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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ssage is about study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iochemistry course. The study of the teaching reform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orientation of biochemistry course, thinking
design of cours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 and medium, and reform of cours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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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课程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开发的思路设计、课程工作任务、教学方法和手段优化、和改革课程
考核方面对《生物化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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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定位
生物化学课程是我院制药工程学院制药技术专业群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研究生物体内几大基本物
质组成、理化性质和相关功能以及这些物质在体内的代谢途径及其调控规律；解释生物体内物质代谢及
生理病理之间的关系。通过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生化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掌握课程在生物制药、药学
等领域的具体应用及其新进展，同时也为各专业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2. 课程目标
首先，通过理论知识和实验学习，提高学生思维、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和勇
于创新的精神。
其次，通过学习，使药品生产技术、生物制药技术、药物制剂技术等制药专业群的学生能够正确描
述生物体的物质组成、结构特点、性质和生物学功能以及代谢调控规律；包括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掌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试验技能来解决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最后，形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养成认真细致的学习习惯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检索知识信息和知识迁移能力；具有探索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 [2]。

3. 课程开发设计思路
按照培养高等应用型技术人才要求，课程设计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培养学生在制药行业岗位的
综合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注重理论和实际结
合，提高学生动手、操作、科研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3] [4]；重视基本技能培养，体现职业教育特
征。
科学合理设计课程架构，精心组织课程内容，按照学生认知规律将课程设计四个模块，分别是生物
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三大营养物质和核酸代谢；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技能生化相关知识。内容突
出基本概念，在理论教学上以“必需、够用”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同时强调针
对药品生产技术、药学、生物制药技术、药物制剂技术专业的理论指导与应用，将生化知识与现代研究
进展紧密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内容，联系制药企业的生产实习，注重学生操作技能的培养。
本课程共设计 64 学时，其中理论 48 和实践 16 学时。

4. 课程工作任务
4.1. 面向全体学生，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
本课程面向药品生产、生物制药、药物制剂技术等制药专业群全体学生，注重专业基础素质教育，
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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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突出学生主题，尊重个体差异
本课程在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课程评价和教学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都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课
程实施应成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构建知识、提高技能、活跃思维、展现个性和拓展视野的过程。

4.3. 注重过程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建立能激励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评价体系。更加注重课程学习过程评价，包括出勤、平
时表现、操作过程和实验结果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4. 开发课程资源，拓展学用渠道
合理利用和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现场实际、能反映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和新仪
器的课程资源。

5. 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
现代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以思维为核心、以能力为目标、以
育人为目的根本改变“单纯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方式，加强教学互动，锻炼、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形成学生自觉主动学习的生动局面，最终授人以渔。教学手段以 4 种形式为主要教学手段，课程中综合
灵活应用。
1) 多媒体：以动画、视频、音频为基础的讲授为主，提高课件质量，调动学生热情，提高教学效果。
2) 案例模式：设计某一案例，引发学生思索，调动积极性，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取得较好的教学
效果。
3) 实践教学：增加实验教学比例，加入设计性实验，使之积极探索并学习知识，增加动手操作能力。
4) 自学形式：通过自学，课后提问检查效果，以培养学生的自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改革课程考核
注重对学生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应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客观评价学生
的学习情况。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形成性评价(平时和实验)为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
心。终结性评价(考试)应注重检测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1) 考核原则：立足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加强能力和技能方面的考核。
2) 考核方法：评价依据是本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要求，该门课程采用平时考核
(30%)、实验(30%)和考试(40%)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的发展，促进教
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本门课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7. 结语
本文从课程设计思路、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生物化学课程教学的改革研究，课程
设计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科学合理设计课程架构，精心组织课程内容，在理论教学上以“必需、够
用”为度，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
现代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以思维为核心、以能力为目标、形
成学生自觉主动学习的生动局面。在考核评价上以形成性评价(平时和实验)为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通过《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我们将力争做到课程设计思路现代化，教学
方法手段科学化和考核评价体系动态化，培养学生胜任制药技术管理岗位群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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