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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选题调查与分析

贾仁兵1,2

[摘要]目的:总结医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创计划冶)总体立项和各方向及领域的选题情况,对实施情况和选

题进行全面探索。 方法:对 2008 -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 243 个国家级“大创计划冶进行分类统计,比较不同年份、各
个学生特征的项目数,对选题进行大类和小类分组,统计各类别的选题百分比及随年份变化的情况。 结果:五年制、中文班、
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开展“大创计划冶数量最多,基础研究项目百分比远远高于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且基础研究项目百分

比逐年上升。 更细化的分类得出,发病机制研究、建模 /诊断研究项目百分比均上涨。 结论:医学生“大创计划冶有利于在帮助

学生专业选择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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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ath analysis of strengthening medical students忆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JIA Ren鄄bing1,2

(1.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Ninth People忆s Hospital,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001;2.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Orbital Diseases and Ocular Oncology,Shanghai 20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ummarize the overall project establishment and topic selection in various directions and fields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amo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 " innovation program" ),and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opic selection. Methods:Two hundred and fourty鄄three national innovation programs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2008 to 2021 were classified. The number of projects in different years and students忆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The topics were grouped into categories and subcategories,and the percentage of topics in each category
and its change with years were analyzed. Results:Students from five鄄year education system,Chinese class and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had the largest number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novation program. The percentage of basic research project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percentage of basic research project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ccording
to more detailed classification,the percentage of both pathogenesis research and modeling / diagnosis research increased. Conclusions:
" Innovation program" for medical students is conducive to help students choose their majors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project title;college students

摇 摇 医学科技创新关乎人民健康,对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经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

国家医学创新发展战略的需要,2018 年教育部联合

卫健委发布了“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冶,提出

重视医学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医学技

术,为人民提供福利,为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1]。
同年,教育部指出要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结合专业、强
化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大创计划冶),是“十一五冶期间教育

部为推动创新人才培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举

措[3 - 4]。 一项调查问卷研究[5]显示,94. 07%的学生

认为实验室开放项目非常有意义,94. 86%的学生表

示实验室开放项目有利于其专业技能的提升。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于 2007 年启动“大创计划冶,各专

业、学制先后有 243 个国家级项目和 437 个上海市

级项目获得资助。 其中,有 17 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

励,6 个项目获得上海市级奖励,如全国大学生基础

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奖项和上海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果展最佳创新报告奖 /我最喜爱

的项目等。 在此基础上,申请并获得授权 10 余项国

家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发表中英文论著及综述

70 余篇。 因此,“大创计划冶对于培养“卓越创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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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才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
针对“大创计划冶话题,已有多篇教学论文发

表,总结了管理模式和成果汇总。 但医学生是一个

特殊群体,需要长期甚至终身进行科学研究的探索,
本科阶段参加的“大创计划冶方向和选题可能将影

响其未来研究和职业方向。 本文总结 2008 -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国家级“大创计划冶总体

立项情况,以及各个方向及领域的选题比例,从而提

出未来研究领域的活跃程度。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2008 -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大学生申报的 243 个国家级“大创计划冶。
1. 2摇 研究方法 摇 (1)对项目的申请年份、学生年

制、学生语种、学生专业进行分类统计。 (2)将所有

项目分为 3 大类,即基础研究、临床研究、转化研究,
这 3 种研究最终想达到的目标截然不同。 基础研究

主要为深入阐释某个分子或药物的作用机制,临床

研究主要统计病人特征,阐明临床问题,而转化研究

是沟通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桥梁。 再根据每个项

目的题目内容将所有项目分为 7 小类,即发病机制、
药物 /治疗、器械 /设备、建模 /诊断、新型材料、病因

研究、其他,分别进行分类统计。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以折线图对项目数及项目百分

比等描述性结果进行展示。

2摇 结果

2. 1摇 每年立项数及学生特征分析 摇 2008 -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每年获国家级资助的“大
创计划冶 项目数和参与的学生数逐年增长,其中

2008 - 2011 年的每年立项数波动于 8 ~ 11 项,从
2012 年起,每年立项数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为 20
项,并平稳保持至 2020 年,2021 年又有小幅度的增

长,为 26 项(见图 1)。
2008 - 2021 年,243 个国家级项目的承担学生

主要来自于五年制、七年制和八年制,其对应的项目

数分别为 148 个 (60. 9% )、29 个 (11. 9% ) 和 66
(27. 2% )个。 他们的语种主要为中文班、英文班和

法文班,对应的项目数分别为 214 个(88. 1% )、13
个(5. 3% )和 16 个(6. 6% )。 243 个项目的学生来

自 8 个不同专业,其中临床专业的项目数为 172 个

(70. 8% ),口腔专业项目数为 28 个(11. 5% ),医学

检验专业项目数为 18 个(7. 4% ),预防医学专业项

目数为 10 个(4. 1% ),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和儿科专

业项目数均为 5 个(2. 1% ),护理专业项目数为 3
个(1. 2%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项目数为 2 个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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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选题类别分析摇 结果显示,基础研究占据最大

比例,共有 171 个(70. 4% ),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

项目数分别为 49 个(20. 2% )和 23 个(9. 4% )。 7
个小类中,发病机制研究占据了近一半比例,共有

110 个 ( 45. 3% ), 其次药物 /治疗研究有 45 个

(18. 5% ),器械 /设备研究 24 个(9. 9% )、建模 /诊
断研 究 18 个 ( 7. 4% ), 新 型 材 料 研 究 16 个

(6. 6% ),病因研究 10 个(4. 1% )和其他研究 20 个

(8. 2% )。
我们将每个大类、小类的项目百分比按照年份

绘制折线图。 可以看到,大类中的基础研究项目百

分比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 2008 年的 18. 2% 波

动性地上升至 2021 年的 69. 2% 。 相反,转化研究

项目百分比呈现早期下降、后期平稳的趋势,从
2008 年的 45. 5%下降至 2021 年的 11. 5% 。 临床研

究项目百分比的总体趋势较平稳,略有下降,2008
年占 36. 4% ,2021 年占 19. 2% (见图 2A)。 在小类

的年份折线图中可见,发病机制研究项目百分比是

唯一一个大幅度上涨的小类,从 2008 年的 9. 1% 上

升为 2021 年的 42. 3% 。 建模 /诊断研究项目百分

比有小幅上涨,2008 年为 0% ,2021 年为 19. 2% 。
此外,药物 /治疗研究和器械 /设备研究项目百分比

有下降趋势,分别从 2008 年的 18. 2% 和 54. 5% 下

降至 2021 年的 7. 7%和 11. 5% ,而新型材料研究和

病因研究项目百分比基本持平(见图 2B)。

3摇 讨论

摇 摇 为了加强医学生创新创业的目标要求,我们应

不断发现和探讨“大创计划冶现有的问题,并积极改

进。 以往研究[7]显示,医学生“大创计划冶存在管理

部门多与市场脱节、经费不足、科研时间与课业时间

冲突、结题要求过高等问题。 通过本次对 2008 -

245 J Bengbu Med Coll,April 2022,Vol. 47,No. 4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级“大创计划冶学
生特征和选题的统计,我们同样发现了研究题目选

择中的待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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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摇 应适当引导八年制、英 / 法文班、口腔专业医学

生参与“大创计划冶 摇 从学生特征中可见,五年制、
中文班、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对开展“大创计划冶
的意愿较为强烈,相较于其他特征有绝对领先优势。
这可能与五年制本科生毕业之后需要攻读 3 ~ 6 年

硕 /博士研究生相关,其科研压力相较于长学制学生

来说更大,本科期间的科研轮训有助于为硕 /博期间

的研究打下基础,而参加“大创计划冶的经历也成为

很多高校研究生录取的敲门砖。 而现今的医学发展

对长学制医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掌握临床技能

的同时,进行科研轮训和拥有一定的科研产出对他

们的就业至关重要。 因此,应适当引导八年制、英文

班 /法文班、口腔等其他专业的学生报名参与“大创

计划冶。 同时,应指导长学制学生选择更为贴近其

学制特点的题目,例如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等,从而

更好地发挥他们的长处。
3. 2摇 应关注临床问题,鼓励转化研究、临床研究等

话题摇 “大创计划冶的选题是科研工作的第一步,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否通过合理

的课题设置得到真正的全方位的综合训练[8 - 9]。 通

过对选题统计分析发现,本科生对基础研究的兴趣

逐年上涨,而对转化研究的热情在 2010 年之前急剧

下降,并在此后的几年至今均维持在较低水平。 在

接下来的小类 - 年份分析中也发现,发病机制研究

项目百分比有大幅度上涨,建模 /诊断研究项目百分

比有小幅上涨,而药物 /治疗研究和器械 /设备研究

项目百分比均有下降,新型材料研究和病因研究项

目百分比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不可否认的是,近
年来,新型科学研究技术和研究工具有前所未有的

迅猛发展[10],例如基因编辑技术、测序技术、医学检

验技术、表观遗传学技术等[11 - 14],极大地推动了医

学科学研究的发展,使得研究更为便捷快速,对机制

的探索也更为深入。 我们应注意,揭示分子或药物

的作用机制固然重要,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的重要

性也不可忽视。 转化研究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研

究的纽带,使医学生具备兼顾临床诊治和基础研究

的意识和能力,将为培养出临床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提供途径。 同时,医学生也应关注临床问题,从病人

出发,揭示临床规律,从事有转化前景的科学研究,
从而推动临床发展,造福病人。
3. 3摇 应重视选题合理性摇 选定一个设计合理、有一

定创新性、同时难度适中的课题,是“大创计划冶项

目保质保量完成的前提[15]。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

发现,“大创计划冶往往更注重训练过程和结果,而
易忽视选题环节,常常由指导老师根据自身研究方

向来制定。 而导师的课题并不是为“大创计划冶项

目而设的,容易造成导师成为“主角冶,学生变为“配
角冶,从而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16]。 有些研究内容

大大超出本科生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这样严重脱离“大创计划冶的初衷。 同时,
部分选题较为空泛,例如“某基因在某疾病进展中

的作用冶“某药在某病治疗中的作用冶等,这样的题

目不够细化,涉及面太宽,得到的研究结果往往过于

浅显,或落入俗套化,对相关领域的发展意义不大。
另外,还有一部分“大创计划冶选题的创新性不足,
重复率高。 因此,应将选题过程作为一项重要环节

来进行,要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与指导老

师商议后来决定,从而避免盲目选题,提高项目的新

颖性和层次性[17 - 18]。
“大创计划冶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

手段,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对

于医学生来说,应结合自身爱好、现实需要、前沿热

点来选择“大创计划冶的题目。 合适的选题不仅可

为医学生指明专业道路,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同时也可为医学科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
在这过程中,学院和指导老师应做好正确引导,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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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的同学共同讨论,根据“兴趣驱动、自主实

践,重在过程冶的原则,建立以学生为主、导师为辅

的管理模式,并将这一模式贯穿项目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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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构建智慧课堂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王摇 颖,魏摇 芳,马琳艳,宋宜宁,姜牧君,韦颖梅

[摘要]目的:探索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构建智慧课堂对药理学教学的影响。 方法:选取 2018 级护理学专业学生 219 人,随
机分为护理 A 班(观察组,n = 112)和护理 B 班(对照组,n = 107)。 对照组采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观察组将网络移动教学

平台构建的智慧课堂应用于教学过程。 结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对网络移动学习通教学平台构建的智慧课堂教

学效果比较满意(95. 5% )。 观察组学生的综述成绩(16. 47 依 1. 03)分,高于对照组的(16. 11 依 1. 22)分( t = 2. 36,P < 0. 05)。
观察组学生的期末成绩总分(60. 42 依 11. 22)分,高于对照组的(58. 28 依 13. 08)分,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 30,P > 0. 05)。
观察组学生期末考试及格率为 57. 1% (64 / 112),与对照组的 53. 5% (57 / 10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0. 33,P > 0. 05)。
结论: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构建智慧课堂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升整体的学习效率,是值得在药理学

教学中推广的创新教学方法。
[关键词] 智慧课堂;药理学;网络平台;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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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智慧课堂是互联网平台在教育教学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教学模式。 它将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教

学进行融合,能够弥补传统教学的弊端,在互联网平

台上为学生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和整合,从而实现

教学效率的提高[1]。 其顺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也给大学教育提供了根本性的变革[2]。 药理学是

研究药物与机体之间关系的基础医学课程,在医学

与药学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在高等医药学教学中属

于基础性与专业性较强的学科[3]。 我校除了临床

和药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药理学,护理学、影像

学、生物、营养学以及卫生管理等专业为了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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