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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学生开放科研实验项目中的“开放性”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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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西安医学院药学院药学专业学生开放科研实验项目中的教学实际为基础，结合可实施技术条件进

行以学生为主导的“开放性”实验设计并付诸具体实践，实现自媒体时代信息化与教学相融合的翻转课堂和混合学

习新型教学模式。针对学生开放科研实验项目中指导教师参与、研究课题选择、实验互动交流、仪器平台预约等不

同环节的“开放性”优化设计与实践，强调学生对课题思考、实验设计的主导性地位，辅助以教师参与指导，协同师

生间、学生间开放交流等互动模块。就如何确实提高学生实验自主设计、积极参与意识的问题，本论文结合西安医

学院药学院药学专业学生开放科研实验项目中的教学设计与实践经验，提出了实际教学应用中的几点思考，供广

大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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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ss”in design and practice of the ope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 projects for pharmac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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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ope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 project for pharmacy stu-

dents in th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implemen-

tation conditions, the student-led“open”experiment was designed and put into concrete practice to realize a novel teach-

ing mode of flipping classroom and mixed learning in the We-media era b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 Aiming

to optimiz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 of“openness”in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guiding teachers’participation, re-

search topic selection, experimental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instrument platform reservation in the ope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 project for students, the students' leading position in subject thinking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emphasized, and was assisted by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uidance and accompanied by interactive modules such as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In view of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self-design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exper-

iment, this thesis combines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ope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 proj-

ect for pharmacy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in practical teaching application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majority of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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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和混合学习模式是自媒体时代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信息化与教学相融

合的产物。翻转课堂中教学时序的翻转，实现了以学

生为主导的开放教学模式[1]。从学习方式来看，翻转

课堂集合了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课堂学习和小组学

习等多种方式；从教学资源来看，翻转课堂集合了微

课资源和各种传统资源，兼备“线上学习”的弹性化、

自主性与“线下学习”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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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一

个相对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不应使学生局限于传统教

育模式、继续重复类似于中小学的课本学习与课堂教

学，而应鼓励学生灵活应用专业知识、在科学研究工

作中实践新想法。翻转课堂和混合学习，充分融合线

上教学资源和线下课堂的互补互动优势，是一种满足

了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混合式教学。为培养大学生的

创新能力、科研素养、团队精神、合作意识，进行混合

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建立更好的以学生为主体的

“开放性”教学和科研设计，是当代教育者应该思考的

问题。

1 融合开放教学模式的科研实验项目

开放教学模式中，如何有效实施课堂的“翻转”，

应着眼于学生的主导性参与，结合具体的技术条件和

教学实际进行不同环节的“开放性”设计[2-4]。以我校

药学专业学生开放科研实验项目为例，针对学生自主

组合研究小组、学生-指导教师双向互动选择、开放性

实验选题与设计等多个环节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开

放性”设计，在强调学生自主性与主导性的前提下提

高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科研素养，同时，以多种手段

辅助学生完成开放科研项目研究工作。

作为一门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药学专业

注重学生实验技能的培养。我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的比重几乎达到了 1:1。

针对药学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进行实验基本技能培

养的多门化学课程及相应实验，如第一学期的无机化

学训练，学生溶液配制、简单物质制备、过滤、萃取、重

结晶等基本实验操作；第二学期开设的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实验训练，学生完成复杂体系提取、分离、纯化

技术及复杂仪器搭建等。为了灵活应用与实践实验

基本技能，更好地培养实验能力与科研素养，针对二

年级药学专业学生进一步开设开放科研项目，鼓励学

生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培养科研素养、训练科研能力，

为未来的研究生深造学习和相关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2 科研实验项目各环节的开放性设计

针对学生进行开放科研实验项目初期需要完成

的实验项目选题与指导教师选择，项目中期的实验互

动交流、仪器平台预约环节，以及开放科研课题后期

打分评价，进行了如图1的开放性设计，以单向箭头标

注学生主体的开放性信息流向，双向箭头标注教师参

与、反馈信息，学生问题提出的单项箭头与教师信息回

馈的双向箭头颜色均相对应。由图可知，在开放科研

实验项目选题、进展、评价等主要模块中的各个环节，

学生均可通过各种途径与教师进行有效信息交流、得

到及时反馈，既可最大程度保证学生自主参与的主导

地位，又能使学生通过教师辅助完成科研课题。

图1 开放科研实验项目各环节的开放性设计

2.1 开放的指导教师选择体系 本科学生初步

接触科学研究项目，既不清楚各位指导教师的具体研

究方向，对合适自己的方向也无从选择；同时，指导教

师也无法根据各位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辅导，

难以实现教师与学生间的“双向选择”。针对指导教

师选择的开放性设计，借助开放性的线上方式如视频

对话或者微课播放，使学生可以随时查看教师的个人

科研情况，并通过互动交流专栏进行提问与解答。这

种开放的线上方式有效解决了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双

向选择”问题，同时，鼓励师生间进一步的线下交流和

沟通，不仅适用于学生开放科研项目的选择和实施，

教师也可通过这种方式为学生就业或继续深造的困

惑提供意见及建议。实践过程中，学生从刚开始的腼

腆、困惑、难以与老师交流，变得越来越主动、不断观

察与总结、提出新想法与新问题，师生有效沟通、互动

加强。开放科研实验项目的学生参与度从 2013年第

一次开设时的不足 30%至 2016年进行开放性优化设

计与实践后显著增长，达到 58.10%，至 2017 年，已接

··2769



海南医学2018年10月第29卷第19期 Hainan Med J, Oct. 2018, Vol. 29, No. 19

近70%，见表1。

2.2 开放的实验选题 以往实验课程教学经验

显示，初期学生对实验课题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纸面

的认识，或是查阅文献的生搬硬套中，普遍存在对各

实验平台现有设备及其能够开展的实验项目认识有

限的状况，使得学生在研究课题的具体实施中存在较

大困难，更难涉及自主创新。实践开放性实验设计过

程中，在进行指导教师选择与沟通之后，学生自主提

出科研想法，或者选择在指导教师科研工作基础上进

行设计，实验课题选择的来源较为广泛。此外，通过

开放性实验平台宣讲片向学生介绍可自主选用的仪

器设备、使用方法与预约流程，以及相应的仪器负责

人联系方式等信息，有助于学生自主设计、完善实验

方案，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实验课题设计及实现路径开放性较强。开放科研

实验项目的课题来源从 2013年第一次开设时几乎完

全来自教师科研，至2016年进行开放性优化设计与实

践后学生自主性显著增强，至 2017年，学生自主设计

课题的比例已接近半数，见表2。

2.3 开放的实验进展交流形式 在传统的课题

分配、任务安排、时间节点汇报模式上，针对学生为

主体的开放科研实验项目，笔者设计了项目中期的

实验互动交流环节，有效解决了学生-学生沟通交

流、学生-教师有效反馈的问题。实验进展阶段，学

生自主组合科研小组、进行科研工作。结合线上实

时交流互动，学生与指导教师进行科研方案设计、关

键研究问题等交流探讨。对于科研工作中的实际问

题，学生可以随时向指导教师进行在线提问或线上

留言，能够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自主思辨、

主动探究、解决问题的主导性，教学效率得以大幅提

升。除了在线实时解答，线上的留言版块功能也可

节省教师重复回答的工作量、提高教学效率，发挥师

生协同授课的整体效应。此外，针对线上的问题解

答，线下以组会形式进行小组讨论与交流，实现多课

题的学术交叉、融合，提供科研工作的新思路，接轨

研究生教育模式。

2.4 开放的分析测试平台预约 开放科研实验

项目开展前，进行实验安全培训、充分保证实验人员

的安全，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自主学习

与应用实验技能。分析测试平台面向学生开放，实现

实验平台的合理化管理[5]，能够以学生端口进行大型

仪器网上预约，在预约时间段内打卡进入实验平台，

实验结束后，测试数据从预约平台进行传输、下载。

此外，学生还可在线提交实验进展和实验报告，教师

可及时了解各个学生实验进度，线上查看学生实验数

据，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需求性指导，并对学生的科

研工作进行评价、打分、指导和总结，建立良好的互动

性、开放性科研环境。

3 结束语

现阶段大学就读的学生均为彰显与追求个性的

00后、95后，传统的课本学习与课堂教学无法满足信

息化时代的年轻学子，鼓励学生结合与应用专业知

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实践新想法，而不仅仅是局限

于完成学分任务、勉强毕业。翻转课堂和混合学习，

充分融合线上教学资源和线下课堂的互补互动优势，

满足了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混合式教学。设立大学生

开放科研实验项目，不仅能够让学生提高科研工作兴

趣、自主地参与和设计科研课题，而在科研实验项目

中进行开放性设计、提供一个广泛的平台，使学生投

入兴趣、践行想法，不仅彰显学生创造力与个性，而且

能够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使本科学生能够快速适应

进一步的深造学习和研究工作。在学生开放科研实

验项目中，结合翻转课堂和混合学习的全新教学模

式，设计自主线上学习、开放性线下小组讨论、线上教

师答疑、线下课堂辅导等教学环节，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科研素养、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对创新

性药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促进作用。希望通过科

研项目与教学过程中的实践与探索，能够建立更好的

以学生为主体的“开放性”教学和科研设计，为教育教

学方式的深入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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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2017年开放科研实验项目的课题来源[人(%)]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参与学生人数

71

89

143

147

171

教师科研课题

59 (83.10)

70 (78.65)

98 (68.53)

79 (53.74)

86 (50.29)

自主设计课题

12 (16.90)

19 (21.35)

45 (31.47)

68 (46.26)

85 (49.71)

表1 2013-2017年开放科研实验项目的学生参与度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药学专业学生人数

243

247

374

253

247

学生参与度[人(%)]

71 (29.22)

89 (36.03)

143 (38.24)

147 (58.10)

171 (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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