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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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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由机能学自主学习平台、
形态学数字仿真实验室和人体解剖学网络自主学习考试系统

组成的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拓展了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空间，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形成了以虚
拟与实训有机结合为特征的完整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体系，
在医学教育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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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实践性科学袁在医学教育中实践教学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遥 医学实验由于受尸体尧标本尧实验动
物尧实验试剂尧生物安全和伦理学等制约袁实验内容尧
实验效果尧实验室开放及运行成本一直是困扰医学院
校的难题袁严重制约了医学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遥 因

起步阶段袁 如果能将虚拟仿真技术成功地运用到医
学教育领域势必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二尧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建设
南京医科大学从 员怨怨苑 年开始拨出专项经费和

此袁我们急需一个能够节省医学实验成本尧解放出实

人员袁 在医学院校中率先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和网

验准备与带教劳动力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实验成功

络技术开展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袁 研制

率的方案袁研制依托互联网资源共享的医学仿真实验

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能学自主学习平台尧 形态

咱员暂

教学系统势在必行袁也是未来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遥

学数字仿真实验室和人体解剖学网络自主学习考试

现将我校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总结如下遥

系统 猿 个实验教学系统袁涵盖了基础医学所有实验

一尧虚拟仿真技术
虚拟仿真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
算机系统袁 具有交互性尧 真实性以及多感知性等特
点袁是以计算机软件及硬件为基础尧以相关的技术手
段为辅助袁通过对已知或未知世界的仿真袁使人获得

教学内容遥 这一平台大大提升了医学实验教学深度
和广度袁拓展了实验教学空间袁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袁 形成了以虚拟与实训有机结合为特征的完整
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体系遥
渊一冤机能学自主学习平台

员怨怨苑 年开始研发袁 该系统包括以计算机仿真技

真实感受的一种先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遥 虚拟仿真

术为核心的生物仿真引擎尧处理因素数据库尧虚拟环

技术可以依靠计算机的图形处理进行图像再现袁与

境界面和网络化硬件平台等部分遥实验者可以在校园

传统的图像再现手段袁 如电影尧 电视以及 阅灾 等相

网任一终端像在真实的环境中一样运用各种虚拟实

比袁有着本质的飞跃 遥 虚拟仿真技术对于图像的再

验器械和设备袁对野实验动物或标本冶进行虚拟操作遥

现不仅仅局限在对实物的再现袁 它更多地被应用在

该系统由于学生不受时间尧场所尧实验动物及试剂的

超现实画面的再现上 遥 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发展

限制袁可在计算机上反复操作袁增加了学生的自主学

的突飞猛进袁虚拟仿真技术已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袁

习和学习兴趣遥 特别适用于在实验室的开放运行条件

如训练尧教学尧娱乐尧遥控操作以及模拟预测等方面遥

下学生的预习尧复习尧考试和补充练习遥 圆园园园 年在南

咱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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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袁尽管虚拟仿真技术越来越受教育界青睐袁但
是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处于

京医科大学各专业学生中试用袁 经过多次改进和升

级袁圆园园猿 年开始在学校局域网内正式上线运行袁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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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我校各专业学生的实验教学尧开放实验和网络自

更客观地反映教学效果袁 使理论和实验教学走出了

主学习遥经过 员园 余年的建设与完善袁机能学自主学习

课堂袁拓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遥 圆园园愿 年袁该系统在

测题库 猿 苑愿愿 题袁现已成为机能实验学学习的重要辅

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和好评遥

平台已包含虚拟实验项目 员怨 项尧视听视频 员员远 个尧自

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课件评比中获一等奖袁

助手段袁 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多媒体竞赛一等
奖袁并先后向东南大学尧苏州大学尧徐州医学院等 愿 家
高校推广使用遥 圆园员猿 年袁机能学自主学习平台获得江
苏省高校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一等奖遥
渊二冤形态学数码仿真实验系统

三尧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特色
渊一冤科学规划袁构建了完整的基础医学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体系
我校从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初袁 就积极开展教学实

数码仿真形态实验室 圆园园愿 年开始研发袁是利用

验室尧 实验精品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体化建

计算机图形处理尧数据库管理及多媒体技术仿真形

设袁组建了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渊圆园园远 年获国家

态学科切片观察尧标本展示的计算机系统遥 在没有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冤袁开设了野医学机能学冶尧野人体

真实显微镜的情况下袁模拟显微镜的虚拟操作尧三维

结构学冶 和 野医学形态学冶猿 门创新实验课程渊圆园园缘

展示和虚拟读片等操作袁在倍率与测量上突破了显
微镜本身的功能限制袁并可进行正常与病理组织切
片的自测与考试遥 分为学生端和管理端袁学生端包
括 缘 个功能模块院视频点播尧虚拟操作尧虚拟读片尧课

年尧圆园园苑 年和 圆园园愿 年先后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冤袁
与课程对应我们分别研发 野机能学自主学习平台冶尧

野人体解剖学网络自主学习考试系统冶和野形态学数
字仿真实验室冶猿 个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软件袁涵

堂自测和考试模块遥 管理端由 苑 个功能模块组成院

盖了基础医学所有实验教学内容袁 形成了较为完整

理尧考试管理尧试卷评阅遥目前已完成收集尧录入并完

渊二冤资源共享袁拓展了医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

视频管理尧虚拟操作尧数码教学尧片库管理尧试卷管

的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遥

成标注 怨怨远 张正常和病理组织切片袁并完成标本的

和空间

录入和数字化处理袁组织教师对每个标本上的知识

南京医科大学基 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平

点进行标注袁 力争 猿 年后数据库能达 圆 园园园耀猿 园园园

台袁 其本质是一个基于网络运行的医学专业虚拟仿

统数据库中的知识点达 苑 园园园 个袁 基本涵盖组织胚

采用软件工程的理念进行构建袁 将建成为基于网络

个标本量袁平均每张切片含 员耀猿 个知识点袁使该系

真软件袁其研究思路主要结合所涉及医学专业特点袁

胎学尧病理学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袁使该系统能进入学

的基础医学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袁 可在校园网上独立

习尧考试的实用阶段遥

运行袁并与南京医科大学课程中心 耘原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自主

渊三冤人体解剖学网络自主学习考试系统

学习平台整合袁融入课程学习袁并且可以在校外公共

人体解剖学网络自主学习考试系统于 圆园园远 年

网络上通过合法认证后登录学习遥 此平台拓展了学

全面用于我校各专业人体解剖学理论和实验教学尧

生自主学习空间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袁在全国医

学生自主学习与考试袁 包括 猿 园园园 多个解剖标本结

药院校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袁先后向 猿愿 家医药

试题均有难易度标识袁适合不同专业学生的自主学

交流袁获得同行一致好评遥

构辨认袁源 园园园 多道单项尧配伍和多项选择题遥 每道
习和自测遥 该系统的解剖标本量大尧质量高尧图像清
晰袁解剖结构采用区域参数改变的方式突出显示袁解

院校推广使用袁接待 缘园 余批次领导及同行前来参观

四尧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应用

决标本缺乏尧结构辨认不准确尧标本针对性不突出及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生开

学生难以理解等问题遥 每一解剖结构还配有野标本

放遥 学生在虚拟仿真实验室袁利用特定的设备渊局域

说明冶尧野结构说明冶尧野基本概念冶和野知识拓展冶等信

网内电脑尧人体模具等冤进行训练和学习袁也可以通

息袁有利于学生轻松自主学习遥 系统上线以来袁已成

过网络袁在模拟现实的虚拟环境里进行实验遥教学网

为我校解剖教学必不可少的辅助教学手段袁提升了

站还包括实验教学课程安排尧 实验教学仪器使用的

解剖实验教学质量袁学生课后登陆该系统学习次数

查询尧实验教学课件尧实验教学资源库的下载曰开放

累计达 猿缘 万人次遥 已有 远 届学生在该系统上完成

实验室的预约管理曰实验报告提交尧师生互动尧实验

解剖标本考试袁标本考试客观公正袁节省了大量人

成绩查询和教学质量网上测评等功能遥 教师通过后

力尧物力袁获得一致好评遥 该系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

台布置作业袁监控学生学习过程袁设置考试内容袁管

解剖学教学内容的全面掌握袁彻底做到了考教分离袁

理学习成绩遥 所有虚拟项目都模拟现实场景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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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互动袁学生身临其境地进行反复训练袁实践技能

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既先进又灵活的环境袁可

不断提高袁创新意识不断增强遥

以锻炼学生的独立构思和设计能力激发其学习的兴

开设实验课程均采用虚实结合的模式袁实验室为

趣袁 对提高教育技术水平尧 改善教学及实验实训环

学生提供必需的基础实训项目袁通过虚拟实验室进一

境尧优化教学过程尧提高教学效率尧节约教学成本尧加

步丰富实验教学内容尧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曰通过实训

速培养现代化的医学专业技术人才产生深远的 影

和虚拟训练袁学生又回到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袁或进

响袁并将推动学科研究袁促进教学改革袁在医学教育

入医疗单位从事临床实习袁学生在从实到虚袁又从虚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到实的训练过程中袁素质逐渐增高袁能力逐步增强遥
虚拟实验平台开放后显著增加了实验资源袁扩
展了实验教学空间袁提升了实验教学内容袁也提高了
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遥 近年来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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