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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9 日上午，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举办了“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

程选题论证”研讨会，南京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何善亮教授、田家炳高级中

学科技教育专家王友宁老师、教学处主任张斌老师、教科室主任张雪峰老师、科

技中心副主任沈涛老师，以及相关老师参加了这一活动。南京师范大学科学技术

教育专业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这一课程选题研讨活动。 

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研讨与交流 

研讨会议之初，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科技创新中心王友宁老师热情地向大家

介绍了创新实验室的情况。田家炳高级中学作为享誉社会的江苏省四星级名校，

在科技创新及实验室建设方面位于南京市前列，并在科技创新教育方面取得了特

别突出的成绩。从发展的视角看，在学生科技创新方面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此次“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研讨活动”就是希望田家炳高级中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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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借此能带领学生完成更多的科技创新方面的项目，既提升学校知名度又锻炼学

生综合素质。 

随后，王友宁老师直奔主题，与在座的教学处主任张斌老师（生物学科）、

教科室主任张雪峰老师（物理学科）、科技中心副主任沈涛老师（STEM 教育）

等一起讨论南京师范大学科学技术教育专业部分研究生提前准备的科技创新项

目课程选题。 

 

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研讨 

此次学生们带来的是以下几个选题：王映月同学的《发芽马铃薯毒性部位检

测》、吴喆同学的《简易发电机》和《太阳能小风扇》、张子平同学的《几种市

售茶叶的茶多酚含量测定》、王宇歆同学的《基因剪刀》、《数字电视原理》和

《野生芦蒿的生长》等。对于此次呈现的几个选题及其科学性思考，科技创新中

心王友宁老师给予了非常好的评价。因为学校的老师们常年面对高考压力，思维

比较局限，所以就需要在座的研究生们给大家带来新的思路以供大家讨论。 

在科技创新项目选题的论证研讨中，王友宁老师、何善亮教授和沈涛老师等

分别对这些选题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予了分析和指导。《发芽马铃薯毒性部

位检测》项目可以用化学与生物相结合的方法检测出发芽马铃薯中龙葵碱成分的

变化，再与其他块茎植物做对比实验研究，发现创新性问题。《太阳能小风扇》

可以与 STEM课程相结合，综合太阳能、动能等争取有一定的相关发现和创新，

并完成相应作品。《基因剪刀》可以以动画剪辑的形式参与创新理念相关的比赛。

《野生芦蒿的生长》更是贴近南京本土文化，研究野生芦蒿的成分、特性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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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帮助人们更好的区分野生芦蒿和家养芦蒿的不同。 

科技创新实验室建设参观考察 

科技创新项目选题论证研讨结束后，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科技创新中心王友

宁老师热情带领各位同学参观了实验室里的设备，并让大家根据现有的设备对选

中的选题做出有详细操作的步骤方案。 

各类科技创新实验设备、器材、材料等在实验室里排放规范有序。从植物培

养箱，到研究动物行为的各式小鼠迷宫，再到各式分光光度计、多种气体发生器、

冷冻离心机，还有墙侧器材柜中整齐摆放着的电子称、ph计、电导仪等等，包

含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方面的实验器材。另一间实验室甚至配备了冷藏柜、

微波炉等储存和加工设备，所有这些为科技创新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科技创新实验室 

 

学校科技创新教育教学经验总结与提升交流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是“全国科技教育创新十佳学校”、“教育部实验基地

学校”、“江苏省 STEM 实验学校”、“江苏省科技教育课程基地”。田家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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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围绕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教科研成果，但是对于科技创新部分还需要进

一步的总结和提升，这样不仅有助于深化科技创新研究，还能进一步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促进研究生的专业成长。为此，何善亮教授与王友宁老师还就学生科技

创新项目课程选题的部分问题、下一步实践进度安排、研究生进校参与科技创新

项目课程实践活动指导老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为研究生更好了解基础教育实践

和服务基础教育实践提供了平台和保障。 

 

 

 

 

 

 

 

 

 

 

 

 

 

 

 

 

报：田家炳基金会、南京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常州田

家炳高级中学、常州田家炳初级中学、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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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  发芽马铃薯毒性部位检测                  课程设计者： 王映月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生物领域 

马铃薯的结构，生殖方式，生命周期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有利于学生发展处理图表的能力；分析解释数据

的能力；实验操作的能力。 

 

项目课程目标 

1. 了解龙葵碱及其生理特性，掌握测定其含量

的方法。 

2. 进行比较研究。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研究比较发芽与未发芽马铃薯块茎中龙葵碱的含

量，绘制图表； 

研究发芽马铃薯各部分的龙葵碱含量，绘制图表； 

研究各种市售马铃薯在相同条件下（干燥，阴凉，

避光）龙葵碱含量变化情况，绘制图表； 

改变条件（如加酸，蒸煮，用清水浸泡等），检

测龙葵碱含量是否变化，绘制图表；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参与人数：6~8 人 

获得资料方式：互联网，图书 

资料处理方式：内化，应用，处理 

 

 

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马铃薯 

龙葵碱的提取及检测： 

 

紫外分光光度计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知道马铃薯内龙葵碱的含量分布及变化。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资料搜集（20%）+实践操作（50%）+图表绘制，

数据分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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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简易发电机                          课程设计者：吴喆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物理学科。 

在初中已经学习过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1.能让学生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物理

基础理论知识，促进物理的学习。 

2.运用学过的知识制作成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把

物理与生活实际结合在一起，使学生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 

3.在制作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能源问题，关注

节能减排等社会问题。 

4.通过团队合作制作简易发电机，在制作过程中

发展合作精神。 

5.思考发电机的创新应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项目课程目标 

1.能解释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并根据原理设计产

品。 

2.通过团队合作，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发展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3.能在制作过程中，意识到节约的重要性。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1.理论知识的准备。 

2.提出设计方案。 

3.实施设计方案。 

4.评价设计方案。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1.一组 5 人。 

2.第一课时对电动机原理进行简单讲解，并明确

课程目的。由同学们提出初步的设计方案，并对

方案进行简单的讨论，探究其可行性，完善改进

设计方案。 

第二三课时实施设计方案，在制作过程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第四课时对成品进行评价，提出可以改进创新的

点。 

3.主要从网络和书籍上获取资料，记录对自己有 

用的信息，与同学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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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硬质矿泉水瓶/小药瓶/胶卷盒、两块强磁体、发

光二极管、铝条、吸管、漆包线数米、强力胶、

剪刀、美工刀、导线若干、焊锡少量、电烙铁、

绝缘胶布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1.能做出简易电动机成品。 

2.能对简易电动机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如对外

观设计上的改进等。 

3.能够独立撰写研究报告，并在报告中表达自己

的观点。 

希望能提出

的改进有：应

用在风力发

电，健身发电

等观点。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过程性评价 

1.资料的收集是否全面，能否在大量资料中整理

出有用的信息。（10 分） 

2.提出方案设计时考虑到的因素是否全面。（30

分） 

3.分工以及团队合作意识。（20 分） 

4.对做出的成品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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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太阳能小风扇                           课程设计者：吴喆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物理学科领域。 

高一的学生已经掌握能量的转化、电动机的原理

以及电路连接这些基础知识，可以理解太阳能小

风扇的基本原理。后续的知识准备需要借助网络

和书籍，查找有关风扇扇叶制作的相关知识。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1.能让学生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物理

基础理论知识，促进物理的学习。 

2.运用学过的知识制作成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把

物理与生活实际结合在一起，使学生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 

3.在制作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太阳能是可再生资

源，并且扇叶可以用废弃的矿泉水瓶制作，在制

作过程中发展环境保护的意识。 

4.通过团队合作制作太阳能小风扇，在制作过程

中发展合作精神。 

 

项目课程目标 

1.能解释太阳能小风扇的工作原理，了解风扇叶

片的设计。 

2.通过资料收集，提高学生的收集信息和处理信

息的能力。 

3.通过团队合作，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发展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4.能在制作过程中，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1.理论知识的准备。 

2.提出设计方案。 

3.实施设计方案。 

4.评价设计方案。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1.一个小组 5 人。 

2.第一课时对风扇制作原理进行简单讲解，由同

学们查找资料，在第二节课进行交流讨论。 

第二课时由同学们提出初步的设计方案，并对方

案进行简单的讨论，探究其可行性，完善改进设

计方案。 

第三四课时实施设计方案，在制作过程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第五课时对成品进行评价，提出可以改进创新的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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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从网络和书籍上获取资料，记录对自己有

用的信息，与同学交流讨论。 

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太阳能电池板 3 片、导线若干、焊锡少量、电烙

铁、剪刀、美工刀、胶水、小马达/玩具电动机、

木板若干、木棍若干、小木块若干、空矿泉水瓶

2~3 个、绝缘胶布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1.能做出小风扇成品。 

2.能对太阳能小风扇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如对

外观设计上的改进、材料设计上的改进等。 

3.能够独立撰写研究报告，并在报告中表达自己

的观点。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过程性评价 

1.资料的收集是否全面，能否在大量资料中整理

出有用的信息。（10 分） 

2.提出方案设计时考虑到的因素是否全面。（30

分） 

3.分工以及团队合作意识。（20 分） 

4.对做出的小风扇成品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

见。（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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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几种市售茶叶的茶多酚含量测定课程设计者：张子平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所属领域：物质科学 

课程相关知识：茶多酚是茶叶中的三大功效物质

之一，对人体有多种保健功能，不同种类的茶的

茶多酚含量也不同，茶多酚的主要成分是儿茶素

类和没食子儿茶素类，其结构具有邻位酚性羟基

和连位酚性羟基，在一定 PH条件下，酒石酸铁能

与酚性羟基和连位酚性羟基反应形成蓝紫色络合

物，该络合物在 540nm波长下具有最大吸光度，

因此通过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光度，根据标准曲

线换算出茶多酚含量，即可测得不同茶叶中的茶

多酚含量。 

除此之外，项

目操作过程

中对实验仪

器及药品的

应用也有相

关知识，这里

先暂时不做

详细说明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学科价值：茶多酚的测定运用到了高中化学知识

和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对于提升高一学生对化

学学科的敏感性有较大帮助，高一学生参加该项

目也可提前学习到高二有机化学的内容，为日后

的化学学习做铺垫。同时，学生能够亲自操作许

多化学实验，这些实验在高中化学教材及参考书

中以题目或理论的形式出现过，但学生在高中阶

段未能实际操作，在该项目中给学生提供真实实

践的环境，让学生操作本身在高中阶段没有条件

进行的实验，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

为日后培养理工科背景的高等教育学生打下良好

的基础。 

教育价值：茶多酚具有抗衰老、杀菌、预防心脑

疾病等诸多保健功效，现已成为医药、食品、畜

牧业等方面开发的热点，将这种与生活关系密切

的保健物质与学科知识技能结合在一起，可以让

学生感受到科技与生活是紧密相关的，能够帮助

学生对生活经验与校园学习进行有机的融合，促

进学生形成健康发展的价值观。 

 

项目课程目标 

1.科学知识目标：了解茶多酚的基本性质，知道

茶多酚对人体的保健原理，理解茶多酚含量测定

的基本原理，掌握基本实验操作。 

2.科学探究目标：知道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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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探究，知道科学探究需要已提出和聚焦的问题

设计研究方案，通过收集资料和运用逻辑思维能

力分析问题，进行实验操作，得出结论并与他人

交流实验成果。 

3.科学态度目标：本着尊重事实，尊重实验数据

的态度对待实验结论，在实验过程中保持着对探

索自然物质的好奇心和热情，敢运用批判性思维

大胆质疑，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用于创新。 

4.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总目标：了解茶多酚

在生活中的应用，知道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密不

可分，能够将所学的茶多酚相关知识联系实际生

活环境，解释现代功能性保健食品对大众的影响。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本项目课程内容所属领域为物质科学，此外也包

含了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相关知识，从这两个领域

中选取 5 个适合高一学生学习的主要概念，围绕

这些概念进行教学，使学生对茶多酚的测定原理

形成知识结构，完成实验操作。具体概念如下： 

1．茶叶中的三大保健物质为：茶氨酸，茶多酚以

及咖啡碱，其中茶多酚有抗衰老、杀菌、预防心

脑疾病等诸多保健功效，不同茶树品种的茶多酚

含量不同。 

2.茶多酚的主要成分是儿茶素类和没食子儿茶素

类，其结构具有邻位酚性羟基和连位酚性羟基。 

3.酒石酸铁能与酚性羟基和连位酚性羟基反应形

成蓝紫色络合物，该络合物在 540nm 波长下具有

最大吸光度。 

4. 茶多酚的换算公式为：茶多酚（mg/mL）=E

×1.5，其中E值为试样测得的吸光度（A），从

标准曲线上查得的没食子酸乙酯相应含量，单位

是mg/mL。 

5.无论是测定样品中的茶多酚含量还是 标准系

列溶液的配制都须有对照实验。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学生 10-12 人，教师 1-2 人。 

实施课时:6 课时（每课时 40 分钟） 

获得资料形式：中国知网中的相关文献，茶叶中

的茶多酚含量国标以及相关茶叶加工学实验书籍 

资料处理方式：查阅相关上述资料，制订课程计

划和实验报告样板，包括详细的研究背景，实验

器材及药品的选择，实验方案（包括实验步骤，

样品的收集，样品的预处理，实验预设等），并

作出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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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1）实验仪器 

名称 数量 

紫外分光光度计 1台 

电子天平 3台 

电炉 3个 

烧杯（100mL） 30个 

烧杯（500mL） 12个 

量杯（50mL） 6个 

容量瓶（100mL、250mL） 各 6个 

比色管（50mL） 42个 

比色皿 6个 

吸量管（2mL、5mL、10mL） 各 6根 

胶头滴管 6个 

烘箱 1台 

（2）实验试剂 

硫酸亚铁（ OHFeSO 24 7 )；酒石酸钾钠

(
OHKNaOHC 261414 4

)；蒸馏水；十二水磷酸

氢二钠( OHHPONa 242 12 )；茶多酚纯品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1.通过实验得出，：当溶液pH在7.5时，茶多酚与酒石

酸亚铁能形成稳定的蓝紫色或红紫色络合物，并且酒石酸

亚铁的加入量为4-6ml 

时，吸光值最大且稳定. 

2.样品处理静置时间在30min后，茶多酚含量趋于稳定；

比色测定放置时间在60min内，络合物较为稳定，而在

60min以后，吸光度开始下降。 

3.市面上所售茶叶品种不同，茶叶的茶多酚含量就不同，

鲜叶的叶片越大的茶树品种，茶多酚含量就越多，反之越

少。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满分（100 分）=考勤（10 分）+实验基本知识与

技能（40 分）（分 6 次打分，每次满分一百分，

总成绩课程结束时按权重计算）+创新能力（50

分）（主要由是否能及时发现问题、独立设计合

理的实验方案、能否提出新的猜想、对猜想能否

进行合理的验证等维度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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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          基因剪刀            课程设计者：     王宇歆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艾滋病、艾滋病病毒 

遗传物质、限制酶 

基因剪刀的原理，基因剪刀经过了数代发展，前

两代技术的代表分别是 ZFN 和 TALEN 技术，目

前最流行的是第三代 CRISPR 技术。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基因编辑技术对未来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重大的促

进作用，让同学对最新的医疗技术有所了解 

 

项目课程目标 

了解最前沿的生物技术，对艾滋病有基本的了解，

学会防御。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基因剪刀的运作，对艾滋病治疗的作用。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5-7 人一小组、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等。制作

基因模型，使用 flash 制作基因切割过程。 

 

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flash、模型制作工具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模型制作、flash 动画制作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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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          数字电视原理            课程设计者：     王宇歆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彩色电视基础知识 

数字电视与模拟电视的区别 

数字电视概论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力

为重点，建立新形势下具有电子信息特色的思维

体系。令同学们对当今社会热门的信息与通信技

术有所了解，理解生活中常见的高科技。 

 

项目课程目标 

使学生对于现代数字通讯有所了解。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光的特性与光源、色度学概要、人眼的视觉特性 

什么是数字电视，什么是模拟电视。 

数字电视的优点、组成、关键技术、国内外发展

状况及标准化。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5-7 人一小组、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等。  

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Matlab 仿真软件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1、 光的配色 

2、 数字电视与模拟电视的区别 

3、 数字电视的标准化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模型、论文、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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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高中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课程选题论证 

 

项目课程名称：    野生芦蒿的生长         课程设计者：     王宇歆          

论证内容 主要观点 补充说明 

课程所属领域及知识基础 

（主题领域、课程相关知识） 

植物生长与培养（水）  

课程理论及实践价值 

（学科价值、教育价值） 

了解植物栽培技术，分析土壤里的元素含量，对

植物生长的影响 

 

项目课程目标 

植物生长环境及过程研究  

项目课程内容 

（具体研究问题分解） 

察野生芦蒿和家养芦蒿的区别，包括外形、颜色、

味道。（去菜场买点实物，可以利用生物实验室，

进行更多实验，如叶绿素提取等） 

探究野生环境中土壤中的微量元素，与大棚中土

壤微量元素含量做对比。（土壤改良的研究） 

 

项目课程实施方式 

（参加人员数量、具体实施

课时、获得资料形式、资料

处理方式） 

5-7 人一小组、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等。  

项目课程实施条件 

（实验器材、等） 

实验仪器  

预期研究成果 

（可能的创新点、研究报告） 

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对植物的影响 

动手学习种植植物 

无菌培养 

 

项目课程评价 

（学生成绩评定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