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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专业应用型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实践

胡庆国，张 洁，葛春梅
(合肥学院生物与环境．．T--程系，安徽合肥230022)

摘要：专业教学体系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通过对生物工程专业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借鉴德国应用

科学大学的办学经验，结合我院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办学定位，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使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兼顾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方面，着眼于学生专业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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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专业作为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工科

专业，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专业，该

专业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生物工程领域的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嗵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深入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化下逐渐形成规

模，生物工程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在数量不断增

加的同时．对人才的需求逐步向综合型、创新型、实

践型转变，这对我们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和挑战。翔我院的生物工程专业近年来结

合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的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在

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中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教学

体系。

1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构建

1．1把握专业定位。找准课程体系改革的切入点

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核心，是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最直接的体现，也是

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和核心。构建科学合理的生物

工程专业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是教学研究的重点。圈

我们在制定生物工程培养方案过程中。根据我校自

身特色优势，在基础课、公共课、专业课和选修课设

置上既考虑了专业内涵的自身要求。又考虑了本专

业的定位和切入点，经过数次较大规模的修改，制订

了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生物工程技术的内涵及其产业化涉及学科范

围相当广泛。现代科技与生产的发展，是以综合化为

基本特征的，反映到高等教育中就是课程的综合化。

我们自2007年度人才培养方案开始试行学分制管

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把纵向深入型课程设置转变

为横向拓宽型，既重专业外延发展。又重专业内涵的

建设。

1．2围绕专业知识的核心点．构建理论教学体系

就目前来讲，生物工程专业技术理论的核心知

识主要包括数理化知识、生物学知识、工程学知识

等。问在构建生物工程理论教学体系上，我们从以下

4个方面进行实施：

1．建立扎实的数理化知识体系，课程设置上按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线路进行．但也对一些理论性

偏深、与本专业后续应用关联不大甚至有相互重复

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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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具备牢固的

生物学知识功底，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及细胞生

物学等设为专业基础课，便于学生由浅入深来理解

掌握，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基础。

3．使学生具有牢固的工程学知识基础，以适应

大规模现代化生产中的工程设计，过程参数检测与

控制，生物工业产品下游处理等技术需要。同时加

强入文社科、市场营销及企业经济管理知识的培养

和教育。

4．在此基础上，借鉴德国高校“模块化”的教学

模式，增设发酵工程、食品工程及生物制药等专业

选修方向，拓宽专业口径，以适应市场需求，并不断

根据我系的总体专业设置及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

加以调整，进行课程改革与建设，在课程结构整体优

化下，进行课程体系的调整、合并、重组，加强课程与

课程间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更新课程的教学内容。

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了注重基础、注重知识面、注重

实践和注重个性化等特点。

2科学整合。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有密切联系，又相对独

立。它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实践教学

的科目设置应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培养方案中。

应和相关课程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为此我们通过

改革，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

2．1创建模块化、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分成学生对社会、企业及工程的

认知过程、实验教学过程及应用、创新过程等3大

模块。我们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大二至大三之间增

设了为期近3个月的认知实习为第五学期。让学生

深入厂矿企业。调查研究，并通过与工人同劳动的

方式，加深学生对社会、企业及工程的了解认识。并

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在进入大三和大四后，随着学生专业知识的

逐渐增加，分别安排了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进一

步要学生掌握生物工程类专业生产工艺流程、生产

设备及检测方法等专业知识。

在实验教学方面，我们从生物技术链整体设计

考虑，以提高学生实验技术能力为主线，模拟科研

训练设计实验方案。科学整合各实验课程内容，进

一步创新实验教学体系。实验的层次分别为基础实

验。专业实验和综合与创新实验等3个层次。基础实

验层次以验证型实验和设计型为主，夯实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化工原理、细胞生物学等理科基础实验。

并将无机与分析、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等整合为4

个模块的基础化学实验。主要目标是培养和训练大

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让学生获得实践知识的基本

能力和基本技能。专业实验层次以“设计型实验”和

“设计型课题”为主。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应用基本

理论、基本原理和已经掌握的基本实践能力与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设计性实验由学生自己设计

方案，然后教师依据实验情况帮助学生进行可行性

分析，最终确定实验项目。打破传统实验课教学条块

分割的局面。将发酵工程、酶工程、发酵设备、生物

工程下游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专业课程实

验综合，开设3个生物工程综合大实验，将生物工

程的上、中、下游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减少实验

重复内容。给予学生全局和工程的观念．又有利于

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生物工程技能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与创新实验层次其

主要目标是提高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就业能

力，以解决实际工程中的实际问题为主。修改后的人

才培养方案中，学生实习、实验、设计等实践环节的

课时比例由原来的不到30％，增加到42％以上，专业

选修课时也达到了16％以上。这充分体现了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办学特点。

2．2加强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实现内外互补

专业实践教学基地是保证其实践教学质量的

基础，也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教学条件。实验实习基

地建设要从专业的特点出发．满足实践教学环节的

需要，体现生产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要本着自力更

生、分步实施、重在使用的原则。不断添置和更新实

验实习设备。近年来，我们陆续投人资金建起了小

型啤酒生产线、中等规模的发酵设备及下游加工设

备等，为学生模拟生产创造了条件。

要加强与生产、服务企业单位的合作。在校外建

设一批相对稳定的生产实习基地。每年定期安排有

经验的教师带领学生，到校外实习基地及校内生产

型实习基地进行专业实习，将所学知识与生产实际

结合起来，使学生得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得不到的收

获。

2．3将科研纳入实践教学体系，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二、三年级就进入教师

的研究课题，真题真做地参与科研活动，充分利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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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我们通过研究认为高校应培养具备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的综合素质人才,实践表明,在专业教学体系和模式、构建

学生素质结构等方面所进行的教学改革取得显著成绩,因而,应坚持这一改革方向.

9.会议论文 杜少武.吴黎丽.黄海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20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传统的电工学科,具有显著的工程技术特色。实践教学作为该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本专业大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其综合素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不断提升本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本专业一直致力于实践教学改革,以教师队伍的科研成果促

进实验室实验教学设备的改进,大力培养实践教学队伍,并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特点构建了课程实验和综合实验、课程设计、毕业实习和毕业设

计四个层次的实践教学架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0.期刊论文 吕新广.陈金周.霍东霞.王经武 包装工程专业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包装工程2002,23(4)
    针对21世纪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结合郑州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的特点,以产学研一体化教育为支撑,构建现代包装工程专业教育平台

,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操作模式及综合素质教育模式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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