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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背景



建设背景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一流本科教育

以科学管理提升高等教育

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严、狠、准)



先行一步变革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树

立以学生素质和能力的达成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人人参与本科教学，进行合格考核。

（前校党委童世骏书记为新生上第一堂思政课） （校长钱旭红参加校本科教学与教学管理研讨会）

本科人才培养工作是学校的立校之本，人才培

养质量与水平是学校办学实力和社会声誉的关键体

现，学校各项工作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各种方式

支撑、服务、保障本科教学工作稳步推进。

建设背景



人才/
培养一批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卓越人才

课程/
打造一批高水平优质课程

专业/
形成一批引领性的优势和特色专业

一流本科：

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人才

建设背景



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 建设10000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

– 建设10000个省级一流专业点

– 2019年：3400个，2020年：4000个，2021年：2600个

– 2019年：中央高校1400个专业点，地方高校2000个专业点

把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作为调整优化专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两个全覆盖：各类高校全覆盖、各个专业类全覆盖

建设背景



化学专业2019年入选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建设背景



一流课程建设指导思想

建设背景



一流课程建设基本原则

建设背景



一流课程类型

建设背景



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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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院史沿革

1896 1925 1993

1924 1951

圣约翰大学

理学院

光华大学

化学系

大夏大学

理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系

2001
华东师范大学

理工学院化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

生命科学学院化学系

2015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专业发展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上海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
重点实验室

化学 药学

无机化学博士点

有机化学博士点

分析化学博士点

物理化学博士点

高分子化学博士点

药物化学硕士点

药理学硕士点

药剂学硕士点

“2个一级学科2个重点研究基地”（6个博士点，10个硕士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分子治疗与新药创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化学学科教学论博士点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专业定位、招生规模

化学专业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化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师范教育基地，分为师

范和非师范两个培养方向，通过“四高”（“高水平师资—高水平课程体系—高水

平科学研究—高质量人才培养过程”）机制，培养具有良好科学、人文素养，专业基

础扎实、创新能力突出的卓越中学化学教师和化学科研人才。

非师范生

~40人/年

公费师范生

~90人/年

菁英班

~30人/年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 专业排名

193th

USNEWS全球大学排名

基本科学指标排名
全球自然指数排名

1.01‰/134th 55th

全球

全球 全球

16th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全国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 师资队伍

7名 院士（含双聘）

钱旭红 何鸣元 韩布兴 唐 勇 马大为 施剑林 樊春海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 师资队伍

5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吴鹏 田阳 杨海波 周剑 步文博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 师资队伍

杨海波 周剑 李迪 葛建平 姜雪峰

高栓虎 裴昊 张中海 何晓 徐林

10名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实验实践平台

国家级 | 教师教育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 化学分中心.2010

上海市 | 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7

上海市 | 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地 —— 化学实践工作站.2009

http://www.etcte.ecnu.edu.cn/

http://chemlab.ecnu.edu.cn/

http://chemwork.ecnu.edu.cn/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无机实验室

有机实验室

综合实验室

分析实验室 物化实验室
公共空间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生实验实践平台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生实验实践平台 化学实践工作站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人才培养特色优势

1) 精准对接中学化学教育，培养卓越中学化学教师。依托于“三习”、“三位

一体”的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专注于师范生养成教育的第二课堂和师范生海外研修
计划，培养德业双修的卓越中学化学教师。

师范生海外交流 在校优秀师范生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人才培养特色优势

2) 科研推动创新，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依托高水平科研、师资和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教学、研教结合，建立高质量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人才培养特色优势

2) 科研推动创新，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依托高水平科研、师资和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教学、研教结合，建立高质量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葛建平（优青、
青年拔尖）

田阳（杰青）
张中海、裴昊（优青）

《化学原理A》 《分析化学A》（I、II）

周剑（杰青）

《有机化学A》（I、II） 非师范生培养方案

“本科生蹲组”科研训练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人才培养特色优势

2) 科研推动创新，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依托高水平科研、师资和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教学、研教结合，建立高质量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近3年化学专业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和支持情况
田阳教授 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

“活体分析中分子探针和生物成像的
新原理新方法研究”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人才培养特色优势

3) 推进院校合作、教科融合，培养化学拔尖人才。依托中科院有机所、大化所

等优势科研平台，联合举办“化学菁英班”，共同培养化学拔尖人才。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生成果
化学院本科生年均承担国家级、上海市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约40项，参加人数近100人，

发表论文及申请专利40篇（项）左右，作为主力代表学校参加历届国创论坛和上创论坛。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本科生成果

在各项学科竞赛、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优秀毕业论文评选和挑战杯，以及诸如英语大赛、

计算机技能竞赛和数学建模竞赛中，化学院本科生屡屡斩获一等奖和金奖。

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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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问题：
实践教学落后
缺乏前沿性
理论与实践脱节等

对策：

建设综合性、问题导向、学科交
叉的新型课程群，将学科研究新
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社会需
求新变化及时纳入教材及教学。

一些思考

意义：

推进和完善教育教学改革

学生知识结构与专业发展接轨

创新人才的培养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化学教学取向的变迁

概念解析

的教学

概念转变

的教学

观念建构

的教学

素养发展

的教学获得概念定义

转变存在偏差

超越具体概念

形成认识能力

从知识到能力素养的发展进阶

A 学习理解

B 实践应用

C 创新迁移

A3 说明论证

A2 概括关联

A1 观察记忆

B3设计证明

B2推论预测

B1分析解释

C3创新思维

C2系统探究

C1复杂推理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 化学学科的思维方法

◆ 化学知识的认识功能

◆ 化学学科的认识视角

◆ 化学学科的人文内涵

专业基础 学科理解 学科思维

系统整合

问题设计情境教学 活动创设

通识跨界

深入理解学科本质并入教学



活体细胞中关键生物分子的荧光成像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 掌握仪器的分析原理

与特点，基本构造与

操作要领；

• 了解分析仪器的发展。

知识

• 使用分析仪器，完
成相应的实验内容；

• 撰写实验报告，能
够运用所学知识对
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能力
• 树立正确的科学理
念，提升科学素养、
自主学习能力与创
新意识；

• 增强人文关怀与社
会责任感。

素养

分析化学实验课程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分析化学实验课程



预习
自测

汇报
讨论

实验
报告 线上

互评
实验
操作

预习
报告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

线下线下线上

课前 课中 课后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分析化学实验课程



项目负责人：田阳教授

致力于活体生物化学分析及生物传感的研究工作：建立了与氧化应激过程相关的生物小分子的在

体分析新原理新方法；在活细胞内与氧化应激过程密切相关的化学信号获取与成像的新原理新方

法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

细胞内的信号通路与生理病理相关的过程

近年来所发展的适于活体分析新方法:
（1）ROS: O2

•-, ·OH, H2O2, NO

（2）金属离子: Cu2+, Cu+

（3）pH, O2, 温度
（4）氨基酸

p高选择性
p高准确度
p高灵敏度

O2
-

pH¯

Cu2+

 高选择性
 高准确度
 高灵敏度

近年来所发展的适于活体分析新方法：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多通道在体分析神经细胞荧光寿命成像线粒体靶向Ca2+探针

设计与合成了大量新型高选择性分子探针，结合纳米孔技术，利用识别配体的电荷及空
间变化，实现生物分子如金属离子等生物小分子、核酸、A蛋白、Tau蛋白的活体分析。

项目负责人：田阳教授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上海市教委重大项目：

活体分析中分子探针和生物成像的新原理
新方法研究

多光子单分子荧光寿命成像系统

细胞微操控及膜片钳系统

完备的实验条件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转化为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和难点

在分析化学中，实现生命体中关键生物分子的实时在体追踪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学生关注度高、与学科前沿研究联系极为紧密；

实验对操作环境和仪器的要求高，实验操作时长较长，相关实验课程难以开设，学生极
少有机会接触该类型的实验。

“活体细胞中关键生物分子的荧光成像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通过虚实结合方式

模拟生物荧光成像探究生命体中关键生物分子的动态变化实验过程，使学生了解

生物分析研究的过程，并掌握生物荧光成像探究细胞中关键生物分子的生物实验

及分析实验的原理及操作。并进一步以感兴趣的生物小分子为分析对象，设计相

关的探索性研究课题，引发他们对生物荧光成像研究领域有更多思考和探索。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实验原理介绍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主要实验流程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主要实验内容

分析溶

液制备

光谱测

定分析

细胞染

色实验

共聚焦

实验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部分实验结果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相关知识点考核模块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虚拟实验教学硬件条件

支持100个同学同时在线
并发访问和请求系统总体架构图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虚拟实验教学效果及评价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情况



谢 谢！

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