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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informatics is a rapidly developing multi-disciplinary crossed subject,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of life science research, and playing an huge role in promo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development. For the
teaching status and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bioinformatics, we explore the course design and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focus on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heory teaching and practice teaching, and how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rest and ability in researc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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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多学科交叉学科，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对生

物医学研究和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针对生物信息学的学科特点和教学现状，探讨了该课程的课程
设计与教学工作中的一些体会，重点讨论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
兴趣和科研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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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
影响最大的两门科学，而这两门科学的交叉融合形成
了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被誉为“解读生命天
书的慧眼”[1]。1995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总
结报告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物信息学定义：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包含了生物信息的获
取、加工、存储、分配、分析、解释等在内的所有方
面，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各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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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据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2]。
作为新兴的学科，很多高等院校将生物信息学作
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设立。医学高等院校也逐
步将其作为八年制、七年制、本科生基础课程或选修
课设立[3]。基于生物信息学特点，其教学工作不能照
搬传统教学模式方法，必须及时补充更新教学内容，
实现教学内容与科研紧密连接，与现代科技进展同
步，进而培养学生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能力。

2. 教学目的
医学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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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和实践技能，能在医疗卫生单位、医学科研部

后介绍了两种分子生物学常用的实验手段。

门从事疾病的诊断、医疗、预防和相关科学研究工作

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上，运用图片、视频、

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具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熟练

音频、动画等元素，使重点突出，观赏性更强；在理

的临床工作技能和较强的临床科研能力。所以医学院

论授课过程中穿插生命科学发展史中的一些事件、名

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基本医学知识、医疗技能，还要

人轶事及成就来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入各种应用实

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飞速发展中的生物信息

例如，分析 HBV 各基因亚型之间的差别；在没有病

学是生命科学科研人员有力帮手。生物信息学的研究

原菌的情况下如何构建 SARS 冠状病毒疫苗等，来启

内容包括两方面，生物信息的收集、管理与提供以及

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科研思考能力，提高学习积

生物信息数据的分析。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其

极性。通过课后布置任务，课堂上简单讲解的方式来

学习生物信息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开发新的数据库

解决学生对某些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的问题。

和发展新的生物数据分析方法，而是如何在现有生物
信息学数据库中找到他们想要的数据并利用现有的

3.3. 实践课教学内容的精心设计

生物信息学软件或算法处理这些数据[4]。医学生物信

医学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实

息学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生命科学研究的重

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必须实现有机的结合，才能让学生

要工具——生物信息学的使用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

掌握而不是简单的记住这门知识。为此，我们精心设

医学及生命科学人才。

计了 6 个专题的实践课内容：科技文献检索；BLAST

3. 精选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探索

与数据库搜索；多序列比对与进化树分析；核酸序列
功能位点预测；蛋白质序列功能位点预测；PCR 引物

3.1. 教材的选择和使用

设计。

选择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医学生物信息学》

在实践课教学过程中，采用“讲练做”相结合的

(赵雨杰主编)一书作为授课教材。该书根据医学生的

教学模式，由传统的“我教你学”模式，转变为学生

特点编写，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网上免费生物信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教师帮助

息学资源使用方法，并提供大量的应用实例，图文并

解决问题的“你问我教你学”模式，让学生不再为学

茂，适合于选作生物学和医学专业学生的使用教材。

而学，而是为解决问题而学，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

3.2. 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精选优化

自主能动性。
将学生分组来完成课堂任务。由于学生对计算

面对与日俱增的生物信息学数据库和种类纷杂

机、网络和应为的使用能力和英语水平存在差异，这

的各种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有限的课时迫使我们不

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实践课的学习能力存在差异，

能面面俱到，并考虑到生物信息学中的数学理论、计

考虑到学生能力的差别，将学生进行分组，让他们在

算方法等对医学生日后的科研工作帮助也不大，所以

组内互相讨论、互相帮助，协作完成实践课的学习任

我们精选了 10 个专题作为授课内容：文献搜索引擎

务，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

PubMed；生物分子核心数据库，包括 GenBank 核酸

的精神。

序列数据库和 Swiss-Prot 蛋白质序列数据库；序列比
对 及 数 据 库 搜 索 工 具 BLAST ； 多 序 列 比 对 软 件

3.4. 考核方式的综合化

ClustalW；分子进化及系统发育分析软件 Mega；核酸

医学生物信息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

序列功能位点预测软件；蛋白质序列功能位点预测软

用生物信息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生物信息的检索和分

件；SNP 位点分析；PCR 引物设计；基因芯片。这样

析，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医学生物信息学

就在授课过程中让学生了解到科研过程的基本思路，

考试重点应该是考查学生对基本数据库、基本软件的

从课题设计如何查阅文献开始，到如何检索感兴趣的

应用能力以及对结果的分析解释能力。为此，考核方

目的序列，再到如何分析这些序列所包含的信息，最

式采取理论考试成绩加实习成绩综合考查，实行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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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实践能力的考试，会提高学生将理论运用于科研

也要快速更新，只有这样才能紧跟国内外生物信息学

实践的能力。

发展形势，切实做好医学生物信息学教学工作，为临

经过系统的生物信息学学习后，生物技术系的学

床医学及生命科学培养高素质人才。

生在生产实习阶段的试验设计能力显著提高，受到各
科室指导教师的好评。
总之，医学生物信息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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