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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微视频资源在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贾彩凤* 张美玲 姜雪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摘 要：微生物学实验是生物类各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该课程对学生基础操作技能的提高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针对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结合微视频直观生动、短小精炼的特
点，制备基本操作微视频、课件微视频及学生实验微视频 3 类教学资源。通过与其他教学手段和考
评方法相结合，实现了微视频资源在实验教学环节中的有效应用，该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自学潜能，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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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cro-video source in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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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ological Experiment, which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biological majors,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basic operation skill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video of being short, fast and refined is performed. Three kinds of teaching
resources are prepared, including basic operation micro-video, courseware micro-video and student
experiment micro-video. By combing with other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he micro-video
resources are effective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rough the teaching model
mentioned above,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are aroused, which improved their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microbiolog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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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实验是普通高等院校生物类、农林类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微视频是

和医学类专业的基础实验课程，是当代生命科学中

指短则 30 s，长则不超过 20 min 的小视频，可在

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实践性强，在掌握

手机、电脑等多种视频终端播放，具有“多快好省”

微生物学研究基本操作技术和实验技能的基础上，

的优点，即学习资源“多”，学习速度“快”，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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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重复工作“省”，便于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
[2]

间学习 。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和互联网信
息技术的发展，微视频资源逐渐受到了学生和教师
的广泛关注，常常和微课、慕课、小规模在线课程、
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手段相结合，成为传统教学模
式的有益补充 [3-4]。但是如何提高微视频资源的利
用率，如何利用微视频资源提升教学效果是教学过
程的关键问题。
针对微生物学实验实践性强、操作技术独特、
实验内容多，不易进行考核等特点，利用微视频针
对性强、短小精炼、互动性强的优势，本文将微视
频贯穿于整个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过程中，以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1 传统的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地影响了微生物学实验的课堂教学效果。

2 微视频资源库的建立
针对传统的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课程教师结合具体的实验教学计划，在分析
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重难点的基础上，制备
了 3 类教学微视频资源。

2.1

微生物学基础操作微视频
微生物学实验是一门对操作技能要求非常高

的课程，学生需要通过实际的操作才能实现教学目
标，因此对操作步骤、操作细节和注意事项的熟悉
程度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我们首先对微生物学实
验基础操作进行梳理，根据内容相关性及知识发展
脉络将其分成如下若干模块：细菌的染色和观察技
术、真菌的制片和观察、培养基的配制和灭菌、菌
种的分离和培养、微生物的计数、微生物的接种和

在传统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教师首先采用

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等。模块化的处理便于学生对微

幻灯片等辅助教学手段，对相关实验目的、实验

生物学实验操作的系统化学习及知识技能的融会

原理、实验操作过程、实验结果和实验注意事项

贯通。

等内容进行讲解；接下来教师示范重点操作，随

在视频的制作中，为了便于学生利用碎片化时

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和实验

间学习，同时结合短视频的接受特点，每个视频控

结果的观察。

制在 5 min 左右。因此每个实验操作模块又分成若

但是由于微生物学实验操作性强，仅仅通过教

干个独立的短视频菜单单元，比如菌种的分离和培

师课堂上的讲解及演示示教很难让学生们迅速掌

养技术模块中，包含的短视频有无菌室的灭菌、无

握相关的实验操作技术。例如微生物学实验中常用

菌超净台的使用、平板培养基的制备、划线分离法

到的无菌技术，操作要求严格，注意事项多，对于

分离微生物、稀释平板法分离微生物、厌氧菌的培

初次接触微生物学的学生来说，很难通过简单地观

养和微生物斜面的接种。视频内容包括实验原理解

摩掌握整个技术的关键，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

析、实验过程的规范操作和实验结果展示。通过短

生或者手足无措、无从下手，或者实验操作漏洞百

视频中的特写镜头、慢镜头、旁白解说及动画特效

出，实验结果差强人意。久而久之，学生失去了学

等详细演示操作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对规范操作

习兴趣和动力。

的学习，还有助于对实验关键点的理解。该类“微、

同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为了加强学生对微

短、精”的微视频内容独立集中、针对性强、满足

生物学基础操作技能的学习，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

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时间对实验相关的重难点和操作要点进行讲解和

2.2

示范。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教师无法引导学

微课视频
由于微生物学实验一般在大二年级开设，学生

生科学思维，开阔视野；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对微生物学相关的知识储备较少，因此课前预习就

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都难以提升，这些都极大

显得十分重要。充分的课前预习有助于学生做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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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准备，提高课堂上与教师的有效互动，提升教学

视频内可以串联起多个基础实验操作，镜头下的记

效果。

录使得学生更加注重规范操作。微视频中对比、放

我们对传统的微生物学实验课堂教学课件进

大等表现手段使得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得以更清

行了精简，基于持续学习的注意力时间考虑，制作

晰、立体地体现。在视频的制作中，追求个性化的

10 min 左右的课件微视频。相较于注重操作过程

他们会加入各种花样设计，使得科学探究过程中融

的基础实验操作视频，该类微视频重在对实验重

入了幽默风趣的元素。通过自己制作实验微视频，

点、难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让学生们掌握

使得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下更加投入实验过程，

每次实验内容有什么样的实验原理，该实验内容能

规范实验操作，展示实验过程，提升了学生的探究

够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用该实验方

意识和创新精神。

法，以及该实验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3 微视频在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由于微生物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在视频的
制作中适当引入生活中的日常事物来创设微视频
教学情境，从而引导学生主动亲近微生物学实验，
开展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微生物的计数实验时，

微视频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在提高学生预
习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6-8]。但由于普遍存在
的学习惰性，仅凭教师口头要求很难达到较好的应
用效果。因此，如何将微视频资源恰当应用以实现

教师可以借助比较市面上不同酵母粉中含有的活

与微生物学实验课程实验内容的有机结合从而提

菌数来创设情境教学微视频，引导学生认真观看视

升教学效果，这是开发微视频资源的目的和该教学

频，学习微生物直接计数法和间接计数法的区别和

模式的核心所在[9-10]。

适用范围，感受科学实验方法在生活中的运用。生

3.1

活化问题的切入，不仅有利于书本知识的“学以致

实验操作微视频的应用
微生物学基础操作微视频重在培养学生的规

用”，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学习积极性。

范操作，适用于基础实验部分，以培养基的配制和

与静态的纸质版实验讲义相比，课件微视频资源利

灭菌实验教学为例，阐述该类视频在实验教学中的

用动态的画面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深度预

应用。借助于微生物学实验在线课程教学平台，我

习的目的，为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奠定基础。

们将微视频资源进行上传和发布，并要求学生课前

2.3

预习观看。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并检验预习效

学生制作的实验微视频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视听新媒体技术迅猛发

果，我们会在课堂上抽查学生操作演示实验相关技

展，各种新媒体平台在高校学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

术，比如本次实验相关的固体培养基配制过程、试

[5]

基础 。因此，我们在微生物学实验课程上鼓励学

管液体培养基的分装、灭菌前器皿和培养基的包

生制作自己的实验微视频，同时还鼓励学生将自己

扎、高压蒸汽灭菌锅的使用等。

进行的探索性实验制作成微视频。微视频内容包括

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每项实验操作会抽查

实验目的、实验设计、实验操作过程及实验结果展

3 个学生同时演示。为了缩短演示时间，教师需要

示和分析。为了培养学生们之间团队协作的能力，

针对性地要求学生演示，比如培养基的分装时采用

一般 3 个学生为一组，学生和教师讨论制定实验方

水模拟培养基进行操作。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案后完成整个实验和视频的制作。

操作演示会进行打分，计入每位学生的平时成绩。

为了提高微视频的科学性和制作水平，教师需

学生演示后，教师会要求学生进行点评，从学生

要指导学生对视频内容反复修改。与传统的实验报

的角度理解和掌握实验操作的注意点。最后，教

告不同，实验微视频更注重实验过程，在几分钟的

师进行总结性点评，对容易出错或易被忽视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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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说明和强调，使学生更加深刻地领会实验

进者，学生不再依赖授课教师去教授知识，更多地

操作过程。

变成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答疑解惑，在锻炼学生

每一学期的实验教学，每位学生都有至少

积极学习、主动学习的同时，提升了他们的独立思

一次上台演示的机会。实验操作视频和学生操作

考能力。同时，该微课视频的应用模式大大缩短了

演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大大降低了课堂上实验

课上教师的讲授环节，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为学

教师的指导强度，教学实践表明大多数学生都能

生的实验操作预留更多的时间，有助于学生锻炼实

参照操作视频规范地完成实验，学生的微生物学

践动手能力，充分理解和吸收实验内容，提高课堂

操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对超过 100 名学生问卷

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

调查，84.5%的学生认为实验操作微视频有助于微

3.3

学生实验微视频的应用

生物学实验技能的掌握；58.3%的学生认为实验操

该类视频内容主要为微生物的综合性实验，适

作的课堂抽查对促进实验技能的掌握很有必要。

用于微生物学实验后期课程的学习。由于微生物学

该类微视频的应用模式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成

实验技术繁多而实验课程课时有限，该类视频对

主动预习，从教师演示转变成学生演示，课堂氛

拓 宽学生 视野 以及知 识技 能的融 会贯 通发挥重

围更加生动有趣，有利于学生的相互学习和知识

大作用。

技能的掌握。

3.2

以化学药品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实验项目为
例，阐述该类微视频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首先教

微课视频的应用
微课视频重在实验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了

师整理出学生制作的相关实验内容的微视频，例

提升微课视频的应用效果，每次实验课上会进行

如：大蒜提取物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食品防腐剂

5 min 的课前测。利用课程在线平台的试题设置选

对微生物的生长、洗手液对微生物抑菌效果的影

项，每位学生只能在设定的时间段，从大约 20 道

响、卸妆水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不同洗手液抑菌

选择题和判断题中随机抽查 10 道题目，在手机端

效果初探、不同洗手方式抑菌效果的比较等。把这

进行测试。自测题大部分是微课视频内容的重难点

些视频分类放到在线互动平台上，供学生们课前观

体现，少部分涉及了实验操作的视频内容。学生提

看学习。通过同类视频的学习，学生们了解到为了

交自测后，系统即自动显示题目的正确答案和自测

检测化学试剂的抑菌效果，可以采用不同的实验方

成绩。同时，在线平台的教师端会看到每位学生的

法，比如滤纸片法、打孔法、比浊法甚至是洗手液

成绩及每个题目的正确率，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对各

直接涂抹到手上的方法等。观看完此类微视频后，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自测结束后，教师会要求学生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写观后感，包括：(1) 操作方面：

们对有疑惑的自测题目进行提问和讨论，然后再针

哪些是值得学习的地方，哪些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地

对性地进行讲解。

方；(2) 实验方法方面：不同实验方法的优缺点有

为了提升学生观看微课视频的积极性和有效

哪些；不同实验方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3) 实验

性，自测成绩会计入每位学生的平时成绩。问卷调

结果展示方面：哪些是预期较好的实验结果，为何

查结果表明：56.3%的学生认为课前测对督促自己

有些微视频没有好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该如何展

进行课前预习非常必要或者必要；44.9%的学生认

示。学生提交观后感后，通过课堂上与教师的交流

为如果没有课前测，自己有时会或者偶尔会进行课

讨论，制定本组的实验方案，然后自行开展实验。

前预习。微课视频和课堂自测相结合的应用模式，
使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成学习的指导者和促

学生制作视频、写观后感与撰写实验设计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看到同龄人的实验过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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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亲近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微视频中值

根据视频制作质量，每组获得最高 10 分的平时成

得借鉴的实验操作，增强了他们的学习动力；多种

绩，组员再根据贡献度来分享该分值。该考核方式

实验方法的比较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而

细化到了每一个实验和每一个教学环节，促使学生

且提高了他们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及分析解决

重视实验课的课前预习、规范操作和团队合作等。

问题的能力。

4

微视频资源在微生物学实验中的应用

总结
微视频资源丰富了微生物学实验课程的教学
内容，其与不同教学手段的结合应用极大地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有效地提高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自测题分值较
大，而实验课程平行班的存在使课堂自测的公平
性受到影响。因此，在后期的教学过程中，我们
将进一步提升考核方法的合理性，在试题库和自
测设置上进一步改进，为该教学模式的应用提供有
效的保障。

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对提

4.3 教师的科研素养和教学能力的提高——微
视频资源应用的灵魂

升实验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问卷调查结果表

微视频资源的有效应用是学生的自学和教师

明，78.2%的学生喜欢该教学方法，74.8%的学生

的指导两方面共同发展的结果，教师虽然不再发挥

认为该教学模式显著提升了自己的学习效果。然

主体作用，但仍是实验课程安排的设计者和指导

而，教学实践表明：该教学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

者。微视频资源的建设不仅需要教师有较高的专业

需要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

学术水平，还需要大量的网络技术、影视制作方面

4.1 微视频资源的更新和完善——微视频资源
应用的基础

的知识。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教师对学生实验实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微视频资源中需要

析，并给学生一些有建议性的意见，以提高实验的

引入新的实验技术以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习兴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和分
成功率，增强学习信心。

趣。比如接种环的灭菌方法，除了常规的酒精灯灼

面临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教师需要不断

烧灭菌外，还可以拓展采用红外灭菌器的灭菌方

提高自我的各方面知识、技能和修养，才能将微

法。此外，已有的微课视频也存在着讲解呆板、逻

视频资源有效地应用到实验教学各环节中，以真

辑性和趣味性不强的缺点，这些都影响了微视频资

正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源的应用效果。在后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将不断
提高微视频资源的质量和趣味性，为教学效果的提
高奠定坚实基础。

4.2 考核方法进一步合理化——微视频资源应
用的有效保障
由于该教学模式需要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进行
视频的观看和学习，为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我们改革了实验考核方法，将该课程的平时成
绩强化到了 70%，与微视频相关的课堂测、实验
操作演示制作分别占平时成绩的 30%和 15%。同
时为了鼓励学有余力且对微生物学实验感兴趣的
学生，我们增设了学生制作实验微视频的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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