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项目立项申报表 

 

 

学     校     名     称 天津医科大学 

实 验 教 学 项 目 名 称 骨的力学性质仿真实验 

所  属  课  程  名  称 生物力学 

所  属  专  业  类  别 生物医学工程类 

所  属  专  业  代  码 082601 

所  属  专  业  名  称 生物医学工程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姓名 刘婷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电话         13821600407        

所 在 实 验 中 心 网 址 http://www.tmu.edu.cn/bmesyjxzx/ 

是否为高校联合申报项目 否 

是否为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项目 否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制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填写说明和要求 

 

    1.以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表格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所属专业类别、专业代码和专业名称，依据《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填写。 

    4.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请特别说明。 

    5.表格各栏目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 

 

 

 

 

 

 

 

 

    



 

 

 1.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1 实验教学建设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刘婷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9.10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电话 13821600407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手机 13821600407

院系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电子邮箱 liuting@tmu.edu.cn 

地址 气象台路 22 号 邮编 3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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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持参加教学研究课题 

（1） 基于学生自主学习培养的生物建模仿真课程教学改革，2012－2014，天津医科

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主持人。 

（2） 以学生为中心的生物医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2017 年，本人排名第 4。 

2. 教学论文/教材编写 

（1）Teaching Reform on Course of Biologic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ICEMS, 2014 

（2）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科技创新导报，2012. 

（3）《生物建模仿真》国家精品课程教材，教指委十一五规划教材，第 3 作者。 

3.获得教学表彰/奖励 

（1）2016 年 参与建设“生物建模仿真”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本人排名第 3）。 

（2）2018 年 指导本科生荣获大学生创业创新计划天津市级项目。 

（3）2013 年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打造医学特色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培养创新

人才的研究与实践（本人排名第 6）。 

（4）2010 年参与建设并获得“生物建模仿真”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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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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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持参与课题 

（1）（30900319）基于多通道局部场电位同步性分析的大鼠癫痫发作预测和控制，国家

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2010－2012 年，第一完成人。 

2. 国内外发表论文： 

（1）Liu Ting, Tian Xin, Pulse Coupled Neural Network modeling of Firings in 

Hippocampus CA3. iCBBE,2008, Shanghai . EI 收录：083711531843. 

（2） Ting Liu, Xin Tian, A Simulation Study of Firing Patterns Based on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Soma and Dendrite, Annu. Int. Conf. IEEE Eng. Med. Biol. Proc., 

v7VOLS:3624-3627, 2005. EI 收录：070710425060 

（3）刘婷，田心，海马CA3 区神经元集群放电的脉冲耦合神经网络仿真研究。国际

生物医学工程杂志，2008 年2 月28 日，Vol 31(1):11-14. 

（4） 刘婷，田心，神经元胞体－树突的耦合对放电模式影响的仿真研究，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报，2007, 26(4), 481-486，492。 

1-2 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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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平 天津医科大学 副教授  教学  

2 马剑雄 天津医院 研究员 
办公室主任

党支部书记
教学  

3 刘迢迢 天津医科大学 实验师 实验室主任 技术支持  

4 卢斌 天津市骨科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教学  

5 柏豪豪 天津市骨科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教学  

6 孙金平 天津医科大学 实验师  实验室管理  

7 司家瑞 天津医科大学 副教授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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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描述 

2-1 名称   

骨的力学性质仿真实验：弯曲与压缩 

2-2 实验目的 

 通过力学仿真实验，加深学生对骨的力学性质和力学基本知识的理解。 

 通过熟悉各种分析软件，增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熟悉三维重建、有限元分析在生物医学及临床中的应用。 

 为今后辅助临床制定骨科手术规划打下一定的基础。 

实验内容： 

 骨力学性质测试的实验方法、原理及基本操作； 

 骨压缩、拉伸、弯曲载荷下的应力、应变分布； 

 临床骨科CT 数据的处理和三维重建； 

 有限元对骨应力分布的分析方法。 

2-3 实验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1. 骨的应力-应变关系及骨的强度、刚度、脆性等力学参数的概念及物理意义；

加载速度对骨力学性质的影响。 

2. 弯曲载荷（集中力、分布力）下骨的应力分布和骨发生破坏的的危险截面、

危险点的分析。 

3. 有限元对骨应力分布的分析方法。 

2-4 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软件：MIMICS19.0；SIMPLEWARE；ABAQUS；AUTOCAD 

2-5 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骨科CT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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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以直观演示的形式，使学生了解骨的力学性质试验的

测试方法，测试原理及基本操作。 



 

 

通过实验结果了解骨的力学性质。 

应用Mimics、Simpleware 及Abaqus 软件，使学生熟悉和掌握临床骨科CT 数据的

处理和三维重建，并对重建模型进行应力分布的有限元分析。 

2-7 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实际参与的交互性实验操作步骤须不少于 10 步） 

1. 进入虚拟仿真试验平台，鼠标拖拽试验材料进行骨的拉伸、压缩和三点弯

曲实验。 

（1） 通过骨的拉伸、压缩实验得到应力-应变关系图，学生从图中标明材料的

强度、刚度和脆性等力学性质参数；给材料以不同的加载速度加载，学

生比较说明不同加载速度下的应力-应变关系及骨组织的力学参数的变

化。 

（2）通过弯曲载荷（集中力、分布力），学生标明骨的应力分布状态； 

通过弯曲载荷下的剪力图和弯矩图，学生分析骨发生破坏的危险截面和

危险点。 

2. 应用Mimics、Simpleware 及Abaqus 软件进行骨的有限元分析。 

（1）将某骨骼的临床CT 图像导入Mimics 软件。 

学生进行该骨骼的分离：阈值选取、区域增长、空腔填充、三维重建。

（2）学生测量该骨的特征参数：骨长、直径？ 

（3）学生对待测骨进行网格优化，材料赋值。 

（4）学生将赋值后的待测骨骼导入Abaqus 软件 

设置受力方式、部位和加载速度等，得到并分析该骨骼的全场应力分布。

2-8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基于该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和熟悉骨的压缩、拉伸和三点弯曲

实验方法、实验操作和实验结果，通过实验结果分析可加深对骨力学参数和力学性质

的理解。 

熟悉Mimics、Simpleware 和Abaqus 等软件，了解用有限元的方法解决生物医学中

的相关问题；同时为今后利用计算机辅助方法对临床骨科手术进行术前方案的制定、

可视化模拟以及骨折复位手术方法的研究及术后评估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9 考核要求 

1. 操作并熟悉仿真试验平台。 

2. 通过骨的拉伸、压缩载荷下的应力－应变曲线，标明骨的强度、刚度、脆性等力学

参数，说明这些参数的物理意义。比较说明不同加载速度下这些参数的变化。 

3. 表明骨的弯曲载荷（集中力、分布力）下骨横截面的应力分布状态，找出骨发生破

坏的的危险截面、危险点。 

4. 熟悉操作CT 图像导入软件，分离待测骨，骨科参数的测量，网格优化，材料赋值

三维重建及有限元受力分析。 

 

 

 

 

 

2-10 面向学生要求 

（1）专业与年级要求：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其他医学专业 

（2）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掌握力学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骨科解剖知识。 

 

 

 

 

 

 

 

 

 

 



 

 

3.实验教学建设项目相关网络要求描述 

3-1 所在实验中心网址 

http://www.tmu.edu.cn/bmesyjx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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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宽要求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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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200 并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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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7/Windows10 

（2） 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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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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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Explorer10, Internet Explorer 内涵的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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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ICS 17.0/MIMICS 19.0 

Simpleware/Abaq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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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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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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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仿真、VR 技术、AR 技术、动画技术、

WebGL 技术、OpenGL 技术 

开发工具（如：Unity3d、Virtools、
Cult3D、Visual Studio、Adobe 
Flash、百度VR 内容展示 SDK
等） 

Unity3d、Visual Studio 

管理 
平台 

开发语言（如：JAVA、.Net、PHP
等） 

JAVA、.Net、JAVA Script 
 
 
 
 

开发工具（如：Eclipse、Visual 
Studio、NetBeans、百度VR 课

堂 SDK 等） 

Eclipse、Visual Studio 

采用的数据库（如：Mysql、SQL 
Server、Oracle 等） 

SQL Server 
 
 

 



 

 

5.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拟建成特色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开放运行模式、评价体系

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不超过 800 字。） 

通过力学实验，加深学生对骨的力学性质和力学基本知识和的理解。 

通过熟悉各种分析软件，增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维重建、有限元在生物医学及临床中的应用。 

临床的手术规划。 

特色： 

1. 通过虚拟仿真平台实现与学生课上、课下教与学的互动。 

2.通过仿真实验实现在没有实验设备和材料条件下生动体现骨力学测试的全部过

程，加深学生对骨的力学性质和力学基本知识的理解。 

3.熟悉各种软件使用增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掌握通过工程学的方法和原理解决生物医学及临床上的有关问题。 

随着医学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精准医学计划提上日程。在

骨科诊疗领域，精准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结合临床随访，计算机辅助治疗的病例均获

得良好术后康复。该技术的实施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医患所接受的辐射量，降

低了临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推进了精准医疗的发展，造福于患者。本实验教学项目

以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和天津市骨科研究所&天津市中西结合骨科研究所（天津

市天津医院附设科研机构）数字骨科学研究室为依托，在教学中将学习与仿真实践过

程结合，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自主学习。 

教学理念： 

根据理论教学内容，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拓展实验教学内容的

广度和深度；基于虚拟仿真平台，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与计算机之间的人机互动，

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一体。 

     



 

 

教学内容： 

1. 了解骨力学性质实验的测试方法、测试原理及基本操作。 

2. 通过对骨的压缩、拉伸、弯曲仿真试验，掌握骨材料的力学性能。 

3. 掌握Mimics 软件对于临床骨科CT 数据的处理和三维重建。 

4. 熟悉应用Abaqus 有限元软件并对某骨骼进行赋值、加载，分析骨在各种受

力条件下的应力分布状态。 

    教学方式方法：情景性实验教学方式 

    开放运行： 

1. 虚拟仿真实验面向本校和社会开放。 

评价体系： 

操作中包含对学生的考核与评价，每一步的操作只有正确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6.实验教学建设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建设项目如获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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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实验内容第一年免费面向高校和社会；第二年后提供价格低廉的有偿服

务。 

进一步建设计划： 

1. 在未来五年，完善生物力学骨科力学外其他生物力学领域的实验：心脏力学，

血管力学；肌肉力学；血液流变性质等。 

2. 在教学和实验过程中优化实验仿真平台，更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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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建设项目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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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在校内进行公示，并

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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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如果被认定为“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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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经费

投入和保障。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