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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110110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 of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学分/学时：1.5 学分/51 学时 

◆课程类型：  通识通修课程通识通选课程 

  学科基础必修课程 学科(跨学科)选修课程 

            专业发展核心课程 专业发展拓展课程集中实践课程 

◆适用专业（专业类）： 环境科学 

◆先修课程：环境微生物学、环境生态学 

 
一、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力求达到适应２１

世纪实施素质教育，能力教育的要求。环境微生物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应用性极强的

学科，实验课的教学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本课程的任务就是使学生得到微生物学实验基

本操作技能的训练，进一步加深对环境微生物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与

教学的基本素质。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牢固掌握环境微生物学的基本实验技术，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

解，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观察、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本课程

要求学生课前进行预习、课上认真听讲、独立完成实验设计与操作，课后认真总结实验结果、书

写实验报告并回答课后思考题。 

二、教学方式与方法 
积极引进国际、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与方法，结合国内学生的特点和我国的教学机制，重视

个性的发展，鼓励个人潜能的开发；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使学生能够学会如何学习，

成为学习的主人；课程以单元模块为单位，既有统一要求，又可适应个体需要；整个教学不是以

最后的考试为惟一考核依据，平时的课业等也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的的主要标准。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是微生物学基本操作技能，包括显微镜的正确使用和保养，微生物染色和形态观察，

无菌操作技术，微生物分离纯化和培养技术，环境微生物的检测，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微生物种类

的鉴定及培养。 

（二）教学难点 

对于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来说，教学的难点是无菌操作意识的培养、无菌操作技术的掌握以及

微生物分离纯化和培养技术。 

四、学时分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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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学时 

一 培养基的制备和灭菌 必修 综合性 6 

二 实验室环境和人体表面微生物的检查 必修 
设计研究

性 
6 

三 细菌纯种分离、培养和接种技术与菌落形态观察 必修 综合性 6 

四 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必修 
设计研究

性 
6 

五 细菌菌落总数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6 

六 大肠菌群的测定 必修 综合性 7 

七 光学显微镜的操作及微生物的简单染色 必修 验证性 5 

八 细菌的革兰氏鉴别染色法 必修 验证性 6 

九 显微镜直接计数法 必修 
设计研究

性 
6 

十 牛乳中细菌的检查 选修 验证性 6 

十一 细菌淀粉酶的测定 选修 
设计研究

性 
6 

合计    66 

注：1.“实验要求”填写“必修”或“选修”； 

2.“实验类型”填写“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研究性”或“其它”； 

3. 学时“合计”数应大于或等于该实验课程总学时数。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三版），周群英、高廷耀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微生物学实验》（第三版），沈萍、范秀容、李广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二）教学参考书 

《环境微生物学》，乐毅、王士芬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类型】考试考查 

【考核方式】开卷闭卷项目报告/论文 

其它：（填写具体考核方式） 

【成绩评定】平时成绩 70%，期末成绩 30% 

七、课程内容概述 
实验一 培养基的制备和灭菌 

（一）教学要求 

1.熟悉玻璃器皿的洗涤、包装、棉塞的制作和灭菌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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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培养基的配制、分装、斜面培养基和无菌水的制备方法，熟悉常用培养基名称； 

3.了解高压蒸汽灭菌和干热灭菌的基本原理及应用范围，掌握高压蒸汽灭菌的操作方法和注

意事项。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玻璃器皿的洗涤、包装和棉塞的制作, 培养基的配制、斜面培养基和无菌水的

制备，高压蒸汽灭菌的操作方法。 

教学重点：玻璃器皿的洗涤、包装和棉塞的制作, 培养基的配制，高压蒸汽灭菌的操作方法。 

教学难点：玻璃器皿灭菌前的包装，棉塞的制作，培养基的配制。 

（三）教学内容 

1.玻璃器皿的洗涤和包装； 

2.培养基的制备：称量，溶解，调 pH，分装，包装； 

3.无菌水的制备； 

4.高压蒸汽灭菌； 

5.制备斜面。 

（四）思考题 

1.培养基是根据什么原理配制的？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中不同成分各起什么作用？ 

2.为什么湿热比干热灭菌优越？ 

 

实验二  实验室环境和人体表面微生物的检查 

（一）教学要求 

1.证明实验室环境和人体表面存在微生物； 

2.学习平板培养基的制作方法； 

3.体会无菌操作的重要性； 

4.观察菌落形态特征； 

5.比较来自不同场所与不同条件下细菌的数量和类型。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平板培养基的制作；无菌操作概念的建立和无菌操作技术的学习；微生物培养

条件的了解；菌落形态的观察和菌落数的计数；不同场所和条件下细菌数量的比较。 

教学重点：平板培养基的制作；微生物培养条件的了解；菌落形态的观察和菌落数的计数；

不同场所和条件下细菌数量的比较。 

教学难点：无菌操作概念的建立和无菌操作技术掌握。 

（三）教学内容 

1.平板培养基的制备； 

2.实验室细菌检查； 

3.人体细菌检查； 

4.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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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菌落的观察、计数。 

（四）思考题 

1.比较不同来源的样品，哪一种样品的平板菌落数与菌落类型最多？ 

2.通过本次实验，在防止培养物的污染与防止细菌扩散方面，你有什么体会？ 

实验三  细菌纯种分离、培养和接种技术与菌落形态观察 

（一）教学要求 

1.掌握从环境中分离培养细菌的方法； 

2.获得若干种细菌纯培养技能； 

3.掌握几种接种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细菌纯种分离方法（包括稀释平板分离法和平板划线分离法的学习）；斜面接

种技术。 

教学重点：稀释平板分离法和平板划线分离法的学习；斜面接种技术的掌握。 

教学难点：平板划线分离法。 

（三）教学内容 

1.取土壤样品； 

2.土壤样品的溶解和系列稀释； 

3.细菌纯种分离方法：稀释平板分离法，平板划线分离法； 

4.斜面接种技术； 

5.菌落形态观察。 

（四）思考题 

1.用一根无菌移液管接种几种浓度的土壤样品时，应从哪个浓度开始？为什么？ 

2.你掌握了哪些细菌纯种分离方法？ 

 

实验四  化学因素对微生物的影响 

（一）教学要求 

1.了解常用化学消毒剂对微生物的作用； 

2.掌握滤纸片法测定抑菌作用的操作技术；  

3.掌握抑菌圈的测量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细菌纯种分离方法（包括稀释平板分离法和平板划线分离法的学习）；斜面接

种技术。 

教学重点：了解常用化学消毒剂对微生物的作用；滤纸片法测定抑菌作用的操作技术的学习；

抑菌圈的测量方法。 

教学难点：抑菌圈的观察和测量。 

（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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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抑菌剂的配制； 

2.平板培养基的制备； 

3.菌液的涂布； 

4.浸有抑菌剂的滤纸片贴于含菌平板上； 

5.培养； 

6.抑菌圈的观察和测量。 

（四）思考题 

影响抑菌圈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实验五  细菌菌落总数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学习水样的采集方法和水样细菌总数测定的方法；  

2.通过细菌菌落总数的测定，了解其生化特性和作为水质指标的原理；  

3.了解水源水的平板菌落计数的原则。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细菌纯种分离方法（包括稀释平板分离法和平板划线分离法的学习）；斜面接

种技术。 

教学重点：细菌菌落总数的测定和水源水的平板菌落计数的原则。 

教学难点：水源水的平板菌落计数。 

（三）教学内容 

1.水样的采集和保藏； 

2.水样的稀释； 

3.接种； 

4.培养； 

5.细菌菌落计数； 

6.报告结果。 

（四）思考题 

1.测定水中细菌菌落总数有何意义？ 

2.根据我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讨论你这次实验的结果。 

 

实验六  大肠菌群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1.学习测定水中大肠菌群数量的多管发酵法； 

2.通过大肠菌群的测定，了解其生化特性和作为水质指标的原理； 

3.了解细菌在液体培养基中的生长现象及其代谢产物在鉴别细菌中的意义。 

（二）知识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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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知识点：测定水中大肠菌群数量的多管发酵法，大肠菌群作为水质指标的原理，细菌在

液体培养基中的生长现象及其代谢产物在鉴别细菌中的意义。 

教学重点：学习测定水中大肠菌群数量的多管发酵法，了解细菌在液体培养基中的生长现象

及其代谢产物在鉴别细菌中的意义。 

教学难点：小导管的使用以及对产酸、产气现象的观察和判断。 

（三）教学内容 

1.培养基的配制； 

2.水样的采集和保藏； 

3.水样的稀释； 

4.接种； 

5.培养； 

6.产酸、产气现象的观察； 

7.大肠菌群测定结果报告。 

（四）思考题 

1.大肠菌群的定义是什么？ 

2.经检查，水样是否合乎饮用标准？ 

 

实验七  光学显微镜的操作及微生物的简单染色 

（一）教学要求 
1.掌握光学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学习显微镜的操作方法和保养；掌握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和保护法。 
2.学习微生物的染色原理、染色的基本操作技术，掌握细菌涂片标本的制备。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显微镜的操作方法；微生物简单染色的原理和操作技术；细菌涂片标本的制

备。 
教学重点：学习显微镜的操作方法特别是油镜的使用和焦距的调节；微生物简单染色的原

理和操作技术；细菌涂片标本的制备。 
教学难点：显微镜焦距的调节和细菌简单染色技术的掌握。 

（三）教学内容 
1.认识光学显微镜的结构、原理，学习显微镜的操作方法和保养；掌握显微镜油镜的使用

和保护法。 
2.简单染色：细菌涂片标本的制备，简单染色，显微镜观察。 
3.污泥中原生动物的选择和观察 

（四）思考题 
1.用油镜观察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如果你的图片未经热固定，将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加热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又会怎

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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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细菌的革兰氏鉴别染色法 

（一）教学要求 
1.学习革兰氏染色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细菌分类鉴定中的重要性；  
2.掌握革兰氏染色法的操作技术。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理解革兰氏染色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细菌分类鉴定中的重要性；掌握革兰氏

染色法的几个重要的操作环节；学习对革兰氏鉴别染色结果的判断；掌握边观察边绘制细

菌个体形态的技巧。 
教学重点：掌握革兰氏染色法的几个重要的操作环节；学习对革兰氏鉴别染色结果的判断；

掌握边观察边绘制细菌个体形态的技巧。 
教学难点：革兰氏染色法关键环节的掌握。 

（三）教学内容 
1.制片； 
2.初染； 
3.酶染； 
4.脱色； 
5.复染； 
6.镜检； 
7.混合涂片染色； 
8．染色结果的判断和细菌个体形态的绘制。 

（四）思考题 
乙醇脱色后复染之前，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应分别是什么颜色？ 

 

实验九  显微镜直接计数法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血球计数板的构造；  
2.掌握使用血球计数板进行微生物计数的方法； 
3.进一步熟悉和掌握荧光显微镜的操作方法； 
4.学习用压滴法制作标本片。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了解血球计数板的构造； 掌握使用血球计数板进行微生物计数的方法；学

习用压滴法制作标本片。 
教学重点：掌握使用血球计数板进行微生物计数的方法；学习用压滴法制作标本片。 
教学难点：正确使用血球计数板进行微生物计数、使用荧光显微镜对水体中微生物计数。 

（三）教学内容 
1.了解血球计数板的构造和使用方法；了解荧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压滴法制作标本片；荧光染色法 
3.计数微生物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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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题 
根据你的体会，说明血球计数板计数的误差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荧光显微镜是否可以观察活细菌和死细菌？为什么？ 
 

实验十  牛乳中细菌的检查 

（一）教学要求 
了解牛乳的细菌学检查方法——显微镜直接计数法和美蓝还原酶实验法。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牛乳的细菌学检查方法——显微镜直接计数法和美蓝还原酶实验法。 

（三）教学内容 
1．显微镜直接计数 
1）在白纸上画出 1cm2 的方块，然后将玻片放在纸上。 
2）用 10μl的微量吸液器吸取混匀了的生牛乳样品，放在玻片 1cm2 区域的中央。 
3）用接种针将牛乳涂匀，并涂满 1cm2 的范围。 
4）使涂片于空气中慢慢干燥。将铁丝试管架放在沸水浴中，然后置已干燥的涂片于试管

架上，用蒸汽热固定 5 分钟，待干。 
5）浸于美蓝染液缶内染色 2 分钟。 
6）取出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的染料，晾干。 
7）再用水缓缓冲洗，晾干。 
8）油镜下观察细菌数，共数 30—50 个视野。 
9）计算 
2.美蓝还原酶试验法 
1）标记两个无菌试管 1 和 2 
2）分别向两个试管各加入 10ml 生鲜牛乳样品和质差牛乳样品。 
3）分别向两管各加入 1ml 美蓝溶液，盖紧管塞。 
4）轻轻倒转试管约 4 次，置 36.℃水浴中，并记录培养时间。 
5）测试管在水浴中稳定 5min 后，取出。轻轻倒转一次后再放回水浴中。 
6）每隔 30min 观察记录试管中美蓝颜色的变化，直至 3~6h。 

（四）思考题 
1.在美蓝还原酶试验法中，你所检查的生牛乳样品质量怎样？  
2.你所检查的生牛乳在显微镜视野下观察到的情况，对照图ⅩⅤ-1 是属于哪一种情况？ 

 
实验十一  细菌淀粉酶的测定 

（一）教学要求 
了解淀粉酶的作用特点，掌握测定方法。 

（二）知识点提示 
主要知识点和教学重点：活性污泥混合液中的淀粉酶活性的测定，细菌淀粉酶在固体培养

基上的扩散。 

（三）教学内容 
1.活性污泥混合液中的淀粉酶活性的测定； 



10 

2.细菌淀粉酶在固体培养基上的扩散实验。 

（四）思考题 
1.在活性污泥混合液中的淀粉酶活性的测定中，如果 1 号管中的蓝色一直不能褪去，请分

析其原因。 
2.观察点种培养的结果并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