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1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 名 张丹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8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学位 博士 专业技 

术职务 

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 

职务 

副院长   
 

 

院系 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院 电子邮箱 Zhangdan@zju.edu.cn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学士路 1号 邮编 310006 

教学研究情况：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 5项）；作为

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

不超过 10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 5项）。 

主持教学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来源 年限 

女性生殖健康 浙江大学校级MOOC项目 2018年 

女性生殖健康 浙江大学2018年度通识

教育改革项目 

2018年 

女性生殖健康 浙江大学新一轮通识教

育立项建设 

2018年 

临床医学生妇产科医患

沟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教学改

革项目 

2014年 

发表论文： 

1.张丹,徐向荣,刘益枫,徐矜群. 医学生妇产科医患沟通能力培养方式探讨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8,(4):102-103. 

2.阮恒超,王筝扬,耿晓北,张丹.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专业基地核心教学团队构



建与运行[J].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2018,2(3):169-172.（通讯作者） 

教学表彰/奖励： 

2018年 首批浙江大学“国际暑期科研项目”指导教师 

2016-2017学年、2015-2016学年浙江大学优秀班主任 

2015年 浙江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 

2013-2014学年 浙江大学求是学院优秀班主任 

2014年至今 浙江大学“临床名师” 

学术研究情况：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

用，不超过 5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

次序与时间，不超不超过 5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

名次序、时间，不超过 5项） 

学术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资助单位 起止年月 本人

担任 

Malat1介导的高 AMH在 PCOS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56万） 

2018.01-2021.12 负责

人 

FHL蛋白家族在卵巢机能生理

性衰退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40万） 

2018.01-2021.12 负责

人 

子宫腔再生修复关键技术体

系的构建和应用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30万）  

2018.01-2020.12 负责

人 

借助模式动物评价 PCOS 不同

亚型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子课题（75万） 

2017.07-2021.12 课题

骨干 



全性 

BNC1调节卵母细胞发生发育

与凋亡闭锁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74万） 

2015.01-2018.12 负责

人 

学术论文： 

1.   Shi Y, Sun Y, Hao C, Zhang H, Wei D, Zhang Y, Zhu Y, Deng X, Qi X, 

Li H, Ma X, Ren H, Wang Y, Zhang D, Wang B, Liu F, Wu Q, Wang Z, Bai 

H, Li Y, Zhou Y, Sun M, Liu H, Li J, Zhang L, Chen X, Zhang S, Sun X, 

Legro RS, Chen ZJ. Transfer of Fresh versus Frozen Embryos in Ovulatory 

Women. N Engl J Med. 2018,378(2):126-136.  

2. Xu GF, Liao Y, Li JY, Liu YF, Huang Y, Wu YQ, Liu J, Lv PP, Zhang 

RJ, Zhang D#. Ovarian stimulation perturbs methylation status of 

placental imprinting genes and reduces blood pressure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fsp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2017,211(2017):140-145. 

3. Lv PP, Tian S, Feng C, Li JY, Yu DQ, Jin L, Shen Y, Yu TT, Meng Y, 

Ding GL, Jin M, Chen XJ, Sheng JZ, Zhang D#, Huang HF#. Maternal High 

Estradiol Exposure is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Thyroxine and Pax8 in 

Mouse Offspring. Sci Rep. 2016 Nov 9,6:36805. 

4. Zhu L, Zhang Y, Liu Y, Zhang R, Wu Y, Huang Y, Liu F, Li M, Sun S, 

Xing L, Zhu Y, Chen Y, Xu L, Zhou L, Huang H#, Zhang D#. Maternal and 

Live-birth Outcomes of Pregnancies follow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Sci Rep. 2016 Oct 20, 6:35141. 

5. Song Y, Wang ES, Xing LL, Shi S, Qu F, Zhang D, Li JY, Shu J, Meng 

Y, Sheng JZ, Zhou JH, Huang HF.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Induces 

Postmenopausal Dyslipidemia Through Inhibiting Hepatic Cholesterol 

Metabolism.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6,101(1): 254-263. 

 

 



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奖励名称 颁奖部门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浙江百姓信赖的优秀

助孕医师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2017年 1 

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人才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6年 1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6年 7/13 

中国妇幼健康科学技

术奖科技成果奖一等

奖 

妇幼健康研究会 2015年 12/14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

分会 2014年会大会

优秀论文奖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

会 

2014年 

 

1 

 

1-2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2-1 团队主要成员（5人以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

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张  丹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主任医师/副

教授 

副院长 负责人  

2 徐向荣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教

研室副主任 

主 讲 教

师 

 

3 阮恒超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副主任医师 教育办副主

任 

主 讲 教

师 

在 线

教学 

4 陈丹青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教授 产科主任 主 讲 教

师 

 

5 冯素文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主任护师 护理部常务

副主任 

教 学 管

理 

 

1-2-1 团队其他成员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

务 
行政职务 

承 担 任

务 
备注 

1 吕卫国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主任医师/教

授 

院长 项 目 指

导 

 

2 朱小明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主任医师/副

教授 
妇产科学教

研室主任 

教 学 督

导 

 

3 秦佳乐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副主任医师  授 课 教

师 

在 线

教学 

4 张  娴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主管护师  教 学 随

访 

 

5 张晨奕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住院医师  实 验 准

备 

 

6 郑  伟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八级职员  信 息 平

台维护 

 

7 舒  霁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九级职员  信 息 平

台维护 

 

8 何剑虎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高级工程师 信息科科长 技 术 总

监 

技 术

支持 

9 许新运 杭州博搜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工程师  技 术 支

持 

技 术

支持 

10 刘益枫 浙江大学医

学院妇产科

学院 

住院医师  项 目 秘

书 

 

项目团队总人数：15（人）高校人员数量：14（人）企业人员数量： 1 （人）  

注：1.教学服务团队成员所在单位需如实填写，可与负责人不在同一单位。 

    2.教学服务团队须有在线教学服务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请在备注中说明。 

    

 



2.实验教学项目描述 

2-1名称 

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2-2实验目的 

秉承“求是创新”校训，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

越”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

者为根本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伦理观念的转变，传统以患者为训练载体的医学生

培养方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临床实践教学资源有限，妇产科诊疗对象为女

性，涉及更多的伦理、风俗习惯和隐私。 

依托浙江大学学科优势、国家级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以及国内领先

的标准化病人等教学平台，虚实结合、优势互补，构建从虚拟到现实，从基础

到临床，从模型训练、仿真病人（标准化病人）培训到真实病人实习一体化的

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将临床中有创操作、高风险操作、

不可逆操作，虚拟仿真的、可重复的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可以反复练习，

完善“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四位一体（KAQ2.0）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

学习： 

1. 培养学生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实践技能； 

2. 培养学生责任担当意识，自主学习、科学素质和创新精神； 

3.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4. 培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保护患者隐私意识，提升人文素养； 

5.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2-3实验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具有以下

明显优势：（1）时间的方便性，无需等候相应的患者即可进行训练，成功地

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罕见病、少见病的带教困境，可随时安排学习时间；（2）

创造了一个可反复训练、重复操作的安全环境，出现错误时可及时进行纠正，

在提高学生操作技能的同时也避免了真实患者的医疗风险；（3）训练的标准



化，按程序进行的教学模式可避免不同带教老师在操作细节上的偏差，从而实

现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的医生技能培训；（4）多媒体的感知性，使学生通过

感知视、听、触等多种信息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知识点数量：  15  （个） 

（1）  医患沟通技巧 

（2）   术前谈话技巧 

（3）   患者隐私保护 

（4）  女性骨盆内、外测量 

（5）  四步触诊法 

（6）  外科洗手 

（7）  铺巾、消毒 

（8）  穿戴无菌手套，树立无菌意识 

（9）  平产接生、产钳助产、臀牵引等助产技术 

（10） 会阴侧切与缝合 

（11） 新生儿 APGAR 评分及标准 

（12）  新生儿复苏 

（13）  阴道分娩禁忌证 

（14）  产后注意事项（早接触、早吸吮） 

（15）  人工胎盘剥离术 

2-4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硬件：智能全身互动型分娩产妇模拟人（SimMom） 

高级综合新生儿（SimNewBaby）、婴儿模拟人（SimBaby） 

分娩模拟套装（MamaNatalie） 

FL1000智能高级综合模拟产妇模型 

ESC（Emergency Care Simulator）高级综合模拟人 

软骨盆模型 

会阴侧切缝合模型 

肩难产模型 



胎儿监护仪、成人监护仪 

产床、辐射床 

冲洗车、接生车 

新生儿复苏箱 

手术器械及辅助器械：器械产包、产钳、侧切剪、线剪、无齿镊、持针

器、冲洗壶、泡镊通、油膏罐、负压吸引器、血压计 

骨盆内、外测量仪 

非药物镇痛设施：悬挂式分娩工具、分娩球 

陈列柜 

软件：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站（OSCE） 

  3D打印系统 

自动数码摄像系统 

教师端计算机控制和图像处理系统 

专业级控制器 

主控制室计算机控制系统 

数字人软件 

2-5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病例资料，包括化验单、放射线片、病理报告单等 

妇产科手术敷料、一次性接生包等 

产房常用试剂如聚维酮碘、酒精、手消毒液等 

培训耗材：一次性用品、药品、缝合线等 

2-6 实验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

果） 

 



 

（1）使用目的 

通过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让学生掌握分娩过程中孕

产妇、新生儿的症状体征、处理要点、药物反应等。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法巩固学习成果，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2）实施过程： 

①病例库建设：根据教学目标要求，选择合适的妇产科临床真实病例，根

据虚拟病人的结构化数据要求进行转化，导入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系统中。 

②线上预习：坚持虚实结合，学生课前登陆在线平台自主学习，通过临床

真实病例中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自学，观看标准化操作讲解视频，在线进

行虚拟临床操作练习。 

③教师示教与模型练习：教师讲解与示教操作。利用高质量的图谱、示意

图、动画、视频等信息技术，通过 3D显示、模拟操作等方式创造了虚拟仿真

平产分娩的接生实习机会，可以反复练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便于学校的管理、服务和维护，有利于今后的资料扩充

和更新。学生操作练习时，教师巡回指导。 

④个体化评估：学生完成虚拟仿真实验后，根据每位学生的模拟演练表现，



给予针对性的评估报告。 

⑤课后复习与练习：临床中有创操作、高风险操作、不可逆操作，虚拟仿

真的、可重复的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可以反复练习。 

3、实施效果： 

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解决了既往临床教学过程中教

学资源相对不足，典型病例缺乏可重复性的问题，避免因操作失误对患者产生

不必要的伤害，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有利于学生直观、高效掌握相关临床知

识及操作技能，减少学习难度，增加学习趣味性与积极性，为下一步临床实体

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2-7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步） 

 

1.标准化病人问诊、体格检查（虚实结合） 

 

 

 

 

 

 

 

 

 

 

 

 

 



 

 

从模型、模拟人到真人模仿病人（标准化病人）的实践，最后到真实病人

的实习，这是医学实践教学的一般规律。标准化病人是指没有医学知识但经过

特定训练,旨在恒定、逼真地复制真实临床情况的健康人。标准化病人是国际

通用的医学教学手段，浙江大学是国内首批（1991 年）将标准化病人引入教

学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已建立了丰富的标准化病人教学和考核案例库，形成

了系统的标准化病人培训管理体系。利用标准化病人培养和考核学生的病史采

集、体格检查、临床思维和医患沟通能力，着重培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和人

文素质。 

 

 

 

 

 

 



2.模型骨盆测量、产科四步触诊法、听胎心（虚实结合） 

 

 

 

 

 

 

 

 

（骨盆测量） 

 

 

 

（产科四步触诊法） 

包括骨盆测量、产科四步触诊法、听胎心、羊膜腔穿刺等若干项目，采用

临床虚拟仿真制作，再现操作对象、方法技术和操作步骤，着重加深学生对操

作目的、方法过程的了解，提高操作方法、结果分析的综合能力。特点：先虚

后实；实验投入大，硬件好，学生动手机会多。  

 



3.超声检查（虚拟） 

 

 

 

 

 

 

 

 

 

 

 

利用高级医学模型、模拟人、器械、设备和信息技术，创建虚拟产房环境，

最大限度地还原医疗情境，通过以模拟案例、模拟情景演习的课程设计，使学

生学习妇产科学的临床技能操作。 

在熟习临床技能操作的同时，建立科学的临床思维，加强对病人人文关怀

的意识，提高团队合作能力，切实体现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理



念。这一临床技能的实践教学效果表明，虚拟产房虚拟临床情景具有成本低、

可重复、教学效率高，符合现代医学伦理要求等优势。  

超声影像学实验模拟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突破以往以教材为蓝本、按系

统和疾病编排、验证性实验为主的传统教学思路，改为以具体病例为出发点、

以病例的影像学图像，以丰富清晰的图片、动画围绕病例图像展开教学。教学

内容包括检查方法、正常影像解剖、基本病变、常见病变及并发症、系统训练

超声影像学的实践应用。在图像处理方面进行图像的虚拟仿真再编辑、图像放

大、缩小和灰暗度的调节，同时具有检索、自我评估和在具体病例进行注释的

功能。对于医学生自我指导下的学习和临床技能的掌握都具有指导价值和实用

意义。  

 

4、穿洗手衣、戴帽子口罩、洗手（实体） 

 

 

严格按照无菌要求规范操作。 

 

 

 



 

5.消毒、铺巾（虚实结合） 

 

严格按照无菌要求规范操作。 

 

6. 分娩接生（虚拟） 

将世界顶级的高、精、尖的医疗虚拟仿真技术引入实验教学，不仅能使学

生零距离接触国际最新的医学技术，更能激发他们对新技术、器械研发的好奇

心，增加学医的兴趣，提升对职业的热爱。引进购买 SimMom模拟妇产病人。

SimMom是一个先进的全身互动型生产模拟人。结合了 Limbs & Thing’s的

PROMPT生产模拟器及 Laerdal的高级生命支持模拟人的设计，SimMom 能提供

培训一系列用作培训助产术及妇产科的功能。它能让学生专注于从产前到产后

的所有分娩阶段，它适用于人工和可选的自动分娩模块。 

 

 

 

 



 

 

 

 

 

 

 

 

 

 

 

 

 

 

 

 

 

 

 

 

 

 

 

 



 

7.新生儿处理（虚拟） 

 

 

 

掌握新生儿的一般特点、APGAR评分、呼吸道清理、新生儿复苏等。 

 

8.胎盘检查（虚拟） 

应用各种胎盘模型，图片、动画、视频等方式，练习胎盘检查。 

 



 

 

9.会阴缝合（动物模型等，虚实结合） 

 

 

 

 

 

 

 

 

 

 

 

 

 



10.临床实践（实体） 

从虚拟到现实，从基础到临床，从模型训练、仿真病人（标准化病人）培

训到最后真实病人实习一体化的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 

2-8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验结果：√是 否 

（2）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实验报告√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孕妇分娩的相关知识、技术与方法，分析

解决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掌握新生儿窒息等突发情况的应

对处理措施，提高临床实战能力，并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学习中提

高综合成绩。 

2-9考核要求 

（1）问诊考核： 

①标准化病人结合 3D虚拟病人进行考核，设计丰富的临床情景对话，可以根

据学生的提问实时进行相应回答。包括术前谈话，分娩相关的问诊问题，根据

学生回答问题的正确程度，给予评分。 

② 病人回答的问题会根据病情的进程进行变化，以此判断学生的临床思维。 

（2）教师根据学生临床技能操作的完成度、准确度、熟练度进行评价 

（3）考核计分采用百分制，包括如下 3个方面： 

①学生操作该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的时间，占 10% 

②在“考核”界面中，学生完成操作后系统根据学生操作正确率得出分数，

占 80% 

③操作过程中学生提问等互动情况评分，占 10% 

 

 



（2）举例说明：下表为正常接生术的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评分要素   评分 

操作前准备 检查产妇， 核对信息 3 

了解病情，注意生命体征及合并症 3 

检查、准备必要设备，如：辐射式婴儿抢救台、

吸引器、氧气、新生儿复苏器械等 

3 

戴帽子口罩，洗手，穿手术衣 3 

操作过程 会阴冲洗：顺序、范围 3 

铺台准备：打开产包（程序）；铺单、穿裤腿；

应用持物钳放置无菌物 

5 

洗手、穿衣、戴手套（顺序、方法） 3 

阴道内诊：胎方位、先露的高低、胎头塑形、

产瘤大小；头盆相称、子宫颈口的情况 

5 

保护会阴：手法、注意事项 4 

会阴切开：位置、指征、方法 4 

协助胎头俯屈 3 

胎头娩出后清理呼吸道 5 

协助胎头外旋转及注意事项 3 

协助娩肩及注意事项 3 

新生儿清理呼吸道、初步复苏 3 

新生儿 Apgar 评分、标准 2 

脐带处理   5 

第三产程处理原则，判断胎盘剥离征象，接娩

胎盘及胎盘检查 

5 



计算出血量 3 

检查软产道 3 

会阴伤口处理   5 

操作后处理 整理物品，医疗废弃物放入医疗垃圾桶，正确

处理胎盘 

4 

告知产后注意事项（早接触、早吸吮），保持

会阴清洁等 

4 

总体评价 无菌观念强，操作熟练 4 

与患者沟通交流好，体现人文关怀 4 

注重团队合作 4 

操作后提问 会阴切开的适应证，阴道分娩绝对禁忌证，产

褥感染的临床表现及处理，任选 2个问题提问 

4 

合计 100 
 

2-10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主要面向本科生包括五年制、 “5+3”一体化培养及八年制临床医学专

业见习生、实习生。 

部分虚拟仿真模块面向妇产科学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掌握基础学科知识和解剖学、临床诊断学、妇产科学、外科学等临床学

科相关知识。 

具备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贯通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信息整合能力、

病人管理能力、专业提升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 

 



2-11实验项目应用情况 

（1） 上线时间 ：  2014年 12月      

（2） 开放时间 ：  2014年 12月      

（3） 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    39261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3.实验教学项目相关网络要求描述 

3-1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客户端到服务端带宽为 5M以上。 

（2）说明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最大并发数量 500用户。 

3-3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 Windows、Unix、IOS、Android等） 

（1）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Windows2000 及以上 

（2）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Android 5.0 及以上，IOS 9.0以上 

（3）支持移动端：√是 否 

3-4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如浏览器、特定软件等） 

(1)需要特定插件  是 √否 

（勾选是请填写）插件名称                 插件容量              

下载链接                  

（2）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

载服务） 

     无 

3-5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主频 1GHz以上，32位或 64位处理器，内存推荐 2G以上，WDDM 1.0 或

更高版本的驱动程序的 DirectX 9 图形设备，存储无特殊要求。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3-6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4.实验教学项目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实验教学管理平台在客户端通过 

Web 浏览器进行访问和操作，具有多用

户、跨平台等特性，系统的实现采用

基于 PHP+MYSQL技术体系的 B／S结

构，并使用基于 ThinkPHP框架的 MVC

设计模式开发程序，具有良好的可维

护性可扩展性。 

实验教学管理系统按功能划分为

实验内容管理、实验资源管理、实验

过程管理和系统后台管理 4 部分。 

    用户登录后，系统会根据各类用

户的不同角色赋予不同模块的访问权

限。本系统提供接口共享教务管理系

统、学生学籍系统等外部系统中的学

生和和教师数据。实现数据一致性。

同时，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各模块具

有较高的独立性，不会由于功能的变

化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大变动，为系统

功能的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提供便利条

件。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如：3D仿真、VR

技术、AR 技术、动画技术、

WebGL技术、OpenGL技术等） 

项目采用 HTML5、PHP、MYSQL、JS、

流媒体技术，3DMAX进行场景和人物建

模，应用动画技术进行内容分解，采

用了 Animate CC技术进行程序合成，

人机互动。 

开发工具（如：VIVE WAVE、

Daydream 、 Unity3d 、

Virtools、Cult3D、Visual 

Studio、Adobe Flash、百度

VR内容展示 SDK等） 

Sublime Text、XAMPP、Git等。  

Animate CC 2017是 Adobe 最新开

发的新型 HTML动画编辑软件，对

HTML5 Canvas 和 WebGl等多种输出提

供原生支持，并可以进行扩展以支持

SnapSVG 等自定义格式。 

维持原有 Flash开发工具支持外

新增 HTML5创作工具，为网页开发者

提供更适应现有网页应用的音频、图

片、视频、动画等创作支持。 

Animate CC将拥有大量的新特

性，特别是在继续支持 Flash SWF、AIR

格式的同时，还会支持 HTML5Canvas、

WebGl，并能通过科扩展架构去支持包

括 SVG在内的几乎任何动画格式。 



项目品质（如：单场景模型总

面数、贴图分辨率、每帧渲染

次数、动作反馈时间、显示刷

新率、分辨率等） 

单场景模型总面数 11020 

管理 

平台 

开发语言（如：JAVA、.Net、

PHP等） 

采用 PHP、JAVA语言开发，作为

静态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代表，极好

地实现了面向对象理论，允许程序员

以优雅的思维方式进行复杂的编程。 

开发工具（如：Eclipse、

Visual Studio、NetBeans、

百度 VR课堂 SDK等） 

Sublime Text、XAMPP、Git、

Eclipse 作为开发工具，基于 Java的

课扩展开发平台。通过集成的（Java 

Development Kit）JDK，完成开发工

作。 

采用的数据库（如：HBASE、

Mysql、SQL Server、Oracle

等） 

MYSQL、SQL Server2008 

  

 

 

 

 

 

 

 

 

 

 



  5.实验教学项目特色 

(体现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先进性、教学方式方法、评价体系及

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 

 

1.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必要性及先进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伦理观念的转变，传统以患者为训练载体的医学生

培养方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临床实践教学资源有限，妇产科诊疗对象为女

性，涉及更多的伦理、风俗习惯和隐私。 

依托浙江大学学科优势、自主创新的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和国内领先的标准

化病人等教学平台，虚实结合、优势互补，构建从虚拟到现实，从基础到临床，

从模型训练、仿真病人（标准化病人）培训到真实病人实习一体化的产房分娩

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将临床中有创操作、高风险操作、不可逆操

作，虚拟仿真的、可重复的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可以反复练习，完善“知

识—能力—素质—人格”四位一体（KAQ2.0）的人才培养体系。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具有以下

明显优势：（1）时间的方便性，无需等候相应的患者即可进行训练，成功地

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罕见病、少见病的带教困境，可随时安排学习时间；（2）

创造了一个可反复训练、重复操作的安全环境，出现错误时可及时进行纠正，

在提高学生操作技能的同时也避免了真实患者的医疗风险；（3）训练的标准

化，按程序进行的教学模式可避免不同带教老师在操作细节上的偏差，从而实

现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的医生技能培训；（4）多媒体的感知性，使学生通过

感知视、听、触等多种信息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 

浙江大学是“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教育部直属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2017年 12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全

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浙江大学临床医学获评为 A+，基础医学学科获评为 A。 

浙江大学妇产科学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妇

科和产科），国家精品课程、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和教育部“来华留学

英语授课品牌课程”，也是浙江大学首批精品课程、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优质

课程。浙江大学妇产科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是国家级本科

规划教材《妇产科学》第 8版、第 9 版的第一主编单位和首批国家级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以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改革）为支撑，以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教育部生殖遗传重点实验室和浙江省女性生殖健康研究重点实验室）等教

学科研平台为依托，以优质实验教学资源共享为核心，以浙江大学信息化技术

研发优势作为持续发展的后盾，整合资源，已初步建成从虚拟到现实，从基础

到临床，从模型训练、仿真病人（标准化病人）培训到真实病人实习一体化的

产房分娩及新生儿处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项目。 

 

3.“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教学方式方法、评价体系 

依托浙江大学国家级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提供全方位的虚拟实验

教学辅助功能，包括：门户网站、实验前的理论学习、实验的开课管理、典型

实验库的维护、实验教学安排、实验过程的智能指导、实验结果的自动批改、

实验成绩统计查询、在线答疑、实验教学效果评估等功能。平台可扩展集成第

三方的虚拟实验课程资源或自建课程资源，为各类院校虚拟实验教学环境提供

服务并进行相应的应用。 

①教学方法： 

现场实验安排、虚拟实验安排、实验批改、考勤管理、成绩管理、实验报

告等；实验前理论学习：实验前学生通过练习、自测、课件等方式学习实验理

论知识；实验过程智能指导：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请求指导，系统

给出指导信息；系统管理：用户、分组、角色、权限、日志、备份管理和实时

监控等， 



②评价体系： 

建立了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开放环境与评价体系。通过

3D仿真、VR技术、AR技术、动画技术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实现

了立体、直观、形象、全面地可视化开放式教学环境，有效达到资源共享，提

高教学质量。通过学生上机学习时间、学生上机实际操作学习情况、学生问题

互动情况等综合评定学生实验成绩，引导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学

生操作训练的规范性，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实验结果自动批改：学

生提交实验结果后系统自动评判，给出分数和评分点；师生互动交流：实时答

疑、在线留言等； 

③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等技术，构建高度

仿真的实验对象和环境，能实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功能，不再

拘泥于传统的临床观摩学习模式，让学生在虚拟产房中加深对手术器械、操作

流程等的熟练程度，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通过将课堂、图书馆、医院搬上

学生的个人电脑屏幕，拓展学生知识面，提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通过模拟真

实环境下的各种仿真器械、场景和操作，学生再用模拟人操作训练，实现虚实

结合，逐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临床实际的能力。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相互补

充等多种方法的灵活运用，能达到甚至优于传统教学的效果，还可以拓展实践

领域，降低成本和风险。此项目业已成为学生传统教学第一课堂、自主学习第

二课堂以及校外实践第三课堂的重要组成与补充。 

 

 

 

 

 

 

 

 



6.实验教学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项目今后 5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包括面向高校的

教学推广应用计划、持续建设与更新、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等，不超过 600

字。） 

（1）持续建设与更新： 

学科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依托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院，通过多

种途径和方法，加大经费投入，加大对虚拟产房虚拟仿真实验器材、教学设备

和虚拟实验软件研发的投入，优化网络平台的软硬件设施和运行环境，完成虚

拟仿真教学软件升级，扩大覆盖面，增加中心辐射效应。系统设有专栏收集学

生及老师的反馈意见，根据这些意见逐步调整完善系统中的资料及操作方法更

好地服务于医学教学。正在完善三维显示系统以期在手术操作环节中为学生提

供更清晰更真实的手术操作环境，为学生将来的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将

进一步开发 VR（虚拟现实）和 AR（增强现实）在该系统中的应用，完善力反

馈的调试和配置。 

（2）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2014 年 12月开始，已面向国内外医学院校师生推广虚拟产房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实现资源共享。学生随时登陆该系统，通过反复练习提高操作正

确率，可针对性的强化练习，教师可登陆该系统查看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给予指

导。 

系统上线 3年余，已为三万多学员提供服务共享，收到了良好的教学示范

效果。按照国家和浙江省“医教协同”的文件精神，以本科生培养为抓手的基

础上，依托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重点开发训练临床诊疗思维的在

线教学案例库和交互式项目，为规培学员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优质的在线资

源服务。 



（3）面向社会的推广与持续服务计划： 

以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建设医学科普在线教育平台，开发适合大众的妇产科学健康教育科普视频和交

互式项目。响应“互联网+”精神，将网络教学资源推送到移动终端，利用大

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等向公众普及生殖健康

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妇女保健水平，延伸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扩大资源的

共享面受益面。 

     

 

 

 

 

 

 

 

 

 

 

 

 

 

 

 



7.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8.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本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校内进行公示，

并审核实验教学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教

学纪律要求等。经评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如果被认定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学校承诺将监督和保障该实验教学项目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

不少于 5年，支持和监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

务。 

    （其它需要说明的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