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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教育部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必要的理论知识准备袁 而建立

袁对医学 生科研基本素质和 基本 技能 袁尤 其对

理论基础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袁对文献进行回顾袁或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具有重

在指导教师研究基础上进行延伸袁 然后建立自己的

要意义袁而且是学校现有教学模式和培养体系的有

科学假说遥如果理论知识不充分袁那么所提出的问题

益补充和完善袁还能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很可能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袁没有科学意义遥同时也

遥 实验设计在大学生实

要注意现有的医学实验研究成果存在很多被否定的

践创新训练计划中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

因素袁因此在文献准备阶段袁综述要阅读袁原始文献

合科研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袁一个好的医学实验设计

也要阅读袁对发表的结果袁要认真分析尧合理地判断

是一个学生或一个团队综合素质的体现袁也是医学

和鉴别遥可以说实验设计是一个去伪存真尧去粗取精

创新训练项目有效实施的前提和保障遥 因此袁医学

的过程袁 只有充分把握已知袁 才能合理提出科学设

大学生在实施创新训练计划时袁尤其要注重实验设

想袁使自己的假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遥

划

咱员暂

和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

咱圆原猿暂

计的统领性作用遥 本文主要对医学生实践创新训练

渊二冤良好的医学科研设计需要注重创新

计划中实验设计的要求以及学生和教师在实验设

根据大学生实践创新计划的宗旨袁野激发学生的

计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方面进行探讨遥

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袁 让大学生参与和体验科学创

一尧医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造尧研究与实验的过程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

的实施对实验设计的要求
所谓实验设计是指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前袁针对
研究目的所制订出的整个研究计划遥 医学实验设计

践能力袁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冶袁要用创新思想去
引领实验设计遥 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核心是
野创新冶袁项目的选题必须带有创新点袁医学生要敢于

突破自我尧勇于奇思妙想尧追求标新立异袁充分激发

是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第一步袁目的是提出最优设

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袁张开想像的翅膀袁积极发挥

计方案袁实现科学设想遥

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潜能袁培养创新精神 咱源暂遥 在实验设

渊一冤良好的医学科研设计需要理论知识的准备
在实验设计前袁研究者需要针对已知研究成果尧

计中袁真正体现出创新思维袁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
中规中矩 咱缘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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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良好的医学科研设计需要点面结合

过后袁才可进行创新项目后续环节的开展遥如上述实

在实验设计过程中袁创新点常常受到重视袁提出

验设计的例子可将学生所学的基础知识综合起来袁

创新点后袁后面的设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遥 而面即

体现了药理学尧生理学尧分子生物学尧病理生理学等

是具体环节或细节之处袁如果考虑不周袁会导致实验

相关知识的融合袁也体现了从器官渊心脏和血管冤要

失败遥 细节决定成败袁严谨的科学态度要贯穿于实

组织 渊血管中膜冤要细胞 渊平滑肌细胞冤要分子水平

验设计的全过程袁而且还要全面考量袁如充分重视实
验过程中的混杂因素袁同时也要将局部研究结果进

渊骨调节蛋白冤的连贯袁当然实验设计具体细节的科
学性尧 合理性以及可行性还需要学校相关部门尧组

行系统分析遥 任何一个医学实验都包括处理因素尧

织尧专家或指导教师进行评价和审核袁通过不断修改

受试对象和实验效应三大基本要素袁好的实验设计袁

和调整袁审核通过后才可进行科学实验遥

必须严格遵循实验设计的四个原则院对照尧均衡尧随

此外袁对于本科生而言袁选题方式也可采用教师

机重复遥 实验设计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渊科研选

指定的方式袁若学生对指导教师的课题感兴趣袁也可

题冤袁对实验方法尧实验对象渊人或动物冤的选择及所

参与指导教师的子课题研究袁 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

需要的数目尧性别尧实验分组尧合理对照的选择袁处理

中也可提高科研素质和综合能力 咱远暂袁但仍要大力提

因素袁观察指标袁测定方法袁误差的来源与控制袁科学
的原始记录袁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袁以及可能出现的
实验结果都要有一个全盘考虑遥
渊四冤实验设计要注重与临床疾病的联系
学生经过查阅大量文献确定科研选题后袁开始

倡和鼓励学生自主选题尧自行设计袁这样才不偏离国
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宗旨遥

二尧实验设计要以学生为主体
渊一冤学生参与实验设计应具备的自身条件

撰写实验设计遥 在撰写实验设计时袁一方面要注意

参加申请创新项目的医学生应为品学兼优尧学

实验设计要突出基础与临床的联系袁加强所学基础

有余力袁有较强独立思考能力尧求知欲尧探索欲和创

医学知识与临床疾病的衔接袁也要重视科学设想的

新意识袁并具备初步的科研和动手能力袁且对医学科

提出与临床实际需要相结合袁与医学发展实际需要

学研究尧科技活动或社会实践有浓厚兴趣遥在此前提

相结合袁真正提高学生创新实际能力曰另一方面要注

下袁 学生可针对选题袁 根据课堂所学的基本医学知

意实验设计要以人体主要器官的主要疾病为引导袁

识袁或通过自行学习突破所学课程的局限袁设计跨学

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袁围绕问题从不同研究水平和

科的综合性实验遥

角度袁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遥如设计活性肽 载
对血管中膜钙化的治疗袁 首先要对活性肽 载 的性

渊二冤学生参与实验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医学实验设计以学生为主体袁可将组织胚胎学尧

质尧分布袁正常生理作用尧在疾病状态下的作用及各

分子生物学尧生理学尧病理生理学尧病理学和药理学

自的相应机制有充分的掌握袁并对血管中膜钙化的

等基本医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袁这样袁在实验设计的

发病机制进行了解袁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进行实验

过程中学生对机体正常的形态结构尧生命现象尧生命

模型的制作袁模型制作成功后进行活性肽 载 干预治

规律尧生理功能的调节机制袁疾病时形态结构尧功能

疗袁观察用药后对心血管的功能尤其是对血管钙化

和代谢水平等异常改变袁 以及临床药物治疗疾病的

的影响渊是加重还是逆转平滑肌的细胞表型冤袁并通

作用原理和机制都有了直观和连贯的认识袁 促进学

过平滑肌细胞的培养探讨该药物对血管钙化的作用

生对所学知识的回顾尧理解和加深袁并融会贯通袁提

机制等遥

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遥 让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实验

渊五冤注重医学实验设计的内容

设计能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尧主动学习能力尧文献检索

医学实验设计是一项精细的尧 系统的工程袁实

能力尧科学思维能力尧逻辑能力尧表达能力尧分析问题

验设计在内容上要体现以下几方面院淤不同实验层

和归纳总结能力以及课题撰写能力袁 都得到进一步

次的并重袁如基础性尧综合性和创新性等曰于不同实

提高遥 还可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尧科研的兴趣尧严谨

验水平的连贯袁如从整体要器官要组织要细胞要分

的科学态度尧团结协作和坚持不懈的精神遥

子水平曰盂不同学科的交叉袁如实验设计要体现形态

渊三冤学校要对学生实验设计给予高度重视

学科尧机能学科和细胞分子生物学科等相关的内容袁

学校要提高对学生的支持袁积极宣传并介绍实验

使实验设计成为有机的整体曰榆实验设计要体现出

设计对大学生综合科研素质培养的重要性袁同时也要

科学性尧合理性和可行性遥 学生实验设计好后要进

采取相应的措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遥如提供实

行讲解及答辩袁通过对实验设计的评价以及审核通

验设计时必要的相关书目曰邀请经验丰富的老师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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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介绍创新实验设计的思路尧方法和注意事项曰开设

生一定的指导袁促进实验设计的完善袁使实验设计更

培训课程为学生进行独立实验设计打好基础曰让组织

加科学合理尧可行性强遥

参加过大学生创新训练的优秀学生开展经验交流会曰

渊三冤成为指导教师的条件及遵循的原则

对实验设计优秀的个人或团队给予奖励等 遥

高度的责任感尧使命感尧较高的学术水平尧正派

咱苑暂

三尧实验设计中要重视指导教师的作用

的学风尧严谨的科学态度尧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
服务奉献意识等是成为指导教师必备的条件遥 在指

渊一冤指导教师存在的必要性

导学生实验设计过程中袁 指导教师要遵循一定的原

大学生创新训练实验的设计通常是以学生所学

则院淤注重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袁而不是

专业为背景构建创新思路遥 医学专业知识难度大袁

让他们照方抓药袁对他们实行保姆式管理袁使他们完

对于低年级的医学生而言袁由于学生综合医学知识

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袁产生完全依赖老师的想法遥于在

有限袁知识结构相对单一袁专业科研知识和科研经验

学生实验设计过程中袁要多给鼓励或奖励袁增强学生

缺乏袁实践和实战经验少袁在开始实验设计时存在一

的自信袁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尧分

定的盲目性袁会出现选题困难袁文献资料查阅和学习

析能力尧判断能力尧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盂要让学

文献能力不足袁缺乏相关科研设计知识袁导致撰写方

生体会到科学研究的批判性尧 严谨性以及与临床疾

案无从下手袁有的学生丧失信心尧中途放弃袁也有的

病的关联性遥此外袁指导教师也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

消极对待尧应付了事遥 实验设计过程中也会出现很

足袁时刻学习并掌握科研发展动态袁最新的实验方法

多问题袁如有的学生很多想法过于理想化袁设计过于

和技术袁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遥

片面不合理袁导致实验设计可行性差遥 在这些情况
下袁指导教师的指导作用尤其必要 咱愿暂遥

唯有好的实验设计才能促进大学生实践创新计
划更好地实施和开展袁 医学生尤其要重视和掌握医

渊二冤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实验设计的要求和方法袁 同时在实施实验设计过

指导教师在实践创新计划每个环节中要起到主

程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袁指导教师为主导的原则袁

导作用袁其中在实验设计环节指导教师应做到院淤可

共同促进实验设计的完善遥

将自己科研项目中的子课题或以一篇优秀的科研论
文为例袁向学生讲解基础医学科学研究的思路尧方法尧

参考文献

特点以及意义等袁 消除学生对科学研究的神秘感尧深

咱员暂

教育部援 关于做好野本科教学工程冶 国家级大学生创

性遥 于指导教师要给学生正确的科研导向袁创新项目

咱圆暂

教育部袁财政部援 关于实施 叶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及实验设计的完成要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袁

咱猿暂

万思志援 探索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路径咱允暂援

奥感和恐惧感袁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尧积极性和创造
最终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袁但创新亮点的构建以
指导教师在实验设计中可发挥把控的作用袁使学生在
后续科研实践中少走弯路袁取得更大的成果遥 盂指导

教师可鼓励尧指导和帮助学生申请学院尧学校省级或
国家级的创新项目遥 榆在项目申请批准后袁指导教师

可采取循序渐进尧逐级深入的方式培训和指导学生进
行实验设计袁成为实验设计的组织者尧 控制者尧 检测
者尧 启发者尧 参与者尧聆听者尧监督者尧审核者袁但不要
事必躬亲尧越俎代庖袁使得学生丧失了锻炼机会袁也不

咱源暂

咱缘暂
咱远暂

要听之任之尧放任不管尧袖手旁观袁使得学生无所适
从遥 具体来说指导教师可以院淤积极向学生推荐阅读
相关书籍曰于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文献阅读尧如何文献

咱苑暂

学习尧如何科研选题尧如何课题设计等曰盂组织学生进
行文献阅读汇报尧 课题设计撰写和课题设计汇报曰榆
通过座谈会以会议讨论的形式与学生面对面讨论对
话袁提出问题尧建议及修改意见等袁学生之间也可互相
提问尧回答遥 指导教师在实验设计每个阶段都给予学

咱愿暂

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咱在暂援 圆园员圆

与教学改革工程曳的意见咱在暂援 圆园园苑
中国高等教育袁圆园员园渊员员冤院源圆原源猿

何玉玲袁王 岚袁李 莉袁等援 国家大学生创新课题学生
创新理念培养初探 咱允暂援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袁圆园员员 渊源冤院

猿缘原猿远

张子菁援 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咱允暂援 南京
医科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圆园园圆袁圆渊圆冤院员源缘原员源苑
吴金星袁王

晓袁王保东袁等援 教师科研项目是强化实

践教学和培养创新能力的良好平台 咱允暂援 大学教育袁
圆园员源 渊员冤院怨苑原员园园

陆春城袁夏彦恺袁王心如援 南京医科大学本科生科研
能力培养现状及改革措施探讨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
报院社会科学版袁圆园员员袁员员 渊缘冤院猿苑猿原猿苑缘

李

忠袁王守林袁刘起展袁等援 浅议影响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导师因素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
圆园园苑袁苑渊源冤院猿源远原猿源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