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重庆市 2017 年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申报表 

 

 

申 报 单 位                  西南大学  

课 程 名 称           （英文）Bioinformatics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生物信息                                                

 

课 程 类 型 

 

 

 

所属一级学科（专业大类）名称             工学                                     

所属二级学科（专 业 类）名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可授工学、理学学位) 

课 程 负 责 人            章乐 

联 系 电 话              13883147240                                

电 子 邮 箱            zhanglcq@swu.edu.cn        

申 报 日 期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制表 

□理论课（不含实践） 

□实验(践)课、实训课 

□理论课（含实践） 

□高职生课程 

□本科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 

□非学位课程 



 

填 写 要 求 

 

一、 请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和有可能涉密的内容不填写，不宜大范围公开的

内容，请慎重考虑是否申报。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0～3 名主讲

教师的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1． 教学团队 

1.1 课程负责人 

基本 

信息 

姓 名 章乐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5 

最高学历 博士 
专业技

术职务 
教授 电 话 13883147240 

学  位 博士 职  务 无 传 真 02368252051 

所在院系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邮箱 zhanglcq@swu.edu.cn 

通信地址及邮编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研究方向 生物信息 

教学 

情况 

近三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

总人数）（不超过三门）： 

 数据结构，本科，6学时/周，3 届，50人 

 网络工程，本科，6学时/周，3 届，50人 

 中外文献阅读（以生物信息为教程），研究生，3学时/周，3届，60

人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训、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 

 研究生 16人，毕业设计 4人次/年，课程设计 4人次/年，实训 1人

次/年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无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

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十项）：无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无 

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 

系统生物，主译，章乐，重庆出版社，见合同 

生物信息计算，主编，章乐，科学出版社，见合同 

英语 

能力 

说明 

1999-2001 美国芝加哥贝尔实验室，软件工程师 

2001-2005 美国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 

2005-2008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工作 

2008-2012 美国密西根理工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 

2012-2014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生物计算和统计学院，副教授 

课程类别：学位课程 非学位课程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1.2 主讲教师（1） 

基本 

信息 

姓 名 熊清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3/12 

最高学历 博士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电 话 18883312239 

学  位 博士 职务 无 传 真  

所在院系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邮箱 qingx@swu.edu.cn 

通信地址及邮编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400715 

研究方向 生物信息学 

教学 

情况 

近三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

总人数）（不超过三门）； 

 JAVA程序设计，本科，7学时/周，1届，52人 

 数据库系统原理，本科，6学时/周，3届，216人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训、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 

 研究生 4人，本科生 10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无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

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十项）： 

 Qing Xiong, Sayan Mukherjee, Terrence S. Furey, GSAASeqSP: A 

toolset for gene set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RNA-Seq data, 

Scientific Reports, 2014, 4:6347 

 Qing Xiong, Nicola Ancona, Elizabeth R. Hauser, Sayan 

Mukherjee, Terrence S. Furey. Integrating genetic and gene 

expression evidence into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gene sets, Genome Research, 2012, 22(2): 386-397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无 

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无 

英语 

能力 

说明 

2011-2012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博士后 

2009-2011 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 

2008-2009 美国莫尔豪斯医学院，博士后 

2006-2008 美国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博士后 

课程类别：学位课程 非学位课程 



1.2 主讲教师（2） 

基本 

信息 

姓 名 卢坤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0/2 

最高学历 博士 
专 业 技 术

职务 
副研究员 电 话 13752965060 

学  位 博士 职  务 无 传 真  

所在院系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邮箱 drlukun@swu.edu.cn 

通信地址及邮编） 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研究方向 植物基因组进化 

教学 

情况 

近三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

生总人数）（不超过三门）： 

 生物信息学，本科，4学时/周，2届，学生总人数 60人 

 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研究生，4 学时/周，3 届，学生总人数 160

人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训、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 

 研究生 7人，毕业设计/论文 4 人次/年，实训 2人次/年，学生总人

数 16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无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

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十项）：无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无 

 

主编的规划教材（不超过五项）：无 

英语 

能力 

说明 

2012-2013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后 

课程类别：学位课程 非学位课程 



1.3 教学队伍情况 

人员构

成 

（含外

聘/ 

兼职教

师）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 

职务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

作 

章乐 男 1977/5 教授 计算机科学 课程负责人 

熊清 女 1973/12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 主讲教师 

卢坤 男 1980/2 副研究员 农学 主讲教师 

蒲讯 男 1977/6 讲师 计算机科学 实验室负责人 

陶文静 女 1985/5 讲师 生物学 实验室负责人 

肖铭 男 1987/3 讲师 计算机科学 网络维护 

李婷婷 女 1986/8 讲师 统计学 课程辅助 

整体 

结构 

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

师或实验、实训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团队成员（除外籍教授）年龄在 30-44 岁之间，以青年教师为主；团队

成员均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毕业于或曾工作过的大学包括：美国哈

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密西根理工大学，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学，

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普渡大学，杜

克大学，莫尔豪斯医学院，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重庆大学，中国

科学院，电子科技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大学等高等院校。 

教学改 

革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教学改革与成果： 

在《生物信息》课程授课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举措并逐步解决

了一些关键的问题： 

（1）教改举措： 

利用案例驱动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学生作为学

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

来实现学习目标。以“生物信息”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和其发展对人

类的积极贡献为出发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解决的问题：全面解决自主学习中学生能力的培养问题。培养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从制定学习计划和



目标开始，引导学生整合现有资源(包括已有知识的沉淀、先进工

具的利用、正确的方法和策略等)，学会正确地利用时间、并重视

信息的反馈(结合学习目标以及老师和同学的反馈)，把学习设置到

复杂的、有意义的情境中，驱动学生主动探索并重现理论知识的发

现过程。通过让同学们自主领取难度适中的任务，学会结对学习，

学会竞争与合作，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基因鉴定)，使其建构起宽

厚而灵活的知识基础。同时，充分发展有效的问题解决技能，发展

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技能，成为有效的合作者；在培养学生学习

内部动机的同时，也成功培育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式，重塑学生

的解决问题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和团队沟通能力。 

（2）教改举措： 

精心打造并综合运用 Blackboard 教学管理平台(e-learning

平台 BB)，网络资源，以及前沿技术为现代教学工具，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解决的问题：解决教学活动的全面性、互动性及管理的有效性、

透明性问题。以多种前沿信息技术手段和灵活的课堂组织打破了传

统课堂教学活动中的时空限制及信息接收渠道单一等限制，打造出

开放式、多对多、持续持久的教学环境。例如基于目前流行的移动

端 app，充分利用二维码的扫描功能(既有案例，又有程序演示，比

如 Matlab 三维演示)，既简单新颖又实用，学生非常乐于接受和使

用。所提供的二维码资源，得到了极大的利用。同时，特别注意利

用 BB 平台提供的教学工具和管控功能，实现针对“生物信息”课

程学习过程的全方位、透明化管理与辅导。 

（3）教改成果： 

教材： 

 邓辉文主编《离散数学》(第 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邓辉文主编《离散数学习题解答》(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系统生物学》，重庆出版社，章乐/译,编辑中 

 《生物信息计算》，科学出版社，章乐编著，撰写中 

教改论文： 

 Huiwen Deng. Understanding th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Proceedings of 2013 3rd Teaching Seminars on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2013. 

重庆市教改项目： 



 邓辉文主持一般项目：以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离散数学

课程群建设与实践（133013）. 

西南大学教改项目： 

 蒲汛主持项目：xMOOC 教学模式在《C#程序设计》课程中的创

新与实践-以含弘学院袁隆平班为例（2014JY205）； 

 蒲汛主研项目：基于问题驱动的计算机网络研讨式教学研究与

实践（2016JY023）； 

 蒲汛主研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计算机类本科应用型、工程型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13JY063）；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

（或相近）学历（或学位）的人的比例。



2．课程情况 

2.1 教学内容（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国际化发展规划、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

况，说明本课程培养定位与目标、教学方案和进度设计以及课程内容） 

（1）学校办学定位 

西南大学秉承“注重人格塑造，突出综合培养，强化实践训练，服务社会民

生”的教学理念，积极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拥有“西南

大学西塔学院”，是国家教育部认定的澳大利亚与中国合作办学的首家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是西南大学与两所顶尖澳大利亚高校同时冠名合作的本科联合培养学

院,开设有电子信息工程等多个专业。同时，还拥有教育部批准的三个中外合作

专业，西南大学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教育项

目（教育部批准编号：MOE50US2A20151764N）、西南大学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合

作举办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教育部批准编号：MOE50AU2A20131450N）西

南大学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合作举办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教育部批准编

号：MOE50AU2A20131580N），同时接收来华留学生(学历学生的人数逐年增长)，

并参与境外合作，与越南国立教育管理学院进行了合作洽谈，预计于 2017 年获

中、越两国教育部批准并开始正式招生。 

西南大学开设“生物信息”课程始于 2012 年。我们一开始就树立了这样的

观点：“生物信息”课程不仅是一门专业课，更是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训练的重

要课程。我们团队在“生物信息”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

了一系列的成果。以教学教改成果为例，我们建成并取得： 

 《系统生物学》，重庆出版社，章乐/译,编辑中 

 《生物信息计算》，科学出版社，章乐编著，撰写中 

本课程的设置不仅充分融合学校的教学理念与培养目标，更着力打造自身特色，

即注重教育的国际化与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深度融合。 

（2）学校国际化发展规划 

①推进师资队伍国际化。资助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

合作；资助青年教师通过多种渠道赴国（境）外一流学校、一流学科、师从一流

导师攻读博士学位或研修访问。积极延揽一批在国（境）外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

位、担任助理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重点汇聚一批国（境）外著名大学（科研机

构）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鼓励招收国（境）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具有发展

潜力的高水平博士后，吸引具有国（境）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优秀人才，建

设一支国际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和发展潜力大的教师队伍。采取国内和国外、

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强化管理队伍国际意识，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管

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②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实施中外联合培养计划，支持优秀学生赴国（境）



外高校或科研机构学习；鼓励学生参加国（境）外实习、实践、夏令营等各类素

质拓展项目；创设旨在培养学生国际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课程或项目。 

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制定适应来华留学生特点及需求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分类开设留学生本科基础课程；资助教师为来华留学生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建

设全英文专业。利用好国家、重庆和学校的奖学金，鼓励学院自设奖学金，构筑

多元化来华留学生奖励体系。拓展与国外知名大学和国际著名企业联合培养人才

的渠道，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扩大教育开放。 

③推进科学研究国际化。关注区域性、世界性问题，瞄准世界前沿水平，开

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促进研究平台向国（境）外延伸，建设国际化科研平台；

引导和鼓励教学科研人员与国（境）外开展实质性合作，积极争取国（境）外科

研项目、国家或地方层面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主办或承办

国际学术会议，扩大国际影响. 

（3）课程培养定位 

引进国际先进的教学资源，采用先进的教学模式，适应本领域最前沿的发展

需求，与国际接轨；同时注重理论知识与动手实践结合，注重基本原理与前沿技

术相结合，注重实际应用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结合“生物信息”学科的特点因材

施教。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指南、中国制造 2025、中科院 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

等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健康”在国家战略、计算机科学、IT 未来发展、国计

民生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开设“生物信息”课程，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可见。

由于传统“生物信息”所讲授的内容已太不适应当今新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实际应

用的需求，我们选用了被国际上多所大学采用的全英文国际经典教材，全英文授

课。 

（4）课程培养目标 

学习生物信息课程有着广泛的应用基础(基因测序，医学影像以及生物统

计)，本课程作为计算机专业的专业课，其目的是综合应用所学的知识，了解生

物信息的基本原理，学习和掌握生物信息的基本技术，拓宽知识面，为进一步学

习和应用奠定基础。本课程把综合利用计算机专业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提高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增强创新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5）生源情况 

西南大学现有外籍留学生(学历生) 700 多人，来自世界各地，学校每年都

举办国际文化节、中华才艺大赛、万圣节、圣诞节、泰国宋干节（泼水节）、汉

语之星比赛、中秋晚会、新年晚会等活动，让各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道，在其

乐融融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同时也彰显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另外，学校积极拓展与国外/境外大学、教育机构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合作，在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同时，积极扩大招生宣传，留学生(学历生)人数逐年增加，更



多具体措施，详见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网站： 

http://gjxy.swu.edu.cn/viscms/gjxyidex/benkesheng8992.html.  

（6）教学方案和进度设计以及课程内容 

课程选用 David Mount 编写的《Bioinformatics: Sequence and Genome 

Analysis》(科学出版社编译版外文教材，第 2版，ISBN 9787030176400)作为主

讲教材（本申请书中简称为《生物信息学》），该书被国际上多所顶尖大学 (例

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 采用为

教材。同时，课程内容也参考了北京大学 MOOC 课程《生物信息学：导论与方法》，

以及 Jeremy Ramsden 编写的《Bioinformatics: An Introduction》（Springer

出版社，第 3版，ISBN 978-1-4471-6701-3）。除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在原版教

材中精心选择满足教学要求的教学内容外，教学中还适当补充了课程相关的教学

和实验操作内容。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为学生指定了相关扩展阅读资料，包括：

网络信息化资源、MOOC 学院/社区平台、Coursera, edX, udacity, 学堂在线等

免费在线课程平台上“生物信息学”相关内容、电子图书馆以及相关参考书,为

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学生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力，特别设计了循序渐进的实验案例和

操作性较强的教学实践项目。 

①《生物信息学》教学内容进度安排： 

 第一章  导论与历史（2学时） 

    熟悉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概念；了解生物信息这一年轻领域的历史；体会

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  

 第二章  序列比对（6学时） 

    掌握基于动态规划编程思想的序列比对算法； 区分Needleman-Wunsch

全局比对算法和Smith-Waterman局部比对算法； 了解空位罚分背后的原理

和计算算法的复杂度。  

 第三章  序列数据库搜索（4学时） 

    熟悉序列数据库搜索和最常见的序列数据库；领略BLAST背后算法的奥

妙；掌握日后在你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调节BLAST参数的方法。  

 第四章  马尔可夫模型（6学时） 

    了解状态转移、马尔科夫链、马尔科夫模型的基本概念；亲手完成一个

隐马尔科夫模型；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在一个实际的生物学问题中做出预

测。  

 第五章  新一代测序NGS：重测序的回帖和变异鉴定（6学时） 

    描述新一代测序的特点；了解你得到的NGS变异结果是用哪些序列回帖

和变异鉴定方法完成的；亲历NGS数据分析流程，体会其中生物信息工具在

NGS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第六章  变异的功能预测（4学时） 

http://gjxy.swu.edu.cn/viscms/gjxyidex/benkesheng8992.html


    了解什么是变异功能预测和如何进行变异功能预测；在得到一些可能的

变异位点时学会利用变异数据库解决自己的研究问题；了解变异预测工具

（SIFT，Polyphen和SAPRED等）背后的机理差异并会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按

需应用这些工具。  

 第七章  新一代测序NGS：转录组分析RNA-Seq（6学时） 

    了解转录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掌握转录组分析中的重要计算方法；体

验RNA-seq的数据 

 第八章  非编码RNA的预测及分析（4学时） 

    掌握从转录组数据中分析非编码RNA的方法；掌握从NGS数据中鉴定长非

编码RNA（lncRNA）并预测其功能的方法。  

 第九章  本体论、分子通路鉴定（4学时） 

    了解本体论和基因本体轮等重要定义；了解KEGG通路数据库；了解GO的

注释消息；在药物成瘾研究中学会使用KOBAS进行通路分析。  

 第十章  生物信息数据库及软件资源（4学时） 

    高屋建瓴的去了解最重要的生物信息资源（生物信息数据库和软件工具

等）；对NCBI, EBI, UCSC 基因组浏览器这样集中型的生物信息资源与各种

独立的生物信息资源的概况有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将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相关

生物信息资源联系在一起。  

 第十一章  研究案例 I -- 新基因起源（4学时） 

    体验生物信息数据、方法和分析是如何解决一个重要的演化问题的；领

略物种特异性新基因的起源、演化、功能研究和分析方法；和享誉全球的新

基因研究泰斗——芝加哥大学龙漫远教授一起学习建立系统发育树。  

 第十二章  研究案例II- DNA甲基化酶的演化功能分析（4学时） 

    亲历生物信息学方法对DNA甲基化酶的功能和演化的研究。 

②《生物信息学》实践环节进度安排： 

 实践性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能熟练使用工具，完成规定

课程项目的设计和相应的实验报告。 

 为了便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本课程设置了相关实验实践，以加快学生

们对所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通过实验实践内容的训练，提高学生们熟

练运用工具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授和课后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理论与实验环节，为整个

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实验（12学时） 

 通过搜索NCBI数据库，获取目标序列；目标序列的开放阅读框(ORF)鉴定，

蛋白序列翻译；序列的多重比和BLAST分析等实验，掌握基因序列搜索与

比对分析。 

 通过构建基于邻接法(NJ)或基于邻接法(NJ)的系统发育树，最大似然法



和贝叶斯树构建的模型选择，化过程中的基因选择压力分析，学习系统

发育树构建与分子进化计算，并了解和掌握各类软件的使用。 

以上教学/实验内容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专业特色，强调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培养。结合生物信息学取得的成就进行取材，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课堂上大家积极讨论的次数和讨论的时间都有所增

加，学习气氛浓厚，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2.2 教学条件 

2.2.1 教材情况描述 

课程选用David Mount编写的《Bioinformatics: Sequence and Genome 

Analysis》(科学出版社编译版外文教材，第2版，ISBN 9787030176400)作为主

讲教材，该书被国际上多所顶尖大学 (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

南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 采用为教材。除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在原版教材

中精心选择满足教学要求的教学内容外，教学中还适当补充了课程相关的教学内

容。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为学生指定了相关扩展阅读资料，包括：网络信息化

资源、MOOC学院/社区平台、Coursera, edX, udacity, 学堂在线等免费在线课

程平台上“生物信息学”相关内容、电子图书馆以及相关参考书,为进一步提高

和完善学生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力，特别设计了循序渐进的实验案例和操作性较强

的教学实践项目。 

2.2.2 教学条件介绍（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

情况；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实训实习基地；网络教学环

境等） 

（1）教材选用与建设 

课程选用David Mount编写的《Bioinformatics: Sequence and Genome 

Analysis》(科学出版社编译版外文教材，第2版，ISBN 9787030176400)作为主

讲教材。该书被国际上多所顶尖大学 (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

南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 选为教学用书材。同时，课程内容也参考了北京

大学MOOC课程《生物信息学：导论与方法》，以及Jeremy Ramsden编写的

《Bioinformatics: An Introduction》（Springer出版社，第3版，ISBN 

978-1-4471-6701-3）。 

（2）扩展资料使用情况 

为了促进学生的扩展阅读，我们为学生开列了丰富的参考书目/网站内容/

博客，利用问题导航，学生阅读后可通过博客，与同学们和老师交流，鼓励大家

撰写博文，发表在课程注册的博客和QQ空间，一方面方便了教师的监督和指导，

另一方面，利用互助学习及社交平台，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通过树立榜样、



网络投票、民主评议、合作的同时引入公平竞争，也使得管理更加科学化，评分

更加透明化，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参考资料包括： 

[1] 陈铭.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物信息学》(第 2 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2月. ISBN: 9787030432872 

[2] Andreas D. Baxevanis，B. F. Francis Ouellette. Bioinformatics: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Analysis of Genes and Proteins (2nd Edition), 

Publisher: Wiley-Interscience. 10, 2004, ISBN: 9780471478782 

[3] Jonathan Pevsner. Bioinformatics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Publisher: Wiley-Blackwell; 10, 2015, ISBN: 9781118581780 

[4] 薛庆中等. DNA 和蛋白质序列数据分析工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6月. ISBN: 9787030345097 

在此基础上，推荐给学生的泛读资料有： 

 《生物信息学》(报道国内外生物信息技术研究开发的重要成果和国内外

生物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月刊)；  

 《Nucleic Acids Research》， https://academic.oup.com/nar (牛津

大学出版社，反映世界生物信息技术研究开发的重要成果，半月刊)； 

 《Bioinformatics》， https://academic.oup.com/bioinformatics (反

映世界生物信息技术研究开发的重要成果，月刊)； 

 《Genome Research》， http://genome.cshlp.org (反映世界基因组研

究开发的重要成果，月刊)； 

 Alex Bateman等, 《Current Protocols in Bioinformatics》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ook/10.1002/0471250953;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生物信息学课程，

http://jura.wi.mit.edu/bio/education/bioinfo2003/； 

https://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

r-science/6-092-bioinformatics-and-proteomics-january-iap-2005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生物信息学课程，

http://darwin.informatics.indiana.edu/col/courses/L519/；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生物信息学课程，

http://elbo.gs.washington.edu/courses/GS_559_12_wi/； 

 美国UC Davis生物信息学训练，

http://bioinformatics.ucdavis.edu/services/consulting-and-trai

ning/；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信息学课程，

http://ged.msu.edu/angus/bioinformatics-courses.html 

https://academic.oup.com/nar
https://academic.oup.com/bioinformatics
http://genome.cshlp.org/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ook/10.1002/0471250953;
http://jura.wi.mit.edu/bio/education/bioinfo2003/
https://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092-bioinformatics-and-proteomics-january-iap-2005
https://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092-bioinformatics-and-proteomics-january-iap-2005
http://darwin.informatics.indiana.edu/col/courses/L519
http://elbo.gs.washington.edu/courses/GS_559_12_wi
http://bioinformatics.ucdavis.edu/services/consulting-and-training/
http://bioinformatics.ucdavis.edu/services/consulting-and-training/
http://ged.msu.edu/angus/bioinformatics-courses.html


推荐给学生的网络资源/在线课程平台： 

 Courser: https://www.coursera.org/； 

 Udacity: https://www.Udacity.org; 

 Edx: https://www.edx.org/  

 学堂在线：http://www.xuetangx.com/ 

 CSDN知识库：http://lib.csdn.net   

以上资源便于学生在课后自主练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并对生物信息

发展的前沿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3）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 

本课程的配套实验教材由几部分组成, 有教学团队设计的题目，也有取自生

物信息学最新进展的，有的是实际问题(实做时,对问题做了简化)，有的题目来

自往届的毕业设计题目。实做的效果明显，因为问题本身有趣，能提出一套自己

的解决方法是每个同学非常向往的事情。主要工具为Python、Perl和R。 

（4）实践性教学和网络教学环境 

本课程注重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实验手段，以提高教学效果。计算机学院拥有

曙光服务器、工作站和图像加速卡等设备，课程安排有专业教师进行实验教学辅

导，可以开展生物信息学各种教学相关实验。本课程建有双语/英语教学配套网

站，网站内容包括网络课件、历年作业题库及参考答案、历年试题库及参考答案、

课程设计及编程实现、实验设计、参考资料、视频教学、虚拟实验室等内容。此

外，学院加入了高校大数据联盟、、重庆市智能代理中心等多个平台，同时申请

了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广州中心)、阿里云、学校信息中心的计算存储资源，完成

相关题目的任务。 

（5）实验题目及参考资料列表 

① 基因序列搜索与比对分析——实验题目： 

 实验一：搜索NCBI数据库，获取目标序列 

 实验二：目标序列的开放阅读框(ORF)鉴定，蛋白序列翻译 

 实验三：序列的多重比和BLAST分析 

相关软件： 

 实验一和实验二使用NCBI数据库(https://www.ncbi.nlm.nih.gov) 进

行分析 

 实验三参考结果使用BLAST+软件 

相关资源： 

 BLAST Command Line Applications User Manual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79690/ 

 Stover, N. A., Cavalcanti, A. R. Using NCBI BLAST. Current 

Protocols Essential Laboratory Techniques, 2009, 11-1. 

http://www.baidu.com/link?url=PmgxhBGldkuDp4Iz3VneoKZ3H9SVjtE7LVIQnReqjczeDWUZqo5uv4eyci8-Qbzg
https://www.udacity.org/
http://www.baidu.com/link?url=h6pYLpY5kUKYtowXO8Qz5CaCCoeHf9GwLyg7tWT_jKS
http://www.xuetangx.com/
http://lib.csdn.net/
https://www.ncbi.nlm.nih.gov/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79690/


相关博文： 

 博文：NCBI的数据库介绍 

https://www.plob.org/article/3698.html 

 博文：NCBI数据库集 

http://www.lifeomics.com/?p=20049 

 博文：一步一步教你使用NCBI数据库资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28/22/1593776_373041992.sht

ml 

② 系统发育树构建与分子进化计算——实验题目： 

 实验一：基于邻接法(NJ)的系统发育树构建 

 实验二：最大似然法和贝叶斯树构建的模型选择 

 实验三：最大似然法和贝叶斯树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构建 

 实验四：进化过程中的基因选择压力分析 

相关软件： 

 实验一参考结果使用MEGA软件 

 实验二参考结果使用jModelTest软件 

 实验三参考结果使用phyML和MrBayes软件 

 实验四参考结果使用EasyCodeML软件 

相关文献： 

 Philippe Lemey, Marco Salemi, Anne-Mieke Vandamme. The 

Phylogenetic Handbook: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Phylogenetic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2009. ISBN: 9780521730716 

 Barry G.Hall (编写), 陈士超, 吴晓运 (译). 轻松构建系统发育树:

实用操作方法和理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2月. 

ISBN: 9787040439489 

相关博文： 

 博文：MEGA 规范建树操作手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481-787184.html 

 博文：图解核苷酸替代模型的选择 - jModelTest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481-791370.html 

 博文：正选择分析之 Branch site model 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481-922784.html 

③ 转录组分析——实验题目： 

 实验一：高通量测序数据的质量控制 

 实验二：转录组的从头组装 

https://www.plob.org/article/3698.html
http://www.lifeomics.com/?p=20049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28/22/1593776_373041992.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28/22/1593776_373041992.s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481-7871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481-791370.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481-922784.html


 实验三：高通量测序数据的比对 

 实验四：差异表达基因的鉴定 

相关软件： 

 实验一参考结果使用FASTQC软件 

 实验二参考结果使用Trinity软件 

 实验三参考结果使用Tophat软件 

 实验四参考结果使用Cufflinks和DESeq2软件 

相关资源： 

 Trinity软件及使用手册网址: 

https://github.com/trinityrnaseq/trinityrnaseq/wiki 

 TopHat软件及使用手册网址: 

https://ccb.jhu.edu/software/tophat/index.shtml 

 Cufflinks软件及使用手册网址: 

http://cole-trapnell-lab.github.io/cufflinks/ 

相关文献： 

 Trapnell Cole等. Differential gene and transcript expression 

analysis of RNA-seq experiments with TopHat and Cufflinks, Nature 

Protocols, 2012, 7, 562–578 

相关博文： 

 博文：用FastQC检查二代测序原始数据的质量 

https://www.plob.org/article/5987.html 

 博文：Tophat+cufflinks 学习笔记 

https://www.plob.org/article/8822.html 

 博文：RNA-seq差异表达分析工作流程 

http://blog.qiubio.com:8080/archives/3007/comment-page-2 

重视实验是我们给学生巩固“生物信息学”相关知识的重要途径，以上资源

建设投入使用后，将是更多师生受益，同行以及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进

一步完善上述资源的建设。为了提供更好更丰富的教学资源，团队成员在课程负

责人的指导下，将持续建设、更新资源，反映出生物信息学发展的趋势。 

2.3.2 教学环节设计 

教学的各环节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强调以素质教育理论为指导，关注教学的

有效性，注重教与学的统一，提倡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合理

科学的安排，是保证教学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本课程在教学环节设计中，总结

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实际问题驱动，探索解决方案；完善解决方案；提升综合

能力。具体表现为：案例导航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利用已有知识尝试解决

问题 归纳(形成报告) (老师/同学)评价/反馈 完善/提高提升综合能

https://github.com/trinityrnaseq/trinityrnaseq/wiki
https://ccb.jhu.edu/software/tophat/index.shtml
http://cole-trapnell-lab.github.io/cufflinks/
https://www.plob.org/article/5987.html
https://www.plob.org/article/8822.html
http://blog.qiubio.com:8080/archives/3007/comment-page-2


力，这其中涵盖了：以往内容的复习、案例导入新课、教学新课、课堂练习、小

结、实验/作业等基本环节。在现在新框架下，教学模式的多种多样层出不穷，

我们坚持案例驱动，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独立探索、同时加强组内成员的合作交

流、其他小组的正反馈，通过实验/作业，到达巩固练习的目的。课堂小结为同

学理解重点、难点有所帮助。 

考卷的命题方式：课程组集体命题课程负责人审核系主任审核主管院

长审核。  

考卷批改：集体批改 课程负责人抽检复核 系主任审核 院长签章

系统中提交。 

2.4 教学效果 

2.4.1 教学水平（教育技术手段、教具使用、教育思想、学习过程管理，测验和

考试、师生沟通方式等） 

① 授课形式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语言生动规范，学生乐于接受。 

② 课堂上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上的互

动环节，除调动学习热情外，还能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调整进度或更

换学习场景。 

③ 课程社交平台的使用，对移动端的利用，方便了学生们共享信息和资源，

也推动了学生间的交流和对实验/作业的互评。 

④ 利用BB平台，加强了学习过程的管理(在线测验、在线讨论的积极性评估、

按时上传资料)。 

⑤ 师生沟通方式多种多样：面对面方式、邮件联系、BB平台讨论组、QQ/

微信等方式，方便及时解决问题。  

⑥ 实验题目作为平时巩固知识和检验同学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效果非常

好，我们设立了“必做题”和“选做题”题型，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选择，

对完成“选做题”的同学，有加分和奖励。 

⑦ 期末考试，集体评阅，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年度的教学提供依据。 

⑧ 学生整体反响很好，评教为“优”。 

⑨ 团队主讲教师和成员，参加了学校微课讲课比赛，取得了优良成绩。 

⑩ 团队目前在评分体系上，建立了一套适合学习对象的可量化打分细则，

也在其他课程教学中试行。 

2.4.2 教学评价（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校内学生评教指标和

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两年的学生评价结果等） 

（1）校外专家评价  

① 重庆邮电大学生物信息学院副院长舒坤贤教授给予本课程的评价。 



据我所知，西南大学在重庆高校中较早开设了《生物信息学》课程，经过五

年多的建设和发展，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成为重庆

高校中生物信息教学与研究的重地和中心。西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院重视

生物信息学的学科建设，不断投入资源，大力引进人才，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

合的教学研究团队。希望西南大学在生物信息课程建设方面继续给予政策倾斜和

资源扶持。 

② 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重庆生物信息学会理事长谢鹏教授给予的评价。 

在重庆市各高校中，西南大学较早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编撰了高水平的教

材和教学参考书，对生物信息学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攻关，发表了

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章乐教授始终致力于生物信息的课程建设，培养了一

批优秀人才，为重庆市生物信息学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我了解，西南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信息学院对生物信息学的课程建设相当重视，希望西南大学对该课程

建设继续给予扶持，并预祝课程建设取得更大成绩。 

（2）校内教学评价 

学院督导组通过听课，查看教案，抽查实验报告和作业，召开座谈会等方式

进行评价。认为：以章乐老师为负责人的课程教学小组备课认真、教材及参考书

选用合适，教学内容充实、系统，授课过程中给同学提供了非常大的学术信息量，

并且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加以授课；设计的各类教学环节能很好地满足学生培养

要求，特别是在实践动手能力培养方面，效果显著；学生普遍感到主讲教师在讲

课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教学及实践经验丰富。学生通过此课程学习，在生物

信息学的学习方面长进明显。认为该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优秀”。  

（3）学生评价 

老师治学严谨，要求严格，能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循循善诱，

平易近人;注意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气氛较为活跃;上课例题丰富，不

厌其烦，细心讲解，使学生有所收获;老师能虚心并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反馈

信息，做到及时修正和调整自己的教学。 

（4）留学生学生的评价 

老师对待教学认真负责，语言生动，条理清晰，举例充分恰当，对待学生严

格要求，能够鼓励学生踊跃发言，使课堂气氛比较积极热烈。课堂内容充实，简

单明了，使学生能够轻轻松松掌握知识。教学内容丰富有效，教学过程中尊重学

生，有时还有些洋幽默，很受同学欢迎。老师教学认真，课堂效率高，授课内容

详细，我们学生大部分都能跟着老师思路学习，气氛活跃，整节课学下来有收获、

欣喜，使人对此门课程兴趣浓厚。 

  



3．相关支撑 

3.1 教学资料 

3.1.1 网页（课程网页内容设计和使用情况说明等） 

课程网址: http://ppkc.swu.edu.cn/bioinformatics/ 

    课程网站包含申报表,视频,教案,教学日历反思等内容，充分展现了本门课

程特色。 

3.1.2 资料（教学大纲、教学进度安排以及与本课程相关的参考辅助材料等） 

（1）教学大纲 

 第一章  导论与历史（2学时） 

    熟悉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概念；了解生物信息这一年轻领域的历史；体会

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  

 第二章  序列比对（6学时） 

    掌握基于动态规划编程思想的序列比对算法； 区分Needleman-Wunsch

全局比对算法和Smith-Waterman局部比对算法； 了解空位罚分背后的原理

和计算算法的复杂度。  

 第三章  序列数据库搜索（4学时） 

    熟悉序列数据库搜索和最常见的序列数据库；领略BLAST背后算法的奥

妙；掌握日后在你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调节BLAST参数的方法。  

 第四章  马尔可夫模型（6学时） 

    了解状态转移、马尔科夫链、马尔科夫模型的基本概念；亲手完成一个

隐马尔科夫模型；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在一个实际的生物学问题中作出预

测。  

 第五章  新一代测序NGS：重测序的回帖和变异鉴定（6学时） 

    描述新一代测序的特点；了解你得到的NGS变异结果是用哪些序列回帖

和变异鉴定方法完成的；亲历NGS数据分析流程，体会其中生物信息工具在

NGS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第六章  变异的功能预测（4学时） 

    了解什么是变异功能预测和如何进行变异功能预测；在得到一些可能的

变异位点时学会利用变异数据库解决自己的研究问题；了解变异预测工具

（SIFT，Polyphen和SAPRED等）背后的机理差异并会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按

需应用这些工具。  

 第七章  新一代测序NGS：转录组分析RNA-Seq（6学时） 

    了解转录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掌握转录组分析中的重要计算方法；体

验RNA-seq的数据 



 第八章  非编码RNA的预测及分析（4学时） 

    掌握从转录组数据中分析非编码RNA的方法；掌握从NGS数据中鉴定长非

编码RNA（lncRNA）并预测其功能的方法。  

 第九章  本体论、分子通路鉴定（4学时） 

    了解本体论和基因本体轮等重要定义；了解KEGG通路数据库；了解GO的

注释消息；在药物成瘾研究中学会使用KOBAS进行通路分析。  

 第十章  生物信息数据库及软件资源（4学时） 

    高屋建瓴的去了解最重要的生物信息资源（生物信息数据库和软件工具

等）；对NCBI, EBI, UCSC 基因组浏览器这样集中型的生物信息资源与各种

独立的生物信息资源的概况有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将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相关

生物信息资源联系在一起。  

 第十一章  研究案例 I -- 新基因起源（4学时） 

    体验生物信息数据、方法和分析是如何解决一个重要的演化问题的；领

略物种特异性新基因的起源、演化、功能研究和分析方法；和享誉全球的新

基因研究泰斗——芝加哥大学龙漫远教授一起学习建立系统发育树。  

 第十二章  研究案例II- DNA甲基化酶的演化功能分析（4学时） 

    亲历生物信息学方法对DNA甲基化酶的功能和演化的研究。 

（2）教学进度安排 

学时数：54学时       学分数：3学分 

学时数具体分配： 

            教 学 内 容                                  学时数 

 第一章  导论与历史-----------------------------------------2 

 第二章  序列比对-------------------------------------------6 

 第三章  序列数据库搜索-------------------------------------4 

 第四章  马尔可夫模型---------------------------------------6 

 第五章  新一代测序NGS：重测序的回帖和变异鉴定--------------6 

 第六章  变异的功能预测-------------------------------------4 

 第七章  新一代测序NGS：转录组分析RNA-Seq-------------------6 

 第八章  非编码RNA的预测及分析------------------------------4 

 第九章  本体论、分子通路鉴定-------------------------------4 

 第十章  生物信息数据库及软件资源---------------------------4 

 第十一章  研究案例 I -- 新基因起源-------------------------4 

 第十二章  研究案例II- DNA甲基化酶的演化功能分析------------4 

 合计 -----------------------------------------------------54 

（3）相关的参考辅助材料 

   ① 教材 



 《Bioinformatics: Sequence and Genome Analysis》，David Mount

编，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Bioinformatics: An Introduction》，Jeremy Ramsden编，Springer 

London Ltd 

 《生物信息学：导论与方法》，北京大学MOOC课程 

   ② 参考书目 

 《生物信息学中的计算机技术(Developing Bioinformatics Computer 

Skills)》，Cynthia Gibas,Per Jambeck著，孙超等译，中国电力出版

社 

 《生物信息学：基因和蛋白质分析的实用指南》，Andreas D. Baxevanis，

Francis Ouellette B F著，李衍达、孙之荣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生物信息学算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Bioinformatics 

Algorithms ）》，琼斯，帕夫纳著，王翼飞等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3.2 教学录像 

3.2.1 效果（教学录像规格说明等） 

教学视频规格： 

格式：MP4 

视频分辨率：1280×720 

码率：3M 

音频：128K 

帧率：25帧 

3.2.2 内容（教学录像内容具体说明） 

 第一章  导论与历史（章乐） 

    熟悉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概念；了解生物信息这一年轻领域的历史；体会

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  

 第二章  序列比对（卢坤） 

掌握基于动态规划编程思想的序列比对算法； 区分Needleman-Wunsch

全局比对算法和Smith-Waterman局部比对算法； 了解空位罚分背后的原理

和计算算法的复杂度。 

 第七章  新一代测序NGS：转录组分析RNA-Seq（熊清） 

    了解转录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掌握转录组分析中的重要计算方法；体

验RNA-seq的数据 



3.2.3 教学录像链接 

 第一章 导论与历史（章乐）：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F141D8C1152914

5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第二章 序列比对（卢坤）：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99C1BA9E126017

F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第七章  新一代测序NGS：转录组分析RNA-Seq（熊清）: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14C84CE7A1F231

2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3.3 学校支持 

3.3.1 内容资金（学校投入本课程的资金和资金使用规定等） 

    经费保障。学校设立人才培养国际化专项资金，由教务处、国际学院、人事

处等部门协调统筹。专项资金支持全英文授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聘请外教授

课和中外联合教学、学生参加国际会议等。学校对来华留学英语授课课程(又称

“全英文课程”)的建设极为重视，在资金方面的举措如下： 

① 制定了《西南大学全英文专业建设实施办法》（西校[2013] 347 号），划

拨专项经费支持全英文课程建设，对达到学校全英文课程要求和条件的课程

给予 3万元/门的经费支持,支持：制定课程大纲、建设课程内容、编制教学

日历、选用原版教材、编写英文讲义、建立课程资源网站等，经过至少一轮

教学实践)。同时，对国家级的精品课程给予 10万元配套资金。 

② 制定了《西南大学全英文专业建设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对课程建设

经费来源与额度、经费支出范围和经费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规范了课程建

设经费的使用。 

③ 按学校“（全英文）专业课程的课时费由所在学院（部、所、中心）自行

确定”的要求，教育学部规定全英文课程的课时费为同类型中文授课课时费

的 2 倍，教师全英文课程的工作量也按 2倍计入学部绩效考核范围。 

④ 通过学校“英才工程”项目，有计划组织双语教师出国学习进修。通过

“聚贤工程”项目，聘请国外高校著名学者，来校合作科研、讲学，也推动

双语和全英文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对于聘请外籍教师英文授课的资助经费包

括：来往旅费（经济舱）、住宿费、课时津贴等（200元/课时），院(系)配备

具有全英文授课潜质的教师担任助教，为该教师独立进行该课程的全英文授

课进行培训，并协助外籍教师完成全英文课程资源建设任务（建设经费按全

英文课程资源建设标准资助）。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F141D8C11529145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F141D8C11529145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99C1BA9E126017F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https://p.bokecc.com/flash/single/6BCA856A6CB17054_99C1BA9E126017F89C33DC5901307461_false_B351810614400955_2/player.swf


3.3.2 内容资金规定（学校在人员管理、课程建设、经费使用、网站建设等方面

的实操性规定） 

    学校对来华留学英文课程建设工作极为重视，相应规定如下： 

（1）政策制度 

   制定《西南大学全英文专业建设实施办法》（西校[2013] 347号），对全英文

专业建设的基本原则、专业及课程开设、政策及措施、机构及职责进行了明确规

定，建立了全英文专业建设和运行管理的规章制度，提供了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强

力支撑。 

（2）师资管理 

    通过全英文专业建设，教育学部建立了全英文授课教师资源库，对全英文授

课教师除按照《西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规定》（西校〔2006〕359号）要

求外，还要求授课教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 具有英语专业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② 具有 1年及以上的出国进修经历； 

③ 具有国外大学颁发的学位。 

（3）课程建设 

    建立“西南大学全英文专业建设评估领导小组”和“西南大学全英文专业建

设评估工作组”，按照《西南大学课程建设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13] 411

号），建立了严格的全英文课程申报、评审程序以及监督检查机制。 

（4）经费使用 

    制定《西南大学全英文专业建设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对课程建设经费的

使用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同时，经费的具体使用还需按照西南大学的相关财

务管理规定，如会议费、国内差旅费、劳务费、办公费等相关管理办法实行。 

（5）网站建设 

    英文课程网站建设需按《西南大学校园网管理办法（试行）》（西校[2007] 172

号）和《西南大学课程建设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13] 411号）的相关规

定进行。二级单位的课程网站属于校园网子网，子网建设的设计方案需经报批后

方可进行，子网建设与维护以及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负担。 

 



4.特色和创新点 

4.1 特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案设计、教学方法、考核考试、学生能力培养等

方面的特色） 

本课程的设置不仅充分融合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更着

力打造自身特色，注重教育的国际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本课

程在教学中既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传授，同时也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实际应用为侧重点，在人才培养、综合素质提升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1）教学理念特色 

    根据生物信息学的课程特色、结合当前生物信息的学科发展，多渠道、多方

面为学生学习生物信息及其应用提供良好的条件，以案例驱动教学，提倡学生自

主学习，利用网络资源和社交媒体的正反馈激励机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培养综合解决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全方位

营造教学各环节的融洽氛围。 

（2）教学内容特色 

   通过使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英文教材，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学科发展相适

应，考虑到生物信息学的进展迅速，推荐泛读资料，随时进行知识同步更新，保

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课程设置中高度重视实践课的建设，

根据最新科研成果设计由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学实践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 

（3）教学方案特色 

    采用以个人为单位的理论教学和小组为单位的实践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实验能力，在实践中理论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重视学

生教学主体地位的教学方法，展现生物信息学的重要理论构建过程，同时设计了

多种教学实践，包括使用相关网站和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引入和改进 PBL教学模

式，增加教学与实践的互动。 

（4）教学平台特色 

    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提供在线学习，提供可管控的、全面透明的教学过程和

评价机制。利用网络教学资源，打造共享平台、交流平台、管理平台于一体的

BB教学平台。 

（5）考核标准特色 

    引入实践技能考核，通过上机实践操作案例分析，重点考核学生对生物信息

基本方法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结果的解释能力。  

（6）学生能力培养特色 



    我们开设“生物信息”课程超过 5年，生物信息不仅是专门的学科，也是综

合能力的体现，涉及到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数学和基因组学等知识。随着大量

基因组的测序，“生物信息”为数据处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手段、也为我们的学

生展示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舞台，深受同学们喜爱，也成为校本部和荣昌校区学

生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4.2 创新点（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案设计、教学方法、考核考试、学生能力培养

等方面行程的创新方法和实践） 

（1）“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创新 

    在本次课程中，学生通过亲身实践，熟练掌握生物信息学的数据库、分析方

法、分析软件及数理基础理论，所以，本次课程教学必须以实践为中心，将理论

知识融入实践中。 

（2）以案例分析为中心的教学内容创新 

    基于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我们将教学内容结合目前的主流分析软件和

科学案例，最直接的保证实践教学和理论讲解紧密结合。 

（3）以个人和学习小组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创新 

    在理论课和单一知识点的讲解和实践中，强调以个人为单位学习。完成理论

学习后，收集学生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设置讨论主题，学生

根据兴趣分组，以 PBL 模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对的自主探

索能力。 

（4）以实践操作为中心的教学考核创新 

    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设立探索式、设计式的大数据处理教学考核，提供可管

控的、全面透明的案例实践分析的评价机制。 

（5）全面提高的学生能力培养创新 

    与其他课程相比，生物信息课程更注重实践能力。在本次课程设置中，“以

问题为驱动力，开展自主学习”的启发式全英文教学，在探索、分析和讨论中加

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习效率，可以锻炼学生的多种能力，如英文听写

能力、数据搜索、分析判断、综合概括等，还可以使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口头

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各项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 

 

 



 

申报单位推荐意见：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开设的《生物信息》课程，充分融合先进的教学理念

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注重教育的国际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教学融合。通

过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课程采用英文新教材，利用网络资源、多媒体等辅助教学。

课程团队成员以青年教师为主，国际化程度高，英语执教能力强，教师专业能力

强。经过五年多的建设与发展，课程取得了很大成绩，培养了不少人才。 

    特此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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