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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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晓英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3.02 

学  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电    话 13835150899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 

职务 
系主任 手    机 13835150899 

院  系 太原师范学院生物系 电子邮箱 wuxiaoying73@163.com 

地  址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大学街 319 号 邮    编 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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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分子生物学教学改革和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校级，2014-2016 

2.校级项目利用 Moddle平台搭建分子生物学开放式在线课程教育的应用研究，校级，

2017-2019 

教学研究论文： 

1.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教育教学论坛，2016.06 

获得的教学表彰： 

1.2013年荣获山西省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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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同生物来源天然活性分子抑菌剂的筛选，山西省科技厅，山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4-2016，主持人 

2.中兽药剂型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山西省科技厅，山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子项目，

2016-2018，子项目主持人 

3.纳米硒对妊娠山羊与胎儿的生物学效应及分子机制的研究，山西省科技厅，山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2014-2016，主持人 

4.畜禽中草药饲料添加剂产品开发，企业，横向项目，2013-2015，主持人 

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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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aoying Wu, Jiguang Yao , Zisheng Yang , Wenbin Yue , Youshe Ren , Chunxiang 

Zhang ,Xiaoni Liu , Huisheng Wang , Xingcai Zhao , Improved fetal hair follicle 

development by maternal supplement of selenium at nano size (Nano-Se), Livestock 

science,2011 (142):270-275 

2、武晓英，曹贵东，任有蛇，岳文斌，纳米硒对岢岚绒山羊妊娠母羊及胎儿抗氧化性、

硒蛋白表达及生长发育的影响；激光生物学报；2011，5（20）：631-638 

3、武晓英，张春香，任有蛇，曹贵东，岳文斌，毛囊周期发育相关信号通路的研究进展，

中国兽医杂志，2010，6（46）69-71 

4、武晓英，张春香，任有蛇，曹贵东，岳文斌，硒与动物疾病防治，中国畜牧兽医，2009，

36（12）：125-127 

5、武晓英，曹贵东，纳米硒对岢岚绒山羊妊娠母羊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现代畜牧

兽医，2011（6）：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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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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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晓英 太原师范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总负责人  

2 王青 太原师范学院 副教授 实验室主任 脚本创作  

3 刘地 太原师范学院 副教授 实验室副主任 平台架构  

4 于荣荣 太原师范学院 副教授 实验室管理员 平台管理  

5 李润花 太原师范学院 教授 专业教师 平台应用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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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国标 成都泰盟 工程师  项目规划  

2 王丰 成都泰盟 工程师  平台维护  

3 王燕 成都泰盟 工程师  项目维护  

       

项目团队总人数：8（人）高校人员数量：5（人）企业人员数量：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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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兔大脑皮层诱发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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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验目的 

1.学习记录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方法 

2.观察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一般特征 

2-3 实验课时 

（1）实验所属课程所占课时：36 

（2）该实验项目所占课时：6 

2-4实验原理（简要阐述实验原理，并说明核心要素的仿真度） 

实验原理说明： 

大脑皮层运动区是躯体运动机能的最高级中枢，电刺激该区的不同部位，

可以引起躯体不同部位的肌肉运动。 

知识点：共 4 个 

（1）大脑皮层的生物电活动：一种是在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刺激情况下，

大脑皮层经常具有持续的节律性的电位变化，称为自发脑电活动；另一种是在

感觉传入冲动的激发下，大脑皮层某一区域产生较为局限的电位变化，称为皮

层诱发电位。 

（2）皮层诱发电位：皮层诱发电位一般是指感觉传入系统受到刺激时，

在皮层某一局限区域引导出的电位变化。大脑皮层诱发电位与特异感觉投射系

统有关。 

（3）皮层诱发电位可分为主反应和后反应两部分。前者潜伏期为 5~12ms，

为先正后负的电位变化。在主反应之后，常有一系列正相的周期性电位变化，

称为后发放。后发放是一种正相的电位波而不同于近似正弦波的α节律。 

（4）诱发电位时常出现在自发脑电波的背景下，因此，使用计算机进行

叠加平均计算，可使埋藏在自发脑电背景噪声中的诱发电位更加突出。 

2-5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VMC-100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软件，通过软件模拟家兔手术操作（麻醉、颈

部手术、脑部手术等）以及模拟 420N生物信号采集系统操作（软件设置、结

果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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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家兔、麻醉药品、家兔手术器械、脑立体定位仪、刺激保护电极、银球引

导电极、颅骨钻、咬骨钳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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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目的： 

本虚拟实验项目通过模拟家兔大脑皮层诱发电位，首先让学生对大脑建立

直观的认识，通过虚拟实验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应用相结

合，从而对自己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有清晰、直观的认识，为今后的临床服务和

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积极探索以学定教、学生

主动参与、自主协作、探索创新的新型教学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

自主学习能力，带动理论学习和虚拟实验平台的使用，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

给学生留思考题或遇到一些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

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提出讨论评价。培养学生协作学习，倡导学生

之间的交流与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和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

问题的解决能力。 

实施过程： 

本虚拟实验项目由实验简介、标本准备、实验波形、实验视频、实验报告

等 5个部分组成，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和自主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验视

频，掌握繁琐复杂的手术操作过程，然后进行虚拟实验操作。 

虚拟实验操作过程中有标准配音，对每一步关键的实验操作要点，都有详

细的配音讲解，使学生能全面了解家兔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手术操作要点。 

虚拟实验操作是整个虚拟仿真实验的重点，学生必须掌握实验器材及试

剂、实验步骤、注意事项等相关理论知识后方可进入学习，学习过程中插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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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知识考试，系统记录学生答题情况自动生成实验报告。 

在学生掌握实验流程的基础上，提出贯穿理论课程、实验课程知识点的问

题，让学生查阅资料，自学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加深对本实验的理解。 

实施效果： 

虚拟仿真实验系统提供了生动、逼真的学习情境，使实验教学更加生动，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由于不受实验动物、实验试剂

和实验设备的制约，特别适用于开放实验，学生在预习、复习或拓展训练方面

比实际操作有更大的优越性。解决问题的过程，会使学生主动查阅资料，获取

相关知识点，提高理论他们的主动学习能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能使学生就会

获得满足感、成就感，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逐步形成一个感知心智活动的良

性循环。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计算机网络随时获取帮助，并随时

成为“教师”。让学习者将学习当作一种享受。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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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描述： 

家兔标本准备：（1）家兔称重、麻醉及固定。（2）家兔颈部手术：暴露家

兔气管，气管插管。（3）家兔分离坐骨神经并穿线备用。（4）家兔颅骨手术：

暴露家兔大脑皮层，放置银球电极。 

420N 生物信号采集系统操作：（1）单刺激坐骨神经。（2）大脑皮层诱发

电位测量。 

观看真实实验视频，加深对实验过程的理解。 

（2）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一．实验准备（共 1步）： 

1.实验项目启动：打开 420N生物信号采集系统，选择大脑皮层诱发电位实验

选项，点击进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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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兔标本准备（共 10步）: 

1.家兔称重：用电子称称量家兔体重。 

 

2.家兔麻醉：选择 3%戊巴比妥钠或 20%乌拉坦作为麻醉药，经耳缘静脉注射；

待麻醉后检查家兔麻醉深度。 

 

3.家兔固定：将家兔仰卧位固定，准备进行颈部手术。 

 

4.家兔颈部手术-剪毛及暴露气管：家兔颈部手术区域去毛，手术暴露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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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兔颈部手术-气管插管：于家兔气管作倒 T字形切口，插入气管插管固定。 

 

6.仰卧位固定：家兔仰卧位固定准备分离坐骨神经和颅骨手术。 

 

7.分离坐骨神经：分离家兔腿部坐骨神经。 

 

8.连接保护电极：将保护电极放置于坐骨神经下，方便刺激坐骨神经。 

 

9.颅骨手术：手术区去毛，暴露颅骨，并用颅骨钻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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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放置银球电极：将银球电极放置于颅骨开孔处，靠近大脑皮层，以便引导

大脑皮层诱发电位。 

 

三．420N生物信号采集系统操作 

1. 单刺激坐骨神经：以刺激强度 5V,延时 10ms，波宽 1ms刺激坐骨神经。 

 

2. 大脑皮层诱发电位测量：分别测量潜伏期和幅度。 

 

四.真实实验视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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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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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根据学生操作得到实验报告及成绩证明。 

 

2-10考核要求 

在做虚拟互动过程中，我们设置 19个关键点，其中器械选择 10 个，内置

知识点考题 9个，器械选择 5分每个，知识点考题除第一题 10分外其余均为

5分，总分 100分。60分以下操作不合格。  

2-11面向学生要求 

（1）专业与年级要求： 

生物科学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生物学科学术硕士 

（2）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 

系统地完成了普通动物学课程、人体解剖学课程和组织胚胎学知识，开

始学习人体及动物生理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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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实验项目应用及共享情况 

（1） 本校上线时间 ：2018.9  

（2） 已服务过的本校学生人数：1000 

（3） 是否纳入到教学计划： 是   否 

(勾选“是”，请附所属课程教学大纲）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是  否 

（5） 社会开放时间 ：2019.6，已服务人数:  100 人    

3.实验教学项目相关网络及安全要求描述 

3-1有效链接网址 

http://112.124.28.48:10143/taiyuan/jiatu/index.html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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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课件的下载最低要求带宽为 1Mbps,保证能够在 15 秒内下载完毕。 网

页上提供测试网站当前网络下载速度的链接。 

（2）说明能够支持的同时在线人数（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并发响应数量为 500，提供当前登录在线人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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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xp/7/8/10 主流操作系统 

（2） 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无 

（3）支持移动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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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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PU：P4 3.1GHz 以上 

2.内存：1G 以上 

3.显存：1G 以上 

4.硬盘：100GB 以上 

5.显示器：19吋以上，屏幕分辨率 1280x1024以上 

6.100M以上 Ethernet网卡或者 Wifi 无线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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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网络安全 

（1） 项目系统是否完成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是 否   

（勾选“是”，请填写）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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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项目总体框架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以网络技

术、计算机仿真技术、医学虚拟仿真教学

平台为依托，集实物仿真、创新设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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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导、虚拟实验结果自动批改和教学管

理于一体，是具有良好自主性、交互性和

可扩展性的实验教学项目。 

本虚拟教学实验项目系统构架将分为

四层，每层都为虚拟实验教学项目提供服

务，直到完成整个虚拟实验教学课程的任

务。结构图如下： 

4-2简要说明 

1.基础层 

本虚拟实验教学项目是以网络服务器

为基础，采用学校教育网和互联网，让学

生随时随地可以访问服务器上的虚拟课

件。 

服务器采用刀片式，托管于校园网管

中心，提供 7x24小时的服务，具有安全性，

可靠性。 

2.支撑层 

平台层是本实验教学项目进行教学管

理的核心框架，是完成与传统实验教学无

缝对接的重要手段。本校已经拥有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该平台包括：身份

认证、课件管理、班级管理、考试管理、

学习统计、实验报告提交和批阅、师生互

动等功能。 

学生登录该平台后，可以对本实验项

目进行预习小测验，阅读教学课件 ppt，完

成虚拟课件的实验项目，提交实验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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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布置的课后测验。教师可以通过该平

台查看学生对该实验项目的学习情况，批

改实验报告，布置作业和互动答疑。 

因此，本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平

台可保证和维护整个虚拟实验教学项目的

正常进行。 

3.仿真层 

仿真层主要是采用主流的 Adobe 

Flash 仿真动画技术，结合 3DMax 三维场

景建模工具，利用数学模型完成对实验波

形的实时仿真，实现本虚拟实验项目中仪

器、场景的可视化，通过知识点设计，利

用提问，选择题等多种方式实现互动操作，

强化知识点学习，符合教学大纲要求。 

4.应用层 

    应用层包括学生可以学习的所有教学

材料，本虚拟实验课件是整个虚拟实验教

学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 

VR AR MR  3D仿真 二维动画

HTML5 

其他     

开发工具 

Unity3D  3D Studio Max   

MayaZBrush  SketchUp  

Adobe FlashUnreal Development Kit 

Animate CCBlender Visual Studio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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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环境 

服务器 

CPU  2 核、内存 16 GB、磁盘 500 GB、 

显存 1  GB、GPU 型号 Intel HD Graphics 

630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Linux 其他 具体版

本      

数据库 

Mysql SQL Server Oracle 

其他  PostgreSQL   

备注说明  （需要其他硬件设备或服务器

数量多于 1 台时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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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四角面 

贴图分辨率：2K 

每帧渲染次数：2 

动作反馈时间：15ms以内 

显示刷新率：60Hz 

分辨率：1280x720 

 

    5.实验教学项目特色 

（体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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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案设计思路： 

该项目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思维为核心、能力为目标”的

实验教学理念，采用了虚拟实验场景，让学生主动体验实践操作流程，以虚促

实，形成了培养学生基础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虚实结合的联合实验教学项

目，该项目将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和设计实验、研究型实验 3个层次的进行有

机整合，解决真实实验的限制因素。 

该实验项目，有丰富的实验简介、实验原理介绍，虚拟仿真实现模拟实验

操作过程，观察实验波形变化，同时学生还能进行虚拟仿真的模拟考试，并且

记录笔记和向老师提出疑问反馈。通过虚拟课件的学习，让学生对大脑皮层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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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位有了直观认识，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大脑皮层诱发电位发生机制，再通过

实验原理的介绍，加深学生对脑电的理解。实验演示过程结合了知识性和趣味

性，让学生在游戏般地操作过程中，记住了知识点和操作要点，为实践操作奠

定基础，最后启发学生根据实验结果，提出实验问题。该实验项目通过层层推

进，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提高了对实验课

的学习兴趣，有效增强了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2）教学方法创新： 

我院实验教学团队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使学生身临

其境感受实验，从而对实体实验有更清晰、直观的认识，为实践操作打下基础。

在感受实验的过程中，能够让学生发现问题，获取相关知识点，提高他们的自

主学习能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逐步形成一个不断自主学习的良性循环。

同时，解决了以往学生在进入实体实验前对“规范化”操作流程感性认识不足

的问题，对提高实验成功率、高效环保完成实验起到重要作用。 

（3）评价体系创新： 

该项目根据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制订了明确的评价体系。虚拟

与实体实验教学紧密结合，跟踪记录学生整个实验项目的学习情况，从学生的

学习态度、理论水平、实验技能、实验报告多方面、多维度进行评价。形成“虚

实结合”的评价体系，实现对实验学习过程的全覆盖性评价。具体评价内容如

下： 

学习态度：在线预习，实验准备等； 

理论水平：在线知识点答题等； 

实验技能：VR 实验考核操作，实体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讨论等。 

（4）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本项目虚拟仿真实验做为脑电理论和实验课程的延伸,解决了手术操作难

度大、成功率不高及实验操作不可重复性等问题，将传统教学中较难开展的实

验课程以虚拟实验的方式呈现到学生面前，学生的理论知识得以巩固的同时，

使学生掌握了家兔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测量方法，将传统教学方式展开，形成

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进而促进学生形成严谨的科研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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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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预计服务人数） 

（1）项目持续建设与服务计划： 

逐步完善我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网站，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中心网站

方便快捷的登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共享教学资源。将来我们还会在传统仿

真技术的基础上，利用 3D、人工智能等实现对现实的高度模拟，逐渐增加互

动式的虚拟仿真实验，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通过对虚拟实验系统进行微

观管理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及个性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对于我们医学院

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非常的重要，不仅有理论更有实践经验。对一些具有实

验风险、实验原材料不足等实验项目，虚拟实验显得尤为重要，是对现有实验

教学最有效的补充。 

（2）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中心通过举办会议、接待参访等形式，与校内外及国内外兄弟院校、相关

机构的对口院系和实验室进行了实验室建设思路、经验和成果的资源共享；多

市及省内的其它相关专业的学校和学生能共享我们的建设成果，为培养学生的

综合创新能力服务。 

（3）面向社会的推广应用计划： 

实验项目被认定后的第一年免费对本校师生高度开放、对校外师生预约开

放；一年后至三年内免费对本校师生和对校外师生开放服务内容的 50%，三年

后免费开放服务内容不少于 30%。 

7.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已登记   未登记 

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的，需填写以下内容 

软件名称 家兔大脑皮层诱发电位 

是否与项目名称一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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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人 太原师范学院、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权利范围 全部权利 

登记号 申请中 

8.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所申报的实验教学设计具有原创性，项目所属学校对本实验

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软件、操作系统、教学视频、教学课件、辅助

参考资料、实验操作手册、实验案例、测验试题、实验报告、答疑、网页宣

传图片文字等组成本实验项目的一切资源）享有著作权，保证所申报的项目

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本人已认真填写、检查申报材料，保证内容真实、准确、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9.附件材料清单 

1.政治审查意见（必须提供） 

（本校党委须对项目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并对项目内容的政治导向

进行把关，确保项目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须由学校党委盖章。无统

一格式要求。） 

 

 

2.校外评价意见（可选提供） 

（评价意见作为项目有关学术水平、项目质量、应用效果等某一方面的

佐证性材料或补充材料，可由项目应用高校或社会应用机构等出具。评价意

见须经相关单位盖章，以 1 份为宜，不得超过２份。无统一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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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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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将严格贯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加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持续

服务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8〕56 号）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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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需要说明的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