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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蛋白质与酶工程》
立体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郭摇 俣,连超群,张摇 丹,吕静竹,夏摇 俊,杨清玲

[摘要]目的: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对《蛋白质与酶工程》立体化教学进行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方法:对蚌埠医学院 2013
级生物科学专业开展《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的立体化教学,并将其教学效果与该专业 2012 级的传统教学方法进行对比分

析。 结果:立体化教学对 2013 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教学效果均明显优于 2012
级(P < 0. 01),对教学资源丰富度、教学效果和学习质量考核的评价也明显优于 2012 级(P < 0. 01)。 结论:在教学效果上,尤
其是在提高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培养效果上,立体化教学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更有利于创

新实用型生物医学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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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three鄄dimensional
teaching based on cultiva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talents

GUO Yu,LIAN Chao鄄qun,ZHANG Dan,L譈 Jing鄄zhu,XIA Jun,YANG Qing鄄li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three鄄dimensional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talents. Methods:The 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 three鄄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l was
carried out in class 2013 of biological sciences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the teaching effect wa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used in class 2012. Results: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earning,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spirit of teamwork,teaching effects
and assessment of learning quality in the student of class 2013 executed three鄄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l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lass 2012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effects of three鄄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l on the effect of teaching effects,
especially on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application ability and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talents are better than those whos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medical talents.
[Key words] education;innovative talents;protein and enzyme engineering;three鄄dimensional teaching

摇 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对

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1]。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仍存在教育观念、教学模式落

后等问题,致使人才培养与当前社会的需求脱

节[2 - 3]。 如何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

新应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当今教育界面临

的共同挑战。 立体化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学习为中

心,以教师教学过程为主导,以能力培养为轴心,以
教学资源为平台,动用所有教学要素,立体化、全方

位的教学体系,它在教学资源多样化、教学方式多元

化和知识结构立体化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4 - 5]。
我们对我校 2013 级生物科学专业《蛋白质与酶工

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创新应用型生物医学人才培

养为目标,进行了立体化教学的初步探索和实践,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我校生物科学专业 2013 级学

生 100 人和 2012 级 105 人作为研究对象。 2 个年级

的男女生比例、对《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的学习兴

趣和其他课程的学习效果等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研究内容 摇 《蛋白质与酶工程》课程共计 60
学时(理论课 40 学时,实验课 20 学时),在对 2012
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仍沿用传统课堂讲授的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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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在对 2013 级的教学过程中引入了立体化教

学,以学生的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以网

络课程教学资源为平台,选用多样化教材,设计立体

化教学内容、形象化教学课件、多元化教学方法、多
渠道师生互动和多方位考核等方式,构建立体化、全
方位的课程教学体系。 在学生层面,设计调查问卷

分别对 2012 级和 2013 级学生进行教学内容、课堂

教学效果、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协作能力

和学习质量的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
1. 3摇 《蛋白质与酶工程》立体化教学的实施摇
1. 3. 1摇 构建立体化的教学资源摇 立体化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纸质版教材和数字化网络教学资源两部

分。 由于蛋白质工程与酶工程的学科前沿性和交叉

性,当前没有一本融合二者的综合性教材。 为此,在
纸质版教材建设中,为配合我校生物科学专业创新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我们选取郭勇主编的《酶
工程》(第 3 版,科学出版社)和汪世华主编的《蛋白

质工程》(科学出版社)为主要教材。 同时,选用毛

忠贵主编的《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科学出版社)和
李维平主编的《蛋白质工程学》 (科学出版社)作为

教师使用主要参考教材。 另一方面,数字化网络教

学资源平台是立体化教学资源的重点[6],我们对原

有《酶工程》课程的内容进行了整合,融入了蛋白质

工程的相关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依托校园网的

《蛋白质与酶工程》网络课程(http: / / 211. 70. 128.
25 / 2013 / mgc / )。 教学资源平台主要包括理论教

学、实践教学、辅助教学、教学互动和习题自测等部

分相辅相成(见图 1)。 平台由专人负责定时维护和

更新教学课件、复习思考题、课后作业和优秀创意展

示等内容,同时不断丰富参考电子图书、视频点播

库、试题库和教学案例等教学资源,在课程网站主页

还设置了最新教科研记录滚动栏,记录学生参加各

种实践技能比赛活动和参加创新训练项目的实验

过程。

!1 《#$%&'()》+,-./01

1. 3. 2摇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摇 基于网络教学资

源和交互式交流平台,教师的课堂教学有了充分的

时间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归纳式等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例如,在
“蛋白质结构的分析和预测冶一章里选取胰岛素结

构的分析和预测为导入教学案例,以问题 “胰岛素

的肽链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其一级结构如何测

定?冶为切入点,了解学生对胰岛素结构与功能及其

一级结构测序流程的知识背景。 随后,在进行胰岛

素末端氨基酸序列涉及重要功能改变的分析中,启
发学生利用所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和生物信息

学的知识,尝试进行人胰岛素突变体设计与体外合

成的实验方案设计,在课上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
引导学生发挥学习主体的作用。 还可创设临床应用

的案例开展探究式教学,如在课上提出问题“什么

是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t鄄PA? 如何改造使其提

高对纤维蛋白的亲和力?冶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
推荐相关参考文献,启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借助网

络教学资源搜集资料,创设自主学习或协作学习的

情景,鼓励学生利用教学互动平台提出难点和疑点

与教师展开讨论交流,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归纳。
1. 3. 3摇 搭建立体化的创新实践平台 摇 《蛋白质与

酶工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依托生物科学

特色专业和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完善具备开展分子

生物学、蛋白质工程和发酵工程的大型实验仪器平

台的基础建设,通过建立立体化综合性实验教学平

台,实现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 具体包括:
(1)通过验证性实验,锻炼基本操作技能;(2)通过

开设综合性实验,培养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应用能力;
(3)通过各种竞赛、探索性、创新性实验,培养创新

能力。 支持教师申报本领域研究的各类纵横向科研

项目,并将科研工作中获得的新知识、新理论及时融

入教学内容中;鼓励教师吸纳学生进入科研团队,教
会学生探索研究新知识和新理论的方法,以提高后

者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采用开放实验室,课内

课外相结合的形式,鼓励学生利用掌握的基本实验

技能设计相关实验,按照“提出问题 - 分析问题 -
设计实验方案 - 得出结论冶 的程序开展探索性

实验。
1. 3. 4摇 制定过程性的考核评价摇 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质量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学生学习质量

评价体系的合理度。 要培养创新应用型生物医学人

才必须改变原有的课程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实验

课成绩的终结性评估方式,根据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实际表现,我们采用了过程性的综合评估,主要包

括:(1)以闭卷考试的形式检查学生对基本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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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占总成绩的 60% 。 考

试内容主要是教学大纲中各章的掌握内容,题目的

难易度划分成正态分布,以适中难度居多。 (2)开

展课堂提问和随堂测验相结合的考核,时间控制在

10 min 之内,占总成绩的 10% 。 课堂提问和随堂测

验能够实时反映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应用程度,
协助教师调控后续的教学过程。 测试题目为问答

题,主要考察学生对新旧知识点进行联系、对比分析

能力和应用能力。 (3)实验技能考核,包括基本实

验和综合性实验两部分,占总成绩的 20% 。 基本实

验主要考查学生上课使用实验仪器的熟练度、实验

操作的规范度、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及结果分析报告

是否恰当等,而综合性实验则还要考察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 (4)综合能力考核,
主要通过探究式教学或课后作业的完成度评判,占
总成绩的 10% ,考察学生文献查阅和整理能力、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小组成员的协作

贡献度等,由教师和小组其他成员共同测评。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生物科学专业 2012 级发放调查问卷 105 份,回
收有效调查问卷 105 份;2013 级发放调查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00 份。 研究显示,2013 级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协作能力等方面

的教学效果均明显优于 2012 级(P < 0. 01),2013 级

学生对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效果和考核方法的满意

度评价也明显优于 2012 级(P < 0. 01) (见表 1) 。

3摇 讨论

摇 摇 立体化教学模式既发挥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

导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学生在情感、认知等方面的自

主构建,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

个性和潜能的发展。 立体化教学模式强调教学参与

者的多变互动和多种学习方式的共同发展,对学生

创新意识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
3. 1摇 建设适合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课程立体化教

学资源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 2012 级生

物科学专业学生认为现有纸质版教材的信息量已不

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同行专家和授课教师也提出急

需实验技术指导和教学视频的补充。 教研室通过购

买与课程相关的多种参考教材,组织学习、整理内容

和开展集体备课,树立教师的创新型立体化教学理

念 ,我们编写了适合于本专业培养的《蛋白质与酶

摇 表 1摇 2012 级和 2013 级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结果比较[n;
百分率(% ) ]

调查内容 n 好 一般 待改进 uc P

教学资源的丰富度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20(19. 0)
82(82. 0)

59(56. 2)
11(11. 0)

26(24. 8)
7(7. 0)

8. 36 < 0. 01

激发学习和探索的兴趣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25(23. 8)
79(79. 0)

50(47. 6)
13(13. 0)

30(28. 6)
8(8. 0)

7. 46 < 0. 01

课堂教学效果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19(18. 1)
78(78. 0)

46(43. 8)
12(12. 0)

40(38. 1)
10(10. 0)

8. 03 < 0. 01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13(12. 4)
80(80. 0)

44(41. 9)
13(13. 0)

48(45. 7)
7(7. 0)

9. 38 < 0. 01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21(20. 0)
83(83. 0)

52(49. 5)
8(8. 0)

32(30. 5)
9(9. 0)

8. 24 < 0. 01

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23(21. 9)
80(80. 0)

35(33. 3)
15(15. 0)

47(44. 8)
5(5. 0)

8. 50 < 0. 01

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27(25. 7)
75(75. 0)

50(47. 6)
19(19. 0)

28(26. 7)
6(6. 0)

6. 97 < 0. 01

学习质量考核评价体系

摇 2012 级

摇 2013 级

105
100

20(19. 1)
84(84. 0)

60(57. 1)
10(10. 0)

25(23. 8)
6(11. 0)

8. 69 < 0. 01

工程》的指导教材。 同时,基于《蛋白质与酶工程》
网络课程平台,授课过程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并
录制了理论和实验教学录像,丰富课件、复习思考

题、在线自测试题库、学科动态等教学资源,提高教

学互动平台的交互性,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自

主学习或协作学习的情景。
3. 2摇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教冶促“学冶 摇 传统

课堂教学方法单一化,2012 级生物科学专业中有

76. 2%的学生认为缺乏自主学习和探索的兴趣。 而

立体化教学实现了教学方法由单一化向综合化方向

发展,主要表现为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为核心的现代教学方法的广泛运用。 根据教学内容

的差异,我们研究了不同教学方法组合运用的针对

性教学案例。 例如,在“酶的反应器冶一节的课堂教

学中,可采用讲授法,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各种类型

的酶反应器;课下,采用情景教学,组织学生参观酶

的发酵实验室或车间,以相对直观的形式讲授其操

作方式和特点,这种“理论讲授 + 情景教学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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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既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又
能使学生对企业实际设备和操作形成认识和了解,
有利于他们毕业后尽快地适应企业环境,较好地开

展工作。 在“微生物发酵产酶冶一节的课堂教学中,
可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 PBL 教学,课前布置“如何

利用大肠埃希菌生产人胰岛素?冶 思考题,学生通过

带着问题查阅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小组讨论、
总结汇报等过程,激发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锻炼了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对这部分知识印

象深刻,理解透彻。 这样以“教冶促“学冶,显著提升

了整体课堂的教学质量(2013 级,78% )。
3. 3摇 紧扣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立体化创新实

践平台摇 实验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 实验操作能调动学生的参

与意识,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和培

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

重要手段。 在《蛋白质与酶工程》现有验证实验的

基础上,让学生参与到试剂的配制、样品的选择等过

程中,加强实验操作,让学生多动手,多实践,并严格

要求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科学观察、记录、完成实验报

告,通过分析和解释实验中产生的现象或数据,得出

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并对失败的原因做出科学的

分析。
培养应用能力综合性实验的教学设计遵循学生

认知过程的发展规律,通过(1)课堂教学(理论与实

践结合紧密的教学内容);(2)网络在线学习(网络

课程的实验教学视频、动画、技术攻略等);(3)综合

性实验技能培训(简单操作技能训练入手,到复杂

的综合性实验技能培养)逐步递进的立体化教学方

式,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能力,让学生

在思考技术路线、可行性分析、结果比较中体验科研

氛围,培养创新能力。 通过鼓励指导学生申报和实

施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积极参加“挑

战杯冶“实验技能大赛冶等竞赛活动,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3. 4摇 合理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创新人才的

培养摇 立体化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倡导动态的多层次

考评模式,使教学评价真正成为教师、学生共同参与

的交互式活动[7]。 在以立体化的评价体系取代单

纯以期末考试成绩加实验成绩的评价标准后,学生

改变了以往考前集中突击应付考试的心理,激发了

学习的动力,真正寓学于乐,在 2013 级学生的反馈

调查中也明确显示,84% 的同学支持和肯定这种评

价方式,认为这种过程性评价在锻炼自主学习能力、
实践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等方

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蛋

白质与酶工程》立体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目前仍存在网络教学资源丰富度不

够,在线自测题库容量欠缺等问题,当前《蛋白质与

酶工程》教学还应加快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为高

素质创新生物医学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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