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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摘　要：根据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２０１２〕４ 号）文件和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１４ 年工作计划”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研制了 《生物工程专

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本文件是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向全国高等学校的征求意见稿，不属于教育部正式文件，

欢迎相关专业师生及时反馈意见 （Ｅｍａｉｌ：ｘｕｅｈｚｈａｎｇ＠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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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生物工程 （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是利用生物体系，应
用生物学、化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人类

的需要改造和设计生物的结构与功能，从而经济、有

效、大规模地制造人类所需各种产品，是以生物技术

研究成果为基础，借助于工程技术实现产业化为基本

任务的工学学科。生物工程广泛应用于化工、医药、

食品、农业、能源、资源和环境等领域，是一门涉及

化学、化工、生物学、机械工程、电子电气、自动化

技术、材料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工程学科。其上

游学科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为生物工程奠定

了良好的生物学基础。

当前，人类面临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健康、

资源、环境、粮食、能源等，这些均有赖于生物工程

产业的发展与支撑，而生物工程产业利用自然资源既

生产包括年产万吨级大规模生物产品，也包括合成百

克级的蛋白质等大分子药物。生物工程专业涉及内容

即有生物工程设备，生物生产工艺，工厂设计，自动

化控制等宏观工程内容，也涵盖基因、酶，细胞，代

谢途径与代谢调控等分子水平微观工程内容。生物工

程涉及研究对象有微生物细胞、动物细胞、植物细胞

以及生化物质等。生物工程学科主要内容包括基因工

程、发酵工程、生化工程、蛋白质与酶工程、细胞工

程等，其中基因工程是现代生物工程学科的核心。

近年来，生命基础学科发展推动了诸如合成生物

学、系统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基因工

程蛋白质、抗体疫苗、生物制品、名贵天然植物活性

成份等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上述相关产业的形

成催生了新兴生物工程产业，其特点表现为高附加值，

小规模，低市场容量。而以抗生素、酶制剂、维生素、

有机酸、氨基酸、天然药物、大宗生化产品等产品为

基础的传统生物工程产业，其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张，

对技术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生物工程产业的新发

展动向为我国生物工程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应充

分认识生物工程专业的工程应用性强的特点，也要体

现上述新发展动向和趋势，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扎实

的生物学、工程学基础理论和生物工程专业知识基础，

而且要受到严格的实验技能训练与工程实践环节训练，

具有较强的工程应用能力，提高和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出合格的生物工程专业人才，适应未来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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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

２　适用专业范围

２１　专业类代码

０８３０ 生物工程类

２２　本标准适用的专业

生物工程 （０８３００１）、生物制药 （０８３００２Ｔ）

３　培养目标

３１　生物工程类专业培养目标

生物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教学

活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良好的人文社科基

础知识和人文修养。具备生物学与工程学基本知识、

掌握生物产品大规模制造的科学原理，熟悉生物加工

过程流程与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和技能，能在生物工

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

开发的工程技术人才。

３２　学校制订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各高校应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自身办学定位，结

合各自专业基础和学科特色，在对生物工程前沿、国

家及区域发展需求、生物产业相关领域的行业特点以

及学生未来发展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系统分析的基础

上，以适应生物工程以及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

才培养需要为目标，细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准确

定位各高校生物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各高校还应根据科技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

要，对人才培养质量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进行定期评

估，建立适时调整专业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有

效机制。

４　培养规格

４１　学制

学制为 ４ 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机制，实行弹性学
习年限。

４２　授予学位

对完成并符合生物工程本科培养方案主修要求的

学生，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如设立双学位或辅修专业，

各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课程学分和技能训练的

基本要求。

４３　参考总学时或学分

一般要求总学分＝课程总学分 （≥１４０） ＋实践环
节课程 ［军训＋工程技术技能训练 ＋认识实习与生产
实习＋科研训练 ＋毕业论文 （设计）≥２５ 学分］≥
１６５ 学分，总的实践环节不少于 ２５ 周。各校根据办学
实际也可对学分与学时适当调整。对于各课程的最少

学时数或实验时间，各校应考虑课堂讲授、网上学习、

自学等不同学习形式的差别而制定。

学时与学分的折算办法：本标准的理论课程教
学按 １６ －１８ 学时折算 １ 学分；实验课程教学按 ３２ －３６
学时折算 １ 学分；实践性环节、毕业论文 （设计）环

节按每周折算 １ 学分的方法参考计算。

４４　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４４１　思想政治和德育方面
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健全的人格，爱国、诚信、友善、守法；具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

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国际化视

野；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积极的人生

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适应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４４２　业务方面
（１）系统掌握生物工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２）熟练掌握发酵工程、基因工程、生物反应工

程、生物分离工程、生物工程设备等生物工程实验与

操作的基本技能；

（３）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信
息学、化学工程等学科的基本知识；掌握扎实的生物

学相关基础知识；

（４）熟悉生物工程及其产业的相关方针、政策和
法规；

（５）初步掌握生物工程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初步具
备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生物工程相关问题的能力；

（６）具备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较好的表达交
流能力、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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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自我发展能力；

（７）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一定的外语应用能力
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

（８）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具有生物工程实践和技术革新的能力。

各高校可根据其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学科

特点、行业和区域特色以及学生发展的需要，在上述

业务要求的基础上，强化或者增加某些方面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要求，形成生物工程人才培养特色。

４４３　体育方面
掌握体育运动的一般知识和基本方法，形成良好

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

锻炼合格标准。

５　师资队伍

５１　师资队伍数量和结构要求

高等学校生物工程专业应当建立一支年龄、学历、

学缘、专业技术职务等结构合理，发展趋势好，水平

较高的师资队伍，有一定数量的具备专业 （行业）职

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教师，整体素质能满足学校定位

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全职专任教师【附件二】人数不少于 １５ 人。折合在校生
数【附件二】大于 １２０ 人时，每增加 ２０ 名学生，至少相应增
加 １ 名全职专任教师。生师比【附件二】应不高于 １４∶１。兼
职教师折合人数不超过全职专任教师总数的 １ ／４。

教师队伍中应有学术造诣较高的学科或者专业带

头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

≥８５％，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不低于 ３０％。所
有专任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在编的主讲教

师【附件２】中 ８５％以上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并通过岗前培训；３５ 岁以下
专任教师应具有相关专业硕士或以上学位，实验技术

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生物工程专业

为工学专业，因此在教师构成上必须保证有≥３０％的
工程背景的教师，具体可根据各校的特点应进行适当

的配置。

５２　教师的职业素质要求

具有生物工程、生物学或相关学科的教育背景，

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规律，系统了解生物工

程专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理

念和教学技术，掌握生物工程学科与产业发展的最新

动态。

忠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教书育人，从严执教，

为人师表。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总体上能满足

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教学效果较好，学生基本满意。

积极参与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积极参与

教师专业发展。熟练地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并与传统

教学方法相结合，不断探索更新教学内容及其表现形

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重视对教学法的研究，提高

授课水平。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开展产学研合作，严谨治学，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有较为稳定的科研方向。并取得

一定的科研成果，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科研促教学

成效明显。

５３　教师发展制度环境

各专业应建立基层教学组织，健全教学研讨、老

教师传帮带、集体备课和教学难点重点研讨等机制，

并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加强教师专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培养，实施

教师上岗资格制度、青年教师助教制度、青年教师任

课试讲制度；确保正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制度；

实施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强化青年教师工程能力培养，

建立高效的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机制，使青年教师能够

尽快掌握教学技能，传承学校优良教学传统。建立健

全助教制度，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人数配备适量的助

教，协助主讲教师指导实验、批改作业、进行答疑，

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学术

研究与交流以及社会服务等工作。加强教育理念、教

学方法和教学技术培训，提高专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教学水平。

设置教学质量保证和监控体系，促进教学管理的

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绩效考评机制。

６　教学条件

６１　教学设施要求

６１１　办学条件
生物工程专业的办学条件参照教育部 《普通高等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教发 〔２００４〕２ 号）
规定的生物工程专业合格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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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生物工程教学实验室

实验室建设及环保要求符合国家规范标准。基础

课程实验室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每个学生拥有的实验

仪器设备数量、专业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总额、

开设实验内容等，各校可根据自己的生物工程专业方

向和具体情况有所侧重，但必须符合生物学、化学、

生物工程等实验课程和实验室设施规定要求。生物工

程专业实验室必须设有普通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

化学、细胞生物学、化工原理等相关实验室和基因工

程、发酵工程、生物反应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等生物

工程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额应达到 ５００ 万元以上，

并随着学科发展及物价水平的变化，适时增加必须的

仪器设备及人均实验经费。专业实验室应根据生物工

程专业特点配备能保证学生单独实验或小组实验完成

实验教学大纲规定实验所需的一系列配套仪器设备。

（１）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２５ 平方米。

（２）照明、通风设施良好，水、电、气管道及网

络走线等布局安全、合理，符合国家规范。实验台应

耐化学腐蚀，并具有防水和阻燃性能。

（３）实验室消防安全符合国家标准。应配备防护

眼罩，装配喷淋器和洗眼器，备有急救药箱和常规药

品，具有应急处理预案。

（４）实验室压力容器的使用和管理应符合国家

标准。

（５）具有符合环保要求的三废收集和处理措施。

噪声低于 ５５ 分贝，具有通风设备的实验室，噪声应控

制在 ７０ 分贝以下。

（６）化学品、生物制品、生化试剂的购置、存放

和管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６１３　生物工程教学实验仪器

（１）基本要求：生均占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

５０００ 元以上；基础实验仪器设备配备 １ 人 １ 套，专业

基础实验仪器设备配置 ２ 人 １ 套，专业实验仪器设备配

置 ４ －５ 人 １ 套。

（２）运行要求：仪器设备完好率要保证在 ９５％以

上，运行维护费要保证在仪器设备总值的 ３％以上。

（３）更新要求：一般情况下，机电设备平均年更

新改造率要保证在 ８％以上，电子仪器 １０％以上，计算

机 ２０％以上。

６１４　实验教师配备

每名教师 （不含教学辅助人员）同时指导学生实

验人数不能超 ３２ 人 （实验自然班），并配备必要的教

辅人员。

６１５　实践基地
（１）实习与实训基地：各校应根据本校生物工程

专业特色和学生的就业去向，与科研院所、学校、行

业、企业加强合作，在校内外建立相对稳定、具有特

色的专业实习与实训基地，满足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

要。通过工厂、企业的实习让学生更加了解生产的实

际情况，为解决生产问题打下基础。

（２）科技活动基地：建设有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的基地，有一定数量的开展因材施教、开发学生潜能

的科技创新项目。

６２　信息资源要求

６２１　基本信息资源
通过手册或者网站等形式，提供本专业的培养方

案、各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要求、考核要求，毕业

审核要求等基本教学信息。

６２２　教材及参考书
在教材的选用方面应当具有代表性，符合教学大

纲或专业规范。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材及

实验指导书应为正式出版的教材，但可根据各校学科

优势和特色，选择部分符合教学基本要求的自编教材

或讲义，以及相应的实验实习指导书讲义。有条件的

学校可选择反映国际水平的外文版教材，积极稳妥地

开展双语或全英语教学。有条件的学校应该积极组织

高水平教师编写教材。在重视纸质教材建设的同时，

加强多媒体网络等教学资源建设。

６２３　图书信息资源
根据生物工程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学科发展的

需要，加强图书资料建设。注重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

保证图书资料采购经费的投入，使之更好地为教学科

研工作服务。图书资料应包括纸质、光盘、声像、数

据库等各种载体的中外文期刊和图书资料。

６３　教学经费要求

６３１　年生均教学运行费
按照教育部 ２００１ 年 ４ 号文件的规定，学费不低于

２０％直接用于教学。根据培养目标和生物工程学科的
快速发展特点，教学经费能够保障人才培养的需要，

且随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稳步增加。

６３２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平均每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总值不小于设备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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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１０％。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５００ 万元
的专业，平均每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不低于 ５０ 万
元。上述数据需根据当年物体总水平适当调整。

６３３　新专业开办的仪器设备价值
新开办的生物工程专业，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不低

于 ５００ 万元，且生均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不低于 ５０００ 元。
６３４　仪器设备维护费用
专业年均仪器设备维护费不低于仪器设备总值的

１％。

７　质量保障体系

应在学校和依托学院相关规章制度、质量监控体

制机制建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学校定位，建立专业

教学质量监控和学生学习状态及发展跟踪机制。

７１　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要求

本专业有健全的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有保障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机制，教授上课率高；对培养方

案制定、教学大纲编制与教材选用、课堂教学、课程

考核、实验教学、专业实践与实习、毕业论文 （设

计）、学生课外科研训练、实验室建设以及校外专业实

践与实习基地建设等主要教学环节与教学场所，以及

教师的教风和学生的学风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教学要

求，监督和保障到位；有专业基本状态数据监测评估

体系，能够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开展专业评估；

有专业学情调查和分析评价机制，能够对学生的学习

过程、学习效果和综合发展进行有效测评，保障学生

的学习效果；强化学生评估主体地位，评教制度完善；

具有完善的学习困难学生帮扶机制；有促进教师积极

参与教学和持续开展教学研究的激励机制，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高；有毕业生、用人单位、校外专家参与研

讨和修订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方案的机制，

专业培养定位和规格适应学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７２　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要求

有健全的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高等教育系统

内部及社会有关各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有效联系

毕业校友和用人单位，能够有效征求毕业生、社会和

用人单位对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的

意见和建议，以及对毕业生知识、素质和能力进行评

价，评价信息能及时得到有效利用。

７３　专业的持续改进机制要求

有健全的持续改进机制，定期举行学生评教和专

家评教活动，及时了解和处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定

期开展专业评估，及时解决专业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

问题，专业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定期举行毕业生、用

人单位意见征求活动，吸纳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专业

教学指导工作，形成定期修订完善培养方案的有效机

制，保证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附录 （详细内容请见本刊网站 ｂｉｏｔｅａｃｈ
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１生物工程专业知识体系和核心课程体系建议
２有关名词释义和数据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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