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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周义发 教授 项目总负责人 

2 孟巍 副教授 示范中心负责人 

3 李晓雪 副教授 课程设计 

4 曾宪录 教授 细胞生物学课程负责 

6 台桂花 教授 生物化学综合实验负责人人 

7 黄国辉 高工 实训平台实验负责人 

8 苏纪勇 副教授 生物大分子提取中心实验 

9 范玉莹 副教授 生理实验 

10 程海荣 副教授 生物化学实验 

11 李凡 副教授 微生物发酵工程实验 

12 张瑜 副教授 细胞生物学实验 

13 欧秀芳 副教授 遗传学实验 

14 王秀丽 高工 实训平台日常负责 

15 贾秀娟 工程师 微生物发酵工程中心技术支撑 

16 邸瑶 工程师 生物大分子提取中心技术支撑 

17 姜鹏 工程师 分子生物学设备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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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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专业发展及实验室现状 

生物学是世界科技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领域之一，正经历从微观层次上

对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深入到后基因组学时代，通过功能基因组学

和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对基因、细胞、遗传、发育、进化和脑功能等进行

探索；同时，通过微观与宏观、单个基因与整体、个体与群体等多方面的结

合，在宏观层次上对生命的起源进化、生态学及生物复杂性等开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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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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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始建于1948年，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在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1996年获批成为东

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7年获准建

设国家级生物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并于2012年通过验收正式挂牌。学院具

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细胞生物学和生态学），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

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及10余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在2017

年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学院的生物学和生态学2个一级学科进入A类行

列。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学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已经建成了由基础教学实

验室、仪器设备中心、虚拟中心、野外实习基地、实训中试中心及工程实践

中心六大部分组成的全面立体的教学实践平台，中心所属房屋面积9000余平

米，仪器设备8000余万元。本年度通过论证和预算计划将于2019年寒假期间

对现有仪器设备平台进行空间改造，以提高空间利用率并为即将购置的设备

做好预留。中心具有优秀师资队伍和优质课程资源。现有专职教师62人，其

中高级职称比例达89%，具有博士学位人数比例达96.8%。教师老、中、青比

例为17.7%、40.3%、42%。拥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3门省级精品课。1个国家

级优秀教学团队，2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并出版2本国家“十二五”规划教

材。高水平教学基地及科研平台以及优秀的教学团队为生物科学本科生的培



 

4 
 

养创造了优越条件。 

 

2.1.2专业培养方案与目标 

生命科学学院本科下设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其中生物科学分

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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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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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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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与实践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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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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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密切联合”，建设国内先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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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实践教学平台。 

 

2.1.3 实验与实践教学开课现状 

经过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学院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已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 “432”模式的实验及实践教学体系。即 4 组系列的实验课程（基础实验、

综合实验、研究与创新实验、虚拟仿真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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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 个实践教学结合（与科

学研究相结合、与教师教育研究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行实验教学

改革，利用教师的科研成果对综合实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充分发挥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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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作用，引导其进行探索性尝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对于本科各生

物专业人才的基本生物技能及自主科研能力的培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为各生物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目前，东北师范大学生物学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向我校本科生 532 人开

设各类实验实践课程，其中生物科学专业学生 433 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 99

人，共完成近 8.7 万人时数的实验课时。同时，示范中心还承担了生物学和

生态学共 300 余名硕士研究生，以及来自十余个国家的 60 余名外国留学生的

生物实验技能培训工作。 

 

2.1.4 实验与实践教学存在问题 

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示范中心以实验实践能力培

养入手，以实验技能培训为媒介，重点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学院的“432”模式实验及实践教学体系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是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该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仍需要

继续提高和完善。在 2018 年“生物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一期建设”中，示范

中心着重对基础实验的内容进行了更新，但在基础实验、综合实验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教学内容上仍存在整合和交叉不足的问题。 

例如：生物化学实验、生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和微生物学实验，

目前的实验内容都是彼此孤立的。而在生命科学的科学研究中，从分子水平

到细胞水平、再到微生物水平，最后到生物体的生理水平，是一个连续的研

究整体。因此，如何有效整合几部分的实验内容，培养学生科研思维能力是

目前实验教学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示范中心对生物化学实

验、生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和微生物学实验进行了整合，以“生物多

糖的生物学功能研究”为主线，将生物化学实验的“生物多糖的提取”，微

生物学实验的“生物多糖对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以及细胞生物学实验的

“生物多糖的抗肿瘤活性”，以及生理学实验的“生物多糖的降糖活性”几

部分内容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该结合使学生能够从生物学科学研究的角度思

考问题，从分子-细胞-微生物-生理的整体去理解生命科学。 

另外，长白山综合野外实习是是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长期建

设已形成了集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为一体的实践内容体系。但目前在教

学过程中，还是集中野外的时间学习，时间有限，而且缺少让学生消化学习

内容，整合相关学科知识的过程。因此，如何将野外实习内容与基础实验和

综合实验整合也是目前实验实践教学的另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将综合野外

实习与微生物学实验进行了整合,也将长白山综合野外实习植物生态或植物

学部分与植物生理学实验进行了整合。将野外采集的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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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土壤微生物的研究和分析。也将野外采集的植物样品带会实验室进行植

物活性物质测定（如脱落酸和生长素）。该整合既让学生将野外实习的教学

内容进行了深入内化，又将实践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科研能力培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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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计划通过三到五年的不间断建设，建成一个覆盖本专业全部实验实

践课程，教学理念先进，教学内容完善，实验设备领先的生物学生物本科人

才培养实验系统。该系统不仅为学生提供一个提高动手能力、实验实践能力

培训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通过该实验实践平台的培训，整合学生的理论知识，

启发学生创造性的科研思维，引导学生的科研能力、工作能力和教育教学能

力能够迈上更高的台阶，开拓了学生的就业空间，以满足地方以及国家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需求。 

根据以上建设目标，我院本年度计划购置的具体仪器和相关情况如下： 

1. 小动物能量代谢监测分析系统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生理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2. 小动物呼吸熵监测系统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理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名

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3. 小动物饮水摄食体重监测系统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生理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4. 小动物密闭型尿粪分离收集笼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生理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5. 动物脂肪定量分析系统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理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名

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6. 动物筋肉定量分析系统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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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名

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7. 动物水量分析系统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

学，将放置在生理实验室，涉及生理学综合实验改革，将有约 200 名学生

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8. 全自动菌落计数仪 1套，面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理学

专业，将放置在吉林省动植物有效成分提取中试中心，涉及 2个实验的更

新，将有约 140 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350。 

9. 厌氧工作站 1套，面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理学专业，

将放置在吉林省动植物有效成分提取中试中心，涉及 2个实验的更新，将

有约 140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350。 

10.人工胃肠反应装置 1套，面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理学

专业，将放置在吉林省动植物有效成分提取中试中心，涉及 2个实验的更

新，将有约 140 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350。 

11.离心浓缩仪 1套，面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专业，将放置

在质谱室，涉及 2个实验的更新，将有约 130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

时数约为 720。 

12.低温研磨仪 1套，面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专业，将放置

在质谱室，涉及 2个实验的更新，将有约 130名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

时数约为 720。 

13.流式细胞仪 1套，面向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植

物学专业，将放置在流式细胞仪室，涉及 2 个实验的更新，将有约 60 名

学生因此受益，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80。 

14.全自动变温土壤培养前处理装置 1套，面向生态学、草学、微生物学专业，

将放置在土壤分析室，涉及 1个实验的更新，将有约 100名学生因此受益，

实验课人时数约为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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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项目将于 2018 年末开始进行调研工作，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所

有调研工作应全部结束。 

招标工作根据调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分批、分期进行，应于 2019 年第一季

度即开始进行，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前全部结束。预付款工作应于 2019年

5月 30日前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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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仪器应与 2019年 8月 30日前全部到货，并于 9月 30日前验收完毕。

截止到 2019年 10 月 30日前所有项目完成还款并执行完毕。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

价 

现购

置数 

现单

价 

总价 

（含自筹） 

自筹

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

散) 

1 

小动物能

量代谢监

测分析系

统  

 

用于同步控制及监测 12 通道能量代谢笼的各个

监测模块并进行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最高可监测

256 通道即代谢笼；系统具备升级扩展监测端口

功能。 

1      集中 

2 

小动物呼

吸熵监测

系统 

 

系统采用抽拉式进气模式，监测开路系统流入流

出的氧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精确计算实验动

物能量消耗；氧气监测精度：0.001%；氧气监测

分辨率：0.001%；二氧化碳监测：精度：0.001%；

二氧化碳监测分辨率：0.001%；实时监测系统：

每个代谢笼配置独立的一套单独的 O2 和 CO2 探

头，用于实时监测实验动物的呼吸熵，监测速率

为 1 秒/次；实时参比监测系统：每个笼体配置一

套独立的参比 O2/CO2 监测探头，用于实时监测

环境中 O2/CO2 含量，以此做参比数据，监测速

率为 1 秒/次；氧气气体监测传感器采用氧化锆高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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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探测器；气体测量速度及记录速度：每个笼

体独立实时监测及数据记录，单笼 O2 ，CO2 检

测总时间为 1 秒/次，数据记录时间为 1 秒/次，无

监测循环周期。 

3 

小动物饮

水摄食体

重监测系

统 

 

进食监测：可实时监测食物消耗量，测量精度为

0.001g；饮水监测：可实时监测饮水消耗量，测

量精度为 0.001g；体重监测：可实时监测体重变

化量，测量精度为 0.001g； 

1      集中 

4 

小动物密

闭型尿粪

分离收集

笼 

 

笼体具备分离收集尿液粪便，避免尿液粪便交叉

污染，保证样品源采集；该笼体可以用于最能量

代谢实验及可用于最普通开发是代谢实验；笼体

适用于装配各种监测模块，如：呼吸熵监测模块、

饮水监测模块、摄食监测模块等；笼体配置特制

瓦楞导流槽，采用疏水性材质，减少尿液挥发及

挂壁，具有更好的收集性；系统配置环境监测模

块，实时监测实验环境气体含量、气压、明暗及

人为干扰因素，为实验提供完整的条件因素数据； 

1      集中 

5 
动物脂肪

定量分析
 

无需麻醉，镇定或限制动物体活动的情况下进行

快速测量，1 分钟内测量总脂肪量。待检测动物

重量范围 0.7-100 g。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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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6 

动物筋肉

定量分析

系统 

 

无需麻醉，镇定或限制动物体活动的情况下进行

快速测量，，1 分钟内测量筋肉量。待检测动物重

量范围 0.7-100 g。 

1      集中 

7 
动物水量

分析系统 
 

无需麻醉，镇定或限制动物体活动的情况下进行

快速测量，3 分钟内测量自由水量以及身体总含

水量。待检测动物重量范围 0.7-100 g。 

1      集中 

8 全自动菌

落计数仪 

 

11920x1080 像素，自动变焦 CCD；通过 Firewire

接口连接电脑从底部、侧面和上方照明；避光暗

箱，可避免外部光源的影响 

每小时可以检测 400 个平板；可精确辨别极其细

微的菌落形状差别；用户甚至可以自定义不同形

状的菌落，最小可识别 0.05mm 的菌落； Split 功

能可以区分重叠区域的菌落；可储存类似菌落的

形状，便于以后区分相似菌落；可以自定义检测

同一平板中的不同区域，再根据稀释比，自动计

算检测值；原始图像、分析图形及相关数据均可

存储，也可作为 Excel 文件输出；可在同一平板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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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识别 8 种不同颜色的菌落，并显示每种颜色菌

落数及总数；可兼容 60mm 或者 90mm 琼脂平板。 

9 
厌氧工作

站 
 

箱体容量：500 只培养皿（操作时），810 只培养

皿（纯培养时）；中转窗口：60 只培养皿； 气源：

混合气（10% H2 + 10% CO2 +80% N2）或双气； 

温度范围：室温+ 4~ 48℃；  

温度稳定性：+/- 0.5℃ （在 37℃时）； 外体尺寸

W*D*H：1473×700×667 mm；电源：220V, 50Hz, 

500W； 

1      集中 

10 人工胃肠

反应装置 

 

包含五个反应室，分别模拟胃室、小肠、升结肠、

横结肠和降结肠；系统各部分的环境条件完全由

计算机控制。包括各室 pH、温度和流速；胃室 pH

值为 2.0，小肠 pH 值为 6.9.-7.0，升结肠的 pH 值

5.6-5.9，横结肠 pH 值 6.6-6.9，降结肠的 pH 值为

6.1-6.4；严格保持厌氧状态；气源：N2 气体或 90/ 

10% N2 /CO2的气体混合物，开口在在各自舱室的

顶部；在胃(V1)和小肠(V2)间由蠕动泵添加一定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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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胰腺 (140 mL 3x/day)和胆汁液(60ml 

3x/day)；各自的反应器在指定的间隔后可被全部

被清空；各室由磁力搅拌器在计算机控制下不断

搅拌；可接种粪便微生物和添加粘蛋白；可连续

工作 2-3 周。 

11 
离心浓缩

仪 
 

可调节真空度水平和真空加速，实现最优化的浓

缩干燥时间和效果；独立的计时器 (2 xs) 分别用

于加热时间和运行时间控制 ，可设定 1 分钟到 9 

小时 59 分或连续运行；真空抽速≥115L/min，

最大真空度可达到 1.5mtorr；冷井温度可达到

-50℃；容量为 4L 以上 

1      集中 

12 
低温研磨

仪 
 

配有可研磨 2ml 的 EP 管和 50ml 的 EP 管两种适

配器。 
1      分散 

13 
流式细胞

仪 
  

激光器配置： 488nm 和 637nm 激发；检测通道：

可以检测 FSC、SSC 以及 6 个荧光参数；蓝色通

道 4 色：BluFL1: 530/30 ，BluFL2: 575/30 ，

BluFL3: 695/40 ，BluFL4: 780/60；红色通道 2 色：

RedFL1: 661/16，RedFL2: 780/60 ；荧光检测灵敏

度： FITC<50MESF, PE<30EMESF；荧光通道检

测器：高效率多碱阴极 PMT ；荧光信号损失:到

达流动室光信号损失<30%；颗粒检测灵敏度：

<0.5μm；分析速度：10,000 events/s；样本流速： 

Low（低速）: 12 μL/min， MED（中速）: 35 μL/min，

1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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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高速）: 60 μL/min；正压上样；荧光补偿方

式：可进行在线、离线和自动补偿。 

14 

全自动变

温土壤培

养前处理

装置 

 

16 位样品盘；全自动控温系统（-20-80 ℃），控

温精度优于 0.1 ℃；土壤温度传感器探针自动插

入土壤中；气体循环气路—双回气路，对 CO2浓

度进行预处理，调控系统内的起始 CO2 浓度 

1      集中 

15 
CO2 同位

素在线分

析仪主机 

 

δ13
C 精度，确保精度< 0.1 ‰ @ > 380 ppm；漂

移（＞24 h，1 h 间隔平均）<0.5 ‰；浓度精度（30 

s）200 ppb (
12

C)；10 ppb (
13

C)；确保精度范围 380 

– 2000 ppm；测量范围 100 – 4000 ppm；取样温度

-10 - 45 °C；取样压力 300 - 1000 Torr（40 - 133 

kPa）；取样流速 <50 ml/min@760 Torr，无需过

滤；测量腔室温度控制精度±0.005 ℃； 测量腔

室压力控制精度±0.0002 atm 

1      集中 

16 离心机转

子 

 
最大离心力 38420 x g，最高转速 16000 rpm,容量 

6x 250 mL. 
0      分散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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