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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高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 

获奖名单 

 （按作品名称汉语拼音排序） 

 

一等奖   

X 连锁隐性遗传病概念及系谱特点 张金波 佳木斯大学 

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滴定 李頔 重庆医科大学 

癌细胞的梦魇——NK 细胞 李晓曦 南京医科大学 

吃出来的头痛“病” 谷何一 昆明医科大学 

动脉采血 张琳苑 空军军医大学 

多胎妊娠 毕建蕾 大连医科大学 

儿童腹泻病的治疗原则 张烨 复旦大学 

二尖瓣狭窄超声诊断 李醒 齐齐哈尔医学院 

发热与过热 周艳芳 广东医科大学 

风湿病——是谁伤了我的心 王志华 山西医科大学 

肝外胆道 恩和吉日嘎拉 内蒙古医科大学 

骨质疏松症 姜宇 北京大学 

观察法 张凯 牡丹江医学院 

过敏性休克 刘慧琳 北京大学 

海姆立克急救法 赵戎蓉 陆军军医大学 

“含”着“牙”的囊 钟旖 南京医科大学 

脊柱的核心结构——椎间盘 邵玉峰 兰州大学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王红月 吉林大学 

见微知著——颅脑损伤病人瞳孔的观察 宋丽萍 中国医科大学 

经络腧穴学——合谷穴 马原 辽宁中医药大学 

“睛艺求精”之——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解析 陈鼎 温州医科大学 

静脉留置针输液法 姜晓雪 佳木斯大学 

老年肺部感染——老年人的隐形杀手 陈磊 南京医科大学 

链球菌感染后急性肾小球肾炎 翟亦晖 复旦大学 

脑卒中患者上肢关节被动活动训练 孙玉静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内痔的来龙去脉 闫中梅 滨州医学院 

披“铠甲”的心脏——缩窄性心包炎影像学诊断 易文芳 昆明医科大学 

漂洋过海的约定（受精） 姜岩 苏州大学 

桡神经 王慧 中南大学 

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表现和康复评定 谭波涛 重庆医科大学 

生命的荆棘——子宫内膜异位症 尹亚楠 四川大学 

嗜铬细胞瘤 罗芳 北京协和医学院 

糖皮质激素 陈亚娟 昆明医科大学 

外源化学物的生殖危害 杜桂珍 南京医科大学 

胃痛（胃气壅滞证）的辨证论治 陈曦 长春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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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HPV 疫苗知多少 许天敏 吉林大学 

Now you know your ABC——攻克自身免疫病的新

曙光 
张慧慧 上海交通大学 

阿尔茨海默病 张艳华 山西医科大学 

苯丙酮尿症 郑章乾 复旦大学 

毕业季的故事——慢性髓系白血病  周芙玲 武汉大学 

臂丛 周鹏 温州医科大学 

藏在可乐里的隐形杀手——低钾血症 李皓 南京医科大学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杨军厚 滨州医学院 

超声心动图的常用切面 苏蕾 重庆医科大学 

成人 CPR——你敢！你会吗？ 高畅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蛋类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 马晓菊 成都中医药大学 

低视力清晰的 10 cm 世界之低视力康复 邓如芝 温州医科大学 

癫痫 郁莉斐 复旦大学 

肺癌免疫治疗知多少 于韶荣 南京医科大学 

肺内的“洞中球” 韩丹 昆明医科大学 

福尔摩斯血案之迷——术中出血的诊断思维 黄燕 重庆医科大学 

腹部检查 柯红红 广西医科大学 

腹部体格检查 陈莹莹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腹膜透析 赵宇亮 四川大学 

肝硬化失代偿期的解剖学基础 张维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根管充填术——热牙胶垂直加压充填术 高敬 重庆医科大学 

鼓膜穿刺术 方宏艳 吉林大学 

固齿强骨——氟 高涵 齐齐哈尔医学院 

关爱盆底肌 预防尿失禁——凯格尔运动 姚秀钰 北京协和医学院 

光影传说——肺隔离症 陆薇 上海交通大学 

呵护导管生命周期——静脉留置针冲管和封管 颜红炜 中国医科大学 

何谓白内障 李军花 温州医科大学 

化妆品中的防晒剂及其检测 张晓玲 南京医科大学 

槐米中芦丁的提取 杨明利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急性阑尾炎的超声诊断 李晓艳 内蒙古医科大学 

急性气道异物梗阻 叶显智 广州医科大学 

急性心肌梗死心电图 俞蓓蓓 皖南医学院 

挤压综合征 刘筱 徐州医科大学 

肩关节脱位的手法复位 裴磊 中国医科大学 

喜得贵子后的惊险 隋林杰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心房颤动 王全伟 吉林大学 

液气之间，呼吸之键 姚齐颖 大连医科大学 

胰岛素的前半生 陈园园 南京医科大学 

胰岛素注射要点 徐晶晶 南京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微课作品系列 乐偲 等 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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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袖 陈旦 中南大学 

解读乙肝两对半 饶玉良 上海健康医学院 

流行性感冒病毒的结构、变异与流行 杨娥 西安交通大学 

面神经麻痹 刘黔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 

南丁格尔与统计图 汤在祥 苏州大学 

内科胸腔镜简介 侯刚 中国医科大学 

青光眼的克星——毛果芸香碱 黄金兰 徐州医科大学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孙妙璇 温州医科大学 

屈光不正 刘洪涛 遵义医科大学 

全口义齿固位原理 周璟 上海健康医学院 

桡骨远端骨折的护理 胡超燕 广州中医药大学 

色谱分离过程和定性分析 霍韬光 中国医科大学 

筛检试验阳性结果截断值的确定 田文静 哈尔滨医科大学 

神经根型颈椎病 江维 重庆医科大学 

神秘的“狗死洞” 李钰伶 滨州医学院 

术前禁食禁饮 何艳 皖南医学院 

随机对照试验中的随机化分组 王艳红 北京协和医学院 

髓鞘 王晗知 陆军军医大学 

痛的领悟 赵珅婷 广州医科大学 

痛风 程彦臻 南方医科大学 

推拿治疗学——肩部检查 吴九如 长春中医药大学 

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的发病机理解析 董萍 复旦大学 

我不是药神——揭秘 CML 与 Ph 染色体 刘晨 南京医科大学 

无痛胃镜 律峰 重庆医科大学 

物理降温 胡晓 重庆医科大学 

膝关节 张卫国 山西医科大学 

细菌的形态与基本结构 王舰 中国医科大学 

下肢骨牵引的护理——牵引有效性 王广玲 南京医科大学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超声诊断 王婧 重庆医科大学 

先天性心脏病的分类和临床表现 赵趣鸣 复旦大学 

线粒体遗传病 谢健 遵义医科大学 

锌与人体健康 师岩 齐齐哈尔医学院 

血糖钳夹技术在抗糖尿病药物药理学研究中的应

用 
刘率男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一只鸡腿引发的昏迷——肝性脑病发生机制的几

种学说 
刘跃 昆明医科大学 

隐形的杀手——肺栓塞 刘贝贝 北京大学 

营养与糖尿病 李颖 哈尔滨医科大学 

照片中的“白眼”——视网膜母细胞瘤和二次突变

假说 
乐珅 南京医科大学 

针灸学经络腧穴各论之手太阴肺经 祁红艳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正畸牙移动中的牙周组织变化 陈琦君 遵义医科大学 

脂肪肝的脂肪“藏”在哪里 许宁 南京医科大学 

职业性致癌因素的识别与判定 张燕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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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分化与异型性 金铁峰 延边大学 

子宫肌瘤的动脉栓塞治疗 余辉 南京医科大学 

“最熟悉的陌生人”——致命的脓毒症 钟任佳 中国医科大学 

 

三等奖 

IgE：让我欢喜让我忧 许从峰 上海交通大学 

鼻咽癌的辅助化疗 彭星辰 四川大学 

病毒的复制周期 寻萌 西安交通大学 

病人的角色转换和适应 贾琳 牡丹江医学院 

玻璃样变 刘鲁英 滨州医学院 

抽搐急性发作的紧急处理 刘继红 重庆医科大学 

大血管闭塞所致急性脑梗死 李兴强 中国医科大学 

胆汁 田原 锦州医科大学 

癫痫概论 彭希 重庆医科大学 

电击除颤 唐学杰 大连医科大学 

儿童气管异物的急救方法 崔琬麟 中国医科大学 

儿童青少年近视机制的形成 贾海莲 包头医学院 

儿童消化性溃疡 孔桂萍 南京医科大学 

儿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的诊断与治疗 刘颖 中国医科大学 

肥胖的克星——慧吃慧动 高海涛 温州医科大学 

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 王玉瑶 山西医科大学 

肝的血液供应 兰美兵 遵义医科大学 

肝硬化的临床病理联系 李公启 齐齐哈尔医学院 

睾丸扭转超声表现 苟博 成都医学院 

霍乱 朱薇珊 复旦大学 

急性哺乳期乳腺炎 张云微 中国医科大学 

急性胰腺炎 陈可 徐州医科大学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血液学检验 徐子真 上海交通大学 

脊髓损伤的解剖学 陈茜 江苏大学 

记忆 王燕妮 新疆医科大学 

假设检验的灵魂：小概率原理 张汝阳 南京医科大学 

浸润性乳腺癌 刘洋 中国医科大学 

精神科暴力行为的预防及处理 张丽 南京医科大学 

警惕：药物合用可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郭金娟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静息电位——你知道细胞带电吗？ 张海峰 内蒙古医科大学 

聚合酶链式反应 邢佳鑫 中国医科大学 

老年期痴呆患者激越行为的护理 李小雪 北京协和医学院 

毛果芸香碱为什么可以治疗闭角型青光眼？ 方丰 南京医科大学 

脑血管疾病——颅内动脉瘤 蒋乐真 温州医科大学 

尿毒症患者的救星——肾脏替代治疗 王海婷 滨州医学院 

片剂分类知多少 杨柳青 山西医科大学 

片剂概述 吕青志 滨州医学院 



5 
 

破译遗传密码——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杨芬 南京医科大学 

前列腺增生 刘娇 中国医科大学 

清洁伤口的拆线 李新宇 大连医科大学 

全口义齿排牙原则 朱莉 温州医科大学 

缺氧概述 应颖 南昌大学 

人造镜头带你重返清晰世界 徐栩 温州医科大学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治疗原则 韩雪莹 温州医科大学 

生命的绿色通路——静脉输液法 黄驰 遵义医科大学 

食管异物的影像诊断 崔龙 中国医科大学 

受精及受精卵发育、输送及着床 邱海凡 温州医科大学 

腧穴的作用 马小闵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糖尿病“遇见”低血糖 马珊珊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糖皮质激素对物质代谢的影响 陈毅飞 桂林医学院 

体表脓肿切开引流术 高振明 大连医科大学 

酮体的生成和利用 常冰梅 山西医科大学 

胃肠间质瘤的诊断与治疗 宋禾 中国医科大学 

稳定型心绞痛胸痛特征 于波 上海健康医学院 

无抽搐电痉挛治疗过程的护理 孟慧 南京医科大学 

“五通七达”的交通要道：咽 吕海芹 东南大学 

膝关节常见损伤的运动康复疗法 李欣 齐齐哈尔医学院 

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康复 刘忠良 吉林大学 

细菌感染的免疫检测 李擎天 上海交通大学 

消化性溃疡 索宝军 北京大学 

心房颤动 陶涛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心肌的传导性 赵红晔 齐齐哈尔医学院 

星状神经节阻滞的解剖基础 王松山 徐州医科大学 

胸腔镜下气管肿瘤的麻醉  谭婧 南京医科大学 

血管“大堵车” 徐璐 南京医科大学 

血吸虫病导致门静脉高压综合征的原因 李丽 内蒙古医科大学 

严重创伤病人麻醉处理原则及术后并发症的防治 朱纯纯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总论 赵青 北京协和医学院 

应用甲状腺显像辨别甲亢的真与假 吕沐天 中国医科大学 

与指责型患者的一致性沟通 刘媛 北京协和医学院 

月经生理及调节 刘颖 广州医科大学 

运用合理情绪疗法应对护理工作中的情绪困扰 林莉 陆军军医大学 

直接免疫凝集试验 刘莲 等 贵州医科大学 

治疗消化性溃疡药物的分类及作用机制 纳鑫 昆明医科大学 

中心静脉压监测 杨立威 成都医学院 

重度慢性牙周炎的诊断与治疗 赵海礁 中国医科大学 

猪带绦虫——“寸白虫”的前世今生 何姗姗 广西医科大学 

主动脉夹层 何栩 南方医科大学 

自然流产 褚志平 南京医科大学 

自主的 CP——交感与副交感 吕叶辉 上海健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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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风采奖   

多胎妊娠 毕建蕾 大连医科大学 

风湿病——是谁伤了我的心 王志华 山西医科大学 

观察法 张凯 牡丹江医学院 

“含”着“牙”的囊 钟旖 南京医科大学 

静脉留置针输液法 姜晓雪 佳木斯大学 

漂洋过海的约定（受精） 姜岩 苏州大学 

嗜铬细胞瘤 罗芳 北京协和医学院 

液气之间，呼吸之键 姚齐颖 大连医科大学 
 

   

 

教学设计奖  

CKD 患者透析方式的选择 刘英莉 上海交通大学 

X 连锁隐性遗传病概念及系谱特点 张金波 佳木斯大学 

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滴定 李頔 重庆医科大学 

埃利斯的认知理论 程琳 南阳理工学院 

解读乙肝两对半 饶玉良 上海健康医学院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手术治疗 欧阳一芹 同济大学 

桡神经 王慧 中南大学 

乳腺癌病人的护理（下） 耿晓莉 首都医科大学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特征与诊断 武渊 南京医科大学 

十分钟学会临床实习 郝政衡 山西医科大学 

随机对照试验中的随机化分组 王艳红 北京协和医学院 

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 程静 温州医科大学 

痛的领悟 赵珅婷 广州医科大学 

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姜柳琴 南京医科大学 

心房颤动 王全伟 吉林大学 

胸腔闭式引流的原理 赵丹 成都医学院 

胰岛素注射要点 徐晶晶 南京医科大学 

照片中的“白眼”——视网膜母细胞瘤和二次突变

假说 
乐珅 南京医科大学 

制作奖   

癌细胞的梦魇——NK 细胞 李晓曦 南京医科大学 

宝贝超能力 曲航菲 中国医科大学 

会阴侧切与缝合 董胜雯 天津医科大学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王红月 吉林大学 

离奇的高烧——谈黑热病的防治 沈燕 空军军医大学 

慢性乙肝和肝硬化 李芸茜 南京医科大学 

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的发病机理解析 董萍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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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奖 

《创世纪》：医学人文-医学影像-人工智能 孙奕波 上海交通大学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刘鸿 山西医科大学    

M 胆碱受体激动药——毛果芸香碱 郑玮琬 哈尔滨医科大学    

病房 CPR，你该怎么办 卓越 徐州医科大学    

不同分期的股骨头缺血坏死 郝琦 西南医科大学    

不孕的特殊检查 黄叶芳 成都中医药大学    

参数估计基础——t 分布 王丹丹 长治医学院    

产程的临床经过和特点 王繁 温州医科大学    

产后出血病因、临床表现及诊断 胡迎春 温州医科大学    

吃鱼生惹的祸——认识肝吸虫 湛孝东 皖南医学院    

单侧忽略 刘惠灵 山西医科大学    

当心，动物也“疯狂”——狂犬病病毒与狂犬病 陆环 石河子大学    

多囊卵巢综合征 张进 中国医科大学    

儿童发热的诊断及处理 杨汝铃 重庆医科大学    

二氧化碳与人 王嘉淇 佳木斯大学    

分娩镇痛 田悦 中国医科大学    

肝脏 武玲 内蒙古医科大学 慢性乙肝和肝硬化 李芸茜 南京医科大学 

肛裂的诊治 袁鹏 中国医科大学    

高血压性脑出血的 CT 诊断 任翠 北京大学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评分 张戈 南京医科大学    

谷类的营养价值 吕晓华 四川大学    

骨科术后患者 VTE 的预防 黄萍 陆军军医大学    

钴与人体健康 王小龙 齐齐哈尔医学院    

管窥质性研究 杨一龙 中国医科大学    

孩子的第一口食物——辅食添加 吴嫣 上海健康医学院    

海马结构与功能 李贵发 福建医科大学 癌细胞的梦魇——NK 细胞 李晓曦 南京医科大学 

喉全切除术后食管发音实践解读 王金娜 吉林大学    

护士体态礼仪 唐庆蓉 上海健康医学院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李聪 徐州医科大学    

竞技体育中的药物滥用 李军伟 温州医科大学    

静脉滴注并不“快” 曹永孝 西安交通大学    

绝经综合征内分泌变化 林敏 温州医科大学    

抗高血压药物三剑客 罗华军 三峡大学    

抗肿瘤植物药有效成分——紫杉醇 毛远湖 等 贵州医科大学    

空肠弯曲菌 李建蓉 华中科技大学 离奇的高烧——谈黑热病的防治 沈燕 空军军医大学 

口腔颌面部皮瓣移植的术后观察要点 韩晓雪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颌面部损伤 范亚伟 山西医科大学    

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出行 3 知道 刘亚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    

来自体检报告的困惑——甲状腺结节 杨杪 武汉大学    

流感百年 林春燕 南方医科大学    

流式细胞术在药理学中的应用 吕晓希 北京协和医学院    

氯化消毒副产物 吴媚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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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护的塑造——姿态 马晓璐 中国医科大学    

免疫应答中的“高级秘书”——抗原提呈细胞 刘伟 河北医科大学 会阴侧切与缝合 董胜雯 天津医科大学 

那酸爽的痛——牙本质过敏症 宋文婷 徐州医科大学    

脑出血的影像诊断 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    

尿素循环 郭桂丽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尿液里的“不速之客”——尿液有形成分显微镜检

查 
李晞 广西医科大学    

膀胱肿瘤 祝兴旺 中国医科大学    

剖宫产瘢痕妊娠 王晓樱 中国医科大学    

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急救措施 李华伟 青岛大学    

龋病的预防方法——窝沟封闭 刘怡然 南京医科大学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 刘晓梅 中国医科大学    

如何与儿童谈论死亡 高钰琳 南方医科大学    

乳腺癌术后功能锻炼 隗萍 南京医科大学    

散光那些事儿 王瑞卿 吉林大学    

什么是“接吻病”？ 孙晋波 北京大学    

失智症老人的护理——打造适宜环境 刘宇 中国医科大学    

实质器官比较的基本方法 赵文婧 广西医科大学 宝贝超能力 曲航菲 中国医科大学 

输卵管间质部妊娠 谷旸 中国医科大学    

糖尿病及热量管理 刘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张玮 中国医科大学    

调皮的受精卵——输卵管妊娠的病因及临床表现 杨涵琳 贵州医科大学    

无齿追凶 李欣忆 重庆医科大学    

系统性红斑狼疮 毕莹 中国医科大学    

细胞静息电位 胡咏梅 河南科技大学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王红月 吉林大学 

消化期胃液分泌的特点 宋英 徐州医科大学    

小儿发热的护理 郝琴 延安大学    

牙根纵裂 孙妍 温州医科大学    

药物杂质的来源 李丹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医院文化之浅析 赵璐 哈尔滨医科大学    

胰岛素的前世今生 李淑艳 齐齐哈尔医学院 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的发病机理解析 董萍 复旦大学 

隐形杀手，致命真菌——深部真菌感染及治疗 刘治国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营养示教 陈倩 重庆医科大学    

预防导管相关血栓（CRT）的 PICC 相关性操作 杨娇 昆明医科大学    

长寿金丹——锰 徐晶 齐齐哈尔医学院    

真核生物 RNA 的修饰加工 郭红艳 齐齐哈尔医学院    

正确评估产后出血量 张焕芳 广州医科大学    

正确识别输卵管妊娠 杨昊 四川大学    

脂溶性维生素 马雪 贵州医科大学    

脂质体 张雪梅 昆明学院    

指端的秘密——腕手部肌动学 方丽婷 广州医科大学    

治疗性沟通 瞿晓萍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中暑 曹磊 徐州医科大学    

蛛网膜下腔出血 徐传利 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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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按学校名称拼音排序） 

包头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 

成都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 

桂林医学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 

吉林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 

齐齐哈尔医学院 

山西医科大学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四川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遵义医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