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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中医学一级学科依托 3个国家重点学科、高血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以及中医药经典理

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家“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医大师、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一

批优秀人才和团队。已形成五个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研究方向。

1. 中医药基础理论传承与创新

为山东省首批十大优秀创新团队之一。以构建中医情志病学，创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

2006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2012 年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山东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各 1项。

2. 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与国际传播

以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为突破点，揭示寒热药性的科学内涵。进行中医学术流派相关研究并

形成评价标准。获 2015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医药创新奖及 2013 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针灸推拿优势病种治疗与康复临床规范及关键技术研究平台

开展针灸推拿相关诊疗方案及推广应用、优势病种的疗效评价及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方面

研究，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4. 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技术平台

依托国家高血压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开展中医诊疗标准作用机制及新药研发研究。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山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项。

5. 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平台

开展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研究，已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中国中西医结合科学

技术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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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

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

称谓

带头人 王世军 1963.09

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武继彪 1963.06 教授 博士

成员 李可建 1974.10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乔明琦 1955.01

中医基础理论创新与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创建

教授 博士
全国第四届杰出
专业技术人才
泰山学者

成员 张庆祥 1964.08 教授 博士

成员 魏凤琴 1966.02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王振国 1963.01

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与
国际传播

教授 博士
“973”首席科学家

泰山学者

成员 张成博 1961.01 教授 博士

成员 田思胜 1964.12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高树中 1962.05

针灸推拿优势病种治疗与
康复临床规范及关键技术

教授 博士

成员 谭奇纹 1962.08 教授 博士

成员 杨佃会 1966.05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杨传华 1962.12

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齐向华 1963.03 教授 博士

成员 李运伦 1969.01 教授 博士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带头人 毕宏生 1960.02

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
技术研究与体系构建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郭承伟 1964.11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兴荣 1962.09 教授 博士

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校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 2009.02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高血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0.09

中医药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08.11

山东省中医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05.09

山东省高校中医药抗病毒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厅等 2013.09

微循环实验室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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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实验室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3.07

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9.11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眼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1.7

视觉分析三级科研实验室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9.1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12.8

山东省高校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技术强化

建设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 2011.12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 10 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寒热效应评价体系构建及在中药药性研究

中的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2

王世军，滕佳林，韩冰冰，

于华芸，王洪海等

愤怒、郁怒情志致病机制及其干预与中医

情志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创建 教育部自然

科学二等奖

2012
乔明琦，张惠云，魏盛，

孙鹏，薛玲

钩藤提取物干预高血压血管重塑的机理研

究 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

李运伦，齐冬梅，邓华亮，

孙敬昌等

中药寒热药性科学内涵及其表征体系的研

究与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3

王振国，王鹏,薛付忠，王

世军等

提高中医降压质量的关键技术及转化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4

杨传华，陆峰，李伟，王

震，薛一涛，苏文革

中西医结合治疗葡萄膜炎的系列化研究及
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4
毕宏生、崔彦、解孝锋、
郭俊国、王兴荣、郭承伟、
崔浩等

多囊卵巢综合征病证结合研究的示范和应
用 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2014
吴效科，尤昭玲，邹伟，

俞超芹，连方，梁瑞宁等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与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应
用 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医药创新奖

2015
王振国，刘更生，宋咏梅，

张效霞，张丰聪等

中药肝毒性早期发现与合理评价技术平台

建设及其科学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

2015
孙蓉，张成博，李晓宇，

毛近隆，张丽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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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基本建设目标

经过 5年建设，将中医学一级学科建设成为我国中医药领域高端人才集聚地、科

技研创发源地、创新人才供给地。建设期满，中医学学科整体建设水平显著提升，进

入全国学科排名前 10%。

1. 打造一流中医学人才团队

立足我校传统中医学专业优势、着眼世界中医现代化研究与临床应用，通过引进、

培育、整合，充分发挥业已形成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内科学在国内

的优势领先地位，以泰山学者优势学科人才团队为核心，形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医

史文献 2个以上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学术团队，造就一支活跃在国际中医学研

究前沿、满足国家和我省中医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杰

出人才队伍。新建高血压病防治、中西医结合眼科学等 2支以上梯次合理、优势明显、

特色突出、富有活力的省级团队，申报 1位以上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培养支持山东省

院士后备人才乔明琦教授，实现院士的突破。引进 1-2名高层次人才，实现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高层次人才突破。与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培养创新人才 8-12人。培养 20-30名一流学术名家、

30-40名学术带头人、50-70名青年后备人才，师资队伍人才梯队结构比较合理。

2. 构建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

以中医学相关学科发展为基础，以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为中

心，以提高中医临床应对重大疾病能力、中医研究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国家医药卫生

行业决策能力为目标，力争实现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

室。扎实推动高血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建成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进

行中医经方工程深度研究与开发，建设山东省中医经方工程技术中心。利用我校在青

岛高新区建设的青岛中医药研究院区域优势，建设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

库，重点打造中医药产业孵化基地。建成山东省中医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

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3. 产出一批高水平中医学相关科研、教学成果

围绕学术前沿、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驱动需求，组织开展基础研究，产出一

批原创性学术成果。围绕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应用基础类创新问题，加强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究，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技术成果，推动一批重大科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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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强化科研奖励机制，鼓励一线教师积极承担参与科

研工作，在建设期内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1项以上，主持国家级课题 80-100项，着力在

中医药经典理论、经方工程、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医治疗优势病种疗效提高与关

键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 1项以上国家级科技奖励、1项以上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和 10项以上省部级奖励。

4. 培养一批适应中医学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围绕中医基础理论，做好传承与创新，用一流的学科建设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促进专业建设与发展。优化学科专业、科研教学互动机制，注重把学科发展成果转化

为教学资源。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交流和互访为纽带，采用中外联合培养研究

生、研究生创新论坛、国内外知名专家校内讲学、协同创新等各种形式，强化研究生

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培养博

士研究生 200-300人，硕士研究生 2000-2300人，本科生 4000-4500人。支持研究生

参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 100-150人次。研究生发表 3大索引收录论文 30篇以上。

全国中医药优秀博士生论文获奖 10项以上，其中一等奖 2-4项。

5. 增强中医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面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中医药法》指引的发展方向和相关要求，紧

密结合国家和我省发展需求，突出中医学科特色，推动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成果转化。

制定并推广 2-8项诊断标准、诊疗指南、治疗方案/技术，8-12项行业标准，将科研创

新和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有机融合，使学科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

动的策源地。深入推进校地、校企、校校合作，强化青岛中医药研究院和研究生院建

设，建立完善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管理新模式，成果孵化与产业化取得新突破。研发

2-5个临床新药和 10-15个院内制剂。通过转让科技成果或专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2

亿元以上。发挥中医药特色，通过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基层中医优秀人才继续教育，

提升山东省中医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医药文化

研究的规范化和产业化转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2-2协议建设目标

坚持“传承实践、理论创新、重点突破”的学科发展思路，以提高我校中医学科教

学、科研和医疗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学科在全国中医药领域的学术地位、提高学科人

才培养质量和健康服务水平为目标。以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建高端平台、

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体制机制、产出一流成果为建设重点。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1-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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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级课题 80-100项，省部级课题 100-120项；争取获得 2-3项国家级科技奖励

和 10-15项省部级奖励；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000-1500篇，SCI收录 120-150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0项。力争到 2020年底，将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科打造为国内

一流的重点学科。

（一）形成高水平中医学研究学术团队

1. 引进、培养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引领学术团队

围绕山东省“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中医学学科发展规划，引进与培养相结合，重点

打造中医学领域的国家级高层次学科领军人才、杰出学术人才和创新骨干人才，建设

2-4个一流学术团队，争取实现院士突破。其中，引进或培养国家高层次人员（包括

院士、千人计划人才、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人及海外杰出人

才 2人以上，通过带头人及其团队带动高水平学科建设和发展。强化中医基础理论创

新研究、中医医史文献两个学术团队，保持其学科方向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2. 重点做好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为团队提供后备学科带头人

在已有研究队伍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培养、交流、学习，进一步提高人才队伍

的层次、规模与质量。引进、培育一批高水平后备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其中

“百千万人才”、“杰青”、“优青”、“青年长江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 1-3名。支持学

科骨干、管理人员出国开展培训或研修深造，为中医学学科培养高水平的中青年学科

方向带头人。

3. 加强青年教师培养，提高团队发展的可持续性

大力推动青年教师的培养选拔工作，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形式培训进修活动；

积极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内外学术机构及临床单位参加各种研究及临床技能培训；

为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提供充分的保障，积极做好青年教师实验条件建设，为青年

教师中的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为学科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

4. 发挥中医特色，加强中医学传承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

传统中医理论是中医药创新的源泉。中医学科的发展需要传承与创新复合型人

才。加强中医传承工作室的建设，做好传统中医学术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培养理论基

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传承与创新型符合人才。以创办“扁鹊班”为试点，坚持

传统与开放、传承与创新，推进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培养中医药高素质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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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

整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中青年学术骨干、青年教师、临床骨干等各方面优势，

形成中医特色鲜明的学术团队，创新人才机制，创造一流的人才成长与发展的良好生

活、研究、教学、平台、团队环境。培养省级科研创新人才 15-20人，青年学术骨干

和后备学术带头人 40-50名；培养博士后、国外进修访问学者 80-100人；省级以上教

学名师 2-5人。

（二）建设以中医学研究为核心的高水平创新平台

1. 中医药基础理论创新与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创建

（1）中医脏象与经典理论创新平台

平台依托“中医基础理论”国家重点学科、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情

志病证研究优秀创新团队”，聚焦中医脏象生理病理与经典理论生物学基础这一前瞻

性重大科学问题，着力提升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关键技术与原始创新能力，将中医药经

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成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以肝脏象为核心，结合肾脏象、肺脏象以及情志致病等经典理论，研究脏象生理

病理与理论创新，探查脏象“内在结构及其生理病理机制”与“情志致病机理”的关

键技术与评价标准；实现脏象学说“由现象描述向本质阐明的飞跃”，建立现代中医

脏象与情志致病理论，为中医药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向导。建立国内领先的

脏象生理病理与情志致病机制研究关键技术与创新体系。

（2）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平台

本平台主要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基础”，开展规范化中医

实验动物模型构建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团队是首批建设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创新

团队，完成了以“973”计划项目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取得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为标志的科技成果。学科拥有一个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实验室。经过五年建设，建设成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提升中西医结合基础

研究水平，为中医理论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3）经方理论与中医诊断标准研究平台

主要依托山东省中医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其承担的研究项目，开展经方数据

库建设，以多维度、多层次的经方开发为核心，以经方开发的标准化研究为支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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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经方临床主治的规律，扩大经方的适用范围。加强中医诊断标准研究，结合现

代医学发展趋势，基于互联网云平台，做好云医疗设备、VR设备的开发，力争建成

中医诊断的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与国际传播

依托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文献

学”、“中医文化学”，山东省“十一五”省级强化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医药文

献与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室”，是中华医

学会医史学分会与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的主委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全

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办公室设于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十三五”中医古籍

整理规划与规范的制定与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医古籍整理项目组织实施，学术水平

位居全国同类学科之首。

通过建设建成国内外最具影响的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与国际传播中心、全国中

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基地、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引领国内外在中医医

史文献研究与学术发展。

3. 针灸推拿优势病种治疗与康复临床规范及关键技术研究平台

本平台主要依托“十一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针灸学，“十二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外治学和中医康复学，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

主要开展针灸推拿特色技术优势病种的诊疗方案及推广应用、中医康复优势病种

的临床规范及特色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将建立中医外治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拓展脐疗、督灸疗法、耳穴综合疗法、项七针等国家卫生适宜技术规范化研究与推广

打造国际一流的外治方法技术服务平台。

4. 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技术平台

主要依托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国家高血压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心病学、中医脑病学等，主要研究方向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切入点，

涵盖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和中医脉诊技术，开展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诊疗标准的方

法学研究、病证结合的中医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制定研究以及研究成果应用与推

广。

将建成国际中医药高血压防治联盟。进行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诊疗标准的方法学研

究、制定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诊疗标准、推广中医药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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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平台

本方向依托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眼科研究所、山东

中医药大学眼科与视光医学院，是国家首批临床重点专科-眼科、国家级重点学科-中

西医结合临床、国家级视觉分析三级科研实验室等，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分

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眼科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单位。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眼视光医学专

业。

将重点建设眼视光学山东省重点实验室，为免疫性眼病发病机制及中西医结合干

预、青少年视力低下中西医综合防治、晶状体疾病发病机制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

视网膜疾病的发病机制及中西医结合防治领域提供设备及技术支持。

（三）产出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经过 5年建设，使学科能在 2-3个主要研究方向上取得重大突破，获得 2项以上

国家级科技奖励、5-10项省部级奖励，1项以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推进现代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发展与创新，取得原创性学术成果

发现愤怒、郁怒情志致病机制完整证据链，在细胞、分子层次上揭示肝主疏泄的

生物学机制。创建现代中医基础新理论，出版国内外首部学术专著《现代中医基础理

论》，发表高水平 SCI论文，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2项以上。创立现代中医肝藏象理

论，发表海内外专家联名“现代中医肝脏象理论”专家共识；率先建立经前烦躁障碍

症（PMDD）肝气逆/郁病证结合大鼠模型造模技术与模型评价技术标准；开展 PMDD 肝

气逆/郁两证国际诊疗标准研究，促进“PMDD 肝气逆/郁两证诊疗标准”跻身国际学术

前沿。

2. 引领中医药文献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的国际传播

（1）建成国内一流的中医药文献与文化研究与传播基地，建立中医药古籍保护

与研究利用共性技术规范和中医学术传承发展标准体系，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水平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取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励 1项。

（2）建立国内一流的中医药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探索建立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的新模式，重点研究和解决中医药传承创新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

传播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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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挥针灸推拿优势，完善针灸、外治及康复临床规范

制定中医外治疗法操作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中医外治方法治疗多种原发性痛

经、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排卵障碍性不孕症 3个优势病种的规范化诊疗方案；创新

对慢性病残的康复治疗思维，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医康复诊疗评价体系；获得发明专利

5项以上。

4. 做好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

（1）致力于探索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的研究。

围绕心脑血管病学术前沿，开展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的

研究形成 8-12项诊疗规范、2个以上新药、10-15个院内制剂。

（2）科研项目成果鉴定达到国际或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获 1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5-8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5. 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构建诊疗体系

（1）构建中西医结合眼科防治研究创新平台，进一步明确中西医结合眼科相关

疾病的发病机制，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机制和运用中西医干预方法，形成一批原始创

新和集成创新成果。

（2）筛选中药有效组分和有效成分，提高中药活性成分含量，增强用药安全性，

完成苁蓉明目颗粒和清火柔肝明目颗粒药效物质，从整体动物、分子生物学、细胞等

角度，阐明其药效特点和作用机制。

（3）以临床中常见的致盲眼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作为研究重点，取得 3-5

个院内制剂，8-10项发明专利，10-15篇高水平 SCI论文，1项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

1项国家教学成果奖，1-2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四）培养高素质中医学创新人才

1. 建立中医特色的教学、科研和临床紧密结合的教学体系，以科研带动专业建设，

促进学科发展

依托重点应用型专业建设优势，充分发挥中医学专业的核心引领作用，以科研成

果带动促进提升临床、健康管理类专业群建设水平；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

创办“扁鹊班”为试点，坚持传统与开放、传承与创新，推进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建

设，努力培养中医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注重教学与临床结合，积极开展临床实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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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和临床技能水平；大力推动开展 PBL、形成性评价、对

分课堂等教学改革，加强网络资源和云课程的建设，以各种媒体手段充实完善教学资

源，促进教学资源的建设；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本学科科研的最新成果和大量第一

手资料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科研工作中，在政策制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做好 SRT、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等各项活动的支持引导，从各方面为学生参加科研工作提供保障。

2. 强化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坚持以人才为核心，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支撑的学科发展战略，以高水平中

医学研究为支撑，推行创新驱动的培养理念，强化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

加强研究生的学术交流，采用研究生学术论坛、学术专业委员会年会、国内外知

名专家校内讲等各种形式，促进导师和研究生了解中医学研究最新学术前沿，感受科

研氛围，不断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以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针对我校中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培

养要求，紧密结合临床，坚持以临床实践能力为导向，强化临床相关课程，加强操作

技能的培训，更新研究生专业系列课程，为我校中医学发展提供一批高素质人才。

通过 5 年建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励 1 项以上，省部级教学奖励 10 项以上，

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国内中医学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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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预期建设成果

2-3-1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1）建立肝藏象理论国际标准

通过对肝藏象生理病理的深入研究，发现愤怒、郁怒情志致病机制完整证据链，

在细胞、分子层次上揭示肝主疏泄的生物学机制。阐明肝主疏泄的科学内涵，提出“肝

主疏泄脑中枢功能定位及其调控机制”理论假说，发表高水平 SCI论文，从而促进肝

藏象研究跻身国际科学前沿。

（2）建立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分支，推动中医基础现代教育创新

撰写出版《现代中医脏象学》、《现代中医病因发病病机学》与《现代中医疾病防

治原则原理学》三部学术专著，奠定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三个学科分支的理论基础。

并开展现代中医基础理论与其学科分支系列创新教材建设，推动中医基础现代教育创

新。

（3）实验动物模型客观规范化获得突破

采用现代科学的各种客观化指标去指导和评价造模过程；建立的符合中医特点的

实验动物肝藏象、脾藏象病理模型及评价体系深入机制，科学阐释肝藏象、脾藏象生

理及病理的现代生物学内涵。

（4）建成国内一流的中医药文献与文化研究与传播基地，建立中医药古籍保护

与研究利用共性技术规范和中医学术传承发展标准体系，《中华医藏》编纂整理取得

重大突破，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建立国内一流的中医药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探索建立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的新模式，重点研究和解决中医药传承创新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

传播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建立中医外治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拓展脐疗、督灸疗法、耳穴综合疗法、

项七针等国家卫生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打造国际一流的外治方法技术服务平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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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治方法技术国际推广应用，为中医药国际发展服务。

（7）制定中医外治疗法操作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外治

疗法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制定中医外治方法治疗多种原发性痛经、腹泻型肠易激综合

征、排卵障碍性不孕症 3个优势病种的规范化诊疗方案。

（8）以现代康复理论为基础，充分挖掘中医康复理论和技术，创新对慢性病残

的康复治疗思维，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医康复诊疗评价体系。

（9）以临床中常见的致盲疾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作为研究重点，构建中西

医眼科创新平台，进一步明确中西医结合眼科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在基因组学、代

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筛选葡萄膜炎和青少年视力低下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和致病基因，

以及采用系统生物学研究药物治疗葡萄膜炎和青少年视力低下的作用机制和运用中

西医结合方法开发提高大脑的视觉分析系统的潜能，利用活体微透析检测大脑神经递

质的种类和量的变化，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青少年视力低下的作用机理等。进一步发

挥眼科专业优势，增建技术先进、特色鲜明的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2-3-2团队建设成果

以中医学学科发展为核心，建设高水平中医学研究团队。拟引进或培养院士、千

人计划人才、长江学者学术水平高层次人员 4人以上；培养省级以上科研创新人才 2

人以上，后备学术带头人 30名以上；培养博士后、国外进修访问学者 20-30人；省级

以上教学名师 5人。实现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等高层次人才 1人以上突破。在项目执行期内，争取建设中医基础理论传承与创

新、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等高水平国家级科研创新团队和教

学团队 2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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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平台建设成果

将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成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

建成山东省中医诊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成山东省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建成中医药产业孵化基地；

建成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

2-3-4标志性成果目标

1. 将中医学学科建成国内一流学科，使本学科总体排名进入学科排名前10%。

2. 中医基础理论传承与创新、中医药文献资源信息化与国际传播、中西医结合眼

病防治关键技术等研究方向获得国家科技奖励2项以上，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2项以

上。

3. 建设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医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眼病防

治工程技术中心等3个以上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4. 建设中医基础理论传承与创新、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标准与技术推广

等 2个以上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高水平学术创新团队。

5. 中医学教学改革与创新、眼视光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研究生教育获得 1项以上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0项以上省级教学成果奖。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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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6

初步开展研究团队整合与建设，在中医基础理论传承与创新方向上培养

乔明琦教授院士后备人才 1名，省级以上科研创新人才 1人，重点培养后备

学术带头人 6-8 名；

做好培养博士后培养，为 1-2 名国外进修访问学者提供经费支持，做好

教学名师筛选工作，重点培养医史文献研究方向国家级优秀教师 1名；

做好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技术山东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山东省中医经方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技术等相关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条件

调研，制定建设计划；

培育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领域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开展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山东省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

心、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及中医药

产业孵化基地等中心和平台的建设调研工作，制定工作计划；

以中医学专业群为核心，带动提升临床、健康管理类专业群建设水平，

开展教学体系改革；

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创办“扁鹊班”为试点，带动提升临床、

健康管理类专业群建设水平；

开展中医基础理论方法学 SOP 创新平台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讨论完善科研奖励机制，做好各项课题申报工作；

做好院内制剂的研发及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开展健康科普及义诊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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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开展学科研究团队建设，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病

引进高层次人才 2人以上；引进中西医结合免疫学方向学科带头人 1名，组

建研究团队；

培养李运伦教授、李可建教授成为省级以上科研创新人才，重点培养后

备学术带头人 6-8 名；做好培养博士后培养，为 3-5 名国外进修访问学者提

供经费支持，做好教学名师培养及后备科研、管理人才储备等工作；

初步完善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技术

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山东省中医

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技术等相关重点实验室的研究

条件，购置实验室急需的一批先进仪器设备；

初步开展针灸推拿康复实训中心、山东省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中医

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及中医药产业孵化

基地的申请和建设工作；

初步开展中医基础理论方法学 SOP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做好中医学

专业群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

设；

开展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强化科研奖励机制，做好省部级以上科研申请工作；

开展相关行业标准制定前期准备工作，做好社区服务、义务筛查、基层

医疗人员的培训等工作；

做好论文撰写及专利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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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完善研究团队，扩充团队人才队伍规模；

引进针灸康复学方向、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方向高层次人才 2人以上；

培养省级以上科研创新人才 1人，重点培养后备学术带头人 6-8 名；邀请国

内外知名专家 5-10 人进行学术报告和研究指导；

做好培养博士后培养，为 3-5 名国外进修访问学者提供经费支持，做好

教学名师培养工作。派出青年学术骨干 2-4 人出国研修，拓展国际化视野；

进一步改善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技

术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山东省中

医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技术等相关重点实验室的研

究条件，购置实验室急需的一批先进仪器设备；

继续开展全国中医药临床诊疗中心、山东省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中

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及中医药产业孵

化基地等的建设工作；

强化中医基础理论方法学 SOP 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西医结合基

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继续开展全国中医药临床诊疗中心、山东省眼病

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高血压国家临床研

究中心及中医药产业孵化基地等的建设工作；

以中医学专业为核心，大力推进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努力培养中

医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数量扩大的同时注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

升；

深入开展相关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开展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诊疗标准的制

定研究；

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做好社区服务、义务筛查等工作，开展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

做好论文撰写及专利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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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深入开展团队建设，培养省级以上科研创新人才 1人，重点培养后备学

术带头人 6-8 名；做好培养博士后培养，为 2-4 名国外进修访问学者提供经

费支持，做好教学名师培养及申报工作；

做好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准备工

作；进一步改善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技术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山东省中医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西医结

合眼病防治技术等相关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条件，购置实验室急需的一批先进

仪器设备；

深化开展全国中医药临床诊疗中心、山东省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中

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及中医药产业孵

化基地等的建设工作，改善实验研究条件；

进一步完善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以中医学专业为核

心，大力推进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努力培养中医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加强研究生培养建设，做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质量显著提升；

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做好社区服务、义务筛查、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等工作，开展心脑血管

疾病中医诊疗标准的技术推广；

做好论文撰写及专利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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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完成团队建设，培养省级以上科研创新人才 1人，重点培养后备学术带

头人 6-8 名；做好培养博士后培养，为 1-2 名国外进修访问学者提供经费支

持，做好教学名师培养及申报工作；

建设国家级或部委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1-4 个。中医药经典理

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获得批准；完善中西医结合肿瘤

防治技术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实验室、山

东省中医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技术等相关重点实验

室的研究条件，购置部分先进仪器设备；

建设开放型中西医结合研究实验平台，进一步完善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形成中医学专业为核心完整高效的教学模式和课程体

系，服务于中医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优化本科、研究生教学新体系；

建设完成全国中医药临床诊疗中心、山东省眼病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中

医药国际文化传播新型高校智库、高血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及中医药产业孵

化基地等中心及研究平台；

完成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关键技术和体系构建；

继续开展社区服务、义务筛查、基层医疗人员培训等工作，深入开展心

脑血管疾病中医诊疗标准的技术推广；

做好论文撰写及专利申请工作。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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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6

平台条件建设费 2700万
（包括仪器设备购费 2600万，完善细胞生物学平台，建设免疫代

谢平台，建设经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仪器维护费 100万）

梯队建设费 200万
（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200万）

人才培养经费 100万
（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 100万）

科研活动费 300万
（科学研究费 240万、SCI版面费、专利申报等 60万）

日常费用 200万
（包括组织参加学术会议费 80万、差旅费 60万、其他科研费用等

共 60万）

3500

（其中学

校匹配

1000）

2017

平台条件建设费 1800万
（包括仪器设备购费 1500万，其中教学设备 500万，建设研究生

创新培养平台，仪器维护费 300万）

梯队建设费 700万
（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 500万、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200万）

人才培养经费 300万
（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 100万、国内外联合培养 200万）

科研活动费 300万
（科学研究费 150万、SCI版面费、专利申请费等 50万）

学术交流合作费 200万
（举办或参高层次国际性会议 140万、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讲

座 60万）

日常费用 200万
（包括组织参加学术会议费 80万、差旅费 60万、其他科研费用等

共 60万）

3500

（其中学

校匹配

1000）

2018

平台条件建设费 1600万
（包括仪器设备购费 1400万，仪器维护费 200万）

梯队建设费 500万
（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 300万、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200万）

人才培养经费 200万
（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 100万、国内外联合培养 100万）

科研活动费 300万
（科学研究费 150万、SCI版面费、专利申请费等 50万）

学术交流合作费 200万

3000

（其中学

校匹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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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或参高层次国际性会议 140万、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讲

座 60万）

日常费用 200万
（包括组织参加学术会议费 80万、差旅费 60万、其他科研费用等

共 60万）

2019

平台条件建设费 1600万
（包括仪器设备购费 1400万，仪器维护费 200万）

梯队建设费 500万
（人才培养 300万、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200万）

人才培养经费 200万
（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 100万、国内外联合培养 100万）

科研活动费 300万
（科学研究费 150万、SCI版面费、专利申请费等 50万）

学术交流合作费 200万
（举办或参高层次国际性会议 140万、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讲

座 60万）

日常费用 200万
（包括组织参加学术会议费 80万、差旅费 60万、其他科研费用等

共 60万）

3000

（其中学

校匹配

1000）

2020

平台条件建设费 1000万
（包括仪器设备购费 800万，仪器维护费 200万）

梯队建设费 300万
（高层次人才培养 200万、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100万）

人才培养经费 200万
（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 100万、国内外联合培养 100万）

科研活动费 200万
（科学研究费 100万、SCI版面费、专利申报等 100万）

学术交流合作费 200万
（举办或参高层次国际性会议 140万、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讲

座 60万）

日常费用 100万
（包括组织参加学术会议费 60万、差旅费 40万）

2000

（其中学

校匹配

100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和其他渠道的经

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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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是开展我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工作、监督检查管

理、考核评估验收的重要依据。任务书一式 3 份，依托学校 1 份，

省教育厅 1 份，省财政厅 1 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6 年 月 日 2016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