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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酶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四大核心工程之一，作为生物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学生的专业知识构建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介绍了华南农业大学在酶工程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
考
核评价体系的完善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与实践，旨在进一步提高酶工程教学质量，满足社会对生物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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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工程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在工业、农业现
代化及产业化方面利用酶高效、专一的催化性能的应
用工程技术，与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并称为
现代生物技术四大工程［１］。进入２１世纪，
随着酶学研究
迅速发展，特别是酶制剂的生产和应用推广，
《酶工
程》已成为高等院校生命科学、医学及农学等专业的
一门重要专业课，是对学生完整了解生物学科及提高
学生就业竞争力十分重要课程［２－４］。华南农业大学《酶
工程》 为生物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
２０１３年立项作为
精品资源课重点建设。三年多来，课程建设团队在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考核模式等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与改革，力求增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系
统性，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考
核的公平性和多样性，
提高酶工程课堂教学质量。
一、
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建设
２１世纪生命科学飞速发展，酶工程理论知识不断
更新，
实验技术不断改进［５］。原有的教案不能满足教学
需要，丰富教学内容，加强课程的系统化、模块化建设
势在必行。
１．加强课程的系统化、模块化建设。围绕着“产
酶—分离酶—改造酶—用酶”主线，配合学院学分制
改革，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重点处理好经典
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新对教学内容进行了
整合，进一步明确了课程性质与任务、课程内容与基
本要求、实践教学与要求、学时安排、参考教材、课程
类别、学分、考核方式。理论课实施模块教学，以酶制
剂的生产与应用为教学主轴，循序渐进，不断扩展与

深入，构架起酶工程的理论体系。所有的教学章节调
整为四大模块：一是“产酶”模块，包括微生物发酵产
酶、细胞工程产酶和现代分子技术产酶等；二是“分离
酶”模块，包括酶的酶学性质、酶的分离纯化等；三是
“改造酶”模块，包括酶的分子修饰、酶的固定化和酶
的有机催化等；四是“用酶”模块，包括酶反应器和酶
传感器，酶在医药、食品、轻化工、环境保护和生物技
术等方面的应用。实验课结合任课教师的科研，由产
酶菌株的快速筛选、鸡蛋清溶菌酶的磁性亲和分离、
鸡蛋清溶菌酶的纯度分析、鸡蛋清溶菌酶的热稳定性
分析、木瓜蛋白酶的制备、壳聚糖颗粒固定化木瓜蛋
白酶、酶反应器设计及酪蛋白水解物的制备、酶试纸
法检测消毒液中过氧化氢含量、邻苯二酚双加氧酶基
因在大肠杆菌中的高效重组表达等九个实验组成，形
成完整的“酶源的选取—酶的分离纯化—酶的纯度鉴
定—酶学性质分析—酶的体外改造—酶制剂的应用”
实验教学体系。
２．书本教材与互联网资源相辅相成。随着生物技
术的发展，酶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
面，社会对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强
烈。为了顺应这一需求，
在教材选用方面，
我们以王金
胜主编的《酶工程》为核心，参考了众多的《酶工程》、
《酶与酶工程及其应用》、
《酶学原理与酶工程》、
《酶制
剂的生产技术》等教材，集众家之长，取其精华之作，
在不影响酶学与酶工程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大了
对酶的工业化生产和应用等技术的介绍和讲解。在酶
工程理论和实验教学中，我们用教材而非单纯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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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在课程序言中，引入电子教学资源，向学生介绍酶
学 与 酶 工 程 相 关 网 站 ，如 ｗｗｗ．ｂｒｅｎｄａ－ｅｎｚｙｍｅｓ．ｏｒｇ、
ｗｗｗ．ｃｎｅｎｚｙｍｅ．ｃｏｍ、
ｗｗｗ．ｅｎｚｙｍｅｓｔｕｆｆ．ｃｏｍ． 并提议学生
关注“酶制剂网”
、
“酶好生活”等微信公众号，让学生
及时了解酶工程的发展前沿与动态，激发学生对该课
程的学习兴趣。同时，还建成了酶工程精品课程学习
网站（ｈｔｔｐ：／／ｊｐｋｃ．ｓｃａｕ．ｅｄｕ．ｃｎ／ｍｇｃ／），将教学大纲、教学
进程、教案、习题、课件讲义、实验指导、课堂教学视频
等上网并免费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为学生
“随时、
随地”
开展学习提供渠道。
３．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呼应。酶工程是一门
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学在酶工程教学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实验教学又是巩固理论知识，培
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积极思考问题和主动解决问
题能力，
进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途径。因此，
实
验教学内容与理论教学相互呼应，围绕巩固理论知识
展开，才能使学生更加系统地掌握酶工程的原理、实
验方法和技能，
树立创新意识。在课程建设过程中，
我
们逐步摸索，不断完善，形成了由九个实验组成的《酶
工程实验技术》，课程的学习内容涵盖了酶源筛选、酶
制剂制备、酶制剂的改造、酶制剂的应用，与理论课的
“产酶—分离酶—改造酶—用酶”四大模块遥相呼应。
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基本掌握酶的生产方法、
酶分离纯化方案的设计、酶的化学修饰和固定化以及
生物酶工程的操作，
并能根据需要改良酶和设计酶。
４．校企协同，
增加酶工程课堂教学内容的实效性。
校企协同是以校企双方各为独立主体，基于各自或共
同的目标需求指向所进行的信息、知识、资源及行为
合作活动。它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一种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为大学生了解产业发展的最新态势提供了
更多机会和途径，有利于创新意识的激发和创新精神
的培养。在酶工程精品课程建设过程中，我们注重校
企协同，创造条件让主讲老师主动到相关企业进行交
流学习，协助企业开办“酶制剂检测技术培训班”
，所
获得的信息和心得在讲授课程理论知识的应用与学
生分享，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同时还邀请相关企
业的技术负责人直接参与课堂教学，例如，在酶的应
用教学环节，我们邀请了广州博仕奥公司技术负责
人，讲解了该公司在甘露聚糖酶、支链淀粉酶、蛋白
酶、果胶酶、木聚糖酶等主要饲用和食品用酶的研发
和市场拓展经历，以详细的数据和具体的示例介绍了
酶制剂及其固定化、化学修饰、分子改造、酶和生物反
应器等在饲料生产、食品加工、污水处理、资源再利用
等方面的应用，并且通过互动交流，让学生对酶的生
产应用有更为感性的认识。
二、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建设
１．启发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强调以学为中心，要为学习者
的主动性发挥创造条件。在酶工程理论教学部分，包

Ｊａｎ．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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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理论课教学和实验指导的原理讲解部分，任课教师
通过设计和安排思考题、综合题、小论文等方式，从之
前的课堂“灌输”知识，转变为让学生带着问题想和
学，加强师生、生生互动，坚持启发讲解与学生讨论相
结合。首先，老师的“讲”要有艺术，是启发式的讲解，
而不是“填鸭式”的“灌”
；其次，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参与讨论，鼓励学生结合老师的讲解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最后，通过学生的讨论，老师要有针
对性地进行总结，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掌握知
识，并且根据学生的讨论发言情况有目的地对学生进
行引导，使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课
程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学习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
学习”
。
２．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
化。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动是现实趋
势，
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多媒体课件的制作，
提炼和深加工课程内容，使课件版面设计简洁并能与
丰富的讲授内容有机结合，图文并茂，减少视觉疲劳，
直观形象生动地解释教学难点；其次是制作采用多媒
体动画教学软件，形象直观地展现酶的结构特征以及
运用这些结构特征进行分离纯化酶的原理和操作过
程；最后，结合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建设酶工程知识题
库，利用“扫码”答题复习、巩固所学知识，摸查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程度，
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３．实验教学引入导生制，
实现个性化的及时指导。
伴随着高校扩招，学校仪器设备、师资等实验教学资
源日趋紧缺。仪器设备等硬件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
逐步缓解，但师资受制于人才的招录和人事制度的制
约，很难短时间内解决。导生制作为一种新生的教学
模式引入实验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验教学
过程中师资不足，而扩招情境下的在读研究生具有热
情高、知识面广、发现力和创造力强等优势，是“导生”
的首选来源。在酶工程精品课程建设中，我们在实验
课堂教学中引入了导生制。借助导生，实验课教师从
原来的讲解员、辅导员、纪管员等多重任务中解脱出
来，专心于实验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善；学生在
实验教学动手环节产生的疑问能够得到及时解答，并
且得到针对性的指导和个性化的评价。此外，导生还
能组织学生进行有效讨论，督促学生在实验中主动思
考，变盲目照搬实验指导书为积极有意义的实验学
习、
探索，
使学生知识、
能力与素质均得以提高［６］。
三、
考核与评价方式的改革与建设
１．增加理论课的平时考核比例，构建多样化的考
核形式。课程考核在教学过程中具有考核评定、质量
区分、教学预测、教学反馈、激励导向等功能。期末考
试在课程终结时给予结论性的评价，仅能发挥考核评
定和质量区分的功能，而教学预测、教学反馈和激励
导向的功能得不到体现。因此，
在酶工程课程考核中，
我们增加了平时考核的权重，将平时考核由原来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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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成绩的３０％提高到５０％，并且改变了单一的课程考
核形式（表１），综合采用随堂对教学知识的测验、课
堂主题讨论、课程小论文、课后习题作业等方式，主

Ｊａｎ． ２０１７
ＮＯ．３

动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理解
和掌握的程度，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调整优
化教学模式。

表１ 酶工程课程平时考核的构成与分值

２．鼓励学生参与评价，
改变单一的实验课程考核。
生物学实验由于课时长、知识涉及面广、师生比大，如
何对学生实验操作进行公平合理评价一直是难题。在
酶工程实验教学过程中，我们改变传统的单向考核方
式，鼓励学生参与评价，建立了更为客观的实验成绩
评价体系。学生实验成绩由知识考查、
课堂表现、
实验
报告等三部分组成。其中：知识考查占总评成绩的
３０％，根据学生完成课后思考题以及课堂提问的回答
情况进行评定；
课堂表现占总评成绩的３０％，
分组进行
评价，组长人选由各组推选，由组长组织实验开展，并
根据实验实施情况对组员进行评价，指导老师根据课
堂情况酌情扣分；
实验报告占总评成绩的４０％，
由指导
老师根据实验报告的规范情况、实验结果分析的认真
程度评价，根据实验难易程度各次实验加权平均。这
样，既解决了实验评价单纯由老师进行而导致的单一
片面，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其公平合理
性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同。
课程是育人的载体，目的是促进学生的综合发
展。通过酶工程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责任感和参与性增强，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校内教学督导对这门课程的评
价是：酶工程精品课程教学内容丰富新颖，能跟踪时

代最新理论，课程教案和多媒体技术运用娴熟，
ＰＰＴ质
量好，实验教学基础好，实践教学条件成熟；在多年教
学实践中，始终突出教学重点，既重视理论知识传播，
又重视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收到了良好效果。而学
生及相关用人单位对该课程的评价是：
《酶工程》及
《酶工程实验技术》课程设计合理，注重实用性，修读
了该课程的学生能在生产实践中独立地从事酶的开
发生产及酶活性检测工作。
参考文献：
［１］ 黎高翔． 中国酶工程的兴旺与崛起 ［Ｊ］． 微生物学通报，
２０１５，３１（６）：８０５－８１９．
［２］冯飞，梁佳勇，张雅君．酶工程课程的教学与思考［Ｊ］．农业与
技术，２００８，２８（５）：１５４－１５６．
［３］宋根娣．高校转型发展新形势下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的研
究［Ｊ］．山东化工，２０１５，（４４）：１１７－１１９．
［４］孔维宝，杨红，曾家豫，等．生物技术本科专业“酶工程”课程
的教学实践与思考［Ｊ］．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５）：１０１－１０４．
［５］窦世娟，侯春燕，侯名语，等．生命科学世纪呼唤酶工程教学
改革深入发展［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２００９，１１（３）：
３２６－３２８．
［６］龚慧，徐超，黄九九．生物专业本科实验教学状况调查与分
析［Ｊ］．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２０１４，（３）：８８－９０．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ｚｙ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ｕ－ｊｉｕ，ＬＩＵ Ｅ－ｅ，ＧＯＮＧ Ｈｕｉ，ＨＯＵ Ｘｕｅ－ｗ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６４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ｚｙ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ｊｏｒ，ｓｏ ｉ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ｚｙ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ｔｃ．，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ｚｙ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ｚｙ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