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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云南中医药大学 学校代码 10680

邮政编码 650500 学校网址
http://www.ynutcm.

edu.cn/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专业数 2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217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2126 学校所在省市区

云南昆明云南省昆明市

呈贡新城雨花路1076号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683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430

主管部门 云南省 建校时间 1960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60年

曾用名 云南中医学院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云南中医药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

高校。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8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07年

获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2013年、2015年中医学、中药学

专业通过教育部认证，201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校有17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4个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A类高原学科；

1个中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4个专

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各类实践教学基地146个。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历程

中，逐步形成了“情注边疆，培养‘四得’人才”，传承和发展云南民族医

药和“三全育人”的办学特色。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增设专业：学校围绕云南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和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需要，

优化专业结构，形成了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专业布局。学校现共

有27个专业，近五年来增设中医儿科学、中医养生学、中医康复学、健康服

务与管理、运动康复5个新专业。

隔年招生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草

药栽培与鉴定实施隔年招生。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100513TK 专业名称 中医骨伤科学

学位 医学 修业年限 五年



专业类 中医学类 专业类代码 1005

门类 医学 门类代码 10

所在院系名称 第一临床医学院

学校现有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中医学 开设年份 1960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中西医临床医学 开设年份 2002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针灸推拿学 开设年份 1996年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中医医院骨伤科、推拿科、疼痛科、运动医学科、风湿免疫科、康复科等相

关业务部门；综合医院相关业务部门；相关医疗、康复、医养等相关领域。

人才需求情况

云南省共有8个地级市、8个自治州，129个行政区县（16市辖区、15县级

市、69县、29自治县），2017年，云南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4688个，其中医

院1252个，中医医院不少于145个，每家医院均设有骨伤科或含骨伤科的外

科，尤其是基层，骨伤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再加上相关医疗机构及相近专业

的需求，

根据对2005—2015年云南省卫生人员数量的统计数据，全省卫生人员数总量

明显上升，从2005年的142176人增加到2015年的304599人，执业( 助理) 医

师数从54265 人增加到2015年79570人，卫生技术人员从2005年的118429人

上升到2015年的228043人，但卫生技术人员占卫生人员的比例从2005年的

83. 30% 下降到2015年的74. 87%。由此可见，卫生技术人员需求量仍然很

大，但是从事卫生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就医

需求，仍然需要扩大对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

根据云南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情况的不完全统计，2012年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15.68%，大专61.53%；中专21.44%；其他1.35%，

云南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均以大专为主。2009—2012 年县及

县以上医院医师每日担负诊疗人次数从6.85 上升到7.60，医师每日担负床

数从2.75 上升到3.32；乡镇卫生院医生每日担负诊疗人次数从13.03 上升

到14.26，每日担负床数从1.69上升到2.21，卫生技术人员临床工作的压力

与日俱增。

云南中医药大学增设五年制中医骨伤本科专业，可以和中医学及其他医学专

业协同增加基层医疗机构本科医务人员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基层医务

人员不足、本科基层医务人员较少、卫生技术人员年龄老年化趋势的现状，

生源和就业市场前景良好。根据测算，每年的需求不少于150人。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年度招生人数 5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40

云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

医院
10

云南中医学院附属曲靖



医院 10

玉溪市中医院 20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57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9 比例 26.76%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66 比例 92.96%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43 比例 60.56%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6 比例 22.54%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2 比例 02.82%

36-55岁教师数 62 比例 87.3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4:57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0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9

4.2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

职

王志红 女 1962-03
中医基础

理论
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硕士 中医基础 专职

杨胜林 男 1972-02
中医基础

理论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硕士 中医基础 专职

赵王林 男 1981-02 生物力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广州中医

药大学
中医骨伤 博士 骨伤 专职

李具宝 男 1979-01 生物力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上海中医

药大学
中医骨伤 博士 骨伤 专职

武煜明 男 1965-10
正常人体

解剖学
教授 研究生

上海中医

药大学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和凤军 男 1970-07
正常人体

解剖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杨 梅 女 1964-07
中医诊断

学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中医基础 专职

王雪梅 女 1979-12
中医诊断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诊断

学
硕士

中医诊断

学
专职

海青山 男 1981-11 生理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临床

基础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李 菊 女 1979-07 生理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

院
药物化学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尧雪洲 女 1981-06 生理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生理学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刘金才 男 1974-12
骨伤学基

础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脊柱、关

节
兼职

李丽梅 女 1977-08
骨伤学基

础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四肢、创

伤
兼职

陈海丰 男 1978-07 中药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北京中医

药大学
中药学 博士 中药学 专职

李静平 女 1978-02 中药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药学 博士 中药学 专职

刘 涛 女 1970-08 病理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病理科 专职

季 恩 女 1975-06 病理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

院

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

学

硕士 病理学 专职

汪 剑 男 1979-04
中医经典

选读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中医学 博士 中医基础 专职

王 寅 男 1962-08
中医经典

选读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中医基础 专职

吕红玲 女 1974-07
诊断学基

础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诊断学 专职

冯妮 女 1975-11
诊断学基

础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诊断学 专职

秦 竹 女 1964-01 方剂学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方剂学 专职

熊洪艳 女 1973-08 方剂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方剂学 专职

张 胜 男 1977-02 方剂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方剂学 博士 方剂学 专职

杨恩彬 男 1975-06

运动系统

局部解剖

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陈学秋 男 1978-08

运动系统

局部解剖

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何晓山 男 1973-10 药理学 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药学 硕士 药理学 专职

李秀芳 女 1978-01 药理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上海中医

药大学
中药学 博士 中药 专职

李兆福 男 1970-08
中医内科

学
教授 研究生

浙江中医

药大学

中医内科

学
博士 中医内科 专职

张琨 女 1983-12
中医内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中医内科

学
硕士 中医内科 专职

汤小虎 男 1964-05
中医内科

学

其他正高

级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方剂学 博士 风湿病 专职

中医内科 成都中医 中医内科



石 颖 女 1977-07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药大学 学 硕士 肿瘤 专职

王 琦 男 1960-06

中医正骨

学、中医

骨病学

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骨伤 硕士 骨伤 专职

黄信源 男 1975-03

中医正骨

学、中医

骨病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成都体育

学院
中医骨伤 学士 骨科学 专职

毕 衡 男 1967-01

中医正骨

学、中医

骨病学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骨伤 专职

何敬 男 1969-05
骨伤影像

学
教授 研究生 北京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影像学 专职

杨燕 女 1978-06
骨伤影像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硕士 影像学 专职

俞 桦 男 1961-12
西医内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遵义医学

院
临床医学 硕士 临床医学 专职

吴玉涛 女 1975-11
西医内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老年病科 专职

李帆冰 男 1965-09
中医内伤

学
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骨伤 硕士 骨伤 专职

赵文韬 男 1977-11
中医筋伤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甘肃中医

药大学
中医骨伤 博士 骨伤 专职

黄 敏 女 1976-07
西医外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硕士 外科学 专职

顾海潮 男 1969-01
骨伤科手

术学
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硕士 骨伤 专职

苏玉杰 男 1979-08 急诊医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中医学 博士 急诊 专职

胡 瑞 女 1982-08 急诊医学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中西医结

合
博士 急诊 专职

吴 英 女 1968-12 急诊医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急诊 专职

陈晓华 男 1963-09 急诊医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解放军第

一军医大

学

军医 学士 急诊 专职

陈 涛 女 1967-05
创伤急救

学
教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学 专职

包 可 男 1961-05
创伤急救

学
教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学 专职

向俊宜 男 1979-06
中医骨伤

实训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西医结

合骨伤
硕士 骨伤 专职

郭太品 男 1986-05
针灸推拿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中医

药大学
针灸学 博士 针灸学 专职

针灸推拿 成都中医



李应志 男 1982-03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药大学 推拿学 博士 推拿学 专职

杨恩品 男 1962-06
中医外科

学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皮肤性病

学
专职

王丽芬 女 1963-02
中医外科

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皮肤性病

学
专职

杨丽娟 女 1979-11
中医妇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南京中医

药大学

中医妇科

学
博士

中医妇科

学
专职

周晓娜 女 1976-07
中医妇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妇科

学
硕士

中医妇科

学
专职

唐彦 女 1973-12
中医儿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广州中医

药大学

中医儿科

学
博士

中医儿科

学
专职

尹蔚萍 女 1975-11
中医儿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儿科

学
硕士

中医儿科

学
专职

杨若俊 女 1977-01
中医儿科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儿科

学
硕士

中医儿科

学
专职

李晓松 男 1967-09
中医骨伤

实训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中医骨伤

科、创伤

骨科

兼职

沈云峰 男 1968-09
中医骨伤

实训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中医骨伤

科、创伤

骨科、足

踝外科

兼职

杨 浩 男 1973-11
中医内伤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创

伤骨科、

显微外

科、手外

科

兼职

李建飞 男 1965-12
中医筋伤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中医骨伤

科、创伤

骨科

兼职

许争光 男 1970-05
中医筋伤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湖南中医

药大学
中医学 学士

中医骨伤

科、创伤

骨科

兼职

温纪林 男 1970-02
中医筋伤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解放军第

三军医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创

伤骨科、

足踝外科

兼职

刘江华 男 1969-08

中医正骨

学、中医

骨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关节，

运动医

学，骨创

伤

兼职

杨晓勇 男 1977-07

中医正骨

学、中医

骨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关节，

运动医

学，骨创

伤

兼职



肖德意 男 1983-02
中医正骨

学、中医

骨病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广西中医

药大学

中医骨伤

科学
硕士

骨关节，

运动医

学，骨创

伤

兼职

罗成龙 男 1969-03
创伤急救

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脊柱、关

节
兼职

普光民 男 1980-02
创伤急救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脊柱、关

节、显微
兼职

李海清 男 1977-08
创伤急救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关节、创

伤
兼职

4.3专业核心课程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骨伤学基础 48 3 李帆冰，刘金才，李丽梅 2

中医筋伤学 48 3 赵文韬 6

针灸推拿学 48 3 郭太品，李应志 7

中医骨病学 48 3 毕衡 5

中医基础理论 64 4 王志红，杨胜林 1

中医诊断学 64 4 杨梅，王雪梅 2

中医正骨学 64 4 王琦，黄信源 5

骨伤科手术学 64 4 顾海潮，苏玉杰 7

中医骨伤实训 80 5 包可，向俊宜 7

骨伤影像学 32 2 何敬，杨燕 5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王琦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拟承担课程
中医正骨学、中医骨病学、骨伤影像

学、中医骨伤实训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7年研究生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中医骨伤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中医骨伤；创伤、老年骨关节疾病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的诊疗研究；骨伤教育

及应急救援技能的社会化培训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作为主编出版教材一部《中医正骨学》学术专著一部《中医骨伤科学》；副

主编规划教材《中医正骨学》《骨伤手术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骨伤

科学技能实训》《中西医临床骨伤科学》等八部，参与编写规划教材八部

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四十余篇；

“从课堂到现场--中医骨伤科建设的探索”云南中医药大学教学成果奖（第

一）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预测与防治--云南省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二等奖（第

一）

培养硕士研究生近30名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 活血通络法介导PI3K/AKT信号通路调控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的机制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补肾通络法介导OPG／RANKL／RANK系统调控

膝骨性关节炎软骨及软骨下骨代谢的机制研究（81860862）3.《桥接组合式

内固定系统的设计及相关研究》，2014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骨科个

性化精准内固定核心技术发明与应用》，2018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二等奖；红云园丁奖（云南中医药大学）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8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骨伤课程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包可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骨伤手术学、创伤与急救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3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临床医学

主要研究方向 创伤、脊柱及关节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主编专著2部《中医骨伤科学》《老年骨关节疾病的防治》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十余篇；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获得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云岭名医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骨伤课程5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顾海潮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中医正骨学、中医内伤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9年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中医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中医骨伤；创伤、脊柱脊髓损伤的诊疗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十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2部册；

参与编写参加编写中医骨伤系列教材《中医正骨学》、《中医筋伤学》等；

为副主编编写云南省中医医院名医学术经验丛书《李永康学术思想与临床经

验》、《中医骨伤科学》，主编巜现代骨科疾病诊疗实践与理论》。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清骨消刺颗粒对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血流影响的

临床研究”（第一）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骨伤课程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赵文韬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医务部副主

任

拟承担课程 中医骨病学、中医骨伤实训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8年毕业于甘肃中医药大学中医骨伤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医骨伤；创伤诊疗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二十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2部册；

参与编写《中医骨病学》规划教材；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西部精品教材《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预测与防



材等） 治》荣获云南省教育厅2013年云南省教学信息化应用评审活动高等教育组二

等奖，排名第二；参编《中西医临床技能模拟实训教程》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李永康教授旋前挤压手法治疗Colles骨折的有限元研究，云南省科技厅-云

南中医学院联合专项，主持。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骨伤课程5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向俊宜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常务

副主任

拟承担课程 骨伤手术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6年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骨伤专业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脊柱疾病、老年骨关节疾病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的诊疗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十余篇；

参与编写《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西部精品教材；

主编《骨科临床诊疗技术新进展》；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 外伤一号干预颈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及成本效果分析 云南省医疗卫生单

位内设研究机构 第一

2.去双前肢诱导大鼠直立模模型建立几骨痹合剂干预机制研究

KOA2013FZ195 云南省科技厅 第二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骨伤课程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黄信源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三级医师

拟承担课程 中医骨伤科学基础；中医骨伤科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7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小儿骨科及关节外科的诊疗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十余篇；

参与编写《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西部精品教材



材等） 曾2005年、2013年两次获得云南中医学院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一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手术安全评估系统的初步探究--云南省内设研究机构（主

持）；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授课骨伤课程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592.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68（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形成了以财政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为主，经营收入和其

他收入为辅的多渠道经费来源体系，近年学校实际获得的综合生均拨款均高

于云南省综合平均水平，办学经费来源稳定可靠,常规收入逐年递增，为学

校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学校遵循“目标引领”、“保障教学投入”的原则，合理配置各类资源，在

保障教学日常运行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务指标在经费使用过程中

的导向作用，确保教学经费支出达到合理水平；在预算分配中持续加大教学

专项投入，并不断完善教学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将新增经费优先保障教育教

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学校还通过提高办学质量、整合资源优势等，努力争取

中央财政及云南省财政教育专项资金支持。

综上，学校在经费投入上始终坚持教学中心地位，重视内涵建设，资金投入

能够满足课程、专业、学科等专项建设的需要。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40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遵循“目标引领”和“保障教学投入”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制，制定合

理的核拨制度和标准，优先保障本科教学投入.2.教学经费优先向实验运

行、实习和毕业环节倾斜；3.校院两级投入，加强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建

设。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智能关节康复器（膝、

踝、髋关节）
HT-C1 1 2019 12.0

硬膜外麻醉和椎管穿刺

训练模型
P61 2 2019 25.0

环甲膜穿刺和切开模型 261-01001 3 2019 15.0

气道管理模型 25000033 3 2019 48.0

自动体外除颤训练器 94005033 12 2019 13.0

高级无线半身心肺复苏

模拟人
124-01650 4 2019 160.0

移动交互式心肺复苏训

练及考核系统
EMS0300046ADC 3 2018 53.0

高级无线全身心肺复苏

模拟人

171-01250+170-

30050
1 2018 61.0

高级全自动电脑心肺复



苏模拟人 KAS/CPR490S 6 2018 17.0

熏蒸治疗仪 HYZ-III型 1 2017 21.0

腰椎穿刺仿真标准化病

人
JC-CK811 4 2017 10.0

腹腔穿刺训练模型 JC-CK813 4 2017 5.0

背部胸腔穿刺电子标准

化病人
JC-CK812 4 2017 10.0

透明洗胃模型 DM-NS6036S 3 2017 6.0

床旁心电监护仪 上海光电PVM-2701 1 2017 40.0

遥测心电监护仪

深圳迈瑞

HYPERVISRVI+TMS-

6016

1 2017 180.0

床旁心电监护仪 上海光电PVM-2701 1 2017 40.0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北京龙马负图

IPC400
1 2016 18.0

三维颈腰椎牵引床 广州一康YK-6000D 1 2016 86.0

全电脑多功能汽疗机 深圳联特LT99B11 1 2016 35.0

中频治疗仪 BA2008-III 1 2016 20.0

关节镜
德国XION Matrix 

HD
1 2016 796.0

中频治疗仪 BA2008-III 1 2016 20.0

多功能牵引床 YK-6000D 1 2016 48.0

手术显微系统 ASOM-4 1 2016 100.0

关节康复器 Prima Advance 1 2016 50.0

腰椎穿刺仿真标准化病

人
INS0300011ADC 6 2016 14.0

临床技能OSCE考试管理

系统
AmBuf V3.0.4 1 2016 1036.0

背部胸腔穿刺电子标准

化病人
SY/CK812 6 2016 23.0

电脑心肺听诊仪（二十

人以上教学用）
KAS-HLY-3 4 2016 4.0

多种心电图电脑模拟人 KAS/XDI 4 2016 18.0

低频治疗仪 HL-III 1 2016 68.0

血液透析机 MultiFiltrate 1 2016 407.0

复苏安妮（成人心肺复

苏模型配电脑报告仪）

171-01250+202-

30015
2 2016 55.0

全电脑多功能汽疗机 LT-99 1 2016 58.0

温热牵引治疗装置 YK-6000D 1 2016 60.0

脊柱微创手术可扩张通

道管微创手术系统
微创脊柱手术 1 2015 179.0



综合手术动力系统 IPC 骨科、外科手

术治疗

1 2015 570.0

关节镜 施乐辉 560 1 2015 580.0

遥测监护系统 WEP-4204K 1 2015 130.0

尿11项检验仪 优利特 200B 1 2015 13.0

标准急救人（进口） LF03953U 1 2015 29.0

遥测心电监护仪 WEP-4204K 1 2015 132.0

心肺听诊训练模型 LF01142U 6 2014 24.0

梗塞训练模型 SB10234U 2 2014 4.0

全身CPR模拟人 LF03711U 6 2013 28.0

微机程控牵引床 天津产 1 2013 25.0

心电监护和体外除颤复

苏模型（进口）
PP00100 4 2013 27.0

中心静脉插管模型（进

口）
LF01087U 6 2013 15.0

数字遥控式电脑心肺听

诊触诊模拟人（男性）
KAR/XF 3 2013 4.0

数字遥控式电脑腹部触

诊模拟人（女性）
KAR/FB 10 2013 8.0

心电监护和体外除颤复

苏模型（进口）
PP00100 4 2013 27.0

CPR模拟人+监测考核打

印仪
LF03953U 1 2013 34.0

心电监护仪 PC9000 1 2013 20.0

心电监护仪 PC9000 1 2012 22.0

外周穿刺、中心静脉穿

刺插管模型
GD/L69C 4 2012 7.0

数字遥控电脑胸部心肺

听诊模拟人
GD/Z990 2 2012 5.0

骨穿刺及股静脉模型 GD/L65A 4 2012 2.0

高级气管插管训练模型 250000 4 2012 11.0

肝脾触诊电动模型 JC5000/F 16 2011 11.0

心肺触诊听诊电脑模拟

器
JC5000 16 2011 17.0

半身复苏安妮 LAE 310016 3 2011 3.0

单导心电图机 ECG-6951D8 8 2011 8.0

黑白超声诊断仪 DP7700 1 2011 105.0

除颤型复苏安妮 320055AH 1 2011 215.0

心电监护仪 PC9000 1 2003 20.0

心电监护仪 PC9000 1 2002 22.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

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专业申办理由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骨伤科学是

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中医药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医药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2015 年习

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时指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

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 2016 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

书记再次强调，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努力实现中

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

人民健康。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突出中医药特

色与优势，在深入推进医改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这些都为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在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过程中，需要深入发掘中医骨伤科学精华，充分发挥其

独特优势，切实把中医骨伤科学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独有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

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一）中医骨伤科学历史悠久，防病治病方法独特 

中医骨伤科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三千多年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创造了许多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曾在世界医学史上领先地位的成果,给祖国

医学光辉灿烂的历史增添了夺目的光辉。我国骨伤科学起源很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较完整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有着独特有效的诊疗方法。经过长期的临床实

践证明,其理论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对今后骨伤科学的发展仍有着指导意义, 其独特的

诊疗方法正在并将继续大大地丰富现代骨伤科学。 

 “整体观念、动静结合、内外兼治、医患合作”是中医骨伤科的治疗原则精髓。

这就说明在认识论上骨伤科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在医疗目的上主张应用动态观念恢复

肢体的功能,在治疗方法的选择上提倡无创或微创的治疗技术,在学科内容的发展上兼

容现代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来发展自己,通过继承保持学科自身的特色属性,通过开放

兼容,融会新知,进行创新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创立中国特色骨伤科学。 



中医骨伤科学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保障人民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内外

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医骨伤科已由单一的学科发展为一个

独立的专业，除了五年制的本科生外，不少院校还招收了骨伤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与

博士研究生。 

（二）中医骨伤科学在防病治病中作用凸显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强度的加大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骨关节损失

病症明显呈上升趋势，且日益趋向低龄化，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骨关

节损伤病症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中医骨伤科是中医特色专科，具有西医骨科学不可

替代的优势，骨折采用中医治疗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如局部外固定、手术复位、内

外施药、以及运动锻炼相结合等，不仅治疗方法简单、见效快，而且成本较低，患者

承受的痛苦较少。临床发现，采用中医治疗，骨折患者的并发症的发生率药明显低于

其他治疗手段，并且康复时间更短。以往骨折治疗主要采用西医疗法，传统观念认为，

只有西医才能对骨折起到良好的固定效果，然而，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让国际医学

工作者感受到了中医对治疗骨折的巨大潜力和优势。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治疗手段

的引入使手术的成功率得以大大提高。尤其对于开放性骨折，中医治疗手段更显现出

巨大优势，感染概率得到有效降低，愈合速度也能进一步增快，手术形成的瘢痕较为

轻微，且功能恢复较快。另外手术及创口表面使用中药进行外敷，可以有效促进切口

部位的愈合速度，这些中医骨伤特色疗法在治病防病作用凸显。 

（三）国内中医骨伤科学人才严重匮乏 

自从教育部 1998 年实行高校专业调整，中医骨伤专业被并入中医学专业，自此

之后，中医骨伤专业人才培养对象目前主要集中在硕士及博士研究生。中医骨伤专业

在功法保健、疾病预防、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中有巨大的优势，更能满足基层骨伤的

需求。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基层人才少之又少，中医骨伤科学专业本

科教育更多地面向培养基层骨伤人才，在常见骨伤疾病及百姓健康保健和防病方面更

具优势和特色。培养中医骨伤专业人才，既能弥补临床中医骨科医师的缺乏，又能发

挥中医优势，更好的服务于百姓。因此，开办中医骨伤科学专业，能够解决目前中医

骨伤医师严重匮乏的状态，是顺应形势之举措。 

（四）中医骨伤科学人才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交通及城市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交通事

故、关节劳损及颈椎病等骨伤疾病的患病率逐年增加，由此骨伤专科医院在此形势下



在各地大量涌现，综合医院当中骨科和骨伤科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骨伤专业医务工

作者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度增长。仅以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第三附属医院为例，近十

年骨伤科病床数分别从 45 张、60 张至今已增至为 180 张、220 张，并且仍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云南地处边疆，山高林密，地理、气候环境复杂自然灾害多发，而骨伤科医务工

作者是灾害救援的主要力量。仅以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科为例，近十年

来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有 40 余人次做为云南省医疗救援的骨干力量，在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进行救援活动。 

现代人生存寿命的延长使社会结构趋于老龄化社会，由于年龄的增长引起的退变

性疾病，如关节退变性腰腿痛、膝关节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等发病率逐年上升，而这

些病人首诊时更多的选择了骨科或骨伤科。 

二、云南中医药大学具备开办中医骨伤科学办学基础和条件 

（一）中医骨伤专业历史积淀丰厚。 

云南中医药大学成立于 1960 年，成立之初即开办“中医学本科专业”。随

着时间的推移及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现已建成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康复

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养生学及中西医结合临床本科专业。2018 年经教育部

批准，云南中医药大学设立中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996 年云南中

医学院曾开办过“中医骨伤科学本科专业”三届，后又开办过“前期集中，后

期分化”的中医本科专业骨伤方向，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此期间培养毕

业了 400 余位中医骨伤专门人才。如今，这些毕业生当中超过半数的人员已经

成为各级医疗机构骨伤科的重要业务骨干，在临床、教学、科研及医院管理工

作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学校具备本硕衔接，本、硕、博全面系统教育 

2001 年在具备了中医学本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招收中西医结合临床

骨伤方向硕士研究生，2007 年开始招收中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2014 年开

始招收中医骨伤（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随着中医学一级学科专业博士学位

点的建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形成中医骨伤专业本科学士-中医骨伤专业硕

士-中医骨伤专业博士学位的全面的系统的专业教育体系。 

（三）中医骨伤教师队伍阵容强大。 

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关键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做为中医骨伤专业的



教师，仅第一附属医院即拥有云岭名医及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一

名，云南省名中医两名，云南省优秀青年中医一名，教授副教授 17 名，硕士

研究生导师 13 人，其它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尚有包含云岭名医、博士研究生

导师、二级教授在内的骨伤及相关领域的临床专家，能满足中医正骨学、中医

骨病学、中医筋伤学、中医内伤学及骨伤手术学的本科教学工作，同时，云南

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民族医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及中药学院等教学机构，

拥有一批有着丰富教育教学经验，能够较好的承担中医骨伤专业本科、中医学

及相关专业的理论教学指导工作。与此同时，在同城地域条件下，我们还拥有

数十位在骨伤及相关领域的临床专家可以为中医骨伤本科专业学生进行有针

对的学术讲座及前沿分享。 

（三）中医骨伤坚持内涵式发展。 

做为中医骨伤本科教学的重要环节，中医学专业的重要核心课程《中医骨

伤科学》2012 年被评为云南中医药大学的重点课程，现中医骨伤科学涵盖云

南中医药大学所有临床专业的本科教育。自 2005 年开始，第一临床医学院骨

伤教研室与国内绝大多数的中医药大学骨科专业及附属医院骨伤科建立了良

好的学术交流、教学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教研室有八位教师参加了由人民卫

生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国内

知名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新世纪规划教材及西部精品

教材等各大学本科规划教材，骨伤本科专业教材、骨伤硕士研究生教材二十余

部，其中主编一部，副主编八部。 

学校有强大的中医骨伤专业的实践实训基地，第一附属医院骨伤现在两个

院区开放四个病区，展开床位约 180 张，第三附属医院骨伤科现在三个院区开

放五个病区，展开床位约 220 张，两个同城地域附属医院展开中医骨伤科专业

病床近 400 张，可以开展中医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中药外敷、院内制剂、

内服药对创伤、退行性骨关节病、增龄性骨质疏松等的中医骨伤传统治疗方法

及骨内科的有效治疗，同时可以开展骨折、脱位、损伤的开放性复位内固定、

关节置换、脊柱手术、关节镜、椎间孔镜等现代骨科技术的诊治工作。 

（四）科研推动中医骨伤科学发展。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第三附属医院均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并

且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中医骨伤科，均为云南省中医名科。分别建有



云南省中医骨伤科学研究中心、云南省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研究中心，第一附

属医院还建有云南省中医骨关节病诊疗中心、云南省中医应急技能培训基地，

申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这也是迄今云南省中医骨伤科界仅有的三项），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十余项。在其他的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中，玉溪市中医院、

宣威市中医院、会泽市中医院、楚雄州中医院、大理市中医院均为三级甲等中

医医院，其骨伤科的建设均成绩斐然，其中玉溪市亦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专科，其余均为云南省重点专科在其余的中医医院当中骨伤科的建设也是各医

院建设的重点内容，很多都建设有省级、市级的重点专科。 

三、人才需求预测 

云南省共有 8 个地级市、8 个自治州，129 个行政区县（16 市辖区、15 县

级市、69 县、29 自治县），2017 年，云南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24688 个，其中

医院 1252 个，中医医院不少于 145 个，每家医院均设有骨伤科或含骨伤科的

外科，尤其是基层，骨伤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再加上相关医疗机构及相近专业

的需求， 

根据对 2005—2015 年云南省卫生人员数量的统计数据，全省卫生人员数

总量明显上升，从 2005 年的 142176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304599 人，执业( 助

理) 医师数从 54265 人增加到 2015 年 79570 人，卫生技术人员从 2005 年的

118429 人上升到 2015 年的 228043 人，但卫生技术人员占卫生人员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83. 30% 下降到 2015 年的 74. 87%。由此可见，卫生技术人员需求

量仍然很大，但是从事卫生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小，不能满足人民群

众就医需求，仍然需要扩大对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 

根据云南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情况的不完全统计，2012

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 15.68%，大专 61.53%；中专 21.44%；其他 1.35%，

云南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均以大专为主。2009—2012 年县及县

以上医院医师每日担负诊疗人次数从 6.85 上升到 7.60，医师每日担负床数从

2.75 上升到 3.32；乡镇卫生院医生每日担负诊疗人次数从 13.03 上升到 14.26，

每日担负床数从 1.69 上升到 2.21，卫生技术人员临床工作的压力与日俱增。 

云南中医药大学增设五年制中医骨伤本科专业，可以中医学及其他医学专

业协同增加基层医疗机构本科医务人员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基层医务人

员不足、本科基层医务人员较少、卫生技术人员年龄老年化趋势的现状，生源



和就业市场前景良好。根据测算，每年的需求不少于 150 人。 

四、专业发展规划 

云南中医药大学，是我省唯一一所中医药本科院校和全国第二批成立的高等中医

药本科院校，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学校在 59 年办学积淀的基础上，整合学

校特色学科资源，通过特色学科引领专业建设，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形成科研与教学、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三大结合的良好局面。在中医学、中药

学、中西医结合 3 个云南省一流学科、A 类高原学科的带领下，构建了服务生命全周

期、健康全过程的医学专业体系，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学科的办学特色，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专业调整与建设，根据学校现有办学资源及实施老年健

康促进行动的发展需要，在加强和巩固已有特色学科专业的同时，基于“大健康”理

念，从治疗扩展到预防、治疗、康养，也就是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进行专业

布局， 

通过改造、新增等方式实现学校专业结构优化，形成以“中医学、中药学为主线，

服务生物医药大健康”的本科专业格局。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及云南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热爱中医骨伤科学事业，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意识，系统掌握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专

业实践技能，熟练掌握中医骨伤科学基本知识和临床诊疗技能，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

理论和科学方法，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与临床实践能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毕业后经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能在各级医疗机构从事中医骨伤科临床工作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具体目标 

1、办学规模：计划 2020 年招收 1 个建制班，人数 50 人，办学规模 5 年内达到

250 人。 

2、课程建设：在前期中医学本科专业培养模式的基础上优化课程建设，5 年内

将本专业建成院内特色鲜明的重点专业。 

3、师资队伍建设：通过人才引进、中青年外出进修等方式优化师资队伍，3 年

内建设一支专业理论功底雄厚、实践应用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大，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专职兼职结合的适应中医骨伤科学专业本科教育发展需要的双师结构教师队伍。 

4、学生就业率：广泛开展社会认证，充分发挥云南省高校临床技能实践技能综

合模拟实验中心的作用，熟练掌握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基本知识及实践操作技能，就业

率达 98%以上。 

（四）专业建设规划的实施措施 

1、强化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根据本专业教学特点，完善中医骨伤实训场地的

规划建设，同时加强医教协同、建立长效的校外实习基地。 

2、加强中医骨伤科学教材建设：结合现代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组

织中医骨伤科学专业教学教材编写修订，形成鲜明特色的高质量专业教材。 

3、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在前期中医学专业办学理念的基础上，根据

社会需求，改革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整合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发展课。 

 

综上所述，无论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学科的需求，还是从教育发展需要及我

校、中医骨伤科学的办学条件，都有必要也有条件设立和办好本科层次的中医骨伤科

学专业。该专业的设立，将使云南中医药大学的教学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满足广

大学生的求学愿望，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建议有关部门批

准在云南中医药大学开设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中医骨伤科学是研究人体各部分损伤和运动系统疾病预防、诊断和康

复一门专业，是一级学科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法保健、疾病预防、

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特长。学校于 2001 年开始招

收中西结合骨伤科学硕士研究生，2004年开始招收中医骨伤科学硕士研究

生，2006年获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骨伤科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二、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及云南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能够践行社会主义价

值观，热爱中医骨伤科学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服务人民群

众健康的意识，系统掌握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专业实践技能，熟练掌握

中医骨伤科学基本知识和临床诊疗技能，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和科学

方法，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与临床实践能力，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毕业后经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能在各级医疗机构从事中医骨伤

科临床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及实现途径 

（一）素质要求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

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热爱中医骨伤科事

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体育课、心理

健康教育、通识课程；军事训练、入学教育、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含德育答辩）等实践活

动。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2.重视患者的个人信仰、人文背景

与价值观念差异。尊重患者及家

属，尊重生命。 

医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人文选修课及网络课

程，学校各类文化讲坛、讲座等第二课堂，中国知

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3.重视医学伦理问题。在医疗服务

中，贯彻知情同意原则，为患者的

隐私保密，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位

患者。 

医学伦理学、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段实习、

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等实践

活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4.具有终身学习的观念，具有自我

完善意识与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

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就业指导等课程；入学教育、

安全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含德育

答辩）等实践活动；社会职业技能培训等第二课堂。 

5.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

人员，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依

法行医的观念，能够运用法律维护

患者与自身的合法权益。 

卫生法规、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技巧、人文选修

课及网络课程；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段实

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等

实践活动；法律知识竞赛、运动会、学术讲座等第

二课堂。 

6.具有科学的态度，具有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精神。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基础等

必修课程；科学创新活动、跟师临床实践等第二课

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二）知识要求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1.掌握与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

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基本知识和科学方法，并能用于

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疗实践。 

医古文、中国医学史、医学统计学、循证医学、骨伤

基础学等课程；跟师临床实践、科学创新活动等第二

课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2.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中医诊

断、中药、方剂、针灸、推拿、

经典等基本知识，以及中医药治

疗内、妇、外科各种常见、多发

病的临床诊疗基本知识。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

推拿学、中医经典选读、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

中医儿科学、中医外科学等必修课程；中医各家学说

等选修课程；学校“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等活

动、中医基础知识竞赛、中医方剂大赛、中药辨识大

赛、跟师实践活动等第二课堂；校内外精品课程等网

络资源；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3.掌握中医骨伤科学基本知识和

临床诊疗技能以及必要的现代外

科学基本知识和临床诊疗技能。

了解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发展历

史和主要学术观点。 

骨伤基础学、中医正骨学、中医骨病学、骨伤影像学、

中医内伤学、中医筋伤学、西医外科学、骨伤科手术

学、创伤急救学、中医骨伤实训等必修课程；中医临

床技能竞赛、跟师实践活动等第二课堂；校内外精品

课程等网络资源；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4.掌握必要的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基本知识及药理学知识与临床

合理用药原则，以及必要的中医

养生、康复等基本知识。 

正常人体解剖学、运动系统局部解剖学、生理学、病

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基础、西医内科学、西医外科

学、急诊医学等必修课程；医学免疫与病原生物学（含

人体寄生虫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物化学、中医

养生学、康复医学概论等选修课程；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等网络资源。 

5.熟悉必要的心理学与医学伦理

学知识，熟悉卫生法规及中医药

法，了解国家有关卫生工作的方

针、政策，了解中医骨伤科学发

展动态和行业需求。 

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课程；卫生法规等课程；

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中医药法讲座等第二课堂；中国

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三）能力要求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1.具有运用中医理论和技能全面、

系统、正确地进行病情诊查、病史

采集、病历书写及语言表达的能力，

具有正确运用中医理法方药、针灸、

推拿等治疗方法对常见病、多发病

进行辨证论治的能力。 

中医骨伤科实训、中医诊断综合技能训练、中医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中医外科临床技能训练、针

灸技能训练、医患沟通技能训练；临床见习、暑

期专业实践、阶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

前培训）、毕业实习、毕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

活动。中医临床技能竞赛等第二课堂 

2.具有运用临床医学知识和技能进

行系统体格检查的能力。具有合理

选择现代临床诊疗技术、方法和手

段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初步诊断、

治疗的能力。 

体格检查训练、外科学技能训练、医患沟通技能

训练；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段实习、临

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毕业

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活动。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3.具有运用中医药技能对骨伤科临

床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治的能力，

并具备一定的对创伤急救的能力。 

急诊医学、创伤急救学等课程；中医骨伤科实训、

急诊临床技能训练；临床见习、暑期中医专业实

践、阶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

毕业实习、毕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活动。 

4.具有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及良好的

医患沟通能力，以及与同事和其他

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等交流沟通与团

结协作的能力。 

医学心理学课程、医患沟通技巧训练；临床见习、

暑期专业实践、阶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

前培训）、毕业实习、毕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

活动；社区义诊等第二课堂。 

5.具有信息管理能力、阅读中医药

古典医籍以及搜集、整理、分析中

医骨伤科学医案和医学相关文献的

能力。具有运用一门外语查阅医学

文献和进行交流的能力。 

中医经典选读、医古文、文献检索与利用、大学

英语、中医英语等课程；中国知网、维普、万方

等网络资源。 

6.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及较强的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医学统计学、循证医学概论等课程、学校“读经

典、学经典、用经典”活动、科学创新活动第二

课堂；公共选修课等课程。中国知网、维普、万

方等网络资源。 

四、修业年限及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5年，实行学分制，可在 5-7年内完成学业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 

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 

六、核心课程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骨伤学基础、中医正骨学、

中医骨病学、骨伤科手术学、中医骨伤实训、针灸推拿学、骨伤影像学、

中医筋伤学。 

七、主要实践环节 



（一）入学教育 

主要包括适应性教育、专业思想教育、安全法纪教育、校园文化教育、文明

礼仪教育等。 

（二）军事技能（含军事理论） 

主要包括军事理论、国家安全形势、军事科学技术和军事技能训练等。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含德育答辩） 

实践目的：落实课程思政要求，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主，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学生教育的各领域、各方面、

各环节，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

质、文化素养，教育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实践环节：按照学校《课程思政实施方案》《本科毕业生德育答辩实施办法》

进行。 

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第一学期至第四学期，落实学校《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要求，德育答辩按照学校《本科毕业生德育答辩实施办法》进行，答辩合格获得

相应学分。 

（四）临床实践 

实行“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全程临床”的实践教学模式，具体要求

如下： 

1.暑期中医骨伤科专业实践 

实践目的：学生入学一年级时通过在医院骨伤科做导诊或义工的形式，

体会医患关系、熟悉医疗环境，早期参与医疗实践活动；二年级通过到各

级医疗机构骨伤科门诊侍诊或跟诊，初步接触患者和认识骨伤科各种常见

病、多发病，了解临床工作的基本程序，初步培养中医骨伤科临床思维。 

实践环节：根据专业特点和实际情况，鼓励学生到县级卫生医疗机构

骨伤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第二学期、第四学期暑假期间进行。学生完成

考核手册并记录医疗实践心得体会（字数在1000字左右），获得相应学分。 

2.临床阶段实习 



实践目的：中医内科实习重点加强内科基本技能训练，包括中医四诊

运用、辨证分析、立法处方、病例书写四个环节，巩固理论知识，强化临

床实际操作技能。中医骨伤科实习重点为中医骨伤科病史询问及体检的基

本技能，规范书写中医骨伤科住院病历及其它病案记录。中药房实习重点

为中药的辨识。 

实践环节：以小组为单位安排学生到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

实习，定期进行科室轮换，实习结束完成实习考核手册。 

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第六学期期末及暑假共 8 周，中医内科 3 周、

中医骨伤科 3 周、中药房 2 周（科室可根据医院情况进行调整）。实习完

成后填写实习考核手册，获得相应学分。 

3.毕业实习 

实践目的：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巩固和提高学生所学的基础理论、临床知识和技能，对学生进行临床能力

综合训练，中医骨伤科诊疗能力训练，树立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具有初步临床辨证思维能力、中医骨伤科临床诊疗基本能力。 

实习环节：以小组为单位安排学生到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

实习，定期进行科室轮换。 

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第八学期暑假开始至第九、十学期，共 48周，

分为两阶段进行实习，第一阶段为中医医院（含中医骨伤科6周实习时间）、

第二阶段为综合医院（含骨外科 4 周实习时间）。实习结束完成毕业实习

考核手册，获得相应学分。 

（五）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 

实践目的：强化理论与实践联系，建立中医临床思维，夯实临床实践

技能基础，提高临床实践动手能力，更好地适应毕业实习。 

实践环节：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和理论培训，临床技

能综合训练包括急救技能、体格检查、外科技术的综合训练，以及医患沟



通、病历书写等；理论培训包括医德医风、感染管理、职业暴露等。 

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第八学期，1 周培训、1 周考试，考试合格后

获得毕业实习资格及相应学分。 

（六）毕业临床技能考核 

实践目的：强化临床技能，提高临床实践能力，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实践环节：与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实践技能考试形式接轨，采用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按照多站的考试形式进行。（具体内容按《临

床医学院毕业临床技能考核方案》执行） 

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第十学期末进行，为期 2周，考试合格后可毕

业。 

八、主要专业实验（实训） 

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教师根据课程培养目标，明确实

验/实训教学环节的学时，通过教师现场演示和学生动手操作的互动方式

训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在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开展专业性强的

科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九、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指在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与实践环节之外，结合

所学知识，在教师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所进行的科研和实践活动。通过晨

读晚练等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团队精神、实践能力。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及发表论文、

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折算按照此人从学校《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认定

暂行办法》执行。 

十、考核评价 

期末考试统一安排考试时间，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 50％-60％；平时

测验、提问、练习、实验见习、专题讨论、论文等占总成绩的 50％-40％。



总成绩合格者计相应的学分，具体按照学校《本科生教学形成性评价管理

办法》执行。 

社会实践、阶段实习、毕业实习、毕业综合技能考核等单列考核及学

分要求。 

十一、教学安排与时间分配（单位：周） 

 

 

 

 

 

 

 

 

学年 学期 
入学教育、毕业教

育、军训 
教学 考试 实习 

岗前培训、 

技能考核 
假期 总计 

一 
1 3 16 1   6 52 

 2  18 2 2  4 

二 
3  18 2   6 52 

 4  18 2 2  4 

三 
5  18 2   6 52 

 6  14 1 8  3 

四 
7  18 2   6 52 

 8  10 1 13 2  

五 
9    26   39 

 10 2   9 2  

合计  5 130 13 60 4 35 247 



十二、学分结构与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分类 门数 学分 总学时 应修学分 分配比例 

必修课 

公共课 19 37 668 

144 55.4% 专业基础课 13 53 848 

专业课 16 54 864 

选修课 

限选公共课 2 6 96 ≥6 

20% 任选专业课 24 48 768 ≥30 

任选公共课    ≥16 

实践 

环节 

军事理论与军事训练 2周 2 

 64 24.6% 

暑期社会实践 4周 2 

阶段见习 8周 8 

岗前培训 2周 1 

毕业实习 48周 48 

毕业临床技能考核 2周 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活动（含毕业德育论文

答辩） 

 2 

毕业总学分：260 

十三、教学进程表 

类

别 

序

号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期 

学

分 

总学

时 

讲

授 

实验

见习 

自

学 

考核

方式 

必

修

公

共 

课 

1 04012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一 3 48 48   考试 

2 040501 形势与政策 1 一 0.5 8 4  4 考试 

3 080330 心理健康教育 一 1 16 16   考查 

4 100101 大学英语 1 一 4 64 48  16 考试 

5 120147 体育 1 一 1 32  32  考试 

6 0403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 3 48 48   考试 

7 040502 形势与政策 2 二 0.5 8 4  4 考试 

8 100102 大学英语 2 二 4 64 48  16 考试 

9 120148 体育 2 二 1 36  36  考试 

10 130101 医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二 3 48 24 24  考试 

11 370109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二 1 16 10  6 考查 

12 04043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三 3 48 48   考试 



类

别 

序

号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期 

学

分 

总学

时 

讲

授 

实验

见习 

自

学 

考核

方式 

13 040503 形势与政策 3 三 0.5 8 4  4 考试 

14 120149 体育 3 三 1 36  36  考试 

15 04021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四 5 80 80   考试 

16 040504 形势与政策 4 四 0.5 8 4  4 考试 

17 120150 体育 4 四 1 36  36  考试 

18 370111 创新创业基础 四 2 32 22  10 考查 

19 370110 就业指导 八 2 32 24  8 考查 

限

选 

公

共

课 

20 100110 大学英语 3 三 3 48 36   12 考试 

21 100111 大学英语 4 四 3 48 36   12 考试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课 

22 020125 中医基础理论 一 4 64 64   考试 

23  生物力学 一 3 48 48   考查 

24 020837 正常人体解剖学 一 5 80 59 21  考试 

25 020229 中医诊断学 二 4 64 64   考试 

26 020920 生理学 二 5 80 62 18  考试 

27  骨伤学基础 二 3 48 48   考试 

28 010136 中药学 三 5 80 74 6  考试 

29 020928 病理学 三 3 48 36 12  考试 

30  中医经典选读 三 5 80 80   考试 

31 031313 诊断学基础 三 5 80 64 16  考试 

32 020506 方剂学 四 5 80 80   考试 

33  运动系统局部解剖学 四 3 48 32 16  考试 

34 021802 药理学 四 3 48 48   考试 

必

修

专

业

课 

35 030132 中医内科学 五 5 80 72 8  考试 

36  中医正骨学 五 4 64 64 0  考试 

37  中医骨病学 五 3 48 48   考试 

38  骨伤影像学 五 2 32 32   考试 

39 030252 西医内科学 六 6 96 80 16  考试 

40  中医内伤学 六 3 48 48   考查 

41  中医筋伤学 六 3 48 48   考试 

42 031155 西医外科学 六 3 48 38 10  考查 

43  骨伤科手术学 七 4 64 64   考试 

44  急诊医学 七 2 32 32   考查 

45  创伤急救学 七 2 32 32   考查 



类

别 

序

号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期 

学

分 

总学

时 

讲

授 

实验

见习 

自

学 

考核

方式 

46  中医骨伤实训 七 5 80  80  考试 

47  针灸推拿学 七 3 48 24 24  考试 

48 031152 中医外科学 八 3 48 42 6  考试 

49 030913 中医妇科学 八 3 48 40 8  考试 

50 030816 中医儿科学 八 3 48 40 8  考试 

任

选

专

业

课 

51 020412 医古文 一 3 48 48   考查 

52 020414 中国医学史 一 2 32 32   考查 

53 021214 医学生物学 一 2 32 24 8  考查 

54 020838 组织学与胚胎学 二 2 32 26 6  考查 

55 021030 生物化学 二 2 32 32   考查 

56 080301 医学心理学 二 2 32 32   考查 

57 000888 中医养生学 三 2 32 26 6  考查 

58 020228 中医诊断综合技能训练 三 2 32  32  考查 

59 040118 医学伦理学 三 2 32 32   考查 

60 100112 医学英语 三 2 32 32   考查 

61 021127 
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含

人体寄生虫学) 
四 4 64 58 6  考查 

62 100113 中医英语 四 2 32 32   考查 

63 150101 信息检索与利用 四 1 16 14 2  考查 

64 000853 全科医学概论 五 2 32 32   考查 

65 020413 中医各家学说 五 2 32 32   考查 

66 021209 医学统计学 五 2 32 24 8  考查 

67 021210 预防医学 五 2 32 32   考查 

68 000854 循证医学概论 六 1 16 16   考查 

69 000860 
云南中医药学术流派及名家

介绍 
六 1 16 16   考查 

70 030139 医患沟通技巧 六 1 16 8 8  考查 

71 040112 卫生法规 六 2 32 32   考查 

72 050602 康复医学概论 七 3 48 40 8  考查 

73 070116 云南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 七 2 32 16 16  考查 

74 030247 传染病学 八 2 32 32   考查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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