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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立项申报表 

学校名称： 苏州大学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中心网址： http://msetc.suda.edu.cn 

公 章：

江苏省教育厅制 

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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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教学中心基本情况 

实验中心名称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课程门数 实验项目个数 面向专业个数 年实验人时数 

教学简况 

21 241 15（含方向）  163000 

10万元以上设备 
实验室建筑 

面积 （平方米） 
设备台件数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台套数 
总值 

（万元） 基础条件 

5803 1228 1121.5 9 236.7 

姓名 年龄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联系方式 

陈卫昌 47 研究生 博士 教授、博导 

办公室：0512-67780587 

移动电话：13328006298 
电 子 信 箱 ： 
weichangchen@126.com 

教学科研 

工作经历 

陈卫昌，教授，博士生导师，医学博士。江苏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副主 

任委员，苏州市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省卫生厅科教兴卫工程重点人才，入选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长期从事临床医学理论与实验教学工作， 主要承担 《内科学》、 《诊断学》、 

《临床技能训练》、《临床流行病学》、《内科学进展》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近年来积极探索医学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取得了多项教学成果。主要从事消化系统胃肠道肿瘤和胰腺疾病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目前承担包括国家自然基金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3项。 

实

验

中

心

主

任

情

况 

主要教学 

科研成果 

主持“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临床能力与素质培养途径的探索和实 

践”获 2007 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承担并完成省级教改项目 1 

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 3项。主编、副主编、参编专著9部，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4篇被SCI收录。2009年荣获苏州 

大学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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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专职教师人数 
总人数 

小计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他 

其中兼职 

教师人数 实验 

教师 
45 19 2 5 11 1 26 

总人数 
其中高级工程师/ 

实验师人数 

其中工程师/ 

实验师人数 

其他技术 

人员人数 实验技 

术人员 
12 4 6 2 

实

验

中

心

人

员

情

况 其他 

人数 

时间 
经费投入 

（万元） 
支出项目 

支出 

子项目 

支出金额 

（万元） 
备注 

设备 110 

实验室 

改造 
230 

2006 340 添置相关 

教学设备， 

实验室改 

建等 

设备 34 

实验室 

改造 
92 

2007 126 添置相关 

教学模具、 

房屋改造 

等 

设备 550 

实验室 

改造 
164 

2008 714 添置高级 

综合模拟 

人在内的 

教学设备， 

实验室改 

建等 

2006年以来 

实验中心经费 

投入和支出 

情况 

合计 1180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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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 

实验中心教学 

科研主要成果 

（只列省级以上成 

果） 

1． 教学主要成果： 

获省级以上教学奖励 6项，校级教学奖励 19 项。 

（详见 32页 附件 1）。其中 

（1）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的教学研究”获 2004 年省教育厅教学成 

果一等奖(古桂雄等)； 

（2） “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临床能力与素质培养途径的探索和实 

践”获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二等奖(陈卫昌等)； 

（3） “临床医学”为省级品牌专业； 

（4） “放射医学”与“护理学”为省级特色专业； 

（5） “面向 21世纪高级医学人才知识体系与培养教育模式”获省 

级优秀奖。 

承担省级以上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8 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 

题 6项。其中省级项目 6项，WHO 项目 1 项,江苏省高教学会“十 

一五”项目 1项。 （详见 34页 附件 2） 

主编出版教材和教参 43 部，参编 12 部。其中“胎儿发育与 

生理学”省级精品教材， “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为全国“十 

一五” 规划教材， “医学心理学” 、 “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问题指南” 

和“医学心理学学习纲要与习题集”为全国八年制规划教材。(详 

见 35 页 附件 3)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45篇。 （详见 38页 附件 4） 

中心教师指导的学生获得“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级奖 2项，省级奖 5项。 （详见 44页 附件 

5） 

2．科研主要成果： 

获省级以上科研奖励 22 项，其中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4 项；江苏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项，三等奖 10项。 （详见 45页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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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验中心建设方案 
建设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医学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医学生 

的临床技能实验和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加强医学生的临床技能、职业态 

度、行为和职业道德及基本素质是全球医学教育标准的最低基本要求，其根本目的就 

是使学生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之中，提高临床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培 

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强化临床技能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 

医学生临床工作的实践能力。 

当前临床医学教学中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由于医学伦理及患者自我保 

护意识日益强化等原因,医学生实际接触病人并进行技能操作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少;二 

是未经诊疗技能培训的医学生直接接触患者,甚或直接在患者身上进行诊疗操作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三是传统的医学课程设置往往注重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大部分医学生 

没有机会接受系统规范的临床技能培训,严重限制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加强和探索 

医学生临床能力培养已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中最为关注的重要课题，如何提高学生临床 

技能操作水平已经成为临床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近十余年来的经验告诉 

我们,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平台的建设能极大的弥补传统医学教学的不足,改善临床教学 

和技能实训条件,缩小与消除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之间的沟壑,为医学生技能操作练习 

和临床思维培养提供了可能的场所与硬件支撑。 

因此，面对新形势下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以培养具有扎实临床技能 

和思维能力的高素质综合型创新人才为目标，建设能与国际先进医学教育接轨的高层 

次、高质量医学人才，临床技能教学平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有建设基础（包括管理体制、实验教学、实验教材、实验队伍、仪器设 
备、开放管理、环境与设施、保障机制等方面）： 

苏州大学医学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创办于 1912 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2000 年并 

入苏州大学成立医学部，依托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医学教育进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医学部拥有基础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博士点， 

2个博士后流动站，共有博士学位点 37个，硕士学位点 71个。医学部现有国家级重点 

学科 3 个：内科学（血液病）、放射医学、外科学（骨外科）；国防科工委重点学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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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放射医学、内科学（血液病）；临床医学五年制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临床医学七年 

制专业为本硕连读，专业建设负责人为阮长耿院士。按照医学教育规律，学校几次调 

整管理体制，目前的医学部是苏州大学医学和生命科学教育管理的实体单位，下辖 4 

个学院和 11家附属医院（３个直属附院，３个三甲医院）。 

管理体制：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由学校与第一临床学院、第二临床学院和儿科 

临床学院共建、共享。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中心主任、 

副主任由学校直接聘任，主任由具有正高级职称者担任，全面负责实验教学中心的管 

理工作，制订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的发展规划和整体建设目标，组织领导实验教学 

改革，确定中心的改革思路，组织实验教学管理，包括实验中心的岗位设置和聘任、 

实验教学管理制度的制订、实验教学的质量评估等。中心人员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 

岗、定期考核的管理机制。中心实验教学技术岗位及辅助岗位根据有关规定按需设置。 

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实验室人员岗位职责，结合量化标准， 

公开招聘，规范管理，使实验室开放有序，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验环境，在人力资 

源、实验资源、课程资源等方面实现了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的建设目标。 

实验教学：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面向临床医学(五、七年制) 、放射医学(五、七 

年制) 、护理学、口腔医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学、法医学等15个专业（或方向） 

的本科生相关课程进行实验教学。中心开设实验课程 21 门，实验项目 241 个，每年接纳 

培训全日制本科生人数近 1500 人，年实验教学人时数 16.3 万，同时每年还承担 200 

余名海外留学生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实验教学任务。 

中心依托优势学科，结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改革，通过综合运用多种 

先进实验教学手段与技术，整合各临床学科实验教学资源，构建了贯穿整个临床教学 

过程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新体系，增加了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加强医学生 

的能力培养，努力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新实验教学体系包括“临床基本技能训练”教 

学环节(该环节既涵盖了以前的体格检查、实验诊断、影像诊断、动物手术等教学内容， 

又增加了临床基本操作的模拟训练内容)， “临床见习、实习”的实训教学环节(该环节 

强化了实习教学过程中的基础训练、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等集中实习教学)，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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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临床思维训练”教学环节(该环节利用计算机的模拟训练，明显增强了疾病的整体 

观和循证思维的教学)， “专业实验”教学环节(该环节大大改善了以前医学、口腔医学 

等专业课程难以进行实验教学的局面，同时还满足了医学、口腔医学、医学影像学和 

医学检验等专业的专业实验课程教学)， “OSCE 临床能力考核”环节(该环节主要用于评 

估学生临床技能水平和临床实践教学效果)。 

实验教材：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重视实验教材建设,对实验教学内容不断改革 

创新，所编教材和讲义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自主训练。近 5年来，中心教师共 

主编出版教材和教参 43 部，参编 12 部，其中 1 部为省级精品教材，2 部为全国“十 

一五”规划教材，3部为全国八年制规划教材。同时还组织了 30余位临床专家编写了 

临床技能训练讲义, 为临床专业学生独立设置临床技能课程,加强临床技能训练，取 

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实验队伍：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现有专兼职实验教师 45 名，实验技术人员 12 

名。专职实验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 61.3%，高级职称教师占 35.5%。通过引 

进人员、在职进修，攻读学位，实验教学中心人员的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仍在不断提 

高。实验教学中心人员还十分重视教学改革和研究工作的经验，以科研成果促进教学 

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承担了多项与实验教学相关的教学与科研项目。 经过多年的努力， 

实验教学中心已经形成了一支教学理念先进、业务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学历和年龄 

结构比较合理、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的师资队伍。 

仪器设备：学校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建、211 工程、重点学科经费、教学设备专项投 

入等途径，五年内连续投入建设经费达 2000 多万元，其中仪器设备投入达 1100 多万 

元。目前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拥有先进的高级综合模拟人 ECS（两套）、人工控制分 

娩模拟人、数字化影像学系统以及内、外、妇、儿、诊断、急救等各学科种类齐全的 

教学模型和设备，并初步培养临床教学的标准化病人（SP）应用于临床教学，形成了 

一整套覆盖所有临床基本技能教学培训的完整体系。 

开放管理：实验中心常年对经过临床基本技能训练、处于实习阶段的本科和七年 

制医学生开放，并由相应技术人员提供指导。根据医师法的规定，医学生是不能独立 

完成临床操作的，如果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碰到合适的病例，但无法独立完成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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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操作，可以到中心预约自主完成相关的技能模拟训练项目，掌握其操作要领。实 

验室开放时，安排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值班，负责做好实验指导、维持秩序、器材供 

应、实验室安全等管理工作，并认真做好开放记录工作。 

环境与设施：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按模拟医院格局进行整体建设, 目前拥有实 

验室建筑面积 5803 平方米。实验室布局合理，包括临床基本技能实训室、模拟急救室、 

重症监护室（ICU）、SP 模拟诊室（OSCE 考核室）、PBL 讨论室、心肺腹听触诊训练室、 

标准化手术室、无菌流程、消毒洗手室、模拟产房及多功能训练室等，配置全程教学 

质量监控与录像回放系统的中心控制室。 

保障机制：学校和医学部每年都专门投入设备维护费用和材料损耗费用，以保证 

所有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为实现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目标，保障各类人员和 

仪器设备高效运行，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建立了相应完备的管理制度，包括：以会 

议、计划、登记统计、考核评定、档案整理和奖惩为主要内容的实验教学管理制度； 

以聘用上岗、学习培训、工作量定量考评实验队伍建设制度；以岗位责任、请示报告、 

考勤管理、资源信息网络化、实验室开发运行和实验教学质量评估为主要内容的中心 

管理制度；以设备管理、开放共享和革新开发为主要内容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经过近 4 年来的建设和改革，初步实现了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与基础医学实验 

教学中心和医院网络系统的一体化，畅通无阻的局域网及其完备可靠的软件系统，实 

现了设备、教学资源共享和信息化的管理，仪器设备精良，优化配置，开放运行，管 

理措施到位，设备使用率为 100％。按防火、防盗、防破坏、防事故的要求不断改进实 

验室防护设施。中心实行安全卫生工作岗位责任制，实行定点、定位、专人负责管理。 

建设的目标与思路：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根据学校提出的“宽专业、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人 

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依托百年大优良而严谨的医学教学传统、各临床学院强大的教学 

师资队伍和强有力的学科支撑条件，在“以学生为本，融知识传授、临床实践能力和 

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的教学理念下，整合、优化临床技能教学内容， 

构建以提高临床技能操作水平为主线，以培养学生基本临床技能、专科临床技能、综 

合临床技能为内容，分阶段、分层次、开放式、逐步提高的临床技能教学新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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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发挥其示范作用。 

（1）继承和发扬百年苏大优良传统，深化临床技能实验教学改革 

苏州大学医学教育在临床技能教学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内具有一定的 

影响。随着医疗和教育体制的变化，学校充分认识到基本临床技能在医学本科教学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适应当今我国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临床技能教学改 

革，结合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在建设高标准的临床技 

能实验教学中心的基础上，单独设置“临床技能实验学”课程，反复训练学生的基本 

临床技能，同时培养和训练学生的专科技能和综合技能，并对长学制的学生进行临床 

科研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培养高水平的合格医学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毕业后 

继续教育做好充分准备。 

（2）构建临床技能实验教学新的体系 

构建“以提高临床技能操作能力为主线，以基本临床技能操作、专科临床技能操 

作、综合临床技能操作和临床创新能力为基本内容，建立基本临床技能训练平台—专 

科临床技能训练平台—综合临床技能训练平台，基本临床技能训练贯穿临床教学全过 

程，分阶段逐步提高临床技能操作水平”的临床实践教学新体系。 

（3）更新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内容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合理衔接。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内容涵盖基本临床技 

能、专科临床技能、综合临床技能。基本临床技能主要包括诊疗操作基本技能、急救 

基本技能、护理操作基本技能等；专科临床技能主要包括有创造性的临床操作技能、 

牵涉个人隐私的临床操作技能和某些专科特有的技能等； 综合临床技能主要是利用 ECS 

等高级综合模拟人训练学生的疾病综合处理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临 

床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基本临床技能”贯穿整个临床教学全过程，将专科 

临床技能、综合临床技能加入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涵盖“基本型” （基 

本临床技能）、“综合设计型”（专科临床技能、高级综合模拟人综合训练）和“创 

新型”（临床科研实验、医疗新技术等）三大类型，并突出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的“阶 

段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的三大特点。 

（4）改革临床技能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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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医疗市场和医疗体制的变化对临床教学的影响，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充分利用临床技能训练中心，开展利用模型、学生本身、动物、标准化病人（SP） 

等教学资源进行临床技能模拟教学以辅助床边教学，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网 

络教学平台，逐步实现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的网络化。全面开放临床技能实验室，建立 

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和以学生自主、学生相互合作为主的学习模式。 

改革临床技能考核的方法， 结合医学国际教育标准， 实行临床客观化结构考核 （OSCE）， 

实现考核手段的现代化。 

（5）推进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 

逐步实施理论课教师、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的教师一体化，重视教学梯队建设，发 

扬专家教授“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努力形成结构合理、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 

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互通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队伍。 

（6）完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管理体制，加强中心硬件建设 

完善实施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的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负责制，统一安排教学 

任务，统一制定规章制度，统一购置与管理模型和仪器设备，实现教学资源统筹调配 

和共享，以提高使用效益。逐步建立网络化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和信息管理平台，实现 

网上辅助教学和网络化管理，通过制定严格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和临床技能 

实验教学质量考评办法，建立起全面科学的实验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实行专款专用，建立仪器设备购置经费的保障体系，保证 

设备购置经费足额到位。健全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实行开放管理，以提高仪器设备的 

利用率和使用水平。不断改造实验设施，改善实验环境，广泛开展师生安全教育，为 

高水平合格医学人才和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人性化、安全、环保的实验条件。 

主要建设内容：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是一个跨学科、多层次、综合性的，集教学、科研、培训 

三位一体的实践性教学中心。中心按照“高起点”、“贴近临床一线实际”的要求， 

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特点，模拟临床实际环境，立足于医学教学的“整体性、综合 

性、实验性、创新性”，不断加强临床基本技能训练，引进多种实验技术，深化课程 

体系改革，优化整合多学科实验教学内容，构建多学科、综合性临床实验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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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系统化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体系，形成能满足多专业 

临床实践教学需要的，与国际先进医学教育理念接轨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1）以基本临床技能为重点，开展临床技能模拟教学 

临床教学强调学生的动手操作机会，我们结合当代医疗市场和医疗体制的现状， 

将临床技能教学分为床边教学和模拟教学两种方式，前者为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是 

临床技能教学的主要方法，后者指利用模型、动物、标准化病人和学生本身等教学资 

源在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进行教学，是床边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并为床边教学打 

下良好基础。 

从临床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逐步构建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的新体系；在统一 

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下，通过选择不同的课时和不同的实验项目而满足不同专业的 

要求； 各项临床技能实验全部纳入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的统一组织和管理而实现 “一 

体化”。 

我们根据当前医学临床教育的实际情况，结合苏大自身的临床教学特点，进一步 

扩建临床技能训练中心，进一步整合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内容，并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 

源，将不能直接床边教学的临床技能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优化，涵盖诊断学、内科学、 

外科学总论、外科学、外科手术学、医学影像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急 

救医学、麻醉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口腔科学等多个学科，使学生在临床教学 

和实践过程中能够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地学习并逐步掌握或者熟悉各项操作技能， 

并很好地与当前国家的执业医师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相关制度接轨。 

（2）完善建设智能化、网络化的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信息平台 

提供并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实验教学资源，建立网络化教学平台，逐步构建临床 

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网站，设置相关的案例讨论、实验教学课件等，逐步实现临床技能 

实验教学的网络化。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和以学生自主、学生相 

互合作为主的学习模式。以初步培养医学生独立思考、自我完善、信息管理、批判性 

思维及创新意识等综合素质的能力。 

（3）以教学过程管理为切入点，进一步建立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在严格执行苏州大学实验教学有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在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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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实施主管领导、教学质量督导组、教学管理部门、教研室和学生教学质量信息 

反馈等技能实验教学质量的监控体系。以教学环节管理为切入点，按照临床见习、生 

产实习及考核考试等不同的教学环节，制定不同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评估标准。并从实 

习带教老师资格、实习医师准入制度、实习教学考评等各方面对实习教学进行规范， 

以明确各自职责。并定期召开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开展评教评学工作，奖罚分 

明。 

（4）实现资源共享，合力构建医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在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与实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将教学、医疗、科研融 

为一体，依托临床学科强大的学科优势和师资队伍，实现教学与医疗、科研的相互协 

调，师资队伍建设与学科建设相互协调，以努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思想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理论教学与临床技能教学互通的临床教学队伍。通过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 

心的分层次、整体化建设，努力实现资源共享，合力建造临床医学各专业的创新人才 

培养的基地。 

资金来源和年度资金安排（包括年度投资计划、子项目投资计划等）： 

1. 资金来源： 

省教育厅经费 200 万元 

学校配套经费 200 万元 

2. 年度资金安排： 

2009-2010 年度投入建设经费 200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模型、教具和设备、实验室 

改造和学习培训等。 

2010-2011 年度投入建设经费 200 万元，进一步完善添置相关的模型、教具和设备 

以及实验室建设和改造、教材建设、实验教学改革、创新实验等。 

建设具体实施计划及进程安排： 

1．2009-2010 年度：完善添置相关的模型、教具和设备，满足临床实践能力培训 

要求（150 万元）；实验室建设和改造（35万元）；组织 SP病人招募培训，并应用于临 

床教学（10万元）；组织选派相关教师和实验人员学习培训（5万元）。 

２．2010-2011 年度：进一步完善添置相关的模型、教具和设备（120 万元）；实 

验室建设和改造（50万） ；SP 病人招募培训，并应用于临床教学（10万元）；组织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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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教师和实验人员学习培训（5 万元）；出版相关的临床技能培训教材和参考书（5 

万元）；建设适合医学生自主学习和考核计算机辅助技术、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技术 

（10 万元）。 

保障机制与校内外共享机制： 

1．支持保障机制：学校、医学部、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的整体建设，在实验环境和设施、人员配置、经费投入等全力支持中心的建设，加强 

对中心的检查督促，以实现实验教学中心的各项建设目标。 

2．制度配套机制：中心高度重视实验教学，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 

制度，如《苏州大学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苏州大学临床技 

能实验教学中心教学管理制度》等等，从而保证了实验教学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 

性。 

3．经费配套机制：学校制定了“专项拨款”和“专款专用”制度，每年根据需 

求为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增购教学模型及相关设备， 并投入大量的经费保证了中心 

的建设，通过多渠道投资的整合与严格审批程序，保证了投资效益的提高。 

4．学术配套机制：充分依靠临床重点学科的支撑,密切关注国际医学教育趋势， 

积极吸取北美医学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 对实验教学环节特别是临床技能训练与考核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影响深远的医学教育改革项目和成果，成 

立临床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 实验教学专家库,从学术上保证了我校实验教学的健康、 

稳定、持续发展。 

5．质量监控机制：学校建立了严格的教学规章制度和实验室工作规程，建立了严 

密的实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包括“教学工作细则”、 “本科教学过程监控有关规定”、 

“课程考核管理办法”、“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实验室规则”、“实 

验教学管理办法”、“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物品等安全管理制度”、“实验室档案 

及信息管理规定”、“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文件，将实验教学 

管理与实验室管理由行政管理向目标管理转化，使实验教学质量得到保证。 

6．共享开放机制：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内容涵盖基本临床技能、专科临床技能、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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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临床技能，基本临床技能贯穿整个临床教学全过程，突出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的“阶 

段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的三大特点。中心基本临床技能实验教学面向所有 

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开放，实施定期与不定期开放（预约），专科类临床技能实验教学 

面向相关专业学生开放，综合类临床技能采取分层次、分阶段的开放，从临床七年制、 

五年制逐步发展为面向所有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开放。同时，实验教学中心为苏州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和大学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培训和考核场所，为 

苏州大学全校师生急救知识的普及提供支持，逐步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式实验教 

学模式和以学生自主学习、学生相互合作的学习模式。 

预期效益与建设成果： 

通过临床医学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可发挥和体现临床技能实验教学在 

医学专业教学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实施临床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 

进了临床技能实验教学改革，建设和形成了新型的完整临床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突 

出了“以学生为本，融知识传授、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 

体”的教学理念，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素质高的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的师资队伍，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实验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构建了临床实践技能的实验教学网络化教 

学平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能明显促进医学生临床技能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提高临 

床实践教学质量，可为培养高水平的合格医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平台共建共 

享，为学校所有医学相关专业的临床技能培训提供一流的教学平台，成为学校医学人 

才的培养基地。 

通过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可望在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实验教学内容 

改革、实验教材、实验教学质量评估、学生能力培养和考核等方面取得系列（3-5 项） 

的标志性成果，获得省级以上的教学成果奖，并能推广于省内外同类的实践实验教学。 

通过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中心可用于住院医师（护士）、进修医师（护 

士）和执业医生、护士的培训和考核，并与国家执业医师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接轨。对提高我校临床教学质量和医院的医疗水平，特别是基层医院医护人员的医疗 

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力争使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成为省级优秀示范实验中心和医生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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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预期受益情况： 

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与完善，必然为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实践技能的培训 

和考核提供重要保障。它应该和可以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医学生早期接触医 

学实践,提高医学生学习兴趣成为现实;二是为医学基本的诊疗技能规范化学习和重复 

训练，特别是急救技能的训练提供可能;三是为培养医学生“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奠 

定基础;四是为培养医学生沟通技能和临床思维创造条件;五是为规范医学生临床教学 

质量及其检测提供保障。 

临床医学各专业学生可充分利用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这一平台，在实验教师的 

指导下，实施和开展国家、省、校级大学生创新性训练项目，从而锻炼和提高医学生 

的科研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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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任务 专职/兼职 

1 陈卫昌 1962.09 博研 博士 教授 中心主任 专职 

2 刘春风 1965.02 博研 博士 教授 中心副主任 专职 

3 严文华 1956.03 硕研 硕士 副教授 中心副主任 专职 

4 薛小玲 1954.07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实验室管理 专职 

5 倪才方 1962.08 博研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6 陈亮 1972.02 博研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7 韩悦 1970.02 博研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专职 

8 杨同其 1957.08 本科 学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9 徐晓 1961.07 本科 学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0 黄顺根 1970.10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1 孙 斌 1969.11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2 陈少骥 1962.11 博研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3 王毅 1969.02 博研 博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4 胡瑞敏 1976.04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5 陆海萍 1964.09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6 徐永根 1965.05 本科 学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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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任务 专职/兼职 

17 李建琴 1971.02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8 徐炜 1974.11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专职 

19 过兆基 1967.11 本科 硕士 助教 实验教学 专职 

20 阮长耿 1939.08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1 张日 1955.09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2 王兆钺 1943.02 硕研 硕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3 吴德沛 1958.10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4 董万利 1959.08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5 温端改 1950.10 大学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6 钱海鑫 1955.01 硕研 硕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7 陈子兴 1946.06 本科 学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8 候建全 1960.02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29 周 岱 1942.11 本科 学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0 沈振亚 1957.11 本科 学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1 杨向军 1963.05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2 沈宗姬 1952.02 硕研 硕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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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任务 专职/兼职 

33 古桂雄 1954.06 本科 学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4 夏超明 1962.04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5 徐智策 1956.01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6 黄瑞 1960.04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7 兰青 1964.12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8 樊赛军 1961.10 博研 博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39 冯星 1959.10 硕研 硕士 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40 祁震宇 1968.01 博研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41 汪小华 1962.11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42 李向东 1967.12 博研 博士 副教授 实验教学 兼职 

43 孙书方 1970.10 硕研 硕士 助理研究员 实验教学 兼职 

44 程 江 1965.10 本科 学士 讲师 实验教学 兼职 

45 孙 凌 1970.04 硕研 硕士 讲师 实验教学 兼职 

46 顾国浩 1957.11 硕研 硕士 主任技师 实验指导 专职 

47 扬炳华 1959.10 硕研 硕士 主任技师 实验指导 专职 

48 张险峰 1967.12 本科 学士 副主任技师 实验指导 专职



 19  

续上表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任务 专职/兼职 

49 史进方 1967.06 硕研 硕士 副主任技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0 丁晓林 1960.06 大专 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1 高美雯 1961.03 大专 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2 张意志 1966.05 大专 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3 徐小明 1963.02 大专 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4 陈珊珊 1974.09 大专 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5 张利民 1955.12 大专 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6 周菊 1979.10 硕研 硕士 助理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57 周金懿 1981.07 本科 学士 助理实验师 实验指导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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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教学中心的仪器设备配备方案（单价 800 元以上填写） 

现有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1  高级综合模拟人 美国纳斯 ECS-100 645273 1 64.5273 技能训练 

2  智能化模拟人 美国 METI,ELS100 538200 1 53.82 技能训练 

3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 
上海魅力 2000 229500 1 22.95 医学检验实验 

4  模拟病房设备带 无锡电子 210000 1 21 护理学实验 

5  种植系统 德国费亚科 XIVE 190000 1 19 口腔学实验 

6  全自动凝血分析 

仪 
SYSMEX,CA-530 153000 1 15.3 医学检验实验 

7  麻醉机 
上海医疗设备 MHJ- 

ⅠC 
144000 1 14.4 外总实验 

8  无影灯 
上 海 医 疗 器 械 

EL700/500-Ⅱ 
138730 1 13.873 外总实验 

9  胶片扫描系统 
中科院 SCAMMAKER 

9800MS 
118000 1 11.8 影像学实验 

10  血球计数仪 美国雅培 CD-1700 98000 1 9.8 医学检验实验 

11  骨髓细胞显微图 

像分析系统 
中科实业 BX-51 95000 1 9.5 医学检验实验 

12  影音教学系统 无锡盈佰 TVECH 91000 1 9.1 口腔学实验 

13  呼吸机 美国泰科星 330 85000 1 8.5 外总实验 

14  医用液晶显示器 上海巨鲨 3MP 75000 1 7.5 多媒体 

15  多参数监护仪 德国 PM-9000 74000 1 7.4 外总实验 

16  轨迹记录仪 KAVO 73058 1 7.3058 口腔学实验 

17  多导程心功能测 

定仪 

ADINSTRUMERTS 公 

司 
71343 1 7.1343 技能训练 

18  冻干机 
美 国 

UNICRYO,ALPHA1-2 
65000 1 6.5 医学检验实验 

19  凝胶成像系统 
BIO-RAD,GelDoc 

IT300 
64337 1 6.4337 医学检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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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20  无影灯 

上海医疗器械 

EL700+中置+全 

景 

64190 3 19.257 外总实验 

21  PCR 仪 
美 国 

MJ,PTC-200 
58650 1 5.865 

医学检验实 

验 

22  投影机 
1024*768*2500 

ANSI 
57000 1 5.7 多媒体 

23  除颤仪 
日 本 光 电 

TEC-7511C 
51000 1 5.1 外总实验 

24  全自动分娩模 

型 

美 国 

GAUMARD,S551 
9074 1 0.9074 技能训练 

25  外科缝合包扎 

展示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0929V 
4754 12 5.7048 技能训练 

26  肌肉注射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0961U 
3389 5 1.6945 技能训练 

27  中心静脉穿刺 

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1012U 
2858 1 0.2858 技能训练 

28  缝合训练手臂 
美 国 纳 斯 

LF01028U 
1700 5 0.85 技能训练 

29  缝合训练腿 
美 国 纳 斯 

LF01034U 
2380 5 1.19 技能训练 

30  脊髓穿刺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1036U 
3730 2 0.746 技能训练 

31  腰穿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1036V 
8073 15 12.1095 技能训练 

32  心肺听诊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1142U 
17742 2 3.5484 技能训练 

33  骨穿及股静脉 

穿刺腿部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3632V 
6727 2 1.3454 技能训练 

34  胸穿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3770V 
13903 17 23.6351 技能训练 

35  标准护理模型 

人 

美 国 纳 斯 

LF04020U(青年 

型) 

9410 12 11.292 技能训练 

36  心肺复苏/创 

伤模拟人 

美 国 纳 斯 

PP2700+PP819 
13685 1 1.3685 技能训练 

37 
护理及心肺复 

苏高级训练模 

拟人 

美 国 纳 斯 

PP2850 
26820 5 13.41 技能训练 

38  多种创伤模型 

组件 

美 国 纳 斯 

SB01622U 
3357 5 1.6785 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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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39  静脉注射训练用手 

模型(短) 

美 国 纳 斯 

SB25189U 
1680 5 0.84 技能训练 

40  缝合练习模型 
美 国 纳 斯 

SB32741U 
1827 5 0.9135 技能训练 

41  气管插管训练模型 
美 国 纳 斯 

SB32893V 
16325 2 3.265 技能训练 

42  乳腺癌视诊与触诊 

模型 

日 本 高 研 

LM1018 
13634 2 2.7268 技能训练 

43  小儿骨穿模型 
日 征 华 瑞 

LF01108U 
4400 5 2.2 技能训练 

44  ECS(综合模拟人) 

监视系统 
无锡盈佰 49590 1 4.959 技能训练 

45  多功能小手术模型 英国 LT,90041 1347 2 0.2694 技能训练 

46  腹穿模型 
英 国 

LT,LT60290 
9418 15 14.127 技能训练 

47  打结训练模型 英国 LT50050 1524 15 2.286 技能训练 

48  腹部穿刺模型 英国 LT60290 4660 2 0.932 技能训练 

49  腹部检查综合训练 

实验室系统教师机 

营 口 巨 成 

JC5000/F 
12766 3 3.8298 技能训练 

50  腹部检查综合训练 

实验室系统学生机 

营 口 巨 成 

JC5000/F 
7400 30 22.2 技能训练 

51  心肺听诊模型教师 

机 

营 口 巨 成 

JC5000/G 
11500 3 3.45 技能训练 

52  心肺检查综合训练 

实验室系统学生机 

营 口 巨 成 

JC5000/G 
7840 30 23.52 技能训练 

53  骨髓穿刺仿真标准 

化病人 

营 口 巨 成 

JC-CK816 
3000 15 4.5 技能训练 

54  微型电子计算机 戴尔 745MT 6250 5 3.125 技能训练 

55  微型电子计算机 联想 M4300 3234 60 19.404 技能训练 

56  外总学总论手术演 

示系统 
无锡盈佰 43350 1 4.335 外总实验 

57  麻醉机 
上海医疗设备 

MHJ-ⅢB2 
40000 1 4 外总实验 

58  机械手术台 
上海医疗设备 

JT-2A 
33750 1 3.375 外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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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59  机械手术台 
上 海 医 疗 设 备 

JT-1A 
28000 1 2.8 外总实验 

60  麻醉机 
上 海 医 疗 器 械 

MHF-IIIB2 
27000 2 5.4 外总实验 

61  304 不锈钢手 

术洗手池 
6830MM 24500 4 9.8 外总实验 

62  双人双目手术 

显微镜 
上光 GX-3 23076 1 2.3076 外总实验 

63  无影灯 
上 海 医 疗 器 械 

ZF600-Ⅲ 
14300 9 12.87 外总实验 

64  无影手术灯 
上 海 医 疗 器 械 

L2000 
13200 1 1.32 外总实验 

65  电动解剖床 苏维达 9945 5 4.9725 外总实验 

66  标准喉镜 德国瑞斯德 8020 6279 5 3.1395 外总实验 

67  电池柜 山特 A6 4080 3 1.224 外总实验 

68  手术台 张家港华凌元型 4000 10 4 外总实验 

69  高频电刀 
上 海 医 疗 设 备 

GD350-P4 
17260 5 8.63 外总实验 

70  云台 HANSHI,HS-709 1250 13 1.625 外总实验 

71  监护仪 
GE MARGNETTE 

MEDICAL,DH2000 
36000 1 3.6 护理学实验 

72  精装静脉注射 

手臂 

NASCO FORT 

ATKINSON,LF0112 

1U 

5975 4 2.39 护理学实验 

73  全功能急救模 

型人 

NASCO FORT 

ATKINSON,LF0395 

6U 

49980 1 4.998 护理学实验 

74  精装医护模型 

人 

NASCO FORT 

ATKINSON,SB2011 

1U 

35517 1 3.5517 护理学实验 

75  监护仪 
飞 利 浦 

suresigns_vm6 
38000 1 3.8 护理学实验 

76  产床 江苏永发 29000 1 2.9 护理学实验 

77  电动医用床 江苏永发 19240 2 3.848 护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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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78  ABS 对摇病床 江苏永发 1490 9 1.341 护理学实验 

79  儿科病床 
江苏永发 C2 含 

床垫 
1495 2 0.299 护理学实验 

80  婴儿床 
江苏永发 C3 含 

床垫 
1105 2 0.221 护理学实验 

81  骨科床 
江苏永发E1(带 

轮) 
3580 2 0.716 护理学实验 

82  分娩及急救模型 
美 国 戈 玛 德 

S550 
36501 1 3.6501 护理学实验 

83  皮内注射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1008U 
1817.4 10 1.8174 护理学实验 

84  GDRI 护理模型人 
美 国 纳 斯 

LF04001V 
13903 2 2.7806 护理学实验 

85  KERI 标准护理模型 

人 

美 国 纳 斯 

LF04020U 
15538 3 4.6614 护理学实验 

86  KERI 护理模型人 
美 国 纳 斯 

LF04020V 
13903 3 4.1709 护理学实验 

87  精装静脉注射手臂 
美 国 纳 斯 

LFO1121V 
6500 1 0.65 护理学实验 

88  标准型智能婴儿互 

动照料模型（男婴） 

美 国 纳 斯 

WA19015V 
5382 2 1.0764 护理学实验 

89  婴儿培养箱 
宁 波 戴 维 

YP-100 
10900 2 2.18 护理学实验 

90  微型电子计算机 
清华同方超扬 

A300 
4500 46 20.7 护理学实验 

91  早产儿（24周） 
日 本 高 研 

LM062B 
10764 2 2.1528 护理学实验 

92  吸癌练习模型 日本高研LM070 13275 5 6.6375 护理学实验 

93  孕妇腹部触诊模型 
日 本 高 研 

LM1043 
35880 1 3.588 护理学实验 

94  电除颤仪 
日 本 光 电 

TEC-7621C 
48500 1 4.85 护理学实验 

95  输液泵 
上 海 安 吉 

AJ5800 
7500 1 0.75 护理学实验 

96  电脑输液泵 
上 海 安 吉 

AJ5800 
6500 4 2.6 护理学实验 

97  单导便携式心电图 

机 

上海光电 ECG 

6851C 
7200 1 0.72 护理学实验 

98  治疗车 上海聚力 980 6 0.588 护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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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99  吸引器 
上 海 医 用 

YB-DX23B 
1200 2 0.24 护理学实验 

100  治疗车 
苏州医疗用品 

厂 
1870 18 3.366 护理学实验 

101  ABS 双摇床 张家港永发 1300 12 1.56 护理学实验 

102  ABS 三摇病床 江苏永发 2700 5 1.35 护理学实验 

103  心电图机 
美 国 通 用 

MAC1200 
45000 1 4.5 诊断学实验 

104  腹部触诊教学 

系统 

营 口 巨 成 

JC-200GD-A 
22200 1 2.22 诊断学实验 

105  心肺听触诊实 

验系统 

营 口 巨 成 

JC-200GD-A 
17400 2 3.48 诊断学实验 

106  腹部检查器 
营口巨成,老 

师机 JC5000/F 
13000 2 2.6 诊断学实验 

107  多媒体腹部触 

诊标准化病人 

营 口 巨 成 

JC30000B 
12880 1 1.288 诊断学实验 

108  多媒体心肺触 

诊标准化病人 

营 口 巨 成 

JC30000B 
11144 2 2.2288 诊断学实验 

109  腹部检查器 
营口巨成,学 

生机 JC5000/F 
9000 6 5.4 诊断学实验 

110  多媒体腹部触 

诊标准化病人 

营 口 巨 成 

JC30000B 
7280 2 1.456 诊断学实验 

111  台式离心机 LD25-2 6912 4 2.7648 诊断学实验 

112  多媒体心肺触 

诊标准化病人 

营 口 巨 成 

JC30000B 
5544 4 2.2176 诊断学实验 

113  显微镜 
日本奥林巴斯 

CX21 
3853 20 7.706 诊断学实验 

114  微电脑中枢直 

观模型 
上海泰益 2790 1 0.279 诊断学实验 

115  冰箱 
三 星 

BCD-202NHRS 
2400 7 1.68 诊断学实验 

116  微型电子计算 

机 

清华同方超越 

E220 
3430 23 7.889 诊断学实验 

117  微型电子计算 

机 
联想 M4300 3450 10 3.45 诊断学实验 

118  生物显微镜 
日本奥林巴斯 

CX21 
4170 33 13.761 诊断学实验 

119  显微数码互动 

教师机 

麦 克 奥 建 

BA310 
17000 2 3.4 数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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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120  显微数码互动学 

生机 
麦克奥迪 BA210 6600 34 22.44 数码互动 

121  微型电子计算机 联想 M4300 3450 36 12.42 数码互动 

122  互动教学控制软 

件 

麦克奥迪 MOTIC 

DIGILAB 11 
6000 2 1.2 数码互动 

123  微型电子计算机 联想天骄 E2020X 7700 2 1.54 医学检验实验 

124  酶标仪 美国伯乐 680 44000 1 4.4 医学检验实验 

125  尿沉渣分析仪软 

件 

重 庆 天 海 

US-2020 
44000 2 8.8 医学检验实验 

126  血小板聚集仪 普利生 LBY-MJ4 43000 1 4.3 医学检验实验 

127  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 
上海精密 361MC 36000 1 3.6 医学检验实验 

128  离心机 EPPENDORF,5415R 33150 1 3.315 医学检验实验 

129  二氧化碳培养箱 上海力新 GF160W 31654 1 3.1654 医学检验实验 

130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上 海 精 密 

UV-280ZPC 
24586 1 2.4586 医学检验实验 

131  倒置显微镜 
日 本 奥 林 巴 斯 

CKX31-A12PHP 
24293 1 2.4293 医学检验实验 

132  酶标仪 上海分析 318ML 20670 1 2.067 医学检验实验 

133  荧光显微镜 
上 海 长 分 

CFM-2002 
17938 1 1.7938 医学检验实验 

134  尿液分析仪 
山 东 高 密 

GF-V180 
12000 1 1.2 医学检验实验 

135  电泳仪 
上 海 天 能 

EPS-601 
10888 2 2.1776 医学检验实验 

136  低温冰箱 
中 科 美 菱 

PW-FL135/-40℃ 
8125 1 0.8125 医学检验实验 

137  高压蒸汽灭菌器 
上 海 宗 申 

LDZX-50KB 
8000 1 0.8 医学检验实验 

138  超声波细胞破碎 

仪 

天津奥特赛恩斯 

UH-100A 
6767 1 0.6767 医学检验实验 

139  低速台式容量离 

心机 
上海精密 TDL-5 5445 1 0.5445 医学检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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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140  立式压力蒸汽 

灭菌器 

上 海 申 安 

LDSX-40SA 
5016 1 0.5016 医学检验实验 

141  超净工作台 苏净 SW-CJ-1F 4600 2 0.92 医学检验实验 

142  净化工作台 苏净 SW-CF-1F 3550 2 0.71 医学检验实验 

143  电子天平 
上 海 精 密 

MP502B 
3439 6 2.0634 医学检验实验 

144  分光光度计 
上 海 精 密 

SP-722E 
2900 3 0.87 医学检验实验 

145  可见分光光度 

计 
上海精密 722E 2571 4 1.0284 医学检验实验 

146  电泳仪 
上 海 天 能 

EPS300 
2425 2 0.485 医学检验实验 

147  离心机 TGL-16G 2150 4 0.86 医学检验实验 

148  生物显微镜 
重 庆 光 电 

XSP-C201 
1390 20 2.78 医学检验实验 

149  双筒生物显微 

镜 

重 庆 光 电 

XSP-BM-2CA 
1380 20 2.76 医学检验实验 

150  酸度计 
上 海 雷 磁 

DHS-3C 
1050 2 0.21 医学检验实验 

151  烤瓷炉 上海珅飞 C型 32500 1 3.25 口腔学实验 

152  空压机 
苏 州 华 邦 

DET800 
29500 1 2.95 口腔学实验 

153  连体式牙科治 

疗机 

上 海 益 华 

CS900 
27500 2 5.5 口腔学实验 

154  口腔仿真头模 KAVO 25218 16 40.3488 口腔学实验 

155  口外阻滞麻醉 

用模型 

FRASACO,AG-3 

IB 
18976 1 1.8976 口腔学实验 

156  口内教学治疗 

台 

苏 州 华 邦 

HB880 
18000 16 28.8 口腔学实验 

157  多熔温高频铸 

造机 

天津市捷瑞特 

DGZ-50 
18000 1 1.8 口腔学实验 

158  全可调合架 KAVO 9050 16 14.48 口腔学实验 

159  空压机 
苏 州 华 邦 

DE150 
5500 1 0.55 口腔学实验 

160  微型电子计算 

机 

清华同方超扬 

V210 
4350 6 2.61 口腔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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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161  真空搅拌机 
天津市捷瑞特 

ZKJ-1 
4000 1 0.4 口腔学实验 

162  高速切割机 
天津市捷瑞特 

GQ-1 
3900 1 0.39 口腔学实验 

163  口腔修复技工桌 苏州华邦 3400 16 5.44 口腔学实验 

164  喷沙机 
天津市捷瑞特 

GP-1 
3300 1 0.33 口腔学实验 

165  口腔颌面外科操 

作台 

苏 州 华 邦 

HB480 
3200 20 6.4 口腔学实验 

166  全口牙体基洞窝 

制备模型 
上海珅飞 3000 1 0.3 口腔学实验 

167  种钉机 
天津市捷瑞特 

GJ-1 
2400 1 0.24 口腔学实验 

168  拔牙钳 上海珅飞 2130 16 3.408 口腔学实验 

169  正崎用牙模 KAVO,A-8 2108 1 0.2108 口腔学实验 

170  模型修整机 上海珅飞 1960 2 0.392 口腔学实验 

171  话筒 
上 海 金 桥 

DZ118F-4 
1400 2 0.28 口腔学实验 

172  正畸包 上海珅飞 1290 16 2.064 口腔学实验 

173  光固化机 ZK-3S 1000 8 0.8 口腔学实验 

174  口腔技工系列 上海珅飞 960 16 1.536 口腔学实验 

175  煮沸消毒炉 苏州华邦 950 2 0.19 口腔学实验 

176  牙槽架 上海珅飞 880 16 1.408 口腔学实验 

177  模型观测仪 天津嘉年富通 848 2 0.1696 口腔学实验 

178  微型电子计算机 
清华同方超扬 

V210 
4350 6 2.61 口腔学实验 

179  医学影像应用系 

统软件 
北京华芝 3680 1 0.368 影像学实验 

180  阅片灯(三联) 上海医疗器械 1000 6 0.6 影像学实验 

181  三联阅片灯 上海金科 800 13 1.04 影像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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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182  微型电子计算 

机 

清华同方超越 

E380 
6270 28 17.556 影像学实验 

183  投影机 PLUS 880 32000 1 3.2 多媒体 

184  讲台 苏州奇运 1700 3 0.51 多媒体 

185  无线话筒 
上海金桥 F-4 

挂壁式 
1580 4 0.632 多媒体 

186  投影机 
爱 普 生 

ENP-1710 
17000 6 10.2 多媒体 

187  交换机 
华为 3COM 24 

口 
1500 2 0.3 多媒体 

188  医用液晶显示 

器 
上海巨鲨 2MP 40000 2 8 多媒体 

189  展台 三星 SDP6500 16800 1 1.68 多媒体 

190  投影幕 
张 家 港 天 影 

150"电动遥控 
1100 7 0.77 多媒体 

191  投影机 东芝 TLP-S10 12775 16 20.44 多媒体 

192  投影机 索尼 VPL-EX4 10025 19 19.0475 多媒体 

193  钢制讲台 南京广昌 2800 8 2.24 多媒体 

194  DVD 飞利浦 2218 7 1.5526 多媒体 

195  音响 
上 海 金 桥 

DZ-118F-4 
1400 7 0.98 多媒体 

196  便携投影机 索尼 CX21 11000 3 3.3 多媒体 

197  硬盘录像机 
HANSHI,LT200 

0 
10600 3 3.18 多媒体 

198  数码摄像机 SONY TRV 27E 8900 3 2.67 多媒体 

199  多功能讲台 广昌 YB-b2 3100 9 2.79 多媒体 

200  一体摄像机 
HANSHI,HS-EX 

22B 
2320 13 3.016 多媒体 

201  数字展示台 鸿合 6100 2320 9 2.088 多媒体 

202  功放 金桥 118F-4 1900 11 2.09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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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203  显示器 AOC 1600 6 0.96 多媒体 

204  中央控制器 WISE,EC660 1400 11 1.54 多媒体 

205  彩色半球摄像 

机 

HANSHI,HS-B7 

01A 
1200 2 0.24 多媒体 

206  音箱 金桥 1000 9 0.9 多媒体 

207  微型电子计算 

机 

清华同方 PⅢ 

866 
6000 5 3 多媒体 

208  微型电子计算 

机 
戴尔 745MT 6250 5 3.125 多媒体 

209  微型电子计算 

机 
联想 2180 3850 9 3.465 多媒体 

金 额 总 计  112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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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建设期间拟购置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价 

（元） 

数量 

（台、 套） 

金额 

（万元） 
用途 

1  气管插管模型 
美 国 纳 斯 

SB32893U 
32000 10 32 急救技能 

2  心肺复苏模型 

（普通） 

美 国 纳 斯 

PP2850 
11000 5 5.5 急救技能 

3  全功能急救模 

拟人 

美 国 纳 斯 

LF03956U 
100000 4 40 急救技能 

4  自动体外除颤 

模拟训练仪 

美 国 纳 斯 

SB33735U 
28000 2 5.6 急救技能 

5  中心静脉插管 

模型 

美 国 纳 斯 

LF01087U 
14000 2 2.8 急救麻醉 

6  体外除颤训练 

模型人 

美 国 纳 斯 

SB27354U 
7000 2 1.4 急救技能 

7  创伤模拟组件 美国METI TDCK 280000 2 56 急救技能 

8  急危重症模拟 

教育课程体系 
美国METI PACT 600000 1 60 急救技能 

9  显示屏 （42 寸） 3300 3 1 急救技能 

10  临床妇科盆腔 

检查训练模型 
英国 LT60800 35000 4 14 妇产科学实验 

11  多功能妇科模 

型 

美 国 戈 码 德 

S504.100 
12000 2 2.4 妇产科学实验 

12  孕妇腹部触诊 

模型 

日 本 高 研 

LM043 
60000 4 24 妇产科学实验 

13 
计算机交互式 

分娩及急救演 

示系统 

美 国 戈 码 德 

S560 
350000 1 35 妇产科学实验 

14 

综合穿刺术与 

移动性浊音叩 

诊电子标准化 

病人 

营 口 巨 成 

JC-CK810 
12000 2 2.4 诊断学实验 

15 
背部胸腔穿刺 

电子标准化病 

人（坐姿) 

营 口 巨 成 

JC-CK812 
6000 4 2.4 诊断学实验 

16 
开关腹训练模 

型 
英国 LT60305 2800 20 5.6 外科学实验 

17 肠管吻合模型 英国 LT50061 700 20 1.4 外科学实验 

金 额 总 计 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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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核意见 

实验教学中心负责人审核意见 

经审核，表格所填内容属实， 

本人对所填内容负责。 

签名： 日期： 

学校职能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中心已具备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 

申报条件，同意推荐申报。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学校审核意见 

同意申报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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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近 5年中心教师获得教学成果情况（省级以上 6项、校级 19 项） 

序

号 
获 奖 名 称 奖 励 级 别 

获奖 

时间 
获 奖 人 

1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的教学研究 
省教育厅教学成果 

一等奖 
2004 

古桂雄 

冯 星等 

2 
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临床能力与素质 

培养途径的探索和实践 

省教育厅教学成果 

二等奖 
2007 陈卫昌 

龚政等 

3 
面向21世纪高级医学人才知识体系与 

培养教育模式 
省级优秀奖 2004 夏超明 

4  临床医学 江苏省品牌专业 2006 阮长耿 

5  放射医学 江苏省特色专业 2006 樊赛军 

6  护理学 江苏省特色专业 2008 薛小玲 

7  “4＋1”心血管专科护理人才培养模 

式配套教材（心血管护理学） 
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4 

汪小华 

惠杰等 

8  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4 
陈卫昌 

花明珠等 

9  通过神经病学教学实践提高医学生素 

质和教学质量的研究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4 

董万利 

赵红如等 

10  加强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4 
沈宗姬 

胡建铭等 

11  儿科适宜技术大众化教学的研究 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7 
古桂雄 

冯星等 

12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探索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7 
沈宗姬 

胡建铭等 

13  儿科学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7 
严文华 

冯星等 

14  加强前、后期护理教学衔接的实践与 

探讨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7 

钮美娥 

薛小玲等 

15  临床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8 
孙书方 

陈卫昌等 

16  儿科学 校二类优秀课程、 优秀课程群 2004 
严文华 

古桂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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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基础儿科学与儿童保健学 校二类优秀课程、 优秀课程群 2004 
古桂雄 

冯星等 

18  儿科学 苏州大学精品课程 2005 
严文华 

冯 星等 

19  内科学 苏州大学精品课程 2007 张日 

20  妇产科学 苏州大学精品课程 2009 沈宗姬 

21  小儿内科学 苏州大学精品课程 2009 
古桂雄 

严文华等 

22  苏州大学教学名师 2007 张日 

23  苏州大学教学名师 2007 古桂雄 

24  苏州大学教学名师 2009 陈卫昌 

25  苏州大学教学名师 2009 冯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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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近 5年中心教师承担教改课题情况（省级以上 8 项、校级 6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时间 负责人 备注 

1 
基于主体化多边互动机制 

的实验教学环境的构建与 

实践 

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0072009  黄瑞 

夏超明等 
进行中 

2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教学  WHO 项目  20022008  古桂雄 结题 

3  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的研究 
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0022007  沈宗姬 结题 

4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与途径研究 

江苏省高教学会“十一 

五”项目 
2006 古桂雄 结题 

5  《4+1》复合型护理人才培 

养 
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002-2006 薛小玲 结题 

6  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省教委教改项目  20022005  古桂雄 结题 

7  护理合作教育的研究 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0022005  薛小玲 结题 

8  五年制医学生临床能力培 

养与评价的研究 
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0022004  陈卫昌 结题 

9  临床见习教学模式的研究 苏州大学教改项目  2004  刘春风 结题 

10  七年制医学生内科双语教 

学的探索 
苏州大学教改项目  2004  张 日 结题 

11  实验诊断学实验（实习）体 

系改革的研究 
苏州大学教改项目  2004  顾国浩 

张险峰等 
结题 

12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的教学 

扩展研究 
苏州大学教改项目  2004  古桂雄 结题 

13  “4+1 心血管专科护理”课 

程建设 
苏州大学教改项目  2007  汪小华 结题 

14  教师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 

研究 
苏州大学教改项目  2007  孙书方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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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近 5年中心教师主编、参编教材、教参等情况（共 55 部） 

序

号 
教 材 名 称 出 版 单 位 

教材 

类型 

出版 

时间 

编写性质 （主 

编、参编等） 
编 者 

1  经皮椎体成形术（译）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4 主译 
杨惠林、倪才方、 

唐天驷等（译） 

2  心血管护理学 科学出版社 教材 2004 主编 汪小华、惠杰 

3  垂体瘤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参 2004 主编 惠国桢 

4  血液病细胞形态学诊断 

图谱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4 主编 吴德沛 

5  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4 主编 陈卫昌 

6  轻松度过更年期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其他 2004 主编 
彭根大、何琦、 

杨伟文 

7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基 

础与临床 
科学出版社 教参 2004 副主编 阮长耿 

8  实验核医学（第二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材 2004 参编 章斌 

9  核医学 科学出版社 教材 2004 参编 吴翼伟、叶千春 

10  急诊鉴别诊断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材 2004 参编 
陈建荣、陈根娣、 

袁苏徐 

11  多层螺旋 CT后处理技术临 

床应用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4 参编 沈海林 

12  急性中毒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4 编委 陆士奇 

13  神经内科临床处方手册 江苏科技出版社 教参 2004 副主编 刘春风 

14  神经病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材 2005 主编 刘春风 

15  髋关节外科学 郑州大学出版社 教材 2005 主编 钱海鑫 

16  实用急诊鉴别诊断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 

版社 
教材 2005 主编 董天华等 

17  常用医学英语缩略语手册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其他 2005 主编 陈建荣、 袁苏徐等 

18  风湿病临床药理学 科学出版社 教材 2005 主编 宗梅娟 

19  妇产科临床鉴别诊断 
凤凰出版伟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5 主编 武剑 

20  妇产科临床鉴别诊断 
凤凰出版伟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5 主编 杨伟文、胡建铭 

21  肿瘤放射治疗学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材 2005 主编 许昌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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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食管心脏起博与电复律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5 主编 郑方胜、陈弹 

23  医学心理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教材 2004 主编 吴爱勤 

24  应用心理专业教材: 

心理生理障碍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教材 2005 主编 吴爱勤 

25  精神病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材 2005 副主编 吴爱勤 

26  血液病学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 

版社 
教材 2005 参编 何广胜 

27  内科学(六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材 2005 参编 吴德沛 

28  全国八年制规划教材： 

医学心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材 2005 编委 吴爱勤 

29  护患情景会话 100 例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6 主编 李惠林 

30  全国十一五规划教材： 

精神病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材 2006 副主编 吴爱勤 

31  八年制规划配套教材: 医学 

心理学临床心理问题指南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参 2006 编委 吴爱勤 

32  八年制规划配套教材: 医学 

心理学学习纲要与习题集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参 2006 编委 吴爱勤 

33  全国十一五规划教材： 

变态心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材 2006 编委 吴爱勤 

34  高级精神病学 湖南科技出版社 教材 2006 编委 吴爱勤 

35  初为人母百问百答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6 主编 彭根大 

36  类风湿关节炎的早期诊断及 

治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6 主编 陈志伟 

37  门急诊放射影像解图手册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6 主编 胡春洪 

38  现代血液病诊断治疗学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阮长耿 

39  写给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患 

者 
原子能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刘春风 

40  省级精品教材 

胎儿发育与生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材 2007 主编 徐智策 

41  MRI 诊断袖珍手册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胡春洪、汪文胜 

42  急危重症护理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参 2007 副主编 薛小玲 

43  介入治疗护理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参 2007 副主编 孙鸽 

44  医学影像解剖学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胡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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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RI 磁共振成像原理与临床 

应用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沈海林 

46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三基” 

训练指南（麻醉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杨建平 

47  内科学（双语版） 科学出版社 教材 2007 分科主编 张日 

48  脊柱功能重建外科学——高 

低理论和技巧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译 杨惠林 

49  外科主治医师手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参 2007 主编 钱海鑫 

50  康复医学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8 主编 杨卫新 

51  脊柱外科手术图谱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参 2008 主编 唐天驷、杨惠林 

52  新编实用骨科学 

（上、中、下卷）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教参 2008 副主编 孙俊英、杨思林 

53  医患沟通实践指导手册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8 副主编 吴爱勤 

54  精神病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材 2008 副主编 吴爱勤 

55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三基” 

训练指南（精神科）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教参 2008 主编 吴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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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近 5年中心教师发表教学论文情况（共 145 篇） 

序号 论 文 名 称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作 者 

1  多种教学方法在血液学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韩 悦、吴德沛 

2  浅谈新形势下临床医学教育工作新要求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施毕旻 

3  从 SARS 风暴看呼吸病专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王 翎 

4  坚持诊断思维原则 提高医学生诊断水平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柴华旗、黎 曼、 

贺 丹 
5  有关多媒体教学的几点看法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卢国元 

6  肾内科临床带教的一些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沈 蕾、卢国元 

7  诊断见习教学的一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季 成、凌春华、 

高美文 

8  浅谈诊断学临床带教的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薛 枫、高美雯、 

刘志华 
9  优化外科学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汪 良 

10  多媒体教学在泌尿外科肿瘤中的作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浦金贤 

11  多媒体技术在泌尿内腔镜教学中的运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平季根，严春寅 

12  妇产科教学在新时期的思路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夏 飞、陈珊珊、 

沈宗姬 
13  中医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魏明刚 

14  浅谈医学发展趋势与医学人才的素质教育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李建中 

15  浅谈心理咨询技巧在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培 

养中的初步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赵海园 

16  21 世纪医学影像学专业建设的发展现状、目 

标、内容及实施计划的可行性论证研究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沈海林、周建春、 

胡春洪 

17  改革传统教学方法 适应专业发展需要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周建春、沈海林、 

陈慧勤 

18  教学时数减少后提高核医学教学质量策略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吴翼伟、徐峰坡、 

张 玮 
19  临床核医学实习教学改革措施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张 玮 

20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金泳海、倪才方、 

刘一之 

21  介入放射学见习带教的初步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陈 珑、倪才方、 

刘一之 
22  多媒体技术在超声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查月琴 

23  加强肿瘤放疗专业医学生毕业实习教育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徐晓婷 

24  护理本科生全程导师制临床带教的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毛莉芬、李惠玲、 

童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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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护生健康教育能力发展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对 

策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陆敏霞 

26  多媒体在胸心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4 于曙东 

27  用辩证思维方法探讨康复医学教学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 

复杂志 
2004 李莉 

28  浅谈教学医院兼职班主任在临床实习管理中 

的作用 
中华医学护理杂志 2004 花明珠、陈华 

29  不同实习阶段护生的心理特点及护理带教 齐齐哈尔医学学报 2004 
陈东英、吴振娣、 

潘敏淑等 

30  对护理本科生实施双导师带教的实践与思考 护士进修杂志 2005 
毛莉芬、李惠玲、 

童淑萍.等 

31  角色扮演法在手术体位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中华护理杂志 2005 张咏梅、钟建华 

32  将医学检验网络信息系统融入诊断学的教学 

工作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史进方、周正康、 

顾国浩.等 

33  浅控教学医院教师的素质与培训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张正春、孔岩 

34  医学生素质教育的构建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董万利、薛奉儒 

35  浅论临床教学实践的重要性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毛晓洪 

36  大学生素质发展管理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陈慧勤、毛晓洪、 

沈海林 

37  临床神经病学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薛寿儒 

38  出凝血疾病理论与实验教学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余自强 

39  从贫血待查的诊治谈实习医生临床思维能力 

的培养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薛胜利、吴德沛、 

孙爱宁 

40  循证医学在临床血液学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唐晓文、李忠敏 

41  诊断学中心电图的教学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李红霞、高美雯 

42  神经病学教学中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孔岩、徐遄、 

段晓宇.等 

43  在七年制教育中开展双语教学的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段晓宇、董万利、 

方琪.等 

44  如何提高外科学总论教学的一些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赵宏 

45  浅析多媒体技术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王毅 

46  多媒体技术在整形外科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沈国良、陆兴安、 

林伟.等 

47  "医学影像学"网络课程的建设开发和课程教 

改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沈海林、杨振燕、 

周建春.等 

48  提高影像核医学教学质量之我见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桑士标、李清茹、 

王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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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科学归纳方法论在医学影像诊断教学中的应 

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周建春、沈海林、 

胡春洪.等 

50  医学影像学多媒体教学应用的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诸伟、沈海林、 

胡春洪.等 

51  培养高质量医学影像专业人才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奚日泉、诸伟、 

陈慧勤.等 

52  核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设计与实施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法逸华 

53  浅谈:教"与"学"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朱春荣 

54  肿瘤放射治疗学临床带教的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王利利、周菊英 

55  重视介入放射科进修医生病历书写能力的培 

养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金泳海、倪才方、 

刘一之 

56  病例导入式教育在传染病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陈祖涛、甘建和、 

吴建成 

57  适应新形式下的诊断学教学与带教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衡伟 

58  浅谈双语教学在泌尿外科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欧阳骏、申沁 

59  浅谈对医学生进行医患沟通技能教育的重要 

性与实践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李建中 

60  医学终结教育的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于亚峰、肖根生 

61  关于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肖接承、陆士奇、 

黄坚.等 

62  急诊医学临床课程的教学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程晓娟,陆士奇,黄 

坚 

63  现代皮肤性病学教学的一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杨子良 

64  临床医学教育中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王芬蝶 

65  在医学心理学教学中引入探究式教学的实践 

与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赵海园 

66  在临床营养学教学中运用“学生授课法”提高 

学生学习能力的尝试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景秀琛 

67  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原则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魏明刚、熊佩华、 

张玲.等 

68  课程建设在儿科医学教育的地位及作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严文华 

69  多媒体技术在医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存在问题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袁霞、董万利 

70  妇产科专业本科实习教学模式的探讨与实践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陈友国、沈宗姬、 

胡建铭.等 

71  浅析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凌春华 

72  略论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专”与“博”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苏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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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与成才 苏州大学学报 2005 苏成海 

74  加强医学影像专业实践环节的教学与管理的 

几点体会 

中华综合临床医学 

杂志 
2006 陈慧勤 

75  医学影像学教学思维模式研究 
中华临床防治医学 

杂志 
2006 孙书方 

76  论新形势下教学医院研究生的素质教育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张正春 

77  PBL 方法在神经科硕士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孔岩 

78  浅谈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陈华 

79  诊断学心电图教学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李勋 

80  中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教学中的哲学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何广胜 

81  浅谈临床型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赵红茹 

82  医学生兼职在临床教学中的利弊及对策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倪建强 

83  当代临床医学研究生创新性素质的培养策略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郑世营 

8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仍需加强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兰光华 

85  论精神医学教育引入医学各专业继续教育中 

的重要性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陈文 

86  从医患关系现状看应注重医学生沟通技能的 

培养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徐英 

87  建立核医学科研究生管理规范的初步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章斌 

88  多媒体教学在诊断教学应用中的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柴华旗 

89  多媒体技术在外科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朱兴国 

90  如何搞好妇产科的临床见习带教工作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韩冰 

91  关于在临床医学中开展老年医学教育的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李建中 

92  麻醉专业学生临床麻醉实习教学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嵇富海 

93  本科护士科研能力的培养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刘慧 

94  临床《七年制》教学的几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车建丽 

95  PBL 教学法在心血管内科临床见习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周亚峰 

96  掌握运筹学方法 促进成才成功率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苏成海 

97  急诊外科临床教学的几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肖接承 

98  用临床伦理情景教育培养护生职业道德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沈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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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如何提高核医学临床见习课的效果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法逸华 

100  浅谈诊断学中心血管体格检查带教的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赵彩明 

101  FLASH 技术在《中医学四诊》教学中的运用 时珍国医国药 2007 
陈爱平、熊佩华、 

田寿福.等 

102  诊断学习见习教学的几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陈延斌、季成 

103  妇产科学“双语教学”的应用和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陈友国、沈宗姬、 

胡建铭.等 

104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泌尿外科教学中的应用体 

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丁翔、严春寅、 

温端改 

105  《医学影像解剖学》课程设置及教材的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胡春洪、朱晓黎、 

沈海林.等 

106  肿瘤放射治疗双语教学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李莉、周菊英、 

俞志英 

107  医学留学生肾病内科学教学实践与改革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李明 

108  小班制英语听说教学法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李忠诚 

109  口腔医学专业教学管理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刘健、惠建华、 

葛自力 

110  美国护理教育及护理专业化发展与启示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毛莉芬 

111  关于精品课程建设的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苏成海 

112  高等学校院（系）教学质量监控机制的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孙书方、陈华. 

113  本科护生"全程导师制"临床带教的实践与效 

果 
护士进修杂志 2007 童淑萍、李惠玲 

114  临床护理教学管理手册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中华护理教育 2007 
童淑萍、李惠玲、 

毛莉芬 

115  医学心理学的方法提高临床医疗质量的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魏明刚、熊佩华、 

张玲.等 

116  教学医院图书馆与临床教学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翟萌 

117  护理学基础实验教学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张丽娜、汪小华、 

钮美娥.等 

118  PET/CT 使用与管理的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张玮 

119  关于研究生、 实习医生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的 

几点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张秀琴 

120  医院内科研型核医学实验室的建设与研究生 

教育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章斌、吴翼伟、 

范我 

121  妇产科学临床见习带教的几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周卫琴、沈宗姬、 

胡建铭 

122  以创新思想探究临床医学生影像教学改革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诸伟、陈慧勤、 

花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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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高校实验中心的管理与教学质量监控 苏州大学学报 2007 黄瑞 

124  在课程学习阶段强化临床实践教学的探索与 

改革 
医学教育探索 2008 

孙书方、丁晓林、 

周金懿.等 

125  院系教学质量监近期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中华综合临床医学 

杂志 
2008 

孙书方、谢根甫、 

陈卫昌 

126  flsh 技术在心胸外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黄海涛、马海涛、 

何靖康 

127  介和放射学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倪才方 

128  浅谈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教育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李永林 

129  医院药学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缪丽燕、谢诚 

130  临床医学留学生心胸外科教学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蒋东、郑世营、葛 

锦峰 

131  外科学教学改革的思考和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汪良、何宋兵 

132  核医学英语教学方法学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章斌、吴翼伟、张 

玮 

133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促进医学免疫学教学 

质量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施勤 

134  留学生核医学全英文教学的几点体会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张玮 

135  多元化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孙书方、陈卫昌 

136  核医学教学中比较教学法的应用探讨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徐峰坡、吴翼伟、 

张玮 

137  医学影像诊断教学中案件教学法的研究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周建春、胡春洪 

138  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法的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朱春荣 

139  PBL 教学法在医学留学生普外科临床见习中 

的应用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朱东明 

140  心胸外科临床实习教学管理中的几点思考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马海涛 

144  心胸外科留学生临床带教实践与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 2008 
葛锦峰、朱晨霞、 

郑世营 

145  医学留学生教学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中华综合临床医学 

杂志 
2008 

孙书方、陈卫昌、 

谢根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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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近 5年中心教师指导的本科生取得的主要实验教学成果（共 7 项） 

序号 获 奖 名 称 奖励级别 级 别 获 奖 人 

1  第四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单克隆抗体系列产品创业团队” (2004年) 
二等奖 国家级 居颂文、 陆璐 

2  “鸿国文化杯”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2004 年) 
一等奖 省(部)级 

陆路、徐贤舜 

徐小霞等 

3  “鸿国文化杯”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2004 年) 
一等奖 省(部)级 项文玉等 

4 
第九届“挑战杯”飞利浦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大赛(2005 年) 

“鼠抗人 OX40L 单克隆抗体的应用研究” 

一等奖 国家级 王勤 、葛彦 

5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2005 年) 
二等奖 省(部)级 游文娟 

6  “龙卡—挑战杯” 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2006 年) 
特等奖 省(部)级 席建、梁海丽 

7  “龙卡—挑战杯” 第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2006 年) 
三等奖 江苏省 毛辉、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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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中心教师科研获奖情况（共 22 项） 

序

号 
获奖名称 奖励级别 获奖时间 获奖人 

1  人脑胶质瘤基础与应用研究 
中华医学科技奖 

二等奖 
2005 年 黄强 、兰青等 

2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中晚期心血管 

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中华医学科技奖 

三等奖 
2006 年 沈振亚、焦鹏等 

3 
肾脏移植术后免疫干预及调控预防排斥 

反应的实验研究 

中华医学科技奖 

三等奖 
2006 年 侯健全、 欧阳骏等 

4 
血小板病与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的分子机 

理与临床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奖科技进步 

二等奖 

2008 年 阮长耿、王兆钺等 

5  腰椎崩裂性滑脱症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奖科技进步 

二等奖 

2008 年 陈亮、杨惠林等 

6 
全长cDNA表达谱芯片的研制和应用及其 

人脑胶质瘤中全长 PKIβ的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2006 年 惠国桢、 祁震宇等 

7 
几种罕见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的临床与 

基础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2006 年 王兆钺、 赵小娟等 

8 
人脑胶质瘤细胞诱导分化及其相关新基 

因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04 年 黄强、兰青等 

9  心肌肥厚电重构的机制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04 年 杨向军、缪丽燕等 

10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基础与 

临床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04 年 周岱、王中等 

11  颅脑外伤临床实践和基础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05 年 惠国桢、李向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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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长cDNA表达谱芯片的研制和应用及其 

人脑胶质瘤中全长新基因PKIbetta的研 

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07 年 惠国、桢祁震宇等 

13 
以氟达拉滨为主的预处理方案非清髓性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病的临床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4 年 吴德沛、马骁等 

14 
多发性硬化的自身免疫机制实验和临床 

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4 年 董万利、 赵红茹等 

15 
腺病毒介导的自杀基因转基因治疗膀胱 

肿瘤的机理探讨和作用效果的系列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4 年 温端改、 侯建全等 

16 
TNP-470 联合丝裂霉素抑制原位移植性 

肝癌生长及转移复发的实验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4 年 钱海鑫、秦磊等 

17  经皮椎体成形术的实验和临床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5 年 倪才方、杨惠林等 

18 
大肠癌血管生成与抗血管生成的实验与 

临床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6 年 陈卫昌、刘强等 

19  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的临床研究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7 年 兰青、康德智等 

20 
WT1 基因在白血病发病机理中的作用和 

临床应用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7 年 陈子兴、胡绍燕等 

21 
201Tl 和 99mTc-HL91 双核素 SPECT 乏氧 

显像评价冠心病患者缺血存活心肌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8 年 杨向军、贺永明等 

22  流式细胞术在血栓与出血研究中的应用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8 年 韩 悦、白 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