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模块化专业)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人文社科素养、职

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视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具备环境污染（水、固、

气、物理性污染）分析、评价与防治、污染物控制工程设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具

有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工程素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团队精神

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在环境工程及相关领域第一线从事环境监测、设计、施工、运

营、管理、咨询、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工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学生毕业5年左右时间能较好地适应岗位工作要求，获得工程师职称或担任骨

干或项目管理人员。

二、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环

境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环境工程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环境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

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检测技术、仪器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环境

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环境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实

践和复杂环境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环境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

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

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环境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 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

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环境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

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三、学制与学分

四年九学期，其中第五学期为认知实习学期，共240学分。

 

四、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3-7年)学完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与学位课程

主干学科：环境工程

学位课程：

 
学位课程 总学分 模块 学分

公共学位课程 1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5.0

大学英语Ⅰ模块 5.0
大学英语Ⅱ模块 5.0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学位课程 24.5

分析化学 3.0
物理化学 3.5
无机化学 2.0
有机化学 2.0

工程应用数学
D（生物） 4.0

工程应用数学B（生
物） 5.0

工程应用数学A 5.0

工程基础类学位课
程 11.0

电工电子技术 2.0
工程流体力学 2.0
环境工程原理 3.5

工程制图 3.5

专业基础类学位课
程 10.0

基础生物化学 2.0
环境微生物工程 2.5

环境监测 2.5



六、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环境生态学 3.0

专业类学位课程 18.0

环境法学 2.0
固体废弃物处置工

程 2.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3.0
环境影响评价 3.0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
程 2.0

水污染控制工程 3.5
环境规划与管理 2.0

总计 81.5

序号 毕业要求 专业能力 实现途径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
识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

题。

具备一定从事工程类工作所
需的自然科学与数学知识;具
备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具备扎
实的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技
能，具有一定的物质分析与
计算能力；具备一定的生物
知识；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
工程基础理论与技术，具有
较强的环境工程设计和污染

防治的能力

工程应用数学A、工程应用
数学B（生物）、工程应用
数学D（生物）、物理基础
（大学物理）、计算机基础
及ACCESS、工程基础I（工
程制图）、工程基础II（工
程力学）、工程基础III（电

工电子技术）、工程基础
V（工程管理、土建基础

）、工程基础VI（环境工程
原理、流体力学）、环境工
程设计及应用I (AutoCAD制
图、环境工程设计)、环境化
学基础I（有机化学）、环境
化学基础II（无机化学）、
环境化学基础III（物理化学
）、环境化学基础IV（分析
化学)、环境生物基础Ⅰ（环
境生态学）、环境生物基础
II（基础生物化学）、环境
生物基础III（环境微生物工
程）、环境分析与评价、污
染物控制工程、环境工程设
计及应用II(水、大气、固废

课程设计)

2

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环境
工程的基本原理，识别、表
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
杂环境工程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能阅读环境专业外文文献书
刊，有一定的外语交流、信
息收集、沟通、写作与阅读
能力；具备一定从事工程类
工作所需的自然科学与数学
知识、工程技术基础知识、
化学知识和化学实验技能及
应用能力，一定的物质分析
与计算能力、环境工程的基

本原理及应用能力

大学英语（I、II）、工程应
用数学A、工程应用数学

B（生物）、工程应用数学
D（生物）、物理基础（大
学物理）、计算机基础及

ACCESS、工程基础VI（环
境工程原理、流体力学）、
环境化学基础I（有机化学
）、环境化学基础II（无机

化学）、环境化学基础
III（物理化学）、环境化学

基础IV（分析化学)、环境生
物基础、环境分析与评价、
污染物控制工程、专业选修
模块-环境知识拓展（科技文
献检索、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科技论文写作、环境伦理

学）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
计针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
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及环境因素。

具备工程技术基础知识；掌
握环境科学与工程工程基础
理论与技术，具有较强的环
境工程设计和污染防治的能
力；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
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

境因素。

工程基础I（工程制图）、工
程基础V（工程管理、土建
基础）、工程基础VI（环境
工程原理、流体力学）、环

境工程设计及应用I
(AutoCAD制图、环境工程设

计)、环境工程设计及应用
II(水课程设计、大气课程设
计、固废课程设计）、专业
选修模块-环境生态工程（生
态工程与设计）、毕业论文

（设计）

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
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环境工
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工程基
础理论与技术，具有较强的
环境工程设计和污染防治的
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创新
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进行
研究、开发新工艺、设备的

初步能力

工程基础VI（环境工程原理
、流体力学）、环境化学基
础、环境分析与评价、污染
物控制工程、污染物控制工
程III（污染物控制工程大实
验）、环境工程创新型综合
大实验、专业选修模块-环境
项目实训实践（环境工程仿
真实训、环境项目实践）、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现代仪器
分析技术、专业选修模块-污
染源解析与评价实践、第二
课堂与创新创业、各类实习
（认知实习、生产实习、毕
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
杂环境工程问题，开发、选
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检测技术
、仪器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
，包括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

其局限性。

污染物检测分析与环境评价
能力；环境工程设计能力

；具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标准和规范方面的知识和应
用能力；具有一定环境经济
管理与规划方面的相关知识

计算机基础及ACCESS、环
境分析与评价Ⅰ（环境监测
）、环境分析与评价Ⅱ(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系统分析)、
毕业论文（设计）、环境工

程设计及应用I（AutoCAD制
图、环境工程设计)、环境工
程设计及应用II(水课程设计
、大气课程设计、固废课程
设计）、环境管理（环境规
划与管理、环境法学）、专
业选修模块-环境生态工程

（生态工程与设计）、专业
选修模块-环境现代仪器分析
技术、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工
程经济（环境经济学、工程
概预算与招投标技术）、专
业选修模块环境应急与风险
评价（环境应急管理、环境
风险评价）、专业选修模块-

清洁生产与再生能源利用
（清洁生产技术、再生能源
与资源效率）、专业选修模
块-环境知识拓展（科技文献
检索、环境工程专业英语、
科技论文写作、环境伦理学

）、毕业设计（设计）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环境
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
分析，评价工程实践和复杂
环境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具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
准和规范方面的知识和应用
能力；具有一定环境经济管

理与规划方面的相关知识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法学）、专业选修模
块-环境工程经济（环境经济
学、工程概预算与招投标技
术）、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应
急与风险评价（环境应急管
理、环境风险评价）、专业
选修模块-清洁生产与再生能
源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再

生能源与资源效率）



七、模块构建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
解和评价针对环境工程问题
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环境评价能力；具有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方

面的知识和应用能力

环境工程导论、环境分析与
评价、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应
急与风险评价（环境应急管
理、环境风险评价）、专业
选修模块-环境知识拓展（环

境伦理学）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
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
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品质等；良好的文化
素质、文学艺术修养、人际

交往意识等

思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思政（形式与政策
）、思政（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思政（中国近代史纲要

）、公共选修模块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
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
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

良好的人际交往与团队合作
能力

思政、公共选修模块、毕业
论文（设计）、创新创业、

项目实践、课程设计

10

能够就复杂环境工程问题与
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
告和设计文稿、 陈述发言、
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
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能阅读环境专业外文文献书
刊，有一定的外语交流、信
息收集、沟通、写作与阅读

能力

大学英语（I、II）、专业选
修模块-环境知识拓展（科技
文献检索、环境工程专业英
语、科技论文写作、环境伦
理学）、毕业论文（设计）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环境
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
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

用。

具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
准和规范方面的知识和应用
能力；具有一定环境经济管

理与规划方面的相关知识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法学）、专业选修模
块-环境工程经济（环境经济
学、工程概预算与招投标技
术）、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应
急与风险评价（环境应急管
理、环境风险评价）、专业
选修模块-清洁生产与再生能
源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再

生能源与资源效率）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

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自主学习、毕业论文（设计
）、项目实践

模块 能力 负责人

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法制观和历史观；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
握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树立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

想和坚定信念。

马院

公共选修

优化知识结构，提高能力与素
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科学
素质与创新能力；引导学生了
解学科前沿新成果、新趋势、

新信息。

教务处

素质教育

良好的身体素质，健康的心理
状态，较强的安全意识，职业
生涯规划，对专业具有初步认

识。

武装部、教育学院、生物学院

体育

培养和提高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
体育精神；增强学生体质，提
高学生体育运动水平，营造健
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公体部



大学英语

夯实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和能力，并培养学生的英语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提高综合文

化素质，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能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

和书面交流。

基础教学与实验中心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知识拓展

培养学生从人类行为角度认知
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之间的矛
盾──环境污染、破坏和恶化
等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阅
读、理解专业文献资料及撰写

科研论文、研究报告的能力
，为学生今后继续深造或从事
相关科研管理类工作奠定基础

。

巫杨

工程应用数学

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一元函数
微积分知识分析与专业相关问
题的能力，将专业问题抽象为
数学问题的能力，一定的逻辑
推理与运算的能力，初步的数
学建模能力；合运用多元函数
微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及线性
代数的基本知识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将实际问题抽
象为数学问题的能力，较强的
逻辑推理与运算的能力，一定
的数学建模能力；使学生能够
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
、处理随机问题的能力，较强
的建立统计模型的能力；使用
统计软件对相关生物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的能力。

程玲华、段宝彬

大学物理（生物与环境）

使学生掌握经典的力学、振动
与波、电磁学、光学的核心知
识。通过学习，学生将发展出
应用基本的物理规律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科学

的思维方法。

陈锋

信息技术（计算机基础及
ACCESS）

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的结构、原
理及日常使用的基本知识，通
过学习，学生能熟练掌握日常

的办公软件。掌握ACCESS 基础
知识，了解其在自然科学中的

应用。

基础教学与实验中心

工程基础I（工程制图）
掌握工程识图、绘图的基本方
法、机械制图基础，为今后专

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先进制造工程学院

工程基础II（工程力学） 掌握工程力学的基本知识，为
今后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城市建设与交通学院

工程基础III（电工电子技术）
掌握电工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
，为今后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
先进制造工程学院

工程基础V（工程管理、土建基
础）

掌握工程管理及土建基础的基
本知识，为今后专业课学习打

下基础
城市建设与交通学院

工程基础IV（金工实训）

培养劳动观点、创新精神和理
论联系实际的素质；具有对简
单零件进行初步工艺分析和选
择合适的加工方法的实践能力
；在主要工种上应具有独立完
成简单零件加工制造的实践能

力。

基础中心



工程基础VI（环境工程原理、
流体力学）

掌握与环境治理相关的单元操
作的基本原理，典型设备构造
、选型及计算方法，掌握流体

运动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
，能够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环境工程设计实践中面临的
流体运动问题，为今后毕业设

计和专业工作打下基础。

朱仁发、丁海涛

环境化学基础I（有机化学） 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为
今后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杨本宏

环境化学基础II（无机化学） 掌握无机化学的基本知识，为
今后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姚李

环境化学基础III（物理化学） 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为
今后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邵国泉

环境化学基础IV（分析化学) 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知识，为
今后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 吴缨

环境生物基础Ⅰ（环境生态学
）

掌握环境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知
识、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操作

技能。
邓呈逊

环境生物基础II（基础生物化学
）

掌握基础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
知识、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操

作技能。
邓呈逊

环境生物基础III（环境微生物
工程）

掌握环境微生物工程等方面的
基本理论知识、科学研究方法

和实验操作技能。
丁海涛

环境分析与评价I（环境监测）

熟练掌握环境监测的基本原理
和常见污染物的监测方法，具
有对不同环境要素监测布点和
采样、样品预处理及测定的操
作技术，以及应用计算机处理
、分析和解读环境监测数据的
能力，为后续环境工程专业技

能打下良好专业基础。

巫杨

环境分析与评价II(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系统分析)

能利用相关的环境标准和工程
资料评价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
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以及环境质
量变化对人类社会行为、生存
与发展的影响，掌握污染物在
环境介质中的运动规律、环境
质量基本模型的解析解及其图
象特征、环境质量基本模型的

运用条件及具体运用。

笪春年

污染物控制工程I（水污染控制
工程、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使学生初步掌握环境领域中基
本污染物废水、物理性污染处
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方法
，能够根据实际的处理对象提
出基本的污染物处理方案，培
养学生实际的动手能力和创新

性思维能力。

陈俊

污染物控制工程II（固体废弃物
处置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

使学生初步掌握环境领域中基
本污染物废气、固废处理的基
本理论知识、基本方法，能够
根据实际的处理对象提出基本
的污染物处理方案，培养学生
实际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性思维

能力。

张金流

污染物控制工程III（污染物控
制工程大实验）

掌握污染物控制工程实验技术
和方法，对污染物控制工程进
行仿真模拟训练，为以后的学
习和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

刘斌



环境工程设计I (AutoCAD制图
、环境工程设计)

环工工程工艺流程设计，物料
衡算与能量衡算，环保设备设
计及选型；熟悉环工CAD的制
图标准和规范、工艺设计的步
骤、掌握构筑物的选择及其尺
寸的确定、工艺平面布置图、
高程图绘制规范及方法，掌握
绘制基本二维图形、编辑二维
图形对象、精确绘图工具的使
用、图形设置与管理、创建复
杂图形对象、尺寸标注、二维

图形绘制实例、布局与打印
，为后续污染物控制工程（水
、固、气）课程设计、今后环

境工程工艺设计打下基础。

王磊、张勇

环境工程设计II（环境工程仿真
、实训污染物控制工程课程设

计）

通过对环境工程工艺进行计算
机虚拟仿真实训，进一步促进
学生对前修的污染物控制工程
模块中的环境工程工艺及设计
进行深入地系统理解，再帮助
其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实
际模拟设计，以胜任有关水、
大气和固体废物处理方面的工

程设计任务。

卫新来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法学）

认识我国各项环境保护法律的
内容与规定，了解各类环境标
准与规范，掌握环境规划与管
理基础知识、理论体系与环境
管理方法，具有从事环境规划
管理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郑志侠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工程综合大
实验

通过在实验中不断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操
作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数据
综合分析能力，培养学生严谨
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

作风。

刘盛萍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项目实践

通过项目学习的方式，进一步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的基本能力，为学生毕业
后从事环境污染控制工程设计
、技术管理等工作奠定必要的

基础。

卫新来

专业选修模块-清洁生产与再生
能源利用

培养学生具备该领域认知能力
及启发性自我学习与创造能力
；同时，通过模块学习，学生
可具体掌握可再生能源技术要
点及其产业化过程；重点培养
学生在该领域内的工程素养与

国际视野。

程思薇

专业选修模块-污染源解析与评
价实践

结合现有的产学研平台“环境
工程研究院”承担污染源解析
方面服务地方的科研项目，开
展对巢湖水体污染源解析、合
肥市生活垃圾成分分析、安徽
矿区土壤污染物分析、大气污
染源解析等的实践教学与训练
，培养学生污染物调查、环境

项目实施及研究的能力。

王磊



专业选修模块-土壤与环境化学

使学生掌握环境化学的研究内
容、特点和发展动向，掌握环
境化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有机
、无机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
迁移转化的规律及其效应，初

步了解环境化学任务（课题
）的研究方法。明确环境化学
的任务和目的以及环境化学在
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
；熟悉有机污染物环境地球化
学循环的基本原理，能够形成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有机污染物
造成的实际环境科学问题思路
，培养环境样品分析检测的能
力和环境质量评价的科学方法
；熟悉不同类型污染物对土壤
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掌握土
壤环境质量调控和改善的基本
途径和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研

究的能力和方法

朱小磊，张玲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应急与风险
评价

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概念、
环境应急管理主要内容、掌握
环境风险评价的一般流程，方
法，为学生进入工程实践学习

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孙倩倩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工程经济

掌握环境经济评价的基本方法
，环境经济规划的基本内容
，以及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了解工程计价的基础知识

，掌握工程计价的原理和方法
，具备工程计价的基本能力

，使学生学会开展技术经济分
析的方法，学会编制工程预算
的方法和技巧，掌握工程招标

方法及报价技巧。

程思薇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生态工程 了解掌握生态规划、生态工程
设计方法、常规技术。 邓呈逊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生物工程
掌握生物工程的基本概念、各
种环境生物技术在环境工程中

的作用和应用。
邓呈逊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现代仪器分
析技术（2学分

了解各类现代分析仪器的原理
、仪器组成、结果和应用。掌
握几种现代分析仪器基本操作
程序，能独立上机操作仪器并
进行测试；学习并掌握样品制
备及处理技术；掌握对测试数

据和结果的分析方法。

刘盛萍

专业选修模块-给水排水工程
培养给水排水系统的基础知识
和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能

力。
城市建设与交通学院

专业选修模块-环境工程仪表与
自动化

培养仪表与自动化的基础知识
及在环境工程领域的应用能力

。
先进制造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模块-专业选修模块-行
业固体废物处置技术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主要使学
生掌握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工业、农业、生活固体废物
）处置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及
工业流程，具备对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工程进行设计运营、技
术研发、项目管理、技术咨询
等方面的能力，为学生进入社
会从事环境保护领域的工作打

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张金流



八、模块化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框架

 

专业选修模块-水污染高级处理
技术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掌握地下
水污染治理、污水生物处理、

工业废水处理等技术与工艺
，为学生进入工程实践学习打

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陈俊

认知实习

初步了解环境污染防治、环境
管理的基本情况，增强专业感
性认识，为以后专业课程的学

习奠定必要的实践基础。

叶劲松

生产实习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学生在学
习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后，到生
产现场，参加实际工作，以巩
固加深专业知识，学习生产技
术，又可学习实际生产技术知
识或管理知识，掌握生产技能
，或培养管理能力。生产实习
也是道德品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培养劳动观点、爱护公共财
物、组织性纪律性、职业道德

等。

刘盛萍

毕业实习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获得
毕业设计与论文所需的素材和
技术资料。着重提高学生解决

工程实践问题能力。

刘盛萍

毕业论文 (设计)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理论分
析、制定设计和实验方案的能
力；设计、计算和绘图的能力
；实际研究的能力；数据和信
息处理、计算和综合分析的能

力；撰写论文的能力等。

叶劲松

创新创业第二课堂理论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实践与综
合能力 生物学院环境工程系

学期 模块 学分

1
大学英

语Ⅰ
5.0学分

工程应
用数学

A
5.0学分

环境化
学基础I
3.0学分

环境化
学基础

II
3.0学分

信息技
术（计
算机基

础及
ACCES

S
4.0学分

20.0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素
养
16.
0

学
分

素
质
教
育
10.
5

学
分

创
新
创
业
第
二
课
堂
12.
0

学
分

体
育
6.0
学
分

公
共
选
修
模
块
5.0
学
分

2
大学英

语Ⅱ
5.0学分

工程应
用数学
B（生
物）

5.0学分

环境化
学基础

III
5.0学分

工程基
础I

3.5学分

大学物
理（生
物与环

境）
6.0学分

24.5

3

环境生
物基础

Ⅰ
4.0学分

环境生
物基础

II
3.0学分

工程应
用数学
D（生
物）

4.0学分

工程基
础II

3.0学分

工程基
础III

3.0学分

环境化
学基础

IV
4.5学分

工程基
础IV金
工实习
1.5学分

23.0

4
工程基

础V
4.0学分

工程基
础VI

7.0学分

环境生
物基础

III
4.0学分

环境分
析与评

价Ⅰ
4.0学分

19.0

5

认知实
习

15.0学
分

15.0



6

污染物
控制工

程Ⅰ
5.5学分

污染物
控制工

程Ⅱ
5.5学分

污染物
控制工

程
III（污
染物控
制工程
大实验

）
7.0学分

环境工
程设计I
4.0学分

专业选
修模块-
环境工
程经济
/专业选
修模块-
土壤与
环境化

学
4.0学分

26.0

7

环境工
程设计
II （污
染物控
制工程
课程设

计）
5.0学分

专业选
修模块-
环境现
代仪器
分析技

术（2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给
水排水

工程
（2学分
）/专业
选修模
块-环境
工程仪
表与自

动化
（2学分
）/专业
选修模
块环境
应急与
风险评

价（4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清
洁生产
与再生
能源利

用（4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环
境生态

工程
（2学分
）/专业
选修模
块-环境
生物工

程（2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环
境知识

拓展
（6学分

）
10.0学

分

环境分
析与评

价Ⅱ
6.0学分

环境管
理

4.0学分
25.0



九、模块学分分配表

 

8

环境工
程综合
大实验
4.5学分

生产实
习

4.5学分

专业选
修模块-
环境项
目实践
（5.5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污
染源解
析与评
价实践
（5.5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行
业固体
废物处
置技术
（5.5学
分）/专
业选修
模块-水
污染高
级处理

技术
（5.5学
分）/

5.5学分

14.5

9
毕业实

习
5.5学分

毕业论
文(设计

)
18.0学

分

23.5

总计 共240.0学分

模块类型 学分 比例% 实践学分 实践学分
比例%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选修学分

比例%
人文社会
科学类通

识教育
53.5 22.29 21.4 8.93 48.5 5 2.08

工程实践
与毕业设
计(论文)

55.5 23.13 55.5 23.13 55.5 0 0

数学与自
然科学类 39.5 16.46 9.6 4.02 39.5 0 0

工程基础
类 20.5 8.54 2.5 1.04 20.5 0 0

专业基础
类 15 6.25 5 2.08 15 0 0

专业类 56 23.33 36 15 36.5 19.5 8.13
合计 240 100 130.1 54.2 215.5 24.5 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