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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target requirement of “Excellent Engine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combining with the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bout cultivating in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Yangtze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troduced some approaches about training mode reform in order to train special talents of cultivation of enterprise spirit and enterprise
ability facing to the future and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All the practic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enterprise tal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ellence plan” in other geological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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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培养目标要求，结合我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学科定位和行业特点，
本文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油气资源领域的人才需求，培养具有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工程意识、
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就本校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定位、课程体系与教
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和实践教学改革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改革，研究成果对其它地矿相关工科
专业“卓越计划”实施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
卓越工程师，勘查技术与工程，教学改革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教育部按照“先行先试”的原
则，决定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 [1]，长江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
于 2013 年获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第三批学科专业。该专业是长江大学具有悠久历史和特色
的专业，最早设立的骨干专业之一；2003 年为湖北省品牌建设专业，2008 年为第三批国家特色专业。长
江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卓越计划是在开办 20 多年的经验积累上，在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和“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背景下，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
口，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1]。从应用型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的更新和优化、实践教学体系的不断优化、教师专业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提升、学生的思想作风
和身体素质的锤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2. 培养目标和定位
2.1. 勘查技术与工程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目标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学科面涵盖广泛，行业背景不同的学校培养目标和定位不尽相同[2]。长江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是由原江汉石油学院矿场地球物理(测井)和勘查地球物理(物探)专业发展演化至今，
源于 1950 年 3 月成立的北京石油工业专科学校高级地球物理培训班(高探一班)，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为该专业的创始人。专业发展经历了实施课程体系教学改革提升专业培养质量、
推进质量工程建设凝练专业培养特色和试行拔尖培育计划促进创新能力培养三个阶段[1]。在人才培养、
教学科研活动中与石油勘探开发工程紧密结合，形成石油特色鲜明，以地球物理测井、地球物理勘探两
个学科的人才培养方向。以培养我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油气资源勘探领域的人才需求，具有石
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目标[2]。

2.2. 勘查技术与工程卓越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协会(ABET)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3 中，对工程类毕业生的基本素质要求为：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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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及外部条件(包括经济、政治、环境及安全等)约束下，对系统、部件或程序进行设计，用于完成预定
目标的能力；2) 能够高效应用并转化科学与工程知识的能力；3) 跨学科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
4) 理解专业并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的能力；5) 识别、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6) 设计与进行实验，
分析实验数据及对其进行综合解释的能力；7) 有效沟通的能力；8) 终身学习的能力[3]。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需
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获得工程师或科学研究基
本训练，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全面掌握地球
物理勘探、测井的方法与资料处理技术(全面掌握地球探测与信息处理技术)，能够根据不同勘探开发目
的的需要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地质解释和信息服务；具备较强的野外工程施工和现场资料处理、项
目工程组织和管理能力；具备研究与创新素质、科学与文化素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务实精神和国
际视野的工程师[4]。

3.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3.1. 实施以“一专多能，两个方向”为理念的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模式的载体，课程体系构建是高校的办学特色的体现。长江大学校勘查技术与
工程专业身兼石油物探和石油测井两个方向工程应用人才双重使命，我们面向油田对这两个工程领域的
不同培养要求，按照“拓宽基础、提供能力、增强素质”的原则。对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卓越计划的课
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等进行了优化重组，制定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上，突出“实践性”、“创新性”、“前沿性”和“行业素质教育”。开设
侧重工程技能培养的课程，将培养勘查地球物理工程师的职业素质和创新能力贯穿于专业培养的各个教
学环节。针对已有的“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充分吸收“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基地
班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后的成功经验，实施以“一专多能，两个方向”为理念的课程体系改革，面
向油田对石油测井和石油物探两个学科方向的不同培养要求，依据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卓越计划学生知
识、素质、能力的形成规律和勘查地球物理学科的内在逻辑顺序，对专业知识体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内容等进行了优化遴选，制定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充分体现了“一专多能”的特点，“一专”
就是坚持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勘查地球物理基础理论课程核心地位，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学、
电子技术学、地质等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勘查地球物理技术方向专业知识，全面掌握勘查地球物理方
法原理，确保学生形成较强的专业核心能力；“多能”就是用专业基础课程+应用能力模块(物探和测井
两个方向)的方式构筑课程体系，学生可根据学习兴趣和自生发展需求选取相关课程模块，实现多元化人
才培养目标。构建体现勘查地球学科优势和行业特色、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

3.2. 完成了以“知识规格满足行业需求”为理念的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上，核心课程内容和主要实践教学内容上体现与现场工程实际、油田
技术发展需求相结合的特征，充分反映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技术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知识内容的新要求。
针对石油物探和石油测井两个学科特色，专业核心知识领域主要包含地质学基础、现代地球探测技术和
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内容。鼓励教师开设专业综合性实验/实习、专业研究性实验/实习、创新型、研究
型以及模拟训练式实践课程[5]。同时，利用学校在地球物理测井和地震勘探的学科优势，在校内系统课
堂教学之外，结合油田现场技术交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报告、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研究课题及自主
创新实验等机会，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着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创新
思维习惯和意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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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改革，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习惯为目标，注重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培养，
积极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着力推动基于问题的学习、基
于项目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等多种研究性学习方法，加强学生创新能力训练，“真刀真枪”做毕业
设计。
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与企业共同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企业培养方案，使学生所学知识和技
能与行业要求紧密结合，通过一年左右在企业学习、实践过程，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学院
针对“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班的行业特点和新的培养计划要求，将采取“学生走出去，企
业进校园”的教学模式，学生深入油田企业生产第一线学习，企业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进校园讲台授课和
学术报告，以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直接接触生产一线。油田企业石油测井和石油物探两个工程实训平
台增强了实践培养的工程导向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目前完全执行
完油田实践实习教学计划的有 1 届学生，学生生产实践技能得到很大提升，能够独立完成现场施工、数
据采集、资料处理的整个流程，这是以前该专业毕业学生实践实习达不到的教学效果。

5. 实践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和培养工程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充分利用校内实验室和
厂校(校企)合作的良好平台，建立功能齐全实验、实习基地，有计划地将学生就业与用人单位的培养需求
相结合，建立学校、用人单位和行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学生实训与考核评价机制，形成系统化的产学研合
作的实践教学体系[5]。

5.1. 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构建“5 + 5”全程梯度式实践教学体系。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教学环节入手，打造了“5 + 5”全程阶
梯式实践教学体系，其中校内实践教学包括课内基础实验、专业实验、专业课程设计、行业技能竞赛、
毕业设计这 5 个环节；校外实践教学包括综合地质实习、行业认识实习、专业生产实习、顶岗实习、企
业项目实战这 5 种形式。这种校内和校外结合，全过程递进的实践体系，为学生提供大量、丰富的实践
机会，营造良好的实践环境，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工程应用实践能力。

5.2.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根据实践教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加强了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校外实习基地互补。

5.3. 校外实习基地完善
不断加强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录井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分公司物
探研究院、中石化河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公司、中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等长期稳定的教
学实习基地建设。重点建设实习教材、数字实习基地资料、实习声像资料等，对实习基地开展信息化建
设，收集电子影像资源。完善基地的教学设施，加强基地指导教师的理论培训，提高基地指导教师的教
学水平。在不断完善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稳步增加其它生产实习基地。在现有的基础上，分别在中国
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增加 2 个实训基地。与企业联合建立实验实习基地，
学生到企业进行毕业设计等形式，形成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机制。

5.4. 第二课堂活动建设
根据课程设置和培养规格，主要的第二课堂有产学研合作教育培训，包括测井资料地质解释软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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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eXpress、GeoFrame、Forward、CifSun 等)、地震资料数字处理与解释软件培训(Geoscope、GeoFrame
等)。开设“地球物理学进展”、自然科技讲座和“博士讲坛”、人文社科系列讲座等[6]。

5.5. 加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是面向油气勘探领域勘查地球物理工程师发展的需要，是油气勘探行业领域和勘
查地球物理工程师所具备的职业能力。卓越计划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在理论课程教学中采
用多样性教学，以任务式、专题汇报等形式，引导学生进图书馆，利用网络等方式多种途径获取知识、
锻炼能力[6]。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第二课堂，选听讲座报告，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
验计划”项目、专业/行业技能设计大赛等，使学生学习知识由被动的接受知识向探索知识转变。

6. 结论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的改革，还需要考虑该专业在本学校的定位和行业特点、
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模式改革的制度保障及持续改进等诸多环节。本文从培养目标
和定位、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和实践教学改革四个方面进行讨论，希望能为其它相
关工科专业走特色办学，培养特殊行业卓越工程人才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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