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BI366 

*学时 

（Credit Hours） 
64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专业实习（生物技术） 

Specialty Practice (Biotechnology)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本科生专业必修课 

授课对象 

（Target Audience） 
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等专业必修课程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张萍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专业实习（生物技术）是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重要的实验课程之一，是生物技

术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该课程学生已通过三年的基础理论与实验课程学习，

为了将所学的基础理论及基本的实验技术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希望学生通过为

期 3 周的专业实习，进入课题组或生物公司的技术研发部门，参与与生命科学相

关的基础或应用性研究，通过自己的实验操作，解决一定的科学问题。课程内容

包括：要求学生学会对研究课题的专业文献查找、阅读，学习提出科学问题、如

何进行实验设计、通过实践后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得出相应的结论。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分析、改进等科学思维能力，独立

探索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科研素质，为今后独

立开展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xperimental courses i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which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technology. This course has been studied by three years of basic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courses, in order to apply the basic theory and knowledge of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to the practic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r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in biological 

company for 3-week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Through their own experiments to solve 

scientific problems.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asking students to learn to find 

and read the specialized literatur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to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questions, how to design the experiment,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fter the practice.  



Learning this course can train students to observe, compare, analyze, improve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teamwork ability, as well as 

pragmatic scientific style and good scientific research qualit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future.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通过专业实习和实践，使学生拓宽视野，巩固和运用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增进对本专业的进一步了解，增强学

生的事业心和责任感。（B1、B2、B4、C2、C3、C5、D2、D3） 

2．学习查找参考文献、撰写实时记录与实习报告，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B2、B4、C5、D3） 

*详细教学内容 

(Teaching Content) 

一. 专业实习动员 

1. 安全教育 

2. 实习事项介绍 

3. 实习报告撰写要求 

4. 文献精读报告要求 

5. 考核方式介绍 

 

二. 参观学习：伯豪生物参观学习 

 

三. 公司实习：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基因公司 

 

*学时分配及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

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考查方式 对应学习目

标（必填） 

专业实习动

员（安全教

育、实习事项

介绍、实习报

告撰写要求、

文献精读报

告要求、考核

方式介绍） 

4 
课堂讲授、

PPT 学习 
  

目标 1、   

目标 2 

参观实习 5 
参观、前沿技

术讲座 
  

目标 1、   

目标 2 

公司实习 90 

集中实习，个

别同学分散

实习 

实时记录 

实习报告 

文献阅读 

平时成绩 

精读研究内

容相关文献

至少 1 篇 

目标 1、   

目标 2 

      

……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 100%： 

实习报告（60%） + 实时记录（15%） + 精读文献（15%） + 出勤（10%）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各专业课推荐教材及研究课题相关参考文献 

其它（More）  

备注（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