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负责人         熊 兴 东              

职    称            教  授               

所在学校         广东医科大学            

        申报日期       2018年 9月 18日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17 年 6 月 



 

 

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认可所填写的《广东省

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下简称为《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

诺对所填写的《申请书》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

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

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究过程真实，

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

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以项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有关管理规定以及广东省财务规

章制度。 

4.凡因项目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费使用问题

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目立项未获得资助项目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经费时，

同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布、使用、

宣传《项目申请·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目负责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类别 综合类教改项目 

起止年月 2019.1~2020.12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熊兴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6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教授/基础医学院

副院长 

最终学位/授予

国家 
博士/中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3751357190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园广东医科大学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03.9~至今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生物技术、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等

专业本科生 

150 学

时/年 

广东医科大

学 

2008.9~至今 生物化学 
药学专业本

科生 

50 学时

/年 

广东医科大

学 

2003.9~至今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实验 

生物技术、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等

专业本科生 

80 学时

/年 

广东医科大

学 

     



 

 

主要教学

改革和科

学研究工

作简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13.7-2014.6 

基于 PBL 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

验教学的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

JY1220） 

 

广东医科大

学教育教学

研究课题 

 

2019.1-2022.12 

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相关 circRNAs 的功

能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818711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2014.1-2017.12 

衰老相关长链非编码RNA的鉴定及功

能研究（项目编号：8137045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2011.1-2013.12 

一种新的 prelamin A 结合蛋白

-Fam96B 在细胞衰老中的作用（项目

编号：8100014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科学基金 

 



 

 

项 

目 

组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7 3 4   6 1 1 

主要成员 

（不含申

请者）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工作单

位 
分工 签名 

陈维春 男 1974.8 副教授 
基础医

学院 

毕业论

文指导  

张华华 女 1977.11 副教授 
基础医

学院 

实习基

地建设  

王潇 
男 1989.12 讲师 

基础医

学院 

实验教

学改革 
 

李彩虹 女 1981.5 讲师 
基础医

学院 

课程体

系优化  

张春龙 男 1981.2 讲师 
基础医

学院 

课程体

系优化  

康海仙 女 1982.2 实验师 
基础医

学院 

实验教

学改革  



 

 

二、立项依据（项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1 

当今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已形成了生物制品、生物制药、生物材料等产业链条。

随着生物技术企业总数不断上升，医学生物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有着强劲的

需求。为满足医学相关生物技术产业的需求，需要医学院校培养具备宽厚的生物科学与技

术的理论基础，同时具备一定医学专业知识基础的应用型人才。目前我国生物技术专业主

要设在理工或农学类综合性大学，学生缺乏医学知识及实验技能，很难满足医药行业的需

要。因此，在医学院校开设生物技术专业，发挥医学院校在医学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培养

既有生物学基础又有医学理论的应用型生物技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生物技术产业是我校

东莞校区所在地-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2015 年 5 月我校与东莞松山湖

管委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提供生物技术人才是协议的重要内容。

2016 年生物技术作为我校新办专业开始招生，目前已招收三届学生。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指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某一领域内将其有关的

专业理论知识具体运用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完成理论指导实践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其培养特点是侧重于培养学生应用已有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医学院校生物技术

专业应用型人才是一种新型人才，照搬传统本科教育模式难以达到培养目标，所以大力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是必须的。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精英阶段，目前虽然进入了高

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培养人才的许多做法仍沿袭着过去的传统，特别是在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方面。教学内容和方法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它决定着人才的智能结构，因此，

为了实现我校医学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重构满足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我校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人才培养不能离开社会发

展的需要，必须从学校实际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为社会培养各类急需人才。因此，本

项目将根据新时代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要求，探索适合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生物技术人才。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具体改革内容: 

1.1 优化课程体系，增加专业拓展模块 

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整合原有的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技能课和

实验实践课。在课程体系中适当增加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实践课程比重，除了

设置了见习实习、实验研究和论文设计等模块外，打造独特的“专业拓展”模块。具体操

作如下：组建导师组并公布专业拓展计划主题。专业拓展导师组以我校的省特色重点

学科所在的生物学一级学科（生化、生物和生理教研室）的教师为主进行组建，鼓励

其它专任教师积极参与，以团队方式指导学生。学生可通过双向选择和统筹安排相结

合的形式入组。拓展主题及内容可以多样化，如科研实践、文献阅读讲座、社会实践

考察、企业实训和技能训练等多种方式。由导师组根据计划内容组织学生进行开题汇

报、中期汇报和结题汇报。由导师组根据学生的开题汇报、中期汇报、结题汇报及考

勤等表现，综合评定学生《专业拓展》课程的总评成绩。 

1.2 加强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提升综合实验的“质”和“量” 

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省教学改革和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等，

多方筹集基金，购买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的仪器。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完善基因

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培养和分离纯化等技术平台，力争生物技术综合实验的“质”和“量”

上都得以明显提升。 

1.3 加强与校外见习实习基地合作的力度和深度 

除了与深圳金准生物、东莞万海生物和广州吉赛生物等企业达成校外见习实习基地

合作外，还要发展更多优质的生物技术企业参与到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建设，重点加强

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逐步建立互惠共赢的良好合作关系。 

1.4 加强毕业论文设计的管理与指导 

鼓励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积极加入到专业课教师的课题组，尽早开展科研活动。鼓

励专业课教师指导生物技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遴选一批优秀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对毕业论文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尤其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方面，坚持应用选题的原则，

体现医学院校临床应用与转化的特色。 



 

 

改革目标: 

从我校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科研思维；通过加

强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提升综合实验的“质”和“量”；通过搭建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教育

平台，加强与校外实训基地合作的力度和深度；通过加强专业见习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

提升学生专业综合应用能力，探索适应我校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提升综合实验的“质”和“量”，搭建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教

育平台，以及重视专业见习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等手段，提升学生专业综合能力。但如

何做好改革体系的评价，实时监控改革状态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本项目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本项目将通过社会调查、学生评价、教师反馈等多种方式，综合评价改革体系的

优劣，及时解决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与实施方法： 

 

 

 

 

 

 

 

 

 

综合评价 

优化课程体系，

增加专业拓展

模块 

加强实验室建设和

管理，提升综合实

验的“质”和“量” 

加强与校外见习

实习基地合作的

力度和深度 

加强毕业论

文设计的管

理与指导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成效分析 

社会调查、学生评价和教师反馈 



 

 

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019.1~2019.12  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增加专业拓展模块，组织生物学一级学科的教

师建立导师组，由导师组根据计划内容组织学生进行开题汇报、中期

汇报和结题汇报。 

2019.1~2019.12  继续推进现有课程体系的改革和评价专业拓展课程的情况，及时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多方筹集基金，加强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 

2020.1~2020.12 加强与校外见习实习基地合作的力度和深度，加强专业见习实习和毕

业论文设计的管理与指导。通过社会调查、学生评价、教师反馈等多

种方式综合评价改革体系的优劣，总结我校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经验，撰写论文，结题。 

可行性分析： 

1）学校重视：我校非常重视生物技术的专业建设。2017 年生物技术专业获得了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150 万元资助。2018 年又获得 381 万学科建设经费，

支持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完善发酵工程等技术平台。 

2）师资力量雄厚：生物技术专业的教师主要来自我校生物学一级学科（包括生化与分子

生物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等二级学科，2017 年获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我校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1994 年以来一直是

广东省重点学科或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2018 年获评为珠江学者设岗学科。生物技

术专业课的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有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5

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8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23 人，师资力量雄厚。 

3）项目申请人熊兴东是广东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和生物技术专业负责人，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扬帆计划”培养高层次人才，广

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家公派访

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3 项（重点 1 项和面上 2

项）等 18 项自然科学基金，累积科研经费 560 万元。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5 篇（JCR 一区 3 篇，JCR 二区 6 篇）。参编《生

物化学》教材 1 本，主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1 项，发表教研论文 2 篇。作为生物技



 

 

术专业负责人，今后将在打造生物技术专业建设团队的基础上，积极改革现有的专

业课程体系，加强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以及见习实习基地的建设，探索适合我校生

物技术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3.1 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加强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推进与校外见习实习基地合

作的力度和深度，探索适合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力争在教育

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鲜

明的办学特色，产生较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影响。 

3.2 发表教育教学改革论文 1~2 篇。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指导思想，探索实践性学习规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打造独具

特色的“专业拓展”模块，通过科研实践、文献阅读讲座、社会实践考察、企业实训和技

能训练等多种方式进行专业实践能力拓展，改革创新“实验、实习、实训、毕业论文、

社会实践”等的实践教学工作，彰显应用型人才实践特色，提高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① 近年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目前生物技术专业课的

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有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5 人，海外留学归

国人员 8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23 人，师资力量雄厚。同时聘请深圳金

准生物等企业技术部负责人作兼职教师；根据我校人事处出台的“远航计划”等文

件，有计划地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进修学习，或者到生物技术

企业挂职锻炼，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复合型实践教学团队。 

② 已建立较完善的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 2017 年获得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

发展资金 150 万元资助；2018 年又获得 381 万学科建设经费支持生物技术专业实验

室建设，具有设备较齐全的基因工程实验室、细胞培养实验室等，未来将继续完善

发酵工程和生物工程下游技术等实验平台。 

③ 已建立多个实习/见习基地：作为我校 2016 年才开始招生的新办专业，生物技术专

业已建立了深圳金准生物、东莞万海生物和广州吉赛生物等企业作为学生专业实习

点。下一步将发展更多优质的生物技术企业参与到我校生物技术专业的建设，建立

互惠共赢的良好合作关系。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① 我校于 2015 年 5 月与东莞松山湖管委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东莞松山湖高新区

提供生物技术人才是协议的重要内容。学校将按照高要求、高标准办好生物技术专

业，为广东特别是东莞提供高素质的应用型生物技术人才。 

② 2017 年生物技术专业获得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150 万元资助。

2018 年又获得 381 万学科建设经费，支持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建设。 

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无 



 

 

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负责人熊兴东： 

A.主持的科研项目和发表的教学论文 

2012-2013 年度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基于 PBL 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项目编号：JY1220；研究年限：2013.7-2014.6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 

1．熊兴东，张志珍. 提高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质量的实践与体会.检验医学

教育, 2009, 16(3 ): 24-25 

2．熊兴东. PBL 教学法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基础医学教育, 

2014, 16（7）：525-526 

B.项目负责人熊兴东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 

（一）国家级： 

1.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相关 circRNAs 的

功能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81871120；研究年限：2019.1-2022.12 

2. 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衰老相关长链非编码 RNA 的鉴定及

功能研究，项目编号：81370456；研究年限：2014.1-2017.12 

3. 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一种新的 prelamin A 结合蛋白

-Fam96B 在细胞衰老中的作用，项目编号：81000143；研究年限：2011.1-2013.12 

（二）省部级： 

1.  2017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项目名称：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相关

circRNAs 的鉴定及其功能研究，项目编号： 2017KZDXM039；研究年限：

2018.1-2020.12 

2.  2014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名称：miR-365 和 lncRNAs 调控细胞复

制性衰老的分子机制，项目编号：2014A030311015 ；研究年限：2015.1-2018.1 

3.  2014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项目名称：lncRNA 调控细胞衰老的分

子机制，项目编号：2014KZDXM041；研究年限：2014.7-2016.12 

4. 2012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冠心病遗传易感相关 miRNAs 基



 

 

因多态的筛选及其分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2012010008219；研究年限：

2012.10-2014.10 

5. 2011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miR-365 影响细胞衰老的分子机制

研究，项目编号：S2011010002922；研究年限：2011.9-2013.9 

（三）市厅级： 

1. 2015 年东莞市社会科技发展项目，项目名称：心肌梗死遗传易感相关 lncRNAs 的基

因多态性分析及其应用，项目编号：2015108101015；研究年限：2015.10-2018.10 

2. 2013 年东莞市社会科技发展项目，项目名称：微小 RNA 基因多态性与广东地区冠心

病遗传易感的关联分析及其应用，项目编号： 2013108101057；研究年限：

2014.10-2017.10 

3. 2011 年东莞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项目名称：microRNAs 基因多态性与广东地区宫

颈癌的发病风险及其分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11105102007 ；研究年限：

2011.4-2014.4 

4. 2011 年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名称：mmu-miR-365 在细胞衰老中的功能研究，

项目编号：A2011431；研究年限：2011.1-2013.12 

5. 2009 年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宫颈癌易感相关 SNPs 位点的筛选及其应用

研究，项目编号：200910815256；研究年限：2010.1-2011.12 

6. 2009 年广东省卫生厅医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名称：金属硫蛋白在细胞衰老中的作

用研究，项目编号：B2009191；研究年限：2009.1-2010.12 

（四）人才及其它项目： 

1.  2015 年广东省扬帆计划培养高层次人才项目，项目名称：熊兴东（血管衰老与抗血

管衰老药物筛选），项目编号：4YF16006G；研究年限：2016.03-2019.03 

2.  2013 年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项目名称：细胞衰老相关 lncRNA 的筛

选及其功能研究，项目编号：2GK13018G，粤财教[2013]246 号文件；研究年限：

2013.9-2015.8 

 

 



 

 

 

项目组成员陈维春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 

1. 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Narf 影响细胞衰老的分子机制研究，项

目编号：30900739；研究年限: 2010.1-2012.12 

2. 2009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组蛋白乙酰化修饰酶在衰老进程中的

作用研究，项目编号：9151064201000056；研究年限: 2009.10-2013.12 

3. 2008 年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名称：prelamin A 基因敲除对 Narf 的影响，项目

编号：2008108101062；研究年限: 2009.1-2011.12 

 

项目组成员张华华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 

1. 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名称:含转导域重组神经肽 PACAP-PTD 对

小鼠退化胸腺功能的重建作用及其分子细胞学机制的研究，项目编号 31200679；研

究年限:2013.01-2015.12 

2. 2012 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含转导域重组神经肽 PACAP-PTD 对阿尔

茨海默病预防及治疗作用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B031800388，研究年限：

2012.01-2014.12 

3. 2007 年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实时定量 PCR 基因诊断技术对于白血病甲

基化的研究；项目编号：2007C02010；研究年限：2007.01-2009.12 

4. 2008 年东莞科技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实时定量 PCR 技术对于急性白血病中抑癌基

因表达及其甲基化的研究，项目编号：2008108101036，研究年限：2009.01-2011.12 

5. 2006 年广东医学院博士启动项目，项目名称：胸腺退化的逆转性干预研究及对免疫

衰老的作用及机理；项目编号：B2006097；研究年限：2006.01-2009.12 

 

 

 



 

 

项目组成员李彩虹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 

1．2017 年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深入探索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提升生化课程

教学效果的研究. 项目编号：2JY17014；研究年限：2017.09-2020.09 

2. 2018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基于肠道菌群影响因素探索均衡摄入天

然素食全营养餐逆转糖尿病人血糖机制. 项目编号：A2018030310111；研究年限：

2018.05-2021.05 

3. 2014 年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SD 大鼠体内盐酸小檗碱纳米脂质体的药代动力学

及组织靶向性研究，项目编号：20141154，研究年限：2014.10-2016.10 

4. 2010年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盐酸小檗碱纳米脂质体的研制，项目编号：2010410；

研究年限：2010.10-2012.10 

5. 2014 年广东医学院面上培育项目，蛹虫草发酵液免疫组分筛分及其提升小鼠免疫性

状研究，项目编号：M2014003；研究年限：2014.9-2016.8 

项目组成员康海仙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 

1. 2015 年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金，DHC 对人结肠癌细胞裸鼠移植瘤治疗作用及

机制研究，项目编号：A2015346； 研究年限：2015.7-2017.7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5 （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图书资料费 0.5 
购买相关图书资料等

费用 

2 考察调研费 3 

到兄弟院校生物技术

专业学习调研以及与

相关生物技术企业学

习调研的差旅费 

3 学术交流 1 
学术研讨会的会务、交

通、住宿费 

4 论文版面费 0.5 论文版面费 



 

 

六、院系及学校意见 

 

所在院系意见： 

 

 

 

 

 

 

院系负责人签章： 

 

2018年   月   日 

 

 

学校评审、推荐意见： 

 

 

 

 

 

学校（公章） 

 

2018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