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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制药基础”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为了更好地在农业院校非药学专业开设该课程，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充分发挥该课程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在进行该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对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
电子教学资源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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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社会上对生物制
药人才的需求也日趋增加，多所大专院校都设置了与
、
“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相关的课程，如“生物技术制药”
［１，
２，
３］
工艺学”
等 。从培养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
出发，我校生命科学学院修订了“生物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于２００９年开设了“生物制药基础”课程，该
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课程，涉及了药学、医学、微
生物和化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通过该课程的学
习，学生能更好地将所学的生物技术基础理论知识应
用于生物制药领域，使所学基本知识更加具体化；同
时为他们今后从事相关行业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目标是
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而课程建设是保证和提
高教学质量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了更好地针对农
业院校非药学专业学生开设“生物制药基础”
，进一步
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笔者在教
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
教学内容的建设
（一）建立合理的教学内容
合理的教学内容能促进学生在课堂上更积极主
动地获取知识，因此任课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不断
进行理论学习，更新知识，充分利用图书资料、网络教
学资源，并借鉴其他院校同类课程的经验，建立合理
的教学内容。笔者选用姚文兵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出版的《生物技术制药概论》
（第三版）作为教材，
但授课内容并不局限于这一本书，同时还参考了夏焕
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物技术制药》
（第
二版），吴梧桐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生
物制药工艺学》
（第三版），吴梧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的《实用生物制药学》，以及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药典》
（三部）等。由于在农科院校，学
生相对缺乏药学方面的知识，因此，笔者在教学内容
上适当增加了药学基础知识，如生物药物研发的一般
过程、生物药物制剂等，使学生对生物药物有较全面
的认识。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分
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药学基础知识”
，介绍生物药
物的概念、生物药物研发的一般过程及生物药物制剂
技术；第二部分为“生物药物制备技术基础”
，介绍与
生物制药相关的工程技术，如基因工程技术、发酵工
程技术、酶工程技术、抗体工程技术和细胞工程技术
等；第三部分为“重要生物药物制备工艺”
，介绍各类
生物药物的性质、特点、用途、一般制造方法及质量控
制。具体讲授内容见表１。
表１ 生物制药基础教学内容

本课程针对本科高年级学生，学生修读此课程时
已学习或正在学习多门专业基础课，如生物化学、微
生物学、
发酵工程、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等。在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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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本课程涉及的部分内容与其他专业课程相
同，
如发酵工程、
酶工程等章节。为避免内容上的简单
重复，而使知识结构更为合理，笔者在讲授这部分内
容时，在简要介绍相关基本知识及理论的基础上，重
点突出相关技术在生物制药领域的应用，内容上力求
向学生全面介绍生物制药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在有限
的课时内获得更多生物制药的相关知识。
二、
教学内容的不断完善
在“生物制药基础”课程的教学活动过程中，笔者
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和改革教学内容，建立结构合理、
科学和特色鲜明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为
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生物制药是一个
快速发展的行业，相应的教学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
完善。对课程自身内容需删繁就简、
去旧纳新，
如需删
除部分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陈旧、过时的内容，增
加反映新知识和新成果的内容等。在教学过程中，及
时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力
求“与时俱进”
，
让学生接触到学科前沿、
行业动态。及
时查阅、收集、整理相关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特别是
参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ＣＦＤＡ）、美国食品
药品管理局 （ＦＤＡ）、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
（ＰｈＲＭＡ） 等制药领域相关网站关于生物制药的最新
动态，及时将生物制药行业的最新进展补充到教学内
容中，使学生在掌握生物制药基本知识的同时，对行
业的研究动态有一定的了解。
三、
教学方法的改革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
中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变学生的“要我学”为“我要学”
。在课程内容确定
之后，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
素，为此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避免运
用单一的讲授法。笔者尝试采用了多种提高学生学习
能力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研讨性、启发式等教学
方法。例如，
在讲授“抗血清的制备”
时，
让学生分析为
何在“抗狂犬病血清”的制备中采用“胃蛋白酶消化”
这一步骤，引导他们利用所学的免疫学知识——
—“胃
蛋白酶水解免疫球蛋白”
的原理来分析、
解决问题。通
过具体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
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外，
在教学过程中，
提前要
求学生确定讨论题目，学生课后进行资料的收集、整
理，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同时要求其他学生就相关问
题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参与讨论，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通过研讨性教学，有助于引
导学生课外广泛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
开展自主学习、
拓宽知识面、
完善知识结构；
同时，
促进学生积极思考，
促进其个性发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提高了
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
增强了教学的互动性，
也启
发了学生的科学思维，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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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师根据学生反馈
的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方法，及时总结经验，改进不足，
不断探索、优化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通过教
学实践形成阶段性成果，再将阶段性成果加以总结、
提升，
再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四、
电子教学资源的建设
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建设课程相关的电子教学资
源，主要内容为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并在此基础上
建设网络教学平台。高质量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是取得
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因此多媒体课件不仅要体
现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反映学
科发展动态。通过大量收集、
整理国内外优秀图书、
网
络资料，在课件中将课程内容充分展示给学生；在制
作多媒体课件时，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内容上重点
突出，通过使用大量图片，呈现给学生更加形象化、具
体化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
多媒体课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并不断搜集、补充相关
动画、
视频资料。如讲授“病毒性疫苗的制备工艺”
时，
给学生播放“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制备”的相关视频，
使学生对疫苗的制备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另外各章节都配有相关习题，学生通
过完成这些习题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此外，充分利用本校校园网的“网络教学综合平
台”
，在平台上开设本课程，上传多媒体教学课件、课
程相关的其他教学资料，学生可自行下载课程资料。
通过课程教学平台的建立，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拓
宽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同时也为师生的交流提供
了平台。
五、
考核方式的改革
为克服学生为考试而学习的弊端，提升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平时对知识的积累和灵活运
用，不以单一的考试模式来评价学生，充分鼓励学生
个性、
特长的发展。对学生成绩的评定，
５０％为期末闭
卷考试成绩，
５０％为平时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学
生出勤率，以及在研讨性学习、课堂讨论等活动中表
现出的态度、能力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并进行一
定程度的量化。通过提高平时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比
例，激励学生重视课堂讨论及课后自主学习，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尝试其他考核方
式，如课程论文、
“有限开卷模式”等 ［４］，不断完善学生
学业的评价体系，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提高教学
质量的目的。
六、
结语
几年来，笔者对“生物制药基础”课程建设进行了
探索和实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学内容，使学生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生物制药的基本理论、技术，了
解生物制药的行业动态；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方
法，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丰富网络教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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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并提高其质量，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初步建立了合理的考核方式，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
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经过不断探
总结、
改革和修正，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生物制药
索、
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争取在今后的教学
过程中，安排学生深入生物制药企业参观、学习，使书
本上的知识具体化；另外可以邀请在生物制药企业有
实践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讲授部分章节，以进一步提
高“生物制药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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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
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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