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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生物专业有机化学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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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长沙 410081
摘要：有机化学是生物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本文以“羰基上的亲核加成反应”教学为例，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突破重点难点、实现课程育人等角度出发，提出应结合生物专业特色，强化生物功能分子或生物质成分的化学认知，
促进学生学科交叉融合意识的养成，探究了生物专业有机化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方法，为培养具备综合创新能力的跨
学科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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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Organic Chemistry for BiologyMajor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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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c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biology-majored student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and realizing the course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y discipline, strengthen the
chemical cognition of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molecules or biomass components,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rganic chemistry for biology-majored students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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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合物是组成生命体的基础物质，有机化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研究生物学的必要基础。只有
对组成生物体的物质分子结构和化学变化有所了解，才能弄清生物过程的机理。研究有机化学的深
远意义之一在于研究生物体及生命现象 [1]。有机化学是生物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有机化
学知识及其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为生物专业学生进行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重要基础。从脱
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理解 DNA 的碱基配对原理，到青蒿素提取工艺的改进、结构测定及其稳定
衍生物的合成；从利用电泳时氨基酸的等电点不同实现大批量蛋白质的分离，到固相有机合成法成
为多肽合成的首选方法，无一不体现了有机化学在生命科学中的贡献、功能和价值，这也是生物学
和化学学科交叉创新的结果和经验总结 [2]。高校有机化学教学也越发重视跨学科教学团队的构建与
教学体系等的优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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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的知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生物专业学生学习后续相关专业课程必备的基础。醛
酮的化学性质是有机化学课程中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
“羰基上的亲核加成反应”是醛酮的最典型
化学性质，与官能团的转化和有机物的合成联系紧密，在有机化学的学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学习本节内容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烯烃的加成，对于不饱和键的化学性质及原子的电负性知识
有一定的掌握，能够根据有机结构分析其化学性质。本研究以汪小兰版《有机化学》教材中的第九
章第一节中“羰基上的亲核加成反应”教学思路为例(表 1)，介绍了对生物专业学生进行有机化学教
学的体会，提出对生物专业学生的有机化学教学应以“结构–性质–用途”为主线，从理论到应用层
层推进，融合生物专业特色，坚持育人为本、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增
强学生学好知识、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表1

羰基上的亲核加成反应教学思路

教学环节

情境线索

专业融合，激发兴趣

启发引导，突破难点

知识应用，课程育人

新课引入

展示一组湖南师范大学生

将有机化学与生物实验

提问：这些标本栩栩如生的原

生物标本是人类的瑰宝，具

命科学学院动物标本馆照

室中标本的保存、甲醛使

因？甲醛为什么对人体有

有重要的价值。关注环境安

片

蛋白质变性等联系起来

害？

全，认识甲醛危害，用辩证的
方法看待事物

结构分析

分析羰基的结构，以 HCN 的

生物标本盒、塔式生物滤

对比醛、酮中的不饱和双键与

加成产物 α-羟基腈是很有用

加成为例，学习亲核加成的

池 的 制 作 原 料 来 自 于 α-

烯烃双键的异同点；推测 HCN

的中间体，可转变为多种重

机理

羟基腈的转化

加成的反应机理

要化合物。认识到有机产物
对生活的影响

实验探究

实验 1：往试管中加入饱和

以天然植物紫苏和山苍

通过实验 1，学生分析饱和

教育学生要保护资源，激励

NaHSO3 溶液，再加入 6–8

子中提取紫苏醛和柠檬

NaHSO3 与醛酮的反应机理，

学生创新创业，为实现科技

滴样品，观察现象

醛为应用示例，并融入思

并归纳反应的用途

强国而努力奋斗

政教育
知识迁移

实验 2：醛、酮的鉴别：取

解释甲醛与蛋白质、DNA

通过实验 2，学生根据亲核加

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并学

2,4-二 硝基 苯 肼试 剂 2 mL

反应的过程，与引入首尾

成反应的特点，解释甲醛使蛋

以致用，认识到有机化学在

白质变性的原因

生命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于试管中，加入 3–4 滴样品， 呼应
振荡，静置片刻，观察现象

1

融合专业特色，激发学习兴趣

有机化合物结构复杂多变，反应机理抽象难懂。生物专业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往往由化学专业的
教师来承担，由于在长期的执教中面对的大多是本专业学生，化学专业的教师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
教学模式和教学思路 [4]。但对生物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化学基础并不是十分扎实，专业化的教
学方式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学难理解，从而产生排斥心理，不利于学生学好有机化学。教
师在对生物专业的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时，不仅要因材施教、考虑到学生的化学学习水平，更要融合
生物专业的自身特色，注重联系生物学科中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生物的知识能够帮助学生理解
有机化学反应，同时有机化学的理论也能够在学生之后的专业课程中发挥作用 [5]。比如在“羰基上
的亲核加成反应”这部分内容的上课伊始，教师以实验室中生物标本的保存、甲醛使蛋白质变性为
例导入新课，通过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甲醛可以与蛋白质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这一问题，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带有生物背景的引入设计使学生迅速融入到课堂教学的情境中，并对本节课的教
学重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课中以学生熟知的“紫苏”和“山苍子”等植物为应用案例(图 1)，讲
解利用羰基与饱和亚硫酸钠溶液的亲核加成反应提取紫苏醛和柠檬醛的过程，加速学生对亲核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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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记忆和理解。最后在“醛酮与氨的衍生物加成”的环节中解释了甲醛使蛋白质变性的原因——与
蛋白质上的氨基发生了亲核加成，与新课引入部分首尾呼应，让学生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上课之前的
疑惑，并让学生认识到甲醛的危害，引导学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
在整个教学中体现了生物专业的专业特色，让学生自然地产生学习的兴趣，从而乐于接受课程
学习的主要知识。贴合专业知识的讲解方式有助于帮助学生加强对有机化学知识的理解，加深学生
的记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图1

2

融合专业特色的教学内容

注重引导启发，突破教学难点

一堂好课，一定是能引导学生积极思维、高效思考的课。为了使学生更快地接受有机化学中的
知识点，生物专业使用的有机化学教材在编写时重点突出了结构与性质的关系，并根据有机化学学
科的发展情况和生物学科的实际需要，对一些成熟的理论、反应机理和立体化学等内容进行了一定
的论述[6]。比如在“醛酮的化学性质”的学习中，只要求学生掌握醛酮的结构特点、基本的化学性质
与反应机理、亲核加成的立体化学，在性质和机理的深度上要求不严，也没有提及醛酮的制备方法；
葡萄糖结构教学也是在醛酮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官能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7]。
根据生物专业对于有机化学学习的要求，教学中以“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反映结构→性质决定
用途”为主线(图 2)，围绕“羰基上的亲核加成”这一教学重点展开阶段式的问题设计，使知识点的
呈现依循由浅入深的逻辑展开，让学生感受到有机化学学习过程中蕴含的科学之美和逻辑之美。首
先引导学生分析醛、酮的分子结构，对比醛、酮中的不饱和双键与之前学过的烯烃双键的异同点，
根据已有知识推测其可能具有的化学性质，将有机分子的结构与其化学性质联系起来。接下来以羰
基与氢氰酸加成为例讲解亲核加成反应，层层设问、环环相扣：反应会怎么发生呢？产物又是什么？
向羰基进攻的是 H+还是 CN−？启发学生思考并理解亲核加成的反应机理，从而顺利突破教学重点、
难点。最后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根据羰基与氢氰酸的亲核加成自主推导出醛酮与饱和亚硫酸钠、氨
的衍生物等试剂加成的产物，让学生学以致用，掌握由结构认识有机物性质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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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下，运用类比的方法，启发学生将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用途等综合
比较，顺利突破学习重难点，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一个以结构为中心认识物质化学性质的学习框架
体系[8]。

图2

3

结构–性质–用途三维表征的教学内容

强化知识应用，实现课程育人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何在枯燥的化学知识之中自然融入育人因素，笔者在课程教学中不断
探索。将有机化学在社会生产、实际生活、相关学科中的应用示例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能够体现有
机化学的实用性，对于促进学生的知识迁移、拓宽学生视野、培养科学性的思维有一定的帮助[9]。在
进行“羰基上的亲核加成反应”的教学中，也应用了多个教学示例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应用。
一是联系社会生产的应用示例：学生在校期间很少会有与化工生产相关的经历，且有机化学反
应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联，大多数学生对于有机反应的用途一知半解，甚至会有“学而
无用”的想法[10]。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引入社会生产的应用示例，比如介绍有机玻璃的原料来
源，是通过醛酮与氢氰酸的亲核加成产物—— α-羟基腈转化而来的，引导学生要学以致用，启发学
生要关注社会生活，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的能力和学习习惯。二是科技创新的应用示例：理科专业的
本科生还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对于科研工作的了解并不深，但科技创新对他们来说充满了
神秘而巨大的吸引力。教师在进行有机化学的理论讲授时插入一些有机化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进
展[11]或是对诺贝尔化学奖[12]等的介绍，有利于促进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讲述羰基与饱和亚硫酸钠
反应时，通过本课题组在“柠檬醛转化”领域的产学研实例，融入思政教育，点燃学生的爱国奋斗
和创新创业热情，激发学生要努力学好本领的强烈愿望。三是贴合相关学科的应用示例：鉴于有机
化学的学科交叉性以及部分有机化合物在生命科学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加一些与有机化学相关学
科的应用示例，让学生学会将不同学科的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比如在解释了甲醛使蛋白质变性的原理之后，通过文献检索，让学生领会利用 2,4-二硝基苯肼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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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装饰材料及环境中的醛酮化合物的方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文献查阅能力、强化了学生的环
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让学生体会有机化学在其他学科中的作用和魅力。
在教学中强化知识的应用，将化学的理论知识与多种类型的应用示例联系起来，既能够帮助学
生理解抽象的有机化学性质和机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又能够通过化学课程实现育人的目的、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生物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改革要把握住有机化学与生物学科的交叉点，融合生物学科自身的特
色，在课程中重视启发引导和学科交叉知识的实践应用，以达到课程交叉育人的目的，使有机化学
成为指导学生实践、促进学生专业学习的“工具”。基于学科交叉的有机化学教学策略也可用于地质
资源、环境保护、医学农学等非化学专业的教学中，有利于帮助学生的专业学习、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为学生全面地认识世界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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