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6 期

农村经济学

高等农业院校中动物学实验教学改革探析
徐 莉

王 磊

朱保建

张宽朝

渊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袁安徽合肥 230036冤

摘要 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尧科学研究能力尧分析问题能力尧创新性思维为目标袁对动物学实验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与改革遥
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尧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尧优化教学评价体系等措施来激发学生兴趣尧推进动物学实验的改革遥实践
表明袁动物学实验教学的创新与改革以学生为主体袁调动了学生探索科学奥秘的主动性袁培养了学生良好的思维能力尧创新能力袁有助于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袁以满足当前社会对高等人才培养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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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学课程是高校生物学类各相关专业学生必修的一
门重要专业基础课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1]遥该课程开设的主
要目的是按照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顺序研究其形态尧分
类尧结构尧发育尧生理功能尧遗传进化尧生命活动与环境的适
应性及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袁具体的内容覆盖面
广袁涉及到农牧业生产的诸多方面[2]遥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袁

的多样性以及各类昆虫的观察尧采集尧分类尧制作标本等袁其
中动物多样性野外实地观察安排 3 d袁昆虫的观察尧采集尧分
类及制作标本安排 4 d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尧研究能
力袁在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遥
1 改革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袁激发学生积极参与
动物学实验课程开设时学生已经上完相关章节的理论

动物学课程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遥通过此课

课袁对相关的知识点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记忆遥因此袁不能

程的教学袁可以促使学生从多个层次客观地对动物的生态

在教学中带着野讲透尧讲全尧讲深冶的观念袁而是要将重点放

学特征尧进化路线等进行认识袁对生物类专业的学生完成专

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方面遥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袁

业学习及以后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等意义重大[3]遥动物学实验

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尧学生听袁然后学生再按照教师的讲解按

是动物学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学生通过观察一些动物

部就班地操作遥应改变这种教学模式袁以启发尧探索尧讨论等

标本尧解剖代表性的动物等袁结合理论知识可以更好地理解

为主袁不要过于重视实验的结果如何袁要重视学生对实验过

各门尧各纲动物的基本特征袁对理论课程的记忆也更加深

程的参与袁注重其能力的培养[4]遥

刻曰通过具体的实验操作袁不仅可以让学生初步掌握动物学
研究的基本操作技能袁还可以培养学生在观察尧创新等方面
的能力袁提高其科研素养及分析尧解决问题的能力[4]遥
当前袁我国很多农林类高等院校都开设了动物学实验袁
在教学计划中有限的教学学时的限制下袁各课程的教学学
时都有不同程度地压缩[5]遥以安徽农业大学开设的动物学实
验为例袁实验时间安排较紧张袁而且都是在实验室内完成袁
多是以动物形态结构的观察性内容为主袁对于这门实践性
较强的实验课来说袁难以有效地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尧系统地掌握相关实验技术[6]遥此外袁动物学实验教学还
存在内容单一等特点袁主要内容就是动物形态尧结构尧解剖尧
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观察袁一般都是传统的验证性实验袁
很少涉及到一些设计性的综合实验袁在培养学生的思考能
力尧创新能力等方面作用不明显[7]遥因此袁为了提高动物学实
验课程的教学效果袁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袁该课程的教学亟
待改革与创新遥近年来袁动物学课程组在学校的支持下实施
了一系列的改革袁不断优化尧整合现有的实验教学内容体
系袁在突出重点的基础上合理地精简了实验教学内容袁室内
的实验共安排 24 个学时袁在一个学期内结束袁包括动物组
织形态的观察尧动物多样性的标本观察及课件讲解等曰野外
实习实验安排 1 周袁包括实地观察动物渊爬行类尧两栖类等冤

安徽农业大学 2017 年校级教学科研项目野叶动物学实验曳综
合化改革研究与实践冶曰国家级野农业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
心冶建设项目渊教高函也2013页10 号冤遥
作者简介 徐莉渊1984-冤袁女袁安徽宁国人袁硕士袁助理实验师袁从事实验
室管理尧动物学等实验的教学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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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础性的验证实验袁可以提前布置预习任务袁除了
教师准备的材料外袁学生也可以根据此次实验课的内容就
近选择一些实验动物袁与教师准备的实验材料一起解剖尧比
较遥课堂上可以先让学生上台介绍实验的目的尧原理尧方法
及注意事项等袁教师再根据学生讲解的情况适当补充尧点
评袁并结合此次实验的内容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参与
到实验过程中袁实验结束后再由学生对观察到的结果及遇
到的问题互相探讨袁教师参与其中并最后做出总结遥这样就
避免了学生过度依赖教师的情况袁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与
自主性遥动物学实验课程的材料袁选择一些在生物的进化史
上具有代表性的动物袁将传统的经典基础实验进行优化尧精
选袁可以将 2 种动物形态结构的观察尧解剖合并成 1 个实
验袁如蛔虫渊假体腔冤和环毛蚓渊真体腔冤2 种动物可以组合在

一起安排实验袁采取分组尧独立操作尧小组讨论等方式对
2 种动物在形态尧结构上的区别以及不同体腔在进化史中的
重要意义等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袁促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理
论知识袁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将 2 种动物解剖后的观察结
果进行拍照记录渊图 1冤遥

对于设计性的实验袁可以按照选题尧设计尧实验尧撰写论

文等流程逐渐展开渊图 2冤遥设计性实验以发挥学生的自主探
索意识为主袁教师给予适当的启发并全程跟踪指导袁其开展
的主要教学目标是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尧思考能力尧
分析能力等科研素养袁不断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遥由于此类
实验开始之前准备充足袁学生自己设计实验袁参与的热情非
常高遥通过亲自操作实践袁体会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以及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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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蛔虫渊a冤与环毛蚓渊b冤生殖器官解剖图
践中获得知识的乐趣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主动思考能

降低验证性实验的比例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设可以更

力尧团队合作意识[8]遥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动

好培养学生创造性能力的设计性实验遥近年来袁很多高等

物学实验课程都是安排在大一的第 2 学期袁学生的课程安

院校在动物学实验的教学改革中都尝试过开设研究型的实

排比较紧袁再加上刚入学的本科生们非常热衷于参加学校

验遥虽然设计性实验需要学生和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

里的各种社团活动遥因此袁学生的空余时间比较少袁而设计

费袁但是由于实验由学生自己设计尧准备尧操作袁学生的积极

性实验一方面需要占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袁另一方面大一

性可以被充分调动袁这样对学生创新能力尧科研思维的培养

本科生在理论知识尧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还有所欠缺袁科研

非常有利袁取得了比较好的改革效果[8袁10-12]遥

经验不足遥因此袁教师对选题的内容要把控好袁以免学生自

2 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

选的题目创新性不够或者实施起来没有可行性遥此外袁由于

动物学实验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各门动物的形态尧结

学生个体存在差异袁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教师可提出不同

构进行观察研究袁具有非常强的直观性袁传统的教学方式下

的要求袁如有的学生理论基础牢固尧动手能力强袁教师可在

都是依靠教师的板书尧切片尧幻灯片等为学生讲解尧示范袁之

选题的引导上注重创新性袁对于能力一般的学生袁教师可结

后学生重复老师的示范操作观察袁这样的教学方法课堂效

合学生的兴趣指导其在原有的某些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增

率不高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少袁难以发挥出学生的积极

加部分内容袁也可以通过让学生自己探索袁对原有的实验方

性遥因此袁应在动物学实验的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

法等进行改进[9]遥

术袁将各种模式动物的图尧动画尧声音等都融入到教学内容
中遥通过视觉尧听觉等方面生动直观的感受启迪学生的开放

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及学生实际确定
几个大概的实验内容
学生根据兴趣选择某一项内容查阅资料
自主设计实验袁必要时向教师请教

性思维袁提高教学效果遥如教师或者教师带领学生在准备预
实验时可以将过程录下来插入课件中袁也可以利用先进仪
器的数字视频功能完整地演示整个操作流程袁使学生形成
更加形象尧直观的印象袁操作起来也更加的规范遥
近几年很多高校都重视实验教学的精品课程建设袁有

撰写出包括实验原理尧具体操作步骤
等内容的实验设计书
教师审阅实验设计袁干预可能出现
的危险袁纠正错误的技术措施

条件的高校建立了动物学实验精品课程网站袁可以采取自
主开发尧购买等方式对网站中的教学资源进行不断的更新袁
以形成内容丰富尧涉及到实验教学各个方面的课程资源遥通
过在精品课程网站中开设教师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渠道袁师
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讨论尧解惑尧点评尧信息反馈等袁可以作

学生根据实验
设计的需要准
备材料尧器具

按照实验设
计的操作步
骤开始实验

观察实验结
果袁记录数据

小组讨论分析
实验结果袁教师
参与指导分析

撰写实验报告

图2

动物学实验课程中设计性实验开展流程

为实验课堂教学之外的一种网络辅助教学手段袁更好地发
挥出教师的答疑解惑作用[13-14]遥

3 注重实验教学过程袁不断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动物学实验课程成绩的评定要结合多个方面展开袁不
能仅仅参考实验报告袁还应重视实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考
核袁在最终成绩中提高实施过程考核成绩的比例袁降低实验

实验课程的教学中不仅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袁还要

报告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比例遥此外袁改变传统实验教学中

在教学内容中引入新的科研成果袁使课堂上的学术氛围更

不考试的考核方式袁在实验课全部结束后就动物学实验基

加浓厚遥如在设计性实验的选题过程中袁可以将其与教师的

本原理尧操作注意事项以及具体的操作步骤进行闭卷考试袁

各项成果转化项目结合起来遥目前袁将科研项目与实验课程

必要时还可以考核学生的操作能力袁以培养学生在实验中

的教学改革有效结合起来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尧提高本科

能够自觉参与其中袁避免出现学生实验过程中不操作实验

教学质量尧促进实验教学改革等方面逐渐发挥出越来越明

报告却完成的很好最终得分高等不合理现象遥

显的作用 遥动物学实验的改革需要教师结合学科特点及科
[9]

技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对教学内容进行不断更新袁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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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震院野3S冶技术在闭坑矿山调查中的应用探析
表 1 代码内容
项目
竹度

内容
幼龄竹
壮龄竹
老龄竹

遥感数据

图形数据

代码
1
2
3

项目
经济林产期

直观反映
空间描述

图片信息

4 利用 3S 技术调查成果

内容
产前期
初产期
盛产期
衰产期

文字说明
小
班
属
性

直接描述

特征组合

抽象描述

代码
1
2
3
4

文字资料

解译标志

属性数据

图 3 数据关系图
分析处理数据输出不仅具有空间分布特征和拓扑关系袁能
进行各种空间操作处理袁而且具有生成新信息的能力遥这些
功能的实现能为更好更直接地了解尧掌握调查内容提供技
术支持[3-4]遥

3.2

野3S冶技术在内业处理中应用
通过利用野3S冶技术外业采集的相关信息袁可以直接导

入到内业平台中袁减少了以往通过录入坐标点生成图形与
录入信息的不便袁既节省了大量的工作时间袁又避免了录入
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漏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遥

本次调查采用 3S 技术袁对全省尚未进行治理的闭坑矿
山名称尧数量尧面积尧种类尧分布等情况进行调查遥调查结果表
明袁全省现应由政府承担治理责任的闭坑矿山共有 2 451 处袁
总面积 6 736.34 hm2遥其中袁涉及林地矿山 2 023 处袁面积
5 271.93 hm2曰非林地矿山 428 处袁面积 1 464.41 hm2遥按矿分
类袁金属类矿 1 160 处袁面积 3 236.25 hm2曰非金属类矿共
955 处袁面积 2 365.21 hm2曰其他 336 处袁面积 1 134.88 hm2遥
通过野3S冶技术极大地加快了调查速度尧简化了许多重复工
作时间尧提升了调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遥
5 结语
目前袁野3S冶技术已在国内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袁但
用于林业闭坑矿山调查工作中尚属首次遥该技术改善了调
查的工作方式袁提升了调查科学性和调查速度袁提高了综合
调查能力袁降低了成本遥
6 参考文献
[1] 黄建文.遥感及 GlS 技术在森林资源信息更新中的应用[J].林业资源
管理袁2000渊2冤院59-62.
[2] 赵强.利用 RS 和 GPS 进行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外业核查方法探
究[D].长沙院中南大学袁2012.
[3] 孙立新袁白喜庆.野3S冶技术在矿山环境地质调查中的应用[J].中国煤
炭地质袁2004袁16渊5冤院70-71.
[4] 武帅莹袁敬小东.3S 技术在土地利用调查中的应用[J].交通科技与经
济袁2014袁16渊4冤院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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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尧新方法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袁在实验开设

渊50%冤尧实验报告及作业完成情况渊15%冤尧期末考试渊20%冤遥

之前结合实验室现有的条件协助实验课教师做好准备袁尤

提前预习可以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尧提高自学的

其是设计性实验袁要和实验课教师充分沟通袁对实验的各个

能力遥课堂表现的考核要素包括多个方面袁如考勤尧课后卫

环节做到心中有数袁确保实验课的顺利有序完成袁达到实验

生尧回答问题尧仪器及器具的操作正确与否尧原始数据的记

课程教学改革的预期效果遥

录等袁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研究习惯遥实验报告及作业
完成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学习的效果以及分
析问题的能力遥期末考试包括闭卷考试和实验操作能力测
试袁可以让学生重视实验操作过程袁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遥通过对动物学实验课程教学评价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袁
不仅实现了考核的规范性尧科学性袁较为全面地评价出学生
的实践能力袁还能够让师生从思想上真正地重视实验课袁以
不断提高动物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效果袁发挥出实验课程在
创新性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遥
4 结语

社会在发展袁人才的培养需要对教学进行不断的改革[15]袁

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遥动物学实验课程开设的目标是为了
培养生物学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尧观察能力尧创
新能力等[4]袁其教学改革过程任务艰巨袁需要从教学方法尧教
学手段尧教学内容等多个方面循序渐进地进行探索袁充分发
挥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袁才能达到教学改革在创新性人才培养
中的作用遥
动物学实验的深入改革需要教师尧实验技术人员不断
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遥教师不仅要掌握好本学科的理论知
识尧操作原理尧实验技能等袁还要敏锐地捕捉国内外本专业
及相关专业的新动态尧新成果袁并不断渗透到实验课的教学
内容中遥为了将改革的成果更好地应用于实验课的实践教
学中袁实验技术人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袁学习实验相关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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