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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生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

◆张仕强

摘  要 鱼类生理学是高等学校水产专业相关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为提高教学质量，阐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等

方面的改革与实践。通过整合教学内容，采用讲授、引导、讨

论、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形成“教”与“学”的良好模式，

取得一定的成效，以期为本课程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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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sh physiology is one of the basic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majored in aqua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ffect of fish physiology. 

The good patter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as formed by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teaching guide, 

discussion and self-study. This reform has obtained good effect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form of fish physiology.

Key words fish physiology; teaching reform; aquaculture

1 前言
鱼类生理学是动物生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是

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型学科。鱼类是脊椎动物当中种类

最为繁多、生物多样性最为复杂的类群。鱼类生理学则是

系统地研究鱼类在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下，身体各个器官

系统的生理功能、特点和适应变化的情况。该课程是水产

养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 [1]。由于该课程理论性较强，

重点难点相对较多，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因而有必

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改革。近年来，笔者在水产专业

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若干的教学改革尝试，取得一定成效。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教学改革尝试进行探讨。

2 教学内容的改革
由于鱼类生理学仅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远不及陆生生物。如何改革鱼类生理学的教学内容，

一直是从事水产专业教学的教师不断思考和尝试的问题。

笔者依据课程质量标准和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

首先要选好教材，做好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明确教学内容

中的难点、重点；然后结合本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整合教

材内容，增加反映当前实际生活，具有时代特色的教学内

容。为此，将鱼类生理学的理论课程内容依据绪论、细胞

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和吸收、生殖、

排泄和渗透压调节、神经、内分泌等十大生理部分进行讲解。

本课程的重点是对鱼类生理学原理的理解，掌握鱼类机体。

在不同环境下细胞、组织系统的功能特征和生理过程

的机制，尤其强调内环境稳态的机制和反馈调节。在讲授

每章节主要内容的同时，适当增加介绍一些水生爬行类、

两栖类、哺乳类动物的生理特点，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

在内容的组织形式上，采取由简到繁、由具体到抽象的讲解。

如各章节中的形态结构方面的知识相对比较直观、简单、

容易记忆，就首先从该方面入手进行讲解，然后循序渐进

深入到各组织功能的抽象机制方面。

鱼类生理学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有

助于阐明动物界特别是脊椎动物各种组织器官及其生理功

能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形成、变化及如何发展的规律

性。该教学内容的改革旨在阐明鱼类生理学基本内容的前

提下，尽可能反映当前最新有关研究进展，让学生对鱼类

生理学基本原理有更好的理解，用生理学知识去解释鱼类

的生命活动以及解决水产实践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3 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从传统单纯的“满堂灌”的教

学方法，转变到以启发式教学为引线，讲授与讨论教学结合，

部分内容学生自学自导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课堂

上实施后，使学生的思维变得活跃了，对枯燥无味的生理

学感兴趣了，同时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从灌输到启发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

学已被广泛应用。传统的照本宣科变为照 PPT 朗读，学生

走马观花，记忆效果差。如果在多媒体课件中适当插入动画、

图片、视频、音频、典故等，将课件做到形象生动、具有启

发意义，那样学生接受学习的效果将大大增强 [2]。比如讲

生物电现象时，可以先讲一些关于在电生理研究方面获得过

诺贝尔奖的例子，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通过播放细胞

的生物电动画，观看离子在细胞膜内外的动态变化，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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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解生物电现象产生的机制。这样讲解会发现学生的好

奇心被调动起来，难理解的机制现象轻轻松松就被理解了。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课前设疑、课中点疑、课后留

疑等方法对学生进行启发。如讲解离子通道时，介绍离子

的类别、作用和特点，同时可以提出问题：Na+ 的半径小于

K+ 的半径，那为什么 Na+ 却不能通过 K+ 通道？由此来启发

学生积极思考。

讲授与讨论结合  讨论式教学法在国内外比较流行，

在教学法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3]。进行讨论式教学首

先要进行精心的准备和指导，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预

先设计和组织好讨论的内容，启发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讨论教师也

能很好地了解掌握学生的知识准备程度及对知识的认识状

况，可随时调整教学进程，以做到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据此，在鱼类生理学教学中适当引入动物生理学部分内容

进行讨论，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鱼类生理学知识的理解

和掌握，也可使他们更好地区分不同种属动物的内在联系。

比如在教学呼吸系统时可以讨论鱼类、两栖类、哺乳类动

物之间的呼吸有何不同？学生可以分别从它们的生理构造

机能、氧和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运输等方面进行讨论。再

如讲到血液和血液循环生理章节时，可以讨论机体正常情

况下，血液在循环系统中为什么处于流动状态？血管破损

及血液流出后为什么可以凝固？学生可以从其溶血和凝血

的对立统一关系（凝血—抗凝血系统、纤溶—抗纤溶系统）

角度入手进行讨论。

部分内容自学  互联网的普及带来教学内容的扩展与

快速更新，也为鱼类生理学教学中部分在授课时间内不能

讲授，而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内容的传授带来帮助，学

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自行组织安排自学。自学是一种自主、

探究、发散式的学习方法，它会使学生更能掌握和理解知

识的真谛。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会”，而且要让他们“会

学”。首先，教师要进行学法指导，只有这样，学生才会

由对知识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对知识的主动探究，并逐步形

成自学能力。让学生自学的同时，还要让他们自练、自批、

自评。教师要相信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去做、去说、去论。

如在每次学生自学前，教师可以通过 QQ、微信等网络平台

为学生指出自学部分的重点及注意事项，自学结束后可以

通过小练习或小测验的形式对学生的自学效果进行相互评

价，教师进行抽检，以确保教学质量。通过自学，发现自

学还是一种实践的锻炼，学生在自学中不仅容易牢固掌握

知识，而且容易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联系。

4 教学改革效果讨论
鱼类生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经过三年多的教学实践，

采用学生主观感受评价与学生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法，对

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学生评教以网络调查表的形式在课程

结束前由校教务处组织进行，结果学生评教均为98分以上。

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平均及格率为 99%。由此可见，通过教学

改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满意度和学生的考试成绩均得到

大大提高。

在鱼类生理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学

习状态，无论是在讲授过程中，还是在学生讨论过程中或

者实验过程中，注意他们的反应，既注重“教”又注重“学”，

只有教与学紧密结合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在讲授启发与讨

论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学生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创造性

思维实际就是发散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时，能

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既不受

现有知识的限制，也不会受传统方法的束缚。

鱼类生理学是研究鱼类的正常机能活动规律及其调节

理论的科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

这就要求师生在课上、课下加强互动，充分运用“教”与“学”

两个环节，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点、线、片、面的理解。开

展有针对性的鱼类生理学实验，激发学生的主动思维，提高

决策和行为能力。鱼类生理学所讲的每一个重要知识点往

往由讲授—启发—讨论及实验来贯穿，所以学生学起来兴

趣浓厚，加之引导学生自学，利用互联网信息查找，最后

再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从而达到提高综合思维能力的目的。

由于长期受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的思想影响，大部分教

师已习惯于机械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将学生当作储藏知识

的百宝箱，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住了他们的思维，泯灭了他

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目前大部分课程课时量压缩，而鱼

类生理学课程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点及内容较

多，如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势必留给学生想象的空间减少，

从而限制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采用讲授、启发、讨论、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求新、

求活，针对一问题多疑问、多角度、多思考，这样才能培

养学生对问题的好奇心、对答案的求知欲，挖掘学生潜在

的创造能力，使学生知道鱼类生理学课程是能学好的，而

且能用这种潜在的探索精神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5 结语
鱼类生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通过

系统的理论知识讲解与共享的互联网资源相结合，为学生

提供丰富多彩的知识。通过讲授、启发、讨论、自学等方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自觉、主

动地参与实践。21 世纪高等学校的教学面临全新的挑战，

各种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以及互联网的充斥，对教师授课

水平的认可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只有使鱼类生理学教学

遵循科学的人才培养定律，不断对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改

进，才能发挥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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