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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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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热力学是一门研究热能和机械能相互转换规律及热能有效利用的科学，它不仅为学生学习后

续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而且还蕴含有大量的思政元素。在

认真梳理提炼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基础上，重点研究在该课程中如何进行德育渗透，如何在课堂

讲授中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从而使本课程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素质的同时，成为铸

魂育人的生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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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is a science to study the law of heat and mechanical energy conversion and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heat energy. It not only provides the necessary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for students to study the 

follow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but also cultivates engineering literacy of student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it. On the basis of carefully combing and refi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there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is course and how to embody value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o 

guide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So that this course can cultivate soli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become a vivid 

classroom for educ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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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6 年 12 月 8 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

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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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的灵魂，德育教育的

好坏影响着学生的未来发展，加强德育教育，对学

生的未来发展及民族的稳定昌盛都有着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2]。大学阶段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阶段，

尤其是大二及大三阶段，它是大学生成长的关键时

期，此时学生心态趋于平静，求知欲增强，自我管

理能力大大提升，如果这一时期能将学生的心理特

征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效结合，进行正面的引导，将

德育渗透、思政教育融入其专业课程之中，将帮助

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3] 。《工

程热力学》课程正是在这一阶段开设的核心专业基

础课。本文以《工程热力学》课程为例，探讨在专

业基础课教学中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

方法。

1  建设思路

《工程热力学》课程作为我院“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两个专业的核心

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它是研究热能和机械能相互转

换规律及热能有效利用的科学，为后续专业课的学

习奠定了重要基础。建环及能动专业毕业生所从事

的工作涉及到很多领域，如发电厂、热力站、热电

厂、锅炉厂、空调厂、制冷设备厂、暖通工程等，

这些都是与国计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4]。而这些领

域的工作涉及到技术、道德、法律等多方面，学生

通过四年的大学生活，积累了大量与专业技术相关

的专业知识，当他们走到工作岗位时，能否将所学

知识很好地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主要因素将是道德、法律等思想教育问题。为此课

程团队对《工程热力学》实施课程思政改革。改革

思路及步骤如表 1 所示。

表 1  《工程热力学》课程思政改革思路及步骤

Table 1  Thoughts and Step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阶段 实施步骤

第1阶段
通过调研、座谈，深入领会课程思政的内涵；研讨各章节内容，

梳理提炼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

第2阶段
修订课程大纲，将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融入课程大纲，

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素质的同时，让本课程成为铸魂育人的生动课堂。

第3阶段
按照课程思政建设要求重新修改多媒体课件，

结合专业知识点和授课场景，体现出思政元素的相关内容。

第4阶段
按照修订的课程大纲，结合课程思政要求，重新设计工程热力学各教学环节，

实现价值引领目标；研讨课程思政效果的评价方法，探索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第5阶段 调研学生对于该课程思政建设的反馈及感悟。

第6阶段 录制课程思政建设典型案例3～5个视频。

第7阶段 整理课程思政建设资料，撰写思政改革成果总结。

2  建设内容
（1）研讨并编写具有课程思政特点的《工程

热力学》课程大纲

在本课程原教学大纲基础上修订完成“思政教

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和融合的新大纲一

份。梳理、提炼本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在

课堂授课设计中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授课

场景、引导语等要素，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和载体

途径，考核具有思政元素渗透的教学成效，确立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

程目标。

（2）制作有“专业与思政深度融合”的全新

教学设计的《工程热力学》多媒体课件一套

根据上述新教学大纲要求，制作的能体现《工

程热力学》课程思政特点的完整新课件。

（3）录制并撰写基于思政改革的《工程热力

学》典型案例一套

录制本课程思政建设典型案例 3～5 个视频，

不少于 10 张思政教学环节照片，撰写不低于 2000
字的本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总结。

（4）撰写《工程热力学》思政改革成效资料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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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学生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反馈及感悟，以及

其它可体现课程思政改革成效的材料。

3  课程育德目标及思政元素梳理
3.1  课程育德目标

（1）通过学习能源种类和转换关系，向学生

渗透能源现状及能源短缺问题，增强学生对能源问

题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发学生保护环境、保

护能源的意识及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而努力学习

的爱国热情，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2）通过学习热功转换的基础知识，增强学

生的专业理论自信，同时训练学生在实际工程中理

论联系实际能力，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文化自信

能力。

（3）通过学习迈耶提出的能量守恒理论，焦

耳测量的热功当量，教导学生正确认识热本质，抛

弃错误的理论，从而培养学生具有热爱科学、热爱

专业、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创新创业精神。

（4）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提高能

源转化效率、合理利用能源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

生具备初步的辩证思维的能力。

（5）工程热力学实际问题一般较为复杂，仅

凭个人是无法解决的，通常需要团队协作。因此，

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了解一项工程的完成需要

通过各工作组协力合作来实现，从而提升学生团队

协作能力。

（6）通过热力学两大定律学习，让学生懂得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只有在校付出努力学习，走上工作岗位才能回报社

会。

3.2  课程思政元素梳理

专业课课程思政的进行应贯穿课程教学的整

个过程，选择合适的内容，渗透德育知识给学生，

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形成协同效

应，从而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5]。《工程热力学》

作为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及能源与动力工程

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其各章各节均有适合

开展思政的知识点，具体如下：

（1）绪论

绪论是一门课程的开端，是吸引学生对本门课

感兴趣的重要一节，由于《工程热力学》是有关能

量相互转化的一门科学。其德育点表现为：

①通过介绍能源种类和转换关系，向学生渗

透能源现状及能源短缺问题，激发学生保护环境、

保护能源的意识。

②通过对我国能源及其利用现状的介绍，增

强学生对我国能源问题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激

发学生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而努力学习的爱国热

情。

③通过热能利用在整个能源利用中地位的阐

述，使学生认识研究热能利用和学习工程热力学的

重要性，向学生渗透爱课程、爱专业教育。

④绪论中会介绍工程热力学的发展简史，为学

生介绍热质说，详细说明热质说的内容。迈耶提出

的能量守恒理论，焦耳测量的热功当量，说明这些

理论使得人们正确认识了热，抛弃了错误的理论。

通过人们对热质说的抛弃，使学生明白去伪存真、

敢于向权威挑战的道理。

（2）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在热力学中的应

用，它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它是热力学的基础，

而且在能源方面有广泛的应用，能源是人类社会活

动的物质基础，社会得以发展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

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使用，能量资源的范围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而扩大，所以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广阔

发展前景也将越来越光明，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可引

导学生在学习、工作过程中一定要树立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的道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有在校付

出努力学习，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才能有相应的回报。

（3）卡诺循环

为工程热力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有很多。卡

诺就是其中的一位，它提出了提高热机效率的卡诺

循环，通过讲解他的事迹可激励学生学习的斗志。

卡诺在二十多岁能有如此成就，同学们正值青春年

华，一定要树立为我国能源事业奋斗的信心、青年

强，则国强！同时从年青的卡诺取得的伟大成果中

可启发学生，即使从现在开始努力，毕业时也一定

会取得满意的成绩，从而为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

的基础。

（4）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关于能量转化中的方向性

问题，我国能源紧张，大家一定要有能源忧患意识。

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工作过程

中只有设定好目标，找对方向，认真努力才会实现

人生目标。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797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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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熵

熵是工程热力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表征物质状

态的参数，是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工程热力学中

会用图示的方法进行研究，温熵图又称为示热图，

是进行热量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熵这一概念不止

出现在工程热力学中，如还有信息熵、统计熵等。

工程热力学中的孤立系统熵增原理是一个很重要

的知识点，其内容是孤立系统的熵只能增大（不可

逆过程）或不变（可逆过程），绝不可能减小。讲

到这部分知识时，可将社会秩序与这部分知识相联

系。

（6）气体压缩

工程热力学中还有很多可以渗透德育教育的

知识点，如气体压缩这部分内容可以引导学生明白

有压力才有动力的道理，分级压缩这部分内容可与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相联系。

（7）水蒸气

水蒸气是通过水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加

热才能获得足够能量，进而转化为其它有用能量。

学习这部分知识时可联系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使

学生明白要想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首先必须要不

断汲取知识，储存能量，只有在校努力学习，才能

在工作岗位施展才能，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8）混合气体

混合气体的性质这部分内容，通过学习可知各

种组分总和为 1，可引导学生注意时间分配问题，

每天每人都是 24 小时，花在游戏、玩耍、逛街等

娱乐上的时间越多，那么留下来学习、工作、锻炼、

交友等事情的时间就会越少。

4  教育方法和载体途径
4.1  教育方法

（1）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教师是关键所

在，团队教师不断加强自身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能力，

时刻关注时政，做到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对学生

做到言传身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

章制度，向学生灌输遵纪守法的意识。

（2）随时关注国内外发展现状，上课素材保

持新颖，每学期精心设计教案、不断更新课件，通

过观看课件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此外，团队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不断将所学知识内容与时政紧密结合，

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素养和能力。

（3）团队教师在课堂教授过程中严格管理课

堂秩序，如要求学生按时到课堂上课，课上认真听

讲，对课上吃东西、玩手机、说话等现象进行及时

阻止，对学生好习惯的养成做出努力。

4.2  信息化载体

（1）多媒体教学是当代高校教师上课必备的

技能，团队教师将上课所用的课件背景可设置国旗、

党旗、天安门、科技新成果等，使学生获得专业知

识的同时增强其爱国主义情怀，强化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懂得科技强国的道理。

（2）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成为大学生的标

配。团队教师可通过手机进行课上课下的互动，让

手机从“低头的工具”变成“抬头的利器”[6,7]。

通过手机不同功能的使用，如利用雨课堂软件，让

学生在课前、课中及课后能及时与老师沟通，另外

也可通过在手机下载“学习强国”软件，让学生知

道，手机除了玩游戏，也可以用来学习。

5  课程考核方式
对于工程热力学课程来说，教学及思想政治教

育实施质量的考核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过程学习

表现和期末闭卷考试。课堂教学是一个相互尊重的

过程，团队教师尽可能地把工程热力学的重要知识

展现给学生，引导学生认真对待课堂上的小组讨论，

在短暂的课堂时间汲取最多的知识[8]。过程学习考

核可根据学生的课堂礼仪和在课堂练习、讨论等部

分的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期末考试以闭卷形式进行考核，但在试卷中一

定要有体现思政元素的题目，如可通过设置分析工

程实际问题的形式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以

及对工程实施的道德判断。

6  结论
本文对《工程热力学》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及

建设内容进行研究和探讨，结合《工程热力学》的

课程特点梳理提炼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寓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并提出了合理的教育方法和

载体途径、巧妙地安排了教学环节、合理利用手机

进行课上课下互动以及采取切合实际的考核方式

等具体措施，研究成果可为工程类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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