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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专业生物信息学课程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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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袁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生物信息学在林业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重要遥作为近年来才飞速发展的新兴学科袁生
物信息学的教学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袁特别是在林学专业的教学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袁例如合格师资尧专业教材及教学资源匮乏
等遥针对这些问题袁本研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改革思路袁旨在提高林学专业学生对生物信息学的学习热情尧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袁为培养能
够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综合人才提供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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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eform of Bioinformatics Course in Forestr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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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equencing technology, bioinformatic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forestry life
science.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teaching mode of bioinformatic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of forestry major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qualifi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textbook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roposed corresponding reform ideas, aiming to increase the enthusiasm of forestry students in
learning bioinformatics,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raining comprehensive talents who can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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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门交叉学科袁生物信息学涵盖了生命过程中的各个方

在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为例袁生物信息学在林学专业的课程
教学没有固定的教师袁大部分都是由统计学尧分子生物学以

面袁比如各种信息的获取尧处理尧分析和存储等遥近年来袁随着

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完成遥这些教师中的绝大部分对计算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袁生物信息学应运而生遥作

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测序成本的大幅降低袁促进了各种作

机或数学的研究相对较少袁因而他们都无法完全承担生物信

遥目前包括杨树尧桉树尧竹子

息学的教学任务遥匮乏的教师资源与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存

物全基因组测序工作的开展

[1-2]

和油桐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林业树种袁其全基因组已测序
完成遥在这些大数据背景下袁运用生物信息学的相关知识和

在强烈的矛盾遥
1.2 专业教材匮乏

分析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遥近年来袁我国各大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遥一方面袁教材更新

高校都相继开设了生物信息学课程袁其根本教学目的是培养

换代的速度跟不上实验技术的发展曰另一方面袁林业研究方

学生使用大数据袁并加强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利用的能力[3-6]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目前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

向的多样性导致没有专门的生物信息学教材遥目前袁大部分
生物信息学经典教材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低通量分析生物

召袁进一步明确了野传统农科冶向野新农科冶建设的理念转变遥

学的分析和设计遥测序技术的发展和多组学研究的兴起袁诞

因此袁在林业生物信息学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建设上需要进

生了很多新的分析流程和分析手段遥这部分内容对计算机有

行与之相应的变革和转变遥笔者在前期多次调研的基础上袁
总结前人的经验袁提出生物信息学课程在林学专业中的教
学定位曰同时袁利用现有的条件袁对生物信息学课程在林学
专业中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袁以期达到林学专
业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遥
1

1.1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合格师资缺乏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袁要求胜任的教师综合掌握

生物学尧统计学尧计算机学和数学等多个学科知识遥由于生
物信息学在国内起步较慢袁培养的合格人才数量有限袁因而
目前各地方高校能够胜任这门课程教学资源匮乏遥以笔者所
基金项目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引进人才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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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要求袁比如要求会使用 Liux 系统和计算机编程语言

等遥目前市面上只有少量的生物信息学教材包含了这些内容袁
而针对林学的专业教材更少 [5]遥当前袁大部分生物信息学教
材主要介绍了 EBI尧NCBI尧DDBJ 和 UCSC 等数据库的应用袁

而涉及林业遗传育种尧分子改良尧GWAS 分析尧BSA 定位以及
遗传连锁等相关的内容和数据库在教材中没有体现遥这些
内容体现了林学专业野新农科冶建设的方向袁也是现在林业
育种研究的难点和热点袁因而迫切需要与林学专业教学内容
匹配的林业生物信息学教材遥
1.3

教学资源缺乏
与生物信息学的高速发展相比袁地方林业高校接受新事

物的能力相对滞后遥国内大部分林业院校生物信息学开设的
时间都相对较晚袁部分高校对林学专业课程建设方面的投入
没有其他课程充足遥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袁生物信息学的发
展时间还比较短袁各大网络教学平台还缺乏丰富的精品课

曹运鹏等院林学专业生物信息学课程改革探讨
程尧教学视频以及相应的多媒体等教学资源曰并且目前大部

2.3

分高校所使用的教材内容太过陈旧袁很难适应学科建设和发
展的新需求遥
2

2.1

丰富教学资源袁更新和完善多种教学方式
首先袁在慕课和超星等互联网教学平台收集生物信息

学相关的精品课程袁选择可以结合林学专业特色的材料袁并

生物信息学改革与创新

且汇总这些资料进行归纳分类遥其次袁利用现有的资源袁比

培养专业人才袁提高教师能力

如使用高校计算机学院的计算机用于学生的实践教学曰鼓

教师教学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遥生物信息学是一门

励学生自带笔记本进行教学等遥教师也可以根据林学的专业

多学科融合交叉的课程袁需要教师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专业知

特色自行开发制作一些丰富的多媒体课件袁便于学生理解抽

识遥要解决这些问题袁一方面应该鼓励并支持青年教师去国

象的生物信息学知识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遥此

内外知名高校访学和进修袁学习和借鉴他人的先进成果袁提

外袁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将最新的软件和教学内容提前传递

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曰另一方面要注意人才引进袁为具有林学

给学生进行预习袁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将自己对课程的理解

专业背景的生物信息学人才提供丰厚的条件曰此外袁加强与

反馈给教师袁以便教师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遥

其他院校的合作交流袁鼓励教师们多参加国内外的生物信息

3

学会议袁了解生物信息学的前沿进展袁从而将这些知识融入
林学专业生物信息学课程建设中遥
2.2

结语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袁国家对林业的发展越来越重

视袁针对林学专业培养生物信息学人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加快教材编制袁遴选优质教材

涉林高校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基本都存在共有的通病袁比如

一本好的教材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生物信息学

合格师资匮乏尧专业教材匮乏和教学资源缺乏等袁这些问题

最先在国外出现和发展袁国内早期的教材大部分以翻译本为

严重制约了林学专业生物信息学的发展遥笔者结合自身遇到

主遥近年来袁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日新月异袁国内专业学

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袁希望在野新农科冶战略的实

者根据我国发展特色自行编著的教材越来越多袁因而目前国

施下袁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教学体系改革袁能够培养出基础

内高校大部分都以使用国产教材为主尧翻译本为辅遥目前袁

知识扎实尧动手实践能力强尧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林业人才遥同

国内生物信息学的教材主要分为两大块袁一块主要介绍生物

时袁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袁随着生物信息学教学手段和方式

信息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袁其目的主要是让学

的不断完善袁教师需提高自身素质袁以进一步提高具有林学

生了解生物信息学知识的相关概念和研究内容曰另一块主要

专业特色的生物信息学教学质量遥

以生物信息学的实际应用为主袁主要介绍各种生物学数据

4

库袁生物信息学相关软件尧工具的原理尧使用技巧和方法袁其
目的主要是让学生掌握相关数据库和软件的使用袁并且能够
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遥针对林学专业的生物信息学教
材袁应该结合这两方面特色袁首先选择系统性和基础性比较
好的参考书让学生了解基本概念袁例如陈铭主编的叶生物信
息学曳渊第 3 版冤曰然后选择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尧实用性较强

的教材袁比如吴祖建等主编的叶生物信息学分析实践曳曰在教
学过程中袁教师还应该结合林学专业的特色袁着重讲解与林
学相关的数据库等内容袁以期提高学生获取本专业相关信
息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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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能力尧应用头脑风暴能力尧试验设计能力尧逻辑推理

不同栽培方法下黑灵芝菌丝尧子实体生长情况
段木栽培法渊A 组冤
菌丝体少
菌丝体生长少
有子实体
子实体形成少
子实体形成不多
子实体生长缓慢
子实体偏小
整体生长不好

代料栽培法渊B 组冤
菌丝体少
菌丝体生长较多
无子实体
有子实体
子实体形成增多
子实体生长快
子实体大且厚
整体生长良好

的营养遥另外袁在沉香林下种植袁阴凉的环境为黑灵芝生长
提供保证袁但病害较重袁这是因为黑灵芝在自然环境下种植
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袁雨天湿度太大有利于病害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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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沉香林下栽培黑灵芝的教学实践袁培养了学生吃

苦耐劳的精神袁提高了学生网络搜索能力袁培养了学生团结

能力尧动手操作能力尧统计能力尧总结能力遥总之袁通过这次
实践教学袁提高了学生们的综合水平袁为今后适应社会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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