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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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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受实验操作技能和实验室条件的影响，一般本科院校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面临极大挑战。文

章从地方本科院校的实际出发，就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内容选择、实验教学方法优化及实验教学效果评价等

方面进行探讨．为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的不断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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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是研究核酸、蛋

白质等所有生物大分子的功能、形态结构特征及其

重要性和规律性的科学，是生命科学中发展最快、

最具有活力的前沿学科，它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技术

已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近年来，我国

分子生物学及对应的实验技术已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然而在一般本科院校的分子生物学教学过程

中．由于分子生物学实验对操作技能和实验条件要

求较高．同时本科教学又具有学时少和学生人数多

等特点。给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m

因此．有必要对一般本科院校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教

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结合我院生物技术、生命科

学专业的特点．我们对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模式进

行探索。以期为一般本科院校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教

学研究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

1 实验内容的精心选择

由于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迅速，且实验过程中

所使用的材料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量材料，

实际教学中又具有学时少和学生人数多的特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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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不可能对全部

的分子生物学实验都进行实际操作。这就要求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精选实验内容，编写适合于本院校的

实验大纲和讲义。考虑到学生之前已经对《生物化

学>、《细胞生物学》的相关实验进行了学习和掌握，

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内容选择时要尽量避免重复。还

要兼顾实验方法的完整性．充分体现分子生物学实

验与其他实验的异同。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

以完整、系统、实用为原则，将分子生物学实验课程

从整体上设计为一个完整的大实验。每一个具体实

验之间既要独立，又要相互连贯。为此，我们根据生

物技术专业的教学目标，本着由浅人深、循序渐进、

注重创新的原则，将实验内容进行了全新的组合，

分为基本技术实验、综合性实验。重点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良好的实验习惯。激发学生

对实验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既体会到生命微观世界

之奇妙，又认识到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重要性和实用

性，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实验技能的全

面训练。121

基本技术实验，即通过实验操作。使学生掌握

分子生物学基本实验技能，培养学生基本的科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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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选择了3个具有代

表性的实验：质粒DNA的提取及电泳检测、PCF,．扩

增、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与质粒转化。通过

这几个实验。使学生掌握了DNA提取、检测、体外

扩增及质粒转化等分子生物学基本操作技能。同

时。在实验过程中还需要向学生强调这些实验的连

贯性和整体性．使学生在基本技术实验过程中为综

合性实验的进行做好心理准备和技术准备。

综合性实验．即一个实验中包含着几个方面的

内容，需要运用多种不同的技术才能完成一个完整

的实验过程，以此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综合实验技

能。在这一环节，我们鼓励学生时积极利用在基本

技术实验中所学到的实验技能，系统完成特定基因

的克隆、转化及检测的整个过程。以此锻炼学生的

实验设计能力、实验观察能力及实验独立操作能

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全

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

新意识。

此外，考虑到实验材料的差异，我们在参考《分

子生物学实验指导》的基础上，对实验大纲和讲义

进行了重新编写，以适合本院学生的实际情况。在

讲义的编写过程中，特别注重实验原理和每个实验

步骤的详细描述，并将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紧密联

系起来，使得学生能真正掌握和理解实验中每一个

步骤的具体操作。翻

2实验教学方法的优化

相对于其它生物学实验来说，分子生物学实验

更为复杂、难懂，而且操作过程中很多实验步骤都

是看不见具体材料的．因此需要对实验方法进行优

化，以加强学生对实验原理和步骤的理解。

2．1 多媒体技术与实验技术的相结合

多媒体教学具有直观性、交互性、形象性、灵活

性等特点。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取较多的信息

量，减少信息在大脑中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

具体的加工转换过程。14J因此．对于那些实验原理难

懂、实验步骤繁琐的实验来说。多媒体技术的运用

将会快速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并在实验技能训练

等方面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同时，多媒体界面设计

美观，思路清晰，动画模拟逼真，能够给学生多种感

官综合的刺激，有助于加强各种感官之间的联系，

有利于诱导学生展开想象，促进创造力的形成和发

展。例如，在讲解PCR体外扩增原理时，可通过PPT

将实验原理以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就使得本

来繁杂的原理变得清晰易懂。学生也能在片刻之间

就将知识“了然于胸”了。

2．2基本操作的规范化指导

由于学生刚接触分子生物学实验。对许多精

细、贵重的实验仪器都还很陌生。实验操作中还有

许多细微的环节需要注意．因此在学生的操作过程

中必须要进行规范化指导。对于重要的仪器操作，

首先由实验教师进行示范操作。讲述仪器的使用原

理和操作注意事项，并重点强调违规操作可能带来

的严重后果，提醒学生高度重视。接着让学生在教

师的一对一指导下进行逐步操作．直到学生完全掌

握操作要领。例如，在指导学生使用高速冷冻离心

机时，配平是最为关键的操作要点。教师在示范操

作过程中务必提醒学生不配平将会导致离心机损

坏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在物质提取、分子试剂的量的选择

等许多方面的操作细节也需要进行规范化指导。例

如在RNA提取的过程中，提取液的混合只能轻轻

的上下颠倒混匀，如果剧烈震荡混匀则会导致RNA

链断裂。在PcR扩增中，退火温度需要设定在一个

适当的范围，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扩增的效果等

等。因此，对这些基本操作的规范化指导．有助于培

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提供良

好的科研思维。翻

2．3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尽管分子生物学实验相对于其它生物课程实

验的要求更高一些，但也并不意味着实验过程、实

验步骤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实验教学中．我们可

以针对不同的实验提出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

让学生从多方位、多角度去思考、探索，并启发学生

大胆质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问题的发现和解

决，从而有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此外，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根据学生各自的不同能力特

点，将学生进行合理分组．这样既可以实现学生实

验能力的优势互补，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闷

24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和时间

尽管每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内容表面上都是

独立成章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连、贯穿

在一起的。因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要合理安排实验

内容，将其形成一个连续的、紧密相关的一系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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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例如，我们可以以基因工程为实验内容的主线，

通过基因的扩增、分离与纯化、DNA重组、质粒的转

化、重组子的鉴定与表达等一系列实验。以提高学

生对分子生物实验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主动探索

依据的能力。

在时间的安排上，我们可以根据分子生物学实

验的特点将实验集中安排在一段时间里。例如，我

们可以利用一周的时间来完成单细胞克隆的一系

列实验。使学生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实验概念，同

时又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探索，从而加

深了对分子生物学实验的理解。也使学生更加熟练

地掌握分子生物学的常用技术。

3实验教学效果的检验

3．1 实验报告的评价标准

分子生物学实验是一类步骤复杂、结果严密的

综合性实验。因此。实验报告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

出学生对每次实验出现的实验现象和结果的分析

和理解程度。实验报告的内容一般包括实验原理、

实验步骤、实验结果以及分析与讨论等4部分。为

了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实验原理和步骤，同时也是为

了克服学生应付实验报告的不良习惯，我们要求学

生以学术论文的标准来完成实验报告。以注重实验

原理、剖析实验数据、尊重实验结果等作为实验报

告的评价标准，从而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认真分

析的实验习惯。

3．2实验的考核方式

在分子生物学实验的考核过程中。单纯的实验

结果不是考核的依据。而是要看学生对实验技术、

实验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平时的实验预习、实验

操作、实验报告等都是考核的主要内容。通常实验

预习10％。因为实验前的充分准备是该实验能否成

功完成的必要前提；实验操作50％，根据学生在每

次实验中的操作规范性程度进行考核，目的是让学

生对实验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实验报告40％，实

验报告注重实验数据处理和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

论，鼓励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树立勇于创新的精神。

总之，通过对实验内容的精心选择，将基本技

术实验与综合性实验相结合．引导和鼓励学生利用

网络信息资源、严格实验报告的规范和质量、改进

学生成绩评定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必将对一般本科

院校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改革提供有利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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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Biology

Chen Qilong，Yang Hejian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2 1，China)

Abstract：It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common undergrad—

uate colleges restricted by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laboratory conditions．Based on the practical condition of

local universit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of experimental contents，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and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

perimental COUrse for molecular bi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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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合理安排实验课,充分准备实验课,完成好实脸报告,检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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