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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基本情况 

山西大学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建立于 2006 年，下辖植物学生物、动物生物学、微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 8 个学科专业基础

实验室，总面积 3836 平方米。中心现有各类专（兼）职教师 60 人，其中教授 20 人，

副教授（含高级实验师）18 人，占 63.3%；讲师（含实验师）19 人，占 31.7%。具有

博士学位的 36 人，占 60.0%。中心每年为 6 个不同专业本科生开设 35 门实验课，其

中专业基础课 7 门，专业课 28 门。每年有 700 余名本科生在中心所属实验室进行实验，

包括基础实验课、专业实验课、综合实验课和研究性实验课，并承担学生的毕业设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学生课外科技实践活动（创新杯、挑战杯等）。截止到 2012 年

底，中心共有仪器设备 8149 台（套）件，设备仪器总值 3864.10 万元，其中 10 万元以

上大型仪器设备 38 台（套）件，总值 1041.31 万元。中心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规

范措施，实现了开放共享。配置了必要的安全消防、应急救护和环境保护设施，每个

实验室配备了灭火器、洗眼器，楼层安装了喷淋设备。 

中心成立以来，构建了“四四四”实验教学创新体系，形成了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

采用多样化、个性化的实验教学方法，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全方位开放实验室，加大

综合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教学力度，服务山西地方经济，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取

得了一系列教学和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生物学人才，彰显了面向山西、服

务地方的示范辐射作用。2007 年，中心被山西省教育厅批准为山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2008 年，生物科学专业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

设点；2009 年，基础生物学获省级优秀教学团队。2010 年，中心建立了省内一流、国

内先进的 52 座数字显微互动实验室。“十二五”期间学校将投入 1000 万元，用于实验

中心各项建设工作。  

二、中心建设规划 

1．政策措施 

根据山西大学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要求，及国家“提升中西

部高校综合实力建设工程”要求，学校制定了《山西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管理

办法》、《山西大学实验室工作评审和奖励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文件。近五年来，

学校先后投资 500 多万元，对生物楼和实验室进行了维修改造，对实验台和实验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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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进行了更新装修。2010 年，学校投资 100 万元建成了显微互动教学平台；2012 年

学校投资 50 万元补充了基础实验仪器设备。 此外，2013 年，学校研究决定在“十二五”

期间，给每个省级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实验中心投资 1000 万元。这一举措将极大地

提升中心仪器设备的层次，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和环境，使实验教学迈上一个新台阶。 

学校一直高度重视实验队伍素质的提高，有计划地对在岗的教师进行培训。先后

出台多个与实验教学相关的重要文件，提出在本科教学中工作中要加强实践教学，努

力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多项政策措施。除此之外，学校还在实验教学改革、实验

队伍建设、实验室管理、教学设备仪器开放共享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指

导和推动了实验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学校于 2009 年出台了《山西大学“优秀中青年教

师培养计划”实施办法》（山大人字[2009]9 号），重点支持优秀中青年教师进行国际国

内合作研究（包括教学研究），不断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充分发挥课程负责人的传、

帮、带作用，加强团队建设；鼓励青年骨干教师围绕学科方向，积极报考博士研究生。

这些政策，有力推进了实验教师队伍发展。 

2．管理制度 

学校根据建设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修订并下发了三十余项管理制度，使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进一步提升了中心的管理水平。主要管理制度如下： 

(1)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防范预案  山大校字[2008]29 号   

(2)山西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  山大资产字[2009]1 号   

(3)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2 号   

(4)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管理规定 山大资产字[2009]3 号 

(5)山西大学化学试剂、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4 号   

(6)山西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物处理实施细则  山大资产字［2009］5 号  

(7)山西大学放射防护管理暂行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6 号   

(8)山西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管理实施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7 号  

(9)山西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8 号   

(10)山西大学实验室工作评审和奖励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9 号   

(11)山西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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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山西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山大校字[2009]第 35 号  

(13)山西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山大校字[2009]第 36 号  

(14)山西大学仪器设备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  山大校字[2009]第 29 号   

(15)山西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8]1 号   

(16)山西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08]2 号   

(17)山西大学实验教学工作规程  山大教字[2004]50 号   

(18)山西大学教学实习工作规定  山大教字[2004]81 号   

(19)山西大学实践教学经费管理办法  山大教字[2009]6 号   

(20)山西大学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办法  山大教字[2006]30 号   

(21)山西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SRT）管理办法  山大教字[2004]84 号   

(22)山西大学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  山大教字［2001］7 号   

(23)山西大学本科教学实验室开放管理规定  山大教字[2002]23 号   

(24)山西大学实验教学经费分配、管理办法  山大教字[2001]3 号   

(25)山西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  山大校字[2001]30 号   

(26)山西大学实验室档案和基本信息收集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12]3 号 

(27)山西大学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 山大资产字[2012]2 号 

(28)山西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办法 山大资产字[2010]1 号 

学校制定的一系列实验室管理制度和政策，有力地保证了实验中心建设的制度化、

规范化和常态化，进一步提升了实验中心的管理水平，为实验示范中心建设提供了有

力保障。 

3．经费来源 

实验中心运转经费主要包括：实验室建设经费，研究性和创新性实验经费、实验

课程耗材和实践性实验经费。 

近五年来，学校先后投资 500 多万，对生物楼和实验室进行了维修改造，对实验

台和实验室内设施进行了更新装修，对每个实验室配备了网线、电脑。在日常实验工

作中，随着实验课耗材费用提高，学校也逐年提高耗材费，年拨款 15 万元实践教学经

费，学生每年保证人均 500 元。学校给每个校级、省级、国家级创新性实验项目经费

达到 3000 元、5000 元和 15000 元，大大提高了学生创新实验的质量，许多创新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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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挑战杯”等各类竞赛的奖项。 

学校经党政会议研究决定，在未来三年内计划向中心投入 1000 万元建设经费，由

“一省一校”实验室发展建设专项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实验室建设及实验课程建设、师

资队伍优化、信息平台建设、教材建设、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教学改革研究、教学

质量监控及科技创新活动等，进一步加大基础课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经费投入，加强

教学基本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办学效益，改善办学条件，加强调研和人才需求分析，

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为培养和造就创新

性人才搭建平台。 

4．投入方向 

学校在 2013～2015 三年内计划投入 1000 万元用于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中心将加

大综合设计性试验、创新性实验和实践性实验的经费投入，保障实验室环境建设及实

验设备更新。按照实验模块紧缺程度进行规划预算，首先是台（套）件的补充，其次

是功能实验仪器的更新，最后是购置新型设备仪器，保证中心工作运行。具体投入： 

（1）投入 760 万元用于实验室建设 

补充、更新基础实验仪器 100 台套；再建 52 座显微互动教室一个；购置多功能酶

标仪、PCR 仪、凝胶成像系统及电泳设备、冷冻离心机 5 台，蛋白纯化系统 4 台，扫

描电子显微镜 1 台等，另外还将自行研制开发教学仪器设备 2～4 台（套）。通过三年

的建设，将使全部基础实验课仪器实现 1 人 1 台（套），专业实验课实现 2～4 人 1 台

（套）。强化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以科研提升教学，还有其他设备的补充、更新，实

验设备维修，实验室改造等。在现有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再增加 2～3 个实习基地。完

善植物和动物标本馆的建设，使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投入 150 万元用于实验教学改革 

三年内在主要的实验教学指标上，取得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争取 1 项国家级教学

成果和 3～5 项省级教学成果。基础性试验开出率达到 100%。综合设计性实验每年 40～

50 个，更新率达到 30%，研究创新性实验每年 30 个以上，更新率达到 100%。学生科

研训练项目每年达到 30 项以上，争取 3 项全国性奖励和 5 项以上省级奖励，发表学术

15 篇以上。 

（3）投入 30 万元用于教材和资料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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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物学学科特色，将新技术及新理论引入实验内容，编写出版实验教材 5 部

以上，编写讲义 10 种以上。基础性实验课程全部建成试题库。实验课程争取 1 门国家

级精品课程，3～5 门省级精品课程。 

（4）投入 30 万元用于师资队伍建设 

实验教学队伍建设采取教学团队制、教授负责制、青年教师助课制，通过在职提

高、外出进修、考核管理、竞争流动等办法，提高实验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思想作风。

积极鼓励教师进行深造，攻读学位，掌握前沿知识，提升学历层次，提高实验教学管

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开展实验教学改革和研究，更新实验内容、开发实验项目、研发

实验设备技术，实现实验教学、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实验内容、实验方

法、实验技术三方面融会渗透，经典知识、现代内容和前沿知识的相互贯通，教学经

验、学术经历和国外背景同时积累。定期组织中心人员参加省内专业业务会议，建立

制度化的培养、培训、优化机制。实验教师中要有 1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和 3～5 名省级

教学名师。 

（5）投入 30 万元用于信息平台化建设和运行 

实验教学中心网站通过与学校教务处网站的链接，可以查询实验教学安排、实验

教学大纲、实验教学项目、实验教学时间与地点、精品课程建设、多媒体课件、实验

教材与实验指导、图书资料、教学管理制度等信息；通过与资产设备处网站的链接，

可以查询实验室分布，仪器设备名称、功能、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及设备管理制度等。

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局域网进行实验课查询和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预约。实现了实

验教学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和教学效果反馈系统的网络化。

建设 4～5 门网络课程。另外还有网站的日常维护。 

表 1  中心“十二五”期间分年度经费投入计划 

建设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经费投入（万元） 

实验室建设 270 250 240 760 

实验教学改革 50 50 50 150 

教材建设和资料库建设 10 10 10 30 

师资队伍建设 10 10 10 30 

信息平台化建设 10 10 10 30 

合计 350 330 3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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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效果 

1. “四层次”实验教学创新体系深入完善    

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学规律，按照基础性、综合设计性、研究创新性和实践

性“四层次”实验，精炼项目，丰富内容，规范方法。在实验内容上，根据实验层次和

项目，做到实验项目课题化，实验内容前沿化，实验结果成果化的科研性训练。在实

验方法上，根据实验内容和特点，采取基础性实验讲授式，综合设计性实验互动式，

研究创新性实验体验式，实践性实验实时式的“差异性教学法”。在实验考核上，根据

实验类型和方法，实行基础性实验按“平时成绩+理论考试成绩+操作考试成绩”考核，

综合设计性实验按“平时成绩+科学论文（报告）成绩”考核，研究创新性实验按“科学

论文+答辩成绩”考核，实践性实验按“科学论文（总结报告）+答辩（成果展示）”考核

的多元化考核办法。激发学生实验的积极性，提高实验动手能力。 

今后三年内基础性试验开出率达到 100%。综合设计性实验每年 40～50 个，更新

率达到 30%，研究创新性实验每年 30 个以上，更新率达到 100%。在原有 8 个实践性

实验基地的基础上（庞泉沟自然保护区、青岛海滨实习基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东湖老陈醋集团、太原面粉二厂、双合成食品公司、夏普赛尔食品饮

料股份有限公司、银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再增设 3～6 个实践基地，使学生的科研

能力、工作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显著的提高。通过扩大实验项目选择、

实验方案设计，启发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研究性实验的创新性。使本科生

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现有基础上有较大的飞跃，增加本科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的数量，争取达到 20 篇以上。通过研究性实验，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

大大开拓学生的视野。在学生科研训练项目中，争取每年有 3 项全国性奖励和 5 项以

上省级奖励。争取实验教学质量和水平跨入全国同类实验教学中心前 20 名。 

2. 形成勇于创新的实验教学队伍 

实验教学队伍建设，采取教学团队制、教授负责制、青年教师助课制。通过在职

提高、外出进修等加强实验教学团队建设，同时积极鼓励和吸引高水平、有经验的教

师加入实验教学工作，强化实验教学团队的研究能力。探索科学评价实验教学能力的

办法，激励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实验室建设。发挥老中青实验教师传帮带作用，

开展实验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提升中青年教师专业水平和实验教学能力。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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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五”期间将有 2～3 名副教授晋升为教授，3～5 名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争取 1 名

国家级教学名师，2～3 名山西省教学名师。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爱岗敬业、团结

协作、勇于创新的实验教学队伍。 

3. 实验教学内容、方法不断更新，培育标志性的教学成果 

开展实验教学改革和研究，更新实验内容、增加实验项目、研发实验设备技术，

实现实验教学、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实验内容、实验方法、实验技术融

会渗透；经典知识、现代内容和前沿知识相互贯通；教学经验、学术经历和国外背景

同步积累。定期组织中心人员参加省内外教学会议，建立制度化的培养、培训和优化

机制。 

 “十二五”期间，在原有教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实验教学改革、教材建设、精品课

程等方面得重大突破。争取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3～5项山西省教学成果。出版教材5

部以上，编写讲义10种以上。学科基础性实验课程的考试全部建成题库。  

4. 全部实现实验教学信息化、网络化 

中心网站通过与教务处网站的链接，高效运行并查询实验教学安排、实验教学大

纲、实验教学项目、实验教学时间与地点、精品课程建设、多媒体课件、实验教材与

实验指导、图书资料、教学管理制度等信息；通过与资产设备处网站的链接，使学生

了解实验室分布，仪器设备功能、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及设备管理制度等。另外，学

生通过中心局域网进行实验课查询和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的预约。全部实现实验教学

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和教学效果反馈系统的网络化。建设 4～

5 门网络课程，例如：植物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等。 

5. 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 

中心在山西省经信委的支持下，与山西省食品研究所共建了山西省企业技术创新

中心，与山西省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山西大学—汾酒集团汾酒工程研究

生教育创新中心”，参与企业的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实习基地在

为中心提供实践性实验条件的同时，中心也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攻坚克难。中心教师

张生万教授主持的“低度有色配制酒稳定性的研究及应用”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为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创利上千万元。学科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势互

补将极大地推动实验教学中心的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企业的技术难题也将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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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结合的纽带。今后三年，中心将继续加强与地方经济的结合度，在现有实习基

地的基础上，增建3～5个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将企业技术难题和服务所需纳入实践

教学内容，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企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于地方经济。 

6. 实验教学环境得到优化 

通过“十二五”期间的建设，实验中心的条件将会得到明显改善，仪器设备配置更

趋合理，数量充足，满足基础性、综合设计性、研究创新性和实践性等实验教学的要

求，使实验教学体系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使学生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设计、研

究到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实验室环境、安全、环保符合国家规范，环境优

美，设施完备，形成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

运行维护保障措施到位，确实落到实处。 

7. 彰显中心示范辐射作用 

通过今后三年的建设，更好地发挥教学示范中心的辐射作用，进一步承办和举办

各种层次的研讨会和座谈会及成果展示会，邀请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程负

责人、知名专家、有关部门领导和企业界人士交流学习，提升中心的实力，扩大中心

的影响。利用实验教学中心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的优势，为山西省其它院校培养师资、

组织实验观摩教学，充分发挥中心的示范作用。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保持人才培养的

高水平、高质量，以服务社会，服务地方。充分发挥动物标本馆和植物标本馆“全国青

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接待校外师生和社会其他单位人员参观学习，宣传启发青

少年热爱科学、弘扬科学的热情。 

四、保障措施 

1. 政策保障 

山西省教育厅和山西大学制定的有关实验教学的各项政策和管理制度具有延续

性，能够保障中心建设规划的顺利运行。 

2.经费保障   

山西大学 2012 年进入“国家提升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工程，2012 年投入 3000 万

元；2013-2015 年共投入 6 个亿用于学校的整体发展，其中实验教学经费，每年投入

1000 万元用于国家级或省级实验教学中心的正常运转和教学改革。有固定经费的支持，

一定能够保证中心建设规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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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保障   

生物学实验教学团队是一支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的教学团队，七大学科专业基础课

几乎全部由经验丰富的教授、博导承担。教育部要求的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要求，

在山西大学所有学院中生命科学学院做得非常好，多次得到教务处的表扬。承担实验

课的教师全部由爱岗敬业的博士讲师担任，有些教师在实验教学一线一干就是 30多年。

有这样优良的本科实验教学队伍，完全能够确保中心建设规划的圆满完成。 

4.评估保障   

中心专门成立有“实验教学督导组”，定期检查、考核、评估，并及时反馈。中心

还设有奖励制度，对在实验教学中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奖励，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

极性，有力地保证了中心建设规划的按时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