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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 本科) 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公安院校设置的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学习奠定必要基础的课

程，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基础． 本文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并

结合专业培养目标与教学实际，从三个方面对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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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事件的法

律性质，发现、揭露、证实犯罪，预防犯罪的科学技术

手段与方法［1］． 该学科体系主要是由: 基本理论与

基本技术、痕迹检验技术、文件检验技术、刑事图像

技术、理化检验技术、法医物证技术以及生物物证技

术组成．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在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是

培养能够系统掌握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必需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方法，并具有从事刑事科学

技术实际工作需要的动手能力和初步研究能力，

适应基层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需要的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公安应用型人才． 随着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刑事犯罪的手段与技术不断翻新，这对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更高的

要求，培养有创造性思维和具备初步科研能力的

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当前公安高等教育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面．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是学生

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重要必修课，为专业课的学

习提供大量的知识与技术支持，可以说它为学生

的专业课学习奠定了基础，更是学生今后业务发

展的知识保障． 但在实际教学中，专业基础课的教

学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上都存在一

些问题或不足，值得我们去改进．

1 课程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主要是指《大学物

理》、《普通化学》以及《分析化学》． 目前专业基础课

教学现状是: 教学内容难度较大，内容较多且陈旧，

需要理解记忆的理论、原理及公式较多，与实际联系

不够紧密，无法突出专业特色，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

等． 导致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影响了课程的教学效

果． 其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专业基础课学习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主观地认为只有专业课才对将来从

事的工作和进一步深造有影响，而基础课的学习与

专业课的学习关系甚少，所以常常会抱有“及格就

行”的心理． 此外，无论是大学物理还是化学，课程

内容繁多，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面． 以

《普通化学》为例，其涵盖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以及部分分析化学的内容，还涉及了材料化

学、生物化学、环境化学等知识点，要在 51 学时内完

整的向学生呈现这门课程所应该涵盖的内容，使学

生理解并掌握相应的重点难点，同时又要避免“填

鸭式”教学，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主动获

取知识的兴趣与能力，培养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精神

就显得困难重重．
为了进一步提高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程教

学质量，结合近年来教学实际情况，我们对该课程从

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以及实践环节等方面做了一些

改革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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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改革的探索

2. 1 加强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联系，打破课程界

线，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

在授课中发现，各门专业基础课之间虽然有着

学科界线，但知识点有交集，内容上有扩展． 比如，在

《大学物理》与《普通化学》课程中都会涉及到热力

学定律，这不仅是物理课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化学

课的重要基础理论． 再如《普通化学》的结构化学一

章中微观粒子运动遵循量子化规律的内容是学生理

解《分析化学》原子发射光谱法的知识基础，同时该

内容又属于原子物理的范畴． 但由于课程的开设顺

序有先后，同一部分内容在不同的课程中所担当的

“角色”又不同，各科教师在授课中对其讲解深浅

度、难易度、侧重点各有不同，学生每次学习不是恰

似“蜻蜓点水”就是只见“冰山一角”，这往往会导致

学生虽然在多门课程中都学习过同一知识，但是对

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扎实、不全面，这便很容易在学

生的知识结构中留下盲点和疑问，甚至会导致概念

间的混淆，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更不利于今

后专业课的学习．
基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程之间在内容上

的联系，可以根据授课的先后顺序，在课程设计上对

共同涉猎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 在先开

设的专业基础课中对该类内容进行宏观的介绍和学

科重点方面的讲授，而在后开设的课程中教师要有

意识的引导学生回顾，运用知识迁移的方法揭示新

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专业基础课之间

建立知识纽带，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为专业

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2. 2 加强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改进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会先于专业课，这虽然符合

教学规律，但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不了

解，无法真切的体会到专业基础课的必要性和基础

作用． 例如: 在《分析化学》课程的第十二章专门介

绍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多数教材主要介绍色谱分析

技术产生的历史、装置的结构及原理，而对其在刑事

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应用极少涉猎． 因此，学生无法了

解其实际用途与学习意义，常常导致学习懈怠． 为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展学生视野，在实际教学中我

们可以举以下案例来辅助教学: “在一起恶性杀人

案件中，犯罪分子以硫酸和硝酸将多名被害人尸体

化为液体随下水道冲走，事后现场勘验检查员在毁

尸现场的地沟内发现了数团油状粘稠状的物质，经

技术人员初步判断粘稠物可能是脂肪，如何判通过

气相色 谱 的 方 法 来 判 断 粘 稠 物 是 否 属 于 人 类 脂

肪［2］?”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运用 PBL 教学法引

导学生运用《普通化学》中脂类的化学性质来解决

这一问题． 因为脂肪不容易气化，无法直接使用气相

色谱法分析，所以先将脂肪水解，再进行甲基化得到

脂肪酸甲酯( 图 1 ) ，然后使用裂解甲基化气相色谱

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定，得到的色谱图与人体脂肪的

色谱图完全相同( 不同种类动物脂肪气相色谱图谱

会有明显的差异［3］) ，进而确定粘稠物正是人的脂

肪溶解后被扔进下水道所致．

图 1 脂肪水解、甲基化反应过程

此案例除了可以采用 PBL 教学方法以外，还可

以通过精心设计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课堂讨论和

分析，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既加强了专业基础

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又可以极大的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使学生感受到专业基础知识在

专业课程中的指导价值，领悟到专业基础知识是公

安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
实践证明，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只要在课堂

中稍稍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内容，都会极大的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更活跃，课堂参与意识

更高，对相应知识点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并且

会使更多的学生愿意主动的进行课前查阅与预习，

从而达到新旧知识的融汇贯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

创造性的目的． 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为灵活教学方

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供良好的载体，使教师有更

大的发挥空间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2. 3 在教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及

人文素质教育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犯罪种类和手段更加多

样、复杂，犯罪分子反侦察能力的提高和高科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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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起给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 单纯的

掌握知识和技术，机械性的完成任务，不足以使学生

胜任未来的实际工作． 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

的科学精神，使学生具备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敢于怀

疑、百折不挠、勇于探索、客观求实的意志品质和敏锐

的洞察力与创造力，无疑有利于学生今后的业务水平

的提高，同时也符合公安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

事，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细致精心的设计和潜移

默化的引导．
1) 在授课时可以对学科的某段发展历史或著

名人物事迹进行简短的介绍，使学生在学习原理与

公式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动人的故事”和自然科学

中的人文情怀．
2) 将学科前沿知识带到课堂，使学生了解学科

的新发现、新技术( 研究目的和应用前景) ; 同时，通

过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为学生开放思维、
独立思考创造环境，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实践、
敢于创新的品质与能力．

3) 在实验教学中，鼓励学生与教师一同参与实

验课前的准备工作，并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指导学

生自主的进行实验设计与开展实验，培养学生以科

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评价问题的习惯与能力; 同时，

选拔学生进入专业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指

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检验学习效果，开

拓学生眼界，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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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form in the Teaching about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of Cri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n Zhaoyang Xu Xiaoling

( Beijing Police College，Beijing 102202)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of cri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rranged for the students ，who are

educated to be the criminal technical police by police colleges． They are the basic of learn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and analysed the
cause of formation． Then，it expounds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about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Key words: cri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reform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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