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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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卓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07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电 话 028-85503478 

专业技 

术职务 
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 设备部部长 手 机 13981751199 

院系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电子邮箱 ZZL7507@126.COM 

地址 成都人民南路三段 14号 邮编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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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研究课题： 

1 四川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战略合作项目校际横向课题 虚拟现实口腔手术模拟器效果实验研究

15H0391  2015.06-2016.12； 

2 四川大学 2016年本科实验课程教学改革建设项目 数字虚拟设计重建操作训练 503127100 

2016.10-2017.12； 

3 四川大学横向课题 虚拟现实口腔手术模拟器种植模块业务研发及评测 18H0734 2018.8-

2020.12。 

教学奖励： 

四川大学教学成果奖（2017），排名第三 

四川大学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2017） 

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2016）指导老师 

四川大学“探究式小班化”教学质量优秀奖（2015） 

四川大学青年骨干教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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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的学术研究课题： 

1 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 微动对骨组织工程血管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20120181120007 2013.1-

2016.12，主持； 

2 四川省药监局纵向二类项目 临床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玻璃离子水门汀不良事件重点监测项目

R2014001 2014.10-2015.06，主持； 

3 四川省医学会科研纵向课题 常用功能性漱口水对三种口腔合金材料耐腐蚀性的影响研究



 

 

2016530，2016.1-2017.12 ，主持； 

4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之变革性技术国际研发转化平台 基于 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医疗精细解

决平台建设 2082604133002 2016.10-2018.12 ,主研。 

1 Fan  Hongyi, Wu  Tingting, Zhu  Zhuoli*,Wang Qingyuan；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iquid 

medias on dental composite fatigu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Volume 4, Issue 12,2017； 

2 Z Zhu，X Gan，H Yu*.NF‑ κB‑miR15a‑ bFGF/VEGFA axis contributes to the impaired 

angiogenic capacity of BM‑ MSCs in high fat diet‑ fed mice.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2017,16: 

7609-7616；  

3 H Fan，X Gan，Z Zhu* .Evaluation of dental implant fatigue performance under loading 

conditions in two kinds of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 Experiment 

medicine , 2017 , 10 (4) :6369-6377； 

4 Z Zhu，X Gan，H Fan，H Yu，Mechanical stretch endow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stronger 

angiogenic and anti-apoptotic capacities via NFkB activation，《Biochemical &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 2015, 468(4):601-605； 

5 朱卓立 张玲 马瑞阳 甘雪琦*.微振动对成骨细胞成骨效应的瞬时影响.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7 

35(1):68-71。 

1-2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本项目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展，中心 2014 年评为教育部首个、口腔

医学类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6 年中心成为学校首批国家级“双创”基地四川大学大学生智能

化自主实验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教学平台，本实验教学项目形成了以国家级教学团队教师、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为核心的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教学服务团队，涵盖一线教师和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学

管理人员，从本项目顶层设计、实施平台、运行保障等各方面确保该项目的顺利进行。 

教学服务团队主要成员情况简介如下： 

1、叶玲： 

现任华西口腔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期处于教学及教

学管理一线，是国家级教学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 

1） 教学研究情况 

教学获奖： 

2009年“培养口腔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平台的建设”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0年“培养口腔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平台的建设”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4年“以胜任力为导向，构建口腔医学本科精英人才培养新模式”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8年“口腔医学本科“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省级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负责人 

2）学术研究情况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青年项目5 项，主持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等课题6项。主发表学术

论文102篇，其中SCI54篇，近五年发表SCI论文34篇，SCI他引447 次。 

3）学术获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10）2016 年 

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15）2015 年 

中华口腔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1/8）2014 年 

四川省青年科技奖 2013 年 

四川省医学科技奖一等奖（1/8）2012 

4）人才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18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2013）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0） 

2、 孙建勋： 

副教授，现任华西口腔医学院教学副书记，长期位于教学一线，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承担多门本

科生课程教学任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部级基金 2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世界华人牙

科研究会“青年学者二等奖”等奖励。 

3、 张凌琳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学院教务部部长，长期位于教学一线，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曾获 2010年

度四川大学骨干教师、2011 年度四川大学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奖、2014 年“以胜任力为导向，

构建口腔医学本科精英人才培养新模式”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教学奖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部级基金 3项，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获 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4、廖玍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华西口腔医（学）院信息中心主任，中华口腔医会口腔信息管理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信息技术专委会理事，长期从事口腔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医疗信息化相关教

学及管理工作，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青年基金 1 项，教育部博士

点基金 1项，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项，四川大学青年基金 1项。 



 

 

5、郑庆华 

讲师，现任学院教学实验室副主任，长期位于本科生实验教学一线，致力于实验教学内容、手段

和评价革新的相关研究与实践。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3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7 篇，作为主研人员之一获四川省及成都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担任 2016、2017年省级及 2018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指导教师，发表

教改文章 1篇。获四川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二），四川大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四川大学

本科教学先进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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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玲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教授 院长 项目总指导  

2 孙建勋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副书记 
项目协调指
导 

 

3 张凌琳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教授 
教 务 部 部
长 

项目筹划指
导 

 

4 廖玍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信 息 部 部
长 

网络教学支
持 

 

5 郑庆华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讲师 
教 学 实 验
副主任 

实验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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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了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教 务 部 副
部长 

实验室教学
管理 

 

2 王亚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讲师 无 
数字化教学
管理 

 

3 任倩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讲师 无 
在线教学服
务 

 

4 袁泉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教授 
修 复 教 研
室主任 

口腔种植实
习指导 

 

5 甘雪琦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无 
口腔种植实
习指导 

 

6 郝亮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副教授 无 
口腔种植实
习指导 

 

7 王党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虚 拟 现 实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副
主任 

虚拟现实技
术支持及指
导 

 

8 赵晓含 
北京众绘虚拟现实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 技术支持 
 

项目团队总人数：（14人）高校人员数量：（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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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种植手术操作实验教学虚拟仿真项目 

2-2实验目的 

现如今口腔种植学在口腔医学领域已得到广泛开展,但其课程设置和教学

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本科阶段的口腔种植学教学多局限于导论教学，缺

少临床实践与应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利用解剖结构示意图、手术实例录像、以

及教师讲学的方式进行，缺乏互动性、反馈性，面对缺牙病例的多样性、众多

的种植系统及复杂的种植流程，简单的教学讲授往往难以达到良好效果,同时

也制约了对学生种植修复临床能力的培养。近年来 3D打印技术结合 CT图像制

作出的仿真颌骨模型也被应用于口腔种植教学，学生可以直观观察模型呈现出

患者的骨条件，并在模型上模拟种植手术及种植体植入，增加手术可预期性，

降低种植风险。然而，仿真模型难以再现口内操作空间感，缺乏不同类骨质的

力反馈模拟，种植手术操作流程及模拟植入效果评估差，还容易在实验操作中

造成意外，同时所需的植体模型材料及多样的种植系统设备器械盒成本高无法

广泛推广，成为以操作为基础的口腔医学教学的难点。 

本实验教学项目采用的牙种植虚拟现实仿真手术系统是基于四川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合作项目，由我院专家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其高新孵化企业北京众绘虚拟现实技术研究院共同

研发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首款视力觉融合的多功能口腔种植手术模拟

器。系统采用 CBCT 与口内扫描重建临床真实牙缺失病例，动态模拟口腔种植

手术的三维环境，通过高清显示器进行画面输出，能给受训者带来高沉浸的视

觉体验，同时通过力反馈设备体验手术器械在种植手术流程模拟操作手感，人

机交互方式更加真实。系统包含牙种植相关颌面部解剖结构基础、常规手术器

械及多个种植牙系统 3D 认知、测评，口腔种植基础操作训练以多口腔种植系

统标准流程演练评价等内容。 

种植修复在国内的应用发展还很不平衡，尚缺乏训练有素的种植修复专业



 

 

人才，规范的口腔种植培训有待进一步的加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利用虚

拟现实仿真手术系统，以教学和学生为中心，进行口腔种植基础理论和临床操

作技能培训，开创并探索口腔种植学教学规范化和可量化新途径，为系统性造

就素质优良，能适应当前临床需要，并可承担我国口腔种植学可持续发展的后

继人才奠定重要基础，为我国其他院校及培训机构建设数字化口腔种植操作教

学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2-3实验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知识点数量：4（个） 

（1）口腔种植手术操作模拟系统作为新一代口腔种植术前培训设备，将实现

对受训者理论知识及技能操作的综合训练。实验者可以通过微信扫码通过移

动端远程进入教学实验平台，进行口腔种植相关基础理论知识认知学习，系

统通过 3D重建详细展示了包括口腔种植相关颌骨基本解剖结构（上颌唇侧骨

凹陷、鼻底、上颌窦、下颌神经管、颏孔、下颌下腺窝等）的风险体现及异

常表现、种植手术器械的种类及功能，国际经典种植系统标准化器械盒及种

植体分类，并可完成认知效果的测评，帮助受训者提高风险意识、规避种植

风险，对真实种植系统有系统认知，做到与实践操作无缝对接。 

（2）系统通过建立一个虚拟仿真的种植手术基础技能操作环境，操作者通过

进行多种图形切削模拟与种植手术操作相关的多缺失牙位磨平、定点、轴线

与提拉操作，熟悉口腔种植手术基础操作步骤的练习。种植虚拟仿真项目设

置了力反馈装置及种植系统标准操作规范指导，操作者在全仿真种植机头手

柄上，获得熟练的空间感及钻削操控感，为今后的口腔种植手术操作建立精

细化操作的肌肉记忆。 

（3）口腔种植手术虚拟仿真病例数据库基于临床真实患者 CBCT和口内扫描

数据进行的口腔三维图像重建，为操作者提供可扩展全仿真病例库，一方面

向操作者提供具备真实性、沉浸性的模拟环境，另一方面训练操作者面对多

样复杂的个性化病例制定手术方案、预判手术效果的能力；操作者不仅能通

过力反馈装置感知在不同骨质类型下手术操作的力量体验，更能在规范指导

下掌握各大种植系统手术器械盒的操作流程，提高操作者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 



 

 

（4）口腔种植手术模拟系统具有实时记录操作者操作过程的运动数据，可量

化分析种植体窝制备及植体植入的角度、轴向及深度，并可根据操作回放比

较标准设计进行虚拟种植效果的最终评价，真正实现人机交互的自主教学、

培训和考核，同时教师具备监控评估模式，通过后台对操作者的操作动作进

行点评与考评，操作者可通过微信扫码远程登录浏览，极大提高教学效率和

效果。 

 

2-4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装置： 

口腔种植种植手术模拟系统硬件系统包括观察窗口、力反馈设备、操作

手柄、高清液晶显示器、高清触屏显示器等。 

软件： 

口腔种植虚拟仿真培训软件系统 UniDental 

UniDental系统是基于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合作项目，由我

院专家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其高新孵化

企业北京众绘虚拟现实技术研究院共同研发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首款

视力觉融合的多功能口腔种植手术模拟系统。与国内同类虚拟教学系统比

较，该系统通过配备力反馈装置及标准规范化指导实现虚拟现实仿真环境下

操作的真实力感体验以及自主规范学习；通过基于真实病例 CBCT和口内扫描

数据呈现三维图像重建提供全仿真病例库；通过系统实时量化分析、操作回

放及标准设计的最终评价实现人机交互的自主教学、培训和考核。与传统教

学方法相比，该系统具有无材料消耗、无创伤风险、可供反复练习、自主教

学及考核、可量化分析等特点，能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育质量。 

 

2-5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颌骨解剖结构认知训练 

口腔种植相关上下颌骨软硬组织解剖结构讲解；颌骨重要结构、重要神经血

管束特点讲解，包括上颌窦解剖、鼻腔解剖、前鼻嵴解剖、鼻腭孔和鼻腭管

解剖、腭大孔解剖等；通过 3D重建详细展现颌骨重要组织结构风险及异常表

现介绍。 



 

 

2）常规种植手术器械认知训练 

种植手术常用手术器械种类、功能、使用方法等基本技能讲解及 3D模型展

示。 

3）种植系统认知训练 

三种国际经典种植系统（Straumann、Bicon、Nobel）种植体特点介绍；相应

种植系统器械盒使用介绍，为操作者提供了真实口腔种植系统的认知。 

4）口腔种植基础认知测评 

操作者通过微信扫码，需在线上进行口腔种植基础认知，并对相关知识点完

成系统测评，成绩合格者可进行线下实操训练。 

5）种植机操作要点训练 

带有力反馈的全仿真种植机头手柄操作；口内模型的三维位置感知；口外支

点训练；种植机参数包括转速、扭矩、手机水柱、正反转等的设置。 

6）钻削基本功训练 

通过带有力反馈装置的虚拟仿真操作八种图形模块钻削训练，建立学生虚拟仿

真操作的空间感与力反馈感知。 

7）种植基本功要点训练 

通过带有力反馈的虚拟仿真操作；3D鼠标的视角及距离转换，获得模拟真实

种植手术操作体位；多牙位磨平、定点、轴线、垂直提拉四个模块的针对性

种植基础训练，使操作者获得稳定真实的手部肌肉记忆。 

8）钻削力感体验 

通过 3D鼠标进行视角及距离转换，查看四类牙槽骨的 3D图像特点和骨质密

度详解；并进行四类骨骨质硬度的反馈力钻削训练，以获得不同密度下种植

手术操作的真实力反馈。 

9）种植手术方案规划训练 

操作者在 CBCT与口内扫描数据重建真实牙缺失病例基础上，进行种植体植入

角度、轴向、深度等的设计训练；全仿真临床四个视窗实时查看患者口内 CT

影像细节；植入种植体类型、参数及位置的设计。 

10）种植手术虚拟仿真训练 

动态口腔三维空间通过 3D鼠标的视角及距离转换；多经典种植器械盒多种钻



 

 

头、导向杆、定位杆等的生动表现；种植手术标准步骤详解；根据前期种植

方案设计，CT图像实时导航，在标准规范化指引下模拟种植手术的典型步骤

练习。 

11）实时操作评估 

系统具备实时捕捉力反馈信息的综合评估系统；与标准设计比较反映植入种

植体位置、轴向及深度的偏差分析，完成操作者的系统精准数据考核。 

12）操作回放评价 

牙种植操作结束后支持扫码在线观看操作记录回放，多角度不同距离回顾操

作细节；支持有教师权限的用户对操作记录进行画图、文字或语音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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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目的： 

本项目利用视力觉融合的多功能口腔种植手术模拟器完成对学生的口腔

种植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的培训。口腔种植虚拟仿真手术模拟系统通

过力反馈装置和标准规范化指导，实现学生真实力感体验、激发学生主观能

动性，经过多次反复练习，强化操作流程；系统通过三维图像重建提供的全

仿真病例库，实现学生理论知识及技能操作的综合训练；系统通过实时量化

分析、操作回放及标准设计的最终评价实现人机交互的自主教学、培训和考

核。该系统具有无材料消耗、无创伤风险、可供反复练习、自主教学及考

核、可量化分析等特点，帮助学生实现口腔种植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

的系统性学习。 

口腔医学种植操作实验教学虚拟现实仿真系统的出现，有望充分调动学

生参与口腔种植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高学生的种植相关操作技

能，减少国家在医务培训人员上的投入比重，优化国家口腔种植学教学模

式。此外，虚拟仿真系统的评价反馈机制将全面提升学生自主思考、制定手

术方案的综合素质，引领口腔种植教学培训高效规范发展，为我国其他院校

及培训机构建设数字化口腔种植操作教学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实施过程： 

微信远程移动端登录口腔种植虚拟仿真手术操作实验教学网络平台；选

择实验子项目（1、颌骨解剖外形认知训练；2、种植手术器械认知训练；3、

种植系统认知训练）进行口腔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完成相关知识点测评；

线下操作选择实验子项目（4、钻削基本功训练；5、种植基本功要点训练；

6、钻削力感体验；7、种植手术方案规划训练；8、种植手术虚拟仿真训

练）；完成实验步骤详解学习、进行虚拟种植手术实验操作典型步骤练习；操

作结束后，记录系统操作综合评估分数，教师权限的用户对操作记录进行画

图、文字或语音批注，学生远程查看操作回放，数据评测与教师点评，本实

验线下实验教学课程合计 8个学时。本实验主要针对进入临床实习前期的本

科大四学生及修复种植专业研究生，考核方式主要分为线上基础认知测评和

线下实验室操作考核，重点考察各项技能要点的掌握情况，对种植手术的基

本技能要点进行系统量化考核。 

实施效果： 

该项目的开展 2 年来，成效明显，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口腔种植教学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掌握口腔种植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试验技能，全

面提升学生自主思考的思辨能力、制定手术方案的综合素质，实现口腔种植

培训的自主教学、指导和考核，实现学生由实验向临床的转换，减少临床实

习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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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描述： 

本实验主要针对进入临床实习前期的本科大四学生与修复种植专业研究生，

考核方式主要为线上认知测评和线下教学实验室操作考核，重点考察各项技

能要点的掌握情况，对牙种植手术的基本技能要点进行系统量化考核。 

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1）种植基础知识认知 

1. 颌骨解剖外形认知训练； 



 

 

2. 种植手术器械认知训练； 

3. 种植系统认知训练； 

4. 种植基础认知测评。 

（2）钻削基本功训练 

5. 建立操作者虚拟仿真口内模型的三维空间位置感知； 

6. 口外支点训练； 

7. 8种钻削图案的钻削力反馈训练。 

（3）种植基本功要点训练 

8. 3D鼠标的视角及距离转换； 

9. 不同牙位（9种）的种植要点训练，包括磨平、定点、轴线、垂直提拉四

个模块的针对性训练。 

（4）钻削力感体验 

10. 3D鼠标进行视角及距离，转换查看牙槽骨的各个方位形态； 

11. 牙槽骨类别及特性认知； 

12. 体验切削四类骨骨质硬度的反馈力感。 

（5）种植手术方案规划训练 

13. 真实病例库，全仿真四个视窗同时查看患者口内 CT细节； 

14. 三维重建真实牙缺失病例基础上进行种植体植入角度、轴向、深度等的

设计训练； 

15. 植入种植体类型、参数及植入位置的选择。 

（6）种植手术虚拟仿真训练 

16. 3D鼠标的视角及距离转换； 

17. 根据种植方案设计进行种植位点的定点训练； 

18. 种植器械的选择、顺序更换等的训练； 

19. 种植手术窝洞预备的轴向、深度等技能的训练。 

（7）实时操作评估 

20.操作后的系统数据考评、操作回放与教师点评观看。 

 

 



 

 

相关操作截图： 

 

 

 

 

 

图 1 种植虚拟现实仿真手术模拟操作手柄         图 2 虚拟仿真系统登录界面 

 

 

 

 

 

图 3 口腔解剖知识界面                    图 4 口腔种植器械界面 

 

 

 

 

 

图 5 口腔种植系统界面                   图 6 种植基础认知测评界面 

 

 

 

 

 

图 7 钻削基本功训练界面              图 8 切削基本功单一图形界面 

 



 

 

图 9 种植基本技能界面                  图 10 种植定点训练界面 

 

 

 

 

 

图 11 种植轴向训练界面                图 12 种植垂直提拉训练界面 

 

 

 

 

 

图 13 四类牙槽骨界面                    图 14 四类骨质力感体验 

 

 

 

 

 

图 15 经典种植病例库                   图 16 CBCT基础上种植规划 



 

 

 

 

 

 

        图 17 种植操作流程场景                  图 18 种植结果评估场景 

 

 

 

 

 

图 19-20 最终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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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可实时评估术者操作水平并进行综合评级；系统能记录术者所有操作

数据并进行定量分析，可用于术者的人机交互评价反馈。并可通过年级使用

人次，统计操作者的操作适应能力，与操作熟练程度，完成系统性评价。 

2-9考核要求 

所有接受训练的学生达到教学大纲制定的考核标准；除此之外，充分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可后台记录所有操作数据，分析每个学生、每种技能训练学

习曲线的特点，并与后台提取和储存的专家数据对比，针对性地进行进一步

的训练和纠错，全面提高每一位受训医学生的训练效果。 



 

 

2-10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进入临床实习前期的大四本科生与修复种植专业研究生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要求掌握口腔种植学基础理论知识  

2-11实验项目应用情况 

（1） 上线时间 ：2016 年 5月 

（2） 开放时间 ：2018 年 9月 

（3） 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4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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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链接网址 

http://www.hxkq.org/Html/News/Main/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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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宽带 

（3） 说明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200，响应排队预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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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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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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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服务，部分功能需要配合硬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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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8GB，显存：>2GB，存储容量：>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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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反馈设备（可选），配合使用可体验系统的操作技能训练部分 

3D鼠标（可选），配合使用可以方便的切换操作视角，旋转画面 

无线网卡（可选），配合使用可以使用在线数据库，实现在线考核和教学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手机（可选）：支持扫描二维码登录系统和公众号，并通过公众号查看操作记

录视频和教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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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技术、基于物理的仿真、力觉渲

染、WebGl 技术、OpenGL技术 

开发工具（如：VIVE WAVE、

Daydream 、 Unity3d 、

Virtools、 Cult3D、Visual 

Studio、Adobe Flash、百度

VR内容展示 SDK等） 

Unity 3D、3DS Max、OpenHaptics、

Chai 3D、M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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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场景模型面术达到百万量级、视觉

刷新率大于 60Hz、力觉刷新率大于

1000Hz、贴图分辨率 1024*1024、 

管理 

平台 

开发语言（如：

JAVA、.Net、PHP等） 

C#、C++ 

开发工具（如：Eclipse、

Visual Studio、NetBeans、

百度 VR课堂 SDK等） 

Visual Studio、 

采用的数据库（如：HBASE、

Mysql、SQL Server、Oracle

等）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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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现实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门新兴科技，临床仿真模拟教学系统

已在口腔医学多个领域内投入使用并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在国内，虚拟现实仿

真培训系统在口腔种植方面的应用还处于萌芽阶段。本实验教学项目是基于四

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合作项目，由我院专家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其高新孵化企业北京众绘虚拟现实技术研

究院共同研发完成的，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先进性和开创性。 

（1）模拟器对全颅面部进行三维立体重建，结合三维旋转及透明度调节全

方位显示颌面部重要组织结构的解剖细节，并配合详细文字描述解析重要部位

的风险体现及异常表现，包含上颌窦解剖、鼻腔解剖、前鼻嵴解剖、鼻腭孔和

鼻腭管解剖、腭大孔解剖等。 

（2）模拟器采纳真实临床病例的 CBCT 结合口内扫描数据构建多类典型的

虚拟病人口腔模型，建立虚拟典型种植病例数据库，并通过三维实时渲染技术

进行逼真三维呈现。数据库包括单颗牙缺失、多颗牙缺失，不同类型骨（牙槽

骨密度不同，力觉反馈不同）的多类典型临床病例供用户训练。 

（3）模拟器借助力反馈设备可完成用户临床前手部运动控制能力的训练，

提高用户对基本功的掌握。训练内容包括：钻削图案训练、种植基本功训练（磨

平、定点、轴线和垂直提拉）、四类骨钻削力感体验，充分完成模拟种植模拟

机基础操作技能训练及评价。 

（4）基于虚拟种植病例库精确的 CBCT三维图像，用户针对所选病例进行

与临床流程一致的种植方案规划，合理设计种植体在缺牙区牙槽骨中的空间位

置和角度，制定种植方案。 

（5）借助虚拟现实力反馈技术，用户可模拟多类主流牙种植系统的手术

流程，操作中获得逼真力反馈手感，实时导航技术过监控种植位点、角度、深

度、实现精确模拟，进行重复无伤害的牙种植流程训练评价。 



 

 

（6）模拟器所包含的教学评估系统包括系统性评价及教师评价系统，教

师登陆教员端可进行课程管理，用户管理，课程编辑、新建、学生实验过程查

看及批注、成绩报表统计等功能；用户完成相关操作训练后，可在模拟器上或

在线登陆查看自己三维操作回放，系统评价，以及教师对其操作的批注。 

总之，口腔种植操作实验教学虚拟现实仿真系统是兼具创新性和实用性

的新一代教学体系，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探索与开发，口腔种植虚拟现实仿

真手术系统技术进一步更新与发展，将在我国其他院校及培训机构得到广泛

推广，必将引领口腔种植操作实验室教学体系数字化高效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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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设计理念，紧跟口腔种植专业国际进展前沿，

持续更新本项目病例数据库及种植系统等教学参数，推动学院师生开展教学

改革与培育教改项目，创新以能力为导向的实验教学改革，突出参与互动学

习，拓展项目适用对象和范围。建设以技术为引导的虚拟仿真实验，强化技

术教学融合。 

（2）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借助华西口腔医学院的示范辐射作用和开放性在线支持教学团队，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邀请兄弟院校围绕本实验项目进行交流合作和参观

学习，推进该项目在各兄弟院校的教学使用。现系统达到大于 200在线培训

并发响应数，并设置在线预约排队线下操作，承诺线上培训开放程度大于

50%，线下操作开放程度大于 30%，构建以共享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

先校内、在川内、再国内的高校间开放合作与共享，实现口腔种植学教学成

效的全面提升。 



 

 

（3）面向社会的推广与持续服务计划： 

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将本项目作为口腔种植知识宣教的有利手

段，推进该项目在口腔医院及诊所的应用，提升国民口腔健康知识储备，减

少医患纠纷发生。同时，作为口腔种植学继续教育的有效培训手段，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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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