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首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

第二轮通知

尊敬的老师、同学 :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

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将于 2018年 5月 11-14日 在星城长沙举行。第五

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大赛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基础医学教育分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医药学科

基础医学专业与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南大学承办`中南大学基础医

学院协办。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由中俄医学教育联盟主

办`中南大学承办`哈尔滨医科大学协办。

-、 大赛活动内容

1,专家专题讲座。

2,大学生创新论坛

用实验手段解释医学现象或解决医学问题的作品`要求由学生独立完成 (或

作为主要骨干完成)的尚未公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

3,大学生创新实验设计大赛

用实验手段解释医学现象或解决医学问题的实验设计和部分预实验结果`设

计合理可行`具有创新性。

二、参赛对象

在校本科生[长学制学生限大五 (含大五)本科阶段`以报名时间为准l`即

2013-2017级医学类本科学生可参加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

验设计大赛。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限有国家示范中心基础

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单位的在校本科生[长学制学生限大五 (含大五)本科阶段l。

三、大赛形忒

所有报名参赛的项目`均需经大赛评审委员会评审`参赛作品以 PPT形式

进行口头报告 (参赛作品 PPT要求等详见附件比赛规则)或以墙报形式进行与

会交流。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按照分会场进行比

赛`请各团队依照作品内容所在学科自行选择参赛分组

第一组:生理学`病生`药理`神经生物



第二组: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础免疫学`遗传学

第三组:病原生物学与微生物学`感染与免疫

第四组:肿瘤预防和治疗、病理学

第五组:药材研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

第六组:解剖学与形态结构`超微结构`组织工程

第七组:综含与交叉学科

参加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简称
″
国赛

″
)

的所有参赛作品均须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申报`不接受个人申请。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所在高校参赛限报 6项 `其他院校参赛限报 4顼:每项参与学生不超

过 5人 (含 5人 `指导老师不超过 2人 )。 参加首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

验设计大赛的国家示范中心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单位限报 1项。(注 :同一个

项目可以同时参加国赛和中俄大赛`但如果比赛时间相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项

参赛)。 参加中俄比赛的团队`因目前不确定俄罗斯方面的投稿情况`所以目前

接受设计比赛和创新论坛投稿`投稿截止后再根据俄方情况及对等原则进行筛

选`确定最终的参赛团队。

四、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将设置 :

1,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基础医学创新论坛

和实验设计大赛按照分会场进行比赛`各
分会场按照实际参赛团队数分配获奖名

额`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等奖 15%`优胜奖各若干名。

2.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具体设奖情况详见第三轮通

矢口

3,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团体优胜奖按参赛

单位数 5%评选。

五、论文及投稿要求

1.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参赛单位将参赛者

论文摘要 (不超过 800字)和主要作者及指导教师简要介绍 (不超过 100字 )

的电子版按要求从网上上传至报名注册网址:脞如边坠迪醒m8,v× sfz×。orq。 苜

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参赛单位将参赛者论文摘要 (不超过

800字)和主要作者及指导教师简要介绍 (不超过 100字 )的中英文电子版按

要求发到此邮箱 :耐∵絷鹂嬲{{~·{屮 I妹 $泓Ⅱ沧。大赛学术委员会将组织专家评审



筛选`确认参会资格及报告形式。

2,已立项在研的本科生科技创新课题申请者请注名课题项目来源及编号。

3,投稿顼目的具体格式见附件。参赛作品一旦投稿`标题、主要成员及排序、

指导教师和参赛分组不能更改。

4.所有作品网上上传截止时间:2018年 3月 15日 。

(1)联系人:肖雪珍 0731-82650261(办)`13787095522

何晓凡 0731-82650312(办)`13874982099

(2)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电子邮箱 :

csds2018@163。 co m

(3)报名注册投稿网址:坠笠眨〃$sd醒01     ⒐

(4)苜 届 中俄大学生基础 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电子邮箱 :

s眨edscs2018@163.co m(此 邮箱只接收参赛作晶的中英文论艾嫡要

和顼目负责入、揩导老J币简介`不会进行任何比赛榴关问题的咨询)

六、大赛有关安排

1、 举办时间:2018年 5月 11-14日 。

2、 大赛日程 :

5月 11日 :全天报到 ;

5月 12日上午:开幕式、大会主旨报告

5月 12日下午:创新论坛和实验设计大赛 (国赛和中俄赛同时进行)

5月 13日上午:创新论坛和实验设计大赛 (国赛和中俄赛同时进行)

5用 13日下午:闭幕式、颁奖 ;

5月 14日 :离会。

3、 会议地点: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新校区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172号 )

4、 会务费:教师 1500元/人、学生 800″人。

5,会议住宿酒店 :

(1)茉莉花国际酒店

(2)金麓国际酒店

(3)美雅斯国际酒店

(4)维也纳大酒店

酒店住宿选择将在 3用 15日以后开放`请参会人员留意。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七、参加会议人员报名方式、会务费转账账号、论文征稿及截止时间

1、 报名方式:请于 3月 15日前登录会议注册网站进行统一的网上注册报

名 (网址 http∶〃csds2018.yxsfzx,org)。

2、 会务费缴纳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1)银行转账:符艮行转账方式见第三轮通知)

汇款附言注明:参会者姓名/单位/基础医学设计大赛`务必丬豁匚款凭证拍

照后上传至大会网站以便查账`并请填写开票单位的抬头、每张发票的金额、纳

税人识别号等信息

(2015年 3月 15日后开放网上缴费功能)

(2)现场缴费 :

现场可刷公务卡进行缴费。但最好做好本单位收款二维码`以便付款后快

速开具发票。

为了能让代表们及时拿到会务费发票口请大家尽量提早从银行转账。谢谢支

持 !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 设计大赛

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 ⌒

)

2日麴



附件一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大赛作品投稿格式

一、创新论坛 (四号宋体,靠左 )

分组 (四号宋体,靠左 )

题目 (要求:宋体、四号、加粗、居中)

作者: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作者间 2字符空格 )

指导教师: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

(学校名称,城市邮编)(要求:宋体、五号、居中、不加粗 )

正文要求 :字数 800字 以内 ;

内容包括 :目 的、方法、结果、结论 ;

格式为 :正文顶头、不分段;宋体、小四;目 的、方法、结果、结论等字体加粗 ,

后空一格,其他字体不加粗;英文字体为 Ⅱmes New ROman;正 文与学校之间空

一行 ;

二、设计大赛 (四号宋体,靠左 )

分组 (四号宋体,靠左 )

题目 (要求:宋体、四号、加粗、居中 )

作者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作者间 2字符空格 )

指导教师: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

(学校名称,城市邮编)(要求:宋体、五号、居中、不加粗 )

正文要求 :字数 800字 以内 ;

内容包括:立论依据、设计思路、实验内容、材料、可行性、创新性

格式为:正文顶头、不分段;宋体、小四;目 的、方法、结果、结论等字体加粗 ,

后空一格,其他字体不加粗:英文字体为Ⅱmes New ROman;正 文与学校之间空



一行 ;

三、分组

本次创新论坛与设计大赛将分组进行,请参赛作品自行选择分组,并填入。

第一组:生理学,病生,药理,神经生物

第二组: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础免疫学,遗传学

第三组:病原生物学与微生物学,感染与免疫

第四组:肿瘤预防和治疗、病理学

第五组:药材研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

第六组:解剖学与形态结构,超微结构,组织工程

第七组:综合与交叉学科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组委会



附件二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比赛规则 (草案 )

一、参赛对象:在校本科生 (κ学制学生限本科阶段 )。

二、作品必须是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由本人、小组独立完成或在教师指

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工作。

三、参赛内容须尚未公廾发表。

四、本次创新论坛与设计大赛将分组进行,请参赛作品先自行选择分组。

第一组:生理学,病生,药理,神经生物

第二组: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础免疫学,遗传学

第三组:病原生物学与微生物学,感染与免疫

第四组:肿瘤预防和治疗、病理学

第五组:药材研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

第六组:解剖学与形态结构,超微结构,组织工程

第七组:综合与交叉学科

正式比赛分组将按照以上研究领域 ,根据参赛投稿情况,适当合并后重新分

组。创新论坛与实验设计大赛分开进行。

五、参赛作品汇报人按姓氏笔画决定比赛顺序。

六、参赛作品汇报 PPT只保留学生姓名、年级信息,作品不得出现学校、指

导教师等信息,详见 PPT演 示文档要求。

七、评选采用百分制,由高到低排序,决出比赛名次。各分会场设按照分组

进行比赛,每组按照实际参赛人数分配获奖名额,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

等奖 15%,总 获奖比例控制在 30%。 此外各组还设优秀奖若干名。

八、每位选手报告时长限 8分钟,提问及回答 2分钟。

九、大赛△作语言为中文。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组委会



附件三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评分标准 (草案 )

一、创新论坛项 目评分标准 (满分为 100分 )

1.内 容 (满分 50分 )

(1)选题 (⒛ 分,科学性和原创性,各 10分 )

(2)结果 (⒛ 分,沦证的严谨及结果的丰富、数据处理,各 1O分 )

(3)结论 (1O分 ,分析合理、结论正确 ,各 5分 )

2.表达 (满分 1O分 )

(1)仪表、语言表达能力 (2.5分 )

(2)思路与逻辑 (5分 )

(2)PPT的逻辑性与美观 (2.5分 )

3回答问题 (满分 ⒛ 分 )

(1)准确性 (1O分 )

(2)基础知识 (10分 )

4,参赛学生在本作品中的贡献度 (⒛ 分 )

二、设计大赛项 目评分标准 (满分 100分 )

1.内容 (满分 60分 )

(1)立项依据与设计思路 (⒛ 分,各 10分 )

(2)技术路线与方案 (30分 ,方法学选择和预实验结果,各 占 15分 )

(3)可行
J忆

L与创新性 (10分 ,可行性和创新性各 5分 )

2.表达 (满分 15分 )

(1)仪表、语言 (5分 )

(2)思路与逻辑 (5分 )

(2)PPT的 逻辑性与美观 (5分 )

3.回答问题 (满分 15分 )

(1)准确性 (7.5分 )

(2)基础知识扎实 (7,5分 )

4.参赛学生在本作品立论原创性中的贡献度 (】O分 )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组委会



附件四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参赛 PPT演示文档要求 (草案 )

1,参赛者根据个人参赛论文制作 PPT演示文档一份。

2,PPT文档的名称要求使用
〃
姓名十标题

″
命名,不得出现学校和指导教师信息。

3,所有参赛 PPT统一要求为 (Microso仳/WPS)o仟ice⒛O3版 (不接受其它版本 )。

4,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所有参赛选手的 PPT内 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学校名

称、学校校徽、标志性 LOG0或 图片,不得出现指导教师姓名以及其它可以

暗示学校及指导教师的相关信扈、。

5,PPT内 容要求使用中文 (专业术语及特殊表达需要除外 )。

6,PPT首 页应包括如下内容:论文标题、参赛人姓名、专业、年级。

7,所有参赛 PPT必须与所提交的参赛论文摘要内容相符。

8,每位参赛选手阐述时长限 8分钟 ,答辩时间 2分钟,请严格控制时间。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莒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组委会



附件五

首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

大赛作品投稿格式

一、创新论坛 (四号宋体 ,靠左 )

分组 (四 号宋体 ,靠左 )

题 目 (要求:宋体、四号、加粗、居中 )

作者: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作者间 2字符空恪 )

指导教师 :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 )

(学校名称 ,城市邮编 )(要求:宋体、五号、居中、不加粗 )

正文要求:字数 800字 以内 ;

内容包括 :目 的、方法、结呆、结沦;

格式为:正文顶头、不分段;宋体、小四;目 的、方法、结果、结论等字体加粗 ,

后空一格,其他字体不加粗;英文字体为 Tinles№w ROman;正 文与学校之间空

--彳亍;

注:英文摘要字体为 l′ illlcos№ w Rolllan,其 余要求同中文摘要

二、创新设计大赛 (四号宋体,靠左 )

题目 (要求:宋体、四号、加粗、居中)

作者姓名 (要求:宋体、li号 、加粗、居中,作者间 2字符空格 )

指导教师:姓名 (要求:宋体、五号、加粗、居中)

(学校名称,城市邮编)(要求:宋体、五号、居中、不加粗 )

正文要求 :字数 800字 以内 :

内容包括 :立论依据、设计思路、实验 内容、材料、可行性、创新性

格式为 :正文顶头、不分段;宋体、小四:日 的、方法、结果、结论等字体加粗 ,

后空一格,其他字体不加粗;英文宇体为 Ⅱmes New ROman:正 文与学校之间空
—̂彳亍;

注:英文摘要字体为 Tilnes New lRO购 n,其余要求同中文摘要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组委会



附件六

首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

比赛规则 (草案 )

一、参赛对象:在校本科生 (长学制学生限大五本科阶段 )。

二、作品必须是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 ,由本人、小组独立完成或在教师指导下独

立完成的研究工作。

三、参赛内容须尚未公开发表。

四、参赛作品I汇报顺序采用抽签。

五、参赛作品汇报 PPT只 保留学生姓名、年级信息,作 品不得出现学校、指导教

师等信息,详见 PPT演示文档要求。

六、本次大赛投稿时暂时只分创新论坛和实验设计两组,不再按学科分组比赛。

七、评选采用百分制 ,中 国学生与俄罗斯学生依据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分别决出比

赛名次 (中 国学生与俄罗斯学生获奖数量对等 ,具体获奖数量将根据参赛人数确

定 )。 总获奖比例控制在 50%。 此外各组还设优秀奖若干名。

八、每位选手报告时长限 13分钟,提问及回答 5分钟。

九、大赛工作语言为英文。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

及苜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组委会



附件七

首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

评分标准 (草案 )

一、创新论坛项 目评分标准 (满分为 100分 )

1.内 容 (满分 50分 )

(1)选题 (2O分 ,科学性和原创性,各 1O分 )

(2)结果 (⒛ 分,沦证的严谨及结果的丰富、数据处理,各 10分 )

(3)结论 (10分 ,分析合理、结论正确,各 5分 )

2,表达 (满分 1O分 )

(1)仪表、语 言表达能力 (2.5分 )

(2)思路与逻辑 (5分 )

(2)PPT的逻辑性与美观 (2,5分 )

3回答问题 (满分 zO分 )

(1)准确性 (】O分 )

(2)基础知识 (10分 )

4,参赛学生在本作品中的贡献度 (⒛ 分 )

二、设计大赛项 目评分标准 (满分为 100分 )

1,内容 (满分 60分 )

(1)立项依据与设计思路 (zO分 ,各 10分 )

(2)技术路线与方案 (30分 ,方法学选择和预实验结果,各 占 1s分 )

(3)可彳亍
J眭

与创新性 (1O分 ,可行性和创新性各 5分 )

2,表达 (满分 15分 )

(1)仪表、语言 (5分 )

(2)思路与逻辑 (5分 )

(2)PPT的逻辑性与美观 (5分 )

3,回 答问题 (满分 1s分 )

(1)准确性 (7,5分 )

(2)基础知识扎实 (7,5分 )

4.参赛学生在本作品立论原创性中的贡献度 (1O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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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首届中俄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实验设计大赛

参赛 PPT演示文档要求 (草案 )

9,参赛者根据个人参赛论文制作 PPT演示文档一份。

1O,PPT文 档的名称要求使用
〃
姓名+标题

″
命名,不得出现学校和指导教师信息。

1】,所有参赛 PPT统一要求为 (Microso仳/WPS)o仟ice⒛ O3版 (不接受其它版本 )。

12,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所有参赛选手的 PPT内 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学校名

称、学校校徽、标志性 LOGO或图片,不得出现指导教师姓名以及其它可以

暗示学校及指导教师的相关信息。

13,PPT内 容要求使用英文。

⒕,PPT首页应包括如下内容:论文标题、参赛人姓名、专业、年级。

15,所有参赛 PPT必须与所提交的参赛沦文摘要内容相符。

】G,每位参赛选手阐述时长限 13分钟 ,答辩时间 8分钟,请严格控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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