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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教育中心基本情况 

实 践 教育 中 心 名 称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校 外 实 践 基 地 名 称 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参与的管理机构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管理办公室 

教 学 简 况 

实验课程门数 实验项目个数 面向专业个

数 

年实验人时数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6 2 45 6 2 4.8 万 6400 

教 材 建 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量

（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

（种） 主 编 参 编 

3 2 2 0 

基 础 条 件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仪器设备 

台件数 

仪器设备总

值(万元) 

10 万元以上设备 

台套数 总值（万元）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内 校外 
校

内 

校 

外 

校 

内 

校

外 

3200 2500 230 70 1400 800 25 12 920 492 

相 关 条 件 

是否具有

行业背景 

是否列入卓越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 

是否正式签

订合作协议 

协议 

签订时间 

协议 

合作年限 

是 是 是 2012.3.21 5 年 

合作单位简介 

基

本

情

况 

法人代表 王明根 联系人 徐正群 

联系人电话 0514-80803390 
联系人所在 

部门及职务 
办公室主任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主管单位 
扬州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 

简介（着重说明满足实践环节需求情况）： 

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于 1968 年，是全国最早研发生

产环保机械设备的企业之一，为中国环境保护骨干企业、全国环保行

业“自主创新能力 10 强”企业、江苏省明星企业。公司总部占地面

积 150亩，员工 800余人，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 265人，总资

产 3.93 亿元。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公司始终专注于科技创新，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已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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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包括本专业教师

在内的多位知名专家长期担任技术顾问，从科研机构建设、科技投入、

人才培养多方面入手，促进了公司自主科研开发能力的提高。主导产

品有：格栅除污机、系列闸门、刮（吸）泥机等城镇生活污水、工业

废水、城市给排水处理成套设备共计 80 多个系列，1200 多个品种。

部分产品为国家、省级高新技术产品，格栅除污机为中国名牌产品，

铸铁镶铜闸门、刮吸泥机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天雨”

注册商标为江苏省著名商标。公司先后承担了国家 863科研项目、火

炬计划、星火计划，江苏省火炬计划、高技术研究计划、科技支撑计

划等多个项目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各类科研项目计划实施管理经

验。多个产品技术和质量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填补了国内空白，可替

代进口。参与了 6 个环保产品技术的行业标准制定、1 个城镇建设行

业标准制定和 2个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的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制

定。 

公司具有国家环保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和国家环境保护设施运营

甲级资质，可承担环保工程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具有大型

钢结构闸门、A2级压力容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具有市政公

用工程总承包一级、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总包一级资质。公司现有大中

型加工、检测设备 300 余台套，已建立起从工程设计到设备制造、工

程建设、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和环保投融资一体化的污水处理产业综

合性新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在水污染治理领域产品销售、工程设计施

工等连续多年名列前茅。 

公司可为本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

源，学生在企业以实际的工程项目为依托，对项目的全流程进行跟踪

学习，包括现场勘查、基础数据收集、工艺技术分析、关键设备选型、

图纸绘制、参数计算、项目设计书或报告撰写等，掌握环境工程项目

的工作流程、主流技术、标准规范等。 

 

注：申报表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表格空间不足，可以自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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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情

况 

姓名 年龄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王连军 5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025-84315500 13901587186 wanglj@njust.edu.cn 

教学科研

工作经历 

王连军，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化工）、中国化学会理事、

中国兵工学会理事、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化学化工

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颗粒学会理事长。获得“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

献者”荣誉，是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教学经历 

先后承担了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理论课程“水污染控制工程”、

“学科前沿讲座”、“环境问题”，实践课程“生产实习”和“环境工

程专业实验”的教学工作；承担了硕士研究生课程“水污染控制理论

与技术”、博士研究生课程“环境科学与工程进展” 的教学工作。历

年来共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 102 名，硕士研究生 62 名，博士研究生

34 名，博士后 5名。 

（2）科研经历 

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和环境功能材料领域的科学研

究工作。先后承担了国防基础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等学

校科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江苏省科技支撑项目、江苏

省环保基金以及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项目等科研课题 20 多项，

并完成了无锡兴达泡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华升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泰州百力化学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兴达石化有限公司等 30 余

家企业的废水治理工程项目，均通过环保部门的验收，为江苏和化工

行业的节能减排作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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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

科研成果 

（1）教学成果 

出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化》（排

名第二），并于 2011年获江苏省精品教材； 

参编《水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核心教材,

任南琪主编，2007年） 

出版专著《实用环境工程设备设计》（排名第二，1994年） 

所指导的研究生获“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2 篇。 

承担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基于创新型工

程人才培养的研究生课程改革” （排名第二，2012 年）。 

（2）科研成果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6 项，授权 8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4 件。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余篇，被 SCI/EI收录 120

余篇。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7 项，并完成近 30 项环境保护工程

项目的实施。所带领的团队入选 2011 年度“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 

2011年“化工废水处理与回用关键技术与集成工艺”获江苏省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2010年“高浓度难降解化工废水处理新技术与工程化”获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9 年“三苯废气控制、膜气体吸收净化技术开发”获国家环

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05年“餐厅污水快速处理装置的研制”获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

三等奖； 

2004年“无机陶瓷膜过滤器的研制及在丝网印刷废水处理中的应

用”获国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998 年“JH20-1A 经皮黄疸仪的研究” 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 

1996年“液膜法在处理重金属废水中的应用研究”获兵器工业总

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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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教

育

中

心

人

员

情

况 

实验教师 
总人数 

其中专职教师人数 
其中兼职 

教师人数 小计 正高 副高 
中

级 
其他 

48 34 9 19 6 0 14 

实验技术

人员 

总人

数 

其中高级工程师/ 

实验师人数 

其中工程师/ 

实验师人数 

其他技术 

人员人数 

2 1 1 0 

企事业单

位实践经

历教师 

总人

数 

其中具备专业领域实

践背景专职教师人数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企

事业单位兼职指导教师人数 

34 20 14 

其他人数 0 

2009 年以来 

实践教育中心 

经费投入和 

支出情况 

时间 
经费投

入(万元) 
支出项目 

支出 

子项目 

支出金额 

（万元） 
备注 

2009 100 

环境监测、

环境工程实

验室建设 

常规仪器补

充、更新 
10 

 

气 相 色 谱

仪、液相色

谱仪等 

80 

 

实验台柜 10  

2010 170 
综合性实验

建设 

TOC、GC-MS

等大型仪器 
120 

 

粒度测试仪 30 
 

小型实验仪器 20  

2011 200 
创新性实验

建设 

红外光谱仪

等大型仪器 
160 

 

常规仪器 30 
 

实验台柜 10  

2012 150 

环境仪器分

析实验室建

设 

离子色谱 45  

ICP 85  

环境样品预

处理设备 
20 

 

合 计 62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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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来 

实践教育中心

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只列省级以

上成果） 

请注明时间、项目及等级和授奖单位 

主要教学成果： 

（1）2009 年，“化工类专业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获

江苏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省教育厅）； 

（2）2011年，“构建先进的实习平台，仿真与生产互动，全面提高化

工生产实习教学质量” 获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省

教育厅）； 

（3）2011 年，《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化（第二版）》被评选为江苏

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省教育厅）； 

（4）2010年，杨树林研究员指导的博士生梁广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省教育厅）； 

（5）2011年，张建法教授指导的硕士生夏木斯亚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省教育厅）； 

（6）2011 年，陈守文副教授指导的本科生获第十二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教育部）； 

（7）孙秀云副教授等教师承担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项目及校级教改

项目 10项（见附件 1）； 

（8）获得国家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11 项，江苏省

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5项（见附件 2）。 

主要科研成果： 

（1）2011年，“钴酸镧等高性能超细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和应用技术”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科技部）； 

（2）2011年，“化工废水处理与回用关键技术与集成工艺”获江苏省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省政府）； 

（3）2010年，“高浓度难降解化工废水处理新技术及工程化”获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 

（4）2009年，“三苯废气控制、膜气体吸收净化技术开发”获环境保

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环保部）； 

（5）2009年，“低消耗软化学方法在超细催化剂制备中的应用”获江

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省政府）；  

（6）2011年，化工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科研团队获“江苏高校优秀科

技创新团队”称号（省教育厅）； 

（7）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4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9项（见附件3）； 

（8）发表科研论文 200余篇，其中 SCI收录 67篇（见附件 4）；授权

发明专利 10项（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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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教育中心建设方案 

建设意义和必要性： 

南京理工大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始建于 1979 年，是江苏省最早开设环境工程专业

的高校，1980 年招收了第一批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目前该专业是江苏省特色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拥有化工污染控制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和江苏省化工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高校重点实验室，已经形成了环境科学基础研

究和工程应用有机结合的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在 32 年的环境工程本科专业的教育

实践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工科背景、基础宽厚、产学互动”的办学指导思想，逐

步形成了“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充分发挥学科交融和资源共享的优势，

系统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教学理念，制定了“复合型创新

性工程精英、社会中坚”人才培养目标，着力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

具有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环境工程专业人才。 

尽管我们在高素质环境工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践教学过程

中，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是影响学生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最主

要因素之一。环境工程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专业教育教

学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而校内与校外两大实践平

台是提升两大能力培养的有效载体。为此，有必要在已有基础设施和实验平台的前提

下，与相关企业合作建设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通过重点投入和重点建设使

得环境工程的实践教学在学生的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的建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意义： 

（1）提高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和创新能力是我国环保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要求 

目前，我国的环保事业正蓬勃兴起并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同时也推动

了环境科学及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急需大量具有工程能力、创新能力，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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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起环境污染治理重任并能随着污染情况的变化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不断研发新技

术、新工艺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环境工程专业，必须承担起

为社会培养合格环保人才的责任，通过教学改革和创新，提高学生的工程和创新能力。 

（2）提高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和创新能力是提高本专业教学质量的具体体现 

当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知识传授型的教学模式开始向教师引导与自主学习

的模式过渡。在这一剧烈的变革时期，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保证人才的质量成为广为

关注的焦点。新形势下，人才的质量指标已不能简单地用学业成绩来衡量，而需提升

到由社会根据学生的能力来评判。这种能力包括了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知识

应用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对于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是走

入社会体现各种能力的基础和起点，因此，提高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和创新能力是

提高本专业教学质量的具体体现。 

（3）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是提高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在全社会关注教学质量的今天，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为多数高校的自觉行动，硬件

建设、课程改革、人才引进、教材建设等工作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

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课时和经费都得到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增多。这种改进，

虽然对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有很大帮助，但还是没有认识到改革的根本是实践教学质的

提升，因而更多的还是同水平教学内容的重复，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还是事倍功半。对

于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来说，实践教学的改革必须着眼于学生根本能力的提高。校外实

践基地的建设，试图通过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从根本上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总之，通过与相关企业合作建设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对于提高环境工

程专业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和综合水平，加快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促进优质实验教

学资源的整合、优化与共享，提升高等学校实验室的整体水平，提高大学生的工程能

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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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建设基础和合作基础（包括实践教育中心管理体制、实验教学、实验

教材、实验队伍、仪器设备、开放管理、环境与设施、保障机制等方面和

校外实践基地管理办法、实践条件、实践形式、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

等；还有合作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 

南京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现有校内实验室面积 3200 m2，主要

面向本校环境工程、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2 个全日制本科专业。全日制本科生约 100

人/届。中心承担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包括：实验教学、专业实践、毕业论文、挑战杯、

创业大赛、中心教师的各级纵向和横向课题。 

(一) 管理体制 

实践教育中心设有专门管理机构“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管理办公室”，

中心设主任 1名，由王连军教授担任；设副主任 2名，分别由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副

院长李健生教授和江苏天雨环保集团王旗军总经理担任。中心建设、正常运转、维修

及更新由管理机构统筹安排。实践教育中心主任负责统筹调配实践教育中心的教学资

源，实验教学大纲的确定、教学计划的实施、设备的购买、设备在各实验室之间的调

配等。实践教育中心专职人员实行定岗定编、定期考核的管理机制。兼职教学人员由

中心主任聘任，实践教学指导工作由实践中心统一管理，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共享。 

(二) 校内实验教学 

按照培养高级创新性应用人才的要求和学校教学资源特色，本中心不断修订实验

教学大纲，增加了综合性、创新性实验的比例，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

近年在校内开设的专业实验情况如表 1。 

表 1  部分实验项目一览表（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 

序号 实验模块 项   目   名   称 学时 
实验 
类型 

1 
环境 

监测 

监测数据处理及水质评价方法 1 演示性 

水样物理性质的测定 2 操作性 

废水中石油类物质的测定 2 操作性 

水中硝酸盐氮的测定 2 操作性 

水体中总有机碳的测定 3 操作性 

水体中总氮的测定 3 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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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重金属污染物的测定 4 操作性 

蔬菜中农残的样品预处理―提取和净化 2 设计性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测定废水中的有毒有机污染

物 
5 综合性 

2 
环境微生

物学 

活性污泥中微生物分离、纯化与培养 5 综合性 

原核微生物和真核微生物类群个体形态观察 3 验证性 

3 
水污染控

制工程 

实验设计及实验数据处理 2 演示性 

自由沉淀实验 4 验证性 

混凝实验 4 验证性 

压力溶气气浮实验 2 演示性 

氧传递系数的测定 4 验证性 

活性污泥性质的测定 4 验证性 

活性炭吸附实验 6 设计性 

膜分离实验 4 综合性 

高浓度难降解废水组合工艺实验 5 综合性 

4 
大气污染

控制工程 

大气中污染物粒径分布的测定 2 操作性 

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4 操作性 

袋式除尘工艺实验 4 综合性 

烟气中 NOx选择性催化还原 4 设计性 

5 
固体废物

处理工程 

稀土矿废渣放射性测试 4 操作性 

垃圾渗滤液的处理 4 综合性 

6 
环境仪器

分析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镁时干扰的消除 2 操作性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水中重金属的含量 4 综合性 

火焰发射光谱法测土壤提取液中钠 4 操作性 

双波长与导数光谱法测定废水中的两种混合污染物 4 操作性 

未知物光谱分析 5 综合性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定性分析有机混合物 2 演示性 

气相色谱中容量因子与热力学函数的关系 3 验证性 

气相色谱法测定室内空气中的 TVOC 4 操作性 

离子色谱法测定饮用水中常见阴离子 4 设计性 

7 开放实验 

美国萨得勒标准谱图检索 4 操作性 

室内空气中氡的测定 4 操作性 

校园环境噪声的监测 8 操作性 

8 创新实验 

凤眼莲富集放射性核素的探索 16 综合性 

新型光催化反应器的开发 16 综合性 

生产车间空气中纳米二氧化钛的测定 16 综合性 

壳聚糖改性膜的制备及抗菌性能测试 16 综合性 

硝化棉废水深度处理技术研究 16 综合性 

膜吸收处理含苯有机废气工艺研究 16 综合性 

电化学氧化法降解硝基苯废水的研究 16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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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育中心根据教育部对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进行实验教学改革。在实验课程

体系的总体规划上，突出“基础性、综合性、创新性”的强化训练，注重创新能力的

逐步培养。强调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从本专业实验自身的研究方法和规律出发，形

成了从易到难、从简单到综合、从注重传授知识到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循序渐进、逐

级提高的实验课程体系。通过综合性、设计性以及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开设，培养学生

灵活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提升学生综合实验素质，提高学生综合应用多种实验技术、

实验方法和实验仪器的能力，训练和培养学生独立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践中心还采用多样化的实验教学形式，为学有余力的优秀生制定了“优秀本科

生专业导师制”、“科研训练计划”，为部分二、三年级的本科生配备专业导师，通过

“导师跟踪、重点指导、因材施教、个性培养”，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三) 实验教材 

实验教材对实验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在教材的编写与选择上，实践中心对于基

础实验，选择国内著名高校编写的实验教材、国家重点建设教材以及面向 21 世纪的

教材等经典教材；对于专业实验，积极借鉴其他同类教材的优点，同时结合老师的

实际教学经验，针对我校专业的自身特点，积极组织编写适合我校专业特点的实验

教材或讲义。近几年已编实验教材有：《环境工程专业实验》、《环境仪器分析实

验》、《辐射防护实验讲义》等，在编教材及讲义有：《水质监测实验指导》、《环境

工程微生物实验讲义》。 

(四) 实验队伍 

中心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师资队

伍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协调发展。中心现有专职教师 34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9 人，讲师 6 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 27 人，三分之二以上教师有在国外学习

研究的经历，超过一半的教师有在企业、设计院、研究所等部门工作过的经历。另外，

中心配备有专职实验技术人员 2名。中心教学队伍结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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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图 1 实践教育中心专职教学队伍结构图 

中心教学专业队伍中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 人，入选“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1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1 人，“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1 人，省“青蓝工程”

青年骨干教师 2人，“江苏省大型仪器协作共用及维修服务”先进工作者 1人。 

(五) 仪器设备 

经过“本科教学质量工程”、“211 工程”、“特色专业建设”、“国防科工委重点学

科”等项目的建设，先后投入 1200万元购置气-质联用仪、原子吸收光谱仪、高效液

相色谱仪、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气相色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离子色谱

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固体池积分球）、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PCR系统、电化

学工作站等先进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实践教学条件得到质的飞跃。 

同时，结合一些大中型科研项目和环境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中心通过自行设计、

加工、组装及实验，自制了一批性能良好的实验仪器设备，其中“环境工程专业实验

装置”获江苏省教育系统自制实验仪器一等奖，“空气中微纳米粉尘的高效捕集系统”

获国家发明专利（ZL 200810020527.5）。 

中心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效果好，维护措施得力，设备完好率高。实验

室的所有仪器设备由仪器设备管理员负责总管理，固定资产做到账、物、卡以及数据

库完全相符。新进设备及时建卡入账，实践教育中心设备借出要进行登记。大型精密

仪器设备的使用为专职人员负责，使用者必须经过培训，经技术考核合格后方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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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每台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要定时、定人进行维护维修，做好维护维修记录。每台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都要健全技术档案，包括产品出厂的技术资料，及产品审批、购置、

验收、运行使用、停机、维护直至报废整个寿命周期的记录和原始资料。 

 (六) 开放管理 

实践教育中心实行开放式实验教学管理及运行模式。中心的各实验室在完成规定

的教学实验任务的同时，也向校内外科研开放、对社会开放，尤其是大型仪器，包括

寒暑假在内全天候开放，资源共享。 

实践教育中心建有中心网站，中心网址为：http://esepec.njust.edu.cn。中心网

站的实验信息平台可实现全校范围内实验网上预约、学生与教师互动交流，进行学生

成绩管理、设备管理、实验项目管理、学生资料查询。 

 (七) 环境与设施 

实践教育中心的校内实验室位于南京理工大学环化楼，每个实验室落实安全负责

人，并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实验室备有灭火器材、防护眼镜、医药急救箱、紧急洗

眼器等。中心制定了严格的实验室“三废”处理办法，建立了严格的安全、环保岗位

责任制，做到全员参与安全、环保工作，责任到人，各负其责。认真开展广泛的师生

安全教育，强化安全与环保意识。学生实验前，指导老师要负责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和指导，新进实验室人员都必须先进行安全教育，掌握基本安全技能与防范措施。 

(八) 校外实践基地 

    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最早研发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的龙头骨干企

业，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已建立起从工程设计到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污水处

理厂托管运营和环保投融资一体化的污水处理产业链。公司十分重视科技和人才培养

的投入，已建立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6年开始，南京理工大学与该公司开

展了产、学、研合作，每年都会安排学生到该集团及下属公司实习实践。2011年南京

理工大学与该公司合建了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2012年 3月，双方就建设“环境

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为我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提供了

更好、更高的平台。 

http://esepec.nj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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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办法 

学生进入校外实践基地前，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和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组织对

学生进行动员、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明确实践任务和要求。 

学校加强对实践教育全过程的指导与管理。对集中实习的，派固定的带队教师

和工程技术人员专人管理；分散实习的，派责任心强的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明确

责任，定期巡回指导；认真做好学生的实践成绩考评和实践总结。 

定期组织学校教师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对实践教学进行跟踪、监督，认真听取

参与实践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指导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对实践教学效果进行调查

研究，针对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整改措施，不断改进和提高实践

教学质量。 

（2）实践条件 

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可为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提供新建环保项目的立项-

设计-施工配合-调试全过程的体验。学生可参与到实际的工程项目中，从现场勘查、

基础数据收集、工艺技术分析、关键设备选型、图纸绘制、参数计算、项目设计书

或报告撰写等，了解和学习环境工程项目的工作流程、主流技术以及标准规范等。 

（3）实践内容 

实践内容包括：实验、工程技术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4）接纳学生数量 

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每年可接纳环境工程专业 40-50名学生的实验、工程

技术实习和生产实习，20-30名学生的课程设计，15-20名学生的毕业设计。 

（九）合作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 

南京理工大学和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校企共建环境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协议”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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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目标与思路： 

建设目标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根据学校发展的总体要求，充分进行校内外实践教

学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建立多学科融合、系统完整、层次合理、装备精良、管理科学、

运行高效的大学本科实践教育平台。中心拟通过重点投入、重点建设、学校与企业搭

建合作培养平台的方式，建立符合教育学规律及现代化教育理念、符合环境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需求、具有现代化实践教学手段、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

践教学体系。重视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学

生为本，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统筹协调的

理念和氛围。同时，建设满足现代实验实践教学需要的高素质教学队伍，建设仪器设

备先进、资源共享、管理规范、服务开放的实践教学环境。 

建设思路 

（1）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探讨包括《环境监测》、《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

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工程》、《环境微生物学》、《环境仪器分析》等在内的课

程群实验及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的系统化和协调化，

做到课程群内部的协调统一。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综合性实

验的质量，坚持学生的实验教学训练与科研实验训练相结合，形成实验教学与科研训

练紧密结合，交叉进行、互为补充的生动局面。逐步增加培养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

维、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课程。  

    （2）实践队伍建设：建成一支结构合理，爱岗敬业、团结合作、动手能力强，

具有专业特色的技术人员队伍。针对不同岗位人员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以满足实践

教学需要。 

（3）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化、网络化教学平台

建设，扩大资源共享，扩大辐射服务面，提高设备利用率。进一步加大实践教育中心

对外开放的力度，多方筹措资金，保障实践教育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4）实践基地建设：在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现有的研发平台基础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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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综合性实验项目，开展有实际工程项目背景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建设环保设备

实物陈列室，切实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创新能力。 

（5）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方法，不断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主要建设内容（含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实践教育中心以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核心，以实践教学改革和教学

队伍建设为抓手，以搭建学科优势、科研资源为实践教学服务的平台为举措，以完善

的实践教学管理机制为保障，全面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和资源使用效率，形成适合我国

环境教育特点的实践教学体系、内容、方法和特色。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以“实验、实践和设计”为要素，从学科专业基础实

验训练入手，上升到对工艺、设备及控制等各专业技能的掌握，再通过科研训练和生

产第一线的实践来检验和应用所学知识，建立“专业实验与专业训练、技能培养、实

践体验”相结合的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如图 2所示。 

第一层次：环境工程专业课程实验 

第一层面：专业基础实验训练。与专业基础课程群相对应，建立学生所需的专业

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第二层面：专业综合性实验。与专业课程群相对应，旨在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并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综合地解决专业技术问题；第三层面：

专业创新实验。为此，在已开设的环境监测、环境微生物、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

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工程、环境仪器分析等实验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实

验项目及内容，鼓励教师带领本科生开展创新性、探索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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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工程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第二层次：科研训练 

采用学生自主实验和教师辅助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学分制和实践教育中心构

建的教学科研互通的实验室资源、学生科研训练基地，因人而异地开展课外科研训练。

第一层面：专业技能与拓展训练。与环境工程专业理论课和实验课相对应，开展相应

的技能训练、课外自主拓展实验等；第二层面：自拟项目与专题训练。以自拟项目、

实践教育中心开放科研训练项目等为主，开展科研训练；第三层面：研究与创新训练。

以校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省级以上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和参与导师科研项目

为主，开展研究与创新实验。 

第三层次：生产第一线的实践教学 

根据学生知识技能积累的不同阶段，开展相应的实践教学。第一层面：环保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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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基于：专业特点·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依据：环保人才成功要素·办学传统与经验 

专业训练 技能训练 实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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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开展化工及环保方面的生产认知实践。通过现场参观和观看生产流程视频使学

生初步了解企业的系统构成、各系统之间的作用、联系和特点，建立企业生产流程的

整体概念。培养工程观点，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第二层面：专业课程设计。

学生在系统学习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工程、环境监测

等知识的基础上，以实际环境工程项目设计作为案例，以课程设计的形式，学生全程

参与该项目的基础数据收集、工艺参数选择、项目设计、图纸绘制、参数计算、项目

实施、运行管理等，在工程实践中逐渐深化理论知识，提高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

践技能；第三层面：专业生产实习。把所学知识与污染治理过程设计、优化、运行和

控制等结合起来，通过实习操作，参与污染治理全过程，系统地进行知识综合运用和

专业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2）建设实践教学队伍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根据现实工作和未来发展需求，充分整合学校和合

作单位的人才资源，聘任在校教师及企业单位的科研、工程技术和管理专家担任中心

实践教学教师或顾问，形成一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师队伍。 

随着实验项目向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方向发展，要求实验技术人员在实验室

管理、现代实验手段的掌握与应用、仪器故障的排除和实验数据的判断等方面都要有

所提高，实践教育中心采取培训、外出交流学习、实践等途径，提高实验人员的知识

水平、动手能力和管理能力。特别是对青年教师采用传、帮、带，为每位青年教师配

备指导教师，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定期进行检查和验收。 

进一步组织企业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责任心强的技

术人员为本科生开设专业领域的前沿讲座，把本学科最新工程信息、发展动态及成果

介绍给学生，促进学生对本学科信息、成果的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借此来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强化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创新意识。  

（3）完善运行管理机制 

通过实践教育中心建设，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实践教育中心

人、财、物独立的有效管理。建立整套实验室开放制度和管理办法，创造学生自主实

验、个性化学习的开放实践环境。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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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资源与人才资源共享机制；修订完善内部设备设施使用管理、实践教学人员管理、

实践教学水平考核、实验室开放管理、业绩奖励、合作项目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4）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依托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现有的检测、设计、研发平台等有效教学资源，

结合培养目标，增设综合性实验项目，开展有实际工程项目背景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

计，强化学生对环境工程项目工作流程、方案比选、标准规范等的理解和综合应用能

力。 

为强化学生对环保设备内部结构的认知与理解，拟建一个环保设备实物陈列室，

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了解典型环保设备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联合制定的校内学习阶段培养方案： 
 

（1）培养目标 

本专业通过基础理论、动手实践、创新设计、科研训练等多个环节以及校企互动、

学研互动的方式，培养具有扎实的环境工程学科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良

好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创新能力、团队精神和统筹协调能力的优秀环境工程师。

通过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环境监测、固体废物处理工程、环境法规、

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质量评价、物理性污染控制等课程的学习以及大量实践性环节

的参与，具备较好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城市、区域和工业企业的废水、

废气、固体废物和其他污染治理的工程设计、施工、环境监测和管理规划等工作。 

（2）教学计划 

本专业的教学计划见附件7。 

（3）课程体系结构及学分比例 

课程体系结构及学分比例见下表。 

课程类型 学 分 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课 52 30.6% 

学科教育课 26.5 15.6% 

专业课 91.5 53.8% 

企业培养环节 （28周）  

合计 1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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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制定的校外实践阶段培养方案： 

（1）校外实践阶段的培养目标 

通过在校外实践基地多层次、多环节的实践学习和锻炼，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动

手实践能力、自主设计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使学生具备环境领域专业执业资质的基

本能力，并培养其工程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潜质，成为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

用型、综合型、创新型的高级人才。 

（2）导师 

校外实践阶段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由在校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或专业教师担

任；校外导师由企业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责任心强的技

术人员担任。 

（3）校外实践阶段的学习内容 

校外实践阶段采取校企联合指导的方式，学习内容主要包括 5 个环节，分别为：

实验、工程技术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实验 

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的实验项目列于表2。 

表2  校外实践基地开设实验项目一览表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污泥厌氧消化实验 8 综合性 

2 生活污水的净化处理 4 综合性 

3 重金属废水处理实验 4 设计性 

4 微滤-超滤组合实验 4 综合性 

5 风机性能曲线测试实验 4 综合性 

6 阀门密封性能测试实验 4 综合性 

 工程技术实习  

主要在江苏天雨环保集团公司总部及下属子公司开展环境工程方面的生产认知

实践。通过现场参观和观看生产流程视频使学生初步了解环保企业的系统构成、各系

统之间的联系。认识常见的环保工艺及设备，了解企业生产安全、节能及环保措施。 

 生产实习 

该阶段主要在江苏天雨清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江苏天雨环保集团市政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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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完成。以现场参观、生产流程视频及集中讲解的形式进行实践性锻炼。通过生

产实习，巩固所学专业理论，同时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变化趋势，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

识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设计 

本专业的课程设计主要包括：环境工程课程设计和环境监测课程设计。该阶段主

要在江苏天雨集团环保设计研究所、江苏天雨集团苏州新区给排水设备公司、江苏天

雨铸造制品厂等企业完成。学生在系统学习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

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环境监测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以实际环境工程项目设计和车间

环境监测作为案例，以课程设计的形式，使学生全程参与实际项目的基础数据收集、

监测、项目设计、图纸绘制、参数计算等，在工程实践中逐渐提高专业知识的运用能

力和实践技能。 

 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是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可靠保证。要求学生在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

的共同指导下，进行深入调研，查阅相关文献，共同选题，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遴选具有较强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和技术人员（中级职称以上）担任学生的毕业设计

指导教师。学生在企业以实际的工程项目为依托，对项目的全流程进行跟踪学习，包

括现场勘查、基础数据收集、工艺技术分析、关键设备选型、图纸绘制、参数计算、

项目设计书撰写等，了解和学习环境工程项目的工作流程、主流技术、标准规范等。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答辩按要求在学校或者企业进行，答辩组成员由学

校的老师和企业的工程师组成。 

（4） 考核内容和方式 

校外实践阶段学习均为必修环节。考核采用学习总结、学习汇报、导师评分等多

种评定方法，最终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记分制评定成绩，并列入学生学

籍档案。成绩不及格者必须重新补修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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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和年度资金安排（包括年度投资计划、子项目投资计划等）：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拟向江苏省教育厅申请建设经费 200 万元，南京理工

大学按 1:1配套，共计 400万元。 

2012 年度资金安排（280万元）： 

补充开设实验所需常规仪器与设备：50万 

根据本中心开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添置部分大型仪器设备及相应的配套

设施：200万 

实践基地建设：30万 

2013 年度资金安排（120万元）： 

《水质监测实验指导》教材建设：5万 

《环境工程专业实验》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10万 

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及网络设施：10 万 

各项标准和评估建设费：5万 

实践基地建设：90万 

建设具体实施计划及进程安排： 

实践教育中心将进一步加大实验室开放的力度，改革传统实践教学内容，努力增

加开放性、设计性和创新型实验，在满足实践教学的同时，发挥实验室资源优势，充

分体现实践教育中心的辐射作用，实行共享机制，确定以人为本理念，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具体进程如下： 

2012年年底前，完成基础实验常用仪器的更新和补充；购置新开实验所需的相应

大型仪器；建成环保设备实物陈列室。 

2013年 1月到 9月，购置多媒体教学设备，建设《环境工程专业实验》精品资源

共享课；配备实践基地开设实验所需设备等。 

2013年 10月到 12月，出版教材《水质监测实验指导》；完成实践教育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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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组织管理体系保障、双方经费投入保障、制度保障、教学质

量保障等）与校内外共享机制： 
 

保障机制： 

由南京理工大学和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实践教育中心的建设、教学运行、学生管理、教

学质量保障等。 

实践教育中心设主任 1名，由南京理工大学王连军副校长担任。实践教育中心设

副主任 2名，分别由南京理工大学李健生副院长和江苏天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旗军担任。 

实践教育中心下设教育管理委员会和教育指导委员会。实践教育管理委员会由环

境工程实践教学水平高、管理经验丰富的企业及学校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及管理人

员组成，负责实践教育中心的联系、协调、教学、日常管理等工作；教育指导委员会

负责对环境工程实践教育进行规划指导、咨询、监督、审议、研究环境工程实践教学

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实践教育中心的实践教学改革与建设。 

学校和企业每年为实践教育中心的正常教学、设备维修、安全保障、食宿条件等

提供足够金额的运行经费，并逐年增加中心的教改项目建设、设备更新及实践环境改

造的资金投入，支持中心的发展建设。 

学校和企业对参与实践教学的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给予政策倾斜，制

定实践教育教学奖惩条例，将他们的教学及管理业绩与其职务职称晋升、岗位津贴、

年终考核等紧密挂钩，并在实践教学酬金方面建立专门的分配机制，充分保证教职工

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以保障中心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转。 

中心设立专门基金，用于支持实践教学改革项目、新增实践教学项目、师生从事

科研创新型实验以及高水平论文发表等。 

校内外共享： 

优化实践教育中心的资源配置，整合和形成优势实验室资源。实行开放、联合、

共享、竞争新机制，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合作与竞争。充分发挥实践教育中心

在本校、本地区和全省范围内的作用，形成团结协作、共同提高的宽松环境，促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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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实验室资源共享，提高中心辐射、示范和共享的作用。 

实践教育中心的主要仪器设备在满足本科生实践教学任务的基础上，面向全校师

生提供科研服务，使仪器得到更高效的使用。同时，大型仪器设备面向其他兄弟院校

及科研机构提供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主要创新点与特色： 

南京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根据自身特点，充分挖掘校企双方实

践教学资源，在以下方面形成特色： 

   （1）依托学科优势，以科研促进实践教育中心建设 

实践教育中心以“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为支撑，充分利用学科拥有

的“化工污染控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化工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高校重点

实验室”的科研平台优势，使本科生较早进入科学研究，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有效地

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2）建成产、学、研相结合的环境工程实践教学平台，实现教学、科研、生产

一体化和校企共赢，使本科生有机会亲身参与实际项目的设计、建设、调试和运营管

理全过程，利用校内、校外两大实践平台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预期效益与建设成果： 

    南京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通过本次建设，将成为具有示范意义

的新型实践教育中心，逐步形成多学科、多层次、综合型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升

环境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及实践教育质量。 

（1）实践教学资源得到进一步丰富。通过对原有的实践内容进行补充和优化，

减少验证性实验，增设自选、研究性及具有实际项目背景的课程设计等内容，充分体

现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和个性培养的教育理念，为发挥实践教学在人才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奠定重要基础。 

（2）师资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推进。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将促进教师自

身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加快师资队伍建设的步伐，促进环境工程学科自身

的建设与发展。教师队伍将编写、出版高质量、反映学科最新进展的实验、实践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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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进实践教育中心与企事业单位、兄弟院校的联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通过师资培训、教学资源共享、教学成果辐射、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宣传交流等，发挥

中心的辐射示范作用。 

学生预期受益情况： 

（1）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环境工程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及与企业合作实践教育的结合，既遵循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又体现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原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对环境工程专业的热爱，提高学生学习效

率和独立学习、工作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2）通过在校内和校外实践基地开设的学生自选、研究性及创新性实验，培养

学生工程意识和创新能力，将所学与所用有机联系起来，使学生的学习目的更明确，

目标更切实可行，并激发大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3）结合本科生科研训练及专业导师制度，充分利用实践教育中心实验条件，

对学生开放，学生从大一起即可进入实验室，尽早参与工程实践、科研项目工作，增

加接触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机会，提升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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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育中心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任务 

专职/ 

兼职 

是否具有企

事业单位实

践经历 

1 王连军 1961.6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中心主任 专职 有 

2 李健生 1969.9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中心副主任 专职 有 

3 王旗军 1980.9 研究生 硕士 工程师 中心副主任 兼职 有 

4 安立超 1963.6 研究生 博士 研究员 
建设规划、实

验教材编写 
专职 有 

5 杨树林 1953.1 研究生 硕士 研究员 
建设规划及

教学管理 
专职 有 

6 张建法 1965.12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建设规划及

教学管理 
专职 有 

7 杨士建 1979.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有 

8 孙东平 1970.7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教学管理 专职 有 

9 刘孝恒 1959.9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有 

10 贾爱群 1969.7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有 

11 刘晓东 1963.10 研究生 硕士 副研究员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有 

12 江  芳 1973.12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有 

13 王正萍 1966.2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有 

14 孙秀云 1970.1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有 

15 张晋华 1965.7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有 

16 陈守文 1966.7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有 

17 胡朝霞 1983.9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工程实验 专职 无 

18 刘  芳 1971.7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19 黄中华 1973.9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20 张红雨 1969.5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环境微生物实

验 
专职 无 



 

 - 27 - 

21 韩卫清 1966.12 研究生 博士 副研究员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有 

22 杨  毅 1973.10 研究生 博士 副研究员 环境监测实验 专职 有 

23 谢慧芳 1972.8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环境监测实验 专职 无 

24 张  丽 1962.5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环境监测实验 专职 有 

25 樊燕蓉 1968.6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环境监测实验 专职 无 

26 马卫华 1971.11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27 包晓峰 1976.7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28 陈  欢 1986.1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环境微生物实

验 
专职 无 

29 沈锦优 1981.7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环境微生物实

验 
专职 有 

30 孟亚锋 1975.5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有 

31 张丽彬 1983.1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环境微生物实

验 
专职 无 

32 蒋根发 1952.12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33 唐双凌 1971.3 研究生 博士 副研究员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34 颜学武 1972.5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仪器分析实验 专职 无 

35 毕慧平 1978.7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管理 专职 无 

36 周雪梅 1967.2 本科 学士 副研究员 实验准备 专职 无 

37 周尝黛 1978.5 本科 学士 实验员 实验准备 专职 无 

38 田正祥 1968.1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仪器分析实验 兼职 有 

39 方跃飞 1974.12 硕士 硕士 工程师 仪器分析实验 兼职 有 

40 徐乃东 1965.7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课程设计 兼职 有 

41 陈国良 1964.8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课程设计 兼职 有 

42 王定开 1973.3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课程设计 兼职 有 

43 王大华 1963.10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课程设计 兼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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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徐正群 1955.12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实验指导 兼职 有 

45 孔繁华 1953.7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实验指导 兼职 有 

46 王忠民 1968.8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实验指导 兼职 有 

47 田广文 1969.6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毕业设计 兼职 有 

48 黄  卫 1978.9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毕业设计 兼职 有 

49 景玉贵 1973.10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毕业设计 兼职 有 

50 潘庆权 1972.03 本科 学士 工程师 毕业设计 兼职 有 

四、实践教育中心的仪器设备配备方案（单价 800 元以上填写） 

现有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数量 金额 

用途 
备

注 （元） (台,套) (万元) 

1 分光光度计 萧山科技/752 9000  1 0.9  教学  中心  

2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箱 
精宏/DHG-9240A 4000  4 1.6  教学  中心 

3 电热真空干燥箱 
上海实验仪器

/ZK-82A 
2500  2 0.5  教学  中心  

4 冰箱 新飞/BCD-236CKBY 2500  2 0.5  教学  中心 

5 高速离心机 生泰科技/1-14 12500  4 5.0  教学  中心  

6 
智能化定标系统(含

探头)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FH463B 
20000  3 6.0  

教学/科

研  
中心  

7 
便携式 X-γ剂量率

仪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BH3103B 
21000  2 4.2  

教学/科

研  
中心 

8 个人剂量报警器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BH3084 
1000  2 0.2  

教学/科

研  
中心  

9 
便携式αβ表面沾

污仪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BH3206 
25000  2 5.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 测氡仪 
DURRIDGE 

CO./RAD7 
86396  2 17.3  

教学/科

研  
中心  

11 无油气体压缩机 
天津医疗器械二厂

/WM-2H 
3000  1 0.3  教学  中心 

12 
甲醇燃料电池教学

演示系统 
慧宇能源 1200  1 0.12  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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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演示系统 

北京中西远大

/M312549 
1800  1 0.18  教学  中心 

14 单道移液器 EPPENDORF 1500  2 0.3  教学  中心  

15 八道移液器 EPPENDORF/300UL 5000  1 0.5  教学  中心  

16 循环真空泵 SHZ-D(III) 1250  2 0.25 教学  中心 

17 
电脑自动部分收集

器 

南京晚晴化玻

/SBS-160F 
5000  1 0.5  教学  中心  

18 单路α谱仪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BH1324C 
73000  2 14.6  

教学/科

研  
中心 

19 恒温干燥箱 
上海索普

/DHG-9140A 
5000  1 0.5  教学  中心  

20 隔膜泵 上海旺泉/GM-35 1920  2 0.4  教学  中心 

21 隔膜泵 上海旺泉/GM-130 1650  2 0.3  教学  中心  

22 超声波清洗机 
北京优成

/US3120DH 
2000  1 0.2  教学  中心 

23 
计算颗粒流体力学

（CPFD）软件 
南京长佳/V2008 48630  1 4.9  

教学/科

研  
中心  

24 计算工作站 戴尔/T3500 15400  4 6.2  
教学/科

研 
中心  

25 数码照相机及镜头 
尼康/D300S镜头

18-200 
16900  1 1.7  教学  中心 

26 数字示波器 泰克公司/TDS2004 12960  1 1.3  教学  中心  

27 二踪四迹示波器 绿杨/YB4328 2080  5 1.0  教学  中心 

28 函数信号发生器 绿杨/YB1602P 1900  3 0.6  教学  中心 

29 真空干燥箱 上海实验/ZK-82A 2500  2 0.5  教学  中心  

30 恒温恒湿箱 
南京泰斯特

/HS-150 
23000  2 4.6  教学  中心  

31 光化仪 南京斯东柯/SGY-I 17000  1 1.7  
教学/科

研  
中心 

32 紫外分光光度计 北京瑞利/UV-1801 17700  2 3.5  
教学/科

研  
中心  

33 全温度振荡培养箱 
华美生化

/HZQ-F100 
11000  2 2.2  教学  中心 

34 振筛仪 鄄城永兴/YXZS(A) 3480  2 0.7  教学  中心  

35 分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

/AL204 
7860  2 1.6  教学  中心 

36 灰化炉 
上海巨为

/JW/DF-20 
12000  2 2.4  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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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蠕动泵 
保定兰格

/BT100-2J/DG-2 
1640  2 0.3  教学  中心 

38 马弗炉 
上海实焰电炉厂

/SX2-10-12 
4160  2 0.8  教学  中心  

39 分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公

司/AL204 
7860  4 3.1  教学  中心  

40 酸度计 
上海精密科仪

/PHS-3C 
1900  4 0.8  教学  中心 

41 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波

/KQ-3200DE 
2580  4 1.0  教学  中心  

42 真空泵 江苏科仪/2XZ-2 1100  2 0.2  教学  中心 

43 单彩移液器 
江苏科仪

/100-1000UL 
4100  1 0.4  教学  中心 

44 磁力搅拌器 
江苏科仪/C-MAG 

MHS7 
4650  5 2.3  教学  中心  

45 磁力搅拌器 
江苏科仪/C-MAG 

MHS7 
2880  1 0.3  教学  中心  

46 紫外辐照计 
江苏科仪/UVA365

单通道 
1500  1 0.2  教学  中心 

47 紫外辐照计 
江苏科仪/UVB254

单通道 
1700  1 0.2  教学  中心  

48 马弗炉 
江苏科仪

/SX2-10-12 
4160  2 0.8  教学  中心 

49 高端计算工作站 曙光/PHPC100 190000  1 19.0  
教学/科

研  
中心  

50 数据记录仪 KANE/FIREWORKS 10000  1 1.0  教学  中心 

51 烟气分析仪 KANE/KM9106 40000  1 4.0  教学  中心  

52 CO2分析仪 KANE/KMHC104 35000  1 3.5  教学  中心 

53 多功能水平电泳槽 南京赛吉/HE-120 1530  1 0.2  教学  中心  

54 热释光剂量仪 
北京康科洛

/BR2000D-IIIA 
49000  2 9.8  

教学/科

研  
中心  

55 热释光退火炉 
北京康科洛

/TLD2000B 
9500  1 1.0  教学  中心 

56 低本底αβ测量仪 
北京康科洛

/CLB-102 
141000  1 14.1  

教学/科

研 
中心  

57 BOD测定仪 哈希/29524-00 49900  1 5.0  
教学/科

研  
中心 



 

 - 31 - 

58 COD测定仪 哈希/DR2800-01 49900  1 5.0  
教学/科

研  
中心 

59 环境低本底γ谱仪 
四川新先达

/CIT-3000F 
137000  1 13.7  教学  中心  

60 个人剂量计 
西安核仪器厂

/RDS-58 
2750  1 0.3  教学  中心  

61 个人剂量报警仪 
西安核仪器厂

/RAD-60 
4500  1 0.5  教学  中心 

62 导航仪 新科/E307 960  1 0.1  教学  中心  

63 浊度仪 江苏苏美达/2100Q 9300  1 0.9  教学  中心 

64 粘度计 
愽力飞

/BROOKFIELD 
18000  1 1.8  教学  中心  

65 适配器 愽力飞/SSA 16800  1 1.7  教学  中心 

66 旋转蒸发器 
上海和欣科教

/RE-52 
2920  1 0.3  教学  中心  

67 微型电子计算机 戴尔/2010 2841  1 0.3  教学  中心 

68 手动八道移液器 吉尔森/DN8*200 7100  1 0.7  教学  中心  

69 鼓风干燥箱 
上海精宏

/DHG-9240A 
4200  1 0.4  教学  中心  

70 循环水真空泵 

巩义予华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

/SHZ-D(III) 

1300  1 0.1  教学  中心 

71 真空干燥箱 
上海精宏

/DHG-9240A 
4200  1 0.4  教学  中心  

72 磁力搅拌器 
广东艾博特

/TWCL-D-5 
1800  1 0.2  教学  中心 

73 气瓶柜 
南通三鼎

/900*450*1800 
1650  1 0.2  教学  中心 

74 蠕动泵 
保定兰格

/BT100-2J 
1900  3 0.6  教学  中心  

75 防护装置 
北京康科洛/铅罐、

铅盒、铅块、铝板 
30500  1 3.1  教学  中心  

76 个人防护设备 
北京康科洛防护

服、手套、面罩 
9000  5 4.5  教学  中心 

77 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RE52A 4500  1 0.5  教学  中心  

78 真空泵 
南京锦达商贸有限

公司 
1500  1 0.2  教学  中心 

79 移液器 
南京莱普泰

/20-200UL 
1100  1 0.1  教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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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移液器 
南京莱普泰

/100-1000UL 
1100  1 0.1  教学  中心 

81 电子天平 舜宇恒平/MP5002 2000  1 0.2  教学  中心  

82 移液器 
赛默飞世尔

/10-100UL 
1200  1 0.1  教学  中心 

83 红外压片机 天津新天光/HY-12 4000 1 0.4  教学  中心  

84 冰箱 海尔/BCD-225SCZM 3000  1 0.3  教学  中心  

85 旋转蒸发器 上海亚荣/RE-52AA 5000  1 0.5  教学  中心 

86 全温度振荡培养箱 
太仓市华美

/HZQ-P100 
10080  1 1.0  教学  中心  

87 温度控制仪 南京/* 800  4 0.3  教学  中心 

88 生化培养箱 上海一恒/LRH-150 5584  1 0.6  教学  中心 

89 鼓风干燥箱 
上海一恒

/DHG-9240A 
4392  1 0.4  教学  中心  

90 鼓风干燥箱 
上海一恒

/DHG-9070A 
2552  1 0.3  教学  中心  

91 二氧化碳培养箱 
美国热电/THERMO 

8000 
37000  1 3.7  

教学/科

研 
中心 

92 电化学工作站 
上海希艾曲

/CHI760D 
80000  1 8.0  

教学/科

研  
中心  

93 光化学反应仪 南京胥江/XPA-7 31500  1 3.2  
教学/科

研 
中心 

94 气相色谱仪 安捷伦/7890A 217000  1 21.7  
教学/科

研  
中心  

95 化学吸附仪 美国麦克/2920 473000  1 47.3  
教学/科

研  
中心 

96 
全自动比表面积及

微孔物理吸附仪 

美国麦克

/ASAP2020M 
350000  1 35.0  

教学/科

研  
中心  

9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美国

PERKINELMER/LAMB

DA750 

473000  1 47.3  
教学/科

研  
中心 

98 TOC分析仪 

德国

ELEMENTAR/VARIO 

TOC CUBE 

249000  1 24.9  
教学/科

研  
中心  

99 离子色谱仪 
美国戴安

/ICS-2100 
407000  1 40.7  

教学/科

研  
中心  

100 
Materials Studio

软件 
美国创腾 463000  1 46.3  

教学/科

研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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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Discovery Studio

软件 
美国创腾 100000  1 10.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2 安捷伦气相色谱仪 4890GC 155000 1 15.5 
教学/科

研  
中心  

103 安捷伦液相色谱仪 1100HPLC 230000 1 23.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4 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Arimis 
1900000 1 190.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5 
高灵敏度 Zeta 电位

与粒度分析仪 
ZetaPALS 320000 1 32.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6 
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 

Agilent 

7890A/5975C 
810000 1 81.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7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1525 225000 2 45.0 
教学/科

研  
中心  

10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Lambda 25 87000 1 8.7 

教学/科

研  
中心  

109 蠕动泵 
兰格

/BT100-2J/1515X 
2200  3 0.7  教学  中心 

110 旋转蒸发器 亚荣/RE-528SA 5000  1 0.5  教学  中心 

111 磁力搅拌器 

美国

CARNING/6798-420

D 

3100  4 1.2  教学  中心  

112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江南光电/XD-202 16600  1 1.7  教学  中心  

113 冷柜 
新飞

/BC/BD-261HBX 
1899  1 0.2  教学  中心 

114 旋转蒸发仪 
南京惠恒

/N-1100D-WD 
9800  1 1.0  教学  中心  

115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

泵 

郑州长城科工贸

/SHB-III 
1200  1 0.1  教学  中心 

116 低温冷却液循环泵 
郑州长城科工贸

/DLSB-5L/20 
5000  1 0.5  教学  中心  

117 厌氧培养箱 南京先欧/* 18000  1 1.8  教学  中心 

118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Mastercycler ep 

realplex 4 
385000 1 38.5 

教学/科

研  
中心  

119 陶瓷纤维马弗炉 
南京宝都

/SX2-6-14 
13000  1 1.3  教学  中心  

120 加热炉 
南京宝都

/SX2-4.5-16 
15000  1 1.5  教学  中心 



 

 - 34 - 

121 温控仪 
南京宝都仪器有限

公司/* 
8000  1 0.8  教学  中心  

122 蠕动泵 
保定兰格恒流泵有

限公司/BT100-2J 
4073  1 0.4  教学  中心  

123 旋转蒸发仪 EYELA/N-1100D-WD 9800  1 1.0  教学  中心 

124 数显加热搅拌器 
CORNING/6798-420

D 
3100  4 1.2  教学  中心  

125 数显加热搅拌器 
CORNING/6798-620

D 
4300  2 0.9  教学  中心 

126 LSE漩涡混合器 CORNING/6776 2000  1 0.2  教学  中心 

127 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叶拓/101 

XMTA6000 
1500  1 0.2  教学  中心  

128 倒置荧光显微镜 
日本奥林巴斯

/IX81 
593000  1 59.3  

教学/科

研  
中心  

129 微型电子计算机 惠普 6000  1 0.6  教学  中心 

130 储气罐 
南京第五十五所

/160L 
850  1 0.1  教学  中心  

131 电化学分析仪 美国 CHI/CHI600D 21210  1 2.1  
教学/科

研  
中心 

132 移液器 艾本德/* 1450  10 1.5  教学  中心  

133 激光打印机 惠普/1020 1329  1 0.1  教学  中心 

134 不锈钢真空泵 
巩义予华

/SHZ-D(III) 
980  1 0.1  教学  中心  

135 酸度计 赛多丽丝/PB-10 2150  1 0.2  教学  中心 

136 表面污染测量仪 德国 SEA/COM0170 65307  1 6.5  
教学/科

研  
中心  

137 微机多道γ谱仪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BH1324A 
48800  1 4.9  

教学/科

研  
中心  

138 β-γ符合测量装置 
中核（北京）核仪

器厂/BH1312 
80000  2 16.0  

教学/科

研  
中心 

139 低温恒温槽 
安徽中科中佳

/DC-0506 
4500  1 0.5  教学  中心  

140 
三维细胞旋转培养

仪 

美国

SYNTHECON.TNC/RC

CS-4H 

112000  1 11.2  
教学/科

研  
中心 

141 多功能酶标仪 
瑞士 TECAN/M200 

PRO 
348000  1 34.8  

教学/科

研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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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超纯水机 
南京科尔

/WP-UP-WF-10S 
49000  1 4.9  

教学/科

研  
中心  

143 
多功能化学发光检

测仪 
西安瑞迈/MPI-E 30000  1 3.0  

教学/科

研  
中心  

144 电化学分析仪 西安瑞迈/MPI-E 40000  1 4.0  
教学/科

研  
中心 

145 
智能流动注射进样

器 
西安瑞迈/IFIS-D 30000  1 3.0  

教学/科

研  
中心  

146 不锈钢真空泵 
巩义予华

/SHZ-D(III) 
980  1 0.1  教学  中心 

147 微型电子计算机 联想/笔记本 E525 4199  1 0.4  教学  中心  

148 
数显式稳压稳流电

泳仪 
天能/EPS-300 6500  1 0.7  教学  中心 

149 有机玻璃反应器 南京有机玻璃 980  1 0.1  教学  中心  

150 高速冷冻离心机 
安徽中科中佳

/HC-3018R 
32250  1 3.2  

教学/科

研  
中心 

151 漩涡混合器 
安徽中科中佳

/VORTEX-5 
1150  1 0.1  教学  中心  

152 磁力搅拌器 
安徽中科中佳

/MS-H-PRO 
2500  1 0.3  教学  中心 

153 六联磁力搅拌器 
安徽中科中佳

/HJ-6 
1600  1 0.2  教学  中心  

154 接触角测定仪 德国 KRUSS/DSA30 201000  1 20.1  
教学/科

研  
中心 

15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AA320-crt 120000 1 12.0 教学 中心 

156 耐磨仪 CM 20000  1 2.0  研发 基地 

157 综合变形仪 CZY 18000  1 1.8  研发 基地  

158 低温试验箱（库） 12m3  280000  1 28.0  研发 基地 

159 热工测试仪器 08407-10 135000  1 13.5  研发 基地  

160 压力试验机 NYL-60T、200T 110000  2 22.0  研发 基地 

161 高温箱式电炉 SX-10-B 30000  1 3.0  研发 基地  

162 弹式热量计 HIT-MH2 30000  1 3.0  研发 基地 

163 高温差热仪 LR-G 350000  1 35.0  研发 基地  

164 热分析仪 CA-30 40000  1 4.0  研发 基地 

165 图像分析器 LX-5000 450000  1 45.0  研发 基地  

166 激光粒度分析仪 MASTERSIAE R/E 420000  1 42.0  实验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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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偏光显微镜 Xpt-6 20000  2 4.0  实验 基地  

168 X射线衍射仪 D/uax-II B 2200000  1 220.0  实验 基地 

169 皮高曲线记录仪 BL01 360000  1 36.0  研发 基地  

170 薄板抗折机 FZS-5000 50000  1 5.0  研发 基地 

171 多道 r谱仪 
NaI(TL)深测器 

CH140-3 
180000  1 18.0  检测 基地  

172 液压式压力 YE-1000/50 100000  2 20.0  研发 基地 

173 
数字式电能平衡测

试仪 
  40000  1 4.0  研发 基地  

174 砖瓦爆裂蒸煮箱 ZSA-5A 8000  8 6.4  研发 基地 

175 环境试验舱 2m3  120000  1 12.0  研发 基地  

金 额 总 计 1651.7     

注：请在备注中注明存放地点在“实践教育中心”或“校外实践基地”，简称为“中心”或“基地”。 

立项建设期间拟购置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备注 

1 
吹扫捕集浓

缩仪 
Stratum PTC 120000 1台 12.0 教学 中心 

2 
中流量智能

TSP采样器 
崂应 2030型 9000 4台 3.6 教学 中心 

3 水质采样器 
KHC-1A 有机

玻璃采水器 
1000 5个 0.5 教学 基地 

4 水处理模型 自制 3000 10套 3.0 教学 中心 

5 
光催化反应

装置 
CJF 15000 1套 1.5 教学 中心 

6 荧光光谱仪 F-4600 160000 1台 16.0 教学/科研 中心 

7 电子天平 BS110S 5500 10台 5.5 教学 
中心/

基地 

8 
自动电位滴

定仪 
ZD-3 14000 5台 7.0 教学 中心 

9 
原子吸收光

谱仪 
AA900 500000 1台 50.0 教学/科研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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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纳米微孔均

匀沉积多级

碰撞采样器 

nanoMOUDI-1

25型 
300000 2台 60.0 教学/科研 中心 

11 
溶剂快速萃

取仪 
ASE150型 350000 1台 35.0 教学/科研 中心 

12 
自动纯水蒸

馏器 
611DI 40000 2台 8.0 教学 中心 

13 电热干燥箱 101C-3 3500 2台 0.7 教学 中心 

14 
数字电位差

综合测试仪 
SDC-Ⅱ 3500 4台 1.4 教学 中心 

15 
循环水真空

泵 
SHB-Ⅲ 1800 10台 1.8 教学 基地 

16 
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722S 3500 4台 1.4 教学 基地 

17 
紫外可见光

分光光度计 
3.5 20000 2台 4.0 教学 

中心/

基地 

18 
环境颗粒物

监测仪 
RP1400 150000 1台 15.0 教学 中心 

19 
活性炭吸附

装置 
HTXF 5000 4台 2.0 教学 

中心/

基地 

20 显微镜 37XB-D 25000 1台 2.5 教学 中心 

21 
全温度振荡

培养箱 
HZQ-F100 8500 4台 3.4 教学 

中心/

基地 

22 生化培养箱 250B 9000 4台 3.6 教学 
中心/

基地 

23 
电解性能综

合实验设备 
S-04 1.5 4台 6.0 教学 

中心/

基地 

24 浊度仪 WGZ-100 5000 6台 3.0 教学 基地 

25 常规仪器   1批 10.0 教学 中心 

金 额 总 计 256.9   

注：请在备注中注明存放地点在“实践教育中心”或“校外实践基地”，简称为“中心”或“基地” 

 



 

 

五、审核意见 

实践教育中心负责人审核意见 

经审核，表格所填内容属实， 

本人对所填内容负责。 
 

                         

签名：                           日期： 

学校职能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合作单位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