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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rine microbiology teaching in newly 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it needs to carry out the necessary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using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reforming the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ve ability,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so 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train them to adapt to the moder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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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新建本科院校的海洋微生物教学质量，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文章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优化教学内容、运用现代教学手段、改革实验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尝试；同时，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方面着手分析。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适应当下的现代化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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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微生物学》是海洋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能为海洋环境与生态学提供基本理论
知识。海洋技术专业是紧密对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浙江省五水共治战略，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清
洁生产需求，以“水” (海水)、“化” (海洋化学化工)工程化、精英化人才培养为特色的工科专业。为
了充分发挥微生物作为独立学科的优势并延伸其作用，应在教学内容上考虑污水治理及利用与海水养殖
病害防治的需要，充分更新教学内容，同时注重与相关课程的有效衔接。在教学手段上基本实现电化教
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性内容的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与动手能力，以适应专业作为水科学技
术中心、海洋与环境化工研究所等高水平研究平台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的需要。

2. 课程教改的背景
2.1. 课程知识包容面广，内容枯燥抽象
海洋微生物学课程，实际上涉及几门独立开课的大课程，如微生物学、系统分类学、应用微生物学、
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现代生物技术、海洋化学、海洋科学导论等。这些课程一些
属于普通生物基础课，一些属于海洋科学关联专业课，跨越了较多的学科界限。而本校开设课程以往是
建立在化工课程基础之上，学生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基础仍然是高中的一些内容。另一方面，微生物属于
眼睛难以看见的微小生物。大多数内容涵盖面广且枯燥抽象，需要拓展任课老师与学生的想象思维，否
则难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2.2. 教材及教学内容
本课程采取的教材以张晓华主编的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洋微生物学》 (2007)为主[1]，参
考教材包括沈萍著《微生物学》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海洋原核微生物细、海洋病毒学、海洋真
核微生物等，教学一般采用由总论到各论的模式，授课中容易给学生留下内容抽象，教学相对枯燥，知
识零散，覆盖面广泛的感觉[2]。笔者连续四年对海洋技术本科生总计 114 人就教材及教学问题做了问卷
调查，结果见表 1。

3. 教学改革采取的方式措施
3.1. 设计实用实验，提升教学效果
《海洋微生物学》实验课是专业基础课《海洋微生物学》的必要补充，其任务是使学生进一步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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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表 1. 教学效果评价
评价项目

肯定人数

比例

是否满意所使用教材

86

75.4%

是否愿意采用双语教学

61

53.5%

是否有利于提升解决实际能力

75

65.8%

是否有利于培养团队合作

74

64.9%

是否有利于培养自学能力

81

71.1%

是否愿意从事微生物方面工作

56

49.1%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教学及教材满意度仅为 70%左右。

了解微生物的基本形态，结构与生理生化反应，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在学习完海洋真核生物这
一章节后，给学生开设了腐乳的制作实验，从超市购入食用毛霉菌种及豆腐，在干净无污染条件下学生
学会制作食用腐乳。另外，实验还设计了利用酿酒酵母制作甜米酒等，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参与课程的
兴趣，另一方面，对枯燥的理论有了深入的实践了解[3]。

3.2. 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拓展视野
课堂传授内容多而复杂，从近年的实践教学中能体会到，不少学生希望自己动手、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需要教师好好引导[4]。笔者从实际出发，提倡学生用参与教师科研课题，鼓励学生申报省级和校级立
项的学生课题，组建兴趣小组等形式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选题之后，学生们去上网或图书馆查资料，
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锻炼，学生们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指导的
学生获得国家创新性机会资助项目一项，浙江省新苗计划资助一项，另获得浙江工业大学运河杯资助三
项。从四届毕业的学生看，参加各种训练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能很快进入角色，论文的水平也大大提高，
有些学生在毕业前后就有一两篇论文发表；另外，通过锻炼，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强了，部分学生在寒
暑假积极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比如连续四年均有学生自发组队前往舟山，宁波等从海水污染及学生家乡
河道污染等开展调查，取得的有用数据为浙江省的“五水共治”提供了参考。

4. 教学改革的特色及创新
4.1. 现代化教学探索及实践结合
现代化教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现代化、考核手段现代化等几个方面，包
括对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吸纳以及课程的多媒体课件建设等诸多层次，为我校教学现代化贡献力量。
通过认识实习、课外科技活动、学术讨论、学术讲座等实践教学活动，实现科教结合、提升教学效果[5]。
由于本科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需要对学生的就业需要进行前瞻性探讨，需要根据市场导向主
动调整教学内容。例如，针对《海洋微生物》中有关海洋微生物生物法修复等，可以结合参观杭州水处
理公司等，开展现场教学，为学生的学以致用打下基础。
利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科研成果[6]。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例如第六章，海洋病毒介绍，
把 H7N9 禽流感、埃博拉等案例引入课堂，以优美逼真和清晰动感的画面及图表转移到教室。增强课件
动画效果，使概念和理论具体化。鼓励学生充分借用互联网的强大功能，让学生多查阅最新的英文文献，
在扩大自己的视野的基础上，形成看问题的新的视角。同时也可以就学生感兴趣的方面更进一步的深入
了解。这既保证了学生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钻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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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设内容创新
目前，海洋技术发展迅速，全球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海洋微生物学》在课程内容上更新也
随之加速，因此，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针对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探讨，适当更新教学内容，
调整教学计划，加强与课程配套的实验和实践性课程模块建设，重点是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课程的开设
与毕业论文及社会实践等，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海洋微生物学是交叉学科，涉及生命科学和海洋科学等最新科技前沿，直接面对新技术不断涌现的
市场。因此就教科书而言，永远无法紧随日新月异科技发展的步伐，需要授课老师不断地吸收新知识和
新技术快速地将其转化给学生。笔者参考国外海洋微生物方面的新成果，利用视频资料等及时将国内外
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介绍给学生[7]；同时利用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获得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让学
生站在较高的学习平台，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观念，这不仅激发了学生学好海洋微生物学的热情，
也给学生在同一领域的科研创新注入新鲜血液。通过这些手段和方法，学生普遍比较喜欢海洋微生物学。
每年做海洋微生物相关毕业论文的学生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并且成功考研的学生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
科研院所从事微生物相关专业的不乏少数。

5. 结论
通过不断地对《海洋微生物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连续四届学生的教学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1) 学生学习主动性加强；2) 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同题及动手能力的提高；3) 对本专业学习
兴趣增加，考研率明显提高。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海洋微生物学课程的授课难点与教学问题，并在充
分利用多媒体改进与补充教学手段，及时介绍前沿专业技术，调整教学计划等方面做了改革性的探索，
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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