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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增强生物学教学的情境性%应用性#本文结合 )$'9年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必修 ) 实验.探究抗生素对细菌的选择

作用/#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设计探究 %种常见抗生素对大肠杆菌和酵母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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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抗生素对细菌的选择作用/是人教版高中
生物学教材!)$'9 年版"必修 ),遗传与进化-第 = 章
中的一个探究性实验$ 要求学生以生活中常见的抗生
素为材料设计抑菌实验#突出.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
的定向作用/#强化对进化实质的理解$ 鉴于此#为了
更好地实施该实验#我们尝试在此实验的基础上进行
适当拓展和深入#选用生活中常见的 % 种抗生素以及
高中生物学模式微生物大肠杆菌和酵母菌为实验材

料#进行了最小抑菌浓度的探究性实验$ 通过定量分
析#探究出不同种类的抗生素对两种菌的最小抑菌浓
度#在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素养的同时#为高中生物学实
验校本课程的开设和设计提供参考$
!"实验材料和设备
'?'!实验菌种!菌种为大肠杆菌%酵母菌#来源于常
熟理工学院微生物实验室$
'?)!仪器设备!接种环%玻璃涂布器%培养皿%锥形
瓶%烧杯%量筒%玻璃棒%微量移液器%移液器吸头%称量

纸%定性滤纸%镊子%药勺%记号笔$
电子天平%雷磁牌台式 7_计%超净工作台%大容

量恒温培养摇床%高温蒸汽灭菌锅%隔水式培养箱%紫
外分光光度计%集热式磁力搅拌器$
#"实验准备
)?'!实验试剂!抗生素准备& 诺氟沙星%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硫酸庆大霉素%头孢克肟均购自普通药店$

配制不同浓度的抗生素溶液& 采用二倍稀释法#
将每种抗生素药物各称取 )$ XN溶于 ) XA无菌水中#
然后吸取 )$$ +A于另一个 )?% XA离心管中#再加入
)$$ +A无菌水#配置成 '$ XN8XA%% XN8XA%)?% XN8XA%
'?)% XN8XA%$?=# XN8XA%$?#' XN8XA%$?'= XN8XA%
$?$" XN8XA%$?$& XN8XA%$?$) XN8XA%$?$' XN8XA的
浓度的抗生素溶液$

制备 A5培养基& 胰蛋白胨 '$?$ N%酵母提取物
%?$N%;3J+'$?$N#用 % X,+8A;3H_调至 7_M?)$ 用去
离子水定容至 ' $$$ XA$

----------------------------------------------
源区段/两个假说均能解释实验现象$ 教师再在屏幕
上分享问题&.不同的假说影响雌雄哪个个体的基因
型0/.应该选用怎样的亲本来进行测交实验确认基因
的位置0/待学生思考后#互动面板中提出了 .红眼
!."与白眼!/"杂交/#教师在白板上书写方案#提出
问题&.用 V' 中的红眼!."#还是亲代红眼!."0/学
生在讨论后#互动面板上会出现不同的实验设计方案#
再次视频连线学生展示不同的方案$ 教师可在直播中
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方案进行点评#再提问&.如何获取
白眼!/"0/学生就会思考获取白眼!/"的方法#再在
互动面板上反馈$ 最后#教师通过点击.退出共享/#
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更多/).添加视频/#推送摩
尔根果蝇实验视频微课#让学生了解科学探索的过程$

在网课教学的互动中#学生应用遗传图解解释实
验现象#有效地提高了应用遗传图解分析和解释遗传
学问题的能力#也提升了分析现象%推理验证和解决问
题的综合思维能力$ 通过这个探究过程#让学生感悟
科学研究的艰辛$
%"直播教学后%及时进行互动反馈

网络直播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一样#要将反馈评

价环节始终贯穿于教学过程中$ 例如#.减数分裂过
程/一节的直播教学中#教师可安排播放微课视频演示
减数分裂的过程$ 然后#设置互动问题#与学生视频互
动回答减数分裂各阶段的要点#再绘制各阶段细胞分
裂的简图$ 教师在课堂上公布学生的参与率#展示上
传的图片作品#并点评作品$

对于没有及时参与的学生做好记录#课后教师要
及时跟踪这部分学生的课堂绘图作业情况$ 对表现优
秀的学生给予表扬鼓励#对于存在不足的学生要进行
针对性的辅导$ 这样#才更有利于增强学生在以后直
播过程中参与互动的热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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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牛肉膏 #?$ N%蛋白胨
'$?$ N%;3J+%?$ N%琼脂 '%()% N%水 ' $$$ XA%7_M?&(
M?=$ 每组培养基设置 #个平行样品$

以上培养基均在高压蒸汽灭菌!压力 '$$ ]F3#温
度 ')' g")$ X42后才能够使用$
)?)!实验操作方法的学习!正式实验前#学生以兴趣
小组的方式初步学习微生物接种和培养的相关操作技

术#可借助已有的.微生物培养与应用/教学资源#让
学生在实验室熟悉相关的基本操作和步骤#为正式实
验做好方法技术的准备$
$"实验过程
#?'!学生分组!根据学生人数和实验室的设备条件
情况#将学生分成 "('$ 组#每组 &(= 人#为了保证实
验的科学性#由小组自主设计并讨论方案后#在教师的
指导下各小组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最佳方案#然后分组
完成实验$
#?)!制备平板!将灭菌后的培养基与培养皿放入超
净工作台中#紫外灭菌 )$ X42 后#关闭紫外灯#而后将
培养基倒入培养皿中#培养基铺满整个培养皿即可$
#?#!制备菌悬液!接种前将所有工具用紫外灯灭菌
#$ X42#用接种环挑取少量菌种#在牛肉膏蛋白胨液体
培养基内接种#于 #M g摇床上震荡培养 '"()& E#拿出
后于紫外分光光度计下测菌液浓度#测得后配置成
'$% PDZ8XA的细菌悬液#& g冰箱保存待用$
#?&!抑菌试验!平板接种& 用移液枪吸取 )$$ +A菌
悬液于平板上#用涂布器涂抹均匀$

抑菌效果的测定& 采用滤纸片法$ 用打孔器将定
性滤纸制成圆滤纸片#直径约为 = XX$ 用无菌镊子将

圆滤纸片浸入配制好的抗生素溶液中!抗生素溶液浓
度分别为!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
.$?$) XN8XA%/01$?$' XN8XA"#取出并在容器内壁
上滤去多余的药液#将圆滤纸片贴在平板上!每个平板
约放 %(=片滤纸片"#将贴好滤纸片的平板倒置#大肠
杆菌于 #M g培养 )& E后#酵母菌于 )" g培养 &" E后#
观测抑菌效果#取出测定抑菌圈的直径#记录并比较结
果$ 用无菌水做空白对照组#每组实验重复 #次$
%"实验结果

分别统计了 %种抗生素对大肠杆菌和酵母菌的抑
菌浓度以及抑菌圈直径!图 '()"$ 结果显示#% 种抗
生素对两种菌均有抑菌作用#浓度越高#抑菌圈的直径
越大#抑菌能力就越强!表 '"$ 由表 '可知& !同一种
菌对不同抗生素的耐受力有差异$ 例如大肠杆菌#诺
氟沙星的最低抑菌浓度大于 $?$& XN8XA#而氨苄西林
的最低效应浓度大于 $?=# XN8XA)再如酵母菌#阿莫
西林的最低效应浓度是 $?$) XN8XA#而 '?)% XN8XA
诺氟沙星仍无效应$ % 种抗生素对大肠杆菌的最小抑
菌浓度值依次为诺氟沙星l硫酸庆大霉素l阿莫西林i
头孢克肟l氨苄西林#对酵母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值依次
为阿莫西林l硫酸庆大霉素i头孢克肟l氨苄西林l诺氟
沙星$ "同一种抗生素对不同种类微生物有不同的抑
制效应$ 例如检测到的阿莫西林对大肠杆菌的最低抑
菌浓度是 $?=# XN8XA#远高于酵母菌!$?$) XN8XA")诺
氟沙星对酵母菌的最低抑菌作用浓度为 )?% XN8XA#
远高于大肠杆菌!$?$" XN8XA"$

图 '!%种抗生素药物对大肠杆菌抑菌圈大小

注& 短线指最小抑菌浓度时的抑菌圈

图 )!%种抗生素药物对酵母菌抑菌圈大小

注& 短线指最小抑菌浓度时的抑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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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梯度浓度下 &种抗生素对大肠杆菌和酵母菌抑菌实验数据统计

菌种

类型
抗生素类型

抗生素浓度

! " # % & ' ( , - . /01

抑菌圈直径!PX"

无菌水

大肠

杆菌

诺氟沙星; # )?% '?M ) )?% '?" '?M '?& $?= + + $?=

氨苄西林5 )?= )?) '?9 '?M $?= + + + + + + $?=

阿莫西林L #?) )?% )?) '?9 '?) $?= + + + + + $?=

硫酸庆大霉素 I 无菌生长 )?% )?) $?= + + + + $?=

头孢克肟6 )?# ) '?M '?% '?& $?= + + + + + $?=

酵母菌

诺氟沙星; )?M ) )?# $?= + + + + + + + $?=

氨苄西林5 # )?% )?# ) '?& $?= + + + + + $?=

阿莫西林L 无菌生长 #?% # ) ) '?9 '?M '?) '?) $?= $?=

硫酸庆大霉素 I 无菌生长 ) '?M $?= + + $?=

头孢克肟6 无菌生长 )?M )?% '?= '?= $?= + + $?=

!!注& 圆滤纸片的直径为 $?= PX#在抑菌直径为 $?= PX时#抑菌作用实际上为 $#.j/为未测定

&"抑菌作用机理分析
抗生素的抑菌作用主要有四种& 抑制细菌细胞壁

的合成%改变细胞质膜的通透性%抑制蛋白质的合成以
及影响核酸和叶酸的代谢

''( $ 本实验中的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和头孢克肟属于2 内酰胺类抗生素#主要抑
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 细胞壁形成一旦受阻#细菌就
不能正常繁殖$ 三者对大肠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差异
并不大#这种差异可能主要与实验条件有关$ 硫酸庆
大霉素属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主要抑制细菌蛋白质
合成和破坏细菌胞质膜的完整性#蛋白质合成受阻和
胞质膜的完整结构遭到破坏#也导致细菌无法正常繁
殖$ 浓度相同时#硫酸庆大霉素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
果明显强于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和头孢克肟#说明破坏
细菌质膜比破坏细胞壁对大肠杆菌的生长影响更大$
诺氟沙星属于喹酮类抗生素#主要抑制 :;<回旋酶#
使:;<复制受阻#从而导致细菌死亡#对细菌的正常
繁殖影响最大$ 从实验结果看#酵母菌和大肠杆菌对
诺氟沙星的耐受能力不同#这与酵母菌的 :;<主要分
布于细胞核而大肠杆菌的:;<主要分布于拟核有关$
'"教学建议

本次实验测定了一系列抗生素药物浓度梯度抑菌

圈大小#定量观察和比较分析了不同种抗生素药物在
最小抑菌浓度下对大肠杆菌和酵母菌的抑菌效果以及

抑菌能力的大小#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抑菌机理进行
了相关阐释$ 实验建立在高中生物学基本实验操作水
平的基础之上#对教材实验进行了适当地拓展和深入#

旨在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密切联系日常生

活实际#自主设计实验进行科学探究#解释%解决生产
实践及科学探究等情境中的问题#实现知识迁移#培养
科学思维#为相关教材实验认知奠定了基础$ 如此#既
有利于熟悉实验基本操作与设计#又有利于增强学生
学习兴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从实验实践的角度去
认识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培养社会责任感$

抑菌圈观察实验可让学生直观感受抗生素的抑菌

作用效果#并可通过测量抑菌圈大小深刻理解不同种
抗生素对受试菌种的抑菌能力的强弱$ 教师可以以此
实验为基础#密切联系生活对课题进行进一步的拓展#
完成不同的课题#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例如#比较生活
中常见消毒剂对不同细菌的抑菌效果#比较一些常见
有抑菌作用的物质!如香辛料%大蒜%洋葱%洗手液%牙
膏%肥皂等"对不同细菌的抑菌效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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