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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学生物学实验

《化学生物学实验》是浙
年新 设的课程 也2005年新开设的课程，也

是研究生命现象中的化学

现阶段主要面向化学系高
全校理 工科专业对化学全校理、工科专业对化学
生开放。

本课程分几个不同的专题本课程分几个不同的专题
独立的实验专题。以培养
为目标。

验基本情况介绍

浙江大学化学实验中心于
也是 新型交 学科 它也是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它

学问题的实验课程。

高年级学生开设，正逐步向
学生物学感兴趣的高年级学学生物学感兴趣的高年级学

题进行 学生每周完成 个题进行，学生每周完成一个
养创新型、研究型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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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设的实验
疏水作用色谱分离纯化α-淀粉

生物矿物和生物矿化

今年开设的实验

生物矿物和生物矿化------------
MTT法测定聚乙烯亚胺（PEI
泛素蛋白的驾驭式分子动力学泛素蛋白的驾驭式分子动力学

植物组织中叶绿体基因的提取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制备与质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制备与质

金属卟啉模拟的生物氧化过程

荧光量子点的合成及FRET法测荧光量子点的合成及FRET法测

探究性实验1*-PCR和凝胶电泳

探究性实验2*-复凝聚法制备药

探究性实验3*-高活性脂肪酶的

小论文撰写与答辩

验（8+3*）
粉酶---------------------曾秀琼副教授

徐旭荣副教授

验（8+3 ）

-------------------------徐旭荣副教授

I）的细胞毒性---------汤谷平教授

学模拟 王琦教授学模拟------------------------王琦教授

取与扩增------------------姚波副教授

质粒DNA的转化 吴起副教授质粒DNA的转化---------吴起副教授

程--------------赵琦明( 李浩然教授）

测定蛋白酶的活性 邬建敏教授测定蛋白酶的活性----邬建敏教授

泳技术鉴定转基因食品

姚波副教授-----------------姚波副教授

药物胶囊及相关性质研究

汤谷平教授-----------------汤谷平教授

的固定化技术及其活性、选择性研究

吴起副教授-----------------吴起副教授





二、化学生物学

分组情况（每组第一位为负责小组
第1组（9人）袁丁帅*、张嘉翔、曾曙光、第1组（9人）袁丁帅 、张嘉翔、曾曙光、

白雄宇；

第2组（8人）安东*、李天宇、路畅、范学

第3组（8人）孙越*、曹芷源、马东、申媛

第4组（9人）竺天生*、陆宏天、王修龄、

振宁振宁；

第5组（8人）嵇陆怡*、陈颖露、徐剑光、

第6组（8人）李元昕* 庞一慧 高李娜第6组（8人）李元昕 、庞 慧、高李娜、

第7组（9人）吴广成*、麦提苏来曼·麦提库

王赛、干富伟、赵子潇；

第8组（8人）梁力鑫*、朱明蕾、元梦琪、

下课后：每个小组长下课后 每个小 长
每个组员把

学实验的课程安排

组长）：
李天宁、王一贺、李鑫宇、郭则灵、林诗源、李天宁、王 贺、李鑫宇、郭则灵、林诗源、

智、林双木、袁焕杰、徐祥博、邓凯；

、戴淑韵、李乐楷、张嘉文、郭启航；

胡佳俊、俞能、颜孙滨、叶吉接、李忠宝、石

黄钰、王涛、张炜东、高敏淞、张昊然；

乔恬 陈宁 吉润 吴朦 鹿嘉琪；乔恬、陈宁、吉润、吴朦、鹿嘉琪；

库尔班、韩钊、林炜程、朱黄天之、喻恺亮、

孙博铮、张之皓、叶梓康、白昕、陈亮。

把手机号码留给老师；把手机号码留给老师；
把号码留给小组长；



春夏学期化学生春夏学期化学生

实验
疏水作用色谱
分离纯化 淀

生物矿物和
生物矿化（

植物组织中
叶绿体基因

大肠杆菌感受
态细胞制备与

实验
名称

分离纯化α-淀
粉酶（8学时）

生物矿化（8
学时）

叶绿体基因
的提取与扩
增（8学时）

态细胞制备与
质 粒 DNA 的
转化（8学时

教师教师
地点

曾秀琼R 402 徐旭荣R 402 姚波R 402 吴起R 403

3月12 基础知识与实验安全教育、课程介绍、学习

3月19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3月19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3月26 第8组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4月2 第7组 第8组 第1组 第2组
4月9 第6组 第7组 第8组 第1组4月9 第6组 第7组 第8组 第1组
4月16 第5组 第6组 第7组 第8组
4月23 第4组 第5组 第6组 第7组
4月30 第3组 第4组 第5组 第6组4月30 第3组 第4组 第5组 第6组
5月7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第5组
5月14 探究性实验准备工作（查阅

具体如何安排由每个探具体如何安排由每个探

5月21 探究性实验1
PCR和凝胶电泳技术鉴定

转基因食品
姚波R 402

探究性实
复凝聚法制备

及相关性
汤谷平R

5月28
6月4 姚波R 402 汤谷平R6月4
6月18 探究性实验汇报（全体师

生物学实验安排生物学实验安排

受
与

荧光量子点的
合成及FRET法

泛素蛋白的
驾驭式分子

金属卟啉模
拟的生物氧

MTT法测定聚

乙 烯 亚 胺与
的
时）

合成及FRET法

测定蛋白酶的
活性（8学时）

驾驭式分子
动力学模拟
（8学时）

拟的生物氧
化过程（ 8
学时）

乙 烯 亚 胺
（ PEI ）的细
胞毒性（8学时）

邬建敏R403 王琦R 401 赵琦明R 403 汤谷平R 401

习方法等介绍，探究性实验选题/分组，4学时，317
第5组 第6组 第7组 第8组第5组 第6组 第7组 第8组
第4组 第5组 第6组 第7组
第3组 第4组 第5组 第6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第5组第2组 第3组 第4组 第5组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第8组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7组 第8组 第1组 第2组第7组 第8组 第1组 第2组
第6组 第7组 第8组 第1组

阅文献，预订试剂、准备材料等）
探究性实验指导教师确定。探究性实验指导教师确定
实验2
备药物胶囊
性质研究

R 401

探究性实验3
高活性脂肪酶的固定化技术
及其活性、选择性研究

吴起R 403R 401 吴起R 403
师生参加），中心317多媒体教室



生物矿物和生物矿化生物矿物和生物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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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壳

珍珠与蛋壳—
碳酸钙多形的控制、合成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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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霰石FTIR

珍珠(贝壳珍珠层)：主要
是文石构成的所谓“砖块
和灰泥 的层状结构 和灰泥”的层状结构!

蛋壳则是由方解石构成的
柱状多孔结构!2500 2000 1500 1000 500

avenumber (cm-1)
柱状多孔结构!



细胞毒性实验细胞毒性实验

细胞毒性实验可
计算半数细胞生
毒性实验（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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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评价化学物质对细胞毒性并
生存率。目前已经开设了MTT法细胞
图）和HE染色法观察抗肿瘤药物对细图）和HE染色法观察抗肿瘤药物对细
实验（上图）。



注意注意
实验时间每周1、实验时间每周四10：00 – 17

不停！）；实验时间穿实验服；

2 学生要求不迟到 不早退 不2、学生要求不迟到、不早退、不

3、认真预习、准备，要写预习报
后按时完成实验报告（有实验步骤后按时完成实验报告（有实验步骤
论及建议等）；

4、凡做“植物组织中叶绿体基因
叶片（2-3片）或果实（如豆类）
实验讲义。

5 最终成绩主要以实验成绩为主5、最终成绩主要以实验成绩为主
循环试验每个9分[包括实验操作
分；预习报告1分；实验报告及实分；预习报告 分；实验报告及实
生值日情况1分；整体印象（综合
验汇报8分。

最终成绩采用百分制 无故缺6、最终成绩采用百分制，无故缺
2次（含）以上，成绩不及格；无

事项事项
学生分组轮流吃中饭 实验7：00（学生分组轮流吃中饭，实验

无故旷课无故旷课；

告，如实记录现象和数据；实验结束
骤、数据处理及分析、问题解答、讨骤、数据处理及分析、问题解答、讨

的提取与扩增”的同学可以自备植物
2-3种（各200mg），具体要求见

成绩评定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8个，成绩评定包括以下几个部分：8个
（操作的规范性、实验认真态度）3

实验结果的准确性3分；桌面整洁、卫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分；桌面整洁
合能力）1分]，探究性实验20分，实

课 次 最终成绩减 分 无故缺课课1次，最终成绩减10分；无故缺课
故缺课3次（含）以上，无成绩。



三、化学生物学

1、实验目的、教学目标：

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
术与化学实验手段相结合的方术 学实 手 结
验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原理
关的数据处理分析，完成高质

加深对化学生物学的了解，加
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素养 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素养，培养

通过实验训练，提高观察问题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
后续课程和将来的科研工作打后续课程和将来的科研工作打

实验目的和要求

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实验技
方法，让学生掌握化学生物学实学 掌握 学 物学实
理和操作技能，要求学生掌握相
质量的研究型的实验报告。

加强实践，增加感性认识，提高
养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养学生对化学的兴趣。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求是、认真细致的科学作风，为
打下良好的基础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化学生物学

2、实验要求：

实验前：
实验前认真预习，明确实验目实 前认真预 明确实
和注意事项，做到“心中有数

本 本 实准备一本预习报告本，写实验

预习报告主要内容 实验原理预习报告主要内容：实验原理
表。

注意：实验内容

实验目的和要求

目的，领会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步骤领会实 解实 步
数”。

实验预习报告，用于记录实验数据。

理 实验步骤及相关的实验数据记录理、实验步骤及相关的实验数据记录

容不要预习错了！！



三、化学生物学

2、实验要求：

实验中：
* 在实验过程中认真进行每一
目的和作用；

实 描 察* 实事求是地描述所观察到的
原始实验数据必须记录在预习

* 不懂之处及时提问。

* 保持实验台和整个实验室的

实验目的和要求

一步操作，积极思考每一实验步骤的

实 象 实的实验现象，严谨地记录实验数据。
习本上，不得随意涂改。

的整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三、化学生物学

2、实验要求：

实验结束后：
* 仔细核对所得结果和相关数
* 及时洗涤和清理所用的实验
电源、水阀。每组同学做好卫

算* 要求及时整理、计算和分析

实验报告主要内容：1、实验
3、简单的实验步骤；4、实验3、简单的实验步骤；4、实验
题和讨论（包括思考题、个人

及时提交

实验目的和要求

数据，原始数据进行登记；
验仪器与器皿，整理实验台面，关闭
卫生工作。

实 交实析实验数据，按时交实验报告。

目的；2、实验原理（简明扼要）；
验数据记录和计算（见示例）5、问验数据记录和计算（见示例）5、问
人体会等）

交实验报告



四、实验成

最终成绩主要以实验成绩为主

） 个循环试验每个 分 包括（1）8个循环试验每个9分，包括

实验操作（操作的规范性、实验认

预 报告 分预习报告1分；

实验报告及实验结果的准确性3分

桌面整洁 卫生值日情况1分桌面整洁、卫生值日情况1分；

整体印象（综合能力）1分 ；

（2）探究性实验20分（2）探究性实验20分；

（3）实验汇报8分。

最终成绩采用百分制，无故缺
课2次（含）以上，成绩不及课2次（含）以上，成绩不及
成绩。

绩评定方法

主，成绩评定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括括：

认真态度）3分；

分；

缺课1次，最终成绩减10分；无故缺
格；无故缺课3次（含）以上，无格；无故缺课3次（含）以上，无



五、化学生物学实

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课

提前10min进实验室做准备工
是否齐全；是否齐全；

实验室内严禁饮食、吸烟！

实验时，必须穿上实验服。

认真听老师讲解，严格遵守操

注意化学药品的使用安全 注注意化学药品的使用安全，注

实验室规则及安全

课！

工作，检查实验所需的药品、仪器

操作规程及应该注意的细节；

注意用水 用电安全注意用水、用电安全！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关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关
学习及考试的通知

为了使广大学生安全、顺利地完成化
意识和责任感。经浙江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意识和责任感。经浙江大学化学实验教学

1、凡是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上实验课的
是否上过化学实验课），一律要参加
中心网站“chemcenter.zju.edu.c

2、安全知识书面考试安排在第二次实验
知识培训和考试”的承诺书（具体事知识培训和考试 的承诺书（具体事
布）。

3、安全知识考试成绩优秀者方可进入实

希望大家提前进行安全知识学习并完

关于开展安全知识关于开展安全知识

化学实验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安全
学中心研究决定：学中心研究决定：

的学生（不论新生或老生，也不论以前
加安全知识培训（可登录化学实验教学
cn”完成约500道安全知识练习题）。

验课，同时要求学生签署“已参加安全
事宜将由指导教师在第一次实验课时宣事宜将由指导教师在第一次实验课时宣

实验室上课。

完成约500道练习题。

浙江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预祝同学们：

掌握新知掌握新知

体会新感

好成绩、有

谢谢大谢谢大

知识！知识！

感受！

有收获！

大家！大家！

化学生物学实验课程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