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培养高水平创新科研本科人才的特训教学研究与实践 

项目类别 2.一般类教改项目 

起止年月 2019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黄遵楠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 年 1 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化学专业教授/

东莞科研中心

副主任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美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3925590670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新城大道 1 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5   

至今 
生物信息学 

生物统计专业/  

生物技术专业 
72 广东医科大学 

2012 

-2014 
生物信息学 硕士研究生 54 广东医科大学 

2014   

至今 
学生创新科研 

医学、药学、生

物学、公共卫生

等专业本科生 

270 广东医科大学 

     

主要教学

改革和科

学研究工

作简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16.12 东莞市第七届优秀科技工作者 市级获奖 

2017.06 

指导学生获 2017 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一

项（刘旭、林树锽、刘泓） 

省级获奖 





 

本课题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要以创新教育为核心，在国家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时代背景下，对广东医科大学实施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模式改革，建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

式体系，营造开放、自由、多元化的学术科研环境，同时提升学生的科研热情与创新能力，

力求提升学校整体科研水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国家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开始高度重视

起高校创新教育的实施与开展。直至今日，各大西方高校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了世界高校创新教育改革的重点。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国启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越来越把自主创

新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因此，大力推进高等教育与科技

创新的结合，改革创新教育模式，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才，显得刻不容缓。 

但是在传统的大学教育背景下，学生很难通过单纯的学校教育接触到与科研相关的知

识，更不要说参与科研。特别对于广东医科大学医学生来说，学习科研是必不可少的，但

是学校给予科研的机会并不多，学生也很难通过传统教学体悟科研的魅力。高校担负着培

养高等人才的重大责任，必须进一步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新型

人才培养综合体系。这不仅是为了响应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号召，也是高校谋求自身发展

的必然选择。 

借鉴国外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通过对国内高校教育进行调研，发现我国高校教

育已越来越重视起“个性化”教育，但起效甚微，许多高校依然以传统填鸭式教学为主。

通过对本科高校人才教学培养方式的研究，现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方式存在如下问题： 

（1）大学本科实验、实践教学重形式，轻过程，学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虽然大学注

重学生实验、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在教学过程中，能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环节却不多。在

开展实验的过程中学生流于形式，只注重完成课程获取学分，而非有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能

力。长此以往，流于形式的实验实践教学使得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有所欠缺。 

（2）大学教育重大众教育，轻精英教育，优秀学子难以得到发掘与培养：现我国高校

的教育多为大众教育，各个水平层次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堂共同学习。水平拔尖而有需求提

升自己，志向于国内外一流高校发展的优秀本科生难以接触到深层次的知识，也难以得到

更高层次的能力培养。同时反过来会使优秀学子对自身的知识能力上限缺乏认识，意识不

到自身潜力而固步自封。 

（3）大学教育重传授知识，轻教授学生挖掘知识的能力，学生只被授“鱼”而非授“渔”：

我国高校教育多为传授知识型的教育，教师多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学生被动接受教师传授

的知识，这相当于知识是由教师“传递”，而非学生自己“发掘”获取的。缺少了老师这个

“中介”，学生就难以找到学习的方向，难以独立自主地获取知识。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

的教学使得学生只懂得被动的接收，而缺乏了主动发掘信息，获取知识的能力。 

高校创新教育应尽量减少“标准化”与“同质化”，加强“因材施教”，对拔尖学生实

施“精英化”教育，给予学生开放、自由的学术科研环境。因此，本教学改革项目通过改

变既往大学填鸭式与应付式教学方式，利用寒暑假给大学生、传授生物信息学与循证医学

的相关知识及科研课题挖掘，进行针对性强，时间短，高效率，成效明显的培训，这不仅

可以锻炼参与者独立文献检索、相关计算软件使用的能力，还能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知难而进的科研思维，同时对学生进行 SCI 论文写作培训，最终达到让学生获得独立完成

科研课题、发表 SCI 论文的能力以及达到输出高质量本科生和培养创新年轻人才的目的。 



 

在传统本科理论、实验教学方式背景下，高校培养出的优秀的创新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传统教育也难以构建出一个高效的大学生科研队伍。高校传统教学存在的以上问题制约了

人才的发掘与培养空间，也难以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让学生独立思考发表 SCI 论文则更

加困难。本课题将针对以上问题，以学生科研思维指导为核心，以培养具备科研能力的创

新人才为目标，对临床、药学、基础医学、医学检验、公共卫生和信息工程学院等专业方

向的大学生团队进行教学改革试行，探索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力求发表 SCI 论文的教学

模式。 

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改革目标：为激发广东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大学生实验创

新精神和学术钻研能力，努力开创学生科研活动新局面并力求打造建设一支高效率、高

凝聚力、高号召力的学生科研队伍，使更多学生能够参与科研和创新活动，受到比较系

统完整的科研训练。 

改革内容： 

本教学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1）指导学生参与相关科研竞赛与课题申报，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独立自学

能力，并提升到具有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 

（2）高年纪骨干学员作为课题组组长带领课题研究，培养学生教学能力、领导能力

和榜样引领作用。 

（3）学生课题研究采取学生互助自学为主，导师教学为辅的形式，注重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和解决困难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  

（4）指导学生中英文论文写作，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英文文献阅读能力，并

提升到具有扎实的 SCI 论文写作能力。 

（5）指导学生学习生物医学最新前沿知识，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生物信息学

方法知识的掌握能力，并提升到具有出色的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适应智能化新时代的

来临。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学生由“被动式”学习向“主动式”学习的转变。 

（2）学生科研创新思维建立和科研技能的系统培养。 

（3）学生阅读与撰写英文文献的能力，挖掘信息的洞察力培养。 

（4）学生独立思考与团结协作能力的培养。 

（5）学生为主，导师为辅的小组制学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2. 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实施内容与方法： 

   （1）指导学生参与相关科研竞赛与课题申报，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独立自学

能力，并提升到具有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 

指导学生参与生物信息学、大数据挖掘以及循证医学等相关的课题实验研究，培养

锻炼他们的计算实验动手能力与科研创新思维；指导学生参与“挑战杯”等大型科研竞

赛，参与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校级、省级和国家级项目的申报，从而让他们熟悉和掌握

未来要面对的正式科研课题申报；负责教导学生如何选题，以及如何对各种计算实验结

果进行分析，挖掘实验结果的意义和内在联系。培养学生树立独立、自主、严谨的科学

态度去面对科学研究，能开展独立创新研究工作。 

（2）指导学生中英文论文写作，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英文文献阅读能力，并

提升到具有扎实的 SCI 论文写作能力。 

指导学生阅读英文文献，克服他们对英文论文的陌生感，并让他们在阅读中体会 SCI

论文各部分的写作方法；教授学生 SCI 论文写作的格式及要求；教授学生 SCI 论文的选

题及研究方法、教授论文写作各部分的写作方法及要求；教授学生论文写作中所需的

NoteExpress、EndNote 等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让学生熟悉论文投稿从杂志选取到投稿

到评审发表的一整套流程，最终培养学生具有独立 SCI 论文写作和投稿能力。 

（3）指导学生学习生物医学最新前沿知识，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生物信息学

方法知识的掌握能力，并提升到具有出色的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力，适应智能化新时代的

来临。 

培训学生循证医学、分子生物进化、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数据挖掘、网络药理学

和分子动力学模拟方面知识。其中循证医学主要学习应用 STATA 和 Review Manager 等软

件开展遗传或药物与疾病关联性 meta 分析；生物进化主要通过挖掘 NCBI 数据库，应用

BLAST、MEGA 和 PAML 等软件开展对蛋白酶适应性进化正选择位点的分析研究。数据挖掘

主要是通过搜索 TCGA 和 GEO 等数据库、应用 R语言和 cytoscape、string 等软件来寻找

与各种癌症相关联的 miRNA 和 lncRNA 分子标志物，并预测靶蛋白基因和构建分子生物系

统网络。分子动力学模拟主要是通过应用 Gromacs 和 AMBER 等软件来研究蛋白质三维结

构折叠机理，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主要学习应用 Schrodinger 和 Discovery Studio

药物设计软件来开展虚拟筛选设计靶向药物和逆向筛选来寻找抗癌药物的蛋白靶标并研

究其作用机制等。 

（4）学生课题研究采取学生互助自学为主，导师教学为辅的形式，注重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和解决困难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 

主要是通过自我学习，集体学习，汇报学习，讨论学习，课题学习等方式，采用传

帮带的形式，不断发展壮大课题组，使更多的本科学生获得全面系统的科研训练，提高

科研创新能力，发表高水平的 SCI 学术论文。 

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019.03-2121.03 期间连续培养创新科研本科生 2届 



 

每年 3月： 前期调研，课题组建立，招收新学生，并选择相应研究方向。 

4-6 月：每月招开组会，安排课题领域基础知识、方法和经典文献的自学。由高

年级骨干学生（或老师在新开课题领域）对新招学生培训生物信息学数

据库和软件的使用。组会在学期内一个月一次。 

7-8 月：组会讨论，由高年级骨干学生报告课题研究或论文写作进展以及新招学

生文献阅读方法学习或研究课题选题的汇报，暑假两个星期一次。  

8 月末招开所有新生组会，老师做报告教授学生基本的课题项目撰写和

SCI 论文写作的格式及要求。 

9-12 月：老师或高年级骨干学生（主要）对低年纪新生指导本科生创新创业科研

课题项目或挑战杯申报书的撰写，同时组会讨论依旧进行，跟进学生学

习科研情况 

次年 

1-6 月：老师（主要）或高年级骨干学生对低年纪新生指导 SCI 论文写作修改，

特别是如何撰写讨论部分才能提高文章和研究意义。 

      7-12 月：论文完成，由老师指导学生如何投稿、评审后的修改并最终发表。另外，

课题组导师还对本科生科研创新培训成果实践总结，发表教学教改研

究论文，申报学校或省级教学成果。 

 

可行性分析： 

1.学校以及人事处、教务处和团委等二级部门重视，制定了详细的《《广东医科大学

教育教学研究管理办法（修订）》，《成立以科研导师命名的学生科研工作室》，《广东医科

大学绩效工资分配办法（试行）》等文件，并建立了考核、奖励和监督制度，给予项目导

师和学生科研工作室导师一定的科研经费补助和学时数奖励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2.学校科研中心和第二临床学院、药学院、基础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以及公共卫

生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的支持。以广东医科大学东莞科研中心、广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药学、基础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四大学科为依托，有足够的学习研讨室、会议

室、计算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可以使用，硬件软件设施完善，并有国家省部级课题项目

经费支持。 

2.本项目实施团队具有相当的师资水平与科研能力，指导老师共 6名，都是中青年

骨干。其中教授兼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 1名，副教授 3名，讲师或助理研究员 2名。2015

年以来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30 余篇，SCI 论文的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100 分；发表教育管理

改革教学研究论文 12 篇。形成了一个以优秀中青年老师为骨干、多学科交叉、讲团结、

讲合作、讲效率的教学科研团队。 

3.前期基础好。本团队已指导 17 名本科生以（共同）第一作者在循证医学、生物信

息学领域发表 SCI 论文 9篇、国内核心期刊 5篇和其它国际水准英文学术论文２篇，另

有二十余名本科生参与科研并有署名论文。学生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项目国家级 10

项，省级 14 项，校级 29 项，参与学生达到 100 余名。 



 

3. 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建设一流学生科研队伍：力争通过本项目计划，努力打造建设一支高效率、高凝

聚力、高号召力的学生科研队伍，使更多学生能够参与科研和创新活动，受到比较系统

完整的科研训练。 

2.系统性发掘和培养创新科研人才：培养 80-100 个左右的本科生，能够主持或参与

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国家级项目 5-10 项，省级项目 10-20 项。有 40-60 个能以（共同）

第一作者发表或署名发表 SCI 学术论文 10-20 篇：其中３分以上论文 5-10 篇，５分以上

论文 3篇；获 2021 年第十六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国家级 1项，省

级 5-10 项；并争取以培养本科生科研创新方面的成绩申报并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及以上一项。 

3.教学培训成果的实践总结：完成对本科生创新科研调查研究报告、各项教学培训

改革措施的实施、以研究报告及研究论文的形式展示教学培训成果，发表教育管理、教

育改革和教学研究论文 3篇以上。 

4.对学校的影响：本项目对学校建立高层次教学和科研平台，自主培养高水平的、

创新性研究团队和高层次人才亦有重大意义。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与传统的本科生填鸭式教学、应付式实验、大众教育相区别，重视过程教学，精

英教育，着重开发学生独立思考与发掘知识的能力。 

2.对传统本科教育盲区进行教学，例如教学文献检索，培养学生英文阅读能力，英

文文章撰写教学等。 

3.指导学生参与相关科研竞赛与课题申报，深度培养本科生大学阶段的独立自学能

力，并提升到具有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 

4.指导学生发掘前沿科学信息，培养学生对信息的洞察力。 

5.指导学生学习相关计算机软件的应用，培养学生技术操作水平。 

6.实现传帮带小组式科研团队管理模式，加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7.导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讨论，增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项目负责人黄遵楠博士，1972 年１月生，农工党党员，化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

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 12 年，现为广东医科大学东莞科研管理中

心副主任。同时还兼任东莞市委会科教经济专委会主任，三十个余个国际知名 SCI 期刊

专刊客座执行主编、编委和审稿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专家，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特支计划人才、科学技术奖励等的评审专家，以及中国医师协会临

床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癌症代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是 2013 年广

东省“扬帆计划”引进紧缺拔尖人才，2016 年东莞市第七届优秀科技工作者，2017 年

广东省教育厅推荐“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10 名候选人之一。已主持国家课题 2项和

省部级课题 5项。在国内外期刊或专著上发表学术论文 68 篇，SCI 收录论文的累积影

响因子超过 200。特别是 2016 年来已发表第一或通讯作者 SCI 论文 23 篇，累计影响因

子 80 余分；主编两个国际知名 SCI 期刊专刊各 1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项；研究成

果受《科技日报》等央媒体报道。已培养出硕士生四名，其中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广东省

优秀学生各一名，正培养硕士生六名和联合培养博士生三名。 

本团队五年来面向全校所有本科生，已培养出 100 余名创新本科毕业人才，还有

100 余名创新本科生正在培养中。指导课题组 2010-2016 级本科生成员有 17 名本科生

以（共同）第一作者在循证医学、生物信息学领域发表 SCI 论文 8篇、国内核心期刊 5

篇和其它国际水准英文学术论文２篇，另有三十余名本科生参与科研并有署名。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两项。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项目国家级 11 项，省级 22 项，校级 38 项，

而参与学生达到 100 余名。获得省级“挑战杯”二等奖以上 5项和优秀本科毕业生 3名。

最早培养出来的创新本科人才钱洁颖和陈奇聪已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博，黄燕霞在中山大

学读博。而刘伟东任职东莞市海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最近并获得博鳌儒商论坛

2019 年年会“博鳌儒商精英人物奖”。该成果目前已受到东莞医科大学校报、东莞日报、

广东科技报、科技日报、中国教育报和人民日报等从校到国家级新闻媒体报道。 

 

表 1 本科生（黑体）发表的国内外学术论文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杂志 

Minting Zhang1, Shuhuang 

Lin1, XiaolinYuang, Ziqi Lin, 

and Zunnan Huang*(黄遵楠) 

HLA-DQB1 and HLA-DRB1 

Variants Confer Susceptibility to 

Latent Au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s: Relative Predispositional 

Effects Among Allele Groups 

Genes, 10(9): E710 

(2019) (SCI IF=3.331) 

Siqi Tang1, Bin Yao1, Na Li, 

Shuhuang Lin*, Zunnan 

Huang*(黄遵楠) 

The association of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polymorphisms in 

dopamine beta-hydroxylase with 

three type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from single locus to the 

combination of all accessible loci”, 

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51(1), 

411-428 (2018) 

(SCI IF=5.500) 

Hongbin Huang1, Guigui 

Zhang1, Yuquan Zhou, 

Chenru Lin, Suling Chen, 

Reverse screening methods to 

search for protein targets of 

chemopreventive compounds, 

Frontiers in Chemistry, 6: 

138 (2018) (SCI 

IF=4.155) 



 

Yutong Lin, Shangkang Mai, 

Zunnan Huang*(黄遵楠) 

Shuhuang Lin1, Xu Liu1, Bin 

Yao, Zunnan Huang*(黄遵楠)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factors 

and revealing their interactions in 

genetic association meta-analyses: a 

computing method and application 

for stratification analyses, 

Oncotarget, 

9(15):12125-12316 

(2018) (SCI IF=5.168) 

Yong Liu1, Jingan Chen1, 

Jieying Qian, Hao Lin, Ning 

Sun, Zunnan Huang*(黄遵楠) 

Evolutionary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Aquilaria 

sinensis sesquiterpene synthase in 

agarwood formation: a 

comput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456, 249-260 

(2018) (SCI IF=4.259) 

Qingcheng Du1, Guanming 

Jiang1, Silu Li, Yong Liu* 

Zunnan Huang*(黄遵楠) 

Docetaxel increases the risk of 

severe infec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Oncoscience, 

5(7-8):220-238 (2018) 

Hong Liu1, Jian Huang1, 

Mengmeng Dou, Yong Liu1, 

Biying Xiao, Xu Liu*, Zunnan 

Huang*(黄遵楠) 

“Variants in the IL7RA gene confer 

susceptibility to multiple sclerosis 

in Caucasians: evidence based on 

9734 cases and 10436 controls”,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1):1207 (SCI IF=4.259) 

Yong Liu1, Qicong Chen1, Xu 

Liu, Mengmeng Dou, Silu Li, 

Jiahui Zhou, Hong Liu, 

Yongfu Wu*, Zunnan Huang* 

(黄遵楠) 

Genetic association of CHAT 

rs3810950 and rs2177369 

Polymorphisms with the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a 

meta-analysis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6, 

2016:9418163， (SCI 

IF=2.13) 

Hongbin Huang1, Cong 

Peng1, Yong Liu, Xu Liu, 

Qicong Chen, Zunnan Huang* 

(黄遵楠) 

Genetic association of NOS1 

exon18, NOS1 exon29, ABCB1 

1236C/T and ABCB1 3435C/T 

polymorphisms with the risk of 

Parkinson’s disease: a 

meta-analysis 

Medicine, 2016, 95:e4982 

(SCI IF=2.13) 

Qicong Chen1, Biyu Liang1, 

Ziyou Wang, Xiaoguang 

Cheng, Yifeng Huang, Yong 

Liu*, Zunnan Huang*(黄遵楠) 

Influence of four polymorphisms in 

ABCA1 and PTGS2 genes on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a 

meta-analysis 

Neurological Sciences, 

2016, 37(8): 1209-1220 

(SCI IF=1.78) 

Jiahe Liu1, Xu Liu1, Yong 

Liu, Shimin Deng, Hongbin 

Huang, Qicong Chen, 

Weidong Liu, Zunnan Huang* 

(黄遵楠) 

Association of EVI5 rs11808092, 

CD58 rs2300747, and CIITA 

rs3087456 polymorphism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risk: A 

meta-analysis 

Meta Gene, 2016. 

9:97-103. 

陈康杏，王籽又，黄燕霞，

钟承志，李凯恒，黄遵楠 

RSK2 与恶性肿瘤的关系及其抑

制剂的研究进展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Pathophysiology 

2015,31(10): 1772-1779 



 

陈镜安，杨璐，李荣钊，张

家明，胡敏，刘镛 

基于 ITS2 的竹节参及其近缘物

种和混伪品鉴定评估 

中草药, 2018, 

49(15):3672-3680 

林好，陈镜安，李斯璐，豆

蒙蒙，刘镛 

白前及其混伪品的 ITS2 分子鉴定 中药材, 2017, 

40(11):2531-2536 

欧辉鸿，李斯璐，陈奇聪，

林好，刘泓，刘镛 

紫苏子及其混伪品的 DNA 条形

码(ITS2)鉴定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2):2934-2936 

林好，钱洁颖，李斯璐，欧

辉鸿，夏海珊，刘镛 

基于 DNA 条形码(ITS2)的中药材

防风与其混伪品的鉴定 

中国当代医药, 2016, 

23(15):4-7 

表 2 本科生（黑体）参与申请的国家发明专利 
发明人 论文题目 申请号和公开号 

刘镛，黄遵楠，陈镜安，吕

思敏 

一种基于计算生物学筛选提高沉

香倍半萜合酶活性的关键氨基酸

位点的方法 

申请号：CN201810604291 

公开号：CN108959849A 

刘镛，黄遵楠，陈镜安，杨

璐，李荣钊，张家明，胡敏，

林好，吕思敏 

一种基于 ITS2 序列快速鉴定竹节

参与其非同属混伪品的方法 

申请号：CN201810560240 

公开号：CN108715904A 

表 3 本科生（黑体）主持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级省级必先获校级）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级别、时间 指导老师 

陈康杏 靶向 RSK2 小分子抑制剂的虚拟筛

选设计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 

省级、2014 黄遵楠 

庄佳玲 IL-2、INF-r \IL-4、IL-10 因子平

衡与自然流产的 Meta 分析 

省级、2014 李江滨 

肖雨 基于 DNA 条形码（ITS2）的钩藤与

其混伪品的分子鉴定 

国家级、2015 刘镛 

高博文 莞香 DNA 条形码筛选与鉴定研究 省级、2015 刘镛 

李谭文 东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省级、2015 刘镛 

曾宝珠 雌激素水平与卵巢早衰关系的Meta

分析 

省级、2015 李江滨 

张红叶 封闭抗体缺乏与反复自然流产相关

性的 Meta 分析 

省级、2015 李江滨 

刘泓 莞香倍半萜合酶适应性进化正选择

位点的鉴定与分析 

校级、2015 黄遵楠、刘镛 

黄一丰 基于分子进化理论的分子调控莞香

形成的探讨 

国家级、2016 黄遵楠、刘镛 

周开霞 苦参碱通过调控 p53/miR-34a 肿瘤

抑制网络抑制卵巢癌细胞增殖的实

验研究 

国家级、2016 李江滨 

简润姿 染发与卵巢早衰相关性的 meta 分

析 

省级、2015 李江滨 



 

黄鸿斌 蛋白结构优选算法在靶向 FYN 小

分子抑制剂虚拟筛设计中的发展及

应用 

国家级、2017 黄遵楠 

马静燕 小儿 MLL 基因重排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相关长非编码

RNA-ENST00000454595 的功能机

制研究 

省级、2017 张华 

陈旭阳 苦参碱通过调控 LncRNA 

MALAT1-p53通路抑制卵巢癌细胞增

殖的实验研究 

省级、2017 李江滨 

李玲 翡翠贻贝多糖通过调控

p53/miR-34a 通路抑制卵巢癌细胞

增殖的实验研究 

省级、2017 李江滨 

杜庆橙 檀香萜烯合成酶适应性进化研究 省级、2017 刘镛 

刘旭 基于分子进化理论探讨 JAK基因家

族适应性正选择与肿瘤发生机制 

省级、2017 黄遵楠、刘镛 

陈镜安 基于 ITS2 序列鉴定中药材竹节参

及其混伪品 

省级、2017 刘镛 

胡敏 紫杉醇合成途径中关键酶 GGPPS

的适应性进化与功能分化关联性分

析 

校级、2017 刘镛 

张敏婷 基于 Meta 分析和 RPE 方法探讨

HLA-DQB1 与 DRB1 基因多态性与

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

（LADA）易感性的关联研究 

国家级、2018 黄遵楠、曹咏 

林树锽 标准分层分析在遗传关联性 Meta

分析中控制混杂及发现交互作用的

计算方法及应用研究 

国家级、2018 黄遵楠 

马钰坤 基于 Meta 分析和剂量-反应分析探

讨服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和

皮肤癌患病风险的关联性 

国家级、2018 张华、曹咏 

陈美迎 循环血 MicroRNA-210 检测用于缺

血性脑卒中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的

实验研究 

省级、2018 李江滨 

蔡格琦 一种中药暖宫痛经脐膏贴的研究与

专利申报 

省级、2018 李江滨 

张家明 红豆杉紫杉烯合成酶适应性进化与

功能分化研究 

省级、2018 刘镛 

洪晓龄 探寻胃癌中影响 TGF-β 通路诱导

EMT 的 miRNA 及基因 

校级、2018 黄遵楠 

徐睿文 基于META分析探讨SHANK3基因

多态性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

的关联性研究 

校级、2018 黄遵楠 

林子琦 基于 Meta 分析和 RPE 方法探讨成 校级、2018 黄遵楠 



 

人隐匿性糖尿病与人类主要组织相

容性复合体 I 类相关基因 A 关联性

研究 

龚娜英 紫铆因逆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GC 耐药的机制研究 

国家级、2019 张华 

陈雯君 基于 Meta 分析和 RPE 方法探讨

HLA DQA1-DQB1 单体型多态性与

中国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

（LADA）易感性的关联研究 

国家级、2019 黄遵楠 

劳敬彬 PPARs家族和PPARGC1A的基因多

态性与阿尔兹海默病的关联性：基

于现存研究的基因位点 

国家级、2019 黄遵楠 

成雪梅 丹参酮 MVA 途径关键酶 HMGR 适

应性进化与功能分析 

国家级、2019 李宝红、刘镛 

汤斯琦 多巴胺 β 羟化酶多态性与阿尔茨海

默病、帕金森病和精神分裂症易感

性的关联研究：基于现存研究的基

因位点 

省级、2019 黄遵楠 

尹晓晴 JAK/STAT 癌症分子进化研究 省级、2019 鲁澄宇、刘镛 

周宇全 计算软件在临床前药物评估中的应

用与发展及对 FDA 近五年批准药

物的再预测 

省级、2019 黄遵楠 

叶子欣 基于 ITS2 序列鉴定中药材白鲜皮

及其混伪品 

省级、2019 鲁澄宇、刘镛 

赵晓洁 基于癌症分子进化学检测及筛选

ASPP 基因家族关键氨基酸位点 

省级、2019 李宝红、刘镛 

麦上康 新靶点识别与验证的计算方法及室

管膜瘤靶点的识别应用 

省级、2019 黄遵楠 

 

表 4 本科生（黑体）参与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管理的论文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杂志 

曹咏*, 刘伟东 关于地方性高校内部开展协同创

新的几点思考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angchun 

Education Institute, 2015, 

31(8): 73-76 

曹咏，刘伟东，黄遵楠* 新时期如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研究 

教育教学论坛，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2015, 9(35): 

121-122 

曹咏，刘伟东，陈汝嫣，张

怀岺，黄遵楠* 

高校如何引领优秀文化进校园的

研究 

教育现代化，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16 年 1

月（上半月），169-170 



 

刘伟东，曹咏，李娜，谢格

俐，黄遵楠* 

关于我国打造国际性高水平期刊

的建议 

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Research，2018，

4(24):109-111 

曹咏，罗窍鸿，温颖，刘伟

东，黄遵楠* 

青少年学生阶段的思想品德建设 西部素质教育，Western 

China Quality Education, 

2019年8月，5(16), 35-36, 

39 

 

表 5 本科生获的各种省校院级奖励 

项目组人员 项目名称 名称、级别、时间 指导老师 

黄鸿斌、张桂

桂、林雨童、

陈素玲、麦上

康、周宇全 

搜寻药物靶向蛋白的逆向筛选技术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一等奖，省级，2019 

黄遵楠 

汤斯琦、姚

斌、李启群、

王悦颖、孙丹

丹 

汤斯琦-多巴胺β-羟化酶多态性与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精神分

裂症的关联性：基于现存研究的基

因位点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一等奖，省级，2019 

黄遵楠 

林树锽、刘

旭、林子琦、

马钰坤、陈泽

霖 

标准分层分析在遗传关联性 Meta

分析中控制混杂及发现交互作用的

计算方法及应用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二等奖，省级，2019 

黄遵楠 

陈镜安、张家

明、胡敏、叶

子欣、成雪梅 

白木香倍半萜合酶的分子进化机制

和结构表征分析：计算生物学研究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二等奖，省级，2019 

黄遵楠、 

刘镛 

刘旭、林树

锽、刘泓 

白细胞介素-7受体α链基因变异可

增加白种人多发性硬化易感性：基

于 9734 例病例和 10436 例对照 

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二等奖，省级，2017 

黄遵楠、 

刘镛 

简润姿、张琼

丹、蒋樱、黄

永诗、梁颖

思、郑淑怡、

陶丽霞 

红薯叶中多糖和黄酮的提取及其抗

氧化作用的比较和天然红薯叶洗手

液的制作 

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三等奖，省级，2017 

李江滨 

邓梦筠、李雪

雪、黄明汉、

童欣 

“医食无忧”医院个人精准化配餐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

学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国家级，2019 

李江滨 

林婉祺、冯颖

欣 

探究果皮对污水中铬离子的吸附效

果及铬净化器的制备 

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学实

验技能大赛，省级，2018 

李江滨 

林好 基于DNA条形码(ITS2)的中药材防

风与其混伪品的鉴定 

广东省本科高校中药学类

专业优秀毕业论文，院级，

2016；广东医科大学药学

院 2016 年优秀本科生毕

刘镛 



 

业论文，院级，2016 

刘泓 白细胞介素-7受体α链基因变异可

增加白种人多发性硬化易感性：基

于 9734 例病例和 10436 例对照 

广东医科大学 2017 年优

秀本科生毕业论文，校级，

2017 

黄遵楠 

陈镜安 短叶红豆杉紫杉烯合酶适应性进化

分析及酶设计改造 

广东医科大学 2019 年优

秀本科生毕业论文，校级，

2019 

黄遵楠 

刘旭 2018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2018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国家级，2019 

黄遵楠 

刘旭 2016-2017 年度广东医科大学“科

研之星”金奖 

2018-2019 年度广东医科

大学年度科技人物, 校级 

黄遵楠 

刘旭 2016-2017 年度广东医科大学年度

科技人物 

2018-2019 年度广东医科

大学年度科技人物, 校级 

黄遵楠 

刘旭 2016年广东医科大学十佳学生科技

达人 

2016 年广东医科大学十

佳学生科技达人, 校级 

黄遵楠 

陈镜安 2018年广东医科大学十佳学生科技

达人 

2018 年广东医科大学十

佳学生科技达人, 校级 

黄遵楠 

黄鸿斌 2016年广东医科大学十佳学生科技

达人 

2016 年广东医科大学十

佳学生科技达人, 校级 

黄遵楠 

张桂桂 2017-2018 年度第六届药学院科技

之星 

2017-2018 年度第六届药

学院科技之星，院级 

黄遵楠 

林树锽 2019 年广东省教育厅资助的“助梦

扬帆”海外研学名额 

2019 年广东省教育厅资

助的“助梦扬帆”海外研

学名额，厅级，2019 

黄遵楠 

林树锽 2018-2019 年度广东医科大学年度

科技人物 

2018-2019 年度广东医科

大学年度科技人物, 校级 

黄遵楠 

课题组 2016 年科技日报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中央级，2016 黄遵楠 

课题组 2016 年广东科技报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省级，2016 黄遵楠 

黄鸿斌 2019 年人民日报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中央级，2019 黄遵楠 

黄鸿斌 2019 年广东科技报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省级，2019 黄遵楠 

林树锽 2019 年东莞日报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市级，2019 黄遵楠 

黄鸿斌等人 2018 年广东医科大学新闻报告 新闻报道，校级，2018 黄遵楠 

林树锽等人 2018 年广东医科大学新闻报告 新闻报道，校级，2018 黄遵楠 

林树锽、陈镜

安、张敏婷 

2018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顺德医

院学术会议 

邀请报告，院级，2018 黄遵楠 

汤斯琦、林树

锽和姚斌 

2018年中国遗传学会第十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 

口头报告和墙报，国家级，

2018 

黄遵楠 

林树锽 2018年首届国际癌症大会暨第三届

国际癌症代谢与治疗大会第四届肿

瘤代谢专业委员会年会 

邀请报告，国际级，2018 黄遵楠 

林树锽 2018年会暨第三届精准医学高峰论

坛“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精准医学” 

邀请报告，国际级，2018 黄遵楠 

 



 

2.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

有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学校十分重视教学改革研究，出台了《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管理办法（修

订）》。文件中规定：获得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立项并资助经费者，学校按 1:1 进

行经费配套，资助经费低于 1万元者按 1万元配套；立项而无经费资助者学校资助项目

培育经费 1万元 

学校十分重视本科生创新科研，不仅出台了《成立以科研导师命名的学生科研工作

室》，成立了以我们导师命名的学生科研工作室，如黄遵楠学生科研工作室。还出台了

《广东医科大学绩效工资分配办法（试行）》，给于科研导师课外指导学生竞赛获奖标准

学时数的奖励，省级挑战杯一等奖有 60 学时，二等奖有 50 学时，三等奖有 40 学时，

优秀奖有 25 学时。 

3.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负责人近年所承担主持的国家省部厅级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为：31770774，抗肿瘤药物设计虚拟筛选新算

法和新流程研究, 2018.01-2021.12，71 万元 

2. 广东省教育厅省级（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重大项目(自然科学类)，计算与实验相

结合的药物发现高效流程的研发，批准号为：2016KZDXM038 , 2017.01-2018.12, 12

万元 

3.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靶向药物设计虚拟筛选受体结构优选算法建立

和应用研究，批准号为：2015A030313518， 2015.08-2018.08，10 万元，已结题 

4. 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扬帆计划”引进紧缺拔尖人才项目，批准号为：粤人才

办 [2014] 1，2014.01-2017.12， 100 万元，已结题 

5. 国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柔性受体模型在靶向 PI3Kδ和 MSK1 蛋白

小分子药物筛选中的应用研究， 批准号为：2014-1685， 2015.01-2016.12， 3 万元，

已结题 

6.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分层次多样化柔性半柔性蛋白模型在靶向药物设计虚拟筛选

中的研究和应用，批准号为：2013B021800072， 2014.07-2016.06，5 万元，已结题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为：31170676，基于分子动力学的柔性受体分

子对接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虚拟筛选中的研究和应用, 2012.01-2015.12，60 万元，

已结题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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