（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嗅辨是评判香气的特点、方法，掌握阈值与蒸气压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阈值与蒸气压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正确的嗅辨是评判香气的重要手段 

二、人的嗅觉的特点 

三、测试嗅觉的若干方法 

四、阈值与蒸气压的关系 

第三章 天然香料 （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动物性天然香料的有关知识，植物性天然香料的提取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水蒸气蒸馏法生产精油。 

教学内容 

一、动物性天然香料 

二、植物性天然香料 

第四章 合成香料（2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各类合成香料的通性和一般制法，学习典型香料的理化性质、香气特征、天然存在、制备

方法、安全管理、主要用途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香料的制备方法和工艺过程。 

教学内容 

一、烃及其卤代物香料 

二、酚及醚类香料  

三、醛类香料 

四、酮类香料 

五、醇类香料 

六、酸及酯类香料 

七、缩羰基类香料 

八、内酯类香料 

九、含氮、含硫类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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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杂环香料 

十一、合成麝香 

第五章 香精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香精的分类、组成、配制、应用等基础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香精的分类、组成、配制。 

教学内容 

一、香气分类 

二、香精香料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三、香精的调制 

 

执笔人：崔励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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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环境保护概论/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教学参考书：曲向荣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2 

汪大翚 徐新华 杨岳平编.化工环境工程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7 

科尔（美）著.污染与财产权：环境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9.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化工行业是污染的一大来源，如何处理好环境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本课程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内容：1、当今世界

上三大污染：大气环境污染、水环境污染、固体废弃物的定义、污染的危害、造成污染的原因和相

关治理方法；2、简单介绍了全球环境问题的起因、危害及防治手段；3、环境管理及经济手段、清

洁生产的定义、原理、清洁生产审核内容以及清洁生产的途径。通过对环境保护概论课程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基本理论以及污染防治与控制技术，以期培养学生的环境忧患意识、

环境保护责任以及正确的环境伦理道德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基本理论及运用化学基础知识进行污染控制的技

术，使学生能够从化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机制，从而提出预防与控制措施，从而

具备基本的环境问题分析与处理的能力。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提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方案和建议，提高学

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课程学习与课外兴趣小组相结合，培育学生在环境污染治理

领域进行科研创新的基本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课程授课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培育学生宣传环保、在行业内注意环境保护的

意识，同时提升学生在环境保护中的人文素质精神，培育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道德观。 

第一章  绪论（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环境与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概念，了解环境科学与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环境污染的概念、当今世界主要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教学内容 

一、环境与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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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问题 

三、化工行业对环境的污染 

四、环境保护发展历程 

第二章  大气环境及其保护（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大气污染定义、成因、分类以及相关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了解大气污染的类型、污染源的

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伦敦型及洛杉矶型大气污染的成因、危害及相关反应机理；大气污染治理方法。 

教学内容 

一、大气的结构与组成 

二、主要大气污染物及其来源 

三、大气污染的类型 

四、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第三章  水环境保护（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水污染的定义、分类、危害及主要的水污染物、水污染指标；了解化工废水特点，掌握各

种水污染处理方法，理解典型废水处理流程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水污染的定义；主要的水污染物及水污染指标；水污染处理方法；典型废水处理流程。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水体污染物 

三、水污染的处理原则及分类 

四、污水物理及化学处理法 

五、污水物化处理法 

六、污水生化处理法 

七、污水处理实例 

第四章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处置（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固体废物的含义、来源、分类及污染途径和危害；掌握固体废物处理方法及废渣综合利用

途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固体废弃物处理方法，化工废渣综合利用方法及资源化的途径。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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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资源化 

第五章  全球环境变化（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全球目前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温室效应、酸雨、生物多样性的定义；臭氧层破坏的机理 

教学内容 

一、全球变暖 

二、臭氧层耗竭 

三、酸雨危害加剧 

四、全球生态系统退化 

第六章 环境经济（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环境与资源的核算方法，掌握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的经济价值评估，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绿色核算 

三、环境的经济价值评估 

四、环境经济手段 

第七章 化工清洁生产工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清洁生产的途径及清洁生产面临的障碍与实施步骤，掌握清洁生产的定义及内容，了解典型

化工清洁生产工艺流程，了解环境标志的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清洁生产的定义及内容，典型化工清洁生产工艺流程。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清洁生产的途径 

三、清洁生产面临的障碍和实施步骤 

四、典型化工清洁生产工艺 

五、绿色化工 

执笔人：谭凤芝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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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及其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染料及其应用/dyes and therr application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专业 

学时数：  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  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化工产品剖析 

教学参考书：路艳华，张峰编.染料化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8 

            何瑾馨.染料化学基础.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1 

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合成染料基本知识，要求掌握染料的基本概念、染料的主要生产制备方法、染料的

分类及各类有关染料的应用机理和应用特点。 

介绍染料的发展历史、分子结构构成、染料的发色机理、合成染料的主要化学反应；并重点介

绍直接染料、酸性染料及酸性媒染染料和酸性络合染料、活性染料、分散染料分子结构特点的发色

基团构成、染色机理及染料的应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染料的基本概念、染料的分子结构及染料的发色机理，了解染料的

合成方法，了解直接染料、酸性染料、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的分子结构特点及应用机理。是有机合

成化学与工艺学知识的补充和拓展。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对大分子平面性化合物结构与性质的认知能力，了解

各类染料的主要应用对象，具有从事染料研发方面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染料研究的基

本方法。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应用化学专业的知识与纺织、印染等方面知识的关

联，具有从事染料生产、应用等方面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一章   染料概述（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染料的概念、结构特点、发色机理、染料的分类及命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染料的结构特点、发色机理 

难点：染料的发色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一、有机染料与颜料的概念 

二、染料的分类及命名 

三、染料的分类及染料的命名 

四、染料的颜色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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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吸收现象和吸收光谱曲线：颜色和吸收；吸收定律；吸收光谱曲线 

    2. 吸收光谱曲线的量子概念：吸收波长和能级、吸收强度和选律 

    3. 染料的颜色和结构的关系：共轭双键系统、供电子基和吸电子基、分子的吸收各向异性和空      

       间位阻、外界条件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第二章  直接染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直接染料的概念、结构特点、发色机理、直接染料的合成方法、直接染料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直接染料的结构特点、发色机理 

难点：直接染料的结构特点、发色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概述 

二、直接染料的类型 

三、一般直接染料 

四、直接耐晒染料 

五、直接铜盐染料 

六、直接重氮染料 

七、直接染料的分子结构与颜色：直接染料的分子结构与直接性；直接染料的分子结构与耐光

牢度 

  第三章  酸性染料酸性媒染染料及酸性络合染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酸性染料、酸性媒染染料及酸性络合染料的概念、结构特点、发色机理、直接染料的合成

方法、直接染料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酸性染料的结构特点、发色机理 

难点：酸性染料的结构特点、发色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酸性染料的结构类型：偶氮酸性染料；蒽醌酸性染料；三芳甲烷及咕吨酸性染料 

三、酸性染料的分子结构与性能的关系 

1. 酸性染料的分子结构与颜色 

    2. 酸性染料的分子结构与匀染性能 

    3. 酸性染料的分子结构与湿处理牢度 

    4. 酸性染料的分子结构与耐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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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酸性媒染染料和酸性含媒染料 

    1. 酸性媒染染料 

    2. 酸性含媒染料 

第四章  活性染料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活性染料的概念、结构特点、活性染料的活性基、活性染料的合成方法、活性染料的染色

机理及活性染料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活性染料的结构特点、活性基、活性染料的染色机理 

难点：活性染料的结构特点、活性基、活性染料的染色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活性染料的结构类型：偶氮酸性染料；蒽醌酸性染料；三芳甲烷及咕吨酸性染料 

三、活性染料的活性基 

    1. 活性染料的活性基类型 

    2. 活性染料分子中活性基的连接 

    3. 活性染料的染色机理 

    4. 活性染料的染色机理 

    5. 活性染料的染色 

第五章  分散染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分散染料的概念、结构特点、分散的极性及分散相、分散染料的合成方法、分散染料的染

色机理及分散染料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分散染料的结构特点、分散染料的分散性、分散染料的染色机理 

难点：分散染料的结构特点、分散染料的分散性、分散染料的染色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分散染料的结构类型： 

三、分散染料的分散性 

四、分散染料的染色机理 

五、分散染料的应用 

    

执笔人：曹亚峰                                           审核人：刘兆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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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化学反应工程/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学时数：4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物理化学、流体力学 

教学参考书：朱炳辰主编.《化学反应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10 第五版 

            李绍芬主编.《反应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06 第二版  

Octavel Levenspiel.《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02 

Third Edition， 

丁百全主编.《化学反应工程例题与习题》.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06 第一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学反应工程的研究目的是实现工业反应过程与工业反应器的优化。着眼于反应过程与反应器

中的传递过程。通过《化学反应工程》的学习，掌握反应工程的基本原理，了解反应器的选型和设

计。 

工业反应过程中化学反应的影响与传递的影响是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反应的影响与传递的影响

是有机联系的，两者对反应过程的开发、反应器的放大都起重要作用。本课程中，阐述均相反应过

程、气-固相催化反应过程、气-液相反应过程、流-固相非催化反应过程时均强调反应影响与传递影

响相结合。 

为使学生掌握化学反应工程的基本观点和工程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实际能力，

特别强调方法论教学，结合教师的科研实践，列举化工过程开发中的实例，通过科学分析、工程思

维和优化措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要求学生掌握化学反应工程的基本原理，了解有关反应器开发、设计的方法，掌握传递过程与反

应过程对工业反应过程的影响。 

2.具备有一定的工程设计能力，通过科学分析、工程思维和优化措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第一章  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化学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温度的影响、催化剂的应用。掌

握气-固相催化动力学的计算，转化率、收率的计算，催化剂的特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温度的影响，催化剂的性质；难点是动力学的计算（膨胀

因子的计算等）、温度性质的影响。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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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化学计量学 

1、化学计量式 

2、反应程度、转化率及化学膨胀因子 

3、多重反应系统中独立反应数的确定 

 4、多重反应的手率及选择率 

5、气相反应的物料平衡 

二、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式 

1、间歇系统及连续系统 

2、反应物的消耗速率和产物的生成速率 

三、动力学方程 

1、动力学方程的表示方式 

2、反应速率常数及温度对反应速率常数影响的异常现象 

3、动力学方程的转换 

4、多重反应网络的集总动力学 

四、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 

1、固体催化剂 

2、吸附等温方程 

3、均匀表面吸附动力学方程 

4、不均匀表面吸附动力学方程 

五、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及 佳温度 

1、温度对单反应速率的影响及 佳温度 

2、温度对多重反应速率的影响 

六、固体催化剂的失活 

1、固体催化剂失活的原因 

2、催化剂失活动力学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及其计算 

考核要点：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及其计算，催化剂应用性质 

辅助教学活动：习题课 

第二章 气-固相催化反应宏观动力学（4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认识并掌握扩散对气-固相催化反应的作用，内、外扩散的不同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宏观动力学

的基本规律。 

教学重点与难点 

扩散对气-固相催化反应的作用，内、外扩散的区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气-固相催化反应的宏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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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固相催化反应过程中反应组分的浓度分布 

2、内扩散有效因子与总体速率 

3、催化反应控制阶段的判别 

二、催化剂颗粒内气体的扩散 

1、催化剂中气体扩散的形式 

2、气体中的分子扩散 

3、Knusen 扩散系数 

4、催化剂孔内组分的综合扩散系数 

5、催化剂颗粒内组分的有效扩散系数 

6、曲折因子的实验测定   

三、内扩散有效因子 

1、球形催化剂颗粒内组分浓度分布及温度分布的微分方程 

2、等温催化剂一级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的解析解 

3、等温催化剂非一级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的简化近似解 

4、等温催化剂非一级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的数值解 

5、多组分可逆反应等温催化剂内扩散有效因子的多组分扩散模型 

6、工业催化反应的宏观动力学方程 

7、内扩散对多重反应选择率的影响 

8、非等温球形催化剂一级不可逆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 

9、活性组分不均匀分布催化剂及异形催化剂 

10、我国学者关于内扩散有效因子的研究工作 

四、气-固相间热、质传递过程对总体速率的影响 

1、外扩散有效因子 

2、工业催化反应器中气流主体与催化剂外表面间的浓度差和温度差 

复习与作业要求：扩散过程、扩散系数、有效因子的计算 

考核要点：扩散对气-固相催化反应的作用，内、外扩散的不同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宏观动力学的基

本规律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三章 理想流动反应器（10 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各种理想流动反应器的模型及其设计、优化 

教学重点与难点 

返混、停留时间及其分布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流动模型概述 

1、反应器中流体的流动模型 

2、反应器设计的基本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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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想流动反应器 

1、间歇反应器 

2、平推流反应器 

3、全混流反应器 

4、多级全混流反应器的串联及优化 

5、理想流动反应器的组合与反应体积的比较 

6、理想流动反应器中多重反应的选择率 

7、全混流反应器的热稳定性 

复习与作业要求：各种理想流动反应器的模型及其设计、优化，过程计算 

考核要点：平推流于全混流反应器的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四章 反应器中的混合及对反应的影响（8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反应器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连续反应器中物料混合状态分析 

1、混合现象的分类 

2、连续反应过程的考察方法 

二、停留时间的分布的测定及其性质 

1、停留时间的分布 

2、停留时间分布的实验测定 

3、停留时间分布的数字特征 

4、理想流型的停留时间分布 

三、非理想流动模型 

1、数学模型方法 

2、轴向混合模型 

3、多级串联全混流模型 

四、混合程度及对反应结果的影响 

1、停留时间的分布对固相加工反应结果的影响 

2、微观混合及对反应结果的影响 

五、非理想流动反应器的计算 

1、轴向混合反应器的转化率 

2、多级串联全混流反应器的转化率 

复习与作业要求：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反应器计算 

考核要点：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反应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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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教学活动：答疑、习题课 

第五章 气-固相催化反应工程（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气-固相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质量传递过

程，不同固定床的设计、优化及工业分析，催化反应过程进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质量传递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气-固相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类型 

2、反应器设计原则 

3、催化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二、固定床流体力学 

1、固定床的物理特性 

2、单相流体在固定床中的流动及压力降 

3、竞相流动反应器中的流体分布 

4、固定床中流体的径向及轴向混合 

三、固定床热量与质量传递过程 

1、固定床径向传热过程分析 

2、固定床对壁的给热系数 

3、固定床径向有效导热系数和壁给热系数 

4、固定床径向及轴向传热的偏微分方程 

5、固定床中流体与颗粒外表面间的传热与传质系数 

四、绝热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 

1、绝热升温 

2、单段绝热催化床 

3、多端换热式催化反应器 

五、连续换热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 

1、内冷自热式 

2、外冷管式 

3、外部供热管式 

六、内冷自热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1、内冷自热式氨合成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2、内冷自热式氨合成反应器的热稳定性 

七、管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的数学模型及飞温 

1、数学模型 

2、管式催化反应器的飞温及参数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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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流化床催化反应器 

1、流态化技术概述 

2、气-固流化床的流动特性 

3、流化床传热 

4、流化床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九、催化反应过程进展 

1、强制振荡非定态周期操作催化反应过程 

2、催化-吸收耦联 

3、催化-吸附耦联 

4、催化-催化耦联 

5、催化-蒸馏 

6、膜催化 

7、超临界化学反应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固相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

质量传递过程，不同固定床的设计、优化及工业分析，催化反应过程进展。 

考核要点：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质量传递过程。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六章 气-液反应及反应器（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气-液反应与反应器，鼓泡反应器，填料反应器及其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液相扩散、各类反应器的特性与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气-液反应平衡 

1、气-液相平衡 

2、溶液中气体溶解度的估算 

3、带化学反应的气-液平衡 

二、气-液反应历程 

1、气-液相间物质传递 

2、化学反应在相间传递中的作用 

三、气-液反应动力学特征 

1、伴有化学反应的液相扩散过程 

2、一级不可逆反应 

3、不可逆瞬间反应 

4、二级不可逆反应 

5、可逆反应 

6、平行反应和连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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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液反应器概述 

1、工业对气-液反应器的要求 

2、气-液反应器的形式和特点 

五、鼓泡反应器 

1、鼓泡塔的操作状态 

2、鼓泡反应器的流体力学特征 

3、鼓泡反应器的轴向混合 

4、鼓泡反应器的传质、传热特性 

5、鼓泡反应器的简化反应模型 

六、搅拌鼓泡反应器 

1、强制分散式搅拌鼓泡反应器 

2、自吸式搅拌搅拌鼓泡反应器 

3、表面充气式搅拌反应器 

4、反应器的热稳定性 

七、填料反应器 

1、填料特性和两相流动特征 

2、填料的润湿表面和传质系数 

3、填料塔的轴向混合 

4、气-液接触有效面积 

5、填料塔有效高度计算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液反应与反应器，鼓泡反应器，填料反应器及其计算 

考核要点：鼓泡反应器，填料反应器及其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七章 气-液-固三相反应工程（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气-液-固三相反应与反应器，滴流床反应器及其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气-液-固三相反应宏观动力学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气-液-固三相反应器的类型及宏观动力学 

1、气-液-固三相反应器的类型 

2、气-液-固三相反应器的宏观动力学 

二、滴流床三相反应器 

1、三相流体力学 

2、传递过程 

3、开发与研究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液-固三相反应与反应器，滴流床反应器及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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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点：气-液-固三相反应与反应器，滴流床反应器及其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八章 流-固相非催化反应（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流-固相非催化反应与反应器的介绍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流-固相非催化反应与反应器的内容及模型 

考核要点：流-固相非催化反应与反应器基本概念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执笔人：曲丰作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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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超分子化学/Superamolecular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孙小强编.《超分子化学导论》.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0.10 

          吴新涛编.《超分子配位聚合物》.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主要介绍了超分子的种类、功能、定义和分类方法, 超分子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

分子组装体的制备策略。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了超分子的种类和功能，超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

方法，特别是主客体化学中的冠醚、环糊精、杯芳烃，轮烷和索烃，分子印迹技术，微乳液，以及

生命领域的分子自组织、自组装技术。使学生了解超分子的种类、功能、定义和分类方法；明了功

能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掌握超分子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以及分子组装体的制备策略；

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专业知识和今后形成合理的科学知识结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超分子的种类、功能、定义和分类方法, 超分子的结构与性能的关

系以及分子组装体的制备策略。了解主客体化学中的冠醚、环糊精、杯芳烃，轮烷和索烃，分子印

迹技术，微乳液，以及生命领域的分子自组织、自组装技术的相关知识。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对超分子化学中的非共价键和分子化学的共价键有明确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超分子化学领域中的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初步感知和判别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在生活过程中、化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应用超分

子研究思路判别问题、解释问题的初步素养。 

第一章  从分子化学到超分子化学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超分子化学的发展历程和超分子化学发展现状，掌握超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熟练 

掌握超分子材料与高分子化学以及 Macromolecule 等的区别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超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掌握超分子材料与高分子化学以及 Macromolecule 等的区 

别。 

教学内容 

一、超分子化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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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分子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三、超分子化学发展现状 

第二章  分子识别和分子自组装（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分子识别的定义，理解掌握超分子自组装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子识别，超分子自组装 

教学内容 

一、识别、信息、互补原则和分子受体的设计 

1. 分子识别的定义 

2. 分子受体的设计 

3.识别和多重识别 

二、分子自组装和自组织 

1.分子自组装和自组织 

2.无机结构的分子自组装和自组织 

3.有机结构的分子自组装和自组织 

4.分子手性和自组装 

第三章  主客体化学（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主客体化学的发展历程，掌握主客体化学的定义与分类，掌握冠醚、环糊精、杯芳烃的结 

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了解主客体化学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主客体化学的定义与分类，掌握冠醚、环糊精、杯芳烃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 

教学内容 

一、主客体化学的发展历程 

二、主客体化学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三、主客体化学发展现状 

第四章  轮烷和索烃（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轮烷和索烃的发展历程，掌握轮烷和索烃的定义与分类，掌握轮烷和索烃的结构特征、制 

备方法和作用机理，了解轮烷和索烃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轮烷和索烃的定义与分类，轮烷和索烃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 

教学内容 

一、轮烷和索烃的发展历程 

二、轮烷和索烃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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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烷和索烃发展现状 

第五章  分子印迹技术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分子印迹技术的发展历程，掌握分子印迹技术的定义与分类，掌握分子印迹技术的结构特 

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了解分子印迹技术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子印迹技术的定义与分类，分子印迹技术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 

教学内容 

一、分子印迹技术的发展历程 

二、分子印迹技术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三、分子印迹技术发展现状 

第六章  微乳液（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微乳液的发展历程，掌握微乳液的定义与分类，掌握微乳液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 

机理，了解微乳液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微乳液的定义与分类，微乳液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 

教学内容 

一、微乳液的发展历程 

二、微乳液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三、微乳液发展现状 

第七章  探针分子与生物分子的作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探针分子的发展历程，掌握探针分子的定义与分类，掌握探针分子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 

和作用机理，了解探针分子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探针分子的结构特征、制备方法和作用机理 

教学内容 

一、探针分子的定义和分类方法   

二、探针分子与蛋白质之间的作用 

三、探针分子与 DNA 之间的作用 

四、探针分子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  分子和超分子器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超分子光化学，分子和超分子光器件、电子器件、离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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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子和超分子光器件、电子器件 

教学内容 

一、超分子光化学，分子和超分子光器件 

二、分子和超分子电子器件 

1. 超分子电化学 

2.电子导电器件和分子导线 

3.极化的分子导线，检波器件 

4.分子磁器件 

三、分子和超分子离子器件 

1.管状中间体 

2.离子响应单分子层 

四、转换器件和信号，信息化学 

1.转换器件：信号和信息 

2.光转换和电转换器件 

3.离子和分子过程的转变 

 

执笔人：徐同宽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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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工厂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工厂设计/design of chemical factory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工程力学 化工设备设计机械基础 

教学参考书：杨基和，许淑玲编.化工工程设计概论中国石化出版社 2012.8 

            侯文顺编.设计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周镇江编.轻化工工厂设计概论.轻工业出版社.2005.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室 

 

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有关化工工厂设计的基本知识，具备有进一步自学的能力，从而适应社会和发展的

需要。要求掌握化工工厂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使学生具有进行化工工厂设计的初步能力 

介绍化工工厂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使学生具有进行化工工厂设计的初步能力。 

重点讲解车间工艺流程设计方法及工艺设计的方法，（包括：工艺路线选择、初步设计阶段工艺流

程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工艺流程设计），物料衡算、能量衡算、设备选型（包括设备选型及工艺

设计、设备分类与选型原则 、泵的选择、换热器的选型及其工艺设计 、塔设备的选型及其工艺设

计、反应器的选型及其工艺设计、非标容器设备的选型及其工艺设计），车间布置设计的方经济法

（包括：车间平面设计、车间设备布置、典型设备布置）。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化工设计的基本方法，具有化工产品生产方法选择、工艺流程设计、

化工工艺计算（包括物料衡算、热量衡算、设备选型及计算）、车间设备布置设计的初步能力。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结合生产实际，从化学反应和原材料性能分析出发，

进行具体化工产品生产设计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的工程意识，为学生以后的工作中，奠定工程基

础。 

第一章   概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和了解化工设计的意义和作用、化工设计的特点 、化工设计的发展趋势。使学生了解化

工工厂设计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设计步骤及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工设计的意义和作用、化工设计的特点。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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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设计的意义和作用 

化工设计的特点 

发展趋势 

第二章  化工设计程序和内容（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化工工厂的工艺设计的程序和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工设计程序、化工设计内容 

教学内容 

化工设计程序 

化工设计内容 

1.生产方法的选择 

2.工艺流程设计 

3.工艺计算 

4.车间布置设计 

5.化工管路设计 

6.提供设计条件 

7.编制概算书及设计文件 

第三章  工艺流程设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化工工厂的工艺设计中车间工艺流程设计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艺流程设计基本内容，工艺流程设计的方法 

教学内容 

工艺路线选择 

初步设计阶段工艺流程设计 

施工图设计阶段工艺流程设计 

第四章  化工计算（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了解掌握化工工厂的工艺设计的工艺计算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工工厂的工艺设计的工艺计算基本过程 

教学内容 

化工过程  

物料衡算 

能量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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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型及工艺设计  

第五章  车间布置设计（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化工工厂的工艺设计的车间布置设计的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车间平面设计、车间设备布置 

教学内容 

车间平面设计 

车间设备布置 

三、典型设备布置 

第六章  工艺向有关专业提供的设计条件和要求（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非工艺部分在化工设计中的作用，了解非工艺设计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非工艺设计的内容 

教学内容 

向土建专业提供要求 

向电气专业提供要求 

向给排水专业提供要求 

提供非定型设备的工艺参数 

向热工专业提供要求 

向环保专业提供要求 

进行简单的经济效益分析 

 

执笔人：曹亚峰                                            审核人：崔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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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涂装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金属涂装技术/Metal coating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      课外学时： 

学分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涂料与胶粘剂工艺学，表面活性剂与洗涤剂 

课程教材：张学敏编. 《涂装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1 

教学参考书：刘国杰主编，现代涂料工艺新技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年 

课程简介：   

选修课程，也是高分子材料方向和日用化工方向的下游方向课之一。本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实

践性很强。本课程主要与高分子方向课涂料与粘合剂和表面活性剂与洗涤剂的工业应用，也就是涂

料和洗涤剂在金属工件方面的应用，主要内容有涂料与金属涂装品种、特性与选择、涂装前表

面处理、涂装方法、设备、涂装质量评价和锆化涂装废水回用技术、金属涂装工艺等

方面内容。 

本课程以涂装施工工艺岗位能力需求为主线，使学生掌握涂装施工基础知识，并将所学知识系

统化，初步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技术管理的能力，并注意渗透相关学科的知识，逐步培

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进一步深化对高分子材料和表面活性剂，特别是涂料和洗

涤剂等方面知识和理论。 

2.在能力层面上，在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从“工作任务与职业能

力”分析出发，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将书本知识的传授与动手能力的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发展职业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本课程以涂装施工工艺岗位能力需求为主线，使学生掌握涂装

施工基础知识，并将所学知识系统化，初步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技术管理的能力，并注

意渗透相关学科的知识，逐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涂料与涂装技术发展简史，掌握涂层的功能，熟练掌握涂料组成，涂料分类和命名，涂装

基本要素和工业化涂装类别 

教学重点和难点 

涂装基本要素和工业化涂装类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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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涂层的功能（0.5 学时） 

二、涂料与涂装技术发展简史（0.5 学时） 

三、涂料组成 

四、涂料分类和命名（0.5 学时） 

五、涂装基本要素 

六、金属涂装类别(0.5 学时) 

复习与作业要求：涂层的功能，涂料组成，涂料分类和命名，涂装基本要素和工业化涂装类别 

考核要点：涂层的功能，涂料组成，涂料分类和命名，涂装基本要素和金属涂装类别 

第二章   金属涂装的涂料品种、特性与选择（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规涂料的种类和分类，掌握涂料如何选择和用量估算算法，理解掌握水性涂料分类和与

溶剂型涂料的优缺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涂料如何选择和用量估算算法，水性涂料分类和与溶剂型涂料的优缺点 

教学内容 

一、金属涂装涂料品种与特性（1 学时） 

1.常规涂料 

2.现代环境型涂料：高固体分涂料、粉末涂料、水性涂料、光固化涂料 

3.特种涂料：润滑涂料、示温涂料、伪装涂料、导电和导静电涂料、防污涂料、阻燃涂料、隔

热保温涂料、建筑防水涂料、蓄光（发光）涂料 

二、金属涂装涂料的选用(1 学时) 

1.金属涂装涂料的选择 

2.涂料的用量估算 

3.涂料兑稀方法 

4.涂层色彩设计 

复习与作业要求：常规涂料的种类和分类，涂料如何选择和用量估算算法，水性涂料分类和与溶剂

型涂料的优缺点 

考核要点：涂料如何选择和用量估算算法，水性涂料分类和与溶剂型涂料的优缺点  

第三章   涂装前表面处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钢铁化学除锈、机械除锈方法，掌握涂装前表面处理的作用和方法，磷化膜的种类、组成、

结构与成膜机理、影响因素，磷化技术的缺点和磷化替代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涂装前表面处理的作用和方法，磷化膜的种类、组成、结构与成膜机理、影响因素，磷化

技术的缺点和磷化替代技术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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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涂装前表面处理的作用和方法（1 学时） 

1.涂装前表面处理的作用 

2 涂装前表面处理的方法和特点 

3 涂装前表面处理方法的选择 

二、除锈（1学时） 

1.化学除锈 

2 机械除锈 

3.除锈质量等级 

三、除油、除灰、除氧化皮（2 学时） 

1.表面活性和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2.清洗剂的除油机理 

3.水基清洗剂的组成和应用 

4.铝型材去除氧化皮 

四、磷化处理（2 学时） 

1.磷化膜的种类、组成、结构与成膜机理 

2.磷化成膜机理和一般特性 

3.磷化成膜影响因素 

4.磷化工艺设备及防护性能 

五、氧化处理（1 学时） 

1.表面活性和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2.清洗剂的除油机理 

六、锆化处理（1 学时） 

1.磷化的缺点 

2.磷化替代技术 

3.锆化应用现状 

复习与作业要求：磷化技术的缺点和磷化替代技术 

考核要点：涂装前表面处理的作用和方法，磷化膜的种类、组成、结构与成膜机理、影响因素，磷

化技术的缺点和磷化替代技术 

第四章   涂装方法、设备、涂装质量评价和锆化涂装废水回用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烘干设备和喷涂室，掌握涂装方法及其选择，涂膜干燥方法，涂膜缺陷与对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涂装方法及其选择，涂膜干燥方法，涂膜缺陷与对策 

教学内容 

一、涂装方法（0.5 学时） 

1.空气喷涂 

2.高压无气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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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静电喷涂 

4.粉末涂装 

5.电泳涂装 

6.自泳涂装 

7.帘幕涂和辊涂 

二、涂料干燥与成膜（0.5 学时） 

1.涂料成膜机理 

2.涂膜干燥方法 

3.烘干设备 

4.喷涂室 

三、涂装质量评价（1 学时） 

4.3.1 涂装质量标准制定 

4.3.2 涂膜缺陷与对策 

四、锆化涂装废水回用技术（2 学时） 

1.碱洗锆化工艺废水回用技术 

2.酸洗锆化工艺废水回用技术 

复习与作业要求：掌握涂装方法及其选择，涂膜干燥方法，涂膜缺陷与对策 

考核要点：掌握涂装方法及其选择，涂膜干燥方法，涂膜缺陷与对策 

辅助教学活动：参观实验室小试、中试涂装设备 

第五章   金属涂装工艺（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金属涂装工艺的发展、现状和分类，熟练掌握锆化工艺的应用, 掌握金属涂装前处理无污

水排放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锆化工艺的应用, 掌握金属涂装前处理无污水排放方法 

教学内容 

一、标准电器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4 学时） 

1.标准电器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 

2.大连三洋冷链有限公司涂装线应用实例 

3.海尔三菱空调机有限公司应用案例 

二、汽车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1 学时) 

1.汽车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 

2.天成涂装应用实例 

门业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1 学时) 

1.门业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 

2.索福门业应用实例 

铝型材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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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铝型材生产线锆化应用工艺 

2.三三铝业应用实例 

复习与作业要求：掌握锆化工艺的应用, 掌握金属涂装前处理无污水排放方法 

考核要点：掌握锆化工艺的应用, 掌握金属涂装前处理无污水排放方法 

辅助教学活动： 

 

执笔人：徐同宽，曲丰作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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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学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电子化学品/Chemical reagents in electric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化工产品剖析 

教学参考书：李仲谨编. 电子化学品.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电子化学品》主要介绍常用的电子化学品原材料及中间体，内容涉及半导体材料、磁性材料、

打印材料化学品、电池化学品、电子工业用塑料、电子工业用涂料、封装材料、高纯单质、光电材

料、合金材料、缓蚀材料、绝缘材料、特种气体、电子工业用橡胶、压电与声光晶体材料、液晶材

料、印刷线路板材料等。对每种原材料及中间体按中英文名称、CAS 登录号、分子式、结构式、相

对分子质量、性质、产品规格、制法、用途、毒性与防护、包装及贮运、参考生产厂家等进行了介

绍，重点说明每种原材料及中间体的主要性质、用途、毒性与防护。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电子化学品原材料及中间体的主要性质、用途、毒性与防护。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研究开发新一代电子化学产品的初步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从事电子化学品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基

础。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电子化学品的概念和内容、发展现状和前景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子化学品的概念 

教学内容 

一、电子化学品的概念和内容 

二、电子化学品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第二章  液晶材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液晶材料的概念以及合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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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液晶材料的制备 

教学内容 

一、液晶材料的概念 

二、高分子液晶材料的制备 

三、液晶材料的应用 

第三章  光刻胶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光刻胶行业发展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光刻胶的制备与光学基本概念 

教学内容 

一、光刻胶的概念和分类 

二、光刻胶使用工艺和制备 

第四章  超净高纯化学试剂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概念、种类和要求，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生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种类 

教学内容 

一、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概念、种类和要求 

二、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生产 

三、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应用 

第五章  电子封装材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电子封装材料的生产与制备，了解电子封装材料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子封装材料的种类 

教学内容 

一、电子封装材料的合成方法 

二、电子封装材料的生产 

三、电子封装材料的发展 

第六章  磁性无机材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磁性无机材料的种类和测量方法及指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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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性无机材料的测量指标 

教学内容 

一、磁性材料的制备 

二、磁性材料的测量指标 

三、磁性材料检测方法 

第七章  特种气体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正确掌握特种气体的种类与应用，掌握气体的净化方法及典型特种气体的生产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特种气体的净化方法 

教学内容 

一、特种气体的种类 

二、特种气体的净化方法 

三、特种气体的生产 

 

执笔人：王大鸷  张江华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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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化学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油田化学品/Oilfield Chemical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界面与胶体化学  

教学参考书：于涛编.油田化学剂（第二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5 

             赵福麟.油田化学(第二版）.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10.9 

 陈大钧编.油气田应用化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油田化学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油田化学品是油田化

学的重要部分，其应用遍及石油勘探，钻采，集输和注水等所有工艺过程中，对增加原油产量提高

采油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课程主要介绍在石油勘探、开发、集输、油田水处理等过程中使用

的油田化学品的种类、合成和应用等方面的知识以及简要的原油开采工艺过程。课程中重点介绍油

田化学剂的使用范围、作用原理和一些常用油田化学剂的合成工艺、 新进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在石油勘探、开发、集输等环节中使用的油田化学品的种类、合成方

法及应用范围，了解油田强化采油中的化学品应用进展，了解利用化学原理使原油增产的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以往所学的基础知识熟练地应用于油田开发领域。 

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应用原有化学化工基础知识解决油田开发生产过程中

的化学技术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具备从事油田应用化学品科研开发的基础能力。 

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逐步建立学生在油田化学品开发与应用的科研工作思路，培养

学生灵活运用化学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育学生在油田化学品领域的创新能力，从

而为学生在后续毕业实践环节及就业环节中提供油田化学知识基础。 

第一章  概述 （2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石油开采的基本常识，油田化学品产生的历史及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石油开采基本知识 

教学内容 

一、石油开采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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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田化学品的生产与发展 

第二章  钻井用化学剂（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钻井液的类型，掌握钻井液的功能及几种典型的钻井液处理剂和固井水泥外加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钻井液的功能，典型的钻井液处理剂和固井水泥外加剂。 

教学内容 

钻井液及其功能 

钻井液处理剂 

固井水泥外加剂 

第三章  提高采收率用化学剂（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驱、碱驱、表面活性剂驱的原理和发展趋势，掌握提高原油采收率的影响因素及聚驱用

用化学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驱、碱驱、表面活性剂驱油原理，三采用典型助剂 

教学内容 

一、原油采收率及其影响因素 

二、聚合物驱油及所用化学剂 

三、表面活性剂驱油及所用化学剂 

四、碱驱及所用化学剂 

五、复合驱油及所用化学剂 

第四章  油气开采用化学剂（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油气开采的基本常识、开采用化学剂的种类，了解酸化原理、压裂液的类型，掌握几种典

型的酸化及压裂液添加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酸化原理，几种典型的酸化及压裂液添加剂。 

教学内容 

一、酸化用化学剂 

二、压裂用化学剂 

三、油气开采用其他化学剂 

第五章  油气集输用化学剂（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原油流动剂和化学破乳剂的作用原理，掌握几种典型的原油流动剂、化学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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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原油流动剂和化学破乳剂的作用原理 

教学内容 

一、原油流动改进剂 

二、原油破乳剂 

第六章  油田水处理用化学剂（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水处理的作用原理，油田污水的种类及相应的特点，掌握污水处理中典型化学剂的选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油田水处理化学剂的使用与选择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油田水用缓蚀剂 

三、油田水用防垢剂 

四、油田水用杀菌剂 

五、油田水用净化剂 

 

 

执笔人：谭凤芝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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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生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应用生理学/applied physi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 

教学参考书：王培义编.化妆品-原理配方生产工艺.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1 

王镜岩主编.生物化学教程.高教出版社，2008.6 

陈誉华编.医学细胞生物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学教研室 

 

课程简介：   

使学生了解人体皮肤、毛发、牙齿等的生理结构及化妆品的吸收和作用方式，及衰老、肥胖等

与美容相关的知识，为日化方向的学生在化妆品的开发与应用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要求掌握

皮肤、毛发、牙齿的组成、结构和性质；化妆品的吸收方式等。 

介绍皮肤、毛发、牙齿的组成、结构和性质；化妆品及其吸收方式等，主要包括皮肤的结构、

功能、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的结构、功能和特点、皮脂膜和天然调湿因子、皮肤的类型、皮肤的健

康与营养、皮肤常见疾患、自由基和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以及皮肤衰老的机制；头发的组织结构、

生长、化学组成和性质、染发与烫发的的原理、头发营养健康、常见的疾患及保养；牙齿及其周围

组织的结构、牙齿的发育、健康与营养以及常见牙病与预防；脂肪代谢及局部脂肪堆积的原因和危

害，处理脂肪团的活性物的作用原理和种类；生物膜的物质运送，皮肤对物质的吸收方式。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使学生掌握皮肤、毛发、牙齿等的生理结构及化妆品的吸收和作用方式，以及衰

老、肥胖等与日化相关的知识。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对日化相关的生理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进一步提高学生在日用化学品及化妆

品设计及研究方面的综合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在从事日化及化工领域的相关工作时具有良好的生理知

识基础及理念，为学生以后在本行业中的工作奠定基础。 

第一章   皮肤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皮肤的结构、功能、类型等，危害皮肤健康的因素以及皮肤衰老的机制以及皮肤对物质的

吸收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皮肤的结构和功能、弹性蛋白、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衰老的机制，皮肤对物质的吸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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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简介 

二、皮肤的结构与功能 

1. 皮肤的结构 

2. 皮肤的功能 

三、皮肤中的蛋白质 

1. 弹性蛋白 

2. 胶原蛋白 

四、皮肤的颜色 

1. 皮肤的颜色 

2. 黑色素 

五、皮脂膜和天然调湿因子 

1. 皮脂膜 

2. 天然调湿因子 

六、皮肤的类型 

1. 皮肤的类型 

2. 皮肤类型的鉴别 

七、皮肤健康与营养 

八、皮肤常见疾患 

1. 痤疮 

2. 色素沉积 

3. 白癜风 

4. 由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炎症 

九、危害皮肤健康的主要因素 

1. 自由基 

2. 紫外线 

3. 其它因素 

十、皮肤的衰老 

1. 皮肤的衰老 

2. 衰老学说 

3. 影响衰老的因素 

4. 皮肤的保健 

十一、皮肤对物质的吸收 

1. 生物膜的结构及其对物质的运送 

2. 皮肤对化妆品的吸收 

第二章  头发（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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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头发的结构和化学性质，了解头发常见的疾患及头发保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头发的结构和化学性质 

教学内容 

一、毛发的组织结构  

1. 毛发简介 

2. 毛发的构成 

二、毛发的生长 

三、毛发的化学组成与结构 

1. 毛发的化学组成 

2. 毛发的化学结构 

3. 毛发的空间结构 

四、毛发的化学性质 

1. 水的作用 

2. 热的作用 

3. 日光的作用 

4. 酸碱的作用 

5. 氧化剂与还原剂的作用 

6. 其他反应 

五、染发与烫发 

1. 染发 

2. 烫发 

六、头发健康与营养  

七、头发常见疾患 

1. 白发 

2. 斑秃 

3. 早秃 

4. 脂溢性脱发 

八、头发的护理 

第三章  牙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牙齿的结构以及常见牙病与预防。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牙齿及其周围组织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牙齿及其周围组织的结构  

1. 牙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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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牙周组织 

二、牙齿的发育 

三、牙齿健康与营养 

四、常见牙病 

1. 牙齿沉积物 

2. 龋齿 

3. 牙周病 

4. 牙本质敏感 

五、牙病的预防 

第四章  脂肪代谢与减肥（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脂肪代谢过程及局部脂肪堆积的原因和危害。 

教学重点和难点 

脂肪代谢的过程、局部脂肪堆积的原因和危害。 

教学内容 

一、脂肪代谢 

二、局部脂肪堆积 

三、局部脂质不良的病因 

1. 脂肪代谢失调 

2. 局部微循环失调 

四、处理脂肪团的活性物 

1. 作用原理 

2. 种类 

 

执笔人：刘兆丽                                       审核人：曹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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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创新及主题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专业创新及主题讲座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应用化学专业 

学时数：  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  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界面与胶体化学、生物化学、化工产品剖

析 

教学参考书：王国权.科技创新思路与方法.知识主权出版社，2013.1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应用化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科技发

展的动力、了解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科技创新的思维模式、新技术开发的基本方法、新

产品研制的基本思路等，开发创新潜能，提高创新素质，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通过启发式教

学和课堂讨论，使学生把握创新型人才的成才途径，对创新思维方式、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有基

本的了解，并对未来科技发展树立一定的前瞻意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科技发展的动力、了解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科技创新的

思维模式、新技术开发的基本方法、新产品研制的基本思路等。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提高创新素质，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成才途径，对创新思维方式、科学研

究的方法与思路有基本的了解，并对未来科技发展树立一定的前瞻意识。 

第一章   科学发展的动力（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需求是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实践与思辨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科技发

展的支持系统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实践和思辨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 

难点：实践和思辨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 

教学内容 

社会需求是科技发展的第一动力 

实践和思辨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技发展的系统支持 

第二章  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素质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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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实践精神、思辨能力的培养，学者风范与人文情怀等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合本专业科学研究的具体事例，讲解实践精神、思辨能力如何促进创新型思维 

难点：无 

教学内容 

实践精神、思辨能力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 

二、实践精神、思辨能力在化工产品开发中的作用及意义 

三、学者风范与人文情怀的体现及作用 

第三章  科技创新的思维模式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创新思维的着眼点、类比思维与联想式思维、跨越式思维的内涵，了解如何鉴定科学思维

缜密性和前瞻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类比思维与联想式思维、跨越式思维的内涵 

难点：类比思维与联想式思维、跨越式思维的内涵， 

教学方法与手段 

结合实例进行主题讲解及讨论 

教学内容 

一、 创新思维的着眼点：1 由总体到局部， 2 由局部到总体，.3 由实际需求到寻求解决方

案 ，4 由发明或发现到寻求实际应用  

二、 类比式思维与联想式思维：1 类比式思维，2 联想式思维，.3 类比式思维与联想式思维

的关系    

三、跨越式思维 ：1 简单例子 ，2 相反相成 ，3 另辟蹊径 ，.4 克服思维定势  

四、科学思维的缜密性与前瞻性  

第四章  新技术开发与新产品研制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新技术开发的基本方法及新产品研制的基本思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新技术开发的基本方法及新产品研制的基本思路 

难点：新技术开发的基本方法及新产品研制的基本思路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题讨论 

教学内容 

新技术开发的基本方法：1 文献查阅，2 选题与研究方案的制定，3 认真观察实验现象，4 实

验数据的认定，5 创新技术的“生长点”，6 新技术的改进与完善  

二、新产品研制的基本思路：1 化工产品结构设计思路，2 功能的提高与结构的简化，.3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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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优化” ，4 安全性的考量，5 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6 新产品开发的广阔

空间 

第五章  专利技术研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专利技术研究开发的定位与特征、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了解发明与发现的区别于联

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专利技术研究开发的定位与特征、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难点：专利技术研究开发的定位与特征、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教学方法与手段： 

实例教学 

教学内容 

一、专利技术研发概论： 

1 专利技术的定位与特征，2 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3 科研单位与企业对专利的不同需求，

4 关注专利技术的研发过程，5 专利技术的品位与价值  

二、专利技术研发思路与方法： 

1 发明与发现，2 新颖性、创造性产生的途径，3 实用性怎样落实，4 申请专利时机的选择 

三、专利领域的误区 

1 为申请专利而申请专利，2 片面追求新颖性，3 把论文直接转化为专利申请书 ，4 认为专

利技术就是先进技术，5 某些专利对于侵权行为难以查证 

   

执笔人：曹亚峰                                      审核人：刘兆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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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热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热力学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预修课程：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高光华 于养信编.化工热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5 

陈钟秀、顾飞燕编.化工热力学例题与习题.化学工业出版社，1998.5 

屈松生.化工热力学问题 300 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李格.化工热力学.石油化工出版社，1985 

陈钟秀、顾飞燕、胡望明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6 

开课单位：轻化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有关化工热力学的基本知识，具备有进一步自学的能力，从而适应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求掌握化工热力学的基本概念、模型及基本原理。 

通过学习掌握流体基本的性质以及表达系统特征的模型，熟悉 P-V-T 相图。 

并结合一些基本微分方程、热力学性质计算及热力学图表。从化学位角度出发，利用偏摩尔

性质对非电解质溶液的热力学性质进行讨论。 

能应用理想功、损失功等概念对化工过程中能量的转化、传递进行描述并能使用相应

内容进行热力学分析。 

结合高分子体系的特点，学会讨论高分子体系模型、溶解过程、及相平衡并会对聚合

过程的热力学特征，用热力学方法讨论吸附的规律和吸附平衡。 

运用热力学定律来讨论化学平衡、平衡常数的测定和计算以及温度、压力及反应物的比率对

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和掌握化工热力学的基本知识和实施过程 

2.认识热力学的发展动态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第一章  流体的 P-V-T 关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流体基本的性质以及表达系统特征的模型，熟悉 P-V-T 相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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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性质计算与系统有关，应明确不同系统的热力学性质计算与其热力学原理的对应

关系。理解应用经典热力学原理，从而解决工程实际 P-V-T 问题。 

教学内容 

一、纯物质的 P-V-T 关系 

二、气体的状态方程 

三、对比态原理极其应用 

四、真实气体混合物的 P-V-T 关系 

五、液体的 P-V-T 性质 

第二章 纯流体的热力学性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一些基本微分方程、热力学性质计算及热力学图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不同系统的热力学性质计算，重点对逸度及逸度系数对应关系式作出阐述。 

从热力学性质计算出发，理解工程实际计算与经典热力学的差异问题。 

教学内容 

一、热力学性质间的关系 

二、热力学性质的计算 

三、逸度与逸度系数 

四、两相系统的热力学性质及热力学图表 

第三章 流体混合物的热力学性质（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从化学位角度出发，引出偏摩尔性质对非电解质溶液的热力学性质进行讨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不同混合物系统的偏摩尔性质与理想溶液热力学性质进行对比，难点是超额性质的

阐述及计算。需要结合热力学性质计算，理解工程实际计算与超额性质差异问题。 

教学内容 

一、化学位和偏摩尔性质、逸度与逸度系数 

二、理想溶液和标准态 

三、活度与活度系数、混合过程性质变化 

四、超额性质活度系数及组成关联（学生自习） 

第四章 化工过程的能量分析（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应用理想功、损失功等概念对化工过程中能量的转化、传递进行描述并能使用相应内容

进行热力学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三种方法对化工过程中能量的转化、传递过程描述进行对比，难点是理想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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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等概念与熵函数的联系。 

教学内容 

一、能量平衡方程 

二、功热间转换 

三、熵函数 

四、理想功、损失功及热力学效率 

第五章 相平衡（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重点进行相平衡理论论述及平衡数据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不同体系中相平衡的转化、平衡过程描述及计算，难点是含盐体系的相平衡关系理

解及计算。 

教学内容 

一、相平衡的判据与相律 

二、气液平衡相图 

三、气液平衡计算 

四、液液、气液平衡 

第六章 高分子体系的热力学性质（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结合高分子体系的特点，讨论高分子体系模型、溶解过程、相平衡并介绍聚合过程的热

力学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明确高分子体系模型、平衡过程描述及计算，难点是聚合过程的热力学关系理解及

计算。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化合物的特点及热力学模型 

二、高分子化合物的溶解 

三、高分子体系的相平衡 

四、聚合反应的热力学特性 

第七章  界面吸附（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掌握界面现象的基础上，用热力学方法讨论吸附的规律和吸附平衡。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不同体系中吸附的规律、吸附过程描述及计算，难点是吸附平衡时的吸附平衡关系

理解及计算。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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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面热力学基础 

二、液液界面吸附 

三、气固吸附 

第八章  化学反应平衡（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运用热力学定律来讨论化学平衡、平衡常数的测定和计算以及温度、压力及反应物的比

率对平衡转化率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明确化学平衡的规律、平衡过程描述，难点是平衡常数和经典热力学概念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化学反应平衡基础 

二、平衡常数与平衡组成间的关系. 

三、工艺参数对化学平衡组成的影响 

四、反应系统的相律和 Duhem 理论. 

五、复杂体系的化学反应平衡（自习） 

 

执笔人： 黄德智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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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设计Chemical engineering design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 

教学参考书：陈声宗主编.化工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1 

葛婉华编.化工计算.化学工业出版社，1995 

周镇江编.轻化工工厂设计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 

开课单位：轻化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了解化工设计的种类；并根据项目性质、设计性质分类； 学会编制概算书及编制设计

文件。对于生产方法和工艺流程的选择；须熟悉生产方法和工艺流程选择的原则 

及工艺流程确定的步骤，了解 物料衡算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并对普遍能量平衡方程式、封

闭体系的能量平衡方程式、稳定流动体系的能量平衡方程式、 非反应过程的能量衡算、无

相交体系的能量衡算、相变体系的能量衡算、溶解与混合过程的能量衡算做相应了解。 

重点对化工设备选用及工艺设计的一般原则、化工设备的选用、泵的选用与设计程序、

换热设备的设计和选用、贮罐容器的选型和设计、塔器的选型与设计、反应器的选型和设计、

非定型设备设计的主要程序有充分了解； 

对于化工建筑的基本知识作简要介绍。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和掌握化工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实施过程 

2.认识化工设计清洁生产的发展动态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第一章 化工厂设计的内容与程序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化工设计的类型以及表达化工设计的项目，熟悉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编制设

计任务书、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代表工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方案设计、化工计算。 

难点在编制概算书及编制设计文件。 

 

教学手段和方法 

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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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化工设计的种类 

二、化工厂设计的工作程序 

三、化工车间(装置)工艺设计的程序及设计内容 

四、设计文件 

第二章 工艺流程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流程设计的任务以及工艺流程设计方法,通过对工艺流程设计的方案比较，熟悉工

艺流程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工艺流程设计的方案比较。 

难点在典型设备的自控流程。 

教学内容 

一、生产方法和工艺流程的选择 

二、工艺流程设计 

三、工艺流程图 

四、典型设备的自控流程 

第三章 物料衡算和能量衡算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物料衡算、能量衡算的基本方法和程序,熟悉过程的能量衡算的类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普遍能量平衡方程式。 

难点在无相交体系的能量衡算、相变体系的能量衡算以及溶解与混合过程的能量衡算。 

教学内容 

一、物料衡算的基本方法和程序 

二、连续过程的物料衡算 

三、能量衡算 

四、非反应过程的能量衡算 

第四章 设备的工艺设计及化工设备图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化工设备选用及工艺设计以及化工设备图的基本知识，熟悉反应器的选型和设计以

及非定型设备设计的主要程序并能识别化工设备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化工设备选用及工艺设计。 

难点在识别化工设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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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化工设备选用及工艺设计的一般原则 

二、化工设备的选用 

三、非定型设备设计的主要程序 

四、化工设备图 

第五章 车间布置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车间布置设计的内容和程序及相互关系以及化工建筑的基本知识与化工建筑的特

殊要求，熟悉典型设备的布置方案。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车间布置设计的内容和程序。 

难点在典型设备的布置方案选择。 

教学内容 

一、车间布置设计的内容和程序 

二、化工建筑的基本知识 

三、车间平面布置 

四、车间设备布置 

五、典型设备的布置方案 

六、设备布置图 

第六章 管道布置设计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化工车间管道布置设计的任务及要求，并对管道的安装布置的平面布置原则、立面

布置原则详细了解，熟悉管道布置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车间管道布置设计的任务及要求。 

难点在管道布置图的读解。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管架和管道的安装布置 

三、典型设备的管道布置 

四、管道布置图 

 

执笔人： 黄德智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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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学工艺学/Chemical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 

教学参考书：吴指南主编.基本有机化工工艺学.化学工业出版社.1990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全面系统的讲述化学工艺学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主要化工反应类型的典型工艺的流

程、特点，主要涵盖烃类热裂解、合成气的生产方法；加氢、脱氢反应的、烃类选择性氧化、

羰基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工艺等内容。课程内容注意与工程基础和专业技术类课程以

及工程实践环节的衔接，注重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使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较全面地掌握化工生

产的基本知识，了解化工设计的全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专业素质教育、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为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供条件 

3.了解化工生产过程、提高识图和工艺设计能力 

第一章  绪论（0.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学工艺学的研究范畴，现代化学工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化学工艺学的研究范畴 

教学内容 

一、化学工艺学的研究范畴 

二、化学工业的发展历史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三、现代化学工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1．现代化学工业的特点 

2．化学工业发展的方向 

四、化学工业的原料资源和主要产品 

1．化学工业的原料资源 

2．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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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教材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二章  化学工艺的共性知识（3.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生产过程及流程，熟悉化工过程的主要效率指标，了解反应条件对化学平衡和 

反应速率的影响，了解催化剂的性能及使用，掌握反应过程的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反应条件对化学平衡和反应速率的影响，反应过程的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 

教学内容 

一、化学工业原料资源及其加工利用 

1．无机化学矿及其加工利用 

2．石油及其加工利用 

3．天然气及其加工利用 

4．煤及其加工利用 

5．生物质及其加工利用 

6．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 

7．空气和水 

二、化工生产过程及流程 

1．化工生产过程 

2．化工生产工艺流程 

三、化工过程的主要效率指标 

1．生产能力和生产强度 

2．转化率、选择性和收率(产率) 

3．平衡转化率和平衡产率的计算 

四、反应条件对化学平衡和反应速率的影响 

1．温度的影响 

2．浓度的影响     

3．压力的影响 

五、催化剂的性能及使用 

1．催化剂的基本特征 

2．催化剂的分类 

3．工业催化剂使用中的有关问题 

六、反应过程的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基础 

1．反应过程的物料衡算基础 

2．反应过程的热量衡算基础 

第三章  烃类热裂解（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烃类裂解的反应规律和反应机理，了解裂解过程的工艺参数和操作指标，熟悉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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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精馏分离系统。 

教学重点与难点 

烃类裂解的反应规律和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热裂解过程的化学反应 

1．烃类裂解的反应规律 

2．烃类裂解的反应机理 

3．裂解原料性质及评价 

4．裂解反应的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 

二、裂解过程的工艺参数和操作指标 

1．裂解温度和停留时间 

2．烃分压与稀释剂 

3．裂解深度 

三、管式裂解炉及裂解工艺过程 

1．管式裂解炉 

2．急冷、热量回收及清焦 

四、裂解气的预分馏及净化 

1． 裂解气预分馏的目的与任务 

2．预分馏工艺过程概述 

3．裂解汽油与裂解燃料油 

4．裂解气的净化 

五、压缩和制冷系统 

1．裂解气的压缩 

2．裂解装置中的制冷系统 

六、裂解气的精馏分离系统 

1．分离流程的组织 

2．分离流程的主要评价指标 

3．脱甲烷塔 

4．烯塔 

5．中间冷凝器和中间再沸器 

七、乙烯工业的发展趋势 

1．乙烯建设规模继续向大型化发展 

第四章  芳烃转化过程（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芳烃转化，C8 芳烃的分离过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C8 芳烃的分离过程 



 

 - 210 -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芳烃的来源与生产方法 

2.芳烃馏分的分离 

3.芳烃的转化 

二、芳烃转化 

1.芳烃的脱烷基化 

2.芳烃的歧化与烷基转移 

3.C8芳烃的异构化 

4.芳烃的烷基化 

三、C8芳烃的分离 

1.C8芳烃的组成与性质 

2.C8芳烃单体的分离 

四、芳烃生产技术发展方向 

第五章  合成气的生产过程（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合成气的生产方法，掌握煤气化过程工艺原理，煤气化的生产方法及主要设备。  

教学重点与难点 

煤气化过程工艺原理，煤气化的生产方法及主要设备。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合成气的生产方法 

2.合成气的应用实例 

二、由天然气制造合成气 

1.天然气制合成气的工艺技术及其进展 

2.天然气蒸汽转化过程工艺原理 

3.天然气蒸汽转化过程的工艺条件 

4.天然气蒸汽转化流程和主要设备 

5.气体中硫化物和二氧化碳的脱除 

第三节 由煤制合成气 

1.煤气化过程工艺原理 

2.煤气化的生产方法及主要设备 

3.一氧化碳变换过程 

四节 由渣油制合成气 

1 渣油部分氧化过程工艺原理 

2 渣油部分氧化反应器和工艺流程    

第六章  加氢与脱氢过程(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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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加氢、脱氢反应的一般规律，合成氨生产方法，制取苯乙烯的方法，乙苯脱氢工艺 

流程和反应器。 

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乙苯脱氢工艺流程和反应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加氢反应的类型 

2．脱氢反应的类型 

二、加氢、脱氢反应的一般规律 

1．催化加氢反应的一般规律 

2．催化脱氢反应的一般规律 

三、合成氨和尿素 

1．合成氨生产方法简介 

2．合成气的精制方法 

3．氨的合成原理及工艺 

4．合成氨系统的技术进展 

5．尿素的合成 

四、甲醇的合成 

1．合成甲醇的基本原理 

2．合成甲醇催化剂 

3．合成甲醇工艺条件 

4．合成甲醇工艺流程及反应器 

5．合成甲醇的技术进展 

五、乙苯脱氢制苯乙烯 

1．制取苯乙烯的方法简介 

2．乙苯催化脱氢的基本原理 

3． 乙苯脱氢反应条件选择 

4． 乙苯脱氢工艺流程和反应器 

5．乙苯脱氢工艺的改进     

第七章  烃类选择性氧化（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非均相催化氧化反应机理，非均相催化氧化催化剂和反应器，掌握环氧乙烷的生产 

方法，了解氧化操作的安全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非均相催化氧化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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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氧化过程的特点和氧化剂的选择 

2．烃类选择性氧化过程的分类 

二、均相催化氧化 

1．催化自氧化 

2．配位催化氧化 

3．烯烃液相环氧化 

4．均相催化氧化过程反应器的类型 

三、非均相催化氧化 

1．重要的非均相氧化反应 

2．非均相催化氧化反应机理 

3．非均相催化氧化催化剂和反应器 

四、乙烯环氧化制环氧乙烷 

1．环氧乙烷的性质与用途 

2．环氧乙烷的生产方法 

3． 乙烯直接氧化法制环氧乙烷的反应 

4．乙烯直接环氧化催化剂与反应机理 

5．反应条件对乙烯环氧化的影响 

6．乙烯氧气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的工艺流程 

7．氧乙烷生产工艺技术的新进展 

五、丙烯氨氧化制丙烯腈 

1．丙烯腈的性质、用途及其工艺概况 

2．丙烯氨氧化制丙烯腈的化学反应 

3．丙烯氨氧化催化剂 

4．丙烯氨氧化反应机理与动力学 

5．丙烯氨氧化反应的影响因素 

6．丙烯腈生产工艺流程 

7．丙烯腈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处理 

六、芳烃氧化制邻苯二甲酸酐 

1．邻苯二甲酸酐的性质、用途及工艺概况 

2．邻二甲苯和萘制苯酐反应机理 

3．邻苯二甲酸酐生产采用的催化剂 

4．邻苯二甲酸酐生产技术进展及工艺流程 

七、蒽醌衍生物自动氧化制过氧化氢 

1．过氧化氢的性质、用途及制备方法简介 

2．蒽醌法制过氧化氢的原理 

3．蒽醌法反应过程的影响因素 

4．葸醌法生产过氧化氢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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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氧化操作的安全技术 

1．爆炸极限 

2．防止爆炸的工艺措施 

九、催化氧化技术进展 

第八章  羰基化过程（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羰基化反应的理论基础，掌握甲醇羰化制醋酸的工艺流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掌握甲醇羰化制醋酸的工艺流程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不饱和化合物的羰化反应 

2．甲醇的羰化反应 

二、羰基化反应的理论基础 

1．中心原子 

2．配位体 

3．相 

三、甲醇羰基化合成醋酸 

1．甲醇羰化反应合成醋酸的基本原理 

2．甲醇羰化制醋酸的工艺流程 

3．甲醇低压羰基合成醋酸的优缺点 

四、丙烯羰基化合成(丁)辛醇 

1．烯烃氢甲酰化反应的基本原理 

2．丙烯氢甲酰化法合成(丁)辛醇 

五、羰基化反应技术的发展趋势 

1．均相固相化催化剂的研究 

2．非铑催化剂的研究 

3．羰基合成生产1，4一丁二醇 

4．羰基合成在精细化工中的应用 

第九章  高聚物生产工艺基础（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合反应的理论和聚合方法，了解乙烯高压聚合工艺，掌握乳液聚合丁苯橡胶的生 

产工艺。 

教学重点与难点 

乙烯高压聚合工艺，乳液聚合丁苯橡胶的生产工艺。 

教学内容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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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聚物的基本概念 

2．高聚物的生产过程 

二、聚合反应的理论基础和聚合方法 

1．聚合反应机理 

2．聚合的实施方法 

三、聚烯烃的生产过程 

1．聚烯烃生产概况 

2．乙烯高压聚合工艺 

3．聚乙烯生产工艺的技术经济比较 

4．聚烯烃的技术发展趋势 

四、聚酯的生产过程 

1．聚酯的生产概述 

2．精对苯二甲酸(PTA)直缩法工艺 

3．酯交换(间缩)法工艺简介 

4．聚酯工艺进展 

五、合成橡胶的生产过程 

1．合成橡胶的生产概况 

2．乳液聚合丁苯橡胶的生产工艺 

3．顺丁橡胶生产工艺简介 

4．合成橡胶的技术进展 

第十一章 精细化工基础（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精细有机合成反应类型及原理，掌握几种典型的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教学重点与难点 

精细有机合成反应类型及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精细化工的定义和特点 

2．精细化工的分类和现状 

3．精细化工的主要原料 

二、精细有机合成反应类型及原理 

1．卤化反应 

2．磺化反应 

3．硝化反应 

4．氢化与还原反应 

5．氧化反应 

6．氨解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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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氮化和重氮基的转化反应 

8．烃化反应 

9．酰化反应 

10．水解反应 

三、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实例 

1．阿司匹林的制备 

2．邻重氮萘醌正性光刻胶的制备 

3．4一正戊基一4’一氰基联苯的制备 

第十二章 化学工艺与环境保护（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用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和典型化工废气的处理方法，理解开发“原子经济”反应 

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常用化工废水的处理方法和典型化工废气的处理方法 

教学内容  

一、工业污染源、污染分类和排放标准 

1．废气的主要污染源、污染分类和排放标准 

2．废水来源、分类和排放标准 

3．固体废物来源、分类和排放标准 

二、废水的净化和利用 

1．废水处理方法 

2．废水处理流程的组织 

3．常用化工废水的处理实例 

4．化工废水的出路 

三、废气的净化和利用 

1．气态污染物常用处理方法 

2．消烟除尘 

3．典型化工废气的处理 

四、固体废物的净化和利用 

1．化工废渣处理技术原则 

2．化工废渣处理和利用技术 

五、绿色化学工艺的研究和开发 

1．开发“原子经济”反应和新反应途径 

2．提高烃类氧化反应的选择性 

3．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 

4．采用无毒无害的催化剂 

5．采用无毒无害的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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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用生物技术从可再生资源合成化学品 

7．环境友好产品 

执笔人：魏莉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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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化学反应工程/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学时数：4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物理化学、流体力学 

教学参考书：朱炳辰主编.《化学反应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10 第五版 

            李绍芬主编.《反应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06 第二版  

Octavel Levenspiel.《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02 Third Edition， 

丁百全主编.《化学反应工程例题与习题》.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06 第一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学反应工程的研究目的是实现工业反应过程与工业反应器的优化。着眼于反应过程与

反应器中的传递过程。通过《化学反应工程》的学习，掌握反应工程的基本原理，了解反应

器的选型和设计。 

工业反应过程中化学反应的影响与传递的影响是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反应的影响与传递

的影响是有机联系的，两者对反应过程的开发、反应器的放大都起重要作用。本课程中，阐

述均相反应过程、气-固相催化反应过程、气-液相反应过程、流-固相非催化反应过程时均

强调反应影响与传递影响相结合。 

为使学生掌握化学反应工程的基本观点和工程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实

际能力，特别强调方法论教学，结合教师的科研实践，列举化工过程开发中的实例，通过科

学分析、工程思维和优化措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要求学生掌握化学反应工程的基本原理，了解有关反应器开发、设计的方法，掌握传递

过程与反应过程对工业反应过程的影响。 

2.具备有一定的工程设计能力，通过科学分析、工程思维和优化措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第一章  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化学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温度的影响、催化剂的

应用。掌握气-固相催化动力学的计算，转化率、收率的计算，催化剂的特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温度的影响，催化剂的性质；难点是动力学的计

算（膨胀因子的计算等）、温度性质的影响。 

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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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化学计量学 

1、化学计量式 

2、反应程度、转化率及化学膨胀因子 

3、多重反应系统中独立反应数的确定 

 4、多重反应的手率及选择率 

5、气相反应的物料平衡 

二、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式 

1、间歇系统及连续系统 

2、反应物的消耗速率和产物的生成速率 

三、动力学方程 

1、动力学方程的表示方式 

2、反应速率常数及温度对反应速率常数影响的异常现象 

3、动力学方程的转换 

4、多重反应网络的集总动力学 

四、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 

1、固体催化剂 

2、吸附等温方程 

3、均匀表面吸附动力学方程 

4、不均匀表面吸附动力学方程 

五、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及 佳温度 

1、温度对单反应速率的影响及 佳温度 

2、温度对多重反应速率的影响 

六、固体催化剂的失活 

1、固体催化剂失活的原因 

2、催化剂失活动力学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及其计算 

考核要点：气-固相催化反应本征动力学方程及其计算，催化剂应用性质 

辅助教学活动：习题课 

第二章 气-固相催化反应宏观动力学（4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认识并掌握扩散对气-固相催化反应的作用，内、外扩散的不同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宏

观动力学的基本规律。 

教学重点与难点 

扩散对气-固相催化反应的作用，内、外扩散的区别。 

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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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气-固相催化反应的宏观过程 

1、气-固相催化反应过程中反应组分的浓度分布 

2、内扩散有效因子与总体速率 

3、催化反应控制阶段的判别 

二、催化剂颗粒内气体的扩散 

1、催化剂中气体扩散的形式 

2、气体中的分子扩散 

3、Knusen 扩散系数 

4、催化剂孔内组分的综合扩散系数 

5、催化剂颗粒内组分的有效扩散系数 

6、曲折因子的实验测定   

三、内扩散有效因子 

1、球形催化剂颗粒内组分浓度分布及温度分布的微分方程 

2、等温催化剂一级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的解析解 

3、等温催化剂非一级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的简化近似解 

4、等温催化剂非一级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的数值解 

5、多组分可逆反应等温催化剂内扩散有效因子的多组分扩散模型 

6、工业催化反应的宏观动力学方程 

7、内扩散对多重反应选择率的影响 

8、非等温球形催化剂一级不可逆反应内扩散有效因子 

9、活性组分不均匀分布催化剂及异形催化剂 

10、我国学者关于内扩散有效因子的研究工作 

四、气-固相间热、质传递过程对总体速率的影响 

1、外扩散有效因子 

2、工业催化反应器中气流主体与催化剂外表面间的浓度差和温度差 

复习与作业要求：扩散过程、扩散系数、有效因子的计算 

考核要点：扩散对气-固相催化反应的作用，内、外扩散的不同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宏观动

力学的基本规律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三章 理想流动反应器（10 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各种理想流动反应器的模型及其设计、优化 

教学重点与难点 

返混、停留时间及其分布 

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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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流动模型概述 

1、反应器中流体的流动模型 

2、反应器设计的基本方程 

二、理想流动反应器 

1、间歇反应器 

2、平推流反应器 

3、全混流反应器 

4、多级全混流反应器的串联及优化 

5、理想流动反应器的组合与反应体积的比较 

6、理想流动反应器中多重反应的选择率 

7、全混流反应器的热稳定性 

复习与作业要求：各种理想流动反应器的模型及其设计、优化，过程计算 

考核要点：平推流于全混流反应器的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四章 反应器中的混合及对反应的影响（8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反应器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连续反应器中物料混合状态分析 

1、混合现象的分类 

2、连续反应过程的考察方法 

二、停留时间的分布的测定及其性质 

1、停留时间的分布 

2、停留时间分布的实验测定 

3、停留时间分布的数字特征 

4、理想流型的停留时间分布 

三、非理想流动模型 

1、数学模型方法 

2、轴向混合模型 

3、多级串联全混流模型 

四、混合程度及对反应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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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留时间的分布对固相加工反应结果的影响 

2、微观混合及对反应结果的影响 

五、非理想流动反应器的计算 

1、轴向混合反应器的转化率 

2、多级串联全混流反应器的转化率 

复习与作业要求：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反应器计算 

考核要点：非理想流动的停留时间分布及其反应器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答疑、习题课 

第五章 气-固相催化反应工程（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气-固相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质

量传递过程，不同固定床的设计、优化及工业分析，催化反应过程进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质量传递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气-固相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类型 

2、反应器设计原则 

3、催化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二、固定床流体力学 

1、固定床的物理特性 

2、单相流体在固定床中的流动及压力降 

3、竞相流动反应器中的流体分布 

4、固定床中流体的径向及轴向混合 

三、固定床热量与质量传递过程 

1、固定床径向传热过程分析 

2、固定床对壁的给热系数 

3、固定床径向有效导热系数和壁给热系数 

4、固定床径向及轴向传热的偏微分方程 

5、固定床中流体与颗粒外表面间的传热与传质系数 

四、绝热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 

1、绝热升温 

2、单段绝热催化床 

3、多端换热式催化反应器 

五、连续换热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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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冷自热式 

2、外冷管式 

3、外部供热管式 

六、内冷自热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1、内冷自热式氨合成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2、内冷自热式氨合成反应器的热稳定性 

七、管式固定床催化反应器的数学模型及飞温 

1、数学模型 

2、管式催化反应器的飞温及参数敏感性 

八、流化床催化反应器 

1、流态化技术概述 

2、气-固流化床的流动特性 

3、流化床传热 

4、流化床反应器的数学模型 

九、催化反应过程进展 

1、强制振荡非定态周期操作催化反应过程 

2、催化-吸收耦联 

3、催化-吸附耦联 

4、催化-催化耦联 

5、催化-蒸馏 

6、膜催化 

7、超临界化学反应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固相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

学，热量、质量传递过程，不同固定床的设计、优化及工业分析，催化反应过程进展。 

考核要点：反应器的基本类型，设计原则，数学模型；固定床的流体力学，热量、质量传递

过程。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六章 气-液反应及反应器（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气-液反应与反应器，鼓泡反应器，填料反应器及其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液相扩散、各类反应器的特性与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气-液反应平衡 

1、气-液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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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溶液中气体溶解度的估算 

3、带化学反应的气-液平衡 

二、气-液反应历程 

1、气-液相间物质传递 

2、化学反应在相间传递中的作用 

三、气-液反应动力学特征 

1、伴有化学反应的液相扩散过程 

2、一级不可逆反应 

3、不可逆瞬间反应 

4、二级不可逆反应 

5、可逆反应 

6、平行反应和连串反应 

四、气-液反应器概述 

1、工业对气-液反应器的要求 

2、气-液反应器的形式和特点 

五、鼓泡反应器 

1、鼓泡塔的操作状态 

2、鼓泡反应器的流体力学特征 

3、鼓泡反应器的轴向混合 

4、鼓泡反应器的传质、传热特性 

5、鼓泡反应器的简化反应模型 

六、搅拌鼓泡反应器 

1、强制分散式搅拌鼓泡反应器 

2、自吸式搅拌搅拌鼓泡反应器 

3、表面充气式搅拌反应器 

4、反应器的热稳定性 

七、填料反应器 

1、填料特性和两相流动特征 

2、填料的润湿表面和传质系数 

3、填料塔的轴向混合 

4、气-液接触有效面积 

5、填料塔有效高度计算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液反应与反应器，鼓泡反应器，填料反应器及其计算 

考核要点：鼓泡反应器，填料反应器及其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七章 气-液-固三相反应工程（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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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固三相反应与反应器，滴流床反应器及其计算 

教学重点与难点 

气-液-固三相反应宏观动力学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气-液-固三相反应器的类型及宏观动力学 

1、气-液-固三相反应器的类型 

2、气-液-固三相反应器的宏观动力学 

二、滴流床三相反应器 

1、三相流体力学 

2、传递过程 

3、开发与研究 

复习与作业要求：气-液-固三相反应与反应器，滴流床反应器及其计算 

考核要点：气-液-固三相反应与反应器，滴流床反应器及其计算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第八章 流-固相非催化反应（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流-固相非催化反应与反应器的介绍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授课 

教学内容 

流-固相非催化反应与反应器的内容及模型 

考核要点：流-固相非催化反应与反应器基本概念  

辅助教学活动：辅导、答疑、习题课 

执笔人：曲丰作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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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传质与分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化工传质与分离/The proces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spreads and separate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2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 
教学参考书：陈敏恒编.化工原理.化学工业出版社，1986 

蒋维钧编.新型传质分离过程.化学工业出版社，1992. 

开课单位：轻化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课。目的是培养从事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对化工

操作进行设计，生产和科研等方面的工程应用型和管理型人才打好基础。让学生在化工单元

操作等方面扩大视野。任务是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化工单元操作基本技术、工艺设

计的应用技术及 基本运用方法等内容。掌握传质的类型与机理以及表达传质的模型，熟

悉动量、热量与质量传递之间的类比。 

重点在三传类比。掌握气体吸收的模型，熟悉相平衡关系在吸收过程中的应用。掌握两组分

连续精馏的模型，熟悉精馏过程的操作型、设计型计算的对比。 

重点在两组分非物系的汽液平衡。突出进料热状况的影响。掌握板式塔、填料塔机理以及表

达传质的性能评价，熟悉设备类型及性能评价。并掌握单级萃取、 多级错流萃取、多级逆

流萃取、微分接触逆流萃取及回流萃取的计算 

对于微分接触逆流萃取及回流萃取的计算、固体物料在干燥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与速率关系以

及干燥器的对比、干燥系统的物料、热量衡算。需重点关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和掌握化工传质的基本知识和实施过程 

2.认识化工传质的发展动态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第一章 传质过程基础(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传质的类型与机理以及表达传质的模型，熟悉动量、热量与质量传递之间的类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传质的类型与机理以及表达传质的模型。 

难点在三传类比。 

教学内容 

一、传质概论与传质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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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子传质(扩散)  

三、对流传质 

第二章 气体吸收(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气体吸收的模型，熟悉相平衡关系在吸收过程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吸收速率方程式。 

难点在低组成气体吸收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气体吸收的平衡关系 

    三、气体吸收速率方程式 

    四、低组成气体吸收的计算 

第三章  蒸馏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两组分连续精馏的模型，熟悉精馏过程的操作型、设计型计算的对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两组分非物系的汽液平衡。 

难点在进料热状况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两组分溶液的汽液平衡 

    二、平衡蒸馏与简单蒸馏 

    三、精馏原理和流程 

    四、两组分连续精馏的计算 

    五、间歇精馏 

    六、 特殊精馏 

第四章 气液传质设备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板式塔、填料塔机理以及表达传质的性能评价，熟悉设备类型及性能评价。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设备类型及性能评价。 

难点在流体力学性能与操作特性。 

教学内容 

一、板式塔 

二、填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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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液液萃取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单级萃取、 多级错流萃取、多级逆流萃取、微分接触逆流萃取及回流萃取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几类萃取的比较。 

难点在微分接触逆流萃取及回流萃取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液一液萃取相平衡 

    三、液一液萃取过程的计算 

第六章 固体物料的干燥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固体物料在干燥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与速率关系以及干燥器的对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干燥系统的物料、热量衡算。 

难点在干燥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与速率关系。 

教学内容 

一、湿空气的性质及湿度图 

二、干燥过程的物料衡算与热量衡算 

三、固体物料在干燥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与速率关系 

四、干燥器 

 

执笔人： 黄德智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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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文献检索/ Literature Search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学 时 数：24        其中：上机学时：4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王荣民，化学化工信息及网络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年

5 月 

周之荣编.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柴雅凌主编.网络文献检索.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几乎有 95％～99％需要

且可以通过科技文献检索获得启发、帮助和解决。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化工专业的学生，

讲授如何从巨大的化学化工信息源中获取所需信息，兼顾了传统化学文献知识和 Internet 网

络资源知识。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如何手工检索及网络检索相关化工知识的方法，加

强了查阅文献能力、化学信息处理能力及论文写作能力。为在以后毕业论文及工作奠定必要

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了解当前科技信息传播与收集的发展趋势与状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本专业科技文献的检索方法 

第一章  化工信息及检索概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学信息的产生与传递方式，文献的产生，以及检索工具与方法的必要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化学信息的产生与传递方式，文献的产生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信息检索、信息检索的必要性 

1.信息检索的定义 

2.信息检索的必要性 

二、化工信息的检索与利用的概述 

1.信息源的类型 

2.文摘类期刊的结构和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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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性文摘（报导性）与指示性文摘 

三、信息检索系统和信息检索语言 

1.信息检索系统 

2. 信息检索语言 

四、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1.一般方法 

2.文献检索的一般步骤 

第二章 工具书与网上图书信息（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网上图书馆、书店、在线图书手册，掌握化学化工综合性工具书。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化学化工综合性工具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网上图书馆、书店、在线图书手册  

三、化学化工综合性工具书 

第三章 期刊及电子期刊（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文献检索的语言，了解期刊与电子期刊名称及涉及的内容，掌握网络电子期刊和中

国期刊网 CNKI 查阅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文献检索的逻辑语言 

教学内容 

电子期刊 

国内核心期刊 

国际核心期刊 

第四章 手工检索工具与网络搜索引擎（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手工搜索工具、中文检索工具，了解 SCI、EI、ISTP。 

教学重点与难点 

    手工搜索工具、中文检索工具。 

教学内容 

一、手工搜索工具 

二、中文检索工具 

三、国内外主要文摘 

四、SCI、EI、ISTP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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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 

3.4.2 美国工程索引（EI） 

3.4.3 美国《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 

五、化学化工信息搜索引擎 

第五章 美国《化学文摘》（CA）(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查阅《化学文摘》的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查阅《化学文摘》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况 

二、《化学文摘》分类及简介 

三、《化学文摘》著录格式 

四、《化学文摘》索引及其使用  

五、CA 检索途径及实例 

六、《化学文摘》常用字符 

七、网络检索《化学文摘》 

第六章 专利申请与索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中国专利的申请方法，掌握专利文献查阅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专利文献查阅方法。 

教学内容 

概述 

中国专利申请 

专利文献及查阅途径 

专利文献的网络查询 

第七章 学术论文的撰写及投稿（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学术论文的撰写及投稿。 

教学重点与难点 

    学术论文的撰写及投稿。 

教学内容 

学术论文结构及撰写要求 

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 

研究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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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文 

学位论文与毕业设计说明书 

投稿 

第八章 化学软件下载及使用方法（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用化学软件及下载地址及图片、电子文档常用阅览器，掌握分子结构绘制软件及

数据分析、科技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分子结构绘制软件及数据分析、科技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常用化学软件及下载地址 

图片、电子文档常用阅览器 

分子结构绘制软件 

数据分析、科技绘图工具 

 

执笔人：李坤兰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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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合成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功能材料合成与应用/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郭卫红等编. 《现代功能材料合成及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功能材料概论是材料物理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各种功能材料的

制备原理以及应用。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较广泛的功能材料的基础知识以及应用范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认识功能材料的重要性； 

2.加深学生对功能材料的认知水平； 

3.培养学生对功能材料制备过程的认识，加深对材料结构-性能-应用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  生物质基功能材料（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认识生物质基功能材料的合成过程及常见种类，拓展科学研究视野。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物质基功能材料的定义和改性过程 

教学内容 

一、生物质基功能材料定义和常见种类 

二、常见改性过程及应用 

第二章  沸石分子筛基功能材料（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沸石分子筛的结构特点，掌握常见种类的合成及改性方法，拓展科学研究视野。 

教学重点和难点 

沸石分子筛的特点和改性过程 

教学内容 

一、沸石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特点 

二、常见沸石分子筛的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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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沸石分子筛的改性 

四、典型沸石分子筛的催化反应剖析 

第三章  有机硅高分子功能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有机硅高分子材料的结构特点、合成方法、性能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有机硅高分子的合成 

教学内容 

一、有机硅高分子的结构特点及种类 

二、有机硅高分子的合成及性能 

第四章  氟树脂功能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氟树脂的结构特点，掌握常见种类，拓展科学研究视野。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氟树脂的性能特点 

教学内容 

一、氟树脂的结构特点 

二、常见氟树脂的合成方法 

三、氟树脂的性能及应用 

 

执笔人：刘彦军、翟尚儒、刘娜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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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无机合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现代无机合成/the modern inorganic synthesis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无机与分析                              

教学参考书：[1] W. L. Jally. 无机化合物的合成与鉴定. 李彬, 肖良质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 

[2] 项斯芬. 无机化学新兴领域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 王夔等. 生物无机化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8. 

[4] 无机发光材料. 中译本. 丁清秀, 刘洪楷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1987. 

[5] 陈安琪. 化学通报. 1991. (5): 24 

[6] 张其瑞. 高温超导电性.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2. 

[7] 李世普. 特种陶瓷工艺学.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是化学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任务主要是介绍现代无机合成中一些主要

领域发展的历史概况、合成原理、工艺路线及其应用情况，为学生了解现代无机合成的进展和进一

步深造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熟悉无机合成背景； 

2.了解现代无机合成的过程和方法； 

3.培养学生对无机合成化学的学习兴趣，认识无机合成化学的重要性。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无机合成重要性，熟悉无机合成化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背景知识较为欠缺造成学习困难 

教学内容 

一、无机合成的发展史及其作用 

二、无机合成研究的一般程序和步骤 

三、无机合成化学的文献 

四、无机合成的学习方法 

第二章  无机合成的基本知识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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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试剂等级及分类 

形成对试剂使用的安全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试剂的等级及一般危险品的管理方法 

2、高温和低温的获得及测量 

教学内容 

一、溶剂的作用、分类、选择和提纯 

二、气体的净化和分离 

三、真空的概念和获得真空的方法 

第三章  几类新型配位化合物的合成原理及制备方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配合物形成机制及概念 

熟悉配合物制备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分子氮配合物 

2、大环配合物的模板合成 

教学内容 

一、利用取代反应制备配合物 

二、π酸配合物的合成 

三、金属夹心配合物的制备 

第四章  铂系抗癌药物的合成与反位效应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抗癌药物的重要性 

要求掌握抗癌药物的合成目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顺铂的抗癌机理 

2、合成顺铂类抗癌药物的某些规律 

教学内容 

一、配合物取代反应的基本概念 

二、平面正方形配合物的取代反应 

三、顺铂及其类似化合物的合成 

第五章  固体无机发光材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固体无机发光材料 

熟悉稀土元素在发光材料的重要地位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灯用卤磷酸钙荧光粉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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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彩色电视三基色稀土荧光粉的制备及其发光性能 

3、发光材料的应用及其开发前景 

教学内容 

一、发光材料的基本概念 

二、固体的缺陷 

三、固相反应 

四、晶体的发光 

五、制备发光材料的基本过程 

第六章  金刚石的人工合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何谓金刚石 

人工合成金刚山的难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人造金刚石的制备方法 

教学内容 

一、碳素的存在形式及其键合情况 

二、金刚石的人工合成原理 

第七章  碳笼原子簇的合成及其应用前景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碳笼原子簇的发展现状 

碳笼原子簇的结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C60 的发现及应用前景 

教学内容 

一、C60 的命名及合成方法 

二、C60 的分离与提纯 

三、C60 的结构特征及物理化学性质 

第八章  高温超导体的合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超导体的重要性质 

超导体结构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超导电性的发现及发展概况 

2、超导体的合成及超导电技术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超导电性的一些基本特性 

二、超导电性的形成机理 

三、两种类型的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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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特种功能陶瓷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陶瓷”材料与生活的联系 

特种功能陶瓷的应用背景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特种功能陶瓷体的烧结、成型、制备举例 

教学内容 

一、特种功能陶瓷与传统陶瓷的定义 

二、特种功能陶瓷粉体的一般制备方法 

 

执笔人：翟尚儒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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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机合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现代有机合成/ Modern Organic Synthesize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艺 

学 时 数： 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薛永强编《现代有机合成方法与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第 2 版，2004.01 

徐家业等编.《有机合成化学及近代技术》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工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现代有机合成》是《有机化学》的后续课程，是有机化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生化、材料、

环保等学科具有密切联系。本课程从合成的角度重新将基础有机化学的内容贯穿起来，从有机分子

官能团的结构特点开始，通过不同官能团之间的反应搭建目标分子的分子骨架， 终完成整个合成

路线。其中涉及基础有机反应、复杂结构化合物的切断技巧、有机合成的方法学等内容。培养学生

逆向思维的方式与方法，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一门课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的目的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已学到的有机化学基础知识进行目标产物的合成设计，学习合

成过程中的方法及策略。具体内容包括： 

1）分子结构与性质的相关性，以及官能团的相关反应。 

2）设计有机合成的思路及方法，对结构复杂的及多官能团化合物的切断方法与技巧。 

4）切断过程中的合理性，并对合成路线进行筛选，对反应的难易性进行判断，从而找出合理的

合成路线。 

通过上述内容的学习，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基础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逆向思维的能

力，为今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基础。 

第一章  绪论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有机合成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有机合成的任务和内容 

教学内容 

一、有机合成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    

二、有机合成的任务和内容    

第二章  有机分子骨架的形成（2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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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巩固基础有机化学中的知识：各类化合物官能团的结构与反应；了解有机分子骨架的形成方法

和理论基础,掌握各种方法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各类化合物官能团的结构与性质的相关性，以及所涉及的重要类型的有机反应；分子骨架

形成的各种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官能团的结构与性质 

   1. 氯代烃与金属有机化合物  （2学时） 

   2. 烯烃与亲电加成反应 （2 学时） 

   3. 炔烃与环加成反应 （4 学时） 

   4. 芳香烃与亲电取代反应 （4 学时） 

   5. 醇醚与亲核取代反应 （2 学时） 

   6. 羰基化合物与缩合反应 （4 学时） 

   7. 碳负离子的相关反应 （4 学时） 

二、碳碳键的形成   （2 学时） 

第三章  官能团的导入、除去、互换及保护（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官能团的导入、除去、互换及保护的各种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官能团之间的互换技巧与方法；掌握多个官能团存在下，如何完成位置控制的有机合成手段 

教学内容 

一、 官能团的导入、除去及互变    

二、官能团的转换    

三、官能团的保护     

第四章  反合成法及其应用（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反合成法的规律，熟练运用反合成法的切断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给定化合物进行反合成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教学内容 

一、反合成法的基本规则 

二、反合成分析中的切断技巧 

三、反合成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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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有机合成控制方法与策略（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有机合成控制的基本方法，了解合成的一般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有机合成控制的基本方法 

教学内容 

一、有机合成中导向基的应用 

二、潜在官能团及应用 

三、合成路线的优化 

执笔人：李坤兰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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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化学与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聚合物化学与物理/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闭卷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韩哲文 编. 高分子科学教程.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1 

潘祖仁 编. 高分子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0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有关高分子化学及高分子物理的基本知识，具备有进一步自学的能力，

从而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课程要求掌握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基本概念、聚合反应的基本原理、聚合物基本结构及性能。 

本课程介绍高分子的基本概念，重点讲解高分子聚合反应类型，自由基聚合包括反应机理，引

发剂的种类及引发作用，自由基聚合反应动力学，平均聚合度和链转移，阻聚剂和阻聚作用，自由

基聚合反应实施方法；离子聚合反应包括正离子聚合反应机理；共聚合反应包括常规共聚物种类；

缩聚反应及逐步聚合反包括常规缩聚物种类；高分子化学反应包括聚合物功能基反应，聚合物的交

联和接枝反应，聚合物的扩链反应，聚合物的降解反应及聚合物的老化、防老化等。 

介绍功能高分子材料，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及聚合物的应用、聚合物加工成形，讲解高分

子的链结构，高分子聚集态结构，聚合物的力学状态及相转变，聚合物的力学性能，聚合物的耐热

性，高分子溶液，聚合物分子量及分布测定；介绍聚合物在塑料方面的应用，聚合物在橡胶方面的

应用，聚合物用作纤维，聚合物用作胶粘剂，聚合物用作涂料。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认识聚合物的重要性； 

2.加深学生对聚合物的认知水平； 

3.培养学生对聚合物的制备原料、制备方法的认识，加深对聚合物结构-性能-应用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  绪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合成聚合物的发展史，掌握高分子的一些基本概念，掌握聚合物的命名方法、制备方法、

聚合物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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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分子科学的基本概念 

二、聚合物的命名方法、制备方法 

三、聚合物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 

第二章  逐步聚合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缩聚反应的分类及缩聚反应特征，掌握缩聚反应的平衡理论及线型缩聚动力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缩聚反应平衡及缩聚动力学 

教学内容 

一、缩聚反应 

二、缩聚反应平衡 

三、线型缩聚物的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 

四、逐步聚合方法 

第三章  自由基聚合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自由基聚合机理，掌握引发剂种类及引发剂分解动力学，掌握自由基聚合速率及影响

因素，了解自由基聚合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自由基聚合机理 

教学内容 

一、自由基聚合机理 

二、自由基聚合速率 

三、自由基聚合方法 

第四章  离子、开环及受控聚合反应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正、负离子反应机理，正、负离子聚合动力学；了解配位聚合反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正、负离子聚合动力学 

教学内容 

部分内容借助计算机多媒体来完成。 

一、正离子聚合 

二、负离子聚合 

三、络合配位聚合 

第五章  共聚合反应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共聚物的类型，共聚物的组成，掌握共聚物速率方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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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聚物速率方程 

教学内容 

一、共聚物的组成 

二、共聚物速率方程 

第六章  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合物反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掌握聚合物的化学转化反应，了解聚合物降解类型及机理，

了解聚合物的老化和防老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的化学转化反应 

教学内容 

一、聚合物反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二、聚合物的化学转化反应 

三、聚合物的降解类型及机理 

第七章  聚合物的结构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高分子的链结构、凝聚态结构，了解聚合物的结晶过程及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高分子链结构与凝聚态结构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的链结构 

二、高分子的凝聚态结构 

第八章  聚合物的分子运动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合物的力学状态和热转变，掌握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机理及影响因素，了解聚合物熔体

的流变性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玻璃化转变机理及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聚合物的力学状态和热转变 

二、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 

三、聚合物熔体的流变性特性 

第九章  聚合物的力学性能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合物力学性质的基本物理量，了解聚合物的弹性特征及粘弹性，掌握聚合物的力学强度

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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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的粘弹性及力学特征 

教学内容 

一、力学性质的基本物理量 

二、聚合物的高弹性、粘弹性 

三、聚合物的力学强度 

第十章  聚合物的电学性能和热学性能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聚合物的电性能，了解聚合物的耐热性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的电性能及热性能 

教学内容 

一、聚合物的介电性能 

二、聚合物的导电性能 

三、聚合物的耐热性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第十一章  聚合物的成型加工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解高分子材料、添加剂种类及性能，了解聚合物的成型加工及加工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的成型加工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材料及添加剂 

二、聚合物成型加工 

三、聚合物成型加工方法 

 

执笔人：刘彦军、翟尚儒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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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膜分离技术导论/The technique foundation of Membrane Separation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课外学时：0 

学分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传质与分离 

教学参考书：王湛编.膜分离技术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4 

高以恒.膜分离技术基础.科学出版社，1989 

贺高红等编.实用化学工程师手册 20 章.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开课单位：轻化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技术基础课。主要让学生掌握有关化工热力学的基本知识，具备有进一步自学的能

力，从而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掌握膜分离相关内容反渗透、纳率、超率、微滤、气膜、

液膜及新型膜技术的基本概念、模型及基本原理。掌握膜的定义、分类、制备的基本知识，熟悉其

应用\掌握膜反渗透膜分离机理及分离规律，熟悉其应用。基本要求 1、海水脱盐 2、饮用水生产 3、

纯水生产 4、用于电镀工厂及电泳涂漆工厂的闭路循环操作等做详细了解。并对纳滤分离机理与分

离规律，熟悉其应用。 

对于超滤原理及其操作模式，熟悉其应用。重点在超滤过程装置(设备)及其应用。 

另了解 1、用于食品工业中加工乳浆、果汁以及污水处理。 

    2、在纸浆及造纸工业中的应用。 

    3、用于放射性废水的浓缩。 

    4、油水乳液的分离。 

    5、低分子量水溶性组分的浓缩回收。 

    6、甘蔗糖汁及甜菜糖汁的浓缩等方面膜技术应用。 

重点在于浓差极化与凝胶极化模型。 

并了解超滤膜的制备及其性能测定。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和掌握膜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实施过程 

2.认识膜技术的发展动态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第一章 膜的定义、分类、制备及其应用(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膜的定义、分类、制备的基本知识，熟悉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膜的基本知识及应用。 

难点在膜制备的不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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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膜的定义 

二、膜的分类 

三、膜的使用 

第二章 反渗透(高滤)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膜反渗透膜分离机理及分离规律，熟悉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反渗透过程的传质机理及模型。 

难点在反渗透过程的热力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反渗透基本原理 

三、反渗透过程的热力学 

四、反渗透过程的传质机理及模型 

五、反渗透膜的制作与形成机理 

六、反渗透膜的主要特性参数及膜材料 

七、反渗透膜的污染及其改善措施 

八、反渗透膜分离装置及膜成型机械装置 

九、膜分离工艺流程 

十、反渗透的应用 

第三章 纳滤(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纳滤分离机理与分离规律，熟悉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纳滤分离机理与分离规律。 

难点在 NF 膜的性能测定。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纳滤原理 

三、纳滤膜过程的数学描述 

四、纳滤膜的制备方法 

五、主要的 NF 膜及其性能测定 

第四章 超滤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超滤原理及其操作模式，熟悉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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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超滤过程装置(设备)及其应用。 

难点在浓差极化与凝胶极化模型。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超滤原理及其操作模式 

三、超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四、超滤膜的制备及其性能测定 

五、超滤过程的膜污染 

六、超滤过程装置(设备)及其应用 

 

执笔人： 黄德智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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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与胶体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表面与胶体化学/ Introduction of Surface and Colloid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 结构化学等 

教学参考书：江龙编.《胶体化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01 第一版 

侯万国编.《应用胶体化学》.科学出版社.1998.11 第一版 

朱步瑶编.《界面化学基础》.化工出版社.1969.09 第一版 

陈宗淇编.《胶体与界面化学》.高教出版社.2002 第一版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表面与胶体化学是物理化学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方面，特别在实际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化

学工程，应用化学，食品科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等等中不仅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且还有实际

的应用作用。本课程在热力学的基础上，介绍表面与胶体化学的基本理论，通过一些具体的实际应

用，近一步阐明表面与胶体化学重要意义，明确表面与胶体化学的研究方向以及前沿、动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提高学生对表面与胶体体系的认知水平； 

2.增强学生对表面与胶体化学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性的认识水平； 

3.培养学生对表面与胶体化学的认识，为学生将来深入研究做铺垫。 

绪论 （1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表面与胶体化学的历史、定义、特点、研究内容及应用领域 

教学重点与难点 

背景知识欠缺较难理解相关概念知识点 

教学内容 

表面与胶体化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第一章  液体的界面性质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表面张力及表面能 

教学重点与难点 

表面张力 

教学内容 

一、表面能与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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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弯曲液体表面的现象 

三、表面张力的测定 

四、表面热力学     

五、液体与固体界面 

第二章  固体界面性质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固体吸附的概念、性质、特点及催化作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吸附与催化  

教学内容 

一、等温吸附 

二、吸附与催化 

三、催化剂研究 

第三章  胶体的制备与纯化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胶体的制备 

教学重点与难点 

胶体体系组成及热力学特性 

教学内容 

一、溶胶的制备 

二、溶胶的形成和老化的机理 

三、均分散胶体  

第四章  分散体系的物理化学性质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分散体系的性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分散体系的特性 

教学内容 

一、动力性质 

二、光学性质 

三、电学性质 

第五章  胶体的稳定性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胶体稳定性的理论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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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电解质的聚沉作用 

二、DLVO 理论 

三、高分子物质的作用 

第六章  表面活性物质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表面活性剂结构特点与其性能 

教学内容 

一、表面活性剂的性质与定义 

二、表面活性剂的分类 

三、表面活性剂性能的表征 

四、HLB 及其测定 

五、胶束及临界胶束  

第七章  乳状液与泡沫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乳状液与泡沫的性质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乳状液的空间结构特点 

教学内容 

一、乳状液 

二、泡沫 

第八章  流变学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流变学的性质及理论 

教学重点与难点 

流变学的抽象理解 

教学内容 

一、粘度 

二、塑性体系 

三、胀性体系 

四、触变形体系 

第九章  高分子溶液 （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高分子溶液的特点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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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高分子溶液与胶体体系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特点与性质 

二、高分子溶液热力学 

三、Donnan 平衡 

四、高分子溶液的光学性质 

五、高分子溶液的力学性质 

第十章  凝胶 （1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凝胶的特点及性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凝胶过程机制特点 

教学内容 

一、凝胶的特征与分类 

二、凝胶的性质 

三、凝胶化学 

第十一章  有序组合体 （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有序组合体的特点及性质 

教学重点与难点 

组合体的有序性 

教学内容 

一、有序组合体的特点与性质 

二、脂质体与泡囊 

三、双分子类脂膜 

第十二章  表面与胶体实验技术 （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介绍表面与胶体的实验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实验分析技术与相关体系的相关性 

教学内容 

一、红外光谱实验技术 

二、X 射线衍射技术 

三、核磁共振技术 

四、原位扫描探针技术 

五、光散射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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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王少君、翟尚儒                                         审核人：曲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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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过程分析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过程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alysi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 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教学参考书：T·迈克尔·邓著.《化工过程分析与设计导论》.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鄢烈祥编著.《化工过程分析与综合》.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2010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学工程是研究化学工业生产中所进行的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共同规律的一门工程学科。本课

程主要讲授化工过程分析与设计相关内容，在介绍了化学工程基本概念基础上，通过许多工业应用

实例介绍了化工过程分析与设计放大的 3 种方法，即数学模型法、图形分析法和量纲分析法。该课

程不仅覆盖了大量化学工程概念，更涉及了环境保护、能源、绿色化工、生物化工等新兴学科，内

容极具新颖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化学工程观念，灵活运用基础知识，加强解决工程

问题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掌握化学工程基本概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化工过程分析与设计放大的方法 

3. 使学生掌握化工过程经济概算分析方法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化学工程发展概况和趋势； 

2.掌握化学工程基础概念和知识；  

3.了解建立化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化学工程基础知识，了解建立化工过程中需解决的问题。 

教学内容 

一、化学工程发展概况 

二、化学工程基础概念 

三、化工过程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  过程设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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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常规化工生产过程流程和单元操作； 

2.掌握单元操作与化工过程的区别和联系；  

3.掌握工艺流程设计的基本思想和常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单元操作与化工过程的区别和联系。  

教学内容 

一、合成氨 

二、单元操作与流程图  

三、提纯庚烷——新问题的解决  

四、工艺流程图设计的一些常规 

五、电子级硅的生产  

六、用燃料电池来发电 

七、天然气的脱硫——吸收器和吸附器 

第三章  根据守恒定律和数学分析来建立数学模型（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化工过程能量和物质守恒计算；  

2. 掌握化工过程模型化设计工具。  

3. 掌握化学工艺经济概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化工过程模型化设计工具，掌握化学工艺经济概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海水的脱盐 

二、守恒原理 

三、模拟海水淡化器  

四、一个较好的海水淡化器  

五、一个更好的海水淡化器  

六、数学模型化的设计工具 

七、冷冻式海水淡化器——能量流分析  

八、并流和逆流设备 

九、换热器中的能量衡算 

十、热泵 

十一、海水淡化器中的制冷循环 

十二、无制冷剂的制冷循环  

十三、数学模拟——普通和限定性定律  

十四、工艺的经济核算  

第四章  图形分析（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化工过程图形分析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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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应用图形分析的设计工具。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掌握化工过程图形分析的原理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大气污染  

二、冷凝分离 

三、图形分析 

四、冷凝空气中的苯  

五、吸收分离 

六、图形分析的设计工具  

七、蒸馏——闪蒸罐  

八、精馏塔  

第五章  量纲分析与动态比例缩放（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单位和量纲的概念； 

2. 使学生掌握量纲分析设计工具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单位和量纲的概念，掌握利用量纲分析方法分析化工过程方法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单位与量纲 

二、钟摆的量纲分析 

三、步行过程的量纲分析 

四、固体球在流体中运动的量纲分析 

五、量纲分析设计工具 

六、动态放大——阿拉斯加管线 

七、流体在管内流动 

八、流体在管内流动传热 

九、吸收器和蒸馏塔 

十、气体压缩因子 

第六章  瞬态过程（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化工过程随时间变化的原理和实例； 

2. 使学生掌握分析化工过程瞬态过程的分析方法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分析化工过程瞬态过程的分析方法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基础缓冲罐 

二、停留时间与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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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率常数大气化学模型 

四、优化间歇反应器 

五、连续生产活塞流反应器 

六、多重稳态催化转化器 

 

执笔人：魏立纲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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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催化化学/ Catalysis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四大化学基础课 

教学参考书：高正中主编．实用催化（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王桂茹主编．催化剂与催化作用（第二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以催化剂的种类及制备、催化剂的表征与测试、催化剂失活与再生为

主线展开，通过典型实例讲授了酸碱催化、络合催化、环境催化的催化剂特点及催化作用机

理，是学生联系催化理论和现代化工中实际催化技术的知识纽带。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催化和催化剂的基本概念，催化剂特点，催化反应

类型，工业催化的失活、中毒、及影响它的诸因素，设计和开发催化剂的程序，催化剂制备

技术和表征方法。加深了解催化技术成果转化的一般过程，能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运用理

论知识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催化和催化剂的基本概念，催化剂特点，催化反应类型，工业催化的失活、中毒、

及影响它的诸因素； 

2. 设计和开发催化剂的程序，催化剂制备技术和表征方法； 

3. 使学生了解催化技术成果转化的一般过程，培养他们工程意识和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

为今后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第一章  概论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初步了解催化剂与催化作用的基本概念及催化体系的分类；掌握催化反应的特点和催化

剂组成和成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催化反应的特点及催化剂的组成和成分。 

教学内容 

一、引言 

二、有关催化作用和催化剂的定义、概念 

三、催化剂的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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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催化体系的分类 

第二章  催化中的吸附作用 （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吸附的各种状态，以及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差别、金属催化剂的吸附状态；理解

固体表面结构吸附热，以及晶体的电子结构；了解半导体氧化物和绝缘体氧化物上的化学吸

附。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差别、金属催化剂的吸附、晶体的电子结构。 

教学内容 

一、固体的表面结构 

二、分子在固体表面的吸附 

三、吸附热 

四、晶体的电子结构 

五、金属上的化学吸附 

六、半导体氧化物上的化学吸附 

七、绝缘体氧化物上的化学吸附 

第三章  催化剂的制备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催化剂的类别与类型及其成型方法；掌握催化剂的各种制备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催化剂制备方法中各步骤控制的因素及作用。 

教学内容 

一、催化材料的类别 

二、催化剂的类型 

三、单一活性组分和载体 

四、二元氧化物  

五、活性组分的沉积 

六、浸取 

七、特殊类型 

八、催化剂成型 

第四章  催化剂表征与测试 （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催化剂的各种表征手段，理解不同表征方法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征催化剂化学组成和结构、纹理组织机械性质和催化活性的方法。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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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面积 

二、孔结构（孔隙组织） 

三、颗粒性质 

四、机械性质和热性质 

五、本体性质 

六、表面性质 

七、活性 

第五章  催化剂失活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导致催化剂的失活原因；了解催化剂的再生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催化剂的失活原因和结果。 

教学内容 

一、结焦 

二、金属污染 

三、毒物吸附 

四、烧结 

五、生成化合物 

六、相转变和相分离 

七、活性组分被包围 

八、组分挥发 

九、颗粒破裂 

十、结污 

十一、催化剂再生 

第六章  酸碱催化剂及其催化作用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酸碱催化剂酸碱中心的形成及其催化作用机理以及沸石分子筛的结构及其催化特

点；了解固体超强酸的形成及制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酸碱催化剂的催化作用机理以及沸石分子筛的结构及其催化特点。 

教学内容 

一、酸碱催化剂的应用及其类型 

二、酸、碱定义及酸碱中心的形成 

三、固体酸碱性质及其测量 

四、酸碱催化作用及其催化机理 

五、沸石分子筛催化剂及其催化作用 

六、典型酸催化剂催化反应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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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络合催化剂及其应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络合催化的意义，络合物成键的价键理论，乙稀氧化制乙醛的催化反应机理。了解

络合物催化剂中常见的配位体及其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络合物成键的价键理论，乙稀氧化制乙醛的催化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络合催化剂的应用及化学成键作用 

二、络合物催化剂的催化作用实例分析 

第八章 环境催化（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环境催化的特点和研究内容，机动汽车尾气净化催化技术，催化燃烧的原理。了解

排烟脱硫、脱氮技术，CO2和氯氟烃的催化治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催化的特点和研究内容，机动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组成及作用。 

教学内容 

一、环境催化的特点和研究内容 

二、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技术 

三、排烟脱硫、脱氮技术 

四、催化燃烧 

五、CO2和氯氟烃（CFCs）的催化治理 

六、水污染治理 

七、清洁燃料的生产和环境友好催化技术的开发 

复习讨论（2学时） 

 

执笔人：刘娜                                    审核人：王少君 

 

 

 



 

- 261 - 

《化工信息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信息学/Chemical  Informatic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选修                          适用专业：化工专业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化学工艺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缪强，化学信息导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化学文献的基础知识、化学文献的检索系统和检索方法，掌握现

代化学图文处理的使用技术，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使学生通过对

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较全面地掌握化工文献检索和实验数据处理的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专业素质教育、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为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供条件 

3.了解和掌握化工信息获取方法和信息数据处理方法。 

第一章  信息与信息素养（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息的产生与传递过程，大学生应具备的信息素养 

教学重点与难点 

    信息的特点，信息素养的几大要素 

教学内容 

一、信息的产生 

二、信息学的主要对象和研究方法 

三、信息素养 

第二章  化学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学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了解化工信息的载体形式和各自文献的特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化工信息的载体形式和各自文献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化工信息的载体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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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 

三、化学情报检索系统的发展 

第三章 化学化工信息的检索与利用（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学化工信息的收集与检索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化学化工信息的收集与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 信息检索的概念与类型 

二、 文献检索的基本原理 

三、 化学信息的检索途径 

四、 化学信息的检索方法 

五、 Internet 化学信息检索与专业数据库 

六、 文献的收集和积累 

七、 文献的鉴别与筛选 

第四章 化学实验数据统计与谱分析（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化学实验的数据统计与谱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化学实验数据统计 

难点：谱分析 

教学内容 

一、实验数据的统计分布 

1.化学分析的采样 

2.分布的数字特征计算 

3.比较实验和数据回归分析 

二、谱的微分与积分 

 第五章 科学数据处理绘图工具软件 ORIGIN（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ORIGIN 的窗口组成和数据的图形处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数据的图形处理 

教学内容 

一、ORIGIN 的窗口组成 

二、数据的输入、编辑和组成 

三、数据的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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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谱与曲线的处理 

第六章 贝尔斯坦数据库（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贝尔斯坦数据库的基本内容，掌握贝尔斯坦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贝尔斯坦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一、贝尔斯坦数据库的基本内容 

二、贝尔斯坦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执笔人：李坤兰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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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仪器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现代仪器分析/Modern Instrumental Analysi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课程教材：《现代仪器分析》，袁存光，祝优珍，田晶，唐意红等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教学参考书： 《现代仪器分析》，清华大学分析化学教研室编.现代仪器分析.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2 

董慧茹编.仪器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朱明华编.仪器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开课单位：实验仪器中心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技术基础课。仪器分析是利用仪器来分析试样的组成和含量，其特点是简便、

快速、灵敏和易于实现自动操作。它也是结构分析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现代生产的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都离不开仪器分析。 

课程主要讲解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分离分析手段，讲解色谱分析的基本原理以及利用

色谱法对混合物实现分离并进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 

重点讲解紫外光谱、红外光谱等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有机物结构分析、纯度检验、

化学工程等方面的应用，讲解紫外光谱和红外光谱分析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包括样品的制备

技术及分析结果的分析、红外谱图的解析等。 

介绍核磁共振波谱及质谱分析方法。使学生理解掌握上述几种仪器分析的原理并能灵活

运用这些分析方法。 

 第一章  气相色谱分析（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气相色谱分析的原理及气相色谱仪的构造，掌握气相色谱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掌握。难点是理解气相色谱基本理论，清楚气相色谱分

离的原理 

教学内容 

一、气相色谱法概述   

1．色谱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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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谱仪流程 

3．基本术语 

二、气相色谱分析理论基础   

1．气—固色谱分析和气—液色谱分析的基本原理 

2．色谱分离的基本理论 

三、色谱分离条件的选择   

1．分离度 

2．色谱分离基本方程式 

3．分离操作条件的选择 

四、固定相及其选择   

1．气固色谱固定相 

2．气液色谱固定相 

3．固定相的选择 

五、气相色谱检测器   

1．检测器的通用性能指标 

2．热导池检测器 

3．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4．其它检测器简介 

六、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1．定性分析方法 

2．定量分析方法 

第二章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分离的原理及仪器的构造，掌握高效液相色谱分离类型的选择原则并

能灵活运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的掌握。难点是对各种液相色谱法分离方法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特点   

二、影响色谱峰扩展及色谱分离的因素   

1．范弟姆特方程式 

2．影响因素 

三、高效液相色谱法的主要类型及其分离原理     

1．液—液分配色谱法 

2．液—固色谱法 

3．离子交换色谱法 

4．离子对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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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离子色谱法 

6．空间排阻色谱法 

四、液相色谱法固定相及流动相   

1．液—液色谱法及离子对色谱法固定相 

2．液—固吸附色谱法固定相 

3．离子交换色谱法固定相 

4．排阻色谱法固定相 

5．液相色谱法流动相 

五、高效液相色谱仪   

1．高压泵 

2．梯度洗提装置 

3．进样装置 

4．色谱柱 

5．检测器 

六、高效液相色谱分离类型的选择及应用   

1．高效液相色谱分离类型的选择 

2．高效液相色谱的应用 

第三章  紫外光谱分析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紫外分光光度计的检测原理，掌握紫外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及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掌握紫外分析方法及其应用。难点是理解紫外吸收光谱的产生及光的吸收定律。 

教学内容 

一、分子吸收光谱   

二、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吸收光谱   

1．有机化合物的价电子 

2．饱和烃 

3．不饱和脂肪烃 

4．芳香烃 

三、无机化合物的紫外及可见光吸收光谱 

1．电荷迁移跃迁 

2．配位场跃迁 

四、溶剂对紫外吸收光谱的影响(溶剂效应) 

五、紫外及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1．光源 

2．单色器 

3．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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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紫外及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的种类 

六、紫外吸收光谱的应用     

1．定性分析 

2．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推断 

3．纯度检验 

4．定量分析 

第四章  红外光谱分析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红外吸收光谱仪的检测原理，掌握红外吸收光谱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与难点是掌握红外分析方法，尤其是谱图解析及样品制备技术。 

教学内容 

一、红外吸收光谱分析概述 

1．红外光谱分析概述 

2．红外光谱产生条件 

二、分子的振动     

1．分子的振动方程式 

2．双原子分子的振动 

3．分子的振动自由度 

4．分子的基本振动形式 

三、红外光谱的特征性及基团频率     

1．红外光谱的特征性 

2．基团频率 

3．影响基因频率位移的因素 

四、红外光谱分析     

1．红外光谱定性分析 

2．红外光谱定量分析 

五、红外光谱仪     

1．色散型红外光谱仪 

2．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六、试样的制备     

1．气体样品 

2．液体样品 

3．固体样品 

  

执笔人：费 旭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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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生物化学/biochemistr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平台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古练权编.生物化学，高教出版社.2000.7 

沈同、王镜岩主编.生物化学（上）.高教出版社，1991.10 

沈同、王镜岩主编.生物化学（下）.高教出版社，1991.10 

H.R.Horton,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科学出版社，2003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生物物质的结构、性质、功能及其化学变化，以及生物化学反应的

特点，使学生更能适应生物科学飞速发展的 21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领域重要的基础学科。是运用化学的原理、技术和方法究生命现象的科学，

也就是生命的化学。 

本课程主要介绍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功能，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识别

和作用机制，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变化规律以及该领域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具体内容包括：生物膜的组成、结构和功能；蛋白质的组成、一二三四级结构和蛋白质的生物功能，

蛋白质分离提纯的方法；酶的作用特点和种类、辅酶的功能、酶促反应机理和米氏方程、酶的作用

机制以及酶在现代化学化工中的应用；核酸的结构、性质、核酸的复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以及基

因工程简介；能量代谢与生物能的利用：包括糖类代谢和脂类代谢，以及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和生物

代谢的调控等。 

第一章   绪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生物化学的概念、特点，生物体的化学组成及生物大分子的特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方式和生物超分子 

教学内容 

一、生物化学简介 

二、生物体的化学组成 

1. 生物体的元素组成 

2. 生物分子 

三、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 

1. 生物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2. 分子识别和生物超分子 

四、生物体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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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的生物功能 

2. 水的特性 

3. 缓冲溶液及生物体的缓冲体系 

第二章   细胞和生物膜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细胞和生物膜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生物膜的功能 

教学内容 

一、细胞  

二、生物膜  

1. 生物膜的组成和结构 

2. 生物膜的功能 

3. 人工膜 

第三章   蛋白质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氨基酸、多肽、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功能和性质，以及蛋白质的高级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 

教学重点与难点 

蛋白质的高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蛋白质通论  

1. 蛋白质的化学组成与分类 

2. 蛋白质的分类 

3. 蛋白质的大小与分子量 

4. 蛋白质的构象 

5. 蛋白质功能的多样性 

二、氨基酸  

2. 氨基酸的结构和分类 

2. 氨基酸的解离性质 

三、多肽  

1. 多肽的基本概念 

2. 肽键 

3. 多肽的性质 

4. 天然存在的活性肽 

四、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1.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2.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和纤维状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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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和功能 

五、蛋白质的分离和提纯  

1. 蛋白质的性质 

2. 蛋白质的分离纯化 

第四章   酶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酶的本质、作用特性、米氏方程、酶的专一性和高效性机制等。了解酶在现代化学化工中

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酶的专一性和高效性机制 

教学内容 

一、酶通论  

1. 酶催化作用的特点 

2. 酶的化学组成及分类 

3. 酶的命名及分类 

4. 酶的专一性 

5. 酶的活力 

6. 核酶和抗体酶 

二、酶的辅因子 

1. 辅酶或辅基 

2. 金属离子 

三、酶促反应速率和影响因素 

1. 米氏方程 

2. 酶促反应的影响因素 

四、酶的抑制作用和抑制剂 

1. 抑制的作用方式 

2. 可逆抑制动力学 

五、酶的作用机制和酶的调节 

1. 诱导契合学说 

2. 与酶的高效催化有关的因素 

3. 酶的活性中心 

4. 酶活性的调节控制 

六、酶在现代化学化工中的应用 

七、酶工程 

第五章   核酸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核酸的组成、结构、性质及 DNA 测序方法。掌握核酸的生物功能即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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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的复制、转录和翻译 

教学内容 

一、核酸简介  

二、核酸的结构  

三、核酸的性质 

1. 核酸的水解 

2. 核酸的酸碱性质 

3. 核酸的紫外吸收 

4. 核酸的变性、复性和杂交 

四、核苷酸序列的测定 

五、变异 

六、核酸的生物功能 

1. DNA 的复制和修复 

2.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七、核酸化学中的新技术简介 

第六章   糖代谢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糖代谢的过程及糖原的特点与合成。 

教学重点与难点 

EMP 途径、TCA 循环和电子传递链 

教学内容 

一、多糖的水解  

二、糖酵解  

1. 糖酵解的过程概述 

2. 糖酵解第一阶段的反应机制 

3. 糖酵解第二阶段—放能阶段的反应机制 

4. 丙酮酸的去路 

三、柠檬酸的循环 

1. 准备阶段 

2. 柠檬酸循环的概述 

3. 柠檬酸循环的反应机制 

4. 柠檬酸循环的调控 

5. TCA 循环的双重作用 

四、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 

1. 线立体膜结构的特点 

2. 电子传递链的组成 

3. ATP 的生成—氧化磷酸化作用 

4. 葡萄糖彻底氧化结算 

五、糖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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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糖原的功能 

2. 糖原合成的过程 

3. 糖原合成的调控 

第七章   脂类代谢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脂肪酸的β氧化和生物合成 

教学重点与难点 

脂肪酸的β氧化和生物合成 

教学内容 

一、脂肪酸的氧化 

1. 脂肪酸的活化 

2. 脂肪酸的β氧化 

3. 脂肪酸的氧化总结 

4. 酮体 

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 

第八章   蛋白质降解和氨基酸代谢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蛋白质降解的生理意义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教学重点与难点 

尿素循环 

教学内容 

一、蛋白质降解  

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1. 脱氨基作用 

2. 脱羧基作用 

3. NH3 的命运 

4. 碳骨架氧化 

三、氨基酸的生物合成 

 

执笔人： 翟尚儒                                          审核人： 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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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清洁生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清洁生产/Chemical  Environmental product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选修                          适用专业：化工专业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化学工艺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蔡风英，化工清洁生产，科学出版社，2001.02 

陈杰瑢、周琪、蒋文举主编.环境工程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金毓峑、李坚、孙治荣主编.环境工程设计基础（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曾科主编.污水处理厂设计与运行（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全面、系统地介绍化工清洁生产的基础知识、基本原则、技术规范、环境工程工艺设计、环境

工程技术经济分析等知识，课程内容注意与工程基础和专业技术类课程以及工程实践环节的衔接，

注重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创造

条件，使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较全面地掌握化工清洁生产的基本知识，了解化工清洁生产

的全过程，提高实践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专业素质教育、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为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供条件 

3.了解化工生产过程、提高化工设计能力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清洁生产的趋势，化工清洁生产的特点；掌握化工清洁生产的定义和内涵、范围和内

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化工清洁生产的范围和内容 

难点：化工清洁生产的内涵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化工清洁生产的国内外情况 

2.我国化工清洁生产趋势 

二、化工清洁生产 

1.定义和内涵 

2.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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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化工清洁生产过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清洁生产的分类和步骤，掌握化工清洁生产的原则与依据。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典型化工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 

教学内容 

一、化工清洁生产的定义和重要性 

二、实例分析 

第三章  环境与环境保护绪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与化工清洁生产的协调性，掌握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化工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 

教学内容 

一、环境与环境保护 

二、环境问题 

三、我国的环境保护 

四、化工对环境的污染 

第四章 化工废水处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化工废水处理的路线的选择和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艺流程的设计 

难点：工艺路线的选择 

教学内容 

一、化工废水的来源与处理 

1.基本要求 

2.工艺路线的选择与综合评价 

3.选择实例 

二、化工废水处理方法的概述 

1. 物理处理方法 

2. 化学处理方法 

3. 物化生化处理法 

第五章 化工废气污染控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废气处理的目的与任务；掌握清洁处理的内容与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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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废气处理技术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化工废气来源、分类、特点 

三、气态污染物的治理技术 

第六章 化工废渣处理及资源化（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废渣处理的基本内容，掌握废渣处理的基本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化工废渣处理 

教学内容 

一、化工废渣的来源及特点 

二、化工废物处理技术 

 

执笔人：魏莉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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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学与化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绿色化学与化工/GREEN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艺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胡常伟、李贤均编.《绿色化学原理和应用》.中国石化出版社.2002 

闵恩泽、吴巍编著.《绿色化学与化工》.北京：化学工业出版.2000 

李德华编. 《绿色化学与化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化学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绿色化学是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诸多因素共同促使下形成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如何节约资源、

开发新资源和从源头上消除污染的化学，是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技术基础。在大

学生中普及绿色化学基本知识，培养绿色化学意识，普及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知识，

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十分重要。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系统学习绿色化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发展规律，并能在今后的科研及生产实践中，运用这些规律去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本课程主要讲授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状况、基本原理、设计安全有效目标化合物的原理和方

法、设计安全有效目标化合物的应用实例、绿色化学方法、绿色化学的应用实例、绿色化学的发展

趋势简介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当前环境问题的根源，以及各种环境问题背后所涉及的化学过程 

2.掌握绿色化学的基础理论和主要研究内容 

3.了解实现绿色化学与化工的各种手段与技术 

第一章  绪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各种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危害。 

2.弄清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资源和环境的挑战及其化学本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资源和环境的挑战及其化学本质 

教学内容 

一、化学工业带来的益处 

二、典型环境问题及其化学本质  

   1. 全球变暖 

   2. 核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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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 

   4. 光化学污染与空气污染 

   5. 酸雨 

   6. 生物多样性减少 

   7. 森林锐减与土地荒漠化 

   8. 水污染与海洋污染 

   9. 危险性废物污染   

三、 化工的利与弊 

第二章  绿色化学（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绿色化学的基本概念、内涵和目标。  

2.掌握绿色化学 12 原则，以及利用这些原则对传统化工的改进  

3.掌握原子经济性及原子利用率的计算方法；掌握 E 因子的评价规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原子经济性的基本思想，并能在实际化学反应和化学过程中使用之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绿色化学  

二、绿色化学十二原则 

三、绿色化学的工具与研究内容 

四、环境 E 因子 

五、原子经济性及原子利用率实例 

六、绿色化学中应用实例分析 

第三章  绿色溶剂（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绿色溶剂的基本要素，目前绿色溶剂的种类 

    2.掌握超临界流体的原理与其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3.了解离子液体的特性与其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超临界流体的原理；掌握离子液体的特性 

教学内容  

一、绿色溶剂 

二、超临界流体及其应用 

1.超临界的工作原理以及超临界流体的特点 

2.超临界技术制备超细颗粒 

3.超临界萃取 

3.超临界技术在化工中的应用 

三、离子液体的特性及其在化工中的应用 

1.离子液体的结构特点与物理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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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离子液体在化工中的应用 

第四章  生物炼制技术（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生物炼制技术概念和重要性、与石油炼制的区别； 

    2. 掌握生物质组成和生物炼制原理； 

3. 了解各种生物炼制工艺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生物质组成和生物炼制原理。 

教学内容  

一、生物炼制技术概念和重要性 

二、生物质结构和组成 

三、生物炼制原理 

1.生物炼制和石油炼制的区别 

2.生物炼制技术种类和应用 

第五章  先进生物材料（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发展生物材料的重要性； 

    2. 掌握生物材料的特点和种类； 

3. 了解生物材料制备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生物材料的特点和种类。 

教学内容  

一、发展生物材料的重要性 

二、生物材料的特点和种类 

三、生物材料制备技术 

1.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利用中的纳米技术 

2.生物质复合材料 

第六章  生物燃料电池（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生物燃料电池的概念、特点、种类和应用；  

    2. 掌握影响生物燃料电池效率的因素； 

3. 了解生物燃料电池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生物燃料电池的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生物燃料电池概念和发展简史 

二、生物燃料电池的特点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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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生物燃料电池效率的因素 

1. 如何提高微生物、酶生物燃料电池效率 

2. 生物燃料电池新探索 

    四、生物燃料电池的应用 

第七章  生物化工技术（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生物化工技术的发展历程； 

    2. 掌握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体系、生物催化剂的固定化方法； 

3. 了解评价固定化酶（细胞）的指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体系、生物催化剂的固定化方法。 

教学内容  

一、生物化工技术的发展历程 

二、生物催化与生物转化 

1. 基本概念 

2. 生物催化的优缺点 

3. 生物催化剂及工艺的性能指标 

    三、生物催化剂的固定化 

1. 酶固定化的制备原则 

2. 酶的固定化方法 

3. 固定化酶的优缺点 

4. 评价固定化酶（细胞）的指标 

第八章  电化学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电化学发展历史； 

    2. 了解电化学基础知识； 

3. 掌握电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电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电化学发展历史 

二、电化学基础 

1. 电化学研究对象 

2. 电化学的用途 

3. 两类导体 

4. 电极 

5. 离子迁移方向 

6. 原电池与电解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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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1. 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电化学应用领域 

2. 电化学技术和环境保护 

3. 电化学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4. 电化学水处理技术 

四、电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案例 

1. 铁碳微电解法处理废水 

2. 电－Fenton 法 

3. 土壤原位修复中的电化学方法 

 

执笔人：李坤兰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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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化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表面化工 / Surface Chemical Industr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 

教学参考书： 

    王世荣、李祥高、刘东志主编.表面活性剂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郑水林主编.粉体表面改性（第三版）.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1 

黄玉东主编.聚合物表面与界面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表面化工是以表面化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化工过程和产品的基本性质，并应用其理论，

对化工过程和产品进行改性，使之满足人们的需求。本课程主要介绍了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

乳状液和微乳液，粉体表面改性，固体表面催化，高表面活性材料制备，聚合物的表面改性

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表面化学基本理论及其在液体、固体、聚合物等方

面的应用。为今后从事相应的表面化工专业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表面活性剂的类型及特点； 

2. 掌握表面化学基本理论及其在液体、固体、聚合物等方面的应用，为今后从事相应的表

面化工专业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绪论（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表面化工定义、特点、研究内容及应用领域。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面化工定义、特点。 

教学内容 

掌握表面化工的定义、特点、基本概念。 

第一章 表面热力学基础（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表面能，吸附类型的区别，吸附剂密度的定义，表面张力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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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吸附剂密度的定义，表面张力的测量。 

教学内容 

一、比表面与表面能 

二、表面润湿性 

三、表面吸附特性 

四、粉体表面化学性质 

五、表面电性 

六、界面热力学基础 

第二章 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表面活性的种类及其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表面活性剂分类及应用。  

教学内容 

一、 概述 

二、表面活性剂种类 

三、表面活性剂的胶束 

四、表面活性剂结构与性能关系 

五、表面活性剂的功能与应用 

第三章 乳状液和微乳液（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乳状液的性质、微乳液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微乳液的特点及分类。 

教学内容 

一、乳状液 

二、微乳液 

第四章 粉体表面改性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粉体表面改性设备，掌握表面改性剂的种类及粉体表面改性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粉体表面改性技术。  

教学内容 

一、粉体表面改性工艺方法 

二、表面改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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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面改性剂 

四、无机填料的改性 

五、颜料表面改性 

六、粉体插层改性 

七、吸附与催化材料表面改性 

八、粉体表面改性产品的检测与表征 

第五章 固体表面催化（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固体催化剂制备与成型，酸碱定义、酸碱中心的形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固体催化剂制备及酸碱中心的形成。 

教学内容 

一、催化材料的类别  

二、催化剂的制备  

三、催化剂成型 

四、催化剂表征与测试 

五、多相催化 

第六章 高表面活性材料制备（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纤维与晶须及纳米化学的定义，了解晶须与纳米微粒的制备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纤维与晶须及纳米化学的定义。 

教学内容 

一、纤维 

二、纳米化学及纳米微粒的制备 

第七章 聚合物的表面改性（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聚合物各种改性方法，掌握材料表面结构对胶接效果的影响及常用树脂胶黏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材料表面结构对胶接效果的影响及常用树脂胶黏剂。 

教学内容 

一、化学改性 

二、光化学改性 

三、表面改性剂改性 

四、力化学处理 

五、火焰处理和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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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偶联剂改性 

七、辐照改性 

八、等离子体表面改性 

九、粘接技术与胶黏剂 

十、常用树脂胶黏剂 

 

执笔人：刘娜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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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下游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生物工程下游技术/Downstream technology of bio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反应工程                               

教学参考书：刘国诠 主编.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田亚平 等编. 生化分离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张元兴，许学书 编著. 生物反应器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化学工程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近年，生物高技术在我国、在世界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于此，本课程几乎囊括了整个

生物高技术的中下游技术和 终产品的分离纯化等方面。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 

一、生物反应器及大规模细胞培养，包括了生物反应器基本理论与参数、细胞生长及代谢动力

学、生物反应器的基本类型、反应器的参数控制与优化等部分。鉴于基因工程药物的糖基化问题日

益引起生物医药界的关注，哺乳动物细胞载体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因此本课程对动物细胞的大规

模培养技术等进行了介绍。 

二、目标产品的分离和纯化，依据实际操作的流程，依次介绍了细胞破碎、膜分离技术、色谱

分离技术等。其中，对生物大分子大规模分离纯化、非线性色谱技术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

新发展信息。 

通过学习本课程，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生物工程基本理论和技术，为未来有志于从事生物化工工

作的学生提供帮助和指导。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了解当前生物工程技术发展趋势与状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生物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 

3. 使学生掌握目前实际应用的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第一章  生物反应器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细胞生长及代谢动力学，生物反应器的类型和设计，了解反应器放大、控制和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物反应器设计 

教学内容 

一、细胞生长及代谢过程动力学 

二、生物反应器的基本类型及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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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反应器的放大 

四、生物反应器的控制及优化 

第二章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和专用生物反应器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的工艺过程，了解动物细胞培养专用微载体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方法和专用反应器 

教学内容 

一、常用培养方法 

二、动物细胞培养的操作方式 

三、细胞培养过程的放大 

四、动物细胞培养生物反应器 

第三章  细胞破碎、蛋白质复性和固液分离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细胞破碎技术和固液分离方法，了解蛋白质复性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细胞破碎技术和固液分离方法 

教学内容 

一、细胞破碎 

二、蛋白质复性 

三、固液分离 

第四章  膜分离技术在生物工程中的应用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膜分离的原理，了解膜清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膜分离原理及膜产品种类 

教学内容 

一、膜分离技术的分离原理及膜产品种类 

二、浓差极化与膜污染 

三、清洗方法 

四、膜技术开发现状及产业化水平 

第五章  生物大分子的色谱分离和纯化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色谱分离的基本理论和操作工艺，了解非线性色谱及其在蛋白质分离与纯化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谱分离的基本理论和操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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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基本理论 

二、装置和操作技术 

三、色谱条件及色谱纯化工艺的 优化 

四、蛋白的色谱复性及同时纯化 

五、非线性色谱及其在蛋白质分离与纯化中的应用 

第六章  色谱分离柱填料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有机高分子和无机基质的色谱柱填料的制备方法，了解其发展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有机高分子和无机基质的色谱柱填料的制备方法 

教学内容 

一、有机高分子基质的高效液相色谱分离柱填料 

二、无机基质高效色谱填料 

第七章  径向色谱柱和电泳分离技术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电泳技术原理和应用，了解径向色谱柱的发展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泳技术原理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径向色谱柱的发展与应用 

二、电泳分离技术 

 

执笔人：魏立纲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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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安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化工安全 /chemical safety 

课程类型：专业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课程性质：任选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时数：24                        考核方式：考查  

学分数：1.5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 

教学参考书： 

蔡凤英、谈宗山等，化工安全工程，科学出版社，2001 年 2 月 

田兰、曲和鼎等，化工安全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1984 年 11 月 

张广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技术与管理，中国石化出版社，2004 年 5 月 

徐新华，化工环境工程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技术基础课，课程主要向学生传授化工环境保护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和“三废”处理的基本方法，掌握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化工污染控制技

术，掌握防火、防爆、防高温、防尘毒、防灼伤等化工安全技术，培养学生的安全及环保意

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对环境和环境保护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能在以后的化工生

产、管理、设计及研究等工作中能自觉地把化工污染控制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并能够处理

化工生产中的安全及环境污染问题。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专业素质教育、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为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供条件 

3.了解化工安全相关知识 

第一章 绪论（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生产的特点；熟悉化工事故的类型；掌握化工安全与化工生产的关系；了解化

工安全技术的前沿知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化工事故的类型及划分；化工安全与化工生产的关系；安全技术的前沿知识。 

 

教学内容 

一、安全工程概述 

二、化工生产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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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的预防 

第二章 燃烧与爆炸（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燃烧与爆炸的原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闪燃、燃烧、自燃的概念；爆炸极限及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 

一、燃烧及其特性 

二、燃烧机理 

三、燃烧速度 

四、爆炸及其特性 

第三章 防火防爆措施（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火灾发生的三要素；掌握燃烧类型及特征参数；熟悉爆炸类型；掌握爆炸极限及影

响因素；熟悉爆炸事故的控制措施；熟悉常见的灭火方法及灭火剂；了解火灾爆炸事故的案

例分析。 

教学重点与难点 

    灭火物质的选用及灭火装置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防止可燃可爆系统的形成 

二、火灾爆炸事故蔓延扩散的限制措施 

三、消防设施 

第四章 职业卫生(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毒性物质的分类；掌握毒性物质有效剂量的概念；熟悉化工生产常见毒物的中毒机

理、危害；掌握毒性物质侵入人体的途径；掌握职业中毒的技术防护措施和个人防护措施；

了解；了解生产性粉尘对人体的危害。 

教学重点与难点 

毒性物质有效剂量的概念，毒性物质侵入人体的途径，防尘防毒的对策措施。  

教学内容 

一、职业卫生与职业病概述 

二、职业中毒 

三、生产性粉尘及其对人体的危害 

四、防尘防毒的对策措施 

第五章 静电、灼伤、噪音、辐射的危害及防护（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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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噪声的物理度量、来源、危害，掌握噪声防护措施；熟悉静电产生的原因，掌握静

电的危害及防护措施；了解一些职业危害的案例。 

教学重点与难点 

声压及声压级的概念；噪声的三类控制措施；静电的防护措施。。 

教学内容 

一、静电的产生及危害  

二、静电的特性及消除 

三、灼伤 

四、噪声 

五、辐射 

第六章 机械设备安全（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机械设备产生的危害及预防措施，了解一些事故的案例分析。 

教学重点与难点 

    预防机械设备产生危害的措施。 

教学内容 

通用机械设备安全 

锅炉 

压力容器 

气瓶安全 

第七章 环境与环境保护（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环境、环境问题及环境科学，掌握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全球性环境产生

的原因、危害及控制措施，熟悉化工生产污染的类型及危害。 

教学重点与难点 

    环境、环境问题及环境科学；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的概念。 

教学内容 

环境与环境保护 

环境问题 

我国的环境保护 

四、化工对环境的污染 

第八章 化工废水处理（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废液污染的种类、特点，掌握物理法、化学法、物理化学法、生物化学法四种

废水处理技术的各种方法、原理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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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物理法、化学法、物理化学法、生物化学法四种废水处理技术。 

教学内容 

化工废水的来源及特点 

化工废水处理方法概述 

物理处理法 

化学处理法 

物化生化处理法 

第九章 化工废气污染控制（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工生产造成的大气污染的种类、特点，掌握大气污染处理技术，包括：脱硫、脱

氮和除尘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脱硫技术；脱氮技术；除尘技术。 

教学内容 

化工废气的来源、分类及特点 

除尘技术 

气态污染物的治理技术 

二氧化硫的废气处理 

氮氧化物废气的治理 

有机废气的治理 

H2S 废气的治理 

氯化氢废气的治理 

氟化物废弃的治理 

恶臭废气的治理 

十一、酸雾的治理 

第十章 化工废渣处理及资源化（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常见化工生产废渣的处理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塑料废渣的处理和利用，废催化剂及废油的处理及回收，废酸废碱处理及再资源化技术。 

教学内容 

化工废渣的来源及特点 

化工废物处理技术 

化工废物的资源化技术 

 

执笔人：魏莉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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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保护概论/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 

教学参考书：钱易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刘天齐编.环境保护.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化工行业是污染的一大来源，如何处理好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本课程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内

容：1、当今世界上三大污染：大气环境污染、水环境污染、固体废弃物的定义、污染的危

害、造成污染的原因和相关治理方法；2、简单介绍了全球环境问题的起因、危害及防治手

段；3、清洁生产的定义、原理、清洁生产审核内容以及清洁生产的途径；4、可持续发展理

论的内容及实施途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环境污染的原因； 

2.掌握环境污染治理方法以及清洁生产的审核内容、途径； 

3.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环境与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概念，了解环境科学与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环境污染的概念、当今世界主要的环境问题、化工行业对环境的污染 

教学内容 

一、环境与环境科学 

二、环境问题 

三、化工行业对环境的污染 

四、环境保护进展 

第二章  大气环境及其保护（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大气污染定义、成因、分类以及相关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了解大气污染的类型、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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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的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气污染的定义；伦敦型大气污染、洛杉矶型大气污染的成因、危害及相关反应机理。 

教学内容 

一、大气的结构与组成 

二、主要大气污染物及其来源 

三、大气污染的类型 

四、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第三章  水环境保护（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水污染的定义、分类、危害及主要的水污染物、水污染指标；了解化工废水特点、

水污染处理方法，理解典型废水处理流程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水污染的定义；主要的水污染物及水污染指标；水污染的化学、物化及生化处理方法；

典型废水处理流程。 

教学内容 

一、水体的污染及自净 

二、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及危害 

三、水污染的处理原则及废水处理分类 

四、污水物理及化学处理法 

五、污水物化处理法 

六、污水生化处理法 

七、污水处理实例 

第四章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处置（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水污染的定义、分类、危害及主要的水污染物、水污染指标；了解化工废水特点、

水污染处理方法，理解典型废水处理流程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水污染的定义；主要的水污染物及水污染指标；水污染的化学、物化及生化处理方法；

典型废水处理流程。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固体废物的处理和综合利用 

第五章  全球环境问题（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的定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理解温室效应及臭氧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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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机理，了解全球环境问题将带来的危害。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的定义；臭氧层破坏的机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授课，授课中穿插教育短片。 

教学内容 

一、全球变暖 

二、酸雨 

三、臭氧层破坏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六章 环境规划与管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的概念，了解环境管理的基本手段、基本职能以及环境规划的

类型与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的概念。 

教学内容 

一、环境管理 

二、环境规划 

 

执笔人：  刘娜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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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化工产品设计/Chemical Product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反应工程                               

教学参考书：Cussler E. J.、Moggridge G. D. 著，刘铮、余立新等译. 化学产品设计. 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3 年 

郑穹编著. 化工过程开发及工艺设计基础.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化学工程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化学工业是提供满足人类衣食住行所必需的基本和特殊化学产品的基础产业部门。伴随着人类

社会进入 21 世纪，知识经济及全球化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的格局及工业运行的方式。 

根据分析近年化学工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公司运行机制和学生就业分布等方面的变迁的基础上，

提出了由 4 步组成的产品设计过程：1）确定消费者的需求及将需求转化为产品规格；2）描述产生

和筛选解决方案的方法；3）是选择 好的方案用于商品开发；4）设计生产过程和经济学评估。 

该课程选择了众多案例来展现产品设计各步骤地基本原理和方法，并综合应用科学、技术、经

济与人文方面的知识来进行综合分析。 后简要地介绍了产品设计过程所涉及的经济学知识。化工

产品设计通过将化学工程学科的已有道德完备的知识应用于化学工业的新挑战中，为化学工程教育

提供了一个与工业共享进步的机会。学习本课程，有助于化工专业学生掌握产品开发的相关知识，

提高对于社会需求的洞察力以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了解当前化学工业发展趋势与状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化学产品设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3. 使学生掌握产品设计过程所涉及的经济学知识 

第一章  化学产品设计导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化学产品设计的重要性，掌握产品设计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产品设计和过程设计的特点和区别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化学产品设计 

1. 什么是化学产品设计 

2. 化学产品设计的重要性  

二、产品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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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运作机制的变迁 

2. 产品设计过程 

第二章  需求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充分理解需求是化学产品设计的基本要求，熟悉用户调查的基本方法。能运用所有知识降用户需

求转化为产品规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将用户需求转化为产品规格 

教学内容 

一、用户需求 

1. 用户调查 

2. 诠释用户需求 

二、消费品 

1. 用户评估 

2. 用户评估与仪器测定的对照 

三、将需求转化为产品规格 

四、修订产品规格 

第三章  方案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方案的获取途径，并将各种方案加以整理，从中选出备选方案。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方案的获取途径 

教学内容 

一、从不同人群获取方案 

1. 方案的来源 

2. 方案的收集 

3. 解决问题的风格 

4. 未加分类的原始方案的例子 

二、从化学途径获取方案 

1. 天然产品筛选 

2. 随机分子组装 

3. 组合化学 

三、方案的整理 

1. 启动 

2. “素材将告诉你如何做” 

四、方案的筛选 

1. 方案筛选策略 

2. 改进方案筛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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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择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使用热力学知识和动力学知识对方案进行选择，并能对产品选择中的风险进行评估。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使用热力学知识和动力学知识对方案进行选择。 

教学内容 

一、使用热力学知识进行选择 

1. 成分替代 

2. 消费化学品中的成分替代 

3. 成分改进 

二、使用动力学知识进行选择 

1. 化学动力学 

2. 传热与传质系数 

三、客观性较弱的判据 

1. 何时进行主观判断 

2. 如何进行主观判断 

3. 为什么要使用选择矩阵 

四、产品选择中的风险 

1. 风险评价 

2. 风险管理 

第五章  产品生产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专利的申请步骤，掌握产品 终规格的确定。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产品 终规格的确定。 

教学内容 

一、知识产权  

1. 专利和商业秘密 

2. 什么可以申请专利 

3. 专利的必要条件 

二、提供尚缺的信息 

三、产品的 终规格 

1. 产品结构 

2. 产品的核心性能 

3. 化学启动器 

四、微观结构产品 

1. 热力学 

2. 胶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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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变学与混合 

五、装置的生产 

1. 热力学 

2. 酶动力学 

第六章  特种化学品生产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产品由实验室阶段向工业阶段转化的过程，理解几种典型化学品的工业放大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产品由实验室阶段向工业阶段转化的过程。 

教学内容 

一、走向生产的第一步  

1. 实验室结果的延伸 

2. 反应的工程化 

二、分离 

1. 分离过程的经验法则 

2. 常用的分离过程 

3. 萃取 

4. 吸附 

5. 结晶 

三、特种化学品生产的放大 

1. 反应器放大 

2. 分离过程放大 

第七章  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产品设计与过程设计的区别，能对过程经济学进行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产品设计与过程设计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产品设计与过程设计 

1. 大宗化学品 

2. 特种化学产品 

二、过程经济学 

1. 过程设计的层次 

2. 经济前景分析 

3. 资本需求 

三、产品的经济学 

1. 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现金流量 

2. 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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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首入的时间 

 

执笔人：魏立纲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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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外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专业外语/Professional Foreign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察 

预修课程：热量传递，化工原理                               

教学参考书：胡鸣编.化学工程与工业专业英语.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3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主要通过构词法分析和句型分析，帮助学生由基础英语学习逐渐过渡到科技英语学习当

中，了解科技英语的特点，掌握化学化工常用英语词汇，基本语法结构特点。在有一定专业词汇的

基础上，进行原版英文资料的讲解和阅读，包括化学过程工业概述、化学工艺学简述、化学工程的

主要领域和化工前沿知识。深度和难度均加大，主要对长、难例句进行分析，真正而全面地提高阅

读能力。 

学生通过学习与专业相关的英语知识后，能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为毕业论文（设计）或今

后从事专业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能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有意识地利用所学知识，通过阅读 新

的专业英语文献，能跟踪学科的发展动态，同时能与外国专家进行交流，为从事创新性的工作打下

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专业词汇； 

2.提高阅读能力； 

3.认识专业外语表达方法，能熟练翻译相关科技语言。 

第一章  科技英语的概况及构词方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掌握化工专业词汇构词方法。掌握科技英语的语言特点，句子特点

和基本翻译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工专业词汇构词方法 

教学内容 

一、科技英语的概况      

二、科技英语的构词方法  

第二章  第一单元  Chemical Industry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专业英语文献的讲解，让学生基本掌握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掌握科技英语的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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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特点和基本翻译技巧。能通过翻译专业英语文献，了解专业文献中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的特点和构成 

教学内容 

    一、Chemical Industry（1）  

二、Chemical Industry（2）  

第三章  第二单元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具体专业英语文献的讲解，让学生基本掌握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掌握科技英语的语言

特点，句子特点和基本翻译技巧。能通过翻译专业英语文献，了解专业文献中的主要内容。加深对

专业词汇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的主要内容， 熟悉专业英语的句型和专业词汇。 

教学内容 

    一、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  

二、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   

第四章  第三单元 Typical Activities of Chemical Engineers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具体专业英语文章的讲解，让学生基本掌握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掌握科技英语的语言

特点，句子特点和基本翻译技巧。能通过翻译专业英语文献，了解专业文献中的主要内容。加深对

专业词汇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初步翻译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 熟悉专业英语的句型和专业词汇 

教学内容 

    一、Typical Activities of Chemical Engineers（1）  

二、Typical Activities of Chemical Engineers（2）  

第五章  第四单元 Material Science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具体专业英语文章的讲解，让学生基本掌握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掌握科技英语的语言

特点，句子特点和基本翻译技巧。在准确理解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通顺的中

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较通顺的翻译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 熟悉专业英语的句型和专业词汇。 

教学内容 

    一、Material Science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1）   

二、Material Science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2）  

第六章  第五单元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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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具体专业英语文章的讲解，让学生基本掌握科技英语的学习方法。掌握科技英语的语言

特点，句子特点和基本翻译技巧。在准确理解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通顺的中

文。并能撰写简单的英文专业论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翻译本专业的科技英语文章，并撰写简单的专业论文。 

教学内容 

    一、Chemical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1）  

二、Chemical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2）  

 

执笔人：翟尚儒                                    审核人：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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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工程专业导论(Introduction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课程类别：通识课程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1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论文/大作业 

预修课程： 无                              

教学参考书：杨志峰,刘静玲主编.环境科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何强,井文勇,王翊亭主编.环境学导论（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 

 

课程简介：（150～500 字） 

    环境工程专业导论是一门对环境工程专业内容全面介绍和对基础理论及基础工程知识概况介绍

的课程。它是培养环境工程专业技术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初步掌握环境的基本概念和环境工程的基本原理，了解环境工程专业要学些什么内容，做些什

么事情，肩负什么重任。为环境工程专业水污染原理和控制；大气污染原理和控制；固体废物处理

处置和物理环境污染控制等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环境工程专业基础知识与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的基本原理 

2.培养学生对从事环境工程专业的兴趣和社会责任心 

第一章  环境学基本原理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环境与环境问题的有关概念；熟悉环境问题的分类、环境规律；了解环境学的研究内

容与任务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容：环境与环境问题的有关概念。 

难点内容：各种环境规律 

教学内容 

一、环境 

二、人与环境的和谐 

三、环境规律 

四、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基本任务 

第二章  水环境污染与控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天然水的组成及性质、水体污染和重要污染物，了解水资源与水污染的基本情况，水

污染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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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容：水体污染、水污染的基本情况 

    难点内容：水污染控制方法 

教学内容 

一、地球上的水 

二、水资源 

三、水污染 

四、水污染控制 

第三章  大气环境污染与控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大气污染的概念，熟悉大气污染物的性质与危害；了解大气的结构、大气污染物在环

境中的迁移、转化与扩散及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全球性大气污染问题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容：大气污染、大气的组成与结构 

    难点内容：大气污染控制方法，全球性大气污染问题 

教学内容 

    一、大气概述 

    二、大气污染 

    三、大气污染控制 

    四、全球大气环境变化 

第四章  固体废物污染及物理环境污染与防治（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土壤环境污染和自净，固体废物环境污染与处理处置原理，了解环境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的学习方法和控制技术。掌握声、光、热、辐射、电磁污等基本含义，了解物理环境污染控制技

术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容：环境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方法，物理环境污染的基本概念。 

    难点内容：环境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原理。 

教学内容 

    一、土壤污染和自净 

    二、固体废物污染与防治 

    三、物理环境污染与防治  

第五章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环境经济、清洁生产的概念；熟悉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了解清洁生产、清洁生 

产的由来与过程、实施要点。 

了解污染控制的技术政策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学习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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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容：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有关概念。 

    难点内容：可持续发展。 

教学内容 

     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二、清洁生产基本概念 

     三、环境保护法规和技术政策 

执笔人：马红超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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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与阅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文献检索与阅读/Searches and Readings of Literature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16        其中：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周之荣编.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柴雅凌主编.网络文献检索.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文献检索与阅读主要是研究各种文献的检索方法。文献检索是获得知识、情报和信息的必要手

段。由于文献是目前信息的主要载体，而信息检索也是通过文献检索实现的。文献检索有利于掌握

文献资料，缩短查找文献所花费的时间。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学习，掌握文献检索的方法都是十分

必要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课是对发挥学生智能、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很有帮助的一门课程。

学生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情报检索的知识和方法，学生不仅能找到所需要的资料，而且

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有助于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锻炼和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学习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对形成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增强学生的情报意识都很有好处，

这有利于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果，情报检索课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是获取其他

有用信息、形成合理知识结构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了解当前科技信息传播与收集的发展趋势与状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本专业科技文献的基本查阅方式与相关经典数据库 

3. 使学生具有实际科技信息与文献的查阅技能（包括网络与传统纸质图书） 

第一章  轻工信息检索概论（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信息检索的定义、信息源的类型及文献类期刊概述、文献检索

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难点：信息检索的内涵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信息检索、为什么要学习信息检索 

1.信息检索的定义 

2.为什么要学习信息检索 

二、信息源的类型及文献类期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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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源的类型 

2.文摘类期刊的结构和组织方式 

3.指导性文摘（报导性）与指示性文摘 

三、信息检索系统和信息检索语言 

1.信息检索系统 

2. 信息检索语言 

四、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1.一般方法 

2.文献检索的一般步骤 

第二章  我国的检索工具体系（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检索工具体系、检索工具、中文检索工具的结构及

编排。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中文文献的检索 

难点：中文文献检索方式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发展过程 

2.优点 

3.发展动态 

二、我国检索工具体系简介 

三、我国轻工业文献检索工具简介 

1.《全国报刊索引》 

2.《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 

3.《中国化学化工文摘》 

4.《食品文摘》 

5.《精细化工石油文摘》 

6.《环境科学文摘》 

四、中文检索工具的结构及编排 

1.文摘著录格式 

2.目录著录形式 

3.辅助索引著录格式 

五、数据库光盘检索系统 

第三章  美国工程索引（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美国工程索引的结构与内容，学会其检索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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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美国工程索引的检索方法与步骤 

难点：检索方法的综合运用 

教学内容 

一、概况 

1.报道范围 

2.出版形式与类型 

二、Ei 的印刷版 

1.文摘部分 

2.索引系统 

3.附表 

4.检索实例 

第四章  美国《化学文摘》（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美国《化学文摘》的结构与内容，学会其检索方法与步

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美国《化学文摘》的检索方法与步骤 

难点：检索途径的综合运用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概况 

2.特点 

二、著录格式与索引系统 

1.著录格式 

2.索引系统 

三、检索途径与检索实例 

1.检索途径 

2.检索实例 

第五章  常用的特种文献检索和参考工具书（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常用的特种文献和参考工具书的基本知识，掌握特种文献的检

索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印刷版中国专利及其检索 

难点：专利检索方法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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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的基本知识 

2.印刷版中国专利及其检索 

3.《中国专利文献数据库》及其检索 

二、标准文献及其检索 

三、词典（辞典） 

1.专业性轻工业词典 

2.轻工业常用的综合性词典 

第六章  计算机及 Internet 信息检索（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计算机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 

难点：Internet 信息检索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信息检索概述 

1.计算机信息检索的发展 

2.计算机信息检索的特点 

二、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 

1.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组成 

2.计算机信息检索技术 

3.联机信息检索 

4.光盘信息检索 

三、Internet 信息检索 

1.Internet 概述 

2.WWW 检索工具及其查询方式 

3.Internet 上的网络数据库及学术资源 

第七章  文献的利用和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0.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学术论文的基本知识，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程序与基本格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学术论文的写作程序与基本格式 

难点：学术论文的写作 

教学内容 

一、学术论文的类型及特点 

1.学术论文的类型 

2.学术论文的共同点 

二、学术论文的写作程序与基本格式 

1.学术论文的写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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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执笔人：马红超                                        审核人：董晓丽 



 

- 311 - 

《生物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生物化学/BIOCHEMISTR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David Hames 等主编 生物化学（第三版）中文导读版. 科学出版社. 2009.08 

王镜言、朱圣庚、徐长法主编.生物化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生物化学是运用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命物质的边缘学科。其任务主要是了解生物的化学组

成、结构及生命过程中各种化学变化。本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任务主要

是使学生们能了解生物化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化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应用化学的观点和理论来讨论

生命过程中的化学问题，理解并掌握组成生物有机体的组成、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生物

物质在体内的代谢规律及遗传信息的表达与调控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构成生物体的各类化学物质的结构、性质、功能、代谢方面的基

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概念有全面、系统的认识，掌握生物化学中有关的基本原理，具备从事同

生物化学有关的科学活动的初步能力，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2.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扩展，为将来适应所在学科的发展作必要准备。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生物化学所需的生物学相关背景、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原核生物、真核生物细胞结构 

教学内容 

A1 原核生物细胞结构 

A2 真核生物细胞结构 

A3 细胞骨架和分子马达 

A4 生物成像 

A5 细胞组分的分级分离 

第二章 氨基酸与蛋白质（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氨基酸的分类，20 种氨基酸的名称、结构、简写符号，酸碱性质。蛋白质的组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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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大小，掌握肽和肽键的结构、肽的理化性质及蛋白质一级结构的测定方法。掌握维持蛋白质空

间构象的作用力，掌握蛋白质分子结构的概念和层次，熟悉蛋白质的变性和复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蛋白质的结构，包括蛋白质的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结构的概念，各自的代表类型以及氧合

曲线，Bohr 效应，变构效应。 

教学内容 

一、氨基酸 

二、蛋白质的结构 

三、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 

四、胶原蛋白 

五、蛋白质的纯化 

六、蛋白质的电泳 

第三章 酶（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掌握掌握酶的概念、化学本质与组成，酶促反应的特点和核酶的概念。了解酶促化学动 

力学基础，反应速率及其测定方法。掌握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及酶的抑制作用。熟悉酶浓度、

底物浓度、温度、pH、激活剂对酶促反应的影响酶的动力学以及酶活性的调控。酶的活性中心，必

需基团的分类及影响酶催化效率的有关因素；了解酶催化反应的有关实例；熟练掌握酶活性的调节

控制。识记不可逆抑制，可逆性抑制，竞争性抑制，非竞争性抑制，反竞争性抑制等概念；领会米-

门氏方程，Km 与 Vmax 值的意义及抑制剂对酶促反应的影响；能分析并掌握不可逆抑制的作用，

可逆性抑制(竞争性抑制、非竞争性抑制、反竞争性抑制)的动力学特征及其生理学意义；能较好掌握

一些重要的抑制剂的作用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酶的动力学、酶的专一性以及酶活性的调控。包括米氏方程、锁钥学说、诱导契合学说、以及

各种抑制剂对酶活性的不同的调控作用和相关机理。 

教学内容 

一、酶学导论 

二、热力学 

三、酶促反应动力学 

四、酶的抑制作用 

五、酶活性的调节 

第四章 核酸（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核酸的结构和功能。掌握常见核苷酸的结构、符号和性质。核酸分子中核苷酸的连接方式、

键的方向性，核酸的一级结构及其表示法。理解 DNA 的二级结构的特点。掌握 RNA 的种类与功能，

信使 RNA 和转运 RNA 的结构特点，tRNA 二级结构的特点与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DNA 和 RNA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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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核苷酸 

二、DNA 的结构 

三、RNA 的结构  

四、遗传密码 

第五章 糖代谢（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糖的分解、合成代谢的基本过程。包括熟练掌握糖酵解的概念，糖酵解途径的基本反应过

程、限速酶、ATP 生成、作用部位及生理意义；掌握糖酵解调控；丙酮酸氧化脱羧及三羧酸循环的

基本反应过程、限速酶、ATP 生成、作用部位及生理意义。熟悉糖的有氧氧化的调控；了解柠檬酸

循环的发现历史。掌握磷酸戊糖途径的生理意义，NADPH 的功能及糖异生的概念、限速酶及其催化

的反应和生理意义；熟悉磷酸戊糖途径的主要反应过程，调节和糖异生途径的调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 

糖酵解、柠檬酸循环的具体过程以及糖代谢的调控。 

教学内容 

一、糖酵解 

二、柠檬酸循环 

三、糖异生作用 

四、磷酸戊糖途径 

第六章 脂代谢（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脂肪酸的分解、合成代谢途径。包括掌握脂肪动员和脂肪酸的β－氧化的概念及过程。掌

握脂肪酸氧化过程中能量的计算。掌握酮体的概念，酮体的生成和利用的部位、酮体生成的生理意

义。掌握脂肪酸代谢的调节；掌握脂肪酸的合成部位和过程，熟悉脂肪酸合成酶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脂肪酸的分解 

教学内容 

一、脂肪酸的结构与作用 

二、脂肪酸的分解代谢 

三、脂肪酸的合成代谢 

第七章 呼吸和能量（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包括掌握生物氧化，呼吸链，氧化磷酸化的概念及生理意义。

熟练掌握线粒体的两条呼吸链——NADH 氧化呼吸链和琥珀酸氧化呼吸链的组成成分和排列顺序。理

解化学渗透假说，ATP 合酶的结构，ATP 合成的机制和胞液中 NADH 氧化的两种转运机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的过程，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和抑制剂的作用部位及作用机制；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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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糖的有氧氧化的产能状况。 

教学内容 

一、电子传递链 

二、氧化磷酸化 

执笔人：薛芒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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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化学/Environment Chemist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 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戴树桂主编.环境化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主要介绍大气、水、土壤中主要污染物及其迁移转化规律，介绍污染物质与生物机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有毒有机污染物质生物转化的类型以及典型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转归与效应。重点讲

解重要污染物参与光化学烟雾和硫酸型烟雾的形成过程和机理；使学生了解酸雨、温室效应以及臭

氧层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掌握大气中主要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光化学烟雾、硫酸型烟雾、酸雨、温

室效应以及臭氧层破坏等形成过程和机理。使学生掌握有关环境化学的基本知识，掌握有害化学物

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的化学原理和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环境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2. 为后续的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3. 使学生掌握有害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的化学原理和方法，

使学生具备了利用环境化学原理分析、解决环境科学与工程中相关问题的能力和理论基础。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环境化学的任务、内容和特点以及发展动向；了解环境污染物的类别及主要的化学污染物；

掌握污染物在环境各圈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化学的任务、内容和特点、环境污染物的类别以及主要的化学污染物。 

教学内容 

一、环境化学  

二、环境污染物及迁移转化规律 

第二章  大气环境化学(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大气结构，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及其迁移，主要的大气污染化学问题及其形成的机制；

要求掌握光化学烟雾、硫酸型烟雾酸雨、温室效应以及臭氧层破坏等全球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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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及其迁移转化，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气体参与光化学烟雾和硫酸型烟雾的

形成过程和机理，酸雨、温室效应以及臭氧层破坏等全球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 

教学内容 

一、大气的组成及其主要污染物 

二、大气中污染物的迁移  

三、大气中污染物的转化 

1. 光化学反应基础 

2. 大气中重要自由基的来源 

3. 氮氧化物的转化 

4. 碳氢化合物的转化 

5. 光化学烟雾 

6. 硫氧化物的转化及硫酸型烟雾 

7. 酸性降水 

8. 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 

四、大气颗粒物 

第三章  水环境化学（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天然水的基本特征，水中重要污染物存在形态及分布，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的基本原理。要求了解天然水的基本性质，掌握无机污染物在水体中进行沉淀一溶解、氧化一还原、

配合作用、吸附一解吸、絮凝一沉降等迁移转化过程的基本原理，并运用所学原理计算水体中金属

存在形态，确定各类化合物溶解度，以及天然水中各类污染物的 pE 计算。了解颗粒物在水环境中聚

集和吸附一解吸的基本原理，掌握有机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过程以及分配、挥发、水解、光

解和生物降解等迁移转化过程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无机物及有机物的各种迁移转化过程。 

教学内容 

一、天然水的基本特征及污染物的存在形态 

二、水中无机物的迁移转化 

1. 颗粒物与水之间的迁移 

2. 水中颗粒物的聚集 

3. 溶解和沉淀 

4. 氧化作用 

5. 配合作用 

三、水中有机物的迁移转化 

1. 分配作用 

2. 挥发作用 

3. 水解作用 

4. 光解作用 

5. 生物降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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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壤环境化学（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土壤的组成与性质；要求了解土壤的组成与性质，土壤的粒级与质地分组特性；掌握

土壤的吸附、酸碱和氧化还原特性。了解污染物在土壤一植物体系中迁移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作用

机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土壤的酸碱性与缓冲性以及土壤中农药的迁移。 

教学内容 

一、土壤的组成与性质 

1. 土壤的组成 

2. 土壤的粒级分组和质地分组 

3. 土壤吸附性 

4. 土壤酸碱性 

5. 土壤的氧化还原性 

二、污染物在土壤-植物体系的迁移 

三、土壤中农药的迁移转化 

1. 土壤中农药的迁移 

2. 非离子型农药与土壤有机质的作用 

3. 典型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 

第五章 生物体内污染物质的运动过程及毒性（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污染物质与生物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求掌握污染物质的生物富集、放大和积累；耗

氧和有毒有机污染物质的微生物降解；若干元素的微生物转化；微生物对污染物质的转化速率；毒

物的毒性、联合作用和数突变、致癌及抑制酶活性等作用。要求了解有关重要辅酶的功能；有毒有

机污染物质生物转化的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耗氧和有毒有机污染物质的微生物降解；若干元素的微生物转化；微生物对污染物质的转化速

率；有关重要辅酶的功能；有毒有机污染物质生物转化的类型。 

教学内容 

一、污染物在体内的运转  

二、污染物质的生物富积、放大和积累 

三、污染物质的生物转化 

1. 生物转化中的酶 

2. 若干重要辅酶的功能 

3. 生物氧化中的氢传递反应 

4. 耗氧有机污染物质的微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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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毒有机污染物质生物转化类型 

6. 有毒有机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 

7. 氮及硫的微生物转化 

8. 金属元素的微生物转化 

9. 污染物质的生物转化速率 

四、污染物质的毒性 

第六章 典型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转归与效应（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了重金属汞、准金属砷和有机卤代物、多环芳烃、表面活性剂等有机污染物在各圈层中

的转归与效应。要求了解这些典型污染物的来源、用途和基本性质，掌握它们在环境中的基本转化、

归趋规律与效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金属汞、准金属砷和有机卤代物、多环芳烃、表面活性剂等有机污染物在各圈层中的转归与

效应。 

教学内容 

一、重金属元素   

二、有机化合物 

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2. 有机卤化物 

3. 多环芳烃 

4. 表面活性剂 

执笔人：董晓丽                                 审核人：张秀芳 

 



 

- 319 - 

《环境工程微生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工程微生物/Micro-biolog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周群英、王士芬编著.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马放，任南琪，杨基先编.污染控制微生物学实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多媒体授课以及对国内外 新技术的了解，使同学们掌握微生物的分类及细胞结构；各类

微生物的一般形态结构特点；与环境工程有关的细菌、放线菌、蓝绿细菌、真核微生物等几大类生

物；微生物的特殊形态结构和病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营养结构与营养类型；代谢与呼吸作用；

环境温度、溶解氧、有毒有害物质、辐射等对微生物的影响；酶的基本概念；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关

系；遗传与变异的基本概念；基因工程在环境中的应用以及对有害微生物的检验与控制等内容以及

相关的实验基本理论和操作，为将来的生产、科研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环境工程微生物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2.为后续的环境工程专业实验以及水污染控制工程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3.使学生能够利用微生物学原理分析解决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机理问题。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有关基本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微生物的概念和范畴。 

难点：微生物的范畴。 

教学内容 

一、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研究对象及任务 

二、微生物概述及发展简史 

第二章  非细胞微生物—病毒（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病毒的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掌握病毒的基本结构，病毒的致死因素等

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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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病毒的结构和繁殖过程。 

难点：病毒的命名及去除原理。 

教学内容 

一、病毒的特点和分类 

二、病毒的形态、化学组成和结构 

三、病毒的繁殖 

四、病毒的测定与培养 

五、病毒对物理、化学因素的抵抗力及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去除效果 

六、病毒的危害、对策与应用 

第三章   原核微生物（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古菌中的甲烷菌、以及防线菌、蓝细菌等，掌握细菌的形态、

大小、细胞结构、培养特性和理化性质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细菌的有关知识。 

难点：甲烷菌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细菌 

1.细菌的个体形态与大小 

2.细菌的细胞结构 

3.细菌的培养特征 

4.细菌的物理化学性质 

二、其他原核微生物 

1.古菌 

2.蓝细菌 

3.放线菌 

4.其他原核微生物 

第四章  真核微生物（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原生动物、微型后生动物藻类等的微生物学的有关基本知识，掌

握在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重点和难点 

重点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的有关微生物学基本知识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原生动物和微型后生动物 

1.原生动物的一般特征 

2.原生动物的分类及各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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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生动物的胞囊 

4.微型后生动物 

二、其他真核微生物 

1.藻类 

2.真菌 

第五章   微生物的生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微生物的产能代谢与合成代谢，并掌握微生物的酶的组成、结

构及在微生物生存过程中的功能，微生物生存所需要的条件。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有关酶的基本知识和微生物的营养。 

难点：产能代谢和合成代谢。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的酶 

1.酶的概念及作用特征 

2.酶的分类与命名 

3.酶的化学组成 

4.酶促反应动力学 

二、微生物的营养 

1.微生物的化学组成 

2.微生物的营养物及营养类型 

3.碳氮磷比 

4.微生物的培养基 

5.培养基的类别 

6.营养物质进入微生物细胞的方式 

三、微生物的产能代谢 

1.产能代谢与呼吸作用的关系 

2.产能代谢与呼吸类型 

3.微生物的发光现象 

四、微生物的合成代谢 

1.产甲烷菌的合成代谢 

2.化能自氧型微生物的合成代谢 

3.异养型微生物的合成代谢 

第六章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生存因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微生物生长繁殖的规律和生存所需条件，掌握有关的实际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细菌生长繁殖规律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指导意义，生存条件及其在实际中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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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微生物生长量的测定方法。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1.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概念 

2.研究微生物生长的方法 

3.微生物生长量的测定方法 

二、微生物的生存因子 

1.温度 

2.pH 

3.氧化还原电位  

4.溶解氧 

5.太阳辐射 

三、其他不利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的影响 

1.紫外辐射和电离辐射对微生物的影响 

2.超声波对微生物的影响 

3.其他极端条件对微生物的影响 

第七章  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在污染控制

中的实际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遗传和变异的基本知识在污染控制中的实际意义。 

难点：遗传理论。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的遗传 

1.遗传和变异的物质基础 

2.DNA 的结构与复制 

3.RNA 

4. 微生物生长与蛋白质合成 

二、微生物的变异 

1.变异的实质----基因突变 

2.突变的类型 

3.变异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三、基因重组及遗传工程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1.杂交 

2.转化 

3.遗传工程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4.基因工程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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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水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的生态工程及微生物学原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并掌握好氧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群落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厌氧环境条件下微生物群落组

成情况，丝状菌膨胀的微生物学原理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控制丝状菌膨胀的方法，厌氧活性污泥

的特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好氧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群落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厌氧活性污泥的特点及微生物组成。 

难点：丝状菌膨胀的微生物学原理及其控制方法。 

教学内容 

一、污水生物处理中的生态系统 

1.好氧活性污泥法 

2.好氧生物膜法 

二、活性污泥丝状膨胀及控制对策 

1.活性污泥丝状膨胀的成因 

三、厌氧环境中活性污泥和生物膜的微生物群落 

1.厌氧消化—甲烷发酵 

2.光合细菌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 

3.含硫酸盐废水的厌氧微生物处理 

第九章  污水深度处理和微污染源水预处理中的微生物学原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污水深度处理和微污染源水预处理的目的和意义，掌握其中的

微生物学原理。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污水深度处理和微污染源水预处理的微生物学原理。 

难点：污水深度处理和微污染源水预处理的目的和意义，掌握其中的微生物学原理。 

教学内容 

一、污水深度处理脱氮、除磷与微生物学原理 

1.水体富营养化 

2.微生物脱氮原理及其微生物 

3.微生物除磷原理及其微生物 

二、微污染水源水预处理中的微生物学问题 

1.微污染水源水预处理的目的和意义 

2.水源水污染源和污染物 

3.微污染水源水微生物预处理及微生物群落 

第十章  微生物学新技术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当前微生物学新技术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情况。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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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酶制剂剂型，固定化技术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难点：固定化技术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固定化技术和固定化微生物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1.微生物在载体表面的固定机理 

2.生物膜载体的选择 

3.固定化微生物的固定化方法 

4.固定化技术和固定化微生物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 

二、微生物细胞外多聚物的开发与应用 

1.生物表面活性剂和生物乳化剂的开发与应用 

2.微生物自身絮凝和沉淀作用 

3.微生物絮凝剂和沉淀剂的开发与应用 

第十一章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及仪器，为专业

实验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微生物学试验的基本方法及水样的采集 

难点：水生细菌的鉴定及废水处理中的微生物的测定 

教学内容 

一、环境工程微生物实验的基本方法 

1.实验室的设置及主要仪器 

2.玻璃器皿的洗涤和灭菌 

3.培养基的配置及灭菌 

4.水样采集的准备工作 

5.水样的采集、保存和运送 

二、水生细菌的计数及鉴定 

1.细菌计数的方法 

2.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数的测定 

3.细菌的分离与纯化 

4.细菌特征的观察及生理生化反应 

三、废水处理中相关微生物实验 

1.厌氧菌的测定 

2.放线菌、真菌及微型动物的测定及观察 

3.废水处理中活性污泥的培养与驯化 

执笔人：张新欣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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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仪器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仪器分析/Environmental Instrument Analysi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大学物理 

教学参考书：钱沙华、韦进宝编.《环境仪器分析》（第二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06 

朱明华编.《仪器分析》（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及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重点介绍环境分析及监测中常用的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技术、特点及应用（重

点是在环境分析和监测中的应用），具体内容包括： 光学分析法导论、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原子吸

收光谱分析、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红外吸收光谱法、气相色谱分析、电化学分析等；及这些现代

分析仪器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具体应用，为研究污染物的组成、结构、形态、分布、含量及其迁移

转化规律，进行在线、实时分析等提供理论和方法，是从事环境科学事业必不可少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环境仪器分析》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现代环境仪器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为今后从事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研究，打下较扎实的现代环境仪器分析知识基础。 

2.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及基本的科研素质，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参加科研、生产以及升学深造奠定必需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基本概念,了解光学分析法的分类. 

教学重点与难点 

物质欲电磁辐射相互作用产生的效应，光学分析法的分类。 

教学内容 

一、光的基本性质 

二、电磁波谱 

三、光学分析法 

1.物质发射电磁辐射 

2.物质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产生的效应 

四、光学分析法的分类 

第二章  紫外吸收光谱分析（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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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基本概念,了解紫外吸收光谱仪器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分子光谱的基本原理，有机化合物的吸收光谱和紫外分光光度法的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一、分子吸收光谱 

1.分子的特征能级 

2.基态与激发态 

3.电子跃迁 

二、有机化合物吸收光谱 

1.价电子种类 

2.跃迁类型 

3.光谱与分子结构 

三、紫外光谱的应用 

1.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定性分析 

3.定量分析 

第三章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基本概念,了解红外吸收光谱分析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红外吸收光谱的基本原理，有机化合物的定性分析。 

教学内容 

一、基本原理 

1.双原子分子振动 

2.多原子分子振动 

3.分子产生红外吸收的条件 

4.基团频率及其影响因素 

二、红外吸收光谱法的应用 

1.有机化合物的定性及结构分析 

2.定量分析 

三、红外光谱仪 

1.色散型红外光谱仪 

2.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四、试样的制备 

1.气体样品 

2.液体样品 

3.固体样品 

第四章  气相色谱分析法（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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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基本概念,了解气相色谱仪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气象色谱的两大基本理论：塔板理论和速率理论，气象色谱各种检测器的原理、气象色谱的定

性、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气相色谱分析的进展 

2.分析方法的特点 

3.测试流程 

4.基本概念与术语 

5.分析依据 

二、气相色谱的基本理论 

1.基本原理 

2.塔板理论 

3.速率理论 

三、气象色谱仪 

1.气象色谱仪的流程图 

2.主要组成部分 

载气系统 

分离系统 

检测系统色谱工作站 

四、气象色谱固定相 

1.固体吸附剂 

2.有机聚合高分子微球 

3.液体固定相 

4.分辨率及操作条件的选择 

五、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 

1.定性分析方法 

2.定量分析方法 

第五章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原子发射光谱法的基本原理、基本仪器，以及光谱定性、半定量及定量分析的方法和

应用。要求学生掌握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原子发射光谱仪的结构和类型，熟悉原子发射

光谱分析方法，了解原子发射光谱法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难点：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半定量及定量分析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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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子发射光谱仪 

三、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四、原子发射光谱法的应用 

第六章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基本原理、基本仪器装置、光谱定量分析方法和应用。要求学生掌握原

子吸收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类型和光谱定量分析方法，了解原子吸收谱分析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基本原理、基本仪器装置；难点：原子吸收光谱定量分析方法 

教学内容 

一、基本原理 

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三、原子吸收分析中的干扰及消除 

四、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方法 

五、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应用 

第七章  电导分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各种电化学分析法进行概括介绍,详细讲解电导分析的基本原理，使学生了解电导分析的应

用，掌握电导分析的基本原理，了解电导分析方法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导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仪器装置；难点：电导分析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电化学分析法概述 

二、电导分析的基本原理 

三、电导分析及应用 

第八章  电位分析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原电池、电解池、电极的种类及构造、电极响应机理以及应用等问题。要求学生掌握电位

分析基本原理、离子选择性电极与膜电位，熟悉离子选择性电极的性能参数，了解电位滴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位分析基本原理，电极响应机理；难点：离子选择性电极与膜电位 

教学内容 

一、电位分析概述 

二、电位法测量溶液的 pH 值 

三、离子选择性电极 

四、电位滴定法 

第九章  库仑分析及极谱分析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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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电解分析法、库仑分析法和极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仪器装置和各种方法的特点及应用。

要求学生掌握电解、库仑分析法和极谱分析的基本原理，熟悉基本仪器装置，了解各种方法的特点

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库仑分析法和极谱分析的基本原理；难点：极化现象和极谱定量分析。 

教学内容 

一、电解分析的基本原理 

二、库仑分析 

三、极谱分析的基本原理 

四、极谱定量分析 

 

执笔人：薛芒、孙德栋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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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大气污染控制工程/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物理化学、高等数学  

教学参考书：郝吉明、马广大、王书肖编.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1 

童志权编.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及轻化工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系统介绍大气污染控制的原理和方法，主要讨论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理论、各种控制方

法的基本原理、典型控制设备的结构特征、典型工艺和有关设计计算问题，并以国内常用的较为成

熟的技术为主，介绍国内外先进实用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使学生获得对一些重要污染物进行控制

的系统知识，建立大气污染控制系统和综合控制的观念，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问题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较扎实的课程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知识，具有进行大气污染环境治理的基本技能，能提

出较合理的工艺技术方案； 

2．较熟练地掌握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设计的基本原理及设计的基本方法，能按相关标准、规范独

立进行工程设计； 

3．具有较强自学能力，能跟踪本课程前沿动态，不断获取大气污染控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

有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概论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有关大气污染的定义、主要大气污染问题、大气污染的危害、大气污染相关的标准等基础

知识，帮助学生结合实际，建立有关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概念，了解目前存在的主要大气污染问题，

熟悉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标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本的大气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的来源。难点：对大气污染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大气与大气污染 

二、大气污染物及其来源 

三、大气污染的影响 

四、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五、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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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燃烧与大气污染  （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侧重于介绍燃烧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污染物的形成机理，重点学习燃料性质、燃烧过程的影响因

素、燃烧所需空气量、烟气量及污染物排放量计算，以及燃烧过程硫氧化物、颗粒物、氮氧化物、

有机污染物、一氧化碳和汞的形成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影响燃烧过程的主要因素及烟气体积计算。难点：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燃料的性质 

二、燃料燃烧过程 

三、烟气体积及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四、燃烧过程中硫氧化物的形成 

五、燃烧过程中颗粒污染物的形成 

六、燃烧过程中其它污染物的形成 

第三章  大气污染气象学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介绍与大气污染相关的气象学基本知识，包括大气圈的结构、主要气象要素、大气热力过

程、大气稳定度和逆温等知识点。要求学生能够判断大气稳定度、理解逆温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为

学习下一章打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大气热力过程、大气稳定度和逆温。难点：大气稳定度的判断。 

教学内容 

一、大气圈结构与气象要素 

二、大气的热力过程 

三、大气的运动和风 

第四章  大气污染物扩散模式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大气扩散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重要的知识点有正态分布理论、高斯扩散模式、烟云抬

升高度、扩散参数的确定、封闭扩散、熏烟扩散、烟囱高度和厂址选择等。要求学生掌握高斯扩散

模式及其常见形式，学会初步估算烟云高度及大气污染物浓度，根据不同要求估算烟囱高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高斯扩散模式、烟云抬升高度、扩散参数的确定等。难点：大气污染物浓度的计算。 

教学内容 

一、湍流扩散的基本理论 

二、高斯扩散模式 

三、大气污染物浓度的估算方法 

四、特殊气象条件下的扩散模式 

五、烟囱高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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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颗粒污染物控制技术基础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颗粒物的粒径分布等物理特性及除尘装置性能表示方法，并重点介绍颗粒物在各种力场中

的空气动力学行为——分离、沉降、捕集等，为学习下一章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颗粒物在各种力场中的空气动力学行为。难点：颗粒物的粒径分布函数。 

教学内容 

一、颗粒的粒径及粒径分布 

二、粉尘的物理性质 

三、净化装置的性能 

四、颗粒捕集理论基础 

第六章  除尘装置  （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侧重于介绍目前工业界广泛使用的除尘装置，包括机械式除尘器、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和湿

式除尘器。介绍各类除尘器的工作原理、结构性能和应用范围，以及操作条件变化对除尘器性能的

影响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类除尘器的工作原理、结构性能和应用范围。难点：旋风除尘器及电除尘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机械式除尘器 

二、电除尘器 

三、湿式除尘器 

四、过滤式除尘器 

五、除尘器的选择与发展 

第七章  硫氧化物的污染控制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含二氧化硫烟气的捕集和控制方法。重点学习各类二氧化硫污染控制过程的化学变化、影

响这些变化的条件。通过本章的学习还应了解各类控制技术的经济性、可靠性，能进行控制工艺的

比较，初步具备选择二氧化硫控制工艺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类二氧化硫污染控制过程的化学变化、影响这些变化的条件。难点：改进的低浓度二

氧化硫污染控制技术原理。 

教学内容 

一、硫循环和硫排放 

二、燃烧前燃料脱硫 

三、流化床燃烧脱硫 

四、高浓度二氧化硫尾气的回收与净化 

五、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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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固定源氮氧化物污染控制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氮氧化物的来源、氮氧化物在大气中的转化过程，以及各类控制技术。要求学生理解燃烧

条件对氮氧化物形成的影响，并掌握各类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适用范围。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燃烧条件对氮氧化物形成的影响以及各类控制技术。难点：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 

教学内容 

一、氮氧化物性质及来源 

二、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的形成机理 

三、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 

四、烟气脱硝技术 

第九章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控制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分析挥发性有机物（VOCs）特征的基础上，简要介绍 VOCs 污染的控制措施。要求学生掌握各

类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VOC 污染的预防与控制。难点：控制 VOC 污染技术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蒸气压及蒸发 

二、VOCs 污染预防 

三、VOCs 污染控制方法和工艺 

第十章  大气污染与全球气候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主要讨论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污染三个问题，并介绍相应的应对措施与策略。旨

在使学生对控制或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建立宏观框架，为参与全球环境问题打下一定的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温室效应、臭氧消耗及酸雨形成机理。难点：臭氧消耗原理。 

教学内容 

一、温室气体和全球气候变化 

二、臭氧层破坏问题 

三、致酸前体物与酸雨 

 

执笔人：孙德栋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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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监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专业 

学 时 数：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无机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等数学与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奚旦立，孙裕生编. 环境监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吴忠标主编. 环境监测.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环境监测是环境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限选课之一。它以环境工程其他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基

础，同时又为《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及《环境质量评

价》等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环境监测是一个涵盖了现场调查、监测计划设计、优化布点、采样与分析技术方法、质量控制

与质量保证以及信息管理的系统性工程。主要介绍水和废水监测、空气和废气监测、固体废物监测、

土壤污染监测、生物污染监测、噪声和放射性污染物监测，并以水、大  

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监测分析为基础，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环境监测的基本原理，技术方法和监

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并介绍了现代 环境监测技术。  

本课程涉及面广，理论性很强，但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技术。 要求学生通过这门课

程的学习，掌握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监测技能得到扎实的训练，能对治理工程效益进

行评价，对环境质量评价提供可靠数据。为学生从事环境监测工作奠定必要的 基础，并为学生从事

污染控制以及环境管理提供必备的技术贮备。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了解当前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状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环境监测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 

3. 使学生具有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监测等方面的应用技能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监测的目的及分类。 

了解环境污染的特点及监测特点。 

掌握环境监测的一般过程或程序。 

掌握优先污染物和优先监测的概念。 

了解制订环境标准的原则及制订环境标准的作用、分类、分级情况。 

掌握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标准及其应用范围；了解各类污染物的控制或排放标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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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准的作用、分类及制订环境标准的原则为本章重点；难点是对环境污染的特点及监测特

点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环境监测的目的和分类 

第二节  环境监测的特点和监测技术概述 

第三节  环境标准 

第二章  水与废水监测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 了解水资源情况及水体主要污染物的分类情况；水质监测的对象和目的； 监测项目。 

2. 掌握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的方案制订。 

3. 掌握水质监测的布点、水样采样与保存方法，了解水样的一般预处理方法。 

4. 掌握各种污染物国家标准监测方法的原理、监测技术、监测结果数据的处 理方法。掌握

主要的监测分析仪器的基本组成、原理和操作方法。 

5. 了解各种污染物与国家标准方法等效的监测方法的原理、监测技术及结果处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监测范围的水体采样点的合理布设、选择合适的采样方法、选择合适的保存方法及正确的预处

理方法为本章的重点；本章的难点是如何正确运用生物监测方法。 

教学内容 

一、水质污染与监测 

二、水质监测方案的制定 

三、水样的采集和保存 

四、水样的预处理 

五、物理指标的检验 

六、金属化合物的测定 

七、非金属无机物的测定 

八、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九、底质监测 

第三章  大气与废气监测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大气污染对人和生物的危害；各种大气污染物的存在状态及时空分布特点，有哪些污染

源。 

2、能够根据监测目的确定监测项目，并根据监测区域污染源的分布特点布设采样网点及确定采

样时间和频率。 

3、能够根据污染物的存在状态、浓度、污染源的特点及所采用的监测方法，正确选用合适的采

样仪器和采样方法。 

4、掌握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光化学氧化剂、臭氧、总烃及非甲烷烃、氟化物、汞

蒸汽等气态、蒸气态污染物的国家标准测定方法的原理及测定技术，了解先进的仪器测定方法

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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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各种颗粒物的测定方法及测其化学组分时，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6、了解测定大气降水的目的，并能进行布点采样，对降水中的组分进行测定。 

7、掌握对烟气的温度、压力的测定方法，并能利用测得的数据进行烟气流速、流量的计算 

8、了解流动污染源各种污染物的采样监测方法 

9、了解大气污染生物监测方法 

10、掌握标准气体的两种类型的配制方法及使用范围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根据污染源的特点布设采样网点，根据污染物的特点及监测目的正确选择采样仪器和采样方

法，为本章重点中的重点；各种污染物监测方法为本章的重点；本章的难点是烟气压力测定和流速、

流量的计算及烟尘的采样方法。 

教学内容 

一、空气污染基本知识 

二、空气污染监测方案的制定 

三、空气样品的采集方法和采样仪器 

四、空气中气态和蒸气态污染物质的测定 

五、颗粒物的测定 

六、降水监测 

七、污染源监测 

八、标准气体的配制 

第四章   固体废物监测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工业有害固体废物的特性 

2、了解各种情况下固体废物的采样方法、制备方法、保存方法及预处理方法 

3、掌握有害特性的监测方法及有害物质的毒理学研究方法 

4、了解垃圾的特性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固体废物的有害特性分析与监测为本章的重点；难点是有害物质的毒理学研究方法及半数致死

剂量的确定  

教学内容 

一、固体废物概述 

二、固体废物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三、有害固体废物有害特性的监测方法 

四、生活垃圾和的监测 

五、有害物质的毒理学研究方法 

第五章  土壤污染监测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土壤的组成及受污染的特点 

2、会采集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会选用正确的制备方法和保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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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测定不同项目时测定前的预处理方法及测定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采集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及选择正确的制备方法和保存方法为本章重点；难点是土壤元素背

景值的常用表达方法 

教学内容 

一、土壤的基本知识 

二、土壤环质量监测方案 

三、土壤样品的采集、制备和保存 

四、土壤样品的预处理 

五、土壤污染物的测定 

第六章   生物污染监测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污染物在动、植物体内的分布规律及污染途径 

2、掌握生物样品的采集制备方法及测定污染物时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3、了解常用的测定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解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分布，生物样品的采集、制备及污染物的测定为本章的重点；本章的难

点是选择合适的布点及采样方法和对样品的制备 

教学内容 

一、水环境污染的生物监测 

二、空气污染的生物监测 

三、生物污染监测 

第七章  噪声污染监测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声音的物理特性，搞清楚其量度方法 

2、掌握各种噪声的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 

3、了解噪声的标准，并能进行比较 

教学重点和难点 

声音的量度、城市环境噪声的测量及噪声的各种表示方法及计算为本章的重点；本章难点是对

响度、响度级、计权声级的理解，及噪声频谱分析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声音的物理量，噪声的量度 

二、噪声的物理量和主观听觉的关系 

三、噪声测量仪器 

四、噪声标准 

五、各种噪声测量方法 

第八章  放射性监测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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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放射性污染的来源、计量方法及危害 

2、了解一般监测仪器的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放射性污染及其控制与分析 

教学内容 

一、放射性的类型、来源及对人体的危害 

二、放射性防护标准 

三、放射性检测实验室及检测仪器 

四、放射性样品的采集及一般检测方法 

第九章  环境监测过的质量保证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质量保证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容，初步掌握监测数据的统计处理和结果表达。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监测数据的统计和结果表达，测量结果的统计检验 

教学内容 

一、质量保证的意义和内容 

二-三、监测数据的统计处理和结果表述 

四、监测质量控制 

五、环境标准物质、环境监测管理 

第十章  自动监测与简易监测方法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几种简易监测方法的原理及应用情况 

2、对自动监测系统的作用和功能有一定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气与水现代环境监测技术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大气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组成，监测仪器及污染物的监测方法 

二、水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的组成，监测仪器及各污染指标的监测方法 

三、遥感监测技术 

四、简易监测方法 

 

执笔人：马红超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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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水污染控制工程/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时数：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环境化学，化工原理 

教学参考书：唐受印，戴友芝等编，水处理工程师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1. 

高廷耀，顾国维，周琪编，水污染控制工程(第三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介绍有关水污染控制工程的基本概念，如水污染、水体自净作用、活性污泥、好氧生物处理、

厌氧生物处理、污泥膨胀等。 

基本原理，如水体自净的原理、沉淀的基本理论、混凝的基本原理、好厌氧生物处理的基本原

理、废水的生物脱氮除磷基本原理等等。 

基本的排水处理技术，包括物理法（物理截留和沉淀）、化学法（氧化还原、化学混凝、化学沉

淀、中和法等）、物理化学法（主要为吸附法、以及离子交换和膜析法等）以及生物处理法（活性污

泥法、生物膜法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要求掌握有关水污染及其控制的基本概念，水污染控制工程的基本任务以及主要的排水控制工程

技术。 

2.具备有一定的工程设计能力和污水处理厂的技术支持能力。 

第一章：水污染及控制概论（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中国水污染现状、水污染的危害以及水污染控制工程的发展历史。掌握基本

的水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来源、污水的 终出路以及污水的回用。 

重点与难点 

重点：基本的水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来源以及城市污水一般处理工艺。难点：对水污染的理解。 

教学内容 

一、水污染、水污染物及中国水污染现状 

1 水污染物 

2 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3 水污染的危害 

4 中国水污染的主要特征 

二、水污染控制工程及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 

1 中国水资源短缺形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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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 

3 水污染综合防治对策 

三、我国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和水污染防治措施 

1 水污染控制工程发展的历史回顾 

2 水污染控制工程的基本内容 

四、水处理系统简介（2学时） 

1 污水处理方案的优化和设计原则 

2 城市废水的一般处理流程 

第二章：污水水质和污水出路（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污水的 终出路和污水回用的要求，掌握水质指标、水体的自净规律和河流的自净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水质指标，难点：河流的自净模型。 

教学内容 

一、水污染指标与水质标准  

1 物理性指标 

2 化学性指标 

3 生物性指标 

二、污染物在水体环境中的迁移与转化 

1 水体的自净作用 

2 河流的自净作用 

3 其他水体的自净作用 

三、污水出路 

1 污水的 终出路 

2 排放水体的限制及水质指标 

3 污水的回用 

第三章 污水的物理处理（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基本的物理处理方法，以及沉淀的基本理论。掌握具体物理处理构件的设计。 

重点与难点 

重点：沉淀的基本理论，格栅、沉淀池的设计。 难点：沉淀池的去除效率。 

教学内容 

一、格栅和筛网 

1 格栅的作用及种类 

2 格栅的设计 

3 筛网 

4 格栅和筛网截留物的处理 

二、沉淀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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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沉淀类型 

3 自由沉淀及其理论基础 

4 沉淀池的工作原理 

三、沉砂池和沉淀池 

1 沉砂池的工艺原理及设计运行参数 

2 沉砂池的设计 

3 沉淀池的工艺原理及设计运行参数 

4 平流式沉淀池的设计 

第四章 废水生物处理基本概念和生化反应动力学基础（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废水的好氧和厌氧生物处理的基本原理，了解废水处理的基本

方程。 

重点与难点 

重点：好氧处理的基本原理。  难点：废水处理的基本方程。 

教学内容 

一、废水的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 

1 微生物的呼吸类型 

2 废水的好氧生物处理 

3 废水的厌氧生物处理 

二、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和生长环境 

1 微生物的生长规律 

2 微生物的生长环境 

三、 废水生物处理工程的基本方程 

1 反应速度 

2 反应级数 

第五章 稳定塘和污水的土地处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污水的稳定塘处理和土地处理系统发展的基本状况，掌握好氧

塘的基本工作原理。 

重点与难点 

重点：好氧塘的基本工作原理。 难点：兼性塘的基本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 稳定塘 

1 概述 

2 好氧塘 

3 兼性塘 

4 厌氧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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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稳定塘系统的工艺流程 

6 稳定塘的特点 

7 稳定塘塘体设计要点 

二、污水土地处理 

1 概述 

2 土地处理系统的净化机理 

3 土地处理基本工艺 

第六章 生物膜法（7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生物膜法的发展沿革，掌握生物膜法的机理、基本流程及处理

系统的设计。 

重点与难点 

重点：生物膜法的机理、基本流程及处理系统的设计。 难点：生物滤池的设计。 

教学内容 

一、生物膜法 

1 简介 

2 主要类型 

3 生物膜法的特点 

二、生物滤池 

1 生物滤池的构造 

2 生物滤池法的流程 

3 生物滤池法的工作原理 

4 生物滤池的功能设计 

三、生物转盘 

1 概述 

2 生物转盘的构造 

3 生物转盘的设计计算 

4 生物转盘的特点 

四、生物接触氧化法及生物流化床  

1 生物接触氧化法 

2 生物流化床 

第七章 活性污泥法（1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活性污泥法的发展历史，熟悉与掌握曝气池的工作原理及设计。 

重点与难点 

重点：曝气池的设计。难点：曝气池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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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基本流程 

3 活性污泥降解污水中有机物的过程 

二、气体传递原理和曝气池（2 学时） 

1 气体传递原理 

2 曝气设备 

3 曝气池池型 

三、活性污泥法的发展和演变 

四、活性污泥法的设计和计算 

1 有机负荷率法 

2 劳伦斯和麦卡蒂法  

五、活性污泥法系统设计和运行中的一些问题 

1 污泥膨胀 

2 污泥膨胀的控制 

3 设计运行中的一些其他重要问题 

六、二次沉淀池 

1 基本原理 

2 二次沉淀池的构造和设计 

第八章 污水的其他处理方法（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常见的废水的物理化学和化学的处理方法，重点掌握化学混凝

法。 

重点与难点 

重点：化学混凝法。难点：膜析法。 

教学内容 

一、化学混凝法  

1 混凝的作用 

2 混凝的原理 

3 常用的混凝剂和助凝剂 

4 影响混凝的因素 

5 混凝剂的投加方法 

二、其他的化学处理法 

1 中和法 

2 化学沉淀 

3 化学氧化还原 

三、吸附法 

1 吸附及其类型 

2 吸附平衡及吸附等温线 

3 影响吸附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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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吸附剂及其再生 

5 吸附工艺及设备 

四、离子交换法 

1 基本原理 

2 离子交换剂 

3 离子交换剂的物理、化学性质 

4 离子交换剂的选择 

五、膜析法 

1 膜析法 

2 电渗析法 

3 反渗透 

4 超过滤和微孔过滤 

第九章 城市污水的深度处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城市污水三级处理工艺，掌握氮、磷的去除方法。 

重点与难点 

重点：氮、磷的生物去除。难点：磷的生物去除。 

教学内容 

一、氮、磷的去除 

1 氮的去除 

2 磷的去除 

二、城市污水的三级处理 

1 三级处理的方法 

2 城市污水的三级处理工艺 

第十章 污泥的处理与处置（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污泥的特性与污泥的处理、利用及处置过程。 

重点与难点 

重点：污泥的处理与处置的基本方式 难点：污泥的稳定。 

教学内容 

一、污泥的性质、来源及数量 

1 污泥的来源、性质及主要指标 

2 污泥量 

3 污泥中的水分及其对污泥处理的影响 

二、污泥的处置及其前处理 

1 污泥的处置方式 

2 污泥处置的前处理 

三、污泥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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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沉降法 

2 气浮浓缩法 

执笔人：张秀芳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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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外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工程专业外语/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大学英语、环境工程概论 

教学参考书：钟理编.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外语（第三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1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随着我国水污染、大气雾霾等环境问题的加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国家对环保

产业、人才的扶持和培养力度日益重视。在此过程中，国内外交流、合作非常广泛，对于环境工程

专业的本科生，需要系统地了解国外环保方面的发展状况，英语，这一全球工程技术界通用的语言

可帮助我们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状态和技术水平，也有助于同行间的沟通与合作。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是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的专业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了解本

专业英文文献、资料，全面了解发达国家环境工程学科的内容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有利于为学生

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开展、撰写论文打下良好的英语写作基础。 

 

Course introduction: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ncreasingl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the 

polic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adually striking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he country’s 

increasing investment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otes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with inside and outside country, we are anxious for rather systemic English study. It is help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guiding of the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English,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global engineering community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foreign counterparts,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English o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troduce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laws in other countie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ish o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s the specialty elective for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main aim of the course is the to know the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 the student must confer and imitate when writing.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国外环保专业发展趋势 

2.具备翻译英文环境工程专业文献能力 

3.熟悉环境工程专业常用词汇 

第一章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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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环境工程概论内容英文表述，包括环境工程学科发展，环境的

研究，城市环境，能源开采与环境，环境分析概况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工程专业词汇、长难句翻译 

教学内容 

一、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第 1、2 学时） 

1. 翻译 Mackenzie L Davis 教授环境工程概论经典内容 

2.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Measures 、The prospect for the 21st 

century、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to establish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二、What is waste reduction/ waste minimization（第 3、4 学时） 

1. 介绍废物减量化 

2. Remember that waste minimization is a continuing, continual process and that waste reduction pays  

dividends 

三、Environmental analysis（第 5、6 学时） 

1. 介绍现代环境痕量分析前沿 

2. 课程测验（1） 

第二章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air pollution and control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专业词汇及大气污染关键字用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工程专业词汇、长难句翻译 

教学内容 

一、Type and sources of air pollutants（第 7、8 学时） 

1. 介绍大气污染物和污染类型 

2. 介绍大气污染相关词汇 

二、New technologie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第 9、10 学时） 

1. 介绍大气治理新技术 

2. 翻译其他国家雾霾情况 

三、Effects of air pollution（第 11、12 学时） 

1. 介绍大气污染的影响 

2. 翻译环评相关内容 

3. 课程测验（2） 

第三章  Water and wastewatertreatment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水污染及废水处理， 包括水污染来源及类型，废水处理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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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方法，废水处理单元设备及优化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工程专业词汇、长难句翻译 

教学内容 

一、Water pollution and pollutants（第 13、14 学时） 

1. 介绍水污染物专业英语描述 

2. 翻译课外读物 

二、Water purification（第 15、16 学时） 

1. 介绍净化过程实质和原理 

2. 课程测验（3） 

三、Water treatment process（第 17、18 学时） 

1. 翻译水处理过程概况 

2. 了解工艺过程英文描述 

四、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第 19、20 学时） 

1. 介绍生物法处理废水工艺及发展趋势 

2. 课程测验（4） 

五、Ion exchange（第 21 学时） 

1. 介绍离子交换技术发展概况 

2. 了解国外相关阴阳离子膜 

六、Oxidation of wastewater（第 22 学时） 

1. 介绍国外废水高级氧化技术 

2. 课程测验（5） 

第四章  Solid wastes and disposal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城市固体废水处置过程和原理，理解相关英文专业表述。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工程专业词汇、长难句翻译 

教学内容 

一、Sources and types of solid wastes（第 23 学时） 

1. 介绍国外固体废物来源、规趋 

二、Everybody’s problems-hazardous waste（第 24 学时） 

1. 介绍国外生活垃圾相关处理过程 

2. 期末测验、了解环境工程专业常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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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王国文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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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工程设计基础/Basi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sign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工程制图、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陈杰瑢、周琪、蒋文举主编.环境工程设计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金毓峑、李坚、孙治荣主编.环境工程设计基础（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曾科主编.污水处理厂设计与运行（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全面、系统地介绍环境工程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原则、设计程序、技术规范、环境工程工艺

设计、环境工程施工图设计、环境工程技术经济分析等知识，课程内容注意与工程基础和专业技术

类课程以及工程实践环节的衔接，注重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

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使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较全面地掌握环境污染控

制工程设计的基本知识，了解环境工程设计的全过程，提高识图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专业素质教育、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2.为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供条件 

3.了解环境工程设计过程、提高识图能力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项目、工程项目、工程设计的基本内容，环境工程设计的特点；掌握环境工程设计的定义

和内涵、范围和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境工程设计的范围和内容 

难点：环境工程设计的内涵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项目与工程项目 

2.工程设计 

二、环境工程设计 

1.定义和内涵 

2.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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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工程设计基本原则（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工程设计的分类和步骤，掌握环境工程设计的原则与依据。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境工程设计的原则与依据 

教学内容 

一、环境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二、环境工程设计的分类和步骤 

第三章  环境工程设计的前期工作（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工程设计前期工作的重要性，掌握前期工作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境工程设计前期工作的主要内容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前期工作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  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工艺设计（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污染防治工程中工艺路线的选择和工艺流程的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艺流程的设计 

难点：工艺路线的选择 

教学内容 

一、工艺路线的选择 

1.基本要求 

2.工艺路线的选择与综合评价 

3.选择实例 

二、工艺流程的设计 

1.工艺流程的设计要求 

2.工艺流程图的绘制 

三、工艺流程设计实例 

第五章  环境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初步设计的目的与任务，初步设计文件的编制；掌握初步设计的内容与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初步设计的内容与要求 

教学内容 



 

- 352 - 

一、概述 

二、初步设计的内容与要求 

三、初步设计文件的编制 

第六章  环境工程施工图设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工程施工图设计的基本内容，掌握环境工程设计图纸的主要内容与设计说明。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境工程设计图纸的主要内容与设计说明 

教学内容 

一、施工图设计概述 

二、环境工程设计图纸 

第七章  环境工程经济分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工程项目概算和施工图设计预算的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施工图设计预算的基本内容 

教学内容 

一、环境工程项目概算 

二、施工图设计预算 

 

执笔人：郝军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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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备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保设备基础/Ba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化工原理、环境化学、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教学参考书：周敬宣主编.环保设备及课程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王爱民，张云新主编.环保设备及应用（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刘宏主编.环保设备—原理·设计·应用（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简要阐述环保设备、环保工业、环保产业的基本知识及其国内外发展动态和趋势；详细介绍废

水、废气、固体废物处理以及噪声控制等若干典型设备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和运行过程；同时对

环保设备材料及防腐、环保设备设计原则与选用、环保设备技术经济分析、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内容

进行初步介绍。课程内容注意工程基础和专业技术类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工程实践环节的结合，使学

生在环保设备认知、选择、绘图、设计、计算等方面得到综合训练，培养学生对新型环保设备的开

发意识和设计欲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环保设备设计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和工程实践结合的能力培养 

2.综合训练环保设备的选择、设计、计算和绘图 

3.环保设备的开发与设计能力的培养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保产业、环保工业及环保设备的概念，了解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保设备的概念及分类 

教学内容 

一、环保产业、环保工业及环保设备的概念 

二、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第二章  环保设备材料及防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保设备常用材料及性能、材料的腐蚀与预防、材料的选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保设备材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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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常用环保设备材料及防腐 

二、环保设备材料选择 

第三章  环保设备技术经济分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保设备设计的技术经济分析及环保设备应用的技术经济分析的作用和意义，掌握环保设

备设计的技术经济分析及环保设备应用的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保设备的技术经济指标和经济分析方法 

教学内容 

一、环保设备的技术经济指标 

二、环保设备的经济分析方法 

第四章  典型大气污染控制设备选用与设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除尘装置、气态污染物净化设备、烟气脱硫设备的类型及其功能，掌握典型的大气污染控

制设备的结构、选用与设计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典型大气污染控制设备的结构、选用与设计计算 

难点：设计参数的选择与确定 

教学内容 

一、除尘装置 

二、气态污染物净化设备 

三、烟气脱硫设备 

第五章  典型污水处理设备选用与设计（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水处理系统的组成及功能，掌握典型污水处理设备的结构、选用与设计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典型污水处理设备的结构、选用与设计计算 

难点：设计参数的选择与确定 

教学内容 

一、预处理设备 

二、好氧生物处理设备 

三、厌氧生物处理设备 

四、典型污水处理设备应用示例 

第六章  噪声控制设备选用与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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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吸声降噪设计的基本知识，掌握隔声设备和消声器的结构、选用与设计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隔声设备和消声器的结构、选用与设计计算 

教学内容 

一、吸声降噪设计 

二、隔声设备 

三、消声器 

第七章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设备及其选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的意义、固体废物处理设备的功能与类型，掌握固体废物处理设备

选用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固体废物处理设备选用原则 

教学内容 

一、固体废物预处理设备及其选用 

二、固体废物焚烧设备及其选用 

三、垃圾处理与处置设备及其选用 

第八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其在环保设备设计中的应用（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其在环保设备设计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保设备计算机辅助绘图技术 

教学内容 

一、环保设备计算机辅助绘图技术 

二、CAD 技术及其应用实例 

 

执笔人：郝军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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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评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环境质量评价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分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环境监测 

教学参考书；《环境评价概论》丁桑岚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 2003 年 

《环境影响评价》陆书玉主编 栾胜基 朱 坦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2001 年 7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介绍环境评价的法律法规，基本概念与基本知识，如：环境、环境质量、环境容量、污染物降

解等。重点讲解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环境背景、环境标准、环境调查、污染源调查与评价、水环

境调查与评价、大气污染调查与评价，土壤、噪声评价等。并掌握工作时所需要的评价的基本程序。 

介绍常见的评价方法：单一指数法、模糊数学法、和国家容许的标准方法。介绍环境预测的部

分模式及环境影响评价模式。简要介绍其它的评价，环境管理和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等。结合书后

习题和实际工作中的需要进行计算技能训练。 

课程包括我国城市环境质量评价和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例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初步掌

握进行环境评价工作的程序和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环境质量评价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对学生就业与工作是必备的专业知识，是一门专

业直接对口的课程。 

2.通过本课程学习，可使学生具有进行环境评价的基本技能，可以直接竟聘到大专院校、研究机构、

环评公司等单位去工作或深造。 

3.环境评价是环境监测与环境管理的必备的专业知识，使本专业学生有了更好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素质和能力，使学生向更为综合的方向发展。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基本概念,了解应用的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环境质量评价的发展和应用的意义，学科的基本概念及评价的原则。 

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 

二、评价的发展和应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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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评价的标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质量基准、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掌握环境质量标准的

类型和级别以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应用特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水和大气的环境标准的种类和使用范围。 

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2 学时） 

1．环境背景值 

2．环境基准 

3．环境质量标准 

4．基准与标准的关系 

5．常见的环境保护标准 

二、环境质量标准的分类和分级（2学时） 

1．分级 

2．分类 

3． 国外标准简介 

第三章 污染源调查与污染源评价（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污染源的种类、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和评价方法。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污水与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和评价方法。 

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污染源调查（2 学时） 

1．污染源：分类、调查内容等。 

2．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计算方法。 

3．排放标准介绍 

二、排放量的计算（2 学时） 

1．计算公式 

2．计算例题 

第四章 环境质量评价方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基本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对监测的数据能应用模式进行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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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评价常用模式的使用，对环境要素进行质量分级 

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定论评价法（2 学时） 

1．指数模型 

2．分级模型 

3．综合评价的半定量模型 

二、专家评价法（2 学时） 

1．专家评价法的特点 

2．特尔斐法 

第五章 大气环境评价（ 8 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系统掌握大气的质量现状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预测模式及计算参数的确定。 

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大气评价的基础知识（2 学时） 

1．大气成分与结构 

2．大气污染物 

3．大气污染类型 

4．常规评价选择的评价因子 

二、大气污染的气象要素和大气特性（2 学时） 

1．大气象要素 

2．大气特性  下垫面与温度层的边界场 

3．风场 

三、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2 学时） 

1．评价的前期工作 

2．现状的评价方法 

3．API 污染指数 

四、大气环境影响评价（2 学时） 

1．评价工作等级与评价范围 

2．影响评价程序 

3．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4．评价模式参数的确定 

第六章 水环境质量评价（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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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要求 

系统掌握水质量现状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水环境影响评价的预测模式及计算参数的确定。 

教学方法和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水评价的基础知识（3 学时） 

1．基本概念 

2．预测污染物的分类 

3．常用的评价参数 

二、水环境评价 

1．现状质量评价 

2．特殊的评价方法 

3．底质与生物学指标 

三、水环境影响评价（3学时） 

1．评价等级的划分 

2．评价因子的选择 

3．影响预测的准备工作 

四、预测模式的选择 

1．水体中污染物的扩散 

2．常用的扩散模式与计算 

第七章 其它环境要素的评价简介（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其他环境要素的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掌握面上的主要知识。 

教学方法及手段 

课堂授课。 

教学内容 

一、土壤与噪声评价（2 学时） 

    1．土壤评价 

2．噪声评价 

二、社会经济与风险评价（2 学时） 

1．社会经济评价 

2．风险评价 

复习与作业要求；各种现状评价模式和影响评价模式的应用。 

考核要点：环境影预测模式的计算与使用，参数的确定。 

辅助教学活动：了解社会实际环境现象，理解评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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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薛文平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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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Cleaner Production and Sustain Developmen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微生物                               

教学参考书：张天柱、石磊、贾小平主编.清洁生产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彭晓春主编.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张延青、沈国平、刘志强主编.清洁生产理论与实践.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袁华、张莉主编.环境与化工清洁生产创新实验教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从转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产模式、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角度出发，介绍了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及二者关系；从清洁生产的理论基础、生产过程、产品、

产业系统、政策工具等方面阐述了清洁生产的基本内容和技术方法；以循环经济及其实践描绘了清

洁生产的发展趋势，并通过清洁生产实例分析了清洁生产技术在环境污染与防治、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中的具体应用。使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清洁生产的基本概念及其

内涵、实施清洁生产的过程、未来发展动态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扩大专业的知识面和

视野。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和掌握清洁生产的基本知识和实施过程 

2.认识清洁生产的发展动态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第一章  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及二者的关系，对课程的基本内容有初步的认识；了解实施清洁生

产和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教学内容 

一、清洁生产的产生 

二、清洁生产的定义与内涵 

三、可持续发展及其内涵 

四、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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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洁生产的实施（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清洁生产的理论基础、清洁生产如何实施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清洁生产如何操作和

运行及其政策机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清洁生产 

教学内容 

一、清洁生产的理论基础 

二、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 

三、产品的清洁生产 

四、生态产业系统 

五、清洁生产的政策机制与工具 

第三章  从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应用分析方法和循环经济的实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 

教学内容 

一、循环经济 

二、应用分析方法 

三、循环经济的实践 

第四章  清洁生产实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并掌握如何把技术和管理应用于清洁生产的实践中，从而实现清洁生产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技术和管理在清洁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轻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实例 

二、电子、食品行业清洁生产实例 

 

执笔人：郝军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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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 

教学参考书：P.C.特纳， A.G.麦克伦南等主编.《分子生物学》中文导读版 第三版. 科学出版

社.2009.8   

朱玉贤主编.现代分子生物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是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本质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以核酸和

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及其在遗传信息和细胞信息传递中的作用为主要研究内容，是当前生命

科学中发展 快并正在与其它学科广泛交叉与渗透的重要前沿领域。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并且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技术。分子生物学与医学、农业、生

物工程、环境工程等的关系十分密切，分子生物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也为基因工程的出现和发

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分子生物中的很多技术在包括环境工程在内的很多领域都有很广泛的应

用前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较全面地掌握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 

2.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 

第一章  细胞与大分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细胞与大分子的基本概念，并为了解基因表达与调控的内容做

准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介绍细胞的分类和各个细胞器、生物大分子的功能，难点是生物大分子的组装方式。 

教学内容 

一、细胞分类 

二、亚细胞器  

三、生物大分子 

四、大分子的组装  

第二章  蛋白质结构和核酸的性质（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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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由于在生物化学中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已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讲授，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主

要是回顾、温习、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主要以快速的回顾为主，但对于 DNA 的超螺旋这一新内容将是重点和难点。 

教学内容  

一、氨基酸 

二、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三、蛋白质分析法 

四、核酸结构 

五、核酸的理化特性 

六、核酸的光谱学和热力学特性 

七、DNA 超螺旋 

第三章  原核与真核生物的染色体结构（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原核和真核生物染色体的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原核与真核生物的染色体结构，特别是从 DNA 到染色体的包装过程以及基因组的复杂性。 

教学内容 

一、原核生物的染色体结构 

二、染色质结构 

三、真核生物的染色体结构 

四、基因组复杂度 

五、遗传信息流 

第四章  DNA 复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类型的 DNA 复制的基本概念和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DNA 的复制过程和细胞周期 

教学内容 

一、DNA 复制概述 

二、细菌的 DNA 复制 

三、细胞周期 

第五章  DNA 损伤、修复与重组（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 DNA 的损伤、修复和重组的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DNA 损伤、修复和重组过程以及在其中起作用的各种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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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诱变 

二、DNA 损伤 

三、DNA 修复 

第六章  基因操作（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基因操作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主要在第四、五章的基础上，本章和第七、八、

九章环环相扣来介绍目前的主要 DNA 技术，旨在使学生全面深入地掌握 DNA 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基因操作的步骤和各自可以解决的问题 

教学内容 

一、DNA 克隆概述 

二、质粒 DNA 的制备 

三、限制酶与电泳 

四、连接、转化与重组体分析 

第七章  克隆载体（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目前分子生物学方面常用的几大类克隆载体有清楚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选择合适的克隆载体的原则 

教学内容 

一、噬菌体载体 

二、黏粒、YAC 与 BAC 

三、真核生物载体 

第八章  基因文库与筛选（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解释基因文库的有关基本概念，用建立 cDNA 文库的基本过程和筛选文库的步骤使学生对基因

文库的实际操作有初步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立 cDNA 文库的基本过程和筛选文库的步骤 

教学内容 

一、基因组文库 

二、cDNA 文库 

三、筛选流程 

第九章  克隆 DNA 的分析与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所得到克隆的后续分析技术有全面的了解，并对克隆技术在医学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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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克隆的后续分析技术 

教学内容 

一、克隆的鉴定 

二、核酸测序 

三、聚合酶链反应 

四、克隆基因的组构 

五、克隆基因的诱变 

六、克隆技术的应用 

执笔人：薛芒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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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道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污水管道工程/ pipeline Engineering of Wastewater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水污染控制工程 

教学参考书：高廷耀、顾国维主编.《水污染控制工程》上册（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孙慧修主编.《排水工程》上册（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课堂授课以及对国内外 新技术的了解，使同学们掌握水循环的概念、水体污染危害的严

重性；城镇排水系统的组成及构筑物，排水系统的布置形式。污水管道系统的设计原则及具体计算

方法。雨水管渠系统的设计原则及计算方法。合流制管道系统的设计原则及计算方法。了解污水管

道的施工程序及方法、污水管道系统的保养及维护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污水管道工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2.为后续的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的学习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3.与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的内容一起构筑水污染控制与防治的完整体系框架，使学生能够利用其中

的原理与方法分析解决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问题。 

第一章  绪论 (1 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水循环的概念、水体污染危害的严重性，学会水污染控制的方式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自然水循环与城镇用水循环。 

教学内容 

一、水循环 

二、水体污染的危害性及控制对策 

第二章  污水管道系统概论(2 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城镇排水系统的组成及构筑物，排水系统的布置形式。 

教学重点与难点 

排水系统的布置形式。 

教学内容 

一、城镇排水系统的体制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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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排水系统的布置形式 

四、排水系统主要构筑物 

第三章  污水管道系统设计(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污水管道系统的设计原则及具体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污水设计流量的确定及管道系统的设计。 

教学内容 

一、污水设计流量的确定 

1.生活污水设计流量 

2.工业废水设计流量 

3.城市污水设计总流量计算 

二、污水管道水力计算 

1.污水流动特点 

2.水力计算的基本公式及设计数据 

三、污水管道设计 

1.排水区界确定、排水流域划分 

2.控制点的确定和泵站的设置 

3.设计管段及设计流量的确定 

4.污水管道的位置及衔接 

四、污水管道的设计计算举例 

第四章  雨水管渠系统设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雨水管渠系统的设计原则及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暴雨强度公式、雨水管渠设计流量确定及系统的布置。 

教学内容 

一、雨量分析 

1.雨量分析的要素 

2.暴雨强度公式 

二、雨水管渠设计流量的确定 

1.雨水管渠设计流量计算公式 

2.特殊情况雨水设计流量的确定 

3.雨水径流量的调节 

三、雨水管渠系统的设计计算 

1.雨水管渠系统平面布置 

2.雨水管渠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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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合流制管道系统的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合流制管道系统的设计原则及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合流制管道系统的使用条件及设计流量，掌握旧合流制管渠系统的改造方法。 

教学内容 

一、合流制管渠系统的使用条件 

二、合流制管渠系统的设计流量 

三、合流制管渠系统水力计算 

四、旧合流制管渠系统的改造 

第六章  污水管道的施工及管理（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污水管道的施工程序及方法、污水管道系统的保养及维护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污水管道的施工方法。 

教学内容 

一、污水管道施工 

1.污水管道的埋设 

2.污水管道的施工 

3.井点排水 

二、污水管道系统的管理和养护 

1.污水管道系统的管理 

2.污水管道系统的维护及修理 

执笔人：张新欣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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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物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生物技术/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生物化学、环境化学、水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工程微生物                               

教学参考书：[英]加雷思 M.埃文斯，朱迪思 C.弗隆编著.环境生物技术——理论和应用(翻译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王泽立主编.生物技术产业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王建龙、文湘华主编.现代环境生物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陈坚、任洪强、堵国成等编著.环境生物技术应用与发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从工程设计、应用和发展前景的角度出发，依据国内外环境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本课程

重点介绍了传统环境生物技术和现代环境生物技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应用，内容主要包括废水

的生物处理技术、脱氮除磷技术和废物的资源化工程，危险性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污染场地的生

物补救以及有利于环境的可降解材料（如塑料、表面活性剂、农药等）的生物合成等内容。结合工

程实践和实力分析，使学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废物处理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的工程知识、废物降解

和材料生产的微生物与生物化学技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较全面地了解废物处理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的工程知识 

2.充分认识环境生物技术在污染治理和预防中的实践应用 

3.结合专业知识，提高废物降解和材料生产的微生物与生物化学技术的应用能力 

第一章  环境生物技术的理论基础（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生物技术的基本特征、研究内容和基础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生物技术的工程学基础 

教学内容 

一、环境生物技术的基本特征和研究内容 

二、环境生物技术的生物学基础 

三、环境生物技术的工程学基础 

1.生化工程基础 

2.环境工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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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废水好氧生物处理工程（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废水好氧生物处理的几种方法及有关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习活生污泥法、生物膜法的工程

应用及 新进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活生污泥法反应动力学、工艺设计与计算 

教学内容 

一、活性污泥法 

二、生物膜法 

三、好氧生物处理技术进展 

第三章  废水厌氧生物处理工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废水厌氧生物处理的几种方法及有关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习各种厌氧生物处理法的工艺设

计及工程应用和 新进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厌氧生物处理法工艺设计与计算 

教学内容 

一、厌氧生物处理的基本原理 

1.厌氧生物处理的过程及其特征 

2.厌氧生物处理工艺的发展及应用 

二、厌氧消化池 

三、厌氧接触法 

四、升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 

五、厌氧生物滤池 

六、其它厌氧生物处理法 

第四章  废水生物脱氮除磷技术（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废水生物脱氮除磷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工艺特征，了解其应用和工程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废水生物同步脱氮除磷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工艺特征 

教学内容 

一、水体中的氮及其危害 

二、废水生物脱氮技术 

三、废水生物除磷与同步脱氮除磷技术 

第五章  废物资源化工程（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废物生产单细胞蛋白方法、纤维质原料生产酒精的工艺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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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废物生产单细胞蛋白的原理 

教学内容 

一、废物生产单细胞蛋白 

二、纤维质原料生产酒精 

第六章  危险性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有关微生物降解危险性化合物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卤代和烃类有机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 

教学内容 

一、微生物降解危险性化合物的基本概况 

二、卤代有机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 

三、烃类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 

四、其他危险性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 

五、危险性化合物的降解生态系统 

第七章  污染事故的生物补救和污染场地的生物修复（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生物补救和污染场地的生物修复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物补救和污染场地生物修复的技术要点 

教学内容 

一、生物补救和生物修复概述 

二、地下水污染的生物补救技术 

三、污染土壤的生物补救 

四、海洋石油泄漏的生物补救 

五、生物修复技术的工程方法 

六、研究应用实例 

第八章  可降解塑料的生物合成（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 PHAs 的生物合成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及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PHAs 的生物合成和 PHAs 的生物降解的基本过程、影响作用的一些因素 

教学内容 

一、可降解塑料概述 

二、PHAs 的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和应用 

三、PHAs 的生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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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HAs 的生产 

五、PHAs 的提取技术 

六、PHAs 的生物降解 

七、PHAs 的工业化 

第九章  生物表面活性剂（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生物表面活性剂的基本特性、生产、合成代谢调节与提取。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生物表面活性剂的生产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生物表面活性剂概述 

二、生物表面活性剂的生产 

三、生物表面活性剂的合成代谢调节与提取 

四、生物表面活性剂的应用与前景 

第十章  生物农药（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微生物农药、农用抗生素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微生物农药及昆虫生长调节剂 

教学内容 

一、生物农药概况 

二、微生物农药 

三、农用抗生素 

四、源于植物的生理活性物质 

五、昆虫生长调节剂 

六、生物农药的发展趋势 

 

执笔人：郝军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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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技术经济》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工程技术经济/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ECONOM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环境工程设计基础 水污染控制工程 高等数学 

教学参考书：王永康，赵玉华.水工程经济-技术经济分析.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张勤，张建高.水工程经济.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工程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及其在项目

前期决策中的应用，对项目经济评价指标和方法、项目资金筹措、不确定性分析、项目可行性研究、

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环境影响经济评价、价值工程等内容有一个系统的把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工程技术经济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2.为后续的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的学习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3.使学生能够利用其中的原理与方法分析解决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问题。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本课程的产生与发展；课程的性质和主要内容、要求；课程的作用与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技术经济和经济效果的概念；技术经济的基本任务；水工程技术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

水工程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作用和意义。 

难点：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水工程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作用和意义。 

教学内容 

一、技术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二、技术经济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三、技术经济的作用和意义 

第二章  资金的时间价值及等值计算（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资金时间价值、现金流量及其构成和资金的基本折算公式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资金的时间价值和资金等值的概念；单利和复利计算公式；现金流量的构成及现金流量

图的绘制；整付类型、等额支付类型、等差支付类型折算公式的推导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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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资金的时间价值和资金等值的概念；现金流量图的绘制；等额支付类型、等差支付类型

折算公式的运用。 

教学内容 

一、资金的时间价值 

二、现金流量及其构成 

三、基本折算公式 

第三章   工程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评价原则；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及分类；工程

项目静态评价方法；工程项目动态评价方法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静态评价指标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动态评价指标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 

难点：评价过程中的基准点和经济分析期的确定；净年值法、效益费用比法和内部收益率法的

理解和运用；各种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教学内容 

一、经济效益 

1.经济成果、经济效果、经济效益的概念。 

2.经济效益的评价原则 

3.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及分类 

二、评价方法的分析比较及应用 

1.静态评价方法 

2.动态评价方法 

第四章  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投资费用及资金筹措、成本费用、财务评价等内容。 

重点和难点 

重点：投资费用的概念和构成；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建设期借款利息、流动资

金的涵义及计算方法；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流动资产的定义和构成；总成本费用的定

义和构成；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的涵义及关系；折旧的涵义、各种折旧方法的计算过程及对比；摊

销费的涵义及计算方法；各种财务报表的涵义与作用；掌握各种财务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及评价标

准。 

难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流动资产的定义和构成；总成本费用的定义和构成；

折旧的涵义、各种折旧方法的计算过程及对比；摊销费的涵义及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投资费用与资金筹措 

1.投资费用的概念和构成 

2.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流动资产的定义和构成 

3.资金筹措的来源及各自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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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计算期的确定 

二、成本费用 

1.总成本费用的定义和构成及经营成本的确定 

2.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的涵义及关系； 

3.折旧的涵义、各种折旧方法的计算过程及对比 

4.水工程项目成本及计算方法 

三、效益计算 

1.效益的构成及计算方法。 

四、财务评价 

1.财务评价的意义与作用；内容与步骤 

2.各种财务报表的涵义与作用，计算方法及评价标准 

第五章   不确定性分析（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工程项目方案的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不确定性分析的作用；线性和非线性盈亏平衡分析的过程；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的过程；

概率分析过程。 

难点：非线性盈亏平衡分析的过程；概率分析过程。 

教学内容 

一、盈亏平衡分析 

1.盈亏平衡点的涵义及计算方法 

2.线性和非线性盈亏平衡分析的过程 

二、敏感性分析 

1.敏感性分析的涵义和作用 

2.敏感性因素确定的原则及敏感性分析的评价指标 

3.单因素及多因素敏感性分析的过程 

三、概率分析 

1.概率分析的涵义和作用； 

2.概率分析遵循的一般内容与步骤。 

第六章  工程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社会评价的区别与联系、国民经济评价的过

程、水工程项目方案的比选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务评价、社会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影子价格的涵义及确定方法；机会

成本的涵义；水工程项目的特点；水工程外部效果的体现；影子汇率、社会折现率和转移支付的涵

义；水工程方案比选的原则。 

难点：影子价格的涵义及确定方法；水工程外部效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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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及社会评价 

1.国民经济评价的涵义 

2.社会评价的目的、评价参数、评价指标、价格权重的确定 

3.掌握财务评价、社会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 

二、国民经济评价 

1.影子价格的涵义及确定方法 

2.直接效益和费用、间接效益和费用的涵义及识别过程 

3.外部效果的确定过程 

4.国民经济评价的基本报表和评价指标 

三、水工程项目方案比选 

1.水工程方案比选的原则 

2.方案比选的方法 

第七章  价值工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价值工程的分析过程、方案创新及评价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价值工程的涵义；价值工程的基本特点；功能、成本、价值的涵义；价值工程分析的阶

段；方案创新的概念；方案创新的目的与原则。 

难点：价值工程分析的阶段。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价值工程的产生与发展； 

2.价值工程的基本特点； 

3.功能、成本、价值的含义。 

二、价值工程的分析过程 

1.价值工程对象选择的一般原则； 

2.选择价值工程对象的方法； 

3.情报收集、功能分析的过程。 

三、方案创新及评价 

1.方案创新的目的与原则； 

2.方案创新的方法； 

四、应用举例 

第八章  水工程项目和环境影响经济评价案例（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的过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实际案例的分析与学习，掌握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和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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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水工程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案例 

教学内容 

一、水工程项目财务评价案例 

二、水工程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案例 

三、环境影响经济评价案例 

 

执笔人：张新欣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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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学与化工》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绿色化学与化工/GREEN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胡常伟、李贤均编.《绿色化学原理和应用》.中国石化出版社.2002 

闵恩泽、吴巍编著.《绿色化学与化工》.北京：化学工业出版.2000 

李德华编. 《绿色化学与化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沈玉龙、魏利滨、曹文华. 《绿色化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化工与材料学院环境工程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绿色化学与技术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吸收了当代化学、物理、生物、材料、信息等科学

的 新理论和技术，是当今国际化学科学研究的前沿，绿色化学技术是未来化学工业发展的方向和

基础，其核心是利用化学原理从源头上减少或消除化学工业对环境的污染。从关心环境出发，阐述

了绿色化学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详细地介绍了应用绿色化学技术和建立仿生群乐体地手段实现某

些化学产品的洁净生产及零排放的方向和途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能够了解当前绿色化学与化工发展趋势与状况 

2. 使学生能够掌握绿色化学的基础理论知识 

3. 使学生掌握目前实际应用的绿色化学工艺技术 

第一章  绪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绿色化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产生的背景。了解化学学科发展的规律。  

2.弄清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资源和环境的挑战及其化学本质。  

3.掌握可持续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弄清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资源和环境的挑战及其化学本质 

教学内容 

一、环境问题  

二、资源问题  

三、健康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二章  绿色化学（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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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绿色化学的基本概念、内涵和目标。  

2.掌握绿色化学与环境治理的区别和联系。  

3.掌握原子经济性的基本思想，并能在实际化学反应和化学过程中使用之。  

4.熟悉绿色化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5.掌握绿色化学 12 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原子经济性的基本思想，并能在实际化学反应和化学过程中使用之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绿色化学  

二、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绿色化学  

三、化学反应的原子经济性  

四、原子经济性与环境效益  

五、绿色化学的任务  

六、绿色化学十二原则  

第三章  绿色化学与催化-固体酸催化剂（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熟练掌握催化作用的基本原理、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的作用。  

2.掌握催化剂在绿色化学中的重要作用和采用催化剂实现绿色化学目标的方法。  

3.掌握催化剂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催化剂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固体酸催化剂及其分类 

二、固体酸催化剂的性质与表征方法  

三、固体酸催化剂制备方法及其在石油化工中的应用第四节 原子经济性与环境效益 

第四章  绿色溶剂-超临界流体（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掌握超临界流体的原理与方法。  

2.掌握如何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超临界流体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如何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超临界流体方法 

教学内容  

一、超临界的概念和方法原理 

1.超临界技术概述 

2.超临界流体的特性和相图 

3.超临界流体特点：高溶解能力，高扩散能力，选择性和反应活性可控和无毒不燃性。 

二、超临界技术在各种工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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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临界流体的选择 

2.超临界技术的绿色催化反应 

3.临界技术对催化剂稳定作用 

4.反应中的超临界技术 

5.超临界流体在催化剂及纳米材料制备中的应用  

三、超临界流体技术萃取技术的应用及其 新进展 

1.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2.超临界水介质 

3.超临界二氧化碳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的应用 

第五章  电化学技术在绿色化学中的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电化学的相关知识，并进一步扩展电化学基础知识。 

2.使学生掌握电化学反应的分类及应用实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化学中的基本概念，常用定理定律掌握催化剂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讲授电化学基础知识，基本概念。 

1.什么是电化学反应 

2.电化学反应器及其构成 

二、电化学反应的分类和应用实例 

1.电化学反应的分类： 

2.电化学反应研究实例 

三、清洁的能源 

1.氢能 

2.燃料电池 

执笔人：马红超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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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工程/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教学参考书：宁平主编.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张小平编.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通过课堂多媒体授课和国内外 新文献阅读交流，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城市废物污染控制与资源

化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式，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和管理现状。能够树立固体废物处理的新

理念， 终达到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的目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概论，固体废物

收集转运系统，固体废物预处理技术，固体废物的物化、生物处理、热处理技术，固体废物的处理

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2.为后续的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的学习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3.使学生能够利用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原理与方法分析解决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问题。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固体废物的危害及处理方法，学会固体废物再资源化的思维方式，推动清洁化生产进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树立清洁化生产的意识。 

教学内容 

一、固体废物的概念 

1.概念与特点 

2.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分类 

3.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危害 

二、固体废物的技术政策与控制方法 

1.固体废物的技术政策 

2.固体废物的控制方法 

第二章  固体废物的收集与运输(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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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固体废物的收集方法和运输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固体废物的收集原则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固体废物的收集 

1.收集原则 

2.收集方法 

3.固体废物的标记 

二、固体废物的运输 

1.容器的选择 

2.运输方式 

3.运输管理 

三、城市垃圾的收集与运输 

1.生活垃圾的收集方式 

2.收集路线设计 

3.收集系统分析 

第三章  固体废物的预处理技术（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固体废物的预处理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固体废物压实、破碎、分选、脱水等技术。 

教学内容 

一、固体废物的压实 

1.压实的目的及原理 

2.压实程度的度量 

3.压实设备及选用 

二、固体废物的破碎 

1.破碎的目的及方法 

2.影响破碎效果的因素 

3.破碎工艺及设备 

三、固体废物的分选 

1.筛分及重力分选 

2.磁力、电力分选 

3.浮选 

4.其他分选方法 

四、固体废物的脱水 

1.固体废物的水分及分离方法 

2.浓缩脱水 

3.机械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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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固体废物的处理技术（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固体废物的处理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固体废物固化、生物处理、热处理、资源化与综合利用等技术。 

教学内容 

一、固化 

1.包胶固化 

2.自胶结固化 

3.玻璃固化 

二、生物处理 

1.好氧堆肥 

2.厌氧消化 

3.其他生物处理技术 

三、热处理 

1.焚烧处理 

2.热解处理 

3.其他热处理方法 

四、资源化与综合利用 

1.工业及矿业废物的利用 

2.城市垃圾及污泥的利用 

3.农业废物的利用 

第五章  固体废物的处置（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固体废物常见的 终处置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固体废物的卫生土地填埋和安全土地填埋。 

教学内容 

一、处置方法概述 

1.处置的要求及分类 

2.海洋处置 

3.土地填埋处置 

二、固体废物的填埋处置 

1.填埋场的规划和设计 

2.渗滤液的收集与处理 

3.填埋气体的收集与利用 

三、危险及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处置 

1.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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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射性废物的处置 

执笔人：张新欣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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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膜分离技术导论/Introduction to membrane separa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杨座国编. 膜科学技术过程与原理.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8 

王湛编. 膜分离技术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8 

朱长乐编. 膜科学技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及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主要讨论各种膜分离过程的基本理论、各种膜分离技术的基本原理、典型膜分离设备的

结构特征，以及典型膜分离工艺，使学生全面系统了解、学习膜技术知识。通过学习膜分离过程的

原理、特性、操作特点及其应用，以培养学生应用膜分离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为

学生进行膜分离工程设计及系统分析、科学研究及技术管理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膜分离过程的基本理论、各种膜分离技术的基本原理； 

2．使学生全面系统了解、学习膜分离技术知识及膜分离工艺； 

3. 培养学生应用膜分离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概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膜分离技术发展概况，掌握膜过程的分类及分离特点；理解膜的 

定义和膜缺陷的含义，掌握膜的制备方法和膜性能的表征，熟悉膜分离技术主要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膜过程的分类、分离特点及膜性能的表征。难点：膜性能表征。 

教学内容 

一、膜分离技术发展概况 

二、分离膜和膜分离 

三、膜分离过程的分类 

四、膜分离过程的特点 

五、膜分离过程简介) 

第二章  反渗透及纳滤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反渗透膜的制备方法及其主要性能参数，掌握反渗透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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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差极化的概念、影响及控制方法，掌握反渗透基本流程。掌握反渗透预处理、后处理和清洗的基

本原则。熟悉反渗透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反渗膜材料及制备，反渗透基本原理，浓差极化的概念、影响及控制方法。难点：反渗

透过程的传质机理及模型。 

教学内容 

一、反渗透基本原理 

二、反渗透膜透过机理 

三、反渗透主要性能参数 

四、反渗透膜制备及组件 

五、浓差极化 

六、膜污染与清洗 

七、反渗透膜分离装置及膜成型机械装置 

八、反渗透应用 

九、反渗透的后处理 

十、纳滤 

第三章  超滤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超滤分离机理和常用的操作模式，了解超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掌握超滤膜污染的成因、控制方法及膜清洗的基本原则，了解超滤膜的制备方法和超滤膜性能的测

定，了解超滤膜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超滤的操作模式和超滤膜污染的成因、控制方法。难点：超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教学内容 

一、超滤基本原理 

二、超滤膜种类及制备方法 

    三、影响超滤过程的因素 

四、提高超滤膜通量的途径 

五、超滤操作模式 

六、超滤应用 

第四章  微滤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微滤发展历史，掌握微滤分离机理和常用的操作模式，了解微

滤过程的数学描述。了解微滤膜的制作方法和膜性能的评价方法，了解微滤膜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微滤分离机理、常用的操作模式。难点：微滤过程的数学描述。 

教学内容 

一、微滤原理及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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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滤膜结构与性能表征 

    三、微滤装置及其应用 

第五章  电渗析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电渗析装置的构造，掌握电渗析的工作原理，掌握离子交换膜

的选择透过机理。了解电渗析的操作控制，掌握电渗析中的极化现象，了解其它类型的电渗析，了

解电渗析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渗析的工作原理，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机理，电渗析中的极化现象。难点：离子交

换膜的选择透过机理。 

教学内容 

一、电渗析基本原理及过程 

二、离子交换膜 

    三、电渗析装置 

四、电渗析的操作控制 

五、电渗析过程中的极化现象 

六、其它类型电渗析 

 

执笔人：孙德栋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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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al Ec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生物化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李洪远主编.环境生态学（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鲁敏、孙友敏、李东和主编.环境生态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孙儒泳主编.生态学进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主要介绍环境生态学研究对象、内容、组成及功能，重点阐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生态系统的

物质循环、化学循环及生态平衡，简要描述生态监测的特点和意义、尺度类型和方法分类以及生态

工程的理论和模型。课程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图反映环境生态学的全貌和国内外 新的

研究成果，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运用生态学原理解释人类对环境影响及解决

环境问题的途径。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生态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了解与掌握 

2.运用所学原理解释生态学现象和人类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机理和过程 

3.初步解决环境生态学及相关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现状和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教学内容 

一、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1.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 

2.环境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生态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包括生物对环境因子的适应以及种群生态学、群

落生态学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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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群落的基本特征 

难点：群落的演替 

教学内容 

一、生态因子及其作用规律 

1.环境与生态因子 

2.生态因子的作用规律 

二、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1.生物对光因子的生态适应 

2.生物对温度因子的生态适应 

3.生物对水因子的生态适应 

4.生物对土壤因子的生态适应 

三、种群生态学 

四、群落生态学 

第三章  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与组成、基本功能和生态平衡的基本特征与调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功能 

难点：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教学内容 

一、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与组成 

1.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 

2.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 

二、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 

三、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1.物质循环的模式 

2.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类型 

四、生态平衡 

1.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特征 

2.生态平衡的调节 

第四章  生态监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生态监测的特点和意义、尺度类型和方法分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生态监测的有关概念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生态监测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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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监测的概念 

2.生态监测的特点和意义 

3.生态监测的基本要求 

二、生态监测的分类 

1.生态监测尺度类型 

2.生态监测方法分类 

第五章  生态工程（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生态工程的概念、原理（包括核心原理、生物学原理和工程原理三方面）以及生态工程的

数学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生态工程的原理和生态工程的数学模型 

难点：生态工程的数学模型 

教学内容 

一、生态工程的理论 

1.生态工程的概念 

2.生态工程的原理 

二、生态工程的数学模型 

1.生态工程模型的类型 

2.生态工程模型的构建步骤 

3.生态工程的能量系统模型 

 

执笔人：郝军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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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毒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环境毒理学/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                         适用专业：环境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生物化学、环境化学 

教学参考书：孟紫强.《环境毒理学基础》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2   

李建政.《环境毒理学》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06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与轻化工程系环境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环境毒理学是研究环境中污染物与人群健康的关系，阐明环境污染物对生态体系、人群健康影

响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为利用有利环境因素和控制不利因素的对策，预防疾病、保障人群健康提供

科学的依据。环境毒理学的焦点不仅在于研究环境污染物对土壤、水域生态系统生物种群和个体可

能产生的影响，而且要研究对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类健康的影响。随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所处的重要位

置得到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在近代环境毒理学中也往往进行环境污染物对人类群体影响的研究。研

究污染物对人体的损害作用及其机理，探测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理论依据和措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使学生掌握一般的毒物安全防护知识。 

2.为学生进一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基本的理论和实验指导 

第一章  绪论（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到环境毒理学的研究理论与特点掌握外源化学物的定义，掌握环境中主要污染物的

来源与种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毒理学的研究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内容  

三、环境毒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环境化学物的生物转运与转化（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到污染物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转化和排泄的研究理论与特点掌握环境中主要污

染物在人体代谢动力学的“一室模型”、“二室模型”等基本概念。熟悉生物转化的主要类型和作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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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毒物动力学的“一室模型”、“二室模型”和生物转化的主要类型和作用原理 

教学内容 

一、生物转运 

二、毒物动力学 

三、生物转化 

第三章  环境化学物的毒性作用及其影响因素（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到环境化学物对人体的毒性作用与机理; 掌握毒性作用的 LD50、NOAEL 等剂量概

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化学物对人体的毒性作用与机理。 

教学内容 

一、毒性作用 

二、影响毒性作用的因素 

第四章  环境化学物的一般毒性及其评价（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到环境化学污染物对人体的一般毒性作用机理与特点; 掌握染毒剂量设计等实验方

法与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染毒剂量设计等实验方法与原理 

教学内容 

一、化学物毒性评价的实验基础 

二、急性毒性及其评价方法 

三、亚慢性慢性毒性及其评价方法 

四、皮肤局部毒性及其评价方法 

第五章  环境化学物的特殊毒性及其评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到环境污染物的三致作用的机理与危害; 掌握 Ames 等常用致突变作用的实验方法; 

熟悉化学物致癌的学说。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环境污染物的三致作用的机理与危害 

教学内容 

一、环境化学物的致突变性及其评价 

二、环境化学物的致癌作用及其评价 

三、环境化学物的生殖发育毒性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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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化学物的安全性评和健康危险度评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到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方法和实际安全剂量 RFD 等概念; 掌握危害指数法（HI）的

评价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方法 

教学内容 

一、环境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 

二、环境健康危险度评价 

第七章  大气环境毒理学（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大气污染的类型与特点；掌握大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性质、毒性与分析的方法与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大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性质、毒性与分析的方法与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大气污染物的致病致癌和致突变作用 

三、有害气体的毒性作用及其机理 

四、大气颗粒物的作用及机理 

第八章  水环境毒理学（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水污染的类型与特点；掌握水体中主要污染物的性质、毒性与分析的方法与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水体中主要污染物的性质、毒性与分析的方法与原理。 

教学内容 

一、水域生态环境概述 

二、污染物在水体与生物体内的迁移转化 

三、污染物的毒性作用及机理 

四、水体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五、水域生态毒理学 

第九章  土壤环境毒理学（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认识土壤污染的来源与特点；掌握土壤污染物的生物效应。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土壤污染物的生物效应 

教学内容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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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物进入土壤的途径及其分布 

三、土壤污染的生物效应 

执笔人：薛芒                                        审核人：董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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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高分子物理化学/polymer physics and chemistr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 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 

学分数： 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普通化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董炎明等编.《高分子科学教程》. 科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 

潘才元编.《高分子化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 

夏炎编. 《高分子科学简明教程》. 科学出版社.2000 年 2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与包装系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高分子物理化学是印刷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内容分为高分子化学和物

理两个部分。高分子化学主要介绍高分子科学的基本概念、各种重要的聚合反应类型、反应

机理和常见聚合物，并结合印刷专业的特点，重点讲述功能高分子中感光高分子材料的种类、

感光成像原理和在印刷中的实际应用；高分子物理部分着重介绍聚合物的结构与力学、热学、

光学、老化等性能之间的关系，重点掌握结构和聚合物功能的密切关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链式聚合反应和逐步聚合反应两大聚合反应机理，并能够

通过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结构，分析聚合物的电学、力学和光学等性能。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进行高分子领域相关材料的鉴定、分析和研

发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高分子科学知识，利用高分子科学的

基本原理，进行高分子化学物的合成和物理性能的分析，从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高分子材料

在印刷生产中的应用。 

第一章  绪  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和掌握高分子化学中的基础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构单元、重复单元、单体单元的关系，平均分子量和多分散性的物理意义及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科学与印刷的关系 

二、高分子科学的基本概念 

三、聚合物的命名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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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合物的平均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五、高分子链的结构形态 

第二章 自由基聚合反应（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和掌握聚合反应机理、引发剂的种类、引发效率、单体与聚合反应的关系，了 

解常见聚合物的主要用途和英文简称。 

教学重点和难点 

自由基聚合反应机理、 单体与聚合反应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聚合反应 

二、自由基聚合反应机理  

三、引发剂和引发作用 

四、聚合反应单体 

五、聚合反应实施方法 

六、常见的自由基聚合物 

第三章 离子聚合反应（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正离子、负离子聚合反应机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正离子、负离子聚合反应机理以及催化剂、活的高分子。  

教学内容 

一、正离子聚合反应 

二、负离子聚合反应 

第四章 共聚合反应（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常见的共聚物反应式、英文简称以及常见用途。 

教学重点和难点 

竞聚率与共聚物组成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共聚合反应方程 

三、竞聚率 

四、常见的共聚物 

第五章 缩合聚合反应（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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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平衡缩聚反应、体形缩聚反应、凝胶现象，了解常见缩聚物用途与性能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平衡缩聚反应、体形缩聚反应。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缩聚反应单体 

三、平衡缩聚反应 

四、分子量的控制 

五、体形缩聚反应 

六、常见缩聚物 

第六章 高分子化学反应（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功能基、降解、交联、扩链反应，以及老化现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高分子化学反应的特点、高分子化学反应给聚合物带来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反应的特征及分类  

二、高分子化学反应 

三、聚合物的老化 

 聚合物的结构和性能（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聚合物的结构与力学、电学、热学、光学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聚合物的结构与热学、力学性能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高分子的链结构 

二、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三、聚合物的溶解性能 

四、聚合物的热学性能                

五、聚合物的力学性能           

六、聚合物的电学性能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霍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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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课程名称：印刷概论/Introduction to Printing 

课程类型：专业课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普通化学 

教学参考书：刘真主编. 印刷概论.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1 月 

        霍李江主编.包装印刷技术. 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 年 9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印刷概论》课程面向印刷工程专业本科生，旨在使学生初步了解关于印前处理、印刷、

印后加工、印刷品检测技术以及数字化印刷的技术流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初步学习凸印、

柔印、平印（胶印）、凹印、孔版（丝网版）印刷等常规印刷技术和一些特种印刷技术的基

本原理和工艺以及配套印后加工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主要工艺方法。同时初步了解在纸、

纸板、塑料、金属、玻璃、纺织品等各类承印物表面实现图文复制和印后加工的典型技术实

例与发展趋势，为后续专业基础与平台课程和专业限选课程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印刷技术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框架； 

2．了解各类印刷工艺流程、技术方法和设备； 

3．针对常规印刷产品，具备有关印刷工艺流程初步设计能力。 

第一章  总   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技术发展史，掌握印刷的定义与要素，了解印刷技术分类以及与相关学科的联

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的定义与要素以及印刷技术分类。 

教学内容 

一、印刷定义与要素 

 二、印刷技术分类 

 三、印刷工艺流程 

 四、印刷工程与其它相关学科的联系 

第二章  印前图文信息处理（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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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印刷图文信息处理原理与方法，了解数字印前系统的构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原理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数字印前系统 

 二、文字、图像、图形信息处理 

 三、组版、拼版与输出 

 四、数字印前输出与制版 

第三章  数字印前输出与制版（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制版技术原理与方法，了解印刷制版材料。 

教学重点与难点 

制版技术原理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印前制版胶片输出技术 

二、凸版制版技术 

三、平版制版技术 

四、凹版制版技术 

五、孔版制版技术 

第四章  印 刷（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类印刷工艺流程与设备，了解数字化印刷流程和新型印刷工艺与设备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类印刷工艺流程与设备。 

教学内容 

一、凸版印刷 

二、平版印刷 

三、凹版印刷 

四、孔版印刷 

五、其它印刷 

第五章  印后加工（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类印后工艺流程与设备，了解新型印后工艺与设备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类印后工艺流程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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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书刊装订技术 

二、印刷品表面装饰 

三、包装容器加工 

第六章  数字化印刷流程与质量检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品检测技术原理与方法，了解印刷品检测仪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印刷品检测技术原理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印刷数字化工作流程 

二、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 

  

执笔人：霍李江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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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平面设计基础/ Design Basic of  Graphic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24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专业导论》 ，《印刷色彩学》                               

教学参考书：信息产业部电子教育中心组编. 《平面设计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

月 

       王友江编．《平面设计基础》．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年 6 月 

       严晨编.《数字版面设计艺术》.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腾龙视觉设计工作室编.《新编中文版 Freehand MX 标准教程》.海洋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黄建平、吴莹编.《版式设计基础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门课程主要介绍平面设计、色彩、图像和印刷排版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常用平面

设计软件 Photoshop、Freehand 和 CorelDRAW 等软件的基础知识。用平面设计方法及其上机

操作部分，重点介绍了报纸、招贴海报、视觉形象（Ⅵ）以及网页等平面设计的特点与具体

方法，其中还特别针对与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相关的平面设计作品特点、风格和应掌握的计

算机设计软件的操作方法，设计了上机练习的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对印刷设计中的文字、

图形和图像设计元素的理解，并熟练掌握对印刷专业设计软件的基本操作，达到熟练掌握和

得心应手的运用程度。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具备系统的平面设计、色彩、

图像和印刷排版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自我创造和自我开发的意识，培养学

生独立完成设计作品的构思、理解和运用能力。为毕业后能胜任各种工作打好基础。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平面设计、

色彩、图像和印刷排版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常用平面设计软件的基础知识。将平面设计

基础理论与印刷技术相结合，综合应用于印刷工程应用中。 

第一章  平面构成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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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平面构成课程的性质，明确学习平面构成课程的意义。理解点线面是一切造型要素

中 基本的构成三要素，掌握点线面在表现方面的特点。理解和谐、对比、对称、平衡、比

例、重心、节奏、韵律等形式美法则的基本含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的门类和设计元素的分类；掌握点线面在表现方面的特点；形的分类和组合方式；

各种平面构成的形式设计；形式美法则。 

教学内容 

一、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 

1.点、线的构成 

2.面的构成 

3.点、线、面的构成 

二、平面构成的基本形与骨骼 

1.基本形 

2.骨骼 

三、各种平面构成的形式设计 

四、形式美法则 

第二章  设计色彩（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色彩基础知识、构成原理等，掌握基本配色方法和色彩设计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立体；色彩的混合；色彩的对比；色彩的调和。 

教学内容 

一、色彩基本原理 

1.色彩属性 

2.色立体 

3.点、线、面的构成 

二、色彩的对比与调和 

1.色彩的对比 

2.色彩的调和 

三、色彩的心理与情感 

1.色彩表情 

2.色彩感觉 

3.色彩联想 

第三章  文字、图案与图像的设计与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文字、图案与图像的分类、设计原理及案例解析，掌握其设计与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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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设计的原则与要求及制作过程；文字设计分类；图案定义和作用，形式规律与法则

及图案的色彩；两种图案的形式和设计手法；图像定义和作用；图像创意技巧分析；排版设

计的形式原理、原则、程序和发展趋势；排版的三个基本种类；排版设计中点、线、面的运

用。 

教学内容 

一、文字的创意设计与应用 

1. 文字设计概论 

2. 文字设计分类 

3. 案例解析 

二、图案的创意设计与应用 

1．图案设计概论 

2．图案的分类与特点 

3. 案例解析 

三、图像的创意设计与应用 

1. 图像分类与特点 

2. 图像创意技巧分析 

3. 色彩联想 

四、版面设计元素的实际应用 

1. 电脑排版概述 

2. 排版的样式分析 

3. 排版的案例分析 

第四章  电脑软件在印刷设计中应用(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对 Photoshop、Freehand、CorelDraw 软件有全面了解。掌握

这些软件的常用命令及操作方法；要求学生对这些软件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以便在印刷制

版、包装策划等方面发挥作用，重点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运用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记各种工具的功能；对各种软件的熟练掌握。 

教学内容 

一、Photoshop 软件简介与学习 

1. Photoshop 基础知识 

2. Photoshop 操作技巧 

3. Photoshop 具体实例分析 

二、Freehand 软件简介与学习 

1. Freehand 基础知识 

2. Freehand 操作技巧 

3. Freehand 具体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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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orelDraw 软件简介与学习 

1. CorelDraw 基础知识 

2. CorelDraw 操作技巧 

3. CorelDraw 具体实例分析 

第五章  版面设计的发展历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理解国外和国内版面设计的发展过程，了解不同时期版面设计的典型代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豪斯风格的版式特点；国际主义风格的版式特点。 

教学内容 

一、早期的版面设计风格 

二、维多利亚时期的版面风格 

三、莫里斯风格的版面设计 

四、新艺术运动的版面风格 

五、装饰主义风格的版面 

六、受现代艺术运动影响的版面风格 

七、单纯主义风格的版面 

八、现代主义风格的版面设计 

九、现代主义之后的版面设计风格 

第六章  版面设计中的样式与形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理解样式八要素和造型八原则，掌握更富形态的版面之设计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样式的八要素如何在版面设计中体现出来；调整版面形态的复杂技巧。 

教学内容 

一、样式的选择 

1. 视觉度 

2. 图版率 

3. 文字的跳跃率 

4. 图片的跳跃率 

5. 网格约束率 

6. 版面率 

7. 构成的三种类型 

8．字体印象 

二、形态的调整 

1．明确主题 

2．分开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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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化 

4. 暧昧给人不安的感觉 

5. 整理流向 

6. 空白是主题的领地 

7. 抑制四角 

8. 利用版心线 

三、创作更富形态版面之技巧 

1. 节奏 

2. 对比 

3. 重点 

4. 比例 

5. 平衡 

6. 融合 

第七章  印前设计中的常见问题（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对平面设计在印前设计中的应用，有更深的了解。 

教学重点和难点 

网线网角；陷印处理。 

教学内容 

一、字体管理 

二、从 RGB 转到 CMYK 

三、菲林网线网角 

四、陷印处理 

  

执笔人：梁静 盛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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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3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2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程序设计语言                               

教学参考书：姚敏编．《数字图像处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 3 月 

       孙刘杰编．《印刷图像处理》．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 年 2 月 

何东健编.《数字图像处理》第二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数字图像处理是印刷专业学生的一门学科基础课。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研究领域既包括

图像处理本身，又包括与之相关的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和人工智能等内容，

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算法。该课程主要介绍了图像的数字

化、变换、预处理方法、分割，灰度图像的分析，二值图像处理，图像的模式识别，计算机

视觉，图像通信，图像信息的压缩以及图像工程学的应用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较深入地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

基础理论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掌握基本的数字图像处理处理技术，了解与各个处

理技术相关的应用领域。 

2．在能力层面上，要求学生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后，能熟练使用数字图像处理方法，具

有一定的数字图像处理能力，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其它数字图像处理方法和提高数字

图像处理能力奠定基础。掌握数字图像处理基本概念、掌握数字图像处理基本运算、理解图

像的变换域处理，并熟练掌握 Matlab、VC++等编程软件在数字图像处理方面的应用。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编程软件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应用，能够将数字图像处理与与印刷技术相结合，综合应用于印刷图像

处理中。 

第一章  数字图像处理概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特点、目的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图像处理的主要内容。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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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图像处理及其特点 

1．数字图像与数字图像处理 

2．数字图像处理的特点 

二、数字图像处理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1．数字图像处理的目的 

2．数字图像处理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数字图像处理基础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图像的类型、图像文件的格式，掌握图像数字化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数字化技术、数字图像类型。 

教学内容 

一、图像数字化技术 

1．采样 

2．量化 

3．采样与量化参数的选择 

4．图像数字化设备 

二、数字图像类型 

1．位图 

2．位图的有关术语 

三、图像文件格式 

1．BMP 图像文件格式 

2．其他文件格式 

第三章  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基本运算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基本运算方法，包括点运算、代数运算、几何运算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点运算、代数运算、几何运算的方法和应用范围。 

教学内容 

一、数字图像处理基本运算的分类 

1．根据图像处理算法分类 

2．根据基本运算分类 

二、点运算 

1．增加一幅图像的亮度 

2．应用线性点运算处理一幅图像 

3．掌握点运算的应用范围 

三、代数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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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减法运算去除一幅图像的附加噪声 

2．对遥感图像进行比值处理 

四、几何运算 

1．旋转一幅图像 

2．掌握空间变换的基本方法 

3．了解重采样的基本方法 

4．比较不同的重采样算法 

第四章  图像增强与平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直方图的概念、灰度变换的方法，掌握图像噪声的特点以及去噪方法，掌握彩色增

强的方法以及掩膜处理的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直方图的概念、灰度变换的方法、去噪方法、彩色增强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直方图 

1．直方图的基本概念 

2．直方图的性质 

3．直方图的计算 

4．直方图的拉伸 

二、灰度变换 

1．灰度线性变换 

2．分段线性变换 

3．非线性变换 

三、 图像噪声 

1．概述 

2．图像噪声分类 

3．图像系统噪声特点 

四、去除噪声 

1．模板操作和卷积运算 

2．领域平均法 

五、图像增强 

1．了解由灰度图像生成彩色图像的方法 

2．应用密度分割法生成一幅彩色图像 

3．灰度级彩色变换 

4．频域滤波法 

六、图像的掩膜处理 

第五章  图像分割与边缘检测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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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像分割的用途和方法、边缘检测的方法，掌握轮廓跟踪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分割方法、边缘检测方法、轮廓跟踪与提取技术。 

教学内容 

一、图像分割 

1．概述 

2．灰度阈值法分割 

3．区域生长 

4．区域聚合 

二、边缘检测 

三、轮廓跟踪与提取 

1．轮廓跟踪 

2 轮廓提取． 

四、投影法与差影法 

1．投影法 

2．差影法 

第六章  数学形态学及其应用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学形态学的概念，掌握二值形态学以及灰值形态学的原理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学形态学的概念、二值形态学的方法、灰值形态学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引言 

1．数学形态学 

2．基本符号和术语 

二、二值形态学 

1．腐蚀 

2．膨胀 

3．开、闭运算 

4．击中、击不中变换 

三、灰值形态学 

1．灰值腐蚀 

2．灰值膨胀 

3．灰值开、闭运算 

四、形态学的应用 

1．形态学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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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架抽取 

第七章  图像特征与理解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像的几何特征和形状特征，掌握纹理分析以及曲线拟合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的几何特征和形状特征，纹理分析方法、曲线拟合方法。 

教学内容 

一、图像的几何特征 

二、形状特征 

三、纹理分析 

1．统计法 

2．用空间自相关函数作纹理测度 

3．频谱法 

4．纹理的句法结构分析法 

四、曲线与表面的拟合 

1．曲线拟合 

2．曲面拟合 

第八章  印刷图像处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图像的加网技术，以及高保真的彩色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网点的构成特点，高保真彩色技术。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和术语 

二、电子加网 

三、数字网点构成特点 

1．网格单元 

2．像素与加网线数 

3．记录分辨力与网点层次 

4．记录分辨力与加网线数的关系 

四、半色调工艺与数字图像加网 

1．半色调工艺 

2．数字半色调加网的本质 

3．半色调加网在图像处理软件中的实现 

五、高保真彩色技术 

  

执笔人：盛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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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信息技术基础/ Bas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 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分数： 2.0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大学物理、电工与电子技术 

教学参考书：严晓华编. 《现代通信技术基础》.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在介绍当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科学、通信技术的关系基础上，介绍现代信息科

学、通信技术的基本组成和主要技术，使学生能较全面地了解信息科学、通信技术的基础理论，理

解目前广泛应用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更深刻认识其与印刷技术的关系，为今

后的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使学生了解信息科学和通信技术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更加深刻理解印刷图文信息记录、再现、

传播的原理和作用。 

第一章  概述 （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息科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方法论；了解信息的一般概念，及信息论的起源、发展及

研究内容；熟悉信息的分类；掌握通信系统模型、信息的度量方法，以及通信系统中的信息传输模

型等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通信系统模型、信息的度量方法，以及通信系统中的信息传输模型等内容。 

教学内容 

    一、信息科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以及方法论 

    二、信息的概念及分类 

    三、信息论的起源。发展及研究内容 

四、通信系统模型 

第二章 信息的度量（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自信息和互信息。平均自信息、平均互信息的概念；掌握平均自信息、平均互信息的计算，

嫡函数的件质等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平均自信息、平均互信息的计算，嫡函数的件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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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自信息和互信息   

二、平均自信息 

三、平均互信息 

第三章 信源及信息墒（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离散单符号信源嫡，离散多符号信源嫡，离散平稳有记忆信源，马尔可夫信源，信源相关

性和剩余度的概念及主要的应用情况；掌握信源的分类及其数学模型，以及离散单符号信源，离散

多符号信源，连续信源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信源的分类及其数学模型，以及离散单符号信源，离散多符号信源，连续信源等。 

教学内容 

一、信源的分类及其数学模型 

二、离散单符号信源 

三、离散多符号信源 

四、连续信源 

第四章 无失真信源编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源编码的相关概念；熟悉定／变长码及变长信源编码定理、变长码的编码方法；掌握无

失真变长信源编码定理（香农第一定理）；香农编码、二元霍夫曼码、R 元霍夫曼码；实用无失真

信源编码方法，包括游程编码、算术编码、LZW 编码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无失真变长信源编码定理和实用无失真信源编码方法。 

教学内容 

一、信源编码的相关概念 

二、定／变长码及变长信源编码定理 

三、变长码的编码方法 

四、实用的无失真信源编码方法 

第五章 限失真信源编码（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对失真进行测度的相关概念；熟悉信息率失真函数、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掌握 D 失真许

可信道、信息率失真函数 R（D）的性质、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等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 D 失真许可信道、信息率失真函数 R（D）的性质、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等内容。 

教学内容 

一、失真测度 

二、信息率失真函数 

三、限失真信源编码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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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用的限失真信源编码方法 

第六章 随机过程分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随机信号与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熟悉平稳随机过程、马尔科夫随机过程、高斯随机过程

与估值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掌握平稳随机过程的数字特征与概率密度函数、平稳随机过程

的相关函数与功率谱密度；重点掌握随机过程理论与方法在信号处理和 优化理论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随机过程理论与方法在信号处理和 优化理论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随机信号与随机过程 

二、平稳过程 

三、马尔科夫过程 

四、高斯过程 

五、估值理论 

六、随机过程应用 

第七章 信道与噪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道和噪声的基本概念、模型及其分类，分集接收的作用以及恒参信道、随参信道对传输

信号的影响；熟悉各种加性噪声及其性能分析，连续信道信道容量的概念，恒参信道实例与随参信

道实例，起伏噪声、噪声等效带宽、连续信道的信道容量“三要素”；掌握调制信道模型，编码信

道模型，SHANNON 信道容量公式，恒参信道、随参信道特性及其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调制信道模型，编码信道模型，SHANNON 信道容量公式，恒参信道、随参信道特性及其

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广义信道与狭义信道 

二、编码信道与调制信道 

三、噪声模型，包括各类噪声源分析，白噪声、窄带白噪声及噪声带宽 

四、连续信道的信道容量 

第八章 信号调制与编码（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凋制解调基本原理；复合调制及多级调制的概念；多进制数字调制

的概念；基本调制方式；熟悉频分复用的概念；数字凋制信号的频谱特性；编码调制技术在多路数

字电话系统、语音和图像的压缩编码中的应用；掌握抽样定理、量化电平及脉冲编码调制（PCM）

和增量调制，脉冲编码调制（PCM）的信噪比；模拟信号调制与解调及其抗噪声性能；数字信号调

制解调及其抗噪声性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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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抽样定理、量化电平及脉冲编码调制（PCM）和增量调制，脉冲编码调制（PCM）的信噪

比；模拟信号调制与解调及其抗噪声性能；数字信号调制解调及其抗噪声性能。 

教学内容 

一、调制解调原理 

二、模拟调制系统 3 

三、数字调制系统 

四、模拟信源数字化与编码  

第九章 信号传输（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基带传输系统的组成；常见数字基带信号、传输码型、频谱；眼图的作用；多进制确知信

号的 佳接收原理；载波同步系统的性能；群同步的保护；扩展频谱系统同步；熟悉部分响应系统

的频率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常见数字基带信号的波形特点及常用传输码型编码规律；无码间干扰的基带传输特性；无

码间串扰二进制系统抗噪性能的分析方法和结论。 

教学内容 

一、数字基带传输 

二、数字信号的载波传输 

三、多路传输与多址传输 

四、数字信号的 佳接收 

五、差错控制编码 

六、同步原理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焦利勇 



 

- 416 - 

《印刷工程光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刷工程光学/ Optics of Printing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专业导论》 ，《印刷色彩学》                               

教学参考书： 徐艳芳编、黄敏等编. 印刷工程光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1 年 7 月 

             许鑫、杨皋编.印刷工程光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1999 年 12 月。 

             母国光等编，光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 1978 年。 

 周炳琨等编，激光原理，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1980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旨在使工程类学生掌握基本的光学系统理论和应用知识。印刷工程光学知识涉及几何光

学系统的基础理论、概念和技术，包括几何光学的基本概念， 共轴球面光学系统、理想光学系统和

平面镜棱镜系统的成像规律、特点及应用；光学系统的光束限制和像差；印刷技术中应用的光源和

光度知识，一些特定应用设备的光学系统，以及激光技术、现代光纤和光电技术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从印刷工艺出发，系统地学习印刷设备中的

光学的原理，掌握在输入、处理和输出的印刷工艺中进行图文信息的光学成像的基本理论与光电控

制技术。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具备系统的印刷工程光学知识与光电控

制技术；通过对印刷光学与光电控制技术的了解，保证印刷工艺管理与控制的科学性；培养综合分

析能力和科学学风，为毕业后能胜任各种打好基础。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全面 、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印刷工程光学与

光电控制技术的方法和基础理论。将光学基础理论与光电控制技术、印刷技术相结合，综合应用于

印刷工程应用中。 

第一章  几何光学基本定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几何光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及符号规则；了解印刷工程光学的任务及研究内容，激发

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热爱本专业以及认识到自己将来肩负的重任。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全反射定律公式、物像概念、符号规则的规定原则。 

    难点：物像概念、符号规则的规定原则。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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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何光学基本定律 

三、物象概念 

四、符号规则 

第二章  光学球面的成像理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光学球面的成像理论，熟悉和掌握光路计算公式、成像的放大率公式；了解传递不变量；

熟悉和掌握共轴球面系统成像、光学球面的反射成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小 l 公式、成像的放大率公式、共轴球面系统成像、光学球面的反射成像。 

教学内容 

一、单个折射球面的光路计算公式 

二、近轴区物点经单个折射球面成像 

三、近轴区成像的放大率公式及传递不变量 

四、共轴球面系统成像 

五、光学球面的反射成像 

第三章  理想光学系统的成像理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共线成像理论、理想光学系统的基点、基面，透镜与薄透镜；熟悉和掌握理想光学系统的

作图法成像及计算法成像；熟悉和掌握理想光学系统组合的作图法成像及计算法成像；熟悉和掌握

求基点、基面的方法。了解这些成像理论在实际印刷光学仪器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想光组成像规律；理想光学系统的作图法成像及计算法成像；理想光学系统双组合的作图法

成像及计算法成像。 

教学内容 

一、共线成像理论 

二、理想光学系统的基点、基面 

三、理想光学系统的成像 

四、理想光学系统的组合 

五、透镜与薄透镜 

第四章  光学平面的成像理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平面反射镜的成像性质、棱镜的展开及外形尺寸计算、等效空气板，熟悉和掌握反射棱镜

的转像；了解棱镜的分类、折射棱镜的作用，熟悉和掌握平面平行玻璃板的位移公式。了解这些成

像理论在实际印刷光学仪器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反射棱镜的转像确定，平面平行玻璃板的轴向位移公式，棱镜折射率的计算公式。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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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射光的成像 

二、折射光的成像 

第五章  光阑（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用光阑及其作用、光学系统孔径的表示方法；熟悉与掌握孔径光阑、视场光阑。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孔径光阑、视场光阑的确定及作用。 

教学内容 

一、光阑及其作用 

二、孔径光阑 

三、视场光阑 

四、景深 

第六章  像差（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和掌握球差和慧差的形成原因和度量方法，像散、场曲和畸变，色差的形成及校正，了解

光学系统对像差的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球差和慧差的度量方法，像散、场曲和畸变，色差的形成及校正。 

教学内容 

一、球差和慧差 

二、像散、场曲和畸变 

三、色差 

四、像差综述 

第七章  典型光学系统及其在印刷领域的应用（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光学系统的性能参数，熟悉和掌握印刷光源与色度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激光的基本原理，光度学中的基本定律。 

教学内容 

一、印刷光源与色度学 

二、激光技术及应用 

三、印刷相关设备的光学系统 

四、颜色测量仪器的光学系统 

  

执笔人：梁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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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色彩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刷色彩学/ printing chromatic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2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专业导论》。                               

教学参考书： 周世生编、郑元林等编. 印刷色彩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 年 3

月 

刘武辉、胡更生、王琪编. 印刷色彩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4 年

3 月 

杜功顺编.印刷色彩学.印刷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5 年 8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包装工程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印刷是图文复制的科学，从其本质来说，印刷就是颜色的复制和还原。因此印刷色彩学

一直是印刷学科的基础。 

印刷色彩学以理解颜色、描述颜色、复制颜色为主线。印刷色彩学知识涉及颜色的基本

性质、颜色视觉的形成、色度学、印刷基本原理、颜色测量等方面的内容。本门课程从物理

学、生理学、印刷工程等方面介绍颜色的基本性质、颜色视觉的形成、颜色混合规律、色度

学、颜色的表示方法、颜色的呈色机理、颜色空间及多彩管理、颜色测量以及印刷色彩学的

颜色分解、传递、合成等方面的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印刷色彩与色度学的发展历史

和基本概念；理解颜色的基本概念、颜色视觉的形成以及颜色视觉的各种现象；了解颜色的

度量和色度坐标的变换；掌握定量描述颜色的系统：混色表色系统与显示表色系统；了解印

刷色彩与色度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掌握彩色印刷的色彩处理原理和色彩管理

技术。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提高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的需求而发展迅速的色彩管理技术以及各种色彩测量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从事印刷科研和

生产管理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色度学知识，利用印刷色彩学的

基本原理，进行印刷工艺中原稿颜色的分解、传递、合成，从而完成印刷品精确复制。 

第一章  绪论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颜色科学的发展历史及应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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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彩色印刷复制理论的研究现状。 

教学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视觉系统的研究现状 

2. 颜色描述体系的研究现状 

3. 彩色印刷复制理论的研究现状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方法 

第二章  眼睛和视觉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眼球的构造及各部分的主要功能；掌握视觉功能；了解色觉异常现象。 

教学重点和难点 

    视角、视力与视场的基本概念；光谱光视效率的基本概念。 

教学内容 

一、眼球的构造及各部分的主要功能 

二、视觉功能 

1. 视角、视力与视场 

2. 光谱光视效率 

3. 色觉异常 

第三章  色光加色法和色料减色法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色光加色法；掌握色料减色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光加色法和色料减色法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及规律；加色法与减色法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色光加色法 

1. 色光三原色的确定 

2. 色光加色法 

3. 加色混合种类 

4. 颜色混合的基本规律 

5. 颜色环 

二、色料减色法 

1. 色料三原色 

2. 色料减色法 

3. 加色法与减色法的关系 

4. 物体的选择性吸收和非选择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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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颜色视觉和颜色视觉理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颜色视觉规律；了解色彩的心理表现类型；掌握颜色视觉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颜色视觉理论（三色学说、四色学说、阶段学说）。 

教学内容 

一、颜色视觉 

1. 颜色的适应性 

2. 颜色对比 

二、色彩心理学 

1. 色彩的心理表现类型 

2. 色彩的感觉 

三、颜色视觉理论 

1. 三色学说 

2. 四色学说 

3. 阶段学说 

第五章  颜色的显色系统表示法（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色彩的心理三属性；了解颜色感觉空间的几何模型；掌握孟塞尔颜色系统；了解其

他显色系统表色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彩的心理三属性的基本概念；颜色三属性的相互关系；孟塞尔颜色系统。 

教学内容 

一、色彩的心理三属性 

1. 色相 

2. 明度 

3. 饱和度 

4. 颜色三属性的相互关系 

二、颜色感觉空间的几何模型 

三、孟塞尔颜色系统 

四、其他显色系统表色方法 

1. 自然色系统 

2. 奥斯特瓦尔德表色系统 

3. 中国颜色体系 

4. 色谱表色法 

第六章  CIE1931RGB 真实三原色表色系统（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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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颜色匹配实验；了解 CIE1931RGB 真实三原色系统的建立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颜色匹配实验（转盘实验法、色光匹配法）；颜色方程；负刺激值的缺点。 

教学内容 

一、颜色匹配实验 

1. 转盘实验法 

2. 色光匹配法 

3. 颜色方程 

4. 负刺激值 

二、CIE1931RGB 真实三原色系统的建立 

第七章  CIE1931XYZ 标准色度学系统（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CIE1931xYZ 标准色度学系统的建立过程；掌握 CIE1931XYZ 色度图与 Yxy 数字表色

方法；掌握 CIE1964XYZ 补充色度学系统表色系统；掌握物体(印品)色三刺激值 xYZ 的计算；

掌握物体(印品)色三刺激值 xYZ 的计算；掌握颜色的客观三属性；了解 HV／C 和 Yxy 的转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CIE1931XYZ 色度图；物体(印品)色三刺激值 xYZ 的计算；颜色的客观三属性的基本概

念及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CIE1931xYZ 标准色度学系统的建立 

二、CIE1931XYZ 色度图与 Yxy 数字表色方法 

1. CIE1931XYZ 色度图 

2. CIE1931Yxy 数字表色方法 

三、CIE1964XYZ 补充色度学系统表色系统 

四、物体(印品)色三刺激值 xYZ 的计算 

1. 光源的光谱相对能量分布 

2. 物体(印品)色三刺激值 xYZ 的计算 

五、颜色的客观三属性 

1. 主波长 

2. 纯度 

3. 亮度因数 

六、HV／C 和 Yxy 的转化 

第八章  匀色坐标制与色差计算（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颜色的宽容量；了解 CIE1931XYZ 颜色空间的不均匀性的特点；掌握均匀颜色空间；

掌握色差公式；掌握色貌和色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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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颜色的宽容量；均匀颜色空间；色差公式；色貌和色貌模型。 

教学内容 

一、颜色的宽容量和 CIE1931XYZ 颜色空间的不均匀性 

二、均匀颜色空间 

1. 均匀颜色空间的发展 

2. CIE1976L﹡a﹡b﹡均匀颜色空间 

3. CIE1976L﹡u﹡v﹡均匀颜色空间 

4. 均匀颜色空间的 新研究进展 

三、色差公式 

1. CMC(1：c)色差公式 

2. CIE94 色差公式 

3. CIEDE2000 色差公式 

4. 均匀颜色空间的 新研究进展 

四、色貌和色貌模型 

1. 色貌 

2. 色貌现象 

3. 色貌模型 

4. CIECAM02 色貌模型 

第九章  光源的色度学（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光源色三刺激值的计算；掌握光源的色温、显色性等基本概念；掌据光源的定量评

价。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光源色三刺激值的计算；光源的色温；光源的显色性及其定量评价。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光的本质 

2. 光源 

3. 光源色三刺激值的计算 

二、光源的色温 

1. 黑体 

2. 光源的色温 

三、光源的显色性及其定量评价 

1. 评价方法 

2. 显色指数 

3.光源显色性的应用 



 

- 424 - 

第十章  颜色的密度学体系（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密度；掌握印刷油墨颜色质量的 GATF 密度评价方法；掌握印刷油墨密度和墨层厚

度。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孟塞尔明度值与视觉密度的关系；印刷油墨颜色质量的 GATF 密度评价方法；印刷油墨

密度和墨层厚度关系的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密度 

1. 密度的定义 

2. 孟塞尔明度值与视觉密度的关系 

3. 密度的比例性和相加性 

二、印刷油墨颜色质量的 GATF 密度评价方法 

1. 影响油墨密度的因素 

2. 评价油墨颜色质量的参数 

3. GATF 色轮图 

三、印刷油墨密度和墨层厚度 

第十一章  颜色测量（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颜色测量的原理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颜色测量的几何条件；分光光度测色仪与光电积分式测色仪器的使用方法；物体色的测

量方法；密度测量原理。 

教学内容 

一、目视测色 

二、仪器测色的色度基准 

三、颜色测量的几何条件 

1. 反射测量 

2. 透射测量 

3. 多角几何条件 

四、分光光度测色仪 

1. 机械扫描式分光光度测色仪 

2. 电子扫描式分光光度测色仪 

3. 多角几何条件 

五、光电积分式测色仪器 

1. 光电积分式色度计 

2. 色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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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七、密度测量原理 

第十二章  数字图像的色彩模式（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数字图像的色彩模式，并会进行色彩模式应用的选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彩模式；色彩模式应用的选择。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色彩模式 

1. RGB 模式 

2. CMYK 模式 

3. Lab 模式 

4. 其他色彩模式 

三、色彩模式应用的选择 

第十三章  同色异谱色（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同色异谱的概念与条件；掌握颜色同色异谱程度的评价。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同色异谱的概念；同色异谱的条件；颜色同色异谱程度的评价。 

教学内容 

一、同色异谱的概念 

1. 基本概念 

2. 其他可能的解释 

二、同色异谱的条件 

1. 改变观察者 

2. 改变照明体 

3. 同色异谱的辨别 

三、颜色同色异谱程度的评价 

1. 目视评价法 

2. 照明体同色异谱测度评价 

第十四章  彩色印刷复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彩色印刷复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网点呈色；网目调(网点)复制；颜色的分解和合成；配色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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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印刷网点 

1. 网点及其作用 

2. 网点的性质 

3. 网点面积率与网点扩大 

4. 印刷网点呈色 

二、网目调(网点)复制 

1. 网点密度和网点面积率 

2. 油墨的叠印率与印刷色彩 

三、颜色的分解和合成 

1. 彩色原稿 

2. 色彩的分解与合成原理 

3. 分色误差 

四、 配色理论及其应用 

第十五章  色彩管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色彩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应用；了解色彩管理的现状及发展。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彩管理的基本概念；色彩管理系统的主要构成；色彩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色彩管理

的步骤；色彩管理的作用；ICCProfile；常用的色彩管理软件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色彩管理概述 

1. 色彩管理的内容 

2. 色彩管理系统的主要构成 

3. 色彩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 

4. 色彩管理的步骤 

5. 色彩管理的作用 

二、ICCProfile 

1. ICCProfile 的基本概念 

2. ICCProfile 的内部结构和作用 

3. ICC 标准中规定的四种色彩匹配方式 

三、常用的色彩管理软件 

1. Colorsync 色彩管理软件 

2. CM 色彩管理软件 

3. 基于 CIECAM02 模型的色彩管理系统 WCS 

4. Postscript 色彩管理 

四、色彩管理的计算方法 

五、色彩管理的现状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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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梁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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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记录材料与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信息记录材料与技术/ Information Record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 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2 

学分数： 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刘全香编. 《信息记录材料》. 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8 月 

            金养智等编. 《信息记录材料》.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介绍银盐记录体系、光化学记录体系、光物理记录体系及其它信息记录体系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典型体系以及信息记录材料在印刷中的作用及应用，同时介绍有关信息记录材料

及系统的设计、开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信息记录材料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状况和 新技术动态。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传统印刷方式下制版材料种类、成像原理、成像工艺、制版设

备，以及数字印刷方式下成像材料种类、成像原理与工艺、数字印刷设备机构等。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熟悉印刷生产中，图文信息记录材料与印刷工艺

和印刷品质的关系。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正确

理解印前信息记录材料在印刷生产中的应用和实际意义。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息的形式、载体和记录过程的历史发展；掌握信息的记录与材料的相互关系、记录材料

的分类和应用领域。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信息的记录与材料的相互关系和记录材料的分类。 

教学内容 

    一、信息记录技术的发展 

    二、信息记录技术的科学基础 

    三、信息记录材料的基本性能及分类 

 第二章 银盐信息记录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银盐感光材料的基本原理、成像过程、潜影形成的理论和冲洗加工原理，掌握影响影像质

量的因素，以得到忠实还原的高质量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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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银盐感光材料的基本原理、成像过程、潜影形成的理论和冲洗加工原理。 

教学内容 

一、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发展及应用 

二、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成像基础 

三、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分类 

四、银盐信息记录材料基本结构和制备 

五、黑白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成像过程与机理 

六、彩色银盐信息记录材料 

七、反转冲洗加工 

八、扩散转移加工 

第三章 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特性及在印刷业的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感光度、 大密度、反差和反差系数、解像力等感光特性、以及胶片

的耐折度等其他特性，并了解其在印刷业的主要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银盐感光材料的感光特性及在印刷业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感光特性 

二、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其他特性 

三、银盐信息记录材料在印刷业的应用 

第四章 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成像过程和后处理方法，同时掌握各种不同的非银盐光化学记录材

料成像体系的成像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各种不同的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成像体系的成像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重氮感光材料 

三、感光性树脂 

四、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的成像特性 

第五章 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在印刷业的应用（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在四大传统印刷方式制版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各种不同的非银盐信息记录材料成像体系的成像原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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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S 版 

二、感光性凸版 

三、感光性凹版 

四、感光树脂柔性版 

五、感光丝印版 

 第六章 计算机直接制版版材（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和各种版材结构与制版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版材结构与制版原理。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直接制版原理 

二、计算机脱机直接制版版材 

三、计算机在机直接制版技术 

 第七章 静电照相成像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静电照相的成像过程的基本特点、特性曲线的测定方法及其特性、光导体的基本结构及特

点和静电照相的增幅效应，了解静电照相的应用领域。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静电照相的成像过程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曲线的测定方法。 

教学内容 

一、静电照相的原理与过程 

二、静电成像材料 

三、静电成像材料在印刷业的应用 

 第八章 喷墨成像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喷墨打印的原理、墨滴的形成过程、产生的方法和喷墨打印材料，同时让学生了解喷墨打

印在计算机彩色输出终端以及在数字式印刷和直接制版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喷墨打印的原理、墨滴的形成过程、产生的方法和喷墨打印材料。 

教学内容 

一、喷墨成像原理与过程 

二、喷墨印刷油墨 

三、喷墨印刷用纸 

四、喷墨成像材料在印刷业的应用 

 第九章 其它数字印刷成像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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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掌握各类数字印刷方法的成像原理及其成像材料。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数字印刷方法的成像原理及其成像材料。 

教学内容 

一、电子束（离子）成像数字印刷 

二、电凝聚成像数字印刷 

三、磁记录成像数字印刷 

四、热成像数字印刷 

 第十章 热敏成像材料（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热敏成像材料的成像过程及材料特点，同时掌握不同热敏成像体系、成像原理和后处理过

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热敏成像材料的成像过程及材料特点。 

教学内容 

一、热敏成像方法及原理 

二、热敏成像材料及应用 

  

执笔人：焦利勇、刘俊杰                             审核人：霍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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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印前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印前技术/ Digital prepress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实

验)+12(上机)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专业导论》 ，《印刷色彩学》                               

教学参考书：刘武辉编. 数字印前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0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数字印前技术》是一门印刷工程专业学生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必修专业课，本门

课程将全面讲解数字印前系统的构成、设备及相关的工艺，主要内容包括：印前输入、输出

设备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印刷图像复制理论基础；图像输入技术；印前制作与组版；数码打

样、激光照排输出、直接制版、数字印刷技术等。还结合实际，讲解印前图文要素的处理技

术及实践操作，使学生通过学习后能进行实践操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从印刷工艺出发，系统地学习数字

印前系统的构成、设备及相关的工艺，掌握印前图文要素的处理技术及实践操作，通过学习

后学生能进行实践操作。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熟悉与掌握数字印前图像处理、

分色及制版工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基本工艺流程。具有应对印刷时出现

问题的解决能力，为毕业后能胜任本行业工作打好基础。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数字印前

技术的方法和基础理论。将数字印前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印刷实践相结合，综合应用于印刷工

程应用中。 

 第一章  图像数字化与图文处理方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图像数字化的过程及要点、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的构成,基本工艺流程及其发展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数字化的原理及数字图像特点；扫描图像的过程及要点；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的工艺

流程。 

教学内容 

一、图像的数字化 

1. 图像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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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图像的颜色模式和色域空间 

3. 数字图像的主要优点 

4. 图像原稿的输入途径 

5. 数字图像的存储格式 

6. 图像扫描仪的基本性能和工作原理 

7. 色位深度及其对图像的影响 

二、扫描参数的计算与调整 

1. 扫描参数的设定 

2. 扫描参数的计算与调整 

三、图像扫描的定标原则 

1. 全阶调定标法 

2. 特征阶调定标法 

3. 黑白场定标 

四、扫描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五、彩色桌面出版系统 

第二章  数字图像的调节与校正（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数字图像的处理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字图像的基本参数性能,图像的调节内容；在 Photoshop 中对数字图像的层次校正、

颜色校正、清晰度强调、专色的建立等。 

教学内容 

一、数字图像基础 

1. 数字图像的基本参数 

2. 控制图像分辨率、图像大小和文件大小的方法 

二、图像调整的基础知识 

1. 颜色的基础知识 

2. 图像调节的内容 

三、在 Photoshop 中进行图像层次的调节 

1. 层次调节的必要性 

2. Photoshop 中重要层次调节工具的性能及用途 

3. 层次校正 

四、颜色校正 

1. 颜色校正的必要性 

2. 在 Photoshop 中的颜色校正 

3. 颜色校正方法 

4. 颜色校正中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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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层次调节和颜色调节是否会有相互影响 

五、数字图像清晰度强调 

1. 清晰度强调的必要性 

2. 清晰度强调原理 

3. 在 Photoshop 中图像清晰度的强调 

4. 去网处理 

六、在 Photoshop 中使用专色通道创建印刷用专色色版 

1. 创建专色通道（Spot Channel） 

2. 输出专色色版 

3. 将专色与印刷四色相混合 

第三章  印刷品的阶调与色彩复制（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印刷阶调及色彩复制原理,印刷工艺中的灰色成分替代与非彩色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阶调复制原理；印刷色彩复制原理；印刷油墨的灰平衡；印刷工艺中的灰色成分替

代与非彩色结构；黑版在图像复制中的作用。 

教学内容 

一、阶调复制原理 

1. 有关图像复制的基本概念 

2. 阶调复制的必然压缩性 

3. 阶调再现曲线 

二、色彩复制原理 

1. 色彩的分解与合成 

2. 色差的产生 

3. 颜色复制误差的校正 

三、灰平衡 

1. 灰平衡的基本概念 

2. 灰平衡数据 

3. 灰平衡数据的具体应用 

四、灰色成分替代与非彩色结构工艺 

1. 颜色的三维空间属性 

2. 彩色中的非彩色成分 

3. 灰色成分替代原理 

4. 非彩色结构工艺 

五、黑版在图像复制中的作用 

1. 黑版的作用与类型 

2. 黑版生成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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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字加网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数字加网技术的加网原理及加网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加网的作用；加网技术分类；加网方法及各种加网方法的技术特点；网纹的产生机理与

控制；网点增大及补偿性校正。 

教学内容 

一、加网的重要作用 

二、网点与加网 

1. 网点的概念 

2. 网点的形状 

3. 网线角度和角度差 

4. 加网线数及其选择 

5. 网点测量与计算 

6. 网目调特征 

三、调幅加网技术 

1. 数字网点的结构 

2. 图像处理软件的加网功能 

四、龟纹产生机理与控制 

五、网点增大及补偿性校正 

六、调频加网与混合加网技术 

1. 调频加网技术 

2. 混合加网技术 

第五章  数字图像分色与感光胶片的输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桌面出版系统拼版,RIP 解释及胶片输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图像分色的基本原理；拼版；RIP 及激光照排机的工作过程；感光胶片的显影与定影。 

教学内容 

一、图像分色的基本原理 

1. 图像分色的基本原理 

2. 在 Photoshop 中进行图像的分色 

二、版面设计与排版规格 

1. 版面的基本知识 

2. 版面设计与排版规格 

3. 校对 

三、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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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桌面系统的 RIP 和激光照排机的工作方式 

1. 栅格图像处理器（RIP） 

2. 记录图文信息的形态 

3. 图文记录输出设备及其工作方式 

第六章  文字表示与输入（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字库和各类字体的特点，了解各类曲线字体，熟悉各种文字输入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字体的特点；曲线字体的特征。 

教学内容 

一、基础知识 

1. 字体、字库与字形 

2. 衬线 

3. 等宽和不等宽字形 

4．中文字体 

5. 西文字体 

二、文字描述方法与曲线字体 

1. 点阵描述 

2. 矢量字体 

3. 字形轮廓的曲线描述 

4．PostScript、TrueType、OpenType 字体 

三、文字输入 

1. 光学字符识别 

2. 智能字符识别 

3. 图书扫描 

4．语音识别 

第七章  计算机出版系统（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计算机基础知识，排版输出相关的硬件设备知识和计算机排版常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计算机出版系统的工艺流程；排版中常用的图片类型 

教学内容 

一、电子排版系统的分类 

1．办公文书处理系统 

2．桌面排版系统 

3．专业排版系统 

4．彩色电子排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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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排版的软件系统 

1．软件系统的种类 

2．排版软件 

3．各种专业排版软件之比较 

三、计算机出版系统的工艺流程 

第八章 图书排版（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书版版式以及排版原则，具体包括正文、标题、插图、表格、科技、外文、

注释封面及辅文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排版原则。 

教学内容 

 一、书版版式排版中的基本概念 

二、正文排版准则 

1．正文的排版要求 

2．正文排版应注意的问题 

3．目录的排版要求 

4．页码、书眉的排版要求 

5．标点排版规则 

三、标题排版 

1．标题的结构 

2．标题的字体、字号 

3．标题的字距、占行和行距 

4．标题排版的一般规则 

5．标题的排版方法 

四、插图排版 

1．插图常见的排放形式 

2．插图的分类 

3．插图的文字说明 

五、表格排版 

1．表格的分类及组成 

2．表序、表名和表注及其版式 

3．排版中表格与正文的关系 

4．做表 

5．表头的排法 

6．各种版式表格的处理方法 

六、科技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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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版式排版 

2．化学版式排版 

七、外文排版 

1．外文大小写字母的使用 

2．外文字体的应用 

3．外文回行的一般规则 

八、注释排版 

1．注释的形式 

2．注线、注码、注文的格式 

3．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与格式 

九、封面及辅文的版式 

1．封皮 

2．书名页 

3．前言、后记、附录 

第九章 期刊排版（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期刊排版的一般排版规则以及一些特殊的版面设计风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期刊标题和正文内容的排版规则 

教学内容 

 一、期刊的种类和版式特点 

二、期刊的排版规则 

1．期刊标题排版 

2．正文内容排版 

3．封面、目录的版式 

三、期刊的版面设计 

1．版面风格 

2．版面构图和手法 

3．版面装饰 

第十章 报纸排版（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报纸排版的一般排版规则以及一些特殊的版面设计风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报纸标题和正文内容的排版规则 

教学内容 

 一、报纸的种类和版式特点 

二、报纸的排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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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头、报眉等的格式 

2．报纸标题排版 

3．报纸正文排版 

三、报纸的版面设计 

1．版面空间 

2．版面的布局结构 

3．版面的美化与装饰 

4．版面的设计 

  

执笔人：梁静、盛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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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材料与适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刷材料与适性/printing  material and ability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6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16     

学分数：4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普通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物理化学、印刷色彩学 

教学参考书： 

《印刷材料及适性》（第二版）. 齐晓堃等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2008 年 2 月 

《印刷材料及适性》. 向阳等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包装材料学》. 刘喜生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印刷材料》.高晶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刷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性较强的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分为承印材料

和油墨两个部分。承印材料部分主要在介绍纸张的制备方法、种类、基本结构等基本常识基

础上，重点介绍纸张在印刷过程中需要适应的断裂长等性能指标的测定和基本要求，与印刷

品实际效果相结合的光泽度等基本性能的重要性和与印品质量的关系。在油墨部分主要介绍

油墨的基本组成、各组成部分的常见物质和主要应用范围、油墨的流变性、成膜性等与印刷

工艺的适性关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主要承印材料印刷纸的主要组成、结构、性能以及印

刷适性，和印刷用油墨的主要组成、制造工艺、性能与印刷适性的关系。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解决印刷生产中印刷材料与印刷品质关

系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一步研发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具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创新意识，帮助学生

正确理解印刷材料在印刷生产中的意义。 

 第一章  印刷纸的组成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造纸原料种类和特点，掌握造纸纤维的结构和基本性质及其对纸张性能的影响；掌

握主要的造纸辅料种类及作用，了解造纸重要工序对纸张性能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造纸纤维的化学组成、结构和制浆造纸中主要操作对印刷纸性能的影响，胶料和填料的

作用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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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印刷纸的基本组成－－植物纤维 

1.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种类 

2.造纸纤维原料的化学组成及特点 

3.纤维的结构 

二、辅料 

1.胶料 

2.填料 

3.色料 

4.其它化学助剂 

三、印刷纸制造概述 

1.制浆 

2.漂白 

3.纸料的制备 

4.纸页的抄造 

5.纸页的涂布加工 

 第二章  纸张的结构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纸张基本结构、水平结构及孔隙结构，掌握纸张基本结构及对印刷纸性能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张的正反面、纵横向产生的原因和对印刷性能的影响，孔隙结构。 

教学内容 

一、纸张的基本结构 

二、纸张的水平结构 

三、纸张的孔隙结构 

 第三章  纸和纸板的基本物理性能（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与印刷纸性能关系密切的物理性能的定义、影响因素及其对印刷性能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张的基本性能如定量、厚度、紧度及它们关系；印刷平滑度与表观平滑度的概念及测

量，平滑度对印刷过程和质量的影响；纸张油墨吸收性测量方法及对印刷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定量、厚度和紧度 

二、平滑度与表面可压缩性 

1.印刷平滑度与表观平滑度 

2.表面可压缩性 

3.平滑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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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滑度对印刷过程和质量的影响 

三、纸张的油墨吸收性能 

1.油墨接收性与油墨吸收性 

2.油墨吸收性的测量 

3.油墨吸收性对印刷的影响 

 第四章  纸和纸板的力学性质（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纸张机械强度和表面强度的主要性能指标的意义、影响因素和对印刷过程及印刷质

量的影响；掌握纸张流变性质、Z 向压缩性质及其对印刷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张的 Z 向压缩特性及对印刷的影响、抗张强度等机械性能、表面性能的表示、测量及

对印刷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纸张的流变性质 

二、纸张的 Z 向压缩变形特性 

三、纸和纸板的机械强度 

1.抗张强度与伸长率 

2.其它机械强度 

四、纸张的表面强度 

1.表面强度与拉毛 

2.拉毛对印刷的影响 

3.表面强度的测量 

第五章  纸张的光学性质（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纸张各项光学性质的概念和形成，掌握纸张的光散射性能特点及对印品质量的影

响、掌握表面效率的计算和应用，掌握透明度与不透明度的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张的光散射性能及对印刷质量的影响、表面效率的计算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纸和纸板的表面光泽度    

二、纸和纸板的白度与颜色    

三、纸和纸板的透明度与不透明度 

四、纸张的光散射对网目调印刷品质量的影响 

五、纸张的表面效率             

第六章  纸张的吸湿性与酸碱性（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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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纸张的吸水特性，掌握滞后现象及产生的原因，掌握调湿处理及其原理，了解纸张

酸碱性的形成及对印刷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张的吸水特性，滞后现象及产生的原因，调湿处理及其原理。 

教学内容 

一、纸张的吸湿性 

二、纸张的酸碱性             

 第七章  其它承印材料（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主要的塑料类承印材料种类、性能、用途和对印刷工艺的特殊要求，表面处理原理

及应用，了解其它种类承印材料及印刷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塑料类承印材料种类、性能、用途和对印刷工艺的特殊要求，表面处理原理。 

教学内容 

一、合成纸 

二、塑料类承印材料 

三、承印材料的印前表面处理 

第八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油墨的发展简史，从发展中学习油墨的关键组成与分类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油墨组成与分类。 

教学内容 

一、油墨的发展简史及现状 

二、油墨组成与分类 

第九章 颜料（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油墨中常用的无机颜料、有机颜料、特殊颜料和填充料的种类和主要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为各种颜料的发色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无机颜料 

三、有机颜料 

四、特殊颜料 

五、填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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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连结料与助剂（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常用的连结料与助剂的特点、组成成分和主要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为常用的连结料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连结料组分的性能与结构 

三、常用的连结料 

四、辅助剂 

 第十一章 油墨的结构及油墨制造（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油墨固—液结构的特点和浆状、液状油墨的制造工艺。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为油墨固—液结构的特点和稳定性。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油墨的固—液结构及稳定性  

三、油墨的制造工艺 

 第十二章 油墨的干燥性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种不同油墨的干燥方式、干燥机理和影响油墨干燥的主要因素。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为影响油墨干燥的主要因素，难点为油墨的干燥机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油墨的附着 

三、油墨的渗透干燥 

四、油墨的挥发干燥 

五、油墨的氧化结膜干燥 

六、紫外线干燥 

七、油墨干燥的测定方法 

 第十三章 油墨的光学性质、耐抗性及细度（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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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油墨膜层的光泽度、透明度和颜色的概念与膜层品质的关系、油墨的细度及测定方

法和油墨膜层的耐抗性的评价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和难点为理解油墨的光学性质与膜层品质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膜层的光泽度 

三、膜层的透明度 

四、膜层的颜色 

五、油墨的细度及测定 

六、油墨膜层的耐抗性 

第十四章 油墨的流变特性与印刷适性（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油墨的黏滞性的概念、流变曲线和不同油墨的流体形式；油墨的黏弹特性与印刷的 

关系。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为不同油墨的流体形式，难点为油墨的流变特性与印刷适性。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油墨的黏滞性 

三、油墨的黏弹特性 

第十五章 各类油墨及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不同印刷方法对油墨的要求，了解所用的油墨种类，油墨组成。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不同印刷方法对油墨的适性要求，特种油墨特殊功能的产生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凸版印刷油墨 

三、平版印刷油墨 

四、凹版印刷油墨 

五、孔版印刷油墨 

六、数字印刷油墨 

七、特种油墨 

  

执笔人：焦利勇、姜洋                         审核人：霍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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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原理与工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刷原理与工艺/printing principle and proces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印刷色彩学、印刷材料与适性 

教学参考书：魏先福编.《印刷原理与工艺》.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印刷原理与工艺》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必修的专业

核心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充分理解基础科学与印刷科学之间的关系，掌握印刷

的基本原理，能从理论上对印刷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基

础，具有研究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初步能力及在印刷技术领域的应用能力。 

 本课程以界面化学为基础，介绍胶印、柔印、凹印和网印等印刷工艺原理与技术。主

要讲述胶印、柔印、凹印和网印等印刷方式的油墨转移机理与油墨转移方程、印刷压力、印

刷中的各种现象对印刷工艺过程的质量影响、油墨调配与调墨工艺技术、胶印的润湿原理及

其润湿工艺技术、印刷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原理、控制装置（包括墨量控制和套准控制）与印

刷质量检测方法、印刷品质分析和分析方法，介绍通过一般印刷工程问题建立数学或物理模

型的过程，及其求解方法与相关试验验证的分析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印刷工艺的基本原理和工艺流程； 

2．掌握常见印刷工艺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法； 

3．掌握印刷工艺路线制定的原理与遵循的标准。 

第一章  印刷网点基本理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印刷网点的来源与基本概念，熟悉网点参数之间的联系与作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加网技术 

教学内容 

一、网点概念 

1. 什么是网点 

2. 为什么要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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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点参数 

1. 角度及其影响因素 

2. 面积率及其影响因素 

3. 线数及其影响因素 

4. 形状及其影响因素 

三、 数字加网 

1. 点聚集态加网 

2. 点离散态加网 

第二章  印刷过程的润湿（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吸附和润湿的相关原理知识，掌握它们在印刷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掌握以吸附和润湿为基础的印版表面的亲水性及亲油性 

教学内容 

一、吸附与润湿 

1. 吸附 

2.润湿 

二、印版表面的亲油性和亲水性 

1.各种常用印版的亲水基础和亲油基础 

2.印版对水和墨选择吸附的原理及条件 

3.几种界面现象 

三、橡皮布和墨辊、水辊的润湿性 

第三章  油墨的转移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油墨转移行程与油墨分裂计算，掌握油墨转移方程及油墨转移方程的建立过程，油

墨转移方程赋值方法，油墨转移方程的修正和油墨转移方程的应用。熟练掌握油墨的雾散、

静电产生机理和对印刷品的影响与防止、油墨的干燥和印刷品背面蹭脏，了解油墨的渗透方

式，熟悉油墨的剥纸原理和减轻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油墨转移方程的建立过程 

教学内容 

一、油墨的传输 

1. 给墨行程的油墨传输 

2. 分配行程的油墨传输 

二、油墨在墨辊间的流动和分配 

1. 油墨在墨辊间的流动 

2. 油墨在墨辊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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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墨的附着 

1. 机械投锚效应和分子间的二次结合力 

2. 油墨在纸张上的附着 

四、油墨传输问题 

1. 匀墨辊的温度问题 

2. 串墨辊的周期性变化 

五、油墨转移过程中的墨量及其测定 

1. 油墨转移率与油墨转移系数 

2. 墨量的测定 

六、W.F 油墨转移方程 

七、W.F 油墨转移方程参数的附值方法 

1. 方程中的参数及其影响因素 

2. 参数的赋值方法  

    八、W.F 油墨转移方程的应用 

1. 承印材料对油墨转移率的影响  

  2. 印版对油墨转移率的影响  

  3. 印刷压力与印刷速度对油墨转移率的影响 

九、油墨的转移中的问题  

  1.油墨透印与剥纸  

  2 油墨雾散的原因  

  3. 影响飞墨的因素  

  3. 减轻飞墨的方法  

  5 影响印迹干燥速度的因素  

  6. 印刷品的背面蹭脏  

第四章  印刷压力（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压力的影响因素，并能控制适当压力指导印刷生产实践 

教学重点与难点 

印刷压力的分析及确定 

教学内容 

一、印刷压力基本概念 

二、橡皮布的结构和性质 

三、包衬的压缩变形及印刷压力的计算 

四、印刷压力的确定  

第五章  印刷过程中的水墨平衡（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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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相体积理论为基础和表面过剩自由能理论为基础的水墨平衡理

论、油墨乳化过程了解马丁.西维尔平印模式；掌握胶印机滚筒包衬理论以及包衬的确定，

了解滚压比；基本掌握润湿液的种类、特点和用途，了解影响因素；熟悉润湿液的 pH 值和

用量控制方法。掌握无水平版印刷的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水墨平衡  2.确定滚筒包衬理论  3.等径和异径包衬理论。 

教学内容 

一、水墨的传递与油墨的乳化  

1. 油墨和水的传递过程  

2. 马丁·西维尔平印模式  

二、平版印刷的水墨平衡 

1. 以相体积理论为基础的水墨平衡  

2. 以表面过剩自由能理论为基础的水墨平衡  

3. 以场型理论为基础的水墨平衡  

    三、润湿液  

    1. 平版印刷工艺对润湿液的要求  

    2. 普通润湿液  

    3. 低表面张力的润湿液  

    四、润湿液的 pH 值  

五、润湿液用量的控制  

1. 版面水分的消耗  

    2. 影响润湿液用量的因素  

    3. 润湿液用量的控制  

六、确定滚筒包衬的理论与方法  

1. 橡皮布的性能与变形  

2. 确定滚筒包衬的理论  

    3. 橡皮滚筒同步滚压的滚压比  

    4. 滚筒包衬的确定  

第六章   影响印刷质量的因素（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印刷过程的网点变化，熟练掌握网点扩大值、实地密度、相对反差对印刷平质量的

影响。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印刷过程的网点变化 2. 网点扩大值、实地密度、相对反差对印刷平质量的影响。 

教学内容 

印刷质量评价参数 

1. 实地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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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对反差 

3. 网点扩大 

4. 网点密度  

影响印刷质量的因素 

1. 机械因素 

2. 工艺因素 

3．材料因素 

  

执笔人：李超                                       审核人： 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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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设备及电气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刷设备及电气控制/Printing Equipment and electric control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        

学分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电工与电子技术、印刷原理与工艺 

教学参考书：潘杰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潘光华编．印刷设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年 2 月 

钱军浩编. 印刷机械.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3 月 

杨皋 唐英杰．印刷设备电路与控制．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5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印刷机是完成印刷过程的必要设备，掌握印刷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电气控制是得到

高质量印刷品、检修维护和设计印刷机的前提。本课程以单张纸和卷筒纸胶印机为代表介绍

了两大类印刷机的结构组成及其各部分装置的工作过程和电路控制原理。使学生在掌握了印

刷机控制的基本原理的同时，提高识图水平，并具有一定的分析解决故障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认识并掌握单张纸和卷筒纸胶印机的工作机构及其各自与协调运转原理。 

2．奠定设备操作、检修与维护的基础。 

3. 提高印品质量故障分析和解决的能力。 

第一章 概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机械工业的现状与发展，掌握印刷机的分类及其型号编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机的分类及其型号编制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印刷机械工业的现状与发展   

二、印刷机分类及组成 

三、印刷机型号编制方法 

第二章 印刷设备常用低压电器与电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设备常用低压电器的命名与分类，掌握常用自动控制电器和电机工作原理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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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常用自动控制电器和电机工作原理和应用。 

教学内容 

一、印刷设备常用低压电器的命名与分类 

二、自动控制电器 

三、常用电机 

第三章 单张纸印刷机（2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单张纸印刷机的基本构成、主要装置及其工作过程控制原理。学会独立分析

印刷机典型电路工作过程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单张纸印刷机的主要装置及其工作过程控制原理。 

教学内容 

一、输纸机构 

1.自动输纸 

2.输纸控制电路 

3.纸张定位 

4.纸张检测控制电路 

5.纸张传递 

6.输纸故障 

二、印刷装置 

1.印刷装置 

2.输墨装置 

3.润湿装置 

4.水墨量控制电路 

5.印刷故障 

三、收纸装置 

1.收纸装置 

2.收纸控制电路 

3.收纸故障 

四、计算机印刷控制系统 

五、常用机型典型电路 

第四章 卷筒纸印刷机（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卷筒纸印刷机的基本构成、主要装置及其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卷筒纸印刷机的主要装置及其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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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给纸机构 

1.制动装置 

2.减振装置 

3.纸带张力自动控制电路 

4.纸带的引导系统 

5.纸张检测控制电路 

二、印刷装置 

1.印刷装置 

2.输墨装置 

3.润湿装置 

三、干燥与复卷装置 

第五章 印刷设备传动系统与运转控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印刷设备传动系统与运转控制电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刷设备传动系统与运转控制电路。 

教学内容 

一、传动系统 

二、运转控制电路 

  

  

执笔人：刘俊杰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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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后加工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后加工技术/Postpress Operation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40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  

学分数：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印刷概论、高分子物理化学、印刷材料与适性、印刷设备及电路控制、印刷原理

与工艺 

教学参考书： 

《印后加工工艺与设备 》.张选生.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印后加工技术》.钱军浩.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年 

《印后加工原理与工艺 》.魏瑞玲.印刷工业出版社.2000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也是印刷品生产工艺中的 后工序和重要

环节。课程内容主要讲授书刊装订加工和印刷品的表面整饰加工两大部分。内容涉及平装书

刊印后加工基本工艺流程，精装书刊的典型加工工艺，覆膜、上光、烫金、凹凸压印等整饰

方法，还涉及到各印后工序相关材料的选择，印后设备的种类、基本工作方式和相关参数等，

所以该课程的综合性较强，与前期课程的联系非常紧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包装类和书刊类印刷品印后加工的主要种类、工艺原

理、材料、工艺过程和设备类型。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实现对印刷品印后加工工艺的整体设计，

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印后加工实际生产中问题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具有材料、工艺、设备等多方面综合分析的

工程意识和价值效益意识。 

第一章 概述（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印后加工的含义、重要性和发展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印后加工的含义和重要性。 

教学内容 

    一、印后加工的含义与分类 

    二、印后加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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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后技术的发展方向 

第二章 覆膜技术（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覆膜工艺的特点、材料、设备、工艺流程和解决生产中故障 

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覆膜工艺的材料、设备、工艺流程和解决生产中故障问题。 

教学内容     

    一、覆膜的特点及应用 

二、覆膜材料       

    三、覆膜设备  

    四、覆膜工艺  

五、覆膜常见故障及其消除方法   

  第三章 上光技术（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上光的原理、上光涂料、设备、工艺流程和解决生产中故障

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上光工艺的上光涂料、设备、工艺流程和解决生产中故障问题。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上光涂料  

三、上光设备       

    四、上光工艺     

    五、上光加工故障与排除 

 第四章 模切与压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模切与压痕工艺应用、模压版的制作、设备、工艺流程和解 

决生产中的故障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模压版的制作、模压设备、工艺流程和解决生产中的故障问题。 

教学内容     

    一、模切压痕的特点及应用   

    二、模切压痕版的制作   

    三、模切压痕工艺  

    四、模切压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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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模切压痕加工中常见故障及处理    

 第五章 凹凸压印（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凹凸压印版的制作、凹凸压印设备、工艺流程和解决生产中 

的故障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凹凸压印版的制作、凹凸压印设备和解决生产中的故障问题。 

教学内容    

    一、凹凸印版的制作   

    二、凹凸压印设备      

    三、凹凸压印的工艺  

    四、凹凸压印的常见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第六章 烫印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烫印材料、烫印版的制作、烫印设备、工艺流程和烫印新技 

术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烫印材料、烫印设备和烫印新技术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烫印材料及其选用       

    二、烫印设备  

    三、烫印工艺  

    四、烫印技术的新近发展 

    五、烫印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第七章 复合技术（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塑料薄膜的复合技术、铝箔的复合技术和复合材料的成型加

工。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塑料薄膜的复合技术。 

教学内容 

    一、塑料薄膜的复合技术     

    二、铝箔的复合技术       

    三、复合材料的成型加工     

 第八章 对裱与糊盒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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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对裱与糊盒分类、设备和工艺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对裱与糊盒技术的分类和加工设备。 

教学内容 

    一、对裱卡纸    

    二、糊盒      

  第九章 平装书籍装订技术（9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平装书籍装订的发展历程、装订工艺及设备、平装书联动生

产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平装书籍装订的各工艺及设备。 

教学内容   

    一、平装装订工艺基本知识       

    二、平装装订工艺及设备  

    三、平装骑马订工艺及设备 

 第十章 精装书籍装订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精装书籍造型加工分类、精装书芯加工、精装书封面制作和

套合加工类型和工艺流程及精装书联动生产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精装书籍造型加工分类、精装书芯加工和精装书封面制作。 

教学内容   

    一、精装书造型加工分类    

    二、精装书芯及其加工  

    三、精装书封面及其制作  

    四、精装书套合加工  

    五、精装书联动生产线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霍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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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管理与质量控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 色彩管理与质量控制/ color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4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2  

学 分 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印刷色彩学、印刷原理与工艺 

教学参考书：何晓辉编，《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 年 6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印刷工业的色彩管理技术与质量控制技术。介绍常见色彩管理的理论与

方法，说明印刷品质量与印刷图像质量的定义、以及支配印刷品和印刷图像质量的因素，对

印刷品质量进行评价时应注意的问题，以及目前印刷过程中对印刷质量进行控制的基本理

论；对印刷品进行评价的方法；要求学生综合所学专业知识，对彩色图文复制全过程进行质

量控制、质量评价和质量管理的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色彩管理中得密度和色度检测技术，标定技术和分析测量误差的方法，

彩色网点印刷图像印前质量控制原理及相关的检测方法及注意事项，评判印刷图像质量、控

制印刷网点图像质量的原理、印刷控制条的结构原理、实现印刷标准化的方法等。 

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图文复制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方法、技术规范、

质量控制参数设定以及质量评价方法和条件，学会分析和解决彩色复制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色彩管理理论与常见的技术路线； 

2．掌握质量控制的各个关键节点； 

3．掌握印刷质量评测与相关质量认证。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印刷品质量的概念，了解目前主要的印刷品质量检测技术及控制方法，对本

课程所学内容有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掌握印刷品质量概念与两大印品检测技术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印刷质量与印刷品质量 

二、印刷品质量检测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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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密度检测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与印刷密度相关的光学知识，掌握密度测量技术，熟悉密度计的使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掌握密度计的使用，难点是密度测定的误差分析 

教学内容 

一、光学基础及密度计 

1．反射率和透射率 

2．密度计 

二、印刷中的密度测定及误差分析 

1．反射及透射密度的测定 

2．密度测定的误差分析 

第三章 色度检测技术（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色度测量技术并掌握其在印刷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于掌握色彩的度量，学会使用分光光度计，难点在于掌握各色空间的转换 

教学内容 

一、色彩的量度及分光光度计 

1．各色空间的转换及常用的表色系统的比较 

2．色度测量的各种方法及比较 

3．分光光度计 

二、色度测量技术及在印刷品检测中的应用 

1．色度测量在印刷中的应用 

2．用印刷色匹配已知色的方法 

第四章 图像质量评价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如何在复制流程中控制印刷品质量 

教学重点与难点 

如何实现图象的层次和色彩的 佳再现 

教学内容 

一、印刷品的阶调（层次）控制 

1．控制阶调的重要性 

2．黑白图象阶调的控制 

3．彩色图象阶调的控制 

二、印刷品的色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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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灰色平衡 

2．灰平衡的校色 

3．理想色空间与实际色空间 

三、工序衔接与图象质量 

1．印刷图象质量与印刷品质量的概念 

2．工序衔接及打样 

第五章 印刷品质量控制参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影响印刷图象质量的各参数，并学会通过这些参数的检测来控制印刷品质量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于熟练掌握影响印刷质量的各参数，难点在于掌握印刷工艺的优化 

教学内容 

一、印刷色序及叠印率 

1．叠印原理与叠印率 

2．叠印率对印刷色彩的影响 

3．印刷色序及其确定 

二、网点增大与实地密度 

1．网点增大的原因 

2．网点增大对印刷质量的影响 

3．实地密度与相对反差的概念 

4．墨层厚度与实地密度 

三、印刷品的光泽度及印刷工艺的优化 

1．基本概念 

2．影响印刷品光泽的因素 

3．印刷工艺的优化 

第六章  印刷品质量控制方法（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各种印刷图象质量检测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掌握密度检测系统和色度检测系统及计算机检测系统的原理 

教学内容 

一、 印刷品质量控制工具 

二、 信号条 

1．GATF 星标 

2．GATF 字码信号条 

三、晒版质量控制条 

四、印刷质量控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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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ATF 数字页面测试格式 

六、GRACoL 7 印刷控制方法 

七、在线检测技术 

第七章 印刷标准与认证（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见的 ISO 标准和行业认证规则 

教学重点与难点 

ISO 12647 

教学内容 

一、ISO 组织、标准与 TC130 

1．ISO 组织与 TC130 

2．常见 ISO 印刷标准以及国标 

二、印刷行业认证 

1．G7 认证 

2．UGRA 认证 

3．GMI 认证 

  

执笔人：李超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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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结构设计/Packaging Structur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限选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图像制版原理与工艺、印刷材料与适性 

教学参考书：孙诚主编. 包装结构设计.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8.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结构设计》课程面向印刷工程专业本科生，旨在使学生学习关于纸、纸板、塑料、

金属、玻璃等包装容器结构设计和制造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主要方法，要求学生掌握各类包装

容器结构设计要素及刚性包装容器强度计算方法，了解适合流通环境条件及产品加工条件的

各类包装容器设计和成型方式，了解包装容器生态化、系统化设计与制造模式。本课程主要

介绍关于各类包装容器的基本概念、各类包装容器的结构设计要素和各类包装容器结构设计

基本理论与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各种结构角的求解和结构点的确定、各类包装容器结构设计

要素分析和尺寸设计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建立起包装容器设计与实际生产制造的

基本概念，使其具备对各类包装容器进行常规设计和创新设计的初步能力，同时具备对包装

容器表面装潢印刷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初步设计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包装结构设计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2．熟知包装结构设计一般流程和技术方法； 

3．针对常规包装印刷产品，具备有关包装结构初步设计和成型加工质量管理能力。  

第一章  绪   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容器结构的基本概念和一般设计与评价方法。要求掌握包装结构设计通则，了

解包装结构设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关于包装结构的基本概念、包装结构设计和评价方法和包装结构设计通则。难点

是纸包装结构设计通则。 

教学内容 

一、包装结构设计方法 

 二、包装结构设计通则 

 三、纸包装成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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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装结构设计国内外发展现状及趋势 

第二章  折叠纸盒结构设计（1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类折叠纸盒的基本概念和设计理论与方法，要求掌握折叠纸盒的旋转成型原理和

各类折叠纸盒结构设计技巧，能够进行折叠纸盒的常规与创新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关于各类折叠纸盒的基本概念、折叠纸盒的旋转成型原理、平分角设计原理与技

巧、各类折叠纸盒结构设计方法及其尺寸设计方法。难点是折叠纸盒旋转角、折叠角、粘合

余角等结构角的求解、折叠纸盒体板啮合点的确定以及折叠纸盒制造尺寸与内、外尺寸间的

换算。 

教学内容 

一、折叠纸盒概述 

     二、管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三、盘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四、管盘式折叠纸盒盖板结构设计 

     五、非管非盘式折叠纸盒盖板结构设计 

     六、折叠纸盒功能性结构设计 

     七、折叠纸盒尺寸设计 

     八、模切板设计    

第三章 粘贴纸盒结构设计（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类粘贴纸盒的基本概念和设计与成型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关于粘贴纸盒的基本概念、粘贴纸盒的设计成型方法和粘贴纸盒的尺寸设计。难

点是粘贴纸盒制造尺寸与内、外尺寸间的换算。 

教学内容 

一、粘贴纸盒的基本概念 

二、粘贴纸盒的结构设计 

第四章  瓦楞纸箱结构设计（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瓦楞纸箱结构设计要素和设计与成型方法。要求掌握瓦楞纸箱各项技术指标的确定

方法，能够进行合理的结构与尺寸设计。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关于瓦楞纸箱的基本概念、瓦楞纸箱结构设计和成型方法。难点是瓦楞纸箱尺寸

设计和瓦楞纸箱强度计算。 

教学内容 

一、瓦楞纸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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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瓦楞纸箱尺寸设计 

    三、瓦楞纸箱强度设计 

    四、瓦楞纸箱的材料选择 

第五章  其它包装容器结构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塑料、金属、玻璃等包装容器基本类型、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和尺寸设计方法。

要求掌握这些包装容器结构设计要素分析和尺寸精度控制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塑料、金属、玻璃等包装容器的基本类型和成型方法、包装容器结构设计要素、

包装容器尺寸设计。难点是这些包装容器结构设计要素分析和包装容器尺寸精度控制。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塑料包装容器设计 

    三、金属包装容器设计 

    四、玻璃包装容器设计 

    五、瓶盖结构设计 

  

执笔人：霍李江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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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印刷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丝网印刷技术/Screen Printing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图像制版原理与工艺、印刷材料与适性 

教学参考书：霍李江主编. 丝网印刷实用技术.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8.7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丝网印刷技术》课程面向印刷工程专业本科生，旨在使学生了解关于丝网印刷技术的基本理

论与方法，掌握丝网印刷技术所涉及的材料、工艺、设备的基本原理和工艺以及配套印后加工技术

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主要工艺方法，了解数字化丝网印刷的工艺技术流程，学习各种丝网印刷工艺过

程的质量控制与材料适性分析方法，并能够了解在纸、纸板、塑料、金属、玻璃、纺织品等各类承

印物表面实现丝网图文装潢印刷和印后加工的典型工艺设计实例，使学生具备丝网印刷工艺设计和

实践的初步能力。本课程主要介绍丝网印刷技术基本概念、丝网印前图文信息处理基本原理与方法、

丝网印刷与印后加工基本原理与方法、丝网印刷加工总体工艺流程与设备、丝网印刷品质量检测原

理与方法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丝网印刷技术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2．熟知丝网印刷一般工艺流程、技术方法和设备； 

3．针对常规印刷产品，具备有关丝网印刷工艺流程初步设计和质量管理能力。 

第一章  概   述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丝网印刷技术发展史，掌握丝网印刷技术基本要素，了解丝网印刷技术应用与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丝网印刷技术基本要素。 

教学内容 

一、丝网印刷技术原理与方法 

 二、丝网印刷技术应用 

 三、丝网印刷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章 丝网印刷材料（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丝网印刷材料种类与性质，了解新型丝网印刷材料与辅助材料。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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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网印刷材料种类和性质。 

教学内容 

一、丝网印刷材料性能与分类 

二、新型丝网印刷材料的研究与发展动态 

第三章  印前处理系统与制版（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印前图文信息处理系统原理与方法，了解制版工艺与设备，了解制版质量控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前图文信息处理系统原理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印前处理系统与底版制作 

  二、制版工艺与设备 

  三、制版质量要求与控制方法    

第四章  印刷与印后工艺与设备（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丝网印刷与印后工艺流程与各类设备，了解新型丝网印刷工艺与设备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丝网印刷工艺流程与设备。 

教学内容 

一、丝网印刷工艺 

二、丝网印刷机 

三、各类印后工艺流程与设备 

第五章  典型丝网印刷产品加工工艺（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典型丝网印刷工艺设计方法，了解典型丝网印刷品质量控制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典型丝网印刷工艺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织物丝网印花 

二、塑料丝网印刷 

三、金属丝网印刷 

四、玻璃陶瓷丝网印刷 

五、大幅面彩色丝网印刷 

执笔人：霍李江、梁静、刘俊杰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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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版印刷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柔性版印刷技术/Flexography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限选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图像制版原理与工艺、印刷材料与适性 

教学参考书：赵秀萍等. 柔性版印刷技术. 中国轻工业工业出版社. 2013.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柔性版印刷技术》课程面向印刷工程专业本科生，旨在使学生了解关于柔性版印刷技术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掌握柔性版版印刷技术所涉及的材料、工艺、设备的基本原理和工艺以及配套印后

加工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主要工艺方法，了解数字化柔性版印刷的工艺技术流程，学习各种柔性

版印刷工艺过程的质量控制与材料适性分析方法，并能够了解在纸、纸板、塑料等各类承印物表面

实现柔性版图文装潢印刷和印后加工的典型技术实例,使学生具备柔性版印刷工艺设计和实践的初

步能力。本课程主要介绍柔性版印刷技术基本概念、柔性版印前图文信息处理基本原理与方法、柔

性版印刷与印后加工基本原理与方法、柔性版印刷加工总体工艺流程与设备、柔性版印刷品质量检

测原理与方法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柔性版印刷技术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2．熟知柔性版印刷一般工艺流程、技术方法和设备； 

3．针对常规印刷产品，具备有关柔性版印刷工艺流程初步设计和质量管理能力。 

第一章  概    述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柔性版印刷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柔性版印刷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柔性版印刷基本概念和原理。 

教学内容 

一、柔性版印刷技术的基本概念 

二、柔性版印刷技术的基本原理 

三、柔性版印刷技术的特点和应用 

第二章  柔性版印刷材料（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柔性版印刷材料种类与性质，了解新型柔性版印刷材料与辅助材料。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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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版印刷材料种类和性质。 

教学内容 

一、柔性版印刷材料性能与分类 

二、柔性版印刷承印材料与性能 

三、柔性版印刷油墨与调配 

第四章  柔性版印刷印前处理与制版（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柔性版印刷印前设计基本原理与方法，了解柔性版印刷印前技术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柔性版印刷印前设计基本原理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柔性版印刷印前设计 

二、感光树脂柔性版制版 

三、计算机直接制版 

第五章  柔性版印刷生产工艺与设备（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柔性版印刷工艺流程与设备，了解柔性版印刷工艺流程与设备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柔性版印刷工艺流程与设备。 

教学内容 

一、柔性版印刷工艺流程 

二、网纹传墨辊 

三、柔性版印刷设备与印后联动生产线 

第六章  柔性版印刷技术的应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柔性版印刷典型产品印刷加工工艺流程与设备，了解其未来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柔性版印刷产品加工工艺流程与设备。 

教学内容 

一、瓦楞纸箱柔性版印刷加工工艺 

二、塑料软包装柔性版印刷加工工艺 

三、烟包柔性版印刷加工工艺 

四、不干胶柔性版印刷加工工艺 

第七章  柔性版印刷质量检测与综合评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柔性版印刷检测原理与方法，了解柔性版印刷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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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柔性版印刷检测原理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柔性版印刷检测原理与方法 

二、柔性版印刷系统评价方法 

 

执笔人：霍李江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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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印刷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特种印刷技术/ speciality printing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8    

学分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印刷原理与工艺、印刷材料与适性、印刷设备及电气控制 

教学参考书：赵秀萍编.特种印刷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04 月 

吴斅政、陈娜编.特种印刷.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年 0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特种印刷技术应用范围广泛，所涉及的产品种类非常多，是当今印刷技术家族里 具活力的一

类应用印刷技术。本课程从特殊机理、特殊承印物、特殊方式、特殊功能等角度分别介绍了几种具

有典型代表性的特种印刷技术。包括有立体印刷、曲面印刷、建材印刷、金属印刷、电路板印刷、

不干胶印刷及商品条码印刷。使学生在掌握几种重要的特种印刷工艺的同时，能够更好的理解特种

印刷技术的含义及应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掌握不同于一般印刷的特种印刷技术方法。 

2．拓展产品印刷实现方法的思路，领悟印刷技术在更广阔领域中的应用。 

3. 能够对任一已印刷完成产品分析其使用的印刷技术方法，并模拟其工艺过程。 

第一章 概述（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特种印刷的定义、主要特征、分类和主要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特种印刷的主要特征。 

教学内容 

一、特种印刷的定义 

二、特种印刷的主要特征 

三、特种印刷的分类 

四、特种印刷的应用 

第二章 立体印刷（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并掌握立体印刷的原理和基本方法，了解立体变画印刷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立体印刷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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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立体印刷原理 

二、光栅立体印刷 

三、立体变画印刷 

第三章 曲面印刷（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不同曲面的印刷方法，掌握玻璃、陶瓷、软管和移印印刷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玻璃、陶瓷、软管和移印印刷工艺，难点是不同曲面的印刷方法。 

教学内容 

一、曲面网版印刷 

1.玻璃印刷 

2.陶瓷印刷 

二、软管印刷 

三、移印 

1.直接移印 

2.间接移印 

第四章 建材印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木纹贴面印刷工艺，理解木纹直接印刷方法的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木纹贴面印刷工艺，难点是木纹直接印刷方法的原理。 

教学内容 

一、印刷材料 

二、木纹贴面印刷 

三、木纹直接印刷 

第五章 金属印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金属印刷材料，理解金属印刷基本方法，掌握三片罐和铝制二片罐的印制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三片罐和铝制二片罐的印制工艺，难点是金属印刷基本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印刷材料 

二、印刷设备与工艺 

1．三片罐印制工艺 

2．铝制二片罐印制工艺 

第六章 电路板印刷（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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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电路板的分类及印刷材料，掌握电路板的印制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电路板的印制工艺。 

教学内容 

一、印刷电路板分类 

二、印刷材料 

三、电路板印刷与制造工艺 

第七章 不干胶印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不干胶结构与材料种类、印刷设备与工艺，了解自动贴标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不干胶结构与材料种类、印刷设备与工艺，难点是不干胶印刷工艺。 

教学内容 

一、不干胶结构与材料种类 

二、不干胶印刷设备与工艺 

三、自动贴标工艺 

第八章 商品条码印刷（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条码的种类，理解条码识读原理，掌握条码的结构与设计及印刷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条码的结构与设计及印刷工艺，难点是理解条码识读原理和印刷工艺。 

教学内容 

一、条码的种类与识读原理 

二、商品条码结构与设计 

三、商品条码印刷工艺 

 

执笔人：   刘俊杰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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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3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12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计算机软件基础                               

教学参考书：向华、徐爱芸编.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王志强编．《多媒体应用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1 月 

赵子江编.《多媒体技术应用教程》第 6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课程主要通过实例讲解的方式，使学生了解多媒体理论知识，掌握图像、动画、视频、音频

等多媒体素材的获取和制作方法，以及将各种多媒体素材集成为多媒体应用程序的方法。该课程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与多媒体有关的基本概念、关键技术、主要应用领域等；声音的基本概念与音频

处理方法；图像的基本概念与图像处理方法；动画原理与动画处理方法；视频的基本概念与视频处

理方法；多媒体应用软件的开发过程。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各种媒体（文、声、图、像、动画、视频）的性质

及其数据的处理、存储和传输；掌握多媒体数据的压缩算法、编码标准与存储格式；了解光存储和

多媒体网络通信等技术；掌握超文本的概念与模型；了解多媒体技术的主要应用。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多媒体技术及应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了解多媒体信息表示和处理的基本原理，掌握常用多媒体素材的制作方法与处理技术，

提高学生在项目运作管理中使用多媒体信息的能力。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目前广泛流行的各类数字媒体的创作特

点及初步过程，能从更多的角度理解鉴赏这些作品，提高学生在日常生活、项目规划中使用多媒体

信息的能力。 

第一章 多媒体技术基础知识（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多媒体技术基础知识，掌握多媒体产品的制作过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多媒体产品的制作过程。 

教学内容 

一、多媒体概述 

二、多媒体存储介质的变革 

三、多媒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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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体制作软件 

2．平台软件 

四、多媒体产品的制作过程 

五、多媒体产品的版权问题 

六、制作多媒体需要哪些知识 

第二章  美学基础（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从美学的角度简要介绍多媒体作品制作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应注意的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平面构图的应用；数字信息的美学基础。 

教学内容 

一、美学基本概念 

二、平面构图 

1．构图规则 

2．构图应用 

三、色彩与视觉效果 

1．三原色 

2．颜色关系 

3．颜色搭配 

四、拍摄数码照片 

五、多种数字信息的美学基础 

1．图像美学 

2．动画美学 

3．声音美学 

第三章  多媒体数据描述（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从多媒体数据描述的角度探讨多媒体制作的基础。 

教学重点与难点 

动态图像、视频图像的技术参数和压缩技术。 

教学内容 

一、静态图像文件 

二、动态图像描述 

三、声音文件 

第四章  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1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多媒体数据压缩技术，以此来解决多媒体产品的保存、传送等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种数据压缩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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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数据压缩基本原理 

1．多媒体信息的数据量 

2．数据压缩条件 

3．数据冗余 

二、数据压缩算法 

1．数据压缩算法分类 

2．霍夫曼编码 

3．JPEG 编码 

第五章  图像处理技术（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形图像的基本概念，掌握图像的获取、绘制和处理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图像的高级处理功能。 

教学内容 

一、图像的基本概念 

二、图像的获取 

三、图像浏览与图像管理 

四、图像绘制 

五、图像处理 

1．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2．创建选区 

3．图像基本编辑 

4．图层的应用 

5．图像色彩调整 

6．图像的绘制 

7．通道与蒙版 

8．文字特效制作 

9．滤镜的使用 

第六章  动画制作技术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动画的制作技术，理解动画为什么是多媒体产品中 具吸引力的素材。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种动画制作软件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动画制作参考书 

二、动画基本概念 

1．动画原理 

2．电脑动画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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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作平面动画 

四、制作网页动画 

五、制作变形动画 

第七章  视频处理技术（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视频处理过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视频剪辑、如何为视频配音。 

教学内容 

一、视频处理软件 Premiere 

二、视频编辑功能 

1．视频剪辑 

2．视频与音频的同步 

3．为视频配音 

第八章  数字音频处理技术（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音频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音频处理软件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 

1．声音基本特点 

2．数字音频文件的种类 

3．数字音频的音质与数据量 

二、音频数据采样与简单处理 

1．采样基本原理 

2．CD 音乐采样 

3．自然声采样 

三、数字音频处理软件 

第九章  Authorware 多媒体创作工具（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多媒体创作工具的类型和开发过程；掌握使用 Authorware 制作多媒体作品的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Authorware 软件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多媒体创作工具 

二、多媒体应用软件的开发 

三、Authorware 软件简介 



 

- 477 - 

 

四、Authorware 软件的图标功能 

五、创作多媒体作品举例 

1．显示背景 

2．显示与移动文字 

3．显示照片 

4．播放音乐 

5．设置控制按钮 

第十章  多媒体光盘制作技术（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多媒体光盘制作的总体设计。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图标的设计与制作。 

教学内容 

一、多媒体数据处理 

1．多媒体数据的特点 

2．数据整理 

二、自动识别程序的设计与制作技术 

三、多媒体作品与存储介质 

1．多媒体存储介质的种类 

2．激光盘的刻录技术 

四、图标的设计与制作技术 

五、说明书与包装设计 

 

执笔人：盛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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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容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数字内容管理/digital content management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限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 40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分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平面设计基础、信息技术基础等 

教学参考书：王晓光编，《数字资产管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印刷出版流程本质上是数字内容的加工体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的内容素材（图

像、文字等元数据），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企业的数字资产实现二次开发与利用。传统管理阶段以信息

资源的收集、管理为重点；技术管理阶段则侧重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对信息流的控制；信息资

源管理阶段强调从多角度对人类社会信息过程及相关要素实行综合管理；资产管理阶段提升了信息

资源的重要性，注重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实施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本课程分为数字内容的获取

与加工、数字内容的组织与索引、数字内容的检索与重组、数字资产的存储与迁移、数字资产的开

发与利用等。 

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不同元数据的存储、检索、和基于 CMS 的内容管理

系统使用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掌握数字内容和网络应用方面的知识储备，有效提升学生面对产业转型所需要的跨媒体合作能

力，增强面向数字出版和新媒体出版等方向的技术素质。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内容管理的概念、特征、方法及其社会特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资产管理的技术应用 

教学内容 

一、数字内容  

二、数字内容的特点  

三、数字内容的类型  

四、数字内容的格式  

第二章  数字内容的获取与加工（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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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数字内容的获取途径，了解三维信息采集的方法与常见手段，理解常见图像的格式与应用

范围，熟悉不同文件格式的转换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三维信息的采集 

教学内容 

一、数字内容的获取 

1.内容获取的方法与途径  

2.内容获取的流程  

二、数字内容的加工  

1.加工的流程  

2.加工的形式 

3.多媒体素材格式与应用 

4.多媒体素材格式转换 

第三章 数字内容的检索与重组（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信息检索的概念与原理，熟悉图像、声音、视频等格式文件的检索方法，理解素材准备的

方法与流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视频内容检索 

教学内容 

一、信息检索的基本概念 

1.信息检索的原理  

2.信息检索的模型  

二、数字内容检索  

1. 图像内容检索  

2.声频内容检索  

3.视频内容检索  

4.跨媒体内容检索 

第四章 数字内容的开发与利用 （10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常见基于 CMS 的内容开发系统，掌握至少一个开源内容管理系统的建立、存储与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内容管理系统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数字资产开发概述   

1. 基于开源 CMS 的数字资产管理平台 

2. 常见 CMS 的类型 

二、CMS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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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MS 架构 

2.CMS 语法 

3.CMS 应用 

4.数字内容的版权 

5.数字内容安全策略 

第五章 数字资产评估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数字资产评估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数字资产的估值方法与相关标准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资产评估 

教学内容  

一、资产评估基础  

二、 数字资产的价值  

   

执笔人：李超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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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作流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数字化工作流程/ digital workflow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印刷色彩学、印刷原理与工艺 

教学参考书：万晓霞编，《数字化工作流程标准培训教程》，印刷工业出版社，2009 年 6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作为联系印前处理、印刷和印后加工的整体概念，“数字化工作流程”是以数字化的生产控制信

息将上述三个分过程整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使数字化的图文信息完整、准确地传递，并 终

加工制作成印刷成品。图文信息流解决的是“做什么”的问题；而控制信息流则解决“如何做”、“做

成什么样”的问题。将印前处理、印刷、印后加工工艺过程中的多种控制信息纳入计算机管理，用

数字化控制信息流将整个印刷生产过程联系成一体，这就是“数字化工作流程”的基本宗旨。本课

程主要介绍印刷工业数字化工作流程的基本原理、架构，RIP 的组合及其相关设置，色彩管理设置

版面设置以及 CIP3 油墨预设等内容。 

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够理解数字工作流程的架构和相关工艺流程，能够根据数字化印前的

要求建立相应的流程，能够独立完成色彩管理设置以及线性化等工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数字化工作流程的架构与常见标准； 

2．掌握数字化工作流程的色彩管理与 CIP3 相关内容； 

3．掌握 RIP 以及版面安排与多设备协调工作的机制。 

第一章  数字化工作流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当前主流的数字化工作流程的类型和各自的特点，理解数字化工作流程的应用范围和整体

架构，掌握数字化工作流程常用文件格式的处理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化工作流程的架构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数字化工作流程 

1.数字化工作流程的发展 

2.数字化工作流程基本功能模块简介 

二、数字化工作流程文件格式 

1.常见数据交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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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业印刷活件的印前生产流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业印刷的特点，理解商业印刷印前流程的特点，掌握相关流程的工艺路线和操作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偏移量计算与设置 

教学内容 

一、商业印刷活件 

1.商业印刷彩页单页活件印刷工艺流程概述 

2.印刷生产一般工艺流程 

3.商业印刷活件的数字印前工艺流程 

二、商业印刷典型处理  

第三章  拼版与折手操作实践（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拼版与折手的概念，掌握常见折手的计算与注意事项，掌握不同印刷装订方式所对应的拼

版形式 

教学重点与难点 

拼版实践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 

1.相关定义 

2.常用拼版方法和分类 

二、常见拼版方式 

1.折页方式 

2.爬移控制 

3.出血处理 

4.自由拼版作业操作  

5.折手作业实践 

6.骑马订折手  

7.胶订案例 

8.平订套印实践 

9.双联案例 

10.自动拼拆页  

11.混拼   

第四章 包装类印前生产流程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包装类印前与商业印刷的区别，了解常见包装印前工作流程的类型，掌握包装印前的陷印

处理原理、原则与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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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印处理 

教学内容 

一、包装类印刷活件 

1.包装类印刷活件生产流程 

2.包装类印刷活件印前生产流程的特殊性 

二、典型处理 

1.包装拼版 

2.专色的处理 

3.陷印处理 

4.陷印处理的基本原理  

第五章 打样输出、色彩管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版式打样与颜色打样的区别和各自的功能，掌握颜色打样的流程与色彩管理设置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于色彩管理原理的设置，难点在于色彩管理的颜色转换理论 

教学内容 

一、版式打样 

二、颜色打样 

三、合同校样 

第六章  分色加网与印刷质量（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分色加网的方法及其与印刷质量的内在联系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于掌握分色加网的参数 

教学内容 

一、 分色加网 

1．分色加网技术类型 

2．分色加网技术应用 

二、网点与印刷质量 

第七章 CIP3 油墨控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CIP3 与 cip4 的关系，掌握油墨预制机制及其工作流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PPF 文件格式 

教学内容 

一、CIP3 油墨控制 

1．墨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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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栅格统计 

3．墨键值与栅格的转换方程 

二、PPF 文件与油墨预设 

  

执笔人：李超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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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出版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新媒体出版技术/ new media publish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限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16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数字印前技术、印刷设计基础 

教学参考书：ACAA 专家委员会编，《ADOBE IDESIGN CS6 标准教材》，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以智能手机和终端阅读器为代表的移动媒体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内容表现技术和

传统的印刷版面的出版流程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区别，众多设有印刷工程的高校，在传统印刷出

版的基础上，都开设了数字出版相关的课程，但相应的实践环节尚无成体系的规划。 

本课程以相关数字出版软件为基础，重点介绍新媒体出版物的格式、形式、不同出版物的运行

环境、以及新媒体出版物的版式设计以及功能设计，包括但不限于 pana 图、多媒体交互、不同浏览

器的版面定制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常见新媒体出版物的类型和运行环境； 

2．掌握基于 DPS 的新媒体出版物开发和制作流程； 

3．团队合作完成一本运行流畅的新媒体出版物。 

第一章  跨媒体出版（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跨媒体出版的概念与发展趋势，理解跨媒体出版的文件格式及其转换  

教学重点与难点 

跨媒体出版的文件格式 

教学内容 

一、跨媒体出版 

1.出版行业的趋势 

2.跨媒体出版的文件格式 

3.跨媒体出版的系统 

二、媒体格式 

第二章 XML（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XML 在可变数据和新媒体中的应用，初步掌握 XML 的文件格式与使用方法，掌握 XML 

在 indesign 中的调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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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XML 语法 

教学内容 

一、XML 概念 

1. XML 定义 

2. XML 的基本语法 

二、XML 在 indesign 中的应用   

第三章  交互式 Flash Web 文档（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可运行 flash web 的媒体环境，初步掌握 flash web 的组成和修改方法，掌握 fla 文件的

基本编辑方法，理解时间轴的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Fla 文件编辑 

教学内容 

一、flash web 的构成 

二、文件调用 

1.flash web 中的 xml 文件 

2.多媒体文件调用 

3.JS 文件调用  

第四章 交互性 PDF（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PDF 文件格式的标准和分类，理解 PDF 文件格式与 PS 文件的关系， 掌握 PDF 文件中插入 

多媒体素材的方法，掌握使用 PDF 表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难点在于 PDF 文件格式，重点在于多媒体 PDF 的制作 

教学内容 

一、PDF 文件格式 

1．PDF 文件分类标准 

二、PDF 格式的使用 

1．PDF 文件与页面描述语言 

2. PDF 文件的多媒体格式 

第五章  DPS（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 DPS(digital publishing suite)的基本功能，能够使用 DPS 实现常见数字出版物的基本

功能，学会数字出版物制作与发布流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数字出版物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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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DPS 功能 

1．时序图 

2．Pan &zoom 

3．Pana 图 

4.三维图像展示方法 

5.音频与视频的自动与控制播放 

6.其他页面功能 

二、新媒体出版物的发布 

1．苹果开发账号发布 

2．Adobe DPS 发布 

  

执笔人：李超                                       审核人： 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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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科技文献检索/Scientific Literature Research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 24       

学 分 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英语、计算机网络基础、印刷专业课程                               

教学参考书： 

彭奇志编.《信息检索与利用教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2 月 

胡世炎编.《轻工信息检索与利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月 

赖茂生编.《科技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印刷文献检索的从印刷工程学角度出发，介绍文献检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结合印

刷工程及相关专业检索刊物使学生掌握印刷工程学领域的主要检索刊物的内容、特点、检索

与应用，并介绍利用 Internet 检索专业文献的基本知识。本课程以讲解和实践性查阅相结合

的方式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做毕业论文和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查阅文献资料打

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要求学生掌握专业文献检索的方法和途径。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纸质或网络媒体多途径采集专业信

息。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具有采集、分析、利用和处理文献的科技素

养。 

第一章  文献检索基本知识（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了解信息源的类型及特点，掌握检索工具的概念和编排规律，

掌握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索工具的概念、信息检索系统、信息检索语言；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教学内容 

一、概论 

1.学习文献检索的重要意义 

2．十大科技情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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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检索系统和信息索语言 

三、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第二章   网络检索 （1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利用网络资源检索专业文献。要求掌握常见专业文献网络资源的检索和利用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CNKI 中国知网的使用、网络电子图书馆的利用、外文检索工具的利用。 

教学内容 

一、综合性检索系统  

二、中文电子图书 

三、CNKI 中国知网 

四、特种文献检索 

五、外文专业文献检索 

第三章  外文专业性检索系统（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相关外文检索工具概况与特点，了解其编排方法，会利用其查阅专业文献。 

教学重点和难点 

    著录格式、索引系统、检索途径。 

教学内容 

一、美国化学文摘 

二、美国工程索引 

三、中外专利文献检索 

四、印刷期刊 

执笔人：丛全滋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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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程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印刷工程专业英语/Special English For Graphic Arts  

课程类型： 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印刷概论、印刷材料与适性、图像制版原理与工艺  

教学参考书：程常现编.《印刷专业英语》.印刷工业出版社.2013 年 6 月 

 

开课单位：轻化学院 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印刷包装行业的主流技术、设备、材料供应商都是国外引进，相应的技术资料，工程文档也以

英文为主，行业的相关研究也以英文文献为主，因此，专业英语已成为学生们参与就业竞争，以及

今后从业后在工作中所必需的工具之一。为适应这一需要，开设了印刷专业外语；本课程与专业技

术紧密结合，侧重培养学生利用英语这个语言工具阅读专业英文文献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

主要包括：development of printing，printing technologies，digital printing，printers，prepresss，proofing，

colormixing，printing press，printing problems，sheetfed offset presses，bookbinding 等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能够独立阅读印刷包装行业的相关文献、英文说明文档、以及能够

用英文撰写简单的论文等，对学生的英文阅读和表达能力会做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

进一步加强。 

第一章  了解印刷业的发展（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业发展的英语表述及其相关词汇等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印刷专业的相关词汇 

教学内容 

一、 当今的印刷工业 

二、印刷工业发展的进程 

第二章  各种基本的印刷方式（8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种基本的印刷方式的一般工艺及原理的英语表述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四大印刷的工艺及原理的多种表述方式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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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凸版印刷和凹版印刷的工艺及原理 

1.凸版印刷的工艺与原理 

2.凹版印刷的工艺与原理 

二、平版印刷和丝网印刷的工艺及原理 

1.平版印刷的工艺与原理 

2.网版印刷的工艺与原理  

第三章 版面设计及原稿准备（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版面设计的一般原则，掌握制版过程中的各相关工艺和技术的英文表述方式 

教学重点与难点 

连续调原稿到网目半色调图像的不同表达方式，CTP 技术的原理和工艺的英语相关词汇 

教学内容 

一、版面设计及设计原理 

1.版面设计的原理 

2.版面设计的过程 

二、排版及拼版 

1.照相排版和计算机辅助排版 

2.制作拼版图 

三、照相加网技术 

1.连续调原稿 

2.网目调负片 

四、制版及 CTP 技术 

1.平版印刷和丝网印刷制版工艺 

2.CTP 技术 

第四章  彩色印刷（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彩色印刷的工艺及原理常用的英语表达方式 

教学重点与难点 

色彩复制中的分色和色彩校正技术的常见表述方法 

教学内容 

一、彩色印刷 

1.三原色印刷原理 

2.分色 

3.色彩校正 

第五章  印刷机（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各种印刷机的基本结构与重要部件的英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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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类印刷机的基本部件词汇 

教学内容 

一、各类型的印刷机 

1.平压平型印刷机 

2.圆压圆型印刷机 

3.轮转型印刷机 

二、小型胶印机和大型胶印机 

1.小型胶印机 

2.大型胶印机 

第六章 现代印刷的新趋势（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新趋势和新媒体对传统印刷的影响。 

教学重点与难点 

掌握数字印刷新技术 

教学内容 

一、现代印刷发展的新趋势 

1.信息传播的新方式 

2.新媒体对传统印刷的影响 

3.数字印刷技术 

 

执笔人：李超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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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计算机图形学/ Computer graphics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 

教学参考书：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王卫东等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9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基本图形生成算法、图形变换与裁剪、真实感图形生成算法、计算机动

画技术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通过编写算法实现程序加深对图形学基本内容的理解，提高用理

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要求学生能够在计算机中表示图形、以及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形的计算、处理和显示的相关原理

与算法，为学生今后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和从事计算机图形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章  概述（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形学的发展历程，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应用领域；熟悉图形输人、输出（显示）

设备以及图形软件，图形显示的工作原理；掌握图形、图像、像素、分辨率等基本概念，计算机中

图形的表示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图形、图像、像素、分辨率等基本概念，计算机中图形的表示方法。 

教学内容 

一、图形学基本概念 

二、图形学的发展过程 

三、图形学应用 

四、常见图形输入输出设备和工具 

五、计算机图形系统 

第二章  图形显示 （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形显示过程中的数据转换过程和基本原理；熟悉各种图形显示技术及其应用环境；掌握

直线的生成、圆的生成、自由曲线等二维线段图形生成的基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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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直线的生成、圆的生成、自由曲线等二维线段图形生成的基本方法。 

教学内容 

一、显示过程及各步骤的作用 

二、显示材料与器件的技术基础 

三、显示特性的描述 

一、坐标系转换 

二、直线段扫描转换算法 

三、圆弧扫描转换算法 

四、多边形扫描转换算法和区域填充 

五、字符 

六、裁剪 

七、反走样 

八、消隐 

第三章 几何造型（9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种曲线和曲面的基本概念、特性、相互区别与联系；熟悉各种曲线和曲面的描述及其性

质；掌握通过拟合、插值和样条生成各种曲线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通过拟合、插值和样条生成各种曲线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BEZIER 曲线 

    二、拟合、插值与样条 

    三、二、三次参数样条 

    四、B 样条曲线 

    五、BEZIER 曲面及其拼接 

    六、COONS 曲面 

    七、B 样条曲面 

    八、NURBS 曲线与曲面 

第四章  图形变换（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三维图形投影的种类和一些基本概念和具体投影的方法；熟悉基本二维变换、三维变换的

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掌握齐次坐标的概念，二维变换和二维组合等基本变换，三维图形的平移变换、

放缩变换、旋转变换等变换。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齐次坐标的概念，二维变换和二维组合等基本变换，三维图形的平移变换、放缩变换、旋

转变换等变换。 

教学内容 

一、图形变换中的数学方法 

    二、二维图形的几何变换 

    三、三维图形的几何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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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影变换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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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印刷企业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现代印刷企业规划与设计/The Program and Design of printing Facto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印刷材料与适性、印刷原理与工艺                               

教学参考书：杨念椿编.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潘福池编. 制浆造纸工艺设计步骤与方法.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印刷教研室 

 

课程简介： 

《现代印刷企业规划与设计》主要介绍印刷企业规划与设计的意义、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

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各类典型工厂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生产工艺

平衡计算、生产设备的选型、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和印刷工厂厂房的基本知识、各种辅助生产工

程设计、技术经济工作的范围和内容、设计图纸的绘制和设计文件的整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印刷

企业规划与设计基本知识和设计方法与步骤，为毕业后从事印刷企业规划与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印刷企业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2. 学习和掌握典型工厂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生产工艺平衡计算、生

产设备的选型、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并通过上机实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3. 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印刷工厂设计实践活中动，分析并解决印刷工厂设计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工厂基本建设程序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明确学习工厂设计概论的意义；了解和掌握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

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教学内容 

一、绪论   

二、基本建设程序   

三、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二章  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类典型工厂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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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教学内容 

一、厂址选择的目的和要求 

二、影响厂址选择的主要因素   

三、厂址选择的工作步骤   

四、环境影响预评价   

五、厂区总平面布置  

第三章  生产工艺设计和车间布置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生产工艺平衡计算、生产设备的选型、车间工艺设备

布置设计和印刷工厂厂房的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和印刷工厂厂房。 

教学内容 

一、生产工艺设计的重要性和内容   

二、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   

三、生产工艺平衡计算   

四、生产设备的选型 

五、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   

六、企业工业厂房   

第四章  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教学内容 

一、给排水工程   

二、动力配电  

三、供热工程   

四、三废治理工程 

五、维修、仓库工程   

六、采暖通风   

七、计量检测仪表和自动控制工程  

第五章  技术经济设计和分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技术经济工作的范围和内容，能够进行设计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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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概算。 

教学内容 

一、技术经济工作的范围和内容   

二、设计概算  

第六章  设计文件的整理和设计图纸的绘制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设计说明书的基本结构、内容、编写要求和格式,了解和掌握 AutoCAD 绘制设

计图纸的方法与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说明书规范和要求的基本结构、内容、编写要求和格式，AutoCAD 绘制设计图纸的方法与

步骤。 

教学内容 

一、科学技术报告与论文 

二、科学技术报告、论文的编写要求和格式 

三、AutoCAD 绘制设计图纸的方法与步骤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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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印刷》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防伪印刷/Counter- fake Print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印刷材料学、印刷工艺原理                            

教学参考书：刘尊忠编.《防伪印刷与应用》．印刷工业出版社．2008 年 1 月 

            张逸新编．《防伪印刷原理与工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5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该课程从目前印刷防伪技术的 新进展出发，讲述了防伪印刷新技术的形成思路与原理，培养

学生进行印刷新技术开发的能力，较为详细地介绍常规防伪印刷的技术原理与工艺。具体内容包括：

各种油墨防伪技术、纸张等承印材料防伪技术、制版印刷及印后加工防伪技术、物理信息防伪技术、

条码和标签防伪技术，以及数字防伪技术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系统地了解和掌握防伪在印刷方面的技术，

包括承印材料、包装材料、印刷油墨、制版及其他特殊工艺、印后加工、激光全息、数字水印、条

形码，以及食品、药品、化妆品、烟酒、票据、证件、钞票等各种领域的应用。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掌握防伪印刷方面的基础知识；并进一

步掌握防伪印刷技术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独立完成防伪包装产品研发的思路和过程，

为毕业后能胜任各种工作打好基础。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增强学生的科研和工程实践能

力、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第一章   防伪印刷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我国古代进行官员身份、纸产品、书画作品和货币防伪的方法和防伪手段不断改进的沿革

与方法；熟悉各类防伪印刷技术的特点和国内外印刷防伪技术进展方式和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类防伪印刷技术的特点。 

教学内容 

一、国内防伪印刷的历史沿革 

二、普及型印刷防伪技术特点及分类 

三、国内外防伪印刷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二章    承印材料防伪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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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印钞纸、痕量添加物纸、水印与水印纸、纤维丝、彩点加密纸、含安全线纸、防复印纸、

分层染色防伪白纸板、无碳压敏纸、热敏纸、光致变色防伪纸、防伪包装封条材料、烫金材料和磁

性记录纸等承印材料的防伪特性；掌握通过材料设计进行防伪的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如何通过材料设计进行防伪 

教学内容 

一、防伪承印材料的选择 

二、防伪承印材料种类与防伪原理 

第三章    工艺防伪技术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产品防伪信息的印刷前设计、利用不同印刷种类形成独特产品品质特点，采用多种印刷方

式结合实施印刷防伪和采用模切与压痕设计、烫印工艺和烫印设备选择等印后加工工序加载防伪信

息等工艺防伪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前、印刷、印后等工艺的防伪方法与原理 

教学内容 

一、制版面设计防伪 

1．设计防伪 

2．装潢的防伪设计 

二、印刷工艺的防伪 

1．胶凸结合印刷 

2．一次多色印刷  

3．多色叠印 

4．雕刻凹版印刷 

三、印后加工防伪技术 

1．模切设计防伪技术   

2．折光模压技术   

3．扫金技术   

4．立体烫印技术   

5．全息定位烫印   

第四章  油墨防伪技术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磁性油墨、热敏油墨、光致变色和荧光油墨、特殊光泽与金银墨等油墨的防伪机理，掌握

油墨防伪机理、功能和印刷适性，采用油墨进行防伪的印刷技术要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防伪油墨的防伪机理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磁性油墨印刷防伪技术 

1．磁记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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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磁性油墨的组成和各组分的作用 

3．磁性油墨印刷工艺与感应潜像法磁性印刷 

二、热敏油墨印刷 

1．热敏油墨变色原理 

2．液晶油墨印刷 

3．热敏变色油墨印刷 

三、光致变色和荧光油墨的印刷技术 

1．光致变色油墨印刷 

2．荧光油墨印刷工艺 

四、特殊光泽与金银墨印刷 

1．特殊光泽与金银墨印刷 

2．金银墨印刷 

第五章   物理信息防伪技术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利用物理的信息记录方法进行印刷防伪的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物理信息防伪技术的防伪原理。 

教学内容 

一、磁卡和激光防伪卡的制印工艺 

1．磁卡概述   

2．磁卡生产加工工艺   

3．水印磁卡技术   

4．全息磁条   

5．可视信息磁卡   

6．激光卡   

二、干涉膜防伪技术 

1．干涉膜的分类   

2．干涉型变色油墨   

3．薄膜防伪技术设计与制作工艺   

三、重离子微孔技术 

1．核径迹防伪形成原理   

2．重离子微孔防伪标识制作工艺原理   

3．重离子微孔防伪标识的防伪功能   

第六章   条码与标签防伪技术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类条码防伪与不干胶标签防伪的防伪机理与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条码防伪与不干胶标签防伪的防伪原理。 

教学内容 



 

- 502 - 

一、条码防伪印刷技术 

1．条码结构及种类  

2．条码的应用范围  

3．辨识条码的设施  

4．防伪条形码的设计与印刷  

5．条形码印刷位置与防伪包装  

二、不干胶标签防伪技术 

1．不干胶标签的材料与印刷工艺原理  

2．不干胶标签的印刷防伪技术  

 

执笔人：盛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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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描述语言》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页面描述语言/ Page description language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印刷色彩学、计算机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 

教学参考书： 

《页面描述语言与格式》.孔玲君等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页面描述语言 PostScript 和页面描述技术 PDF，两者分别是印前和电子出版生

产事实上的工业标准，其中 PostScript 是 PDF 的基础，PDF 则提供更多的功能，例如跨媒体出版和

电子书应用等。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要求学生能够掌握PostScript 解释器工作原理、文件格式、成像模型，并能与印前生产和电

子出版生产相结合。 

2．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页面描述语言在印刷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第一章  页面描述语言概述及 PostScript 语法（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电子页面、页面描述语言定义、PostScript 解释器工作原理、文件格式；熟悉页面描述语言

的作用、分类，特点、描述机制及编码方式、执行方式和语言特点的概念；掌握 PostScript 数据类型

与对象、编码方法和常用操作符的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 PostScript 数据类型与对象、编码方法和常用操作符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电子页面与页面描述语言 

二、PostScript 文件格式 

三、PostScript 解释器工作原理 

四、PostScript 语言特点 

五、数据类型与对象 

六、程序执行环境和对象执行方式 

七、常用操作符 

第二章  PostScript 成像模型（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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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图像成像的原理，计算机图形的绘制原理；熟悉计算机图形的生成，颜色表示，图形输出

要素控制；掌握 PostScript 成像原理以及与其他图形处理模型的区别，成像模型的主要特点与处理步

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 PostScript 成像原理以及与其他图形处理模型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成像的基本原理 

二、PostScript 的成像原理 

三、PostScript 的成像模型的主要特点与步骤 

第三章  PostScript 图形描述方法（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图形状态；熟悉坐标系统、坐标变换、裁剪的概念；掌握路径构造、着色处理和裁剪路径

构造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路径构造、着色处理和裁剪路径构造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坐标系及其转换 

二、路径构造 

三、着色处理与图形生成 

四、裁剪路径 

第四章  PostScript 色彩控制（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颜色空间、颜色空间描述；熟悉  PostScript 支持的颜色空间和颜色表示方法；掌握 

PostScript 色彩控制方法，应用于图形的输出属性控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 PostScript 色彩控制方法。 

教学内容 

一、PostScript 支持的颜色空间 

二、PostScript 表示颜色的方法 

三、色彩控制 

第五章  图像蒙版（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PostScript 图像输出的基本方法；熟悉蒙版与图像蒙版的概念；掌握模板蒙版与颜色键蒙

版的实现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模板蒙版与颜色键蒙版的实现方法。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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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版 

二、图像蒙版 

三、模板蒙版、颜色键蒙版 

第六章  模板（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模板的概念、及对 PostScript 解释效率的贡献；熟悉模板在印刷中的应用，与可变数据印

刷的关系；掌握模板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模板的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模板 

二、模板的设计方法 

三、模板的应用 

第七章 PDF 页面描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PDF 文件结构、页面描述的基本内容；熟悉 PDF 文件特点，与 PostScript 的关系；掌

握 PDF 文件的生产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 PDF 文件的生产方法。 

教学内容 

一、PDF 与 PS 的关系 

二、PDF 文件的产生和使用 

三、PDF 文件的主要特点 

四、PDF 文档的表示、输出与内容 

五、PDF 页面描述的基本内容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霍李江 



 

- 506 - 

《显示材料与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显示材料与技术/ display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普通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物理化学、印刷色彩学 

教学参考书： 

《现代显示材料与技术》.王秀峰等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显示技术发展趋势和显示原理为主线，系统阐述了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主要显示技术

原理、材料制备方法、器件性能要求和显示器产品，包括荧光显示、液晶显示、电致发光显示、有

机电致发光显示、柔性显示器件与电子纸等技术。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主要荧光显示、液晶显示等显示技术原理、材料、器件等内容。 

2．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显示器件在印刷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第一章  历史与概述（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显示技术的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19 世纪发现液晶，20 世纪发现 CRT，ZI 世纪发明电

子纸，CRT 一平板一柔性），及其与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之问的关系；熟悉显示技术的科学原理及其

发展与应用领域；掌握显示材料与技术之间的不同和关联及其科学分类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显示材料与技术之间的不同和关联及其科学分类方法。 

教学内容 

一、显示技术的发展与演变 

二、信息显示的定义及与信息记录和存储技术的不同和关联 

三、显示材料与技术的分类 

四、显示材料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五、印刷电子与显示技术 

第二章  显示过程与技术特性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显示过程、步骤以及涉及的显示材料和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掌握信息显示特性物理含

义及其描述和表征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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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信息显示特性物理含义及其描述和表征方法。 

教学内容 

一、显示过程及各步骤的作用 

二、显示材料与器件的技术基础 

三、显示特性的描述 

第三章  荧光显示材料与器件（6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种荧光显示器件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和特点、性能参数；掌握荧光材料类型、发光原

理及其基本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荧光材料类型、发光原理及其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一、荧光发光原理与荧光材料 

二、CRT 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三、CRT 件能及特点 

四、场效发光以理与扶件结构 

五、场致发光材料与技术要求       

六、等离子体显示原理及特点 

七、等离子体显示器件的主要部件及特点 

八、荧光显示材料与技术发展趋势及主要应用领域 

第四章  液晶显示（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液晶显示器件的结构、不同组件的作用、工作原理和特点；掌握液晶显示对液晶材料的基

本要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液晶显示对液晶材料的基本要求。 

教学内容 

一、液晶显示器件的结构、显示原理及各部件的作用 

二、液晶显示材料的概念、分类、技术要求和性能 

三、液晶显示材料与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第五章  电致发光显示（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电致发光显示器件组成以及各组分的作用；熟悉电致发光显示用稀土材料、高分子材料体

系和待点；掌握构建不同显示体系对材料组成、分子结构的基本要求及其基本类型和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构建不同显示体系对材料组成、分子结构的基本要求及其基本类型和原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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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致发光显示器件构成及各部件的作用 

二、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 

三、无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 

    四、电致发光材料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第六章  柔性显示器件与电子纸（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不同电子纸显示材料与技术、应川和发展简史；熟悉典型的电子纸显示过程和系统构成以

及涉及的科学技术基础和关键显示材料；掌握双稳态电子纸显示技术的科学原理、关键技术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双稳态电子纸显示技术的科学原理、关键技术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柔性显示技术发展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趋势 

二、双稳态显示与电子纸的技术要求 

三、色粉电泳显示电子纸材料与器件 

四、电润湿显示电子纸材料与器件 

五、双色球电旋转电子纸材料与器件 

六、其他原理电子纸材料与器件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霍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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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版印刷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凹版印刷技术/ Intaglio printing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 任选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专业导论》 ，《印刷色彩学》                               

教学参考书：卑江艳编. 实用印刷技术丛书--凹版印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2 年 10 月 

            邓普君编. 凹印基础知识.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工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150～500 字） 

本门课程从凹版印刷的定义、优势、发展与应用领域入手,分 3 部分介绍整个凹版印刷工艺;第

一部分分为印前工艺,详细介绍制版文件的准备、滚筒的制备、腐蚀凹版工艺、电子雕刻制版工艺以

及凹版打样;第二部分为印中工艺,分别介绍凹版印刷油墨、承印材料、凹版印刷机和凹版印刷工艺;

第三部分介绍凹版印刷的印后加工工艺。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从印刷工艺出发，系统地学习制版文件的准

备、滚筒的制备、腐蚀凹版工艺、电子雕刻制版工艺以及凹版打样与印刷，掌握凹版印刷的印前工

艺、印中工艺、印后加工工艺处理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2．在能力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具备系统的凹版印刷知识；通过对凹版

印刷的印前工艺、印中工艺、印后加工工艺技术的了解，保证凹版印刷工艺管理与控制的科学性；

培养综合分析能力和科学学风，为毕业后能胜任各种打好基础。 

3．在素质层面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全面 、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凹版印刷技术的

方法和基础理论。将凹版印刷基础理论与印刷实践相结合，综合应用于印刷工程应用中。 

第一章  概述与制版文件的准备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凹版印刷的应用优势及发展趋势；掌握凹版印前的文件准备的基本知识；了解一些常用软

件的使用；掌握专业扫描仪的使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凹版印刷的应用优势；专业扫描仪的使用；图像、图形的处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凹版印刷的定义及其优势 

2. 凹印工艺的发展 

3. 凹版印刷的应用领域 

二、制版文件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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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稿的种类及要求 

2. 图像的扫描 

3. 图像、图形的处理 

4. 单元图像质量的检验（打样） 

第二章  滚筒的制备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凹印滚筒加工和制备的工艺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凹印滚筒的结构；滚筒制备的工艺流程；钢辊制作的注意事项；电镀工艺及精加工的处理。 

教学内容 

一、滚筒制备的工艺流程 

1. 凹印滚筒的结构 

2. 滚筒制备的工艺流程 

二、铜锟的粗加工 

三、电镀 

四、精加工的处理 

1. 精加工处理过程 

2. 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3. 国内常用的精加工设备 

第三章  腐蚀凹版工艺 （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种腐蚀凹版工艺的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激光蚀蜡制版工艺的系统构成及工艺流程；激光直接烧蚀工艺的工艺流程。 

教学内容 

一、影写版制版工艺 

1. 阳图胶片的制备 

2. 碳素纸准备 

3. 碳素纸曝光 

4. 碳素纸过版与显影 

5. 滚筒腐蚀 

二、布美兰制版工艺 

1. 感光胶涂布 

2. 滚筒曝光 

3. 滚筒显影腐蚀 

三、激光蚀蜡制版工艺 

1.系统构成 

2.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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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技术数据 

四、激光直接烧蚀工艺 

第四章  电子雕刻制版工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电子雕刻制版工艺的工艺流程；了解国内常用雕刻机机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无软片电雕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原理。 

教学内容 

一、无软片电雕工艺 

1. 无软片电雕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原理 

2. 单元电子文档的输入 

3. 拼版和版式打样 

4. 雕刻 

5. 常见故障分析 

二、有软片电雕工艺 

三、国内常用雕刻机机型介绍 

第五章  凹版打样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凹版打样的方法及常见故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凹版打样的作用及原理；凹版打样操作。 

教学内容 

一、凹版打样 

1. 打样的作用及原理 

2. 凹版打样操作 

3. 常见故障分析 

第六章  凹版印刷油墨与印刷承印材料 （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凹版印刷油墨的特点及印刷适性；凹版印刷承印材料的种类及印刷适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水基型凹印油墨的特点及使用要求；塑料薄膜的印前预处理及印刷性能测试。 

教学内容 

一、凹版印刷油墨 

1.凹版印刷油墨的分类 

2.有机溶剂型凹印油墨 

3.水基型凹印油墨 

4.凹版印刷油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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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凹版印刷油墨的配制 

二、凹版印刷承印材料 

1. 凹印纸张 

2. 塑料薄膜和铝箔 

第七章  凹版印刷机 （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凹版印刷机的种类；掌握凹版印刷机的结构及系统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凹版印刷机的结构及系统特点；重点是张力控制系统、自动套色控制系统。 

教学内容 

一、凹版印刷机的种类 

1. 凹版印刷机的种类 

2. 单张纸凹印机结构 

3. 机组式凹印机结构 

4. 卫星式凹印机结构 

5. 凹版印刷机厂商名录及主要技术参数 

二、凹版印刷机的结构及系统 

1. 开卷机构 

2. 印刷机构 

3. 供墨机构 

4. 干燥装置 

5. 收卷机构 

6. 传动系统 

7. 张力控制系统 

8. 自动套色控制系统 

第八章  凹版印刷工艺 （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凹版印刷工艺方法；熟悉常见凹印故障及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印前准备工作；常见凹印故障及解决办法。 

教学内容 

一、印前准备工作 

1. 承印材料的准备 

2. 印刷参数的设定 

3. 印版及装版 

4. 压印滚筒和传墨辊 

5. 装料和穿料 

6. 调墨及溶剂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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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墨槽和墨泵 

8. 刮墨刀的使用和调节 

二、印刷调试及控制 

三、常见凹印故障及解决办法 

1. 色差 

2. 套印不准 

3. 尺寸偏差 

第九章  凹版印刷的印后加工工艺 （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凹版印刷的印后加工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模压工艺；烫印工艺；制袋。 

教学内容 

一、模压工艺 

1. 模切压痕工艺 

2. 凹凸压印工艺 

二、烫印工艺 

三、复合工艺 

四、制袋 

1. 塑料袋的种类 

2. 热封 

3. 热封后塑料袋性能测试 

 

执笔人：梁静                                                   审核人：焦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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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ERP》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印刷 ERP / Printing Enterprise ERP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印刷工程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 

教学参考书： 

《印刷企业 ERP》. 钱俊编.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9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印刷工程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印刷企业 ER P 系统中的生产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人事

管理和设备管理等子模块的特色、功能以及相互关系，分析了网络在现代企业管理以及生产中的重

要作用，并以实际案例分析了在印刷企业实施 ERP 的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效益。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将专业技术与专业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等企业管理体系相结合，

了解印刷企业实际运行状态，为学生深入企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概述（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ERP 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程；熟悉 ERP 的原理与特点，基本功能；掌握 ERP 的基本实施

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 ERP 的基本原理，基本功能和基本实施过程。 

教学内容 

一、ERP 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程 

二、企业为何实施 ERP 

三、ERP 的原理与特点 

四、ERP 的基本功能与主要扩展功能 

五、ERP 的基本实施过程 

六、我国企业实施 EBP 的困难因素及对策分析 

第二章  印刷企业与 ERP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企业与一般企业的共性、独有的特点；熟悉 ERP 管理的效果；掌握在印刷企业实施面

向不同对象的 ERP。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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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印刷企业内的生产流系统、物流管理系统、资金流管理系统和其他综合系统。 

教学内容 

一、印刷企业的特点 

二、ERP 与印刷企业管理形势分析 

三、在印刷企业实施面向不同对象的 ERP 

第三章 生产管理系统（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企业生产总体框架模型；掌握报价管理系统、订单管理系统、生产计划以及进度管理

系统、 以及质量管理系统含义、内容、作用和业务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印刷企业各生产管理系统的含义、内容、作用和业务流程。 

教学内容 

    一、印刷企业生产概述 

    二、报价管理系统 

    三、订单管理系统 

    四、生产计划以及进度管理系统 

    五、质量管理系统 

第四章  企业物流管理系统（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物流管理系统和其他功能模块的关系；熟悉采购流程、采购管理系统内容；掌握库存管理

系统的含义、内容和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库存管理系统的含义、内容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物流管理 

    二、采购管理系统 

    三、库存管理系统 

第五章  销售信息系统（3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销售信息系统概述；熟悉销售信息系统的框架与功能设计、与其他功能模块的联系；掌握

销售订单管理、客户订单的服务与维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销售订单管理、客户订单的服务与维持。 

教学内容 

一、销售信息系统概述 

    二、销售信息系统的框架与功能设计 

三、销售管理与其他功能模块的联系 

四、销售订单管理 

五、客户订单的服务与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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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会计和财务（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会计和财务活动基本内容；熟悉和掌握报表管理需求和弊端、印刷企业成本核算管理方法

和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报表管理需求和弊端、印刷企业成本核算管理方法和模型。 

教学内容 

一、会计和财务活动 

    二、报表管理 

三、印刷企业成本核算管理 

第七章  人事管理和设备管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和掌握印刷企业 ERP 人事管理系统的组成、结构和选择 ERP 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应考虑的问

题、设备管理系统的实现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印刷企业 ERP 人事管理系统的组成、结构、设备管理系统的实现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人事管理 

    二、设备管理 

第八章  EBP 与万维网（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万维网的定义和发展；熟悉和掌握印刷企业 ERP 与万维网的关系、以及印刷企业实现网络

化管理的技术要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印刷企业 ERP 与万维网的关系、以及印刷企业实现网络化管理的技术要点。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印刷与万维网 

三、印刷企业 ERP 与万维网 

四、印刷企业实现网络化管理的技术要点 

第九章  EBP 项目实施过程案例分析（5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熟悉和掌握印刷企业 ERP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风险分析和实施评价标

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印刷企业 ERP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实施评价标准。 

教学内容 

一、厦门吉宏公司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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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标印刷企业 

三、实施 ERP 系统的失败原因分析 

四、供应链管理内容简介 

五、实施 ERP 系统的风险分析 

六、ERP 项目的实施监理 

七、ERP 实施评价标准 

 

执笔人：焦利勇                                     审核人：霍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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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专业导论/ Special field introduction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1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普通化学、有机化学 

教学参考书：张新昌. 包装概论. 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6 月 

马爽.包装工程导论(双语).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5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专业导论》主要介绍包装的基本概念与作用、包装工业的发展、包装材料及容器、包装技术

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使学生初步了解包装的基本知识、包装行业的发展、典型的包装

材料及容器、典型的包装技术与方法，明确学习包装工程专业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

兴趣和热情。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包装的基本概念与作用、包装工业的发展、包装材料及容器、包装技术与方法

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2. 熟悉和了解典型包装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概况。 

 

第一章  包装概论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明确学习包装概论的意义；了解和掌握包装的基本概念与作用、国内外包装工业发展概

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的基本概念与作用。 

教学内容 

一、包装的基本概念与作用 

二、包装件的组成与包装分类 

三、国内外包装工业发展概况 

第二章  包装管理概论（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包装管理与组织、包装标准化与包装质量管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管理与组织、包装标准化与包装质量管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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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装管理与组织 

二、包装标准化与包装质量管理   

第三章  包装技术与方法概论（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典型的包装技术与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典型的包装技术与方法。 

教学内容 

一、防霉腐包装 

二、防湿包装 

三、防虫害包装   

四、防锈蚀包装 

五、无菌包装 

六、防震包装 

七、充填技术 

八、装盒与装箱 

九、裹包与装袋 

十、收缩包装与拉伸包装 

十一、真空包装与充气包装技术 

十二、泡罩包装与贴体包装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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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 Decoration and Modeling Design of Packag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肖禾编．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基础．印刷工业出版社．2006.9 

尹章伟编．包装造型与装潢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5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是学位课。主要内容有：包装设计概论、平面构成、

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包装造型设计、文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通过对设计审美、艺术设计三

大构成、产品包装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法则的学习，使学习者初步掌握包装装潢设计、包装造型设计

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具体的设计方法，并 终具备从事包装设计工作所必备的素质、修养和基本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对包装设计的一些基础知识有所了解，对包装造型设计原理、造型方法、

基本原则、包装装潢设计的基本概念、功能、基本原则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并且对现在的包装

设计行业有所了解； 

2．掌握的平面设计、造型设计和文字设计的方法，并具有一定的设计能力； 

3．使学生熟悉包装装潢设计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充分发

挥想象力、创造力，增强设计和创新能力。 

第一章 包装设计概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包装设计相关的基本概念；了解包装设计的发展历史与特点；加强对产品包装设计的感性

认识。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包装设计相关的基本概念。 

教学内容 

包装设计概述 

包装设计的历史与发展趋势 

第二章 平面构成（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平面构成的基本构成要素；掌握形式美法则和原理；通过平面构成的学习，培养学

习者的抽象思维和基础造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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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点、线、面构成要素的规律和特点；形式美法则、原理及应用。 

教学内容 

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 

形式美法则 

平面构成的基本形与骨骼 

第三章 色彩构成（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色彩构成三要素和色立体的基本原理；了解色彩感觉和色彩心理联想的基本内容；掌握色

彩搭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色彩构成三要素和色立体的基本原理，色彩搭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内容 

色彩基本原理 

色彩的感觉与心理联想 

第四章 立体构成（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各种立体造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学习者的空间构想能力和对立体造型的审美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立体构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纸的立体构成设计的一般原则。 

教学内容 

立体构成的概念与特征 

立体构成形态要素 

三、立体构成的表达 

第五章 包装造型设计（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造型设计原理；熟悉各种包装容器造型设计规律；掌握纸盒造型设计方法和步骤。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种包装容器造型设计规律；纸盒造型设计方法和步骤。 

教学内容 

包装造型设计 

包装造型设计表达 

第六章 文字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设计中的文字设计的基本知识；掌握包装设计中文字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包装设计中文字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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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文字的分类与特点 

包装文字设计应用 

第七章 产品包装设计初步（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什么是产品的商业包装设计；了解包装设计的相关职业，以及基本的职业素质要求；通过

具体包装设计案例的分析，了解产品包装设计的基本内容、流程和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产品包装设计的基本内容、流程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商业包装设计 

二、包装设计师 

执笔人：邢浩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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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结构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结构设计/ Configuration Design of Packing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学位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孙诚.包装结构设计（第三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7 

吴波.包装容器结构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7 

周开明.销售包装结构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4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属于必修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具有较丰富的各类包

装容器的设计理论和技能，全面掌握包装结构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纸包装结构设计、塑料包装结构设计、玻璃陶瓷包装容器结构设计和金属容

器结构设计。使学习者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较好地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具备相应的容器

制造与应用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终达到能够根据被包装产品的特点、流通环节、用户需求等，科

学地设计出合理、实用的包装容器结构设计的要求。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初步了解包装容器的结构设计，理解和掌握包装容器的结构设计的方法及评价； 

2．掌握包装容器结构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初步具有包装容器结构设计（包括金属包装、纸包

装、塑料包装、玻璃陶瓷包装容器）的能力； 

3．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后，能够自觉地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容器结构的基本概念和一般设计与评价方法。要求掌握包装结构设计通则，了解包装

结构设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容器结构的基本概念、包装结构设计和评价方法、包装结构设计通则。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基本概念 

2．包装结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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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结构设计要素 

二、包装结构设计方法及评价 

1．包装结构设计程序 

2．包装结构设计评价 

第二章 折叠纸盒结构设计（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类折叠纸盒的基本概念和设计理论方法。要求掌握折叠纸盒的旋转成型原理和各类折叠

纸盒结构设计技巧，能够进行折叠纸盒的常规和创新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概念、折叠纸盒的旋转成型原理、平分角设计原理、折叠纸盒结构设计方法及其尺寸设计

方法。难点是折叠纸盒旋转角、折叠角、粘合余角等结构角的求解、三个尺寸之间的转换。 

教学内容 

一、折叠纸盒 

1．概念 

2．结构名称 

3．设计“三·三”原则 

二、管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1．管式折叠纸盒结构 

2．管式折叠纸盒盒盖结构 

3．管式折叠纸盒盒底结构 

4．平分角设计原理与应用 

三、盘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1．盘式折叠纸盒结构 

2．一般盘式折叠纸盒的设计 

3．盘式自动折叠纸盒的设计 

四、管盘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1．管盘式折叠纸盒结构 

2．管盘式自动折叠纸盒 

五、非管非盘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1．非管非盘式折叠纸盒的成型特点 

2．非管非盘式折叠纸盒的反掀结构 

3．非管非盘式折叠纸盒结构设计 

六、折叠纸盒功能性结构 

1．异型结构 

2．间壁结构 

3．组合结构 

4．多件集合结构 

5．提手结构 

6．开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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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展示结构 

8．易开启结构 

七、折叠纸盒尺寸设计 

1．尺寸设计的作用 

2．尺寸设计的方法 

3．制造尺寸于内、外尺寸的换算 

第三章 固定纸盒结构设计（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类固定纸盒的基本概念和设计成型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概念，成型方法、尺寸设计和换算。 

教学内容 

一、固定纸盒 

1．概述 

2．结构名称 

二、固定纸盒的结构 

1．基本盒形 

2．种类 

三、固定纸盒的尺寸设计 

1．基盒尺寸设计 

2．粘贴面纸的制造尺寸 

第四章  瓦楞纸箱结构设计（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瓦楞纸箱结构设计要素及设计与成型法，能够进行合理的结构与尺寸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概念、瓦楞纸箱结构设计和成型方法、尺寸计算及强度计算。 

教学内容 

一、瓦楞纸箱概述 

1．概述 

2．瓦楞纸板结构 

3．瓦楞纸箱箱坯构造 

4．瓦楞纸箱的类型与规格 

5．瓦楞纸箱箱型 

二、瓦楞纸箱尺寸设计 

1．内装物的排列方式 

2．尺寸比例 

3．尺寸设计 

三、瓦楞纸箱强度设计 

1．影响瓦楞纸箱强度设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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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压强度 

3．堆码强度 

4．根据强度要求选取瓦楞纸板 

第五章 其它纸包装制品结构设计（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其它纸包装制品的结构设计与成型方法，掌握设计要素，了解成型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概念、设计要素、成型方法、尺寸设计、强度分析。 

教学内容 

一、纸袋 

1．纸袋包装的特点 

2．纸袋包装的结构 

二、纸杯 

1．纸杯包装的特点 

2．纸杯包装的结构 

三、复合纸罐 

1．复合纸罐的特点 

2．复合纸罐的结构 

四、纸模制品 

1．概述 

2．成型与设计 

第六章 塑料包装容器结构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塑料容器基本类型、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了解尺寸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类型和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尺寸设计。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塑料包装容器结构类型 

2．塑料包装容器成型方法 

3．塑料包装容器结构名称 

二、塑料包装容器结构设计要素 

1．注射模压成型塑料容器 

2．中空吹塑成型塑料容器 

3．其它工艺成型塑料容器 

第七章 金属包装容器结构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金属包装容器的基本类型、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了解尺寸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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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类型和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尺寸设计。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金属包装容器结构类型 

2．金属包装容器成型方法 

3．金属包装容器结构名称 

二、金属罐结构设计 

1．三片罐 

2．两片罐 

三、金属桶及其他金属包装容器结构设计 

1．金属桶 

2．其他金属包装 

第八章 玻璃包装容器结构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玻璃包装容器的基本类型、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了解尺寸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玻璃包装容器的基本类型和成型方法、结构设计要素、尺寸设计。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玻璃包装容器类型 

2．塑料包装容器成型方法 

3．塑料包装容器结构名称 

二、玻璃包装容器的结构设计 

1．玻璃包装容器的形状设计 

2．玻璃包装容器的壁厚设计 

3．玻璃包装容器结构设计其他要素 

第九章  瓶盖结构设计（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瓶类包装容器瓶盖的基本类型和各种瓶盖设计要素及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本类型、各种瓶盖设计要素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瓶盖的作用 

2．瓶盖的类型 

二、密封盖结构 

1．螺旋盖 

2．凸耳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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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滚压盖 

4．王冠盖 

5．塞子 

6．其他密封盖 

三、其它功能盖 

1．方便盖 

2．控制盖 

 

执笔人：邢浩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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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材料学/Packaging Material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5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3.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有机化学、高分子物理化学                               

教学参考书：王建清、韩永生、彭彦平、王晓敏等编.《包装材料学》.轻工业出版社.2009 年 

刘喜生编.《包装材料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 年 

杨瑞丰编.《瓦楞纸箱生产实用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材料学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也是重要的专业主干课。它的主要任务是

使学生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各种包装材料的原料、制造、性质和主要用途，了解将不同包装材料制成

包装制品的工艺与设备。 

本课重点讲授用包装的纸、纸板、塑料、玻璃、金属和复合包装材料等的物理、化学结构和性

能，了解影响包装材料各项性能的因素、改善和提高这些材料包装适应性的技术与方法；重点讨论

纸包装材料与制品、塑料包装材料与制品及其成型工艺；介绍常用包装材料及制品的主要技术指标

和质量检测技术方法，了解和熟悉相关检测仪器的使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根据商品性能和包装要求，正确选择包装材料、制订材料和包装制品加工工艺； 

2．正确测试评价材料和产品质量； 

3. 能分析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一般技术问题。 

第一章  纸包装材料与制品  （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包装纸和纸板的基本知识、主要性能及测试方法。掌握各种纸包装材料的原料、结

构、性能和用途，掌握纸包装材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和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对包装的影响，掌握纸包装

材料制造的主要工艺原理，纸张主要性能的形成原理；掌握瓦楞楞型、原料性能、加工工艺对瓦楞

纸板质量的影响，熟悉瓦楞纸板生产的各种工艺及主要生产设备原理、作用。掌握瓦楞纸箱、纸盒

的生产工艺与设备、质量控制方法及检测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概论：纸包装材料的特点，纸张性能分类； 

包装纸和纸板：造纸原料的分类和特点，造纸原料的生物结构和化学组成，评价造纸植物原料

优劣的方法，纤维素、木素、半纤维素分子结构和特点，半纤维素、木素、纤维细胞等概念；施胶、



 

-530- 

打浆、化学法制浆、机械法制浆概念；制浆造纸工艺对纤维的作用和对包装纸性能的主要影响，抗

张强度、耐破度、耐折度等指标的概念和检测方法； 

加工纸：加工纸分类，颜料涂布工纸，玻璃纸； 

瓦楞纸板与瓦楞纸箱：瓦楞纸板楞型的分类、特点及组合，原纸的种类与性能，单面机，双面

机，瓦楞纸箱的生产工艺，环压强度、边压强度、粘合强度概念及原理，瓦楞纸箱抗压强度与瓦楞

纸板原纸选用。 

纸盒、纸袋和其它纸包装制品：纸盒、纸袋生产原料，纸模特点与生产工艺，蜂窝纸板特点。 

教学内容 

一、概论 

1．包装纸材料特点与种类 

2．纸和纸板的包装性能 

二、包装纸和纸板 

1．造纸原料 

2．制浆工艺 

3．造纸工艺 

4．纸和纸板的性能及测试方法 

三、加工纸 

1．涂布加工纸 

2．浸渍加工纸 

3．变性加工纸 

4．复合加工纸 

四、瓦楞纸板 

1．瓦楞纸板的种类 

2．生产瓦楞纸板的原料 

3．瓦楞纸板的生产工艺与设备 

4．瓦楞纸板的质量检测 

5．功能型瓦楞纸板 

五、瓦楞纸箱 

1．概述 

2．纸箱制造工艺 

3．瓦楞纸箱的质量检测 

六、纸盒、纸袋和其它纸包装制品 

1．纸盒 

2．纸袋 

3．纸浆模塑制品 

4．蜂窝纸板 

第二章  塑料包装材料与制品  （1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着重介绍塑料包装材料的主要性能、塑料包装材料及塑料包装容器的性能特点，不同种类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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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材料的包装特性及包装制品的生产方法。使学生掌握塑料包装材料的主要性能及高聚物结构对其

性能的影响，掌握各种塑料包装容器和复合材料的性能特点和使用方法，了解各种包装容器的制造

方法、工艺及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概述：塑料的分类和命名，加成聚合，缩合聚合，高分子链的组成与形态，聚集态结构，高分

子材料的柔顺性； 

塑料包装材料常用树脂和助剂：PE、PP、PS、PVC、PVDC、PA、PET、PC、EVA、PVA、EVOH、

离子型聚合物等聚合物的单体种类、单体名称、分子结构式、主要性能、主要用途，增塑剂、稳定

剂、润滑剂； 

塑料包装材料的性能：渗透机理、渗透系数、渗透率计算，阻隔性影响因素，阻隔性提高方法，

复合包装材料阻隔性及计算，聚合物力学状态、应力应变曲线、流变性，化学性质； 

塑料软包装及成型：挤出吹塑，T 型模法，双向拉伸；  

塑料包装容器及成型：注射、吹塑、拉伸吹塑等生产方法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塑料包装的特点及其产品 

2．高分子材料基础知识 

3．高分子材料的分类和命名 

二、塑料包装材料常用树脂和助剂 

1．常用树脂 

2．塑料助剂 

三、塑料包装材料的性能 

1．塑料包装材料阻隔性能     

2．塑料包装材料力学性能 

3．塑料包装材料的卫生性  

4．塑料包装材料的化学稳定性 

5．其他性能 

四、塑料软包装及成型 

1．软包装材料的种类 

2．挤出 

3．塑料薄膜包装袋与封合方法 

4．塑料的简易鉴定法 

五、塑料包装容器及成型 

1．注射成型 

2．吹塑成型 

3．塑料的热成型 

4．泡沫塑料成型 

第三章  复合包装材料与制品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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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掌握复合包装材料的组成、结构和性能特点，复合材料阻隔性的计算，复合软包装材料

的成型方法。会根据包装要求设计复合软包装材料的结构和初步生产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复合包装材料结构，渗透系数、渗透率计算，干法复合、共挤复合、热熔复合。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复合包装材料的组成 

三、复合包装材料的成型工艺 

四、复合软包装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第四章  玻璃包装材料与制品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主要的玻璃原料种类及对玻璃性能的影响，了解玻璃结构，掌握包装玻璃的种类，

掌握玻璃及容器的热性能、光学性能及力学性能及主要影响因素，了解玻璃的化学稳定性，以达到

能根据不同的内装物正确选择不同种类玻璃容器的目的，了解玻璃包装容器制造工艺。 

教学重点与难点 

玻璃的原料，玻璃容器的各项性能及其影响因素；玻璃包装容器形状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概论  

二、玻璃的主要性能 

三、玻璃包装容器的制造 

第五章 金属包装材料与制品（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镀锡薄钢板、镀铬薄钢板、镀锌薄钢板、低碳薄钢板、铝合金薄板及铝箔等金属包装

材料的物理结构、化学组成及其主要性能，简介其生产工艺及性能测试方法，使学生掌握其性能特

点及主要应用领域，了解金属包装容器的成型加工工艺。 

教学重点与难点 

镀锡薄钢板、铝合金薄板及铝箔等金属包装材料的物理结构、化学组成及主要性能。 

教学内容 

一、金属包装材料 

二、金属包装容器 

 

执笔人：张琳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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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测试技术/ Test Techniques of Package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40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      课外学时：0 学时 

学分数： 2.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 

教学参考书：王怀奥编.包装工程测试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7 月 

山静民编.包装测试技术.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 年 6 月 

郭彦峰编.包装测试技术（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3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是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属于必修课程。课程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包装工业涉

及的多方面测试需要，并分析理解包装材料和包装件的测试原理，提出相应的测试方案。 

内容分为传感器的认识、信号测试系统特性、典型参数测量、包装材料测试、包装容器测试以

及包装件的测试。本课程系统介绍了国家测试标准和标准的测试方法，检测包装材料、包装容器、

包装件的性能，评定其质量；模拟流通环境，检验被包装产品的可靠性。在这些研究测试的基础上，

为实现自动化包装提供支持并为包装工程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具备研究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和包装件性能测试与分析的科学技术； 

2.具备对优化包装设计、提高包装质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有效检测办法。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测试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包装测试的研究内容和任务。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包装测试技术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测试系统的组成 

教学方法和手段 

利用现在网络传媒掌握 新信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讲述和举例讲解。 

教学内容 

一、包装测试定义及目的 

二、测试技术在包装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包装测试技术的内容和任务 

四、包装实验类型和包装试验设计及结果评定 

五、现代测试技术的发展方向 

六、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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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号及描述、测试系统的特性（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测试过程中各类信号的特点，熟悉测试系统的构成，掌握包装测试的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信号的分析，系统的构建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信号的分类 

2.信号的描述 

二、周期信号、非周期信号、随机信号 

三、测试系统及其主要性质 

四、测试系统的静、动态特性 

第三章 典型参数测试（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各种参数，掌握对温度、湿度、物位、质量、压力、流量、振动等参数的测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参数测试原理和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温度测试 

1．温标 

2．温度的测量方法 

二、湿度测试 

1．应用 

2．湿度的定义和分类 

三、位移的测量 

1．常用位移传感器 

2．厚度测量 

3．物位的测量 

四、质量测试 

1．测重传感器 

2．皮带电子秤 

3．定量电子秤 

五、压力测试 

1．压力测量弹性元件 

2．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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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真空度测试 

六、流量测试 

1．椭圆齿轮流量计 

2．差压式流量计 

3．涡轮流量计 

4．电磁流量计 

5．转子流量计 

七、振动测试 

 第四章  包装材料测试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种材料的试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各材料的性能测试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纸、纸板的测试 

1．试样的采集与处理 

2．纸与纸板一般性能测试 

3．纸和纸板表面性能测试—粗糙度 

4．纸和纸板结构性能测试—透气性 

5．纸与纸板强度测试 

6．瓦楞纸板测试 

二、塑料测试和软包装容器测试 

1．拉伸强度 

2．压缩强度 

3．撕裂强度 

4．冲击强度 

5．塑料薄膜静电性能测试 

三、缓冲包装材料性能测试 

1．试样 

2．静态压缩试验 

3．动态压缩试验 

4．振动传递特性试验 

第五章 包装容器测试（7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熟悉各种材质容器各方面的试验，以检测包装容器的各种包装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各种包装容器各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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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及手段 

课堂讲学 

教学内容 

一、纸包装容器测试 

1．瓦楞纸箱空箱抗压强度计算 

2．纸箱压缩试验 

3．影响纸箱抗压强度的因素 

4．瓦楞纸箱结合强度测试 

二、塑料包装容器的测试 

1．塑料薄膜袋测试 

2．塑料瓶、塑料桶测试 

3．塑料周转箱测试 

4．复合塑料编织袋测试 

三、玻璃容器测试 

1．玻璃容器的外观缺陷及检查方法 

2．玻璃容器内压强度测试 

3．热冲击强度测试 

4．内应力测试 

5．机械冲击强度测试 

6．垂直载荷强度测试 

7．水冲强度测试 

四、属容器测试 

1．圆柱形钢桶测试 

2．铝质易开盖两片罐测试 

3．金属喷雾罐测试 

五、集装容器测试 

1．铁路货运钢制平托板测试 

2．集装箱测试 

3．柔性集装袋测试 

第六章  运输包装件测试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实验室中模拟流通环境对包装件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试验原理和过程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运输包装件静态试验 

1．温湿度调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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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静载荷堆码试验 

3．压力试验 

4．喷淋试验 

5．浸水试验 

二、运输包装件冲击试验 

1．跌落试验 

2．水平、斜面冲击试验 

3．可控水平冲击试验 

三、运输包装件震动试验 

1．振动试验目的 

2．试验原理 

3．试验仪器设备 

4．试验程序 

四、运输包装件的碰撞试验 

1．概述 

2．试验原理 

3．试验设备 

4．试验程序 

五、产品脆值测试 

1．概述 

2．用冲击试验机测定产品脆值 

3．缓冲跌落法测定产品脆值 

六、大型运输包装件的测试 

1．概述 

2．试验原理 

3．试验设备 

4．试验方法 

 

执笔人：季峰民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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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色彩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色彩学/ Packaging Chromatology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40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8     

学分数：2.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包装结构设计、包装材料学等 

教学参考书：《包装色彩学》，吕新光主编，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9 月 

《包装色彩学》，庞冬梅主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色彩学》课程主要研究并阐明自然色彩现象的基本规律、色彩再现的规律以及色彩在人

们生理和心理上所产生的视觉效果的科学。同时还是研究色彩设计方法、色彩描述理论和色彩复制

技术的科学。《包装色彩学》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不仅使学生掌握包装色彩的形成与

表述、设计与再现等方面的知识，为后修课程(包装印刷、包装设计与 CAD 等)的学习打下基础，而

且通过学习本课程文理结合特有的思维方法来诱发学生的智能，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掌握颜色的相关理论知识和设计方法。 

2．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在包装设计中运用颜色的相关生理特性和心理特性选择恰当的色彩，

制作视觉效果良好的包装设计。 

3．课程为学生在包装设计、包装印刷行业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绪  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色彩学研究的内容、掌握色彩的意义及色彩感觉的形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彩的意义和色彩感觉的形成。 

教学内容 

一、色彩的意义 

二、 色彩感觉 

三、 包装色彩学研究的内容 

1. 包装色彩是写实色彩与装饰色彩的有机统一 

2. 包装色彩是自然色彩、社会色彩和艺术色彩的有机统一 

第二章  色彩的物理理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539- 

了解色散、等能光谱色、光源色温、光源显色性、固有色、加色法和减色法混合等概念及原理，

掌握光源的描述、色光加色法和色料减色法显色原理、光谱反射率和密度概念、物体呈色的本质及

补色、间色混合规律和现象；掌握选择性吸收现象、相对光谱能量分布规律、彩色密度及色相误差

等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光源的描述、色光三原色和色料三原色、色光加色法和色料减色法再现原理、光谱反射率、密

度，补色、间色混合规律、选择性吸收现象及色相误差等。 

教学内容 

一、光源 

1. 色与光的关系 

2. 光的本质 

3. 相对光谱能量分布 

4. 光源的色温 

5. 光源的显色性 

6. 光源三刺激值 

7. 标准光源 

二、色彩混合 

1. 色光加色法 

2. 色料减色法 

3. 加色法与减免法的关系 

4. 设计软件中三原色的明度关系 

三、彩色物体 

1. 物体对光的透射、吸收和反射 

2. 物体呈色机理及影响因素 

四、密度 

1. 光密度 

2. 朗伯-比尔定律 

3. 色料密度与厚度的关系 

4. 彩色密度 

5. 色料颜色质量的 gatf 密度评价方法 

第三章  色彩生理理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色彩色错觉，掌握三色学说、四色学说、阶段学说、光渗错觉概念及原理；重点掌握光谱

光视率、明视觉、暗视觉、光的亮度和能量的关系等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光谱光视率、明视觉、暗视觉、光的亮度和能量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眼睛 

二、色彩的视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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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错觉及应用 

第四章  色彩的心理理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色彩的心理感应和色彩的构图及应用；掌握色彩的对比与调和、色彩的感受和色调。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色彩的对比与调和、色彩的感受和色调。 

教学内容 

一、 色彩的感受 

二、色彩的情感与象征 

第五章 色彩描述理论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负刺激值、单位量、奥斯特瓦尔德色系、数字图像的色彩模式及色差单位等相关概念；掌

握 CIE1931RGB 系统、CIE1931XYZ 系统级 CIE1976Lab 系统、xy 色度图及计算同色异谱指数的概

念及原理；掌握色彩的心理属性、孟塞尔表色系统、光谱三刺激值及色度坐标等相关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CIE1931XYZ 系统和 CIE1976Lab 系统及 xy 色度图；孟塞尔表色系统和光谱三刺激值、色彩的

心理属性、色差和同色异谱现象。 

教学内容 

一、 颜色立体 

二、 孟塞尔颜色系统表示法 

三、 奥斯特瓦尔德色系表示法 

四、 cie 标准色度学系统 

五、 同色异谱色 

六、 数字图像的几种色彩模式  

第六章 色彩设计理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色彩的对比和调和，掌握色系和色调的概念及对包装装潢图的评价、色彩在包装装潢上的

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装潢色彩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 色彩的对比 

二、 色彩的调和 

三、 色调 

四、 包装装潢色彩的应用 

第七章 色彩复制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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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色彩复制过程及原理；掌握色彩分色原理及方法、色彩复制中颜色合成的原理及方法、黑

版的生成理论等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色彩复制中颜色的分解和合成方法和原理。 

教学内容 

一、 色彩复制中的网点 

二、 色彩的分解与再现 

三、 黑版理论 

四、 配色理论 

 

执笔人：王彩印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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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应用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包装应用力学/Packaging Applied Mechanics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 

学分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工程力学 

教学参考书： 

高德主编.包装应用力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年 7 月 

高德、计宏伟主编.包装动力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年 2 月 

苏远主编. 缓冲包装理论基础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08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应用力学主要研究内容是以包装件的物流过程为背景，在宏观上应用力学的原理，探求包

装件在物流过程中承受振动与冲击的内在规律，阐释缓冲防振包装中的缓冲材料承受的刚度、强度

及稳定性的力学问题，对常用包装件进行力学分析，研究包装工程中流体的流动和输送问题；在微

观上应用流体力学原理，简述液体、气体等在包装材料及物品中的渗透、泄漏，包装中化学物迁移

问题，包装物品的防潮问题。 

本课程主要讲授固体力学基础知识、包装件振动和冲击理论、流体力学在包装中的应用、缓冲

防护中的力学问题、常用包装件破损的力学分析、缓冲包装材料的力学模型及包装力学实验等内容。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培养包装工程学生的包装应用力学知识； 

2.提高工程设计能力； 

3.为后续各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必须的力学基础。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包装件的组成、各组成的基本要求，流通过程，熟悉包装件、内装物、缓冲衬垫、外包装、

物流过程等一些基本概念，掌握包装应用力学在包装工程教育中的作用，强度与刚度，稳定性的知

识，了解包装力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包装件、物流过程。 

教学内容 

一、包装应用力学的任务 

二、包装应用力学的研究内容 

1.包装件 

2.物流过程 

3.振动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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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装件的损伤失效 

5.包装材料的力学模型 

6.流体力学在包装中应用 

三、包装应用力学的发展 

1.包装应用力学的发展历史 

2.包装应用力学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包装固体力学基础（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弹性、塑性、黏性、应力、应变、蠕变与松弛等一些力学基本概念，掌握包装材料的强度

与刚度、稳定性知识，了解断裂、冲击与疲劳等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包装件、物流过程。 

教学内容 

一、固体力学中的若干定义和概念 

1.质量与惯性 

2.弹簧与弹性 

3.阻尼与黏性 

4.力、力偶与力矩 

5.应力、应变、应变率与应变能 

6.蠕变与松弛 

二、材料与结构力学基础 

1.强度与刚度 

2.稳定性 

3.构件的基本变形 

4.断裂、冲击与疲劳 

第三章 包装产品的振动（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包装件振动的基本概念，掌握单自由度和多自由度包装件（包括有阻尼和无阻尼）在振动

过程中的运动规律和固有频率的计算方法，了解多自由度包装件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规律和固有频

率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单自由度和多自由度包装件（包括有阻尼和无阻尼）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规律和固

有频率的计算方法。 

难点：多自由度包装件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规律和固有频率的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基本概念 

2.振动系统及形式分类 

3.振动问题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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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装件振动模型与运动方程 

二、单自由度线性系统振动 

1.单自由度线性系统无阻尼自由振动 

2.单自由度线性系统有阻尼自由振动 

3.单自由度线性系统强迫振动 

三、两自由度线性系统振动 

1.两自由度线性系统振动的模型及动力学方程 

2.两自由度线性系统的自由振动 

3.两自由度系统的强迫振动 

四、多自由度线性系统振动 

1.多自由度系统振动的模型及动力学方程 

2.弹性体产品包装的振动分析 

3.刚体产品包装的振动分析 

第四章 包装件的冲击（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包装件冲击和碰撞的一些基本概念，掌握单自由度包装件、考虑易损零部件时的包装件在

跌落冲击过程中的运动规律、产品的 大加速度及所受 大作用力的计算方法，了解多自由度包装

件在跌落冲击过程中的运动规律、产品的 大加速度及所受 大作用力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单自由度包装件、考虑易损零部件时的包装件在跌落冲击过程中的运动规律、产品

的 大加速度及所受 大作用力的计算方法。 

难点：跌落冲击过程中单自由度包装件中产品 大加速度，以及多自由度包装件在跌落冲击过

程中的运动规律、产品的 大加速度及所受 大作用力的计算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单自由度包装件跌落冲击 

1.无阻尼包装件的跌落冲击 

2.有阻尼包装件的跌落冲击 

3.非线性特性包装件的跌落冲击 

4.冲击回弹特性 

三、考虑易损零部件时产品包装跌落冲击 

1.考虑易损零部件时产品包装跌落冲击的动力学模型 

2.运动方程及求解 

3.作用力与加速度 

四、多自由度包装件跌落冲击 

1.刚体产品包装的冲击 

2.刚体一弹性体产品包装的冲击 

第五章 包装件的损伤失效（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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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包装件失效、易损度、冲击谱等基本概念，掌握包装件损失失效应力分析知识，掌握典型

包装件损伤失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失效、易损度、冲击谱等基本概念，以及包装件损伤失效应力分析的基本知识。 

难点：典型包装件损伤失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包装件损伤失效形式 

1.弹性失效和弹性失稳 

2.脆性失效和脆性断裂 

3.疲劳失效 

4.过度变形 

二、易损度 

1.易损度的概念 

2.易损度的理论描述 

3.易损度的确定 

三、冲击谱理论 

1.冲击脉冲激励 

2.冲击谱 

第六章 包装材料的力学模型基础（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缓冲包装材料力学模型的基本概念，了解几种典型的包装材料非线性力学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缓冲材料非线性力学模型、动态缓冲系统设计的基本知识。 

难点：非线性力学模型。 

教学内容 

一、包装材料的力学模型基础 

1.线性应力应变关系及本构模型的概念 

2.弹塑性本构模型 

3.黏弹性本构模型 

二、常用缓冲包装材料的力学模型 

1.发泡聚苯乙烯的力学模型 

2.发泡聚乙烯的力学模型 

3.瓦楞纸板的力学模型 

4.蜂窝纸板的力学模型 

5.缓冲气垫的力学模型 

6.纸浆模塑的力学模型 

三、模型参数的识别方法 

1. 小二乘法及其原理 

2.线性包装模型参数识别的 小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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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次非线性包装材料模型参数识别的 小二乘法 

四、力学模型的应用 

第七章 包装工程中流体力学基础（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根据流体力学的相关原理，熟悉包装工程中的流体力学问题。掌握流体的流动和输送问题中的

流体静力学原理、管内流体流动的基本规律、流体流动现象、流体流动的阻力，了解包装的渗透和

泄漏问题、包装中介质扩散和迁移的机理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流体静力学基本方程式，管内流体流动的流量、流速、管径的估算、伯努利方程，

能够了解流体输送过程中流动现象，进行管路设计计算。 

难点：伯努利方程、气体动力学基础。 

教学内容 

一、包装工程中的流体力学问题 

二、液体包装力学 

1.流体力学基础 

2.流体传递现象基础 

三、气体包装力学 

1.气体热力学基础 

2.真空包装技术 

四、迁移与扩散的力学问题 

1.气体的迁移现象 

2.气体的扩散现象 

3.低气压气体的迁移 
 
 

执笔人：季峰民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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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艺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工艺学/Package Process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6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                               

教学参考书：潘松年编. 包装工艺学（第四版）.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7 月 

黄俊彦编. 现代商品包装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年 1 月 

金国斌编. 现代包装技术.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工艺学》主要介绍包装及包装系统的定义、包装工艺学的任务及研究内容；各种材料、容

器的包装工艺与方法；物料充填或灌装的工艺与方法；辅助包装工艺与方法；以及物理防护包装工

艺、化学防护包装工艺、生物防护包装工艺、环境防护包装工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使学生

了解和掌握各类包装工艺的基本概念和知识。结合我国包装行业的发展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启

发学生热爱国家、热爱本专业以及认识到自己将来肩负的重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包装工艺的基础理论、通用包装工艺和专用包装工艺； 

2. 通过实验、实习实践等活动，将所学的包装工艺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3. 能够将所学的包装工艺技术用于包装设计实践活动，分析并解决包装产品生产与应用领域的实际

问题。 

第一章  绪  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明确包装及包装系统的定义；了解包装工艺学的任务及研究内容，启发学生热爱国家、

热爱本专业以及认识到自己将来肩负的重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及包装系统的定义；启发学生热爱本专业，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教学内容 

一、包装系统与包装工艺学   

1. 包装的定义 

2. 包装工艺过程 

3. 包装工艺学 

二、 包装工艺学的任务及研究内容   

包装工艺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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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艺学的研究内容 

三、包装工艺的发展动向  

第二章  软包装工艺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软包装材料的分类，熟悉和掌握袋装和裹包工艺；熟悉和掌握泡罩包装与贴体包装、

收缩包装与拉伸包装的原理和特点及工艺方法；学习掌握各种软材料与容器包装工艺；了解这些包

装技法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袋装工艺、裹包工艺、泡罩包装与贴体包装、收缩包装与拉伸包装的工艺方法和特点。 

教学内容 

一、软包装材料   

1. 软包装塑料薄膜 

2. 软包装复合材料 

二、袋装工艺  

包装袋的类型 

装袋工艺及设备 

三、裹包工艺 

1．裹包工艺 

2．裹包机械的选用 

四、功能软包装工艺 

1. 泡罩包装与贴体包装 

2. 收缩包装与拉伸包装 

五、软材料与容器包装工艺 

纸盒包装 

塑料容器包装 

3.  其他纸容器包装 

第三章  硬包装工艺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纸箱的类型；熟悉和掌握装箱工艺；熟悉和掌握金容器和喷雾罐的包装工艺；了解

和掌握玻璃容器包装工艺和木质容器包装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箱包装工艺及过程、金容器和喷雾罐的包装工艺。 

教学内容 

一、纸箱包装工艺  

纸箱的类型及选用 

装箱工艺 

二、金属容器包装工艺   

金属包装容器的种类 

食品用金属罐包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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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罐包装工艺 

金属软管包装工艺 

三、玻璃容器包装工艺 

玻璃容器包装的应用和特点 

食品包装用玻璃瓶罐的类型及选用 

小口玻璃瓶（啤酒）包装工艺 

玻璃容器包装的防破损 

四、木质容器包装工艺   

木质容器包装的特点和应用 

木箱包装工艺 

第四章  灌装与充填工艺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熟悉与掌握液体灌装和固体充填工艺方法及计量方法，掌握各种灌装或充填方法所适应

的物料。 

教学重点和难点 

液体灌装和固体充填工艺方法及计量方法。 

教学内容 

一、概  述   

二、液体灌装工艺   

液体灌装的力学基础 

液体灌装方法 

各种液体灌装工艺的比较与选用 

三、 固体充填工艺   

容积充填 

称重充填 

计数充填 

固体充填方法的比较与选用 

第五章  辅助包装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各种封合包装工艺方法，了解各种封合用封闭物；了解捆扎带及捆扎工艺过

程；了解标签的种类，熟悉贴标工艺及设备；熟悉打印的分类及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封合、贴标和打印工艺。 

教学内容 

一、封合包装工艺   

粘合剂与粘合工艺 

胶带及其粘合工艺 

封合工艺用封闭物 

二、捆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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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扎带的主要性能 

包装件的负荷特性 

捆扎带的应用 

捆扎工艺过程 

三、贴标工艺  

标签的种类 

贴标工艺及设备 

四、打印工艺   

接触式打印 

非接触式打印  

第六章  物理防护包装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防震材料的分类和常用的防震材料，熟悉和掌握防震包装方法；熟悉集装箱、托盘

和集装袋等集合包装工艺技术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防震包装和集合包装工艺技术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冲击和振动防护包装工艺  

冲击与振动防护包装 

冲击与振动防护包装工艺 

平板显示产品缓冲包装 

二、集合包装工艺   

捆扎集装工艺 

托盘集装工艺 

集装架包装工艺 

集装袋包装工艺 

集装网包装工艺 

集装箱包装工艺 

三、危险品包装工艺 

1．危险品包装要求 

2．危险品包装工艺                                   

第七章  化学防护包装工艺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防锈包装的分类，熟悉和掌握常用的防锈包装材料与方法；熟悉真空与充气包装原

理和应用，掌握真空与充气包装的工艺；了解活性包装与智能包装系统。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常用的防锈包装材料与方法，真空与充气包装的工艺。 

教学内容 

一、防锈包装工艺 



 

-551- 

1. 防锈包装的等级和种类 

2. 防锈包装中产品的清洗与干燥 

3. 防锈包装材料与方法 

4. 防锈包装方法的选用及实例 

二、真空包装与气调包装工艺   

真空与气调包装的意义与发展 

真空与气调包装原理和应用 

真空与气调包装用材料的选用 

真空与气调包装工艺与包装机械 

三、活性包装与智能包装   

1. 活性包装与智能包装的定义 

2. 活性包装系统 

3. 智能包装系统 

第八章  生物防护包装工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防霉包装技术；了解无菌包装的机理，熟悉和掌握无菌包装技术；了解害虫

生存的条件及危害，掌握防虫害包装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防霉包装技术，无菌包装技术，防虫害包装技术。 

教学内容 

一、防霉包装  

1. 防霉包装的机理 

2. 防霉包装等级及技术要求 

3. 防霉包装设计与计算 

二、无菌包装   

1. 无菌包装的机理 

2. 无菌包装的灭菌技术 

3. 无菌包装系统与工艺过程 

三、防虫包装   

防虫包装的机理 

防虫害包装技术 

防虫包装设计 

第九章  环境防护包装工艺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阻热包装设计与计算；了解防潮包装的原理，掌握防潮包装设计与计算；熟

悉防水包装方法；了解防伪包装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阻热包装设计与计算；防潮包装设计与计算；防水包装方法；防伪包装技术。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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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热包装   

阻热包装与导热定律 

阻热包装设计与计算 

二、防潮包装   

1． 包装产品与水蒸气 

2． 防潮包装的原理 

防潮包装设计与计算 

三、防水包装  

防水包装的特性 

防水包装材料 

防水包装工艺 

防水包装的试验考核 

四、防伪包装 

1．防伪与防伪包装 

2．常用防伪包装技术 

3．防伪包装技术选用方法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553- 

 

《包装印刷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印刷技术/ Packaging printing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课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 

教学参考书：霍李江编.包装印刷技术. 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 年 9 月 

许文才编.包装印刷与印后加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 3 月 

            赵秀萍编.特种印刷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4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印刷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包装生产过程中 重要的一个环节。本课程以凸

版印刷、柔版印刷、胶版印刷、凹版印刷和丝网印刷工艺为基础内容，重点介绍了印版制作原理和

工艺、印刷材料和设备、以及印刷原理和要点等，并对每种印刷方式列举了应用实例，详细介绍其

印刷和印后工艺，使学生能够即使的将所学印刷工艺与实际实例结合起来。另外本课程还介绍了一

些包装印刷中常用的特种印刷技术，包括装潢印刷方面的立体印刷、折光印刷、拼色印刷等；防伪

印刷方面的激光全息印刷、版纹印刷等，以及商品条码印刷。使学生在掌握了基本印刷工艺的基础

上，开拓其设计思维，能够对包装产品进行合理的装潢设计和创新，并能正确的指导印刷生产。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包装印刷技术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2．熟知包装印刷一般工艺流程、技术方法和设备； 

3．针对常规包装制品，具备有关包装印刷工艺流程初步设计和质量管理能力。 

第一章  包装印刷基础（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印刷的概念及其与包装的关系，理解并掌握印刷要素与工艺流程及彩色图像复制的基

本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印刷要素与工艺流程及彩色图像复制的基本原理；难点是彩色图像复制的基本原理。 

教学内容 

一、包装与包装印刷 

1．包装印刷的涵义 

2．包装与包装印刷的关系 

二、印刷工艺要素与流程 

1．印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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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印刷工艺流程 

三、彩色图像复制原理 

1．颜色呈色原理 

2．彩色复制原理 

3．彩色复制的色彩再现原理 

第二章  凸版印刷（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凸版印刷发展历程及应用、凸印材料与设备，理解并掌握凸版制作与凸印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凸版制作方法与凸印工艺；难点是凸版制作。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凸印版制作 

1．照相凸版 

2．感光性树脂版 

3．电子雕刻凸版 

三、凸印材料与设备 

第三章 柔性版印刷（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柔印技术特点和发展，理解并掌握柔印版制作、材料和设备及瓦楞纸箱、折叠纸盒、标签、

烟包、软包装袋等柔印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柔印版制作、材料和设备及各类典型柔印产品的柔印工艺；难点是柔印制版技术。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柔性印刷版制作 

1．橡胶版制作 

2．感光性树脂版 

3．套筒柔性版直接制版技术 

三、柔版印刷材料与设备 

四、瓦楞纸箱、折叠纸盒、标签、烟包、软包装袋等柔印工艺 

第四章  胶版印刷（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胶印设备，理解胶印原理和无水胶印机理，掌握感光树脂版制作、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以

及纸盒胶印工艺和软管与金属容器胶印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感光树脂版制作、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以及纸盒胶印工艺和软管与金属容器胶印工艺；

难点是胶印原理和无水胶印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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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胶版印刷技术与印版制作 

二、无水胶印技术与印版制作 

三、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 

四、胶版印刷设备 

五、包装印刷典型实例 

1.纸盒胶印及印后工艺（上光、覆膜、烫印、模切压痕） 

2.软管与金属容器胶印工艺 

第五章   凹版印刷（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凹印设备，掌握凹版制作过程和料软与铝箔的凹印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凹版制作过程和料软与铝箔的凹印工艺。 

教学内容 

一、凹版印刷技术与印版制作 

二、凹版印刷设备 

三、包装印刷典型实例 

1.塑料软包装材料凹印及印后工艺（分切、复卷、复合） 

2.铝箔凹印工艺 

第六章   丝网印刷（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丝印材料和设备，掌握制版方法和玻璃与陶瓷丝印工艺。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制版方法和玻璃与陶瓷丝印工艺。 

教学内容 

一、丝网印刷技术与印版制作 

二、丝网印刷设备 

三、包装印刷典型实例 

1.玻璃容器丝印工艺 

2.陶瓷容器丝印工艺 

第七章 特种印刷（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数码印刷、各种特种装潢效果印刷和防伪印刷的原理和工艺。为学生包装设

计提供设计思路和依据。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码印刷、各种特种装潢效果印刷和防伪印刷的原理和工艺。 

教学内容 

一、数码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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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电印刷 

2.喷墨印刷 

二、转移印刷 

1.间接移印 

2.直接移印 

三、立体印刷 

1.普通立体印刷 

2.立体变画印刷 

四、装潢印刷 

1.折光印刷 

2.金属光泽印刷 

3.特种油墨装潢印刷（仿金属蚀刻油墨、皱纹油墨、冰花油墨……） 

五、防伪印刷 

1.激光全息印刷 

2.拼色印刷 

3.版纹印刷 

4.特种油墨印刷（光变油墨、磁性油墨、荧光油墨、磷光油墨、热敏油墨……） 

5.条形码印刷 

 

执笔人：霍李江 刘俊杰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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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管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管理/ Packaging Management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 

教学参考书：《包装管理学》，孙德强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3 月 

《包装管理》，戴宏民主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管理学》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授包装企业管理相关的概

念、管理机构设置及运作模式，主要内容包括：包装企业管理概念、性质、职能与任务；包装企业

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成本财务管理、技术经济分析、包装标准化与法规等方面的基本

概念和知识。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包装专业基础的学生掌握一定的管理知识，具备基本的管理技

能。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将所学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相结合，更好的理解行业的概念、行

业的发展及包装企业的现状，为以后的创业和就业奠定基础。 

3．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了解包装企业的运作模式及管理模式，使学生能够适应包装企业的管

理工作。 

第一章  绪  论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企业管理的研究内容，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热爱本课程、专业以

及认识到自己将来肩负的重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包装企业制度的特征、领导体制。 

教学内容 

一、包装与管理 

二、包装管理学及其知识体系 

三、包装企业管理概述 

四、现代包装企业管理 

五、现代包装企业管理的基础和基础工作 

六、信息技术与包装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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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包装企业经营管理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大型包装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研究分析，学习和掌握其管理的方法与思想，了解包装企

业的营销管理的内容及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经营管理方法与思想的领悟。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经营管理概述 

二、包装企业市场调查与市场预测 

三、包装企业的经营决策 

四、市场营销 

第三章  包装企业生产管理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了解印刷企业的生产管理及生产过程的组织及生产能力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的生产计划与生产能力的理解与计算。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生产过程的组织 

二、包装企业的生产结构 

二、包装企业的生产计划与生产能力 

第四章  包装企业质量管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包装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内容与特点，掌握包装企业的质量管理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内容与特点。 

教学内容 

一、包装产品质量 

二、包装企业全面质量管理 

三、质量保证体系 

第五章 包装企业成本管理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包装企业成本财务管理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成本财务管理的方法。 

教学内容 



 

-559- 

一、包装企业成本管理 

二、包装企业成本预测 

三、包装产品成本计划与控制 

四、包装成本分析  

第六章 包装技术经济分析（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企业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 

教学内容 

一、技术经济分析概述 

二、资金时间价值 

三、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 

四、包装工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第七章 包装企业的标准化及设备管理(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企业的标准化及设备管理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包装企业设备管理的内容 

教学内容 

一、 标准化及包装标准化 

1、 标准化的沿革和一般概念 

2、 包装标准化的内容 

二、 包装设备管理的内容 

1、包装设备的更新与改造 

2、包装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第八章  包装企业物资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物资管理原理和方法，掌握包装企业物资消耗和储备定额，包装企业物资供应计划于

采购过程及原理，了解包装企业物资仓库管理与节约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物资消耗和储备定额，包装企业物资管理与节约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物资管理概述  

二、包装企业物资消耗定额 

三、包装企业物资储备定额  

四、包装企业物资供应计划与采购 

五、包装企业物资的仓库管理与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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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包装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及综合利用原理和方法，包装废弃物的有效管理和处理。了解绿色包装

的概念、原理及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废弃物的利用与管理，绿色包装的原理及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包装用的原材料 

二、包装与环境污染 

三、绿色包装 

第十章  包装行业管理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行业管理的结构特征、现状及发展前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行业管理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行业管理概述 

二、中国包装联合会 

三、中国包装行业管理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执笔人：王彩印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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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包装》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运输包装/Transport Packaging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及平台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48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    课外学时：0 学时 

学分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包装工艺学、包装容器结构设计 

教学参考书：彭国勋编.物流运输包装设计（第二版）.印刷工业出版社.2012 年 0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属于必修课程，课程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包装件运

输过程的动力分析以及提出相应的设计防护流通方案。 

内容涉及运输包装设计和缓冲动力学理论的认识、运输包装的流通环境分析，商品破损的破损

边界理论和脆值概念，缓冲包装材料定义以及提出的缓冲包装设计方法，面向物流的合理方案、木

箱和集合包装容器设计原理和应用， 后一章介绍了总体的运输包装系统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掌握运输包装设计的基本理论、设计方法和试验技能，具备独立设计

一个产品运输包装系统的综合工程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面向物流领域的包装设计能力； 

2.能够寻求 优运输包装的整体解决方案，具备初步独立设计先进物流运输包装系统的工程能力。 

第一章 绪  论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运输包装理论的发展，掌握相关概念和设计原则，了解运输包装的功能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运输包装的设计原则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运输包装的研究对象 

二、运输包装技术及动力学理论的发展 

1．缓冲包装理论 

2．产品脆值及其评价方法 

3．缓冲包装材料 

4．运输包装容器 

5．缓冲包装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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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输包装技术 

三、运输包装研究内容与设计原则 

1．运输包装研究内容 

2．运输包装的设计原则 

第二章 产品流通环境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运输包装的各种流通环境条件，了解不同流通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包装件性能的影响，掌握

运输包装流通环境条件标准化的分类表示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不同流通方式的特点、流通环境条件标准化的分类表示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流通环境的冲击和振动特性 

1．流通环境的冲击特性 

2．流通环境的振动特性 

三、流通环境的气象条件 

四、流通环境条件的标准化 

第三章 脆值及其评价方法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产品冲击的特性及脆值概念，了解脆值确定方法，掌握产品的破损边界条件和边界破损曲

线。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产品的脆值理论和边界破损理论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创造条件进行相关实验 

教学内容 

一、产品破损规律 

1.包装件的破损 

2.破损准则 

3.包装件破损分析方法 

二、冲击振动脆值边界理论 

1.产品脆值概念 

2.传统脆值理论及不足 

3.破损边界理论 

4.振动脆值损坏边界理论 

三、产品脆值的确定方法 

1.冲击脆值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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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振动脆值的确定方法 

四、脆值理论的 新发展 

第四章 缓冲包装材料特性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主要缓冲包装材料的种类，并能对其特性并能进行评价。掌握组合材料的力学特性，并能

进行计算。理解材料的缓冲系数的意义，通过实验掌握缓冲系数的测定。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组合材料的力学特性计算，材料缓冲系数的理解。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强化实验过程。 

教学内容 

一、缓冲材料的分类 

二、组合材料的力学特性 

1.缓冲材料叠置组合 

2.缓冲材料并列组合 

三、缓冲特性和缓冲系数 

1.缓冲特性与变形能 

2.缓冲效率 

3.缓冲系数及其确定 

4.影响缓冲系数的主要因素 

四、新型缓冲材料 

第五章 缓冲包装与防振设计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缓冲包装的一般形式，掌握缓冲包装设计和防振包装设计的基本步骤和方法。了解缓冲衬

垫的基本形式及特点，掌握缓冲设计涉及到的基本的参数及其获取方法，掌握缓冲包装衬垫设计及

其校核方法，掌握传递率的概念及其曲线特征，掌握防振可靠性的判断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缓冲包装设计和防振包装设计的基本步骤，缓冲包装衬垫设计及其校核方法和防振可靠性的判

断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强化实验条件。 

教学内容 

一、缓冲包装方法 

1.缓冲防振包装 

2.缓冲包装方法 

3.缓冲包装设计五步法 

二、缓冲包装设计 

1.缓冲包装设计的要求 

2.缓冲衬垫的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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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缓冲衬垫尺寸的确定 

4.缓冲衬垫的校核设计 

三、防振包装设计 

1.防振包装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2.振动传递特性 

3.包装系统的固有频率和阻尼比 

4.包装系统的外部振动 

5.防振包装设计步骤 

第四节 缓冲衬垫的结构设计 

1.受力面积的计算 

2.受力面积的调整 

第六章 面向现代物流系统的运输包装（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适应现代物流的包装形式，掌握包装设计的基本要素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适应现代物流设计的运输包装系统主要思想。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包装在现代物流系统中的地位 

二、 面向现代物流系统的包装技术 

1.用于物流系统的包装技术分类 

2.物流包装技术的合理化与现代化 

3.条码技术在物流系统中的应用 

三、危险品运输包装 

第七章 木箱的设计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木材的主要性能和包装木箱的种类，能对其主要构件进行受力计算，确定木箱的各部分尺

寸。 

教学重点和难点 

滑木箱及框架木箱的结构及主要构件的受力计算。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木箱主要构件的受力计算 

1.梁的受力计算 

2.柱（压杆）的受力计算 

三、木箱外形结构及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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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度计算 

五、其它木制品包装 

第八章 集合包装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集合包装的形式和作用，掌握木托盘构件的计算和托盘的整体检验方法。了解集装箱运输

的特点和通用集装箱的标准型号。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木托盘构件的计算和托盘的整体检验方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集合包装的形式 

2.集合包装的作用 

二、托盘 

1.木托盘的结构 

2.托盘及构件尺寸 

3.托盘的刚度计算 

4.构件强度计算 

5.托盘的整体检验 

三、集装箱 

1.集装箱的定义 

2.集装箱运输的特点 

3.集装箱的分类及标准型号 

4.集装箱运输的有关问题 

第九章 运输包装系统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内容 

讲授对实际产品进行运输包装系统设计的方法，了解和掌握运输包装应具备的因素，运输包装

件规格标准化，运输包装标志。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运输包装标准化和标志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 

教学内容 

一、合理运输包装条件 

二、运输包装件规格标准化 

三、运输包装标志 

1.运输包装标志分类及内容 

2.运输包装标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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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输包装标志的要求及应用 

 

执笔人：季峰民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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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机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机械/ Packaging machinery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必修/学位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48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4       

学 分 数：3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                               

教学参考书：孙智慧编. 包装机械概论.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7 月 

陈金浩编. 印刷设备.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许林成编. 包装机械.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 

金国斌编. 现代包装技术.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机械》是包装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包装机械的的概念和作用，包装机械的组

成与分类，包装机械的特点及发展方向；重点对充填机械、灌装机械、封口机械、裹包机械、多功

能包装机、贴标机械、捆扎机械、集装机械等包装机械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典型执行机构、主

要技术性能及应用等作了详细的论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类典型包装机械的

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范围。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包装机械的组成与分类，包装机械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2. 重点掌握各类典型包装机械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范围； 

3. 通过实验、实习实践等活动，将所学的包装机械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第一章  绪  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包装机械的组成与分类，包装机械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机械的组成与分类。 

教学内容 

一、包装机械的概念和作用   

1. 包装机械的概念 

2. 包装机械的作用 

二、包装机械工业概况   

1. 我国包装机械工业概况与发展 

2. 国外包装机械工业概况与发展 

三、包装机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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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装机械的组成和特点   

1. 包装机械的组成 

2. 包装机械的特点 

第二章  充填机械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充填机械的分类；各类充填机械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及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 

容积式、称重式、计数式充填机械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及特点。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充填机的分类 

2． 充填机的物料供送系统 

二、容积式充填机   

1. 量杯式充填机 

2. 螺杆式充填机 

3. 气流式充填机 

4. 柱塞式充填机 

5. 计量泵式充填机 

6. 插管式充填机 

三、称重式充填机   

1. 间歇式充填装置 

2. 连续式称重充填装置 

四、计数式充填机 

1. 单件计数充填机 

2. 多件计数充填机 

3. 转盘计数充填机 

4. 履带式计数充填机 

5. 典型的片剂充填装瓶机 

第三章  灌装机械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类灌装机的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灌装机的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灌装机的分类 

2.  灌装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二、常压灌装机   

1. 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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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灌装机的总体结构 

3. 灌装机的工作原理 

4. 主要部件及执行机构 

三、负压灌装机 

1. 主要技术参数 

2. 负压灌装机的总体结构 

3. 负压灌装机的工作原理 

4. 主要部件及执行机构 

四、等压灌装机   

1. 主要技术参数 

2. 等压灌装机的总体结构 

3. 等压灌装机的工作原理 

4. 主要部件及执行机构 

五、机械压力式灌装机 

1. 主要技术参数 

2. 总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3. 灌装阀     

第四章  封口机械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各类封口机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范围。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封口机械的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热压封口机   

1. 热封方法 

2. 环带式薄膜自动封口机 

二、熔焊封口机 

三、卷边式封口机   

二重卷边封口原理 

GT4B2 型真空自动封罐机 

四、压盖封口机  

1. 皇冠压盖封口机 

2. 西林瓶轧盖封口机 

3. 玻璃输液瓶轧盖封口机 

4. 广口玻璃瓶滚压封口机 

五、旋盖封口机  

六、压塞封口机  

1. 压胶塞机 

2. 压塞翻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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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裹包机械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各类裹包机械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范围。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裹包机械的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各类裹包机械的工作循环图。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扭结式裹包机  

1. 主要技术参数 

2. 扭结式糖果包装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3. 传动系统及工作循环图 

4. 主要执行机构 

三、折叠式裹包机   

1. 条盒透明纸裹包机 

2. 香皂自动包装机 

四、贴体包装机 

1. 贴体裹包及其特点 

2. 贴体包装机工作原理 

五、收缩包装机 

1. 收缩裹包方式及工作原理 

2. 热收缩装置 

3. 典型收缩包装机 

第六章  多功能包装机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各种多功能包装机的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范围。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多功能包装机的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袋成型—充填—封口机 

1. 袋成型-充填-封口机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2. 典型卧式袋成型-充填-封口包装机 

3. 典型立式袋成型-充填-封口包装机 

三、真空包装机  

1. 真空包装机分类、组成及工作原理 

2. 常用真空包装机 

3. 充气包装机 

四、热成型—充填—封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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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成型包装材料及包装形态 

2.  热成型—充填—封口包装机的基本组成 

3.  常用热成型—充填—封口包装机 

五、泡罩包装机 

1. 滚筒式泡罩包装机 

2. 平板式泡罩包装机 

3. 滚板式泡罩包装机 

第七章  贴标机械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各类贴标机的主要结构、装置原理及应用范围。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贴标机的主要结构装置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概述   

1. 贴标机分类 

2. 贴标方法 

二、直线式真空转鼓贴标机 

1.  机器组成与工作原理 

2.  技术参数 

3.  主要执行机构   

三、回转式真空转鼓贴标机 

1.  机器组成与工作原理 

2.  技术参数 

3.  主要执行机构 

四、不干胶贴标机 

1. 立式圆瓶不干胶贴标机 

2. 小型异型瓶不干胶贴标机 

五、其它类型贴标机   

1. 压式贴标机 

2. 滚动式贴标机 

3. 龙门式贴标机 

4. 多标盒转鼓贴标机 

5. 热压和热敏粘合贴标机 

第八章  捆扎机械与集装机械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典型捆扎机和集装机的主要机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捆扎机和集装机的包装工艺过程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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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 集装 

2. 捆扎 

3. 托盘与堆码 

二、捆扎机   

1. 捆扎机分类 

2. 自动捆扎工艺 

3. 机械式捆扎机 

4. 液压式捆扎机 

三、捆结机   

1. 捆结机种类 

2. 捆结工艺过程  

3. 打结机构 

四、薄膜套包集装机 

1.  拉伸塑膜集装机 

2. 薄膜套包集装机 

五、装箱机   

1. 充填式装箱机 

2.  裹包式装箱机 

六、堆码机   

1. 堆码装置 

2. 全自动托盘堆码机 

3. 堆码机器人 

第九章  纸包装制品制造机械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各种纸包装制品制造机械的主要机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盒和瓦楞纸箱制造机械的主要机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纸袋成型加工机械 

二、纸盒制造机械 

1. 包装纸盒 

2. 粘接折叠式纸盒制造机械 

三、瓦楞纸箱制造机械 

1. 瓦楞纸板设备 

2. 瓦楞纸箱片加工设备 

四、纸杯、纸罐及纸桶制造机械 

1. 纸杯与纸罐加工设备 

2. 纸桶制造机械 

五、纸浆模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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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包装容器制造机械  （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典型包装容器制造机械的主要机构及工作原理。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金属和塑料包装容器制造机械的工作原理。 

教学内容 

一、金属包装容器制造机械 

1. 金属罐分类 

2. 三片罐制造技术及设备 

3. 两片罐制造技术及设备 

4. 金属桶制造机械 

二、塑料包装容器制造机械 

1. 概述 

2. 颗粒料注塑成型机 

3. 颗粒料注塑中空吹塑成型机 

4. 颗粒料挤出吹塑中空成型机 

5. 颗粒料延伸吹塑中空成型机 

6. 塑料袋成型机械 

7. 塑料片材容器热成型机械 

三、玻璃包装容器制造机械 

1. 概述 

2. 行列式制瓶机 

四、陶瓷包装容器成型机械 

1. 陶瓷容器滚压成型机 

2. 陶瓷容器旋批坯成型机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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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 《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packag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专业             

学 时 数：40 学时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时             

学分数： 2.5                               考核方式：理论考查+设计作品 

预修课程：《包装设计基础》等 

教学参考书：《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王德忠，印刷工业出版社，2009 年 11 月 

        《CorelDraw X3 经典教程》（美）贝恩，（美）威尔金森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数字化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金杨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05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包装工程系（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是介绍包装工程领域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辅助设计的理论与技术

的学科，利用计算机的高效、快速、准确的计算、绘图、图形图像的制作和处理能力完成包装设计

工作。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介绍计算机辅助设计在绘图、图形图像处理方面的技术和方法；运用

AUTOCAD、Photoshop、CorelDraw 等软件制作包装结构图、包装装潢图及效果图等的基本原理和

操作手段。本课程在现代包装设计应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包装工程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

本知识与技能。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种类及操作。 

2．要求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独立设计包装结构图、包装装潢

图等。 

3．要求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在包装设计过程中合理选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独立完成设计任

务，毕业后能够从事包装设计工作。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知识体系，掌握数字包装设计的整体流程

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绘图。 

教学内容 

一、计算机辅助设计与绘图 

二、包装设计 

三、包装设计因素及理念 

四、 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常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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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包装结构设计（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包装结构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原理及方法、计算机绘图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了解包装结构设计的常用软件；掌握使用结构设计软件绘制基本包装结构图的方法和手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设计基本要素的数字化原理及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包装结构设计的方法 

二、 包装结构设计常用软件介绍 

三、实例 

第三章 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基础知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PHOTOSHOP 的发展历史、主要特点及基本功能；掌握图形图像

元素的计算机描述原理和方法，掌握 PHOTOSHOP 的工作界面及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图像的计算机描述原理和方法、PHOTOSHOP 的工作界面及主要功能。 

教学内容 

一、 图像处理基础知识 

二、PHOTOSHOP 概述 

三、PHOTOSHOP 界面及功能介绍 

第四章 PHOTOSHOP 基本操作（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文件操作所包含的各项内容；掌握系统参数设置；熟练掌握图像基本操作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图像基本操作，包括裁剪图像、旋转画布技巧等。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介绍 

二、文件操作 

三、系统参数设置 

四、图像基本操作 

五、实训 

第五章 选区、路径的创建与编辑（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选区的原理；掌握选框工具，包括矩形选框工具、椭圆形选框工具、单行

和单列选框工；熟练掌握套索工具组、魔棒工具与色彩范围；了解路径的创建与编辑原理；掌握路

径的创建和编辑方法；熟练掌握路径创建和编辑的应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编辑选区，选框的具体操作； 套索工具组、魔棒工具的使用；路径的创建和编辑方法；路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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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编辑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 选区的创建与编辑 

二、 路径的创建与编辑 

三、 实训 

第六章 图层、通道和蒙版操作的使用（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应用图层的样式；掌握多图层的创建；熟练掌握图层的混合模式应用。 

2、了解矢量蒙版、图层蒙版；掌握 Alpha 通道蒙版的应用；熟练掌握应用剪贴蒙版。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图层的创建;多图层的创建，以及混合图层的应用；Alpha 通道蒙版的应用的使用；应用剪贴蒙

版创建实例。 

教学内容 

一、图层、道和蒙版的介绍 

二、图层、道和蒙版的创建与编辑 

三、实训 

 第七章 色彩原理与色彩调整（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色彩原理与色彩调整； 掌握色彩的应用和色彩调整；熟练掌握利用色彩来处理图像。 

教学重点与难点 

色彩的应用和色彩调整;利用色彩来处理图像。 

教学内容 

一、色彩原理与色彩调整 

二、色彩调整方法 

三、实训 

第八章 图形绘制软件 CORELDRAW 基础知识（2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CORELDRAW 的发展历史、主要特点及基本功能；掌握图形元

素的计算机描述原理和方法，掌握 CORELDRAW 的工作界面及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图形的计算机描述原理和方法、CORELDRAW 的工作界面及主要功能。 

教学内容 

一、 图形处理基础知识 

二、CORELDRAW 概述 

三、CORELDRAW 界面及功能介绍 

第九章 CORELDRAW 基本操作（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577- 

了解文件操作所包含的各项内容；掌握系统参数设置；熟练掌握图形基本操作概念。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图形基本操作，页面设置，绘图工具等的使用。 

教学内容 

一、基本概念介绍 

二、文件操作 

三、系统参数设置 

四、图形基本操作 

五、实训 

第十章 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4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某一产品进行包装设计，使用包装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绘制其包装图，熟悉使用计算机

辅助设计软件进行包装结构设计方法，熟练使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文字的编排设计、图形设计、色

彩设计；掌握各种构图方法和原理； 熟练掌握包装设计程序与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不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综合使用。 

教学内容 

一、设计原理及方法 

二、包装设计实例 

 

执笔人：王彩印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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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食品包装学/Food Packag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包装结构设计                               

教学参考书：张琳编.《食品包装》.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 年 

杨福馨，吴龙奇编.《食品包装实用新材料 新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年 

袁惠新等编.《食品加工与保藏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食品包装学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系统的了解和掌握

常见食品的主要成分及各成分的理化性质，并能够根据食品的特点确定适合的包装。 

本课重点讲授食品化学的分类、结构及重要的理化性质，食品在包装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哪些因

素，市场中常见食品的包装方式及食品保藏的工艺、原理和分类。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根据食品的成分、性质，选择适合的包装方法； 

2．正确测试评价食品包装的质量； 

3. 能分析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一般技术问题。 

第一章  食品化学概述  （1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食品的组成、食品化学的基本知识、分类方法。掌握食品化学各种类的定义、物理

性质、化学性质、分类方式，掌握各化学成分对食品主要性能的影响以及它们对食品货架寿命的影

响，掌握食品各组分化学反应原理，使学生具备根据食品的化学组分确定包装形式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概述：本课程讲述内容及其分类。 

水分：水对人体的重要作用，水的物理、化学性质，食品中水的类型和各自性质，水分活性的

定义及其与食品稳定性的关系。 

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的分类和作用，单糖及其相关化合物的性质，低聚糖的分类及性质，

多糖的分类及性质。 

蛋白质：蛋白质的结构、化学组成和分类，各种食物中蛋白质的分布和含量，蛋白质在食品中

的功能性质。 

脂类：脂类的分类，物理、化学性质，脂类在加工贮运过程中的化学变化，类脂的分类及性质。 

维生素：维生素的分类，各种维生素的结构式、分类及各自性质、含量高的食品类型，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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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体的作用，维生素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损失。 

矿物元素：矿物元素的分类，食品中矿物元素的分布及数量，常见矿物元素的生物有效性，矿

物质在食品中的作用及其在加工过程中的损失。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食品中的水分 

三、食品中的碳水化合物 

四、食品中的蛋白质 

五、食品中的脂类 

六、食品中的维生素 

七、食品中的矿物元素 

第二章  食品性质和包装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常见食品的性质及其对食品包装的要求。并根据食品不同的理化性质选用适合的

包装形式和包装方式达到提高食品货架寿命的目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果蔬：新鲜果蔬的特点，新鲜果蔬包装的基本原理和包装方式，常见果蔬的保鲜包装。 

乳、蛋、饮料类：非发酵乳制品的性质与包装，发酵乳制品的性质与包装，冷冻乳制品的性质

与包装，乳粉及蛋类食品的性质与包装，饮料类食品的性质与包装。 

畜肉、水产：生鲜肉的性质与包装，冷冻肉的性质与包装，加工肉的性质与包装，生鲜水产品

的性质与包装，其它水产品的性质与包装。 

粮谷类：粮谷的性质与包装，其它食品的性质与包装，调味品的性质与包装。 

教学内容 

一、果蔬类食品的性质与包装 

1.水果 

2.蔬菜 

二、乳、蛋、饮料类食品的性质与包装 

 1.乳制品 

 2.蛋类 

    3.饮料类 

三、畜肉、水产类食品的性质与包装 

1.畜肉 

2.水产 

四、粮谷类食品的性质与包装 

1.粮谷类 

2.其它食品 

第三章  食品保藏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着重介绍食品保藏的主要原理、保藏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生产工艺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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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具备根据内装物的性质选择适当的保藏方法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食品冷藏机理、工艺及其应用，食品罐藏机理、工艺及其应用，食品干藏机理、工艺及其应用，

食品腌渍、烟熏保藏机理、工艺及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食品冷藏 

二、食品罐藏 

三、食品干藏 

四、食品腌渍和烟熏保藏 

五、食品辐射保藏 

六、食品化学保藏 

七、食品保藏高新技术 

 

执笔人：张琳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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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系统设计 / System Design of Product packag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32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2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 

教学参考书：吴龙奇.产品包装系统设计与实施.印刷工业出版社，2008.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的系统开发和设计的一门综

合性专业课程。 

以包装系统设计的基本流程作为课程的主线，学习包装工程的系统性、包装系统设计程序、包

装系统解决方案、包装工艺与机械在包装系统中的服务功能、包装外包过程的内容及控制等作为课

程的主线，以包装系统设计要素的构成、包装系统设计的方法等具体内容。设计任务分析、市场调

研、设计定位、设计创意、设计表达、设计评价和成本核算等作为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习者掌握的包装系统设计相关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包装系统设计的综合能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了解包装系统设计的意义和地位，理解和掌握包装系统设计的方法； 

2．熟悉包装系统开发设计的基本程序；具有初步的包装系统设计开发能力，具备一定的组织能

力和协调； 

3．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后，能够自觉地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一章 系统设计基础（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系统的定义和构成；熟悉系统设计中的常用理论和方法；掌握产品包装系统性的体现与构

成。 

教学重点和难点 

系统的定义和构成；系统设计思想方法；产品包装系统性的体现与构成。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系统 

二、系统设计思想方法 

三、产品包装的系统性 

第二章 包装系统设计策略（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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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产品包装的生命周期过程和在系统内的作用；熟悉材料、工艺、设备、法规、文化习俗等

对于系统设计的制约和影响；了解包装系统设计团队的人员构成和分工；了解与委托人沟通的方法

及内容；了解包装设计的基本程序；掌握包装设计任务分析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包装设计市场调研

的内容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产品包装生命周期分析在系统内的作用；产品包装系统设计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包装设计任

务分析的内容和方法；设计开发流程图的编制；包装设计市场调研的内容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产品包装生命周期分析 

二、产品包装系统设计影响因素 

三、产品包装系统设计程序 

四、市场调研 

第三章 销售包装系统解决方案（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销售包装系统解决方案的项目构成；掌握销售包装设计的限制条件；掌握包装设计定位分

析的内容和方法；熟悉包装设计创意及表达的一般方法；掌握销售包装设计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销售包装设计的内容；包装设计定位；包装设计创意及表达；设计评价方法。 

教学内容 

一、销售包装设计的内容 

二、销售包装设计约束 

三、包装设计定位 

四、包装设计创意及表达 

五、设计评价 

第四章 运输包装系统解决方案（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与掌握缓冲包装系统解决方案、防振包装系统解决方案；熟悉包装材料、工艺、设备在运

输包装系统设计中的服务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缓冲包装系统解决方案；防振包装系统解决方案；包装材料、工艺、设备在运输包装系统设计

中的服务功能。 

教学内容 

一、缓冲包装系统解决方案 

二、防振包装系统解决方案 

第五章 品质包装系统解决方案（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食品工艺与包装工艺的结合；学习与掌握典型食品包装系统解决方案；熟悉包装材料、工



 

-583- 

艺、设备在品质包装系统设计中的服务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典型食品包装系统解决方案；包装材料、工艺、设备在品质包装系统设计中的服务功能。 

教学内容 

一、食品工艺与包装工艺的结合 

二、杀菌食品的包装系统解决方案 

三、食品真空包装解决方案 

四、产品包装防潮的系统解决方案 

五、保鲜包装的系统解决方案 

第六章 包装外包过程及其控制（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外包的概念、优点和分类；学习与掌握包装外包过程的内容及控制；包装外包业务的

运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外包过程的内容及控制、包装外包业务的运作。 

教学内容 

一、包装外包的概念  

二、包装外包过程的内容及控制 

三、包装外包业务的运作 

 

执笔人：邢浩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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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制品质量监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制品质量监测/Package Process Test Techniques of Package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                               

教学参考书：王怀奥编.包装工程测试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7 月 

山静民编.包装测试技术.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 年 6 月 

郭彦峰编.包装测试技术（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年 3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本课是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课，属于必修课程。课程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包装制品质量监

测涉及的多方面测试知识，并分析理解包装材料和包装产品的测试原理，学习相应的测试方法和实

际测试操作。 

内容分为包装材料测试、包装容器测试以及包装产品的测试。本课程系统介绍了国家测试标准

和标准的测试方法，检测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包装产品的性能，评定其质量和可靠性。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包装材料和包装产品的测试原理和测试方法； 

2. 通过实验、实习实践等活动，将所学的包装制品质量监测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加深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 

3. 通过学习，能够将所学的包装制品质量监测用于实践包装产品质量检测活动中，分析并解决包装

产品生产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包装材料测试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种材料的试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各材料的性能测试过程 

教学内容 

一、纸、纸板的测试 

1．试样的采集与处理 

2．纸与纸板一般性能测试 

3．纸和纸板表面性能测试—粗糙度 

4．纸和纸板结构性能测试—透气性 

5．纸与纸板强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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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瓦楞纸板测试 

二、塑料测试和软包装容器测试 

1．拉伸强度 

2．压缩强度 

3．撕裂强度 

4．冲击强度 

5．塑料薄膜静电性能测试 

三、缓冲包装材料性能测试 

1．试样 

2．静态压缩试验 

3．动态压缩试验 

4．振动传递特性试验 

第二章  包装容器测试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熟悉各种材质容器各方面的试验，以检测包装容器的各种包装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分析各种包装容器各类试验 

教学内容 

一、纸包装容器测试 

1．瓦楞纸箱空箱抗压强度计算 

2．纸箱压缩试验 

3．影响纸箱抗压强度的因素 

4．瓦楞纸箱结合强度测试 

二、塑料包装容器的测试 

1．塑料薄膜袋测试 

2．塑料瓶、塑料桶测试 

3．塑料周转箱测试 

4．复合塑料编织袋测试 

第三章  包装印刷产品测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熟悉包装印刷产品测试仪器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测原理和操作方法 

教学内容 

一、印品检测仪器的使用 

1．概述 

2．仪器原理 

3．仪器设备 

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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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胶版印刷产品的检测 

1．胶印版检测方法 

2．CTP 制版与检测 

3．胶印产品检测 

三、凹版印刷产品的检测 

1．电子雕刻凹版 

2．软包装印品检测 

四、柔性印刷产品的检测 

1．感光性树脂版的检测 

2．瓦楞纸箱柔印产品的检测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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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包装产品生产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实用包装产品生产技术/Practical productive technology of packaging produc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 

学 分 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包装材料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工艺学、包装印刷、包装与印刷设备等                      

教学参考书：R.J.赫恩南德兹等编. 塑料包装性能、加工、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1 月 

陈港编. 现代纸容器.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年 

唐志祥编. 包装材料与实用包装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1996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实用包装产品生产技术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是在学习了包装材料、包装结构、包装

工艺、包装印刷等课程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实际介绍各类常用包装容器的生产制造工艺与技术，重

点介绍纸类包装制品和塑料类包装制品的制造技术，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种类包装容器从

原料到产品的整个工艺过程，了解工艺中的重要操作参数，了解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设备及其原理，

会根据所要求的产品设计实用合理的生产工艺，为包装制品生产管理、工艺管理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纸类包装制品和塑料类包装制品的的生产制造工艺与技术； 

2. 熟悉和了解生产过程使用的主要设备及其原理； 

3. 能够将所学知识解决包装产品生产工艺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纸包装制品生产工艺技术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种纸包装制品的生产工艺、主要设备种类和特点、主要工艺参数，掌握各种纸包装制品

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标准，了解纸包装制品生产的先进工艺和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盒、纸箱的生产工艺、主要设备、主要工艺参数，各种纸包装制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标准。 

教学内容 

一、纸盒制造工艺 

1．纸盒的印刷 

2．纸盒的印后加工 

二、瓦楞纸箱制造工艺 

1．瓦楞纸箱生产工艺分类 

2．瓦楞纸板的生产 

3．纸箱制造工艺 

三、其它纸包装容器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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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塑料包装制品生产工艺技术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种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工艺、主要设备种类和特点、主要工艺参数，掌握各种塑料包装制

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标准，了解塑料包装制品生产的先进工艺和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复合膜、塑料容器等主要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工艺、主要设备、主要工艺参数，制品的主要技术

指标和标准。 

教学内容 

一、复合软包装膜生产工艺 

二、复合软包装袋生产工艺 

三、其它塑料包装制品生产工艺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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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制品生产过程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制品生产过程管理/Packaging products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8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 

教学参考书：孙德强主编， 包装管理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3 月 

戴宏民主编， 包装管理.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包装制品生产过程管理》主要介绍包装企业管理概念、性质、职能与任务；包装企业经营管理、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成本财务管理、技术经济分析、包装标准化与法规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其主要目的是让具有包装专业基础的学生掌握一定的管理知识，具备基本的管理技能，将所学的专业

技能和管理技能相结合，更好的理解行业的概念、行业的发展及包装企业的现状，为以后的创业和就

业奠定基础，使学生能够适应包装企业的管理工作。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包装企业管理概念、性质、职能与任务；包装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

管理、成本财务管理、技术经济分析、包装标准化与法规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2. 熟悉和掌握一定的管理知识，具备基本的管理技能； 

3. 将所学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相结合，能够适应包装企业的管理工作。 

第一章  绪  论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企业管理的研究内容，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热爱本课程、专业以及

认识到自己将来肩负的重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包装企业制度的特征、领导体制。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管理概述 

二、包装企业管理的性质、职能与任务 

三、现代包装企业制度的特征与领导体制 

第二章  包装企业经营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大型包装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研究分析，学习和掌握其管理的方法与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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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经营管理方法与思想的领悟。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经营管理概述 

二、包装企业市场调查与市场预测 

三、包装企业的经营决策 

第三章  包装企业营销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了解包装企业的营销管理的内容及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将营销管理的一般原理与包装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教学内容 

一、包装产品品市场及分类 

1. 市场 

2. 市场分类 

二、结构优化及营销策略 

1. 结构优化 

2. 价格策略和促销 

第四章  包装企业生产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了解印刷企业的生产管理及生产过程的组织及生产能力的计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的生产计划与生产能力的理解与计算。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的生产结构 

二、包装企业的生产计划与生产能力 

第五章  包装企业质量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包装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内容与特点，掌握包装企业的质量管理技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内容与特点。 

教学内容 

一、包装产品质量 

二、包装企业全面质量管理 

三、质量保证体系 

第六章  包装企业的标准化及设备管理(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企业的标准化及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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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设备管理的内容。 

教学内容 

一、 标准化及包装标准化 

1. 标准化的沿革和一般概念 

2. 装标准化的内容 

二、 包装设备管理的内容 

1. 包装设备的更新与改造 

2. 包装设备的维修与保养 

第七章  包装企业成本财务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包装企业成本财务管理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企业成本财务管理的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包装企业成本管理 

二、包装企业财务管理 

第八章  包装企业信息化管理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包装企业信息化管理的原理及方法，了解目前包装企业信息化管理的现状及需要解决的问

题，并学会分析研究。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信息化管理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掌握。 

教学内容 

一、信息化管理的基本原理 

二、ERP 系统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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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鉴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艺术与设计鉴赏/ Appreciation of Art and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凌继尧.艺术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陈芳，杨乐.大学美术鉴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陈洛加.美术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本科专业任选课，属于素质教育修课。本课程把美学知识和对门类视觉艺术

及设计的鉴赏融为一体，力图使学生在了解美学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艺术鉴赏的水平。通过对艺术

和美的思考与赏析，增强学生的审美敏感和艺术修养，培养创新意识，完善学生的人格。此外，通

过跨学科的知识补充，对学生所学的专业领域有所促进。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学生赏鉴不同形式的艺术和设计作品，引导学生进行视觉美感的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

情趣，提高审美素质； 

2．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设计艺术鉴赏水平，并能做到触类旁通， 终具有对包装作品设计美的品

鉴能力。 

第一章 艺术鉴赏引论（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艺术鉴赏的性质、特点和作用，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及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途径与方法，

从而使学习者对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及指导思想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艺术语言；提高艺术鉴赏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艺术鉴赏的本质 

二、艺术鉴赏的方法 

第二章 建筑与雕塑艺术鉴赏（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建筑的面、体形、体量、空间、群体、环境等，了解其艺术的基本特点，并结合建筑作品

的赏析，加深对建筑和建筑艺术的具体特征的理解，学会初步运用建筑艺术鉴赏的一般方法去了解

建筑艺术的具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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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雕塑的实体性形体、光影、圆雕、浮雕、具象、抽象等，了解其艺术语言的特点，并结合

雕塑本质特征——立体造型的理解，学会初步运用雕塑的基本鉴赏方法去赏析具体的雕塑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筑艺术的语言；建筑艺术的鉴赏方法；雕塑艺术的语言；雕塑艺术的鉴赏方法。 

教学内容 

一、建筑艺术鉴赏 

二、雕塑艺术鉴赏 

第三章 绘画艺术鉴赏（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绘画的线条、形体、色彩、明暗、笔触等，了解其艺术语言的特点；并结合油画与国画作

品的赏析，提高对作为视觉空间艺术的绘画本质特征的理解；学会初步运用绘画艺术鉴赏的一般方

法，鉴赏具体的绘画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绘画艺术的语言；油画艺术的鉴赏方法；中国画艺术的鉴赏方法。 

教学内容 

一、绘画艺术语言 

二、绘画艺术作品鉴赏 

第四章 摄影艺术鉴赏（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构成摄影画面形象的线条、形状、影调、色彩等视觉元素的分析，了解摄影艺术的特点，

并结合对摄影艺术作品的鉴赏，了解摄影艺术的本质特征，学会运用摄影的眼光来鉴赏摄影艺术作

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摄影艺术的语言；摄影艺术的鉴赏方法。 

教学内容 

一、摄影的艺术语言 

二、摄影艺术作品鉴赏 

第五章 广告设计鉴赏（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构成广告设计（平面，影视）作品各个视觉元素的分析，了解广告设计（平面，影视）

的特点，并结合对广告设计作品的鉴赏，了解广告设计的一般表达特征，学会运用“广告美”的眼光

来鉴赏广告设计（平面，影视）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广告设计的语言；广告美；平面广告设计作品的鉴赏方法；影视广告设计作品的鉴赏方法。 

教学内容 

一、广告设计的形式与表现手法 

二、广告设计作品鉴赏 

第六章 产品设计鉴赏（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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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构成产品设计（交通工具、家具、电子产品等）作品各个视觉元素的分析，了解产品设

计的特点，并结合对产品设计作品的鉴赏，了解产品设计的一般表达特征，学会运用商业设计审美

的眼光来鉴赏产品设计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产品设计的形式与表现手法；产品设计作品的鉴赏方法。 

教学内容 

一、产品设计的形式与表现手法 

二、产品设计作品鉴赏 

第七章 包装设计鉴赏（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构成商品包装设计作品各个视觉元素的分析，了解包装设计的特点，并结合对包装设计

作品的鉴赏，了解包装设计的一般表达特征，学会运用商业设计审美的眼光来鉴赏包装设计作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设计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包装设计作品的鉴赏方法。 

教学内容 

一、包装设计的形式与表现手法 

二、包装设计作品鉴赏 

 

执笔人：邢浩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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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技术发展讲座》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现代包装技术发展讲座/ Lecture about modern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 1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 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动力学           

教学参考书：自编讲义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邀请包装企业家作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包装的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发展趋

势，包括国内外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和发展概况和趋势，使学生了解和

掌握现代包装行业的先进技术的发展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明确学习包装工程专业和发展我国包

装行业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兴趣和热情。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了解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 

2. 熟悉和了解典型包装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概况。 

第一章  现代包装技术的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国外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 

二、我国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 

第二章  纸品彩印包装技术的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纸品彩印包装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品彩印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彩盒包装技术的发展 

二、纸品彩印技术的发展 

三、其它纸包装彩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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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瓦楞纸箱包装技术的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瓦楞纸箱包装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瓦楞纸箱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瓦楞纸板技术的发展 

二、瓦楞纸箱技术的发展 

三、瓦楞纸板缓冲衬垫技术的发展 

四、其它瓦楞纸板包装技术的发展 

第四章  塑料包装技术的发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塑料包装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塑料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塑料薄膜技术的发展 

二、塑料容器技术的发展 

三、其它塑料包装制品技术的发展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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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三维设计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包装三维设计应用/ Three-dimension Apply of Packaging Design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3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16 

学分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制图 

教学参考书： 

赵罘主编.SolidWorks 2010 从入门到精通(中文版).科学出版社.2010 年 4 月 

赵罘主编.SolidWorks 2010 中文版快速入门与应用.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年 4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Solidworks 软件应用的比较多，是一个基于特征的参数化实体建模设计工具,其很好地满足包装

辅助设计的要求。本课程以 Solidworks 为主要制作工具，从基础入手，循序渐进，通过时尚的创意、

详细的描述、丰富的实例贯穿全课，使学生熟悉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工具使用，并对草图绘制、

特征设计、曲面建模、钣金设计、装配体设计、有限元分析和工程图设计等方面的功能进行全面地

介绍以及技能的培养，以此满足使学生具备更加直观展示日常容器造型方面设计、产品包装形式、

包装材料、包装装潢效果等技能。上机实践部分与课程教学相配套，加强计算机绘图操作技能的教

育，提高实际操作能力。要求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完成上机练习， 后能按专业具体需要，熟

练绘制行业用图。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具备面向包装设计能够借助计算机软件完美表现； 

2.具备包装实体设计的基本能力。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包装 CAD 基本概念及其在包装行业中的应用，并介绍 Solidworks 中常用界面、布局、

绘图操作和文件建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 Solidworks 中常用界面、布局、绘图操作。 

教学内容  

一、包装 CAD 的基本概念和发展 

二、包装 CAD 常用软件及其在包装中的应用 

三、Solidworks 软件在包装中的发展前景及软件介绍 

第二章  绘制草图（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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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了解 Solidworks 软件草图绘图操作，满足特征体的二维图形绘制能力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常用界面、布局和绘图操作 

教学内容  

一、绘制草图基本流程 

二、绘图工具 

三、尺寸标注与几何关系 

四、绘制草图实例 

第三章 包装实体特征建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三维特征体常用绘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不同操作指令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创建基本特征的基本流程 

二、基本特征的介绍 

三、实体零件 

四、放置特征零件 

五、特征操作零件 

六、在包装中的应用 

七、绘制包装实体 

第四章 曲线与曲面（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曲线和曲面常用绘制指令，完成相关包装轮廓绘制能力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不同操作指令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创建曲面特征的基本流程 

二、曲线工具的介绍 

三、曲面特征的介绍 

四、实例讲解 

五、在包装中的应用—与包装相关实体的绘制及设计要素 

第五章 钣金（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钣金体常用绘制功能，完成相关包装实体绘制能力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不同操作指令和功能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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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钣金的基本流程 

二、钣金特征的介绍 

三、实例讲解 

四、在包装中的应用—与包装相关实体的绘制及设计要素 

第六章 装配体（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装配体绘制功能，完成相关包装实体组合绘制能力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不同操作指令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创建装配体文件 

二、零件的配合 

三、实例讲解 

四、在包装中的应用 

第七章  工程图（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工程图常用绘制要求，完成相关实体从三维向二维图形表达的能力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练掌握不同操作指令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生成工程图的方法 

二、建立标准视图格式的步骤 

三、实例讲解生成标准视图的方法 

 

执笔人：季峰民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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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法规与标准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法规与标准化/ Packaging Statute and Standardiza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试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大学法律                               

教学参考书：张琳编.《包装法规与标准化》.学校内部教材.2012 年 

韩永生编. 《包装管理、标准与法规》.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年 

陆佳平编著.《包装标准化与质量法规》.印刷工业出版社,2007 年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法规与标准化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系统的了解和

掌握包装标准化的定义、分类和主要内容，学习本行业可能涉及的法律条文和规范，并有结合理论

知识保护自我的能力。 

本课重点讲授标准、标准化的定义、特点和形式，标准制订、修订的原则、程序，包装标准的

内容和撰写方法，包装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并通过案例分析介绍了包装行业中可能涉及到

得多项法律条文。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掌握包装标准化的主要内容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 

2．学习本行业可能涉及的法律条文和规范。 

第一章  标准化概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包装标准的定义和主要内容，了解学习本门课程的重要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标准的基本概念：标准、标准化、包装标准的定义和分类；   

包装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包装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标准种类与标准体系：标准的分类，标准文件和技术法规。 

教学内容 

一、包装标准的基本概念   

二、包装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三、标准种类与标准体系   

第二章  标准化的特点与形式  （2.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着重介绍标准化的特点、形式，开展标准化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协调原理的定义和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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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 

标准化的特点：保证产品质量，明确责任权限，保证经济效益，准确鉴定质量； 

开展标准化活动的基本原则：超前预防原则，系统优化原则，协商一致原则，统一有度原则； 

标准化的形式：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 

协调原理：大型系统的协调，产品内部诸参数的协调，相关产品之间的协调。 

教学内容 

一、标准化的特点 

二、开展标准化活动的基本原则 

三、标准化的形式 

四、协调原理 

第三章  标准制订、修订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2.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掌握制订、修订标准的基本原则与程序，为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制订、修订标准的基本原则：制定一般技术标准应当考虑的内容，制定、修订标准的基本原则； 

制订、修订标准的工作程序：制订（修订）标准的工作程序，每个步骤中应进行的主要工作。 

教学内容 

一、制订、修订标准的基本原则   

二、掌握制订标准的时机   

三、制订、修订标准的工作程序   

第四章  包装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编写方法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编写包装标准应注意的内容、格式和撰写方法，并具备独自撰写包装标准的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包装标准编写的基本要求：协调性、准确性、统一性、正确性；   

包装标准的主要内容：概述部分，正文部分，补充部分；   

产品包装标准编写方法：标准概述部分的编写，标准正文部分的编写，补充部分。 

教学内容 

一、包装标准编写的基本要求   

二、包装标准的主要内容   

三、产品包装标准编写方法   

第五章 包装标准化和国际贸易（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标准化起到的重要意义，要求学生了解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内容，

并学会在未来的工作过程中如何避免贸易技术壁垒对包装制品出口的影响。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际贸易与贸易壁垒：国际贸易、贸易壁垒的定义以及分类；  

标准化与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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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包装条款：购销合同中的包装条款，货物运输合同中的包装条款，仓储保管

合同中的包装条款，其他涉及包装的条款，按国际标准进行生产的必要性。 

教学内容 

一、国际贸易与贸易壁垒  

二、标准化与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三、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包装条款   

第六章 国际包装标准化概况（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常见的国际和国外标准化组织名称、工作方式、职能范围，要求学生掌握和本专业领

域相关的国外、国际标准化组织与本职工作的交叉点并加以利用。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外包装标准化概况：国际标准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基本情况； 

物流的国际标准化：与物流密切相关的两大标准化体系，发达国家物流标准化发展现状 

教学内容 

一、国外包装标准化概况   

二、物流的国际标准化   

第七章 知识产权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是关于知识产权基本知识的介绍，着重介绍专利权、商标权和技术秘密权，包括主体与客

体、权利取得的程序、需要注意的事情等等。使学生掌握法律基本知识的同时可以利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和他人。 

教学重点与难点 

概述：知识产权的定义、特征和范围； 

专利权：专利权的特征，专利权的主体和客体，专利权的内容，专利权的取得，专利权的撤消

程序和无效程序，专利权的期限和限制，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商标权：商标概述，商标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商标权的取得，商标权的期限、续展和消灭，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技术秘密权：技术秘密权的定义、特征和类型，法律对技术秘密权的保护。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专利权  

三、商标权   

四、技术秘密权 

第八章 经济法（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经济法的主要内容以及包装行业内常接触到的经济法条文，在解释分析应用过程中经

济法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经济法中经常涉及的法律条文的涵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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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法律条文的理解分析，并根据经济法中的法律条文保护本行业和个人的利益。 

教学内容 

一、法的基本概念   

二、经济法律的调整对象  

三、经济法律的本质及特征   

四、案例分析   

第九章 合同法（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介绍包装行业内可能接触到的合同法条文，解释分析合同法在本行业中的重要作用，通过

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合同法中常常涉及的法律条文的涵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常见条文的掌握理解，如何使用合同法中的法律条文保护行业和个人的利益。 

教学内容 

一、概述   

二、合同的订立   

三、合同的效力   

四、合同的履行   

五、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六、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七、违约责任   

八、合同的解释和合同争议的解决   

九、进出口商品合同中的包装条款   

十、案例分析   

 

执笔人：张琳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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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文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文化学/ Culturology of Packaging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16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何灿群编．设计与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2 

彭妮·斯帕克编．设计与文化导论．译林出版社．2012.8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任选课，属于应用文化学范畴，是研究不同文化如何影响包

装设计的一门课程。 

“包装文化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课程，其内容包括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等文化范畴，

涉及艺术、哲学、宗教、民俗等文化领域。主要通过对包装设计文化论的研究与讨论，进一步明确

人类的设计是一种感性与理性和谐结合的文化创造行为。以欧美风格，日韩风格，复古风格，国际

主义风格，传统风格等设计作品为载体，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习者能针对不同的文化要求有目的进行包装的设计。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明确设计文化学的概念，设计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包装设计对于文化构

建的意义； 

2．了解主要文化形态的历史、发展和特征，掌握不同文化形态下设计的表达方法； 

3．培养学生在设计中，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要素进行创意和表达，并努力构建出新的文化形式。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文化学的主要内容；了解文化的分类和具体内容；了解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有哪些

内容；掌握设计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对于包装设计的作用和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文化学的研究内容，文化对于包装设计的作用和意义。 

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文化和文化学 

二、什么是包装文化学 

三、设计与文化的关系 

第二章 包装设计与文化（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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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包装设计的文化特质；了解包装设计的文化的形态；了解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设计的文化表现；包装设计的文化现象。 

教学内容 

一、包装设计的文化特质 

二、包装设计的文化形态 

三、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 

第三章 欧美文化与包装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欧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在欧美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了解现代商品包装的产生和发

展历程；了解欧美包装的文化体现、表现手法和设计风格。 

教学重点和难点 

商品包装发展史；欧美包装设计的文化表达与体现。 

教学内容 

一、欧美文化概述 

二、欧美文化与包装设计 

第四章 日本文化与包装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了解明治维新对日本文化的

影响；了解日本包装的文化体现、表现手法和设计风格；了解日本包装设计中的文字设计特点和技

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日本包装设计的文化表达与体现；日本包装设计中文字的应用。 

教学内容 

一、日本文化概述 

二、日本包装设计与文化 

第五章 中国文化与包装设计（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特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和在包装设计中的

表现；了解港台地区包装设计的文化体现；了解中国包装设计的发展历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港台地区包装设计的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对我国包装设计的影响。 

教学内容 

一、中国文化概述  

二、中国包装设计与文化 

 

执笔人：邢浩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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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包装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防伪包装/Forgery Packaging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                             

课程性质： 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  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 

教学参考书：《特种包装技术》 钱俊 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防伪包装技术》 杨福馨 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 年 

《防伪技术》 王晓红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主要讲授商品包装各种防伪技术以及防伪包装的技术手段和原理，主要内容包括：防伪

包装材料的种类、防伪原理及使用方法；防伪印刷技术的原理、设计要点及方法；各种防伪油墨的

防伪原理、使用方法及鉴别原理；条形码及防伪技术；激光全息防伪技术及在包装上的应用；包装

结构防伪设计方法等。综合了包装设计、印刷技术、油墨技术、材料学、光学、电磁学等内容的一

门包装工程专业技术专业课，在整个知识体系中起着基础、交叉运用的作用。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防伪包装原理和方法，掌握防伪包装的种类、技术特

点、工艺设计及其各种防伪包装的优化选择。 

2．要求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掌握各种防伪包装技术，了解各种不同的防伪技术，学生能够独立

为商品选用合适的包装防伪手段。 

3．要求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在包装设计过程中合理选用恰当的防伪手段，毕业后能够从事销

售、物流和运输领域包装的防伪技术选择和设计工作。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防伪包装的主要研究内容,掌握防伪包装的作用与分类，了解防伪包装的发展与现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防伪包装作用、现状。 

教学内容 

一、防伪技术发展与现状 

二、防伪包装定义 

三、防伪包装作用、特点与分类 

第二章  防伪包装材料（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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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种防伪包装材料概念，特点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各种防伪包装材料的性能与应用。 

教学内容 

一、功能包装材料概况 

二、防电磁功能包装 

三、多功能性包装 

第三章  防伪印刷技术（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防伪包装印刷油墨的防伪原理与应用、防伪印刷与印后防伪处理技术，了解防伪条码技术

与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难点为各种防伪印刷技术原理，重点为其应用。 

教学内容 

一、制版面设计防伪 

二、印刷工艺防伪 

三、印后加工防伪技术 

第四章  油墨防伪技术   （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磁性油墨、热敏油墨、光致变色和荧光油墨、特殊光泽与金银墨等油墨的防伪机理，掌握

油墨防伪机理、功能和印刷适性，采用油墨进行防伪的印刷技术要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防伪油墨的防伪机理和功能。 

教学内容 

一、磁性油墨印刷防伪技术 

1．磁记录原理 

1．磁性油墨的组成和各组分的作用 

2．磁性油墨印刷工艺与感应潜像法磁性印刷 

二、热敏油墨印刷 

1．热敏油墨变色原理 

2．液晶油墨印刷 

3．热敏变色油墨印刷 

三、光致变色和荧光油墨的印刷技术 

1．光致变色油墨印刷 

2．荧光油墨印刷工艺 

四、特殊光泽与金银墨印刷 

1．特殊光泽与金银墨印刷 

2．金银墨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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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激光全息图像防伪技术（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激光全息图像防伪技术的原理及方法，学习全息图像的制作方法和工艺流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激光全息图的产生原理及其使用方法。 

教学内容 

一、激光全息图像技术的原理 

二、激光全息图像的制作方法 

三、激光全息图像防伪技术的应用 

第六章  条码与标签防伪技术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各类条码防伪与不干胶标签防伪的防伪机理与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类条码防伪与不干胶标签防伪的防伪原理。 

教学内容 

一、条码防伪印刷技术 

1．条码结构及种类 

2．条码的应用范围 

3．辨识条码的设施 

4．防伪条形码的设计与印刷 

5．条形码印刷位置与防伪包装 

二、不干胶标签防伪技术 

1．不干胶标签的材料与印刷工艺原理 

2．不干胶标签的印刷防伪技术  

第七章  防伪包装技术的应用技巧（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会分析前面章节各种防伪技术的特点、原理及应用，为商品包装选择合理的防伪包装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各种防伪包装技术的原理、应用及选择。 

教学内容 

一、防伪包装结构 

二、移动数码防伪 

一、一线防伪与二线防伪包装技术 

二、防盗包装技术 

   

  

执笔人：王彩印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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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专业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包装概论、包装材料 

教学参考书：金国斌编. 新编包装科技英语.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金国斌编. 包装工程专业英语.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专业英语》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旨在完善包装工程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该课程

通过讲授包装的历史和发展、基本的包装材料、包装设备、包装设计等相关的英文文献，使学生掌

握包装工程专业中常见的英文词汇和一些基本包装术语的英文表达，培养学生用外文进行基本的专

业写作和专业阅读的能力，为学生以后从事包装相关的外贸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运用专业词汇表达包装的常用概念和术语。 

2．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独立阅读并翻译商业性和科技性包装外文文献。 

3．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初步书写包装英文文章，能够和行业内外国人员交流专业信息和技术，

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第一章  包装 Packaging  （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的概念、目的和相关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包装必要性 

教学内容 

一、包装的定义 

二、包装的作用 

三、包装的用途 

第二章  包装材料 Materials of Packaging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种基本的包装材料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掌握玻璃、金属、纸、木材等基本包装材料的性能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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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玻璃包装材料  

二、金属包装材料 

三、纸包装材料 

四、木材包装材料 

 第三章  塑料瓶 Plastic Bottle  （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塑料瓶的种类、使用历史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如何使用  

教学内容 

一、发展历史 

二、瓶体成分 

第四章  食品包装 Food Packaging  （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罐头食品包装的基本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罐头食品的灭菌处理和罐头损坏的控制 

教学内容 

一、罐头食品 

二、巴氏灭菌法 

三、罐头损坏的控制 

第五章  医疗器械包装 Medical Device Packaging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医疗器械包装的意义、方式和优化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如何优化包装形式  

教学内容 

一、式样 

二、一次性使用 

三、减少资源消耗 

第六章  包装设备 Packaging Equipment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各类基本的包装设备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自动粘封机、捆扎机、裹包机等  

教学内容 

一、自动粘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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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捆扎机 

三、裹包机 

四、钉箱机 

五、堆码机 

第七章  流通中的包装敏感性 Packaging Sensitivity in Distribution  （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产品流通中的危险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熟练掌握包装产品的振动及振动敏感度 

教学内容 

一、包装产品的振动 

二、振动敏感度 

三、损坏边界曲线 

第八章  加固与托盘化 Consolidation and Palletization  （1.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各类基本加固方法和材料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托盘集装时选用合适的方法和材料  

教学内容 

一、拉伸膜 

二、捆扎 

三、贴标 

第九章  印刷工艺 Printing Process  （3.5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印刷的发展、印刷方式、颜色理论、工艺控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工艺控制  

教学内容 

一、简介 

二、印刷发展历史 

三、印刷种类 

四、颜色理论 

五、加网和分色 

第十章  产品包装系统的试验 Product-Packaging System Testing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类包装系统的试验， 掌握选择各项试验的必要条件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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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如何选用必要的试验方法  

教学内容 

一、试验的类别 

二、选用试验项目 

第十一章  包装工业中的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Packaging Industry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包装工业中的质量保证系统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包装工业中的质量系统 

教学内容 

一、质量系统 

二、实例 

第十二章  识别包装新思想 Identification of New Idea in Packaging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各类包装的新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如何实现新思想  

教学内容 

一、新思想认识 

二、新思想获得 

 

执笔人：王彩印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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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工程师典型包装案例》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一线工程师典型包装案例/Ttypical packaging case from a line of engineers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 1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 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包装设计基础、包装结构设计、包装系统设计等                              

教学参考书：王永琦.产品包装设计案例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10 

新查理（法）.新包装设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7 

克里姆切克（美）.包装设计：品牌的塑造——从概念构思到货架展示.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2008.1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一线工程师典型包装案例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与设计实践密切相关的专业课。通过对典

型包装案例的分析讨论使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商品包装设计的方法、流程和评价的一般规律，通过

对不同类型产品包装设计案例的对比分析，认识产品包装设计成败的原因，从包装设计的实践中寻

找不同类别产品包装设计的一般模式，为进行产品包装设计、包装设计管理和包装设计评价积累经

验验。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通过典型包装案例的分析使学生理解商品包装设计的方法、流程和评价的一般规律； 

2. 能够将所学知识设计和解决包装产品设计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销售包装产品设计案例分析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销售包装设计分析的意义；掌握销售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和流程；掌握不同类型销售包装

设计评价指标；了解销售包装设计评价体系；掌握销售包装产品的设计方法；了解销售包装设计的

创意的主要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销售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和流程；不同类型销售包装设计评价指标；销售包装设计评价体系；

销售包装产品的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销售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与流程 

1．销售包装设计案例分析的意义和作用 

2．销售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 

3．销售包装设计的一般流程 

二、销售包装设计的评价 

1．销售包装设计评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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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包装设计的评价指标和体系 

三、销售包装的设计方法 

1．销售包装设计的构成 

2．销售包装设计的方法和流程 

3．销售包装的创意方法 

四、销售包装典型案例分析 

1．食品销售包装设计案例与分析 

2．化妆品销售包装设计案例与分析 

3．小商品销售包装设计案例与分析 

第二章  运输包装产品设计案例分析  （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运输包装设计分析的意义；了解运输包装在商品物流中的意义；掌握运输包装设计分析的

方法和流程；掌握不同需求的运输包装设计评价指标；了解运输包装设计评价体系；掌握运输包装

产品的设计方法；了解运输包装生命周期体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运输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和流程；不同需求的运输包装设计评价指标；运输包装产品的设计方

法。 

教学内容 

一、运输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与流程 

1．运输包装设计案例分析的意义和作用 

2．运输包装设计分析的方法 

3．运输包装设计的一般流程 

二、运输包装设计的评价 

1．运输包装设计评价概述 

2．运输包装设计的评价指标和体系 

三、销售包装的设计方法 

1．运输包装设计的构成 

2．运输包装设计的方法和流程 

3．运输包装的生命周期体系 

四、运输包装典型案例分析 

1．电子产品运输包装设计案例与分析 

2．化学制品运输包装设计案例与分析 

3．生鲜食品运输包装设计案例与分析 

教学方式 

教师和企业指导人进行理论和经典案例的讲解分析，学生独立完成设计案例的分析。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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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与品牌形象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与品牌形象设计/ Packaging and Brand Image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                               

教学参考书：过宏雷编．企业与品牌形象设计（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1 

朱健强编．品牌形象识别与传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9 

周越编．包装品牌塑造与促销设计．印刷工业出版社．2009.12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本科专业的任选课，是关于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视觉识别

要素设计的一门系统课程。同时，掌握包装在品牌识别系统中的作用和设计方法。 

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是现代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在

企业品牌形象的系统工程中，有很多是通过现代艺术设计来体现的。它要求设计者改变旧有的观念，

扩展新的知识，以适应发展了的企业文化设计需要。 

本课程结合大量案例分析，依次讲述品牌形象识别系统基本要素和应用要素的构成和设计方法。

使学习者掌握品牌形象识别设计中各元素的设计流程、方法与技术规范，掌握包装品牌形象设计设

计的原则和方法。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明确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的作用和意义，了解识别系统的构成，熟悉理念识别和行为识别的方

法； 

2．掌握视觉识别基本要素的构成和设计方法；掌握视觉识别应用要素的构成和设计方法； 

3．在明确包装品牌形象识别作用和方法的前提下，培养学生在设计中，有意识地运用品牌形象

识别系统约束包装、广告等应用设计。 

第一章 品牌形象识别系统（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什么是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掌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了解

理念识别和行为识别的主要内容；掌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的设计原则和一般设计程序。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的定义；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的组成及相互关系；品牌形象识别系统理念识别

的构成；品牌名称确定的原则；品牌形象识别系统设计的原则。 

教学内容 

一、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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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原则及设计程序 

第二章 品牌形象识别基本系统设计（8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品牌形象识别基本要素的组成，掌握各基本要素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标准字的特征和设计方法；品牌标准色特点和设计方法；辅助性视觉要素组成与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品牌标志 

二、品牌标准字 

三、品牌标准色 

四、辅助视觉要素 

第三章 品牌形象识别应用系统设计（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品牌形象识别应用要素的组成，掌握各要素的设计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形象识别传播的四大原则；办公事物用品应用设计方法；员工制服应用设计方法；交通工

具应用设计方法；企业环境和标识应用设计方法；商品包装应用设计方法；企业广告应用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办公事物用品应用设计 

二、员工制服应用设计 

三、交通工具应用设计 

四、企业环境和标识应用设计 

五、其他要素应用设计 

第四章 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各部分的内容和编制方法；掌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的设计方法；

了解和体会成功的品牌识别系统设计案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的编制要求和具体设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的设计方法。 

教学内容 

一、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的编制与设计 

二、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手册案例分析 

第五章 包装与品牌营销策略（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推广的一般要求和方法；掌握包装品牌推广设计的原则和方法；了解和

体会成功的设计案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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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识别系统设计的推广方法；包装品牌推广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教学内容 

一、品牌形象识别设计的推广 

二、包装品牌设计与推广策略 

 

执笔人：邢浩                                                       审核人：黄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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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企业规划与设计/The Program and Design of Packaging Factory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24     其中：实验/上机学时：8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动力学            

教学参考书：杨念椿编.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潘福池编. 制浆造纸工艺设计步骤与方法.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企业规划与设计》主要介绍包装企业规划与设计的意义、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

研究的基本内容、各类典型工厂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生产工艺平衡

计算、生产设备的选型、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和包装工厂厂房的基本知识、各种辅助生产工程设

计、技术经济工作的范围和内容、设计图纸的绘制和设计文件的整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包装企业

规划与设计基本知识和设计方法与步骤，为顺利地做好毕业设计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包装企业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2. 学习和掌握典型工厂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生产工艺平衡计算、生

产设备的选型、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并通过上机实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3. 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包装工厂设计实践活中动，分析并解决包装工厂设计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工厂基本建设程序  （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明确学习工厂设计概论的意义；了解和掌握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

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和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教学内容 

一、绪论   

二、基本建设程序   

三、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二章  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3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类典型工厂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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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址选择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教学内容 

一、厂址选择的目的和要求 

二、影响厂址选择的主要因素   

三、厂址选择的工作步骤   

四、环境影响预评价   

五、厂区总平面布置  

第三章  生产工艺设计和车间布置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生产工艺平衡计算、生产设备的选型、车间工艺设备

布置设计和包装工厂厂房的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和包装工厂厂房。 

教学内容 

一、生产工艺设计的重要性和内容   

二、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   

三、生产工艺平衡计算   

四、生产设备的选型 

五、车间工艺设备布置设计   

六、企业工业厂房   

第四章  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教学内容 

一、给排水工程   

二、动力配电  

三、供热工程   

四、三废治理工程 

五、维修、仓库工程   

六、采暖通风   

七、计量检测仪表和自动控制工程  

第五章  技术经济设计和分析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技术经济工作的范围和内容，能够进行设计概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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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一、技术经济工作的范围和内容   

二、设计概算  

第六章  设计文件的整理和设计图纸的绘制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设计说明书的基本结构、内容、编写要求和格式,了解和掌握 AutoCAD 绘制

设计图纸的方法与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设计说明书规范和要求的基本结构、内容、编写要求和格式，AutoCAD 绘制设计图纸的方法与

步骤。 

教学内容 

一、科学技术报告与论文 

二、科学技术报告、论文的编写要求和格式 

三、AutoCAD 绘制设计图纸的方法与步骤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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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文献检索/Packaging Literature Research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英语、网络基础、包装专业课程                              

教学参考书：彭奇志编. 信息检索与利用教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 2 月 

胡世炎编. 轻工信息检索与利用.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月 

赖茂生编. 科技文献检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课程简介： 

    包装文献检索的目的就是从包装学角度出发，介绍文献检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结合包装

工程及相关专业检索刊物使学生掌握包装学领域的主要检索刊物的内容、特点、检索与应用，并介

绍利用 Internet 检索专业文献的基本知识。本课程以讲解和实践性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学习。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为学生做毕业论文和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查阅文献资料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包装学领域的主要检索刊物的内容、特点、检索与应用方法； 

2. 学习利用 Internet 检索专业文献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3. 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践性查阅相结合，解决包装文献检索与应用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绪  论（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文献信息检索的时代背景——信息环境，搜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搜商表现为一个人除智商和情商之外的第三种能力。 

教学内容 

一、信息环境 

二、搜商与创新能力培养 

 第二章  信息资源概述（1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介绍信息、知识、情报、文献等相关概念，对信息资源进行归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信息资源分类 

教学内容 

一、信息及其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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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资源及其分类 

第三章  信息检索理论基础（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信息检索的基础理论、检索语言、检索途径与技术方法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 

检索语言与检索方法。 

教学内容 

一、信息检索的含义及类型 

二、信息检索原理 

三、信息检索语言 

四、信息检索途径与方法 

五、计算机检索技术 

六、信息检索基本步骤 

第四章  中文期刊数据库检索（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常用三个中文期刊数据库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CNKI 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内容 

一、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二、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 

三、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第五章 电子图书检索（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超星中文电子图书、书生之家电子图书和金图国际外文电子图书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超星中文电子图书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内容 

一、超星中文电子图书 

二、书生之家中文电子图书 

三、金图国际外文数字图书馆 

第六章  特种文献检索（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特种文献（会议文献、专利文献、学位论文和标准文献等）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会议文献和学位论文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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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文献检索 

二、专利文献检索 

三、学位论文检索 

四、标准文献检索 

第七章  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我校常用外文期刊数据库（EBSCO（ASP&BSP）、RSC 和 Emerald 数据库）的检索方

法与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ASP 和 RSC 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内容 

一、EBSCO （ASP&BSP）数据库 

二、RSC 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 

三、Emerald 数据库 

第八章  综合数据库检索（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读秀学术搜索、NSTL 和 CALIS 平台检索与文献获取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综合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传递。 

教学内容 

一、读秀学术搜索与文献获取 

二、NSTL 平台检索 

三、CALIS 平台检索与文献获取 

第九章  搜索引擎（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让学生掌握百度、Google 检索方法与技巧。 

教学重点和难点 

    搜索引擎分类检索。 

教学内容 

一、百度搜索引擎 

二、Google 搜索引擎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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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产品研发与试制》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产品研发与试制/Packaging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trial production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 24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 

学 分 数： 1.5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动力学           

教学参考书：自编讲义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和试制加工技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包装新

产品的研发路径和方法，掌握功能性包装新技术及新产品的开发、试制的工艺技术及设备。为毕业

后从事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研发工作打下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和试制加工技术； 

2. 熟悉和掌握典型包装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路径和方法。 

第一章  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内容 

一、新产品的概念与分类 

二、新产品的品格与特征 

三、新产品研发的路径与方法 

第二章  纸包装新产品的研发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纸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内容 

一、彩盒新产品的研发 

二、纸品彩印新产品的研发 

三、其它纸包装新产品的研发 

第三章  瓦楞纸板（箱）新产品的研发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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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瓦楞纸板（箱）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瓦楞纸板（箱）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内容 

一、功能性瓦楞纸板新产品的研发 

二、瓦楞纸箱新产品的研发 

三、瓦楞纸板缓冲衬垫新产品的研发 

四、其它瓦楞纸板新产品的研发 

第四章  塑料包装新产品的研发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塑料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塑料包装新产品的研发方法。 

教学内容 

一、功能性塑料薄膜新产品的研发 

二、塑料容器新产品的研发 

三、其它塑料包装新产品的研发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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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管理案例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for packag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课程类型：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时数：1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分数：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 

教学参考书：孙德强主编， 包装管理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年 3 月 

戴宏民主编， 包装管理.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包装企业管理案例分析》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包装制品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

理、质量管理、技术经济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其主要目的是让具有包装专业基础的学生掌握一

定的管理知识，具备基本的管理技能，将所学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相结合，为以后的从事包装企

业的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包装制品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经济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 

2. 通过案例分析，熟悉和掌握一定的管理知识，具备基本的管理技能； 

3. 将所学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相结合，能够适应包装企业的管理工作。 

第一章  纸包装制品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10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熟悉和了解纸包装制品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经济

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纸包装制品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 

教学内容 

一、纸盒制品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1．纸盒制品企业经营管理案例 

2．纸盒制品企业生产管理案例 

3. 纸盒制品企业质量管理案例 

4. 纸盒制品企业成本分析案例 

二、纸箱制品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1．纸箱制品企业经营管理案例 

2．纸箱制品企业生产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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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纸箱制品企业质量管理案例 

4. 纸箱制品企业成本分析案例 

三、其它纸包装容器加工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第二章  塑料包装制品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塑料包装制品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经

济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复合膜、塑料容器等包装制品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 

教学内容 

一、复合软包装膜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二、复合软包装袋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三、其它塑料包装制品生产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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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packaging 

product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专业任选课                          适用专业：包装工程 

学 时 数： 16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学 分 数： 1                                  考核方式：考查 

预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印刷、运输包装动力学           

教学参考书：自编讲义 

开课单位：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印刷包装工程系 包装教研室 包装工程专业联合培养企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包装的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包括国外

包装技术发达国家在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使学生了解和掌握

现代包装行业应用的先进技术的发展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明确学习包装工程专业和发展我国包

装行业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兴趣和热情。 

 

本门课程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 

1. 使学生熟悉和了解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2. 熟悉和了解各类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概况。 

第一章  概  述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和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和难点 

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 

教学内容 

一、现代包装技术发展概况 

二、包装产品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纸包装新技术  （6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纸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纸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纸盒包装新技术 

二、纸箱包装新技术 

三、纸浆模塑包装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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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蜂窝纸板包装新技术 

五、其它纸包装新技术 

第三章  塑料包装新技术  （4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塑料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塑料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塑料薄膜包装新技术 

二、塑料容器包装新技术 

三、其它塑料制品包装新技术 

第四章  金属包装新技术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金属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金属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二片罐包装新技术 

二、三片罐包装新技术 

三、其它金属容器包装新技术 

第五章  其它包装新技术  （2 学时） 

教学目的和要求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其它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发展及应用状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其它包装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教学内容 

一、玻璃包装新技术 

二、木材包装新技术 

三、其它包装新技术 

 

执笔人：黄俊彦                                 审核人：季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