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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王海涛 教授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与开发 

2 周义发 教授 技术顾问，负责软件质量审核 

3 台桂花 教授 技术顾问，负责软件质量审核 

4 任炳忠 教授 昆虫学虚拟仿真和数字化素材采集 

5 肖洪兴 教授 植物学虚拟仿真和数字化素材采集 

6 李晓雪 副教授 教学设计和课程安排 

7 李海燕 副教授 生态学虚拟仿真和数字化素材采集 

8 程海荣 副教授 负责虚拟实验数据收集与实验流程脚本撰写 

9 崔思思 副教授 负责虚拟实验数据收集与实验流程脚本撰写 

10 王秀莉 高级实验师 负责虚拟实验数据收集与实验流程脚本撰写 

11 孙明洲 讲师 植物学虚拟仿真和数字化素材采集 

12 姜鹏 工程师 负责软件调试运行及与开发公司协调、数字化素材采集 

13 孙琳 讲师 负责虚拟实验数据收集与实验流程脚本撰写 

14 及莉 博士后 负责实验仪器参数及实验流程脚本撰写 

15 王浩 博士后 负责实验仪器参数及使用脚本撰写 

16 弓冶 博士后 鸟类学虚拟仿真和数字化素材采集 

1 王海涛 教授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与开发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2.1.1 学科专业发展 

    生物学是世界科技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领域之一，现代生物技术建立在生物

科学的发展之上，以重组 DNA 技术和细胞融合技术等为基础，包括基因工程、

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体系组成的现代高新技术，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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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健康、食物、能源、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开辟了崭新的路径，已成为发

展最快、应用最广、潜力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与信息、新材料和新

能源技术并列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四大科学技术支柱。因此，学科发展和社会需

求使生物学人才培养处在理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 

随着生物科学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生物学是实验科学，实验和实践教学既与理论教学紧密联系，

而又相对独立。从培养创新人才的专业素质、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出发，优化实

验教学体系的总体布局，加强实验与实践教学的资源配置，发挥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与教学优势，实现“优质资源有效整合、教学科研紧密结合”，训练学生的科研

素质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培养锐意进取、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型高

级生物学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学科专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依托虚拟现实、

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

实验对象，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效果。建设

国内先进的虚拟仿真实验与实践教学条件与环境，可确保有效提升综合性实验和

研究创新型实验层次，强化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生

物学专门人才提供新的实验与实践教学平台。 

2.1.2 专业培养方案 

生命科学学院本科下设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其中生物科学包括普

通类和师范类。 

生物科学师范类：通过理论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中学实验、虚拟

实验、野外实习、教育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结合生物教学训练，构建与师范专

业相匹配完善的理论及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更符合新形势需要的卓越生物教师

及未来的教育家。 

生物科学非师范类：通过理论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中学实验、虚

拟实验、野外实习、教育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结合生物科研训练，构建与生物

科学非师范专业相匹配的完善的理论及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更符合新形势需要

的具有开拓思维及创新能力的优秀的科研人才及未来的科学家。 

生物技术专业：通过理论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课间见习、“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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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野外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结合应用研究训练，构建与生物技术专业

相匹配的完善的实验及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更符合新形势需要的具有开拓思维

及创造能力的优秀的技术人才及未来的企业家。 

2.1.3 实验与实践实习教学开课现状 

学院本科实验与实践教学体系按循序渐进原则设置，构建了“3+3+2”的实

验教学体系与模式，包括 3 组系列的实验课程：基础实验、综合实验、研究

与创新实验；3 个实践能力训练环节：野外实习与专业实践、科学研究、毕业

论文；2 个实践教学的结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与教师教育研究相结合，该

实验与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自主

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本科四年学习的全过程。 

基础实验涵盖生物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实验内容，目前开设了动物学实验、

动物生理学实验、人体组织学与解剖学实验、植物学实验、植物生理学实验、细

胞生物学实验、发育生物学实验、遗传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生物化学基础实

验（Ⅰ）、生物化学基础实验（Ⅱ）11门实验课。综合实验是将多个相对独立的

实验内容按照内在的联系，整合成连续学习的综合大实验，包括单一学科综合实

验训练和学科交叉类综合实验训练，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尤其得到学校本科

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的支持，构建了综合性实验教学平台，开设了跨学科的生物

技术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实验，使综合性实验教学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创

新实验突出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宗旨，将特色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

内容，强调现代生物学技术与实验内容的整合，实现基础与前沿、理论与实践的

紧密结合。创新性实验以科学研究的模式实施教学，学生创新实验题目可自主设

计，也可由教师给出。科学研究环节主要以学生科研立项的形式进行。除“国创

基金”外，学院依托国家人才培养基金自行设立“生命科学学院国家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金”，研究项目包括本科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本科生教育教学研究能力两个

类别。2016年开始，依托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学院对野外综合实

习进行了改革，以虚拟实习代替基础性实习，同时增加学生对研究型实习课题的

设计，将“基础+研究型实习模式”改革为“虚拟+研究型实习模式”，研究型实习以

科研小组为单位，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课题的设计与研究，实习突出

对学生野外实践技能、科学研究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专业教育实践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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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U-G-S模式开展。专业实践依托学院的药物基因和蛋白筛选国家工程实验室

和相关制药企业进行。 

2.1.4 实验与专业实践实习教学存在问题 

1）“产学研”实践环节薄弱，培养的生物技术人才与企业的需求尚存在差距。

对于生物科学普通类及生物技术专业学生而言，目前的生物实践专业见习时间较

短，实践课不能落到实处。虽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但企业由于技

术秘密等原因，学生无法参与相关生产的关键环节实习，而主要实习分装、包装

环节，学生得不到实质性的锻炼，因此，毕业后很难直接进入到生物技术企业。 

2）前沿科研成果直接转化实践实训教学内容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生命技

术工程化训练需要使用昂贵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场地要求比较严格（如 GMP、

生物安全等）；分子水平的实验过程微观抽象，成本高、消耗大；生物技术工艺

实验系统化程度高，生产实训因企业成本、技术保密等因素使学生不能全程参与

工艺流程，特别是无法掌握关键技术等不足和问题。 

3）缺乏实践实训课间见习环节。课间见习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尽

早让学生了解自己所学知识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以便尽早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

划，但目前学院课间见习实践训练受到教学条件限制。 

4）已开发的虚拟仿真软件的质量受现有的素材资料影响，昆虫、鸟类和植

物照片质量较差，缺少开发生高质量态学虚拟仿真相关的素材积累，而利用其它

资源存在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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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数，

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数与更新

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2.2.1 购置的仪器设备数 

    1）软件数量：4个 

    2）仪器设备：10台件 

2.2.2 面向的专业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普通类）、生物科学（公费师范类）。 

2.2.3 覆盖的实验室 

生物化学实验室、动物学实验室、植物学实验室、微生物学实验室、细胞生

物学实验室、免疫学实验室、糖生物学实验室、细胞工程实验室、发酵工程实验

室和蛋白质与酶工程实验室。 

2.2.4 涉及的实验项目数 

1）生物技术专业实践综合实验 

2）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大实验 

3）微生物实验技术大实验 

4）现代生物学实验技术大实验 

5）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大实验 

6）科学研究训练与创新实验 

7）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野外实习 

2.2.5 学生受益人数和人时数 

    每年受益；190-220人；人时数：3800-4400. 

2.2.6 建设目标 

（1）完成 4 个虚拟仿真软件购置 

虚拟仿真软件 1：人参皂苷抗肿瘤活性检测，通过虚拟仿真软件模拟中草药

多糖免疫活性研究实验的整个过程，培养学生设计实验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增强

免疫功能评价方法的理解，训练学生正确的仪器操作方法。 

虚拟仿真软件 2：长白山特色中草药多糖免疫活性研究，通过设计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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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细胞和活体水平模拟研究多种人参皂苷的抗肿瘤活性及其作用机制，加深

学生对人参皂苷等天然提取物的抗肿瘤活性研究的理解，使学生对分子细胞水平

实验研究和活体实验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知。 

虚拟仿真软件 3：长白山特色中草药多糖与半乳凝集素相互作用研究，通过

虚拟仿真软件模拟长白山特色中草药多糖与半乳凝素-3 的相互作用研究实验过

程，使学生深入了解多糖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的主要过程，熟悉分子互作研究相关

仪器的使用方法，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上述 3 个虚拟实验内容涉及多学科内容交叉，既有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又

有当前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的探索，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不仅可培养学生设计实

验、分析问题和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科研的兴趣，同时解决专业实践实习

教学存在问题。 

生物学虚拟仿真资源平台（野外实习）：平台可完成研究性野外实习数据集

成、实习基地本底资料数据集成、野外实习相关专业科研数据集成，确保展研究

性实习教学质量。  

（2）完成虚拟仿真与数字化资源建设仪器设备购置 

    购置动植物和生态影像拍摄仪器设备，完善现有数字化动植物图片库和野外

实习教学数字化资源，采集野外实习虚拟仿真软件升级相关素材资料；以虚拟仿

真与数字化手段为辅，虚实结合，建立实验和实践实习教学系统。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1) 2019.1-2月，完成3个虚拟仿真软件脚本撰写；完成生物学虚拟仿真资源

平台（野外实习）脚本撰写； 

    （2）2019.3月，完成集中采购软件及仪器招标公示及招标工作； 

    （3）2019.4月，完成分散采购仪器购置； 

    （4）2019.5月，完成报账手续。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

划购

置数 

现购

置数 

采购方

式(集中

/分散) 

1 

长白山特

色中草药

多糖免疫

活性研究

虚拟仿真

软件 

V1.0 

制作 3D 虚拟实验场景；实验主要仪

器的独立 3D 模型、仪器参数可调

节，可以用到不同实验模块；能完

整模拟整个实验流程；虚拟实验可

以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系统对操作

进行判断并记录；用户可以选择练

习模式、考试模式、自主设计模式

进行操作；软件需可以在中心虚拟

仿真平台上部署运行。 

1 1 集中 

2 

人参皂苷

抗肿瘤活

性检测虚

拟仿真软

件 

V1.0 同上 1 1 集中 

3 

长白山特

色中草药

多糖与半

乳凝集素

相互作用

研究虚拟

仿真软件 

V1.0 同上 1 1 集中 

4 

生物学虚

拟仿真资

源平台

（野外实

习） 

V1.0  1 1 集中 

5 照相机 
EOS-1D X 

Mark II 

机身：单反；全手动操作；双卡插

槽（CFast 卡插槽＋CF 卡插槽）；

最大像素数 2150 万；有效像素 

2020 万；最高分辨率 5472×3648；

传感器类型 CMOS；传感器尺寸，

全画幅（35.9*23.9mm）。配件：镜

头：佳能 EF24-70mm f/2.8L II USM；

电池（2）、CF 和 CFast 卡存储卡、

相机包、UV 镜；保护屏和套。  

3 3 分散 

6 长焦镜头 

EF 600mm 

f/4L IS III 

USM 

 

APS-C 画幅镜头；定焦；滤镜 52mm；

最大光圈 F4.0；聚焦范围：600m；

镜头直径 168mm，长度 448mm；光

圈叶片数 9。配件：三脚架+云台：

最高工作高度 1657mm；最低工作

2 2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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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732mm；折叠高度 897mm；

最大负荷 10kg；节数 3 节；外形设

计球碗直径：100mm。 

7 
照相机

（套装） 

EOS 5D 

Mark IV 

套机：自动对焦、人工智能自动对

焦、手动对焦；3040 万有效像素；

CMOS 全画幅（36*24mm）传感器。

镜头 1：16-35mm f/2.8L III USM 广

角变焦镜头。镜头 2：微距镜头/单

反镜头 EF100mm f/2.8L。镜头 3：

70-200mm f/2.8L IS II USM。其它配

件：三脚架、UV 镜、乐摄宝金刚

Pro Tactic 450 AW 相机包、CF 存储

卡、电池。 

1 1 分散 

8 叶面积仪 Yaxin-1241 

扫描速度：不大于 200 mm/s；面积

测量精度：小于±2% (矩形样品面积

大于 10cm
2
)；面积分辨率：0.1mm

2；

长度分辨率：1mm;宽度分辨率：

0.1mm；最大测量厚度：≤6mm。 

2 2 分散 

9 
叶面积指

数检测仪 
TRAC-II 

0-2000umol/m2s，精度：5%；存储

容量：128MB，可扩展到 4096MB。 
1 1 分散 

10 
树木测高

测距仪 
VL5 

测量高度：0～999.9m；测量距离：

46cm-700m；激光波长：905nm；距

离精度：4cm。 

1 1 分散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8年 6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

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