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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综合实验建设的研究

杨清玲，章尧，陈昌杰，周继红，连超群

·医学教育·

[摘要]目的：提出生物技术综合实验开设思路，开展综合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珐：建设生物技术综合实

验，主要包括相关课程、实验内容、综合的实验方法与手段。结杲：逐步加强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结论：生物技术综合实验的开设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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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Biotechnology

YANG Qing—ling，ZHANG Yao，CHEN Chang—jie，ZHOU Ji—hong，LIAN Chao—qun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Molecular B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design and perform the integrat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biotechnology for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e capabilities．Methods：The experimental COl'USe of biotechnology was integrated by the relative curriculum

experimental contents，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means．Results：The abilities of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wer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The results were very satisfactory．Conclusions：Integation of biotechnology experiment is favour of the capabilities of

students to bring new ideas and app|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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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活动及其

规律的科学⋯，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日新月异。分

子生物学技术、信息技术和材料技术成为生命科学

中3大新技术口J，已经越来越广泛并常规地用于生

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包括医学各领域，成为生命科学

工作者必备的专业基础。分子生物学偏应用型专

业，主要培养从事细胞工程、遗传工程、酶工程、发酵

工程、生物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实

验课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对相关理论课程的理

解程度，因此，分子生物技术实验课程的教学作用在

高校生物科学专业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就我

校生物科学本科生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建设的历程

及体会作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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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历程

我校于2003年建立生物科学专业，2006年开

设针对这一专业的相关课程，包括分子生物学、基因

工程原理和酶工程3门理论课，并在学校的支持下

进行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的建设。近3年来，我们

不断地对实验课程进行改革，并重新定位于分子生

物学技术，旨在强化技能培养，培养科研能力，把学

生培养成掌握现代化基本技术方法，具有独立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型人才。经过2003级、2004

级及2005级3个年级的教学，并通过2003级实习

结束的学生对实验教学在实习中的作用反馈信息，

2004级学生学习过后的感触及师生平时的交流建

立了教学评价体系，并针对出现的问题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1 实验内容

1．1．1相关实验课程的综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

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把综合性实验解释为

“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

力，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当前

医疗形势的变化，医学迅速发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

同时由于疾病谱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预防医学

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不断改革和摸索。我们将

继续总结经验，坚持那些对学生有益的做法，为培养

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合格预防医学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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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知识的实验”【3 J。按照这一定义，综合性实验

不仅是课程内实验内容的综合，而且是相关课程内

容的综合。分子生物学实验开设之初，实验教学模

式是基于当时人才培养的需要及学校条件而建立

的，实验课程结构按二级学科设置，实验课附属于理

论课——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原理，开设的实验

学时数分别为20学时和9学时。随着现代分子生

物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模式已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

需要，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相关课的实验内容部分

重复，不能体现课程间的相互衔接；缺乏系统性与整

体性，学生难以受到本专业系统的、完整的实验技能

训练，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差。为此，根据生物科学专业的特点，从2005

级开始按一级学科设置，开设学时增加到50个，实

行独立授课，独立考核，独立计算学分，避免重理论

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同时，优化

实验课程体系，重组实验课程，将相关课程的实验

“联合共建”，形成“大概念”多课程实验课，分子生

物学技术就是将原来的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原理

和酶工程实验合并为一门课程实验。解决了实验重

复、课程结构无系统性与完整性的矛盾。为开设综

合性、设计性的实验项目创造了条件，同时对加强课

程之间的互相渗透，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1．1．2实验项目开设初期，缺乏成熟的实验教学

经验、相关教材和仪器。针对当时的条件，初步开设

一些生物科学专业基础的实验，如电泳、外周血

DNA提取、感受态制备和转化、质粒DNA提取及

PCR实验。简单验证性实验较多，综合设计性实验

较少；操作能力培养的实验较多，综合能力培养的实

验较少；多课程同类培养重复的实验较多，而有机组

合安排实现同一培养目标的实验不足。缺乏综合

性、设计性、应用性和研究创新型实验。因此学生对

实验的目的性、应用性不太明确，在以后的工作中难

以灵活运用，不利于开发学生的科研思维。综合性

实验的内容一般涉及一门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系列

课程多个知识点，或涉及相关课程的内容。旨在培

养学生知识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知识的应用能力旧J。

因此，在第3年实验课程项目的设计时首先考虑了

实验项目的类别：包括了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

自主设计性实验3大部分；其次，根据课程类别，设

计出跨同类课程的统一实验课程，既要反应相关理

论课教学要求，又有统一实验课的特点，减少不必要

的重复；再次，充分注意到相关理论课教学阶段而分

段完成实验课程，保持与相关理论课的密切联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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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统一实验课的阶段要求。根据以上这些原则，

设定的实验项目为基本实验技能、外周血DNA提

取、PCR实验、酶切和连接、感受态制备和转化、质

粒DNA提取和鉴定、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及蛋白

质印迹。让学生能连续完成从筛选目的基因、构建

载体、转染、发酵、生物大分子制备等一套完整的基

因工程实验技术，通过实验过程的综合性、连贯性，

使学生能步步为营，明确自己的实验目的和应用，从

而训练学生的科研思维、动手能力，并激发学生对生

物领域研究的激情。

1．1．3参与科研 为了使学生能更快地进入实验

室角色，对2003级的学生在实验课后安排了在科研

中心实验室的见习；从2004级开始选择几位兴趣较

浓、能力较强的学生参与科研，完成一定的课题研

究。现已有2篇论文正在整理中。同时在就业时，

参与科研的经历成为其有力的优势，极大的激发了

学生的热情。

1．2教材

1．2．1 实验指导的编制针对我校2006年的实验

条件，缺乏系统的、实用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教

材。我们首次编写了一本适合本校生物科学专业学

生使用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包含了基本的实

验项目、实验原理、主要’试剂配制及实验过程。但缺

乏实验室规则、注意事项及相应的网络资源，学生对

实验室相关制度不了解，而生物实验的精确性和微

量性要求较高，因此要规范学生在实验室的言行与

科研态度。随着我校对实验条件的不断加强，我们

开设了以上十项实验内容。根据此次开设的情况，

我们重新编制了新的实验教材。基于培养目标和实

验项目，除了增加实验室规则、注意事项及相应的网

络资源以外，对实验内容进行有机的整合，突出其综

合性、连贯性及应用性。

1．2．2 CAI课件的制作为了使教学更为直观、形

象、易懂及加大信息量，从2005级学生开始，实验课

的理论讲解部分制作成CAI课件，并加入了大量的

实验操作过程图片和Flash动画，一方面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使实验过程实物化，利于理

解接受。

1．2．3 网络教学为了扩展学生的视野，我们通过

购买的相关实验教学光盘弥补某些实验条件的不

足，如蛋白质印迹实验时间过长，转基因、DNA测序

等一些难以开展的实验项目；其次，生命科学领域的

知识日新月异，为了紧跟学科的发展，我们一方面提

供一些相关网站，鼓励学生获取新的知识，另一方面

给出问题，促进学生通过网络寻求解答，培养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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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的能力。

1．3师资

1．3．1 配置原则 实验项目和实验课程的设计过

程应该是由实验教师统筹安排、教研室参加的密切

合作过程。带教教师是课程运转机制的关键环节，

因此实验课程带教教师由教研室派出，相关理论课

程教学教师参加实验课带教，从而保证实验课程教

学与理论课程相结合。

1．3．2培养措施3年问选派3人次教师参加专

业技术或相关课程短训班的培训；每次课前集体备

课，讨论上次课的遗留问题和下次课需要解决的问

题；青年教师每次课前均做预实验，既熟悉实验操

作，也提高实验效益。实验主讲教师必须科学组织

实验的实施。对教师来说，课前一定要认真做好预

备实验，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要组织集体备课，

注重实验过程中每个关键步骤的操作，并预想可能

出现的问题，正确实施课堂引导，以确保实验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实验效益。开课前必须检查

调试好要用的仪器设备，保证在实验过程中能正常

运转‘4。。

1．4效果评价科学、公正、客观地全面评价学习

效果。以实验报告和实验理论考核分别占分子生物

学总成绩的20％和10％计算。由于本课程已完成

针对3 f-JN论课的整合，开设为一门新的实践课程。

因此，我们同时改革了考核指标，注重全面考查学生

的素质。考试方式：(1)通过学生的平时成绩

(20％)。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态度、实验室常识等的

掌握和实验报告等方面；(2)考核学生的实践过程

(30％)。形式为实验操作考核；(3)考核学生的独

立实验设计(50％)，注重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及独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等。

2成果总结

经过3年的建设过程，完成了实验项目的整合，

使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带教教师梯队合理；教材、课

件和网络资源充分利用并互补；针对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及教学手段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撰写教改论文，

目前已发表论文3篇。

3 结束语

经过分子生物学综合实验的教学改革，初步形

成内容丰富、新颖，集综合性、应用性和研究性为一

体的实验教学模式。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学生

普遍反映教学效果良好，对分子生物学实验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这样的教学使他们真正地学到了实验

技术，切实可行。同时培养了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

和创造性∞J。为学生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

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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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写作要求(三)

在引言写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一般教科书中已有的知识，在引言中不必叙述和解释。

(2)引言中可以给出研究的设计，但不要涉及研究中的数据。

(3)对标题或引言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常见或模糊的词语应进行定义。

(4)在使用编略语之前，应首先将术语的全称写出，并在括号内注明缩略语。

(5)引言应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不要成为摘要的注释。

(6)不要用插图列表和数字公式推导证明。

(7)不要使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填补了国内外空白”、“首次发现”等不恰"-3词语。

(8)“引言”两个字不写出。

(摘自《生物医学论文写作20讲》，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