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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imaging laborator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training for medical imaging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 However, there are few
medical imaging laboratories in China, and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laboratory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s ar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In this paper, our experience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laboratory administration are summarized, and scientific ability training for medical imaging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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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影像学实验室在医学影像学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实验教学和科研素质培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医学影像专业的实验室较少，在实验教学及实验室管理的经验相对不足。本文结合本实验室
的实验教学和管理经历，谈谈对培养医学影像专业学生科研能力及实验室管理的体会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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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实验教学训练以及在科研实验室的科
研训练。然而，由于受实验条件及传统教学模式、考试制度所限[1]，以往的医学影像学本科及研究生的
实验内容，过于重视单纯的读片和写片训练，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影像成像仪器，使得影像实验教学及科
研思维的培养难以深入进行[2] [3]。
2012 年本文作者所在单位投入 1000 余万元引进安装了 Anglient 7T 小动物 MR 成像仪，并建成了配
套实验室为改善了学生的现场见习条件，全面了解仪器设备的性能并正确地使用仪器。通过综合性、设
计性实验可以形成以学生自我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从而更好地掌握实验原理、操作方法、步骤和实验
内容，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力地推动了磁共振影像技术方面的实验教学活动及科研
的进一步发展。
在实验室管理方面，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实验室建立初期，未建立相关制度和监
管方法，实验室各种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地利用；出现问题后，无法及时找到责任人及问题原因，存
在敷衍推诿等问题。本实验室尝试采用设备–人员–科研项目的项目管理模式，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在
实验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保证资源使用的时间、质量、成本达到最优化，同时尽量调动和保护学生的积极
性和自主性。

2. 实验室制度的建设
我们参考以往研究[4]及兄弟院校影像实验室，从各个方面制定了本中心实验室、实验设备和网络教
学的开放制度：第一，服务对象：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大服务对象，实现资源共享；第
二，服务内容：包括临床方法教学[5]，教师培训等多方面内容，本中心作为临床教学平台，在给学生做
教学示范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第三，开放时间：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每天开放时间至
少 8 小时，坚持周末开放制度。
管理制度规范化、人性化，以学生为本。认真落实贯彻《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国家教委主任
20 号令)，执行《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教高[2000]9 号)。在实验室制定岗位设置、职责及考勤、
考核；学生实验守则与学生管理制度；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实验室安全管理与技术保护；资料管理及科
技档案管理等方面建立一整套工作管理制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仪器使用规程规章制度，包括《医
学影像磁共振项目管理规定》、《医学影像实验室管理制度》、《医学影像实验室开放管理制度》、《中
心主任岗位职责》、《中心技术人员岗位职责》、《中心教师岗位职责》、《学生实验守则》。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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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管理人员、教师、技术人员及每位使用者的行为和管理责任进行规范。

3. 设备管理
实验室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和措施，规范仪器设备管理体系。建立了
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状态档案、仪器检查、校核档案等，每台仪器的管理都落实到具体的人员负责。
实验室日常管理者负责登记每台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做实验前，实验人员需登记并签名，实验中维
护并及时反馈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填写设备故障表。实验管理者在实验前进行实验安全及机器操作
注意事项的说明，在实验前后及时检查各实验室实验设备的完好率，仪器设备如有损坏、丢失需写出报
告，说明原因、过程，分清责任，及时上报。因违章造成的损失，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
实验仪器遇到技术故障，先由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设备故障排查和修复，若不能解决，及时与仪器
厂家的技术支持相关人员进行联系，报告故障状态，协助解决并分析故障原因，更新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大型仪器设备的维修工作由相关厂家负责或请专业维修人员。厂家相关技术指导定期前来维护，可根据
教学需要对系统及时升级。目前实验教学中心已与多家生产厂家及仪器公司达成售后服务的默契，可交
叉利用这些厂家及公司的维修技术平台来维修所有的仪器设备。实验室还聘请哈佛大学的孙哲教授为院
外兼聘教授，每年定期来指导教学科研，同时指导实验仪器软硬件的更新和完善。
实验室已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完善了防火、防盗等基本设备和措施。制定了完善的安全制度。
明确职责，落实到人，采取了严格的安全与环保措施，定期举办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学生与老师的环境
安全的防护知识。

4. 实验室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
实验室管理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每年均按照学院制定的《汕头大学医学院年度考核办法》进行考核，
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考核、行为规范考核及工作量化标准考核，主要有课时计分标准、课前的准备
工作计分标准、管理工作计分标准、科研与开发工作计分标准、工作责任计分标准、组织监督检查实验
室管理工作计分标准等。通过工作量、学生网上评分、组织专家评估等方式进行量化评分。同时每年按
照《汕头大学医学院年度技术考核办法》进行考核，考核每位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技术力
量的提高情况等。
实验室教学人员是实验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力量之一，实验室为了培养一支优秀的实验教学中心队伍，
采取出去学习与请专家来讲课相结合的形式，开拓实验教学中心教学人员视野。派中青年骨干参加包括
ISMRM、ARRS 和欧洲神经放射学会议等影像领域国际顶级会议；并参加全国放射学会议和全国磁共振
会议等国内顶级会议。实验室邀请多名国外知名教授来我院讲学，定期与国内外知名教授进行面对面探
讨学术问题，使参加学习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和教师了解国外科研动态，扩
展了师生的视野。实验室还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学习及短期培训。

5. 实验室教学
让学生早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通过科研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坚持每周定
期举行七年制本硕生、在读博士和培训医师的读书报告和科研工作周会，内容来自本专业的最新进展及
科研工作进展，通过师生的互动、导师及高年资医师的点评，巩固已有知识、掌握新知识，增强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5]。
建立网上实验预约系统。在学生提出实验申请时，要求提交实验方案。由实验室人员安排时间，指
出并完善实验方案的不足。通过 QQ 群，建立网上信息公布和讨论系统，实验室负责人可通过网络，发
布相关的信息，实验人员也可以此平台进行内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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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开始前，由中心多名具有理学、工学背景的老师，针对目前医学影像学生在影像技术方面的
不足，对医学影像学生进行技术方面讲座和培训。让学生熟悉实验流程、注意事项、实验序列参数的实
际意义以及对图像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导了解技术背后的物理含义，最终使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验设计及
参数优化，有助于今后的临床科研工作顺利地开展。
实验初期，由实验教师指导学生一同完成扫描，实验教师先示范扫描，然后要求学生逐渐尝试扫描
操作，实验参数调整等工作，后期由学生独立完成扫描。实验中重视实验记录，要求实验记录及时、准
确、真实、完整。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名称、方案、人员、时间、材料、环境、方法、具体的实验步
骤、过程、结果等，并应准确记录观察指标的数据变化。实验后要求完成实验报告，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并有文字小结。最后在周会上进行讨论实验中的发现和困难，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后期的方向及实验
方法的优化。
重视实验与临床相结合，加大磁共振新技术进展和转化医学的学习。引导学生对比 7T 磁共振实验和
临床 3T/1.5T 磁共振的差异，从扫描过程、实验参数设置、扫描受试(动物及人体)和磁共振图像上，分析
产生差异的原因。由于 7T 实验室机器安装了一些常规临床磁共振上没有的新序列，让学生通过查找文献
及上机扫描，尝试对比新序列与常规序列的差异，使学生能有意识使用新技术尝试解决目前常规临床影
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临床实践中具有一定科研思维能力。

6. 科研项目管理
由课题负责人对科研项目实行工作分解，并根据学生数量、能力及意愿，进行细分的实验课题范围
确认，使得每个参与项目的学生完成项目的一个小方向。并按研究内容形成研究小组，有利于成员之间
交流和共享研究资料。学生进行文献查询和预实验后，提出比较具体的时间任务进度表，并在周会上进
行演示和讨论。实验室主任确定阶段性可检查的指标，并负责监督各小组研究进展，进行进度控制。每
个月由学生提出进展报告，实验室主任及实验室教学管理人员一同审核实验进展和方向是否符合预期进
展及可能的变更。
科研项目的技术支持由具有理工背景的医学博士负责，负责培训、检查实验方案是否合理、是否还
需要加其他技术相互印证，以及在预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包括机器操作问题，图像质量把关，
实验序列的调用与优化指导等。涉及到数据后处理等方面问题，在实验室教学管理人员及在站工学博士
后指导学生完成，如果无法解决，进行多学科合作，与汕头大学工学院及韩山师范学院数学系老师协商
解决。

7. 总结
我校医学影像实验室的建设为激励学生学习，提高学生能力、创造学生自主性实验、个性化学习提
供了实验环境，同时也为探索实验室管理提供了机会。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尚存在科研人员不能很好
地进行管理角色转换，与欧美实验室比较存在较大差距等问题[6]。在今后的实践中，重视先进管理思想，
如项目管理[7] [8]及欧美的教育管理经验[9]-[11]，在实验室日常管理中找到结合点，并重视转化医学研
究[12]，争取将我校医学影像实验室向更高层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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