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医发 (⒛16)334号

大连医科大学关于公布⒛Ⅲ年度校级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⒛14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立项课题结

题与验收工作的通知》精神, 2014年度共验收 110项校级教改

立项课题,其 中 86项课题提出结题验收申请,23项提出延期结

题申请,1项取消。经专家组评审、学校审核,批准⒕ 项项目通

过验收,12项项目暂缓结题。现将验收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

通过验收的项目请将研究成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培育

教学成果。暂缓结题和申请延期结题的项目列入⒛15年校级本科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其主持人所在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与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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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zO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

名单

2.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暂

缓结题及申请延期结题名单

3.201在 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政革研究项目撤

销名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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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属院系

1 DYLX14B38 形成性评价方法在微生物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吴大畅 基础医学院

2 DYLX14B01 “寓教于研，寓研于教”教学方法探讨 李韶 基础医学院

3 DYLX14B02 融合MOOC理念的解剖教学手段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李岩 基础医学院

4 DYLX14B03 机能实验学课程整合改革的设计与实践 徐静 基础医学院

5 DYLX14B04 医学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程晓馨 基础医学院

6 DYLX14B05 七年制医学遗传学科研型实验教学改革 张开立 基础医学院

7 DYLX14B07 系统整合课程与执业医师考试相融合，培养卓越医学人才 李爱萍 基础医学院

8 DYLX14B08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开放式实验教学研究 徐跃飞 基础医学院

9 DYLX14B10 深化循环系统整合课程及其PBL的教学改革 贾玉杰 基础医学院

10 DYLX14B11 PBL教学模式在消化系统整合课程整合中的应用探索 李骢 基础医学院

11 DYLX14B13 学研融合的医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樊建慧 基础医学院

12 DYLX14B15
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促进基础医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及

应用
孔力 基础医学院

13 DYLX14B37 生物医学实验技术分级标准的建立 辛毅 基础医学院

14 DYLX13096 血液与免疫系统整合课程 李  芳 基础医学院

15 DYLX13035 加强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 徐跃飞 基础医学院 

16 DYLX14B62 模拟教学与PBL联合教学法在外科学临床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王寿宇 第一临床学院

17 DYLX14A10 以人文教育和循证医学为内涵提升青年教师临床教学能力     段志军 第一临床学院

18 DYLX14A11 PBL结合TBL教学法在临床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张雪扬 第一临床学院

19 DYLX14B53 循环内科多模式教学评估模型的建立与研究 路岩 第一临床学院

20 DYLX14B56 多模式教学在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 孙晓培 第一临床学院

21 DYLX14B57
基于精品课程平台的PBL与CBS教学法相结合在内科学教学中的

探索与实践
李艳霞 第一临床学院

22 DYLX14B58 PBL自主学习教学方法在系统整合课程中的应用 刘丹 第一临床学院

23 DYLX14B59 器官系统整合课程的医学影像学教学方法研究 刘爱连 第一临床学院

24 DYLX14B63 拍摄案例情景剧在PBL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林冬梅 第一临床学院

25 DYLX14B74 护理临床教学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郑英花 第二临床学院

26 DYLX14B64 耳鼻咽喉医学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 孔慧 第二临床学院



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属院系

27 DYLX14B65 借助巴特林小组培训模式提高护理教学质量的研究 董建俐 第二临床学院

28 DYLX14B66 TBL教学模式在护理本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关红 第二临床学院

29 DYLX14B67 基于CDIO模式的本科护生内科护理学的教学研究 沙丽艳 第二临床学院

30 DYLX14B69 多元化临床诊断学PBL教学模式的应用及学生适应性研究 闫晓莹 第二临床学院

31 DYLX14B71 临床学习环境对护理本科生核心能力发展的影响 张善红 第二临床学院

32 DYLX14B73
将案例教学法(CBL)与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BL)联合英语教

学应用于骨科的临床教学
王鸿飞 第二临床学院

33 DYLX14B31 基于PACS平台的医学影像实验教学方法的研究 刘铁利 教务处

34 DYLX14B51 非直属附属医院建设与地方医院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 孙国超 教务处

35 DYLX14A01 理论教学中大学生科学素质培养的实证考察和国际比较研究 吴云红 公共卫生学院

36 DYLX14B16 “医法”复合人才实践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阚凯 人文学院

37 DYLX14B34 续贯多元化教学手段在精神病学教学中的应用 周世昱 人文学院

38 DYLX14B18 医学生法律素质养成的探索与实践 石悦 人文学院

39 DYLX14A08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 姜兰姝 人文学院

40 DYLX14B17 医学生对医学人文教学认知的调查研究 孔祥金 公共卫生学院

41 DYLX14B19 预防医学专业课教学科研相融合的探索与研究 朴丰源 公共卫生学院

42 DYLX13036
以科研模块化教学强化预防医学专业“学-研”型综合人才培

养
刘晓晖 公共卫生学院

43 DYLX12028 信息量思想在七年制学生科研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刘启贵 公共卫生学院

44 DYLX13004
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

究
陈俊峰 公共卫生学院

45 DYLX13060 实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方法创新研究与应用 李秋娟 公共卫生学院

46 DYLX14B35 TBL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曾德建 护理学院

47 DYLX14B36 基于元认知策略的护理本科生教学范式重构 陶巍巍 护理学院

48 DYLX14A09 基于课程整合的临床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苏红 继续教育学院

49 DYLX14A02 医学检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建设与实践 左云飞 检验医学院

50 DYLX14B22 CBL结合EBM教学模式在口腔临床实习中的应用 左恩俊 口腔医学院

51 DYLX14B23 PBL结合CBL及TBL教学法在口腔临床见习中的应用 李晓杰 口腔医学院

52 DYLX14A03 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探索与实践  于萌 研究生院

53 DYLX14B26 将人文素质培养融入药理学TBL教学的探索 姚继红 药学院



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属院系

54 DYLX14B27 立足多元化教学模式开展器官系统整合课程 金越 药学院

55 DYLX14B28 药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机制及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 孟强 药学院

56 DYLX13024 医学院校计算机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肖峰 现教部

57 DYLX14B29 医艺生辉——艺术设计教学跨界探索与成果转化研究 曹健丽 艺术学院

58 DYLX13044 服装立体造型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刘志瑾 艺术学院

59 DYLX13028 装饰艺术设计课程建设与创新研究 袁德尊 艺术学院

60 DYLX14B43 个体化体育教学与课程模式改革的实践研究 王文成 体育教研部

61 DYLX14B44 构建学生体质健康指导干预模式的教学实践 姜媛媛 体育教研部

62 DYLX14B45
大连医科大学体育教学改革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安丽娜 体育教研部

63 DYLX14A05 英语课程对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影响研究 李响 外语教研部

64 DYLX14A06 基于人文素养培养的辽宁省医学院校英语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于美娜 外语教研部

65 DYLX14A07 ESP趋势下医学英语教师培训的实证研究 陈红锐 外语教研部

66 DYLX14B39 基于PBL与TBL双轨教学法的医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研究 黄靓 外语教研部

67 DYLX14B40 医学生英语写作教学中PBL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杜晓冰 外语教研部

68 DYLX14B41 ESP框架下医学英语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建立 张琳 外语教研部

69 DYLX14B47
高等医科院校医学生人文素养评估问题研究——以模糊综合评

估法为视角
于泉蛟 马克思主义学院

70 DYLX14B48 “概论”课立体式专题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   刘兵 马克思主义学院

71 DYLX14B49 医学图书馆人文艺术阅读中心的建设与研究 郑毅 图书馆

72 DYLX13080 教学多媒体资源网络服务平台建设 王  馨 图书馆

73 DYLX14B50 大连医科大学《医患沟通学》课程建设研究 杨阳 杂志社

74 DYLX13076 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基础，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刘  佳
医学教育研究所



附件2：

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暂缓结题及申请延期结题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属院系 评审情况

1 DYLX14B09
基于PBL的TBL教学模式在七年制医学遗传学教学

中的探索
刘晓宇 基础医学院 暂缓结题

2 DYLX14B12
以GMER为目标的PBL教学模式在留学生病理生理

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张彩华 基础医学院 暂缓结题

3 DYLX14B54
案例模拟教学竞赛平台在实习护生临床技能培训

考核中的应用  
张娜 第一临床学院 暂缓结题

4 DYLX14B61
TBL 联合LBL 在心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与

研究
王少鹏 第一临床学院 暂缓结题

5 DYLX14B72
构建医患沟通与CBL教学整合模式培养卓越医生

的研究与实践
刘海霞 第二临床学院 暂缓结题

6 DYLX14A12 患者安全理念下护生临床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姜秋红 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暂缓结题

7 DYLX14B75 非直属附属医院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李竞玮 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暂缓结题

8 DYLX13048
以培养卓越医师为导向的卫生法规课程教学范式

重构
宁岩 公共卫生学院 暂缓结题

9 DYLX13009
以化学课程教学为载体的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研究与实践
李发胜 检验医学院 暂缓结题

10 DYLX14B21 强化临床前口腔医学生与患者沟通能力的培养 史春 口腔医学院 暂缓结题

11 DYLX14B25 互助合作学习在口腔职业教育模式中的初探 丛蔚 口腔医学院 暂缓结题

12 DYLX14B4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 我

校七年制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范璐 外语教研部 暂缓结题

13 DYLX14B06
基于提高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CBL教学在医学

微生物学教学中的构建
曹婧 基础医学院 申请延期

14 DYLX14B14
医学新教学模式下生物化学课程与教材体系的建

设与实践 
燕秋 基础医学院 申请延期

15 DYLX14B32 卓越型本科麻醉医生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闻庆平 第一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16 DYLX14B33 形成性评价在麻醉学专业教育中的应用 胡劲杨 第一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17 DYLX14B55
临床妇产科医学生实践技能多元化教学结合客观

结构化考试模式的研究 
严滨 第一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18 DYLX14B60
“临床路径”式教学法在本科新护士岗前培训中

的应用研究
贾立红 第一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19 DYLX13056
“通科+专业+专科”递进式麻醉学专业实习教育

新模式
胡劲杨 第一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20 DYLX14B68
PBL教学模式联合流程演练在急诊临床实习中的

应用
隋韶光 第二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暂缓结题及申请延期结题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属院系 评审情况

21 DYLX14B70 培养具备人文素质的临床实用型眼科人才的探索 赵琪 第二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22 DYLX12022
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为导向的临床实习阶段本科

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
辛世萌 第二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23 DYLX13062
PBL教学模式在本科临床专业影像教学中的应用

、评价与管理
沙  琳 第二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24 DYLX13066
注重形成性评价的外科学实习带教新模式的研究

与探索
李新宇 第二临床学院 申请延期

25 DYLX14B76
依托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神经病学临床教学

的改革与实践 
程学英 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申请延期

26 DYLX13091 医学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 程繁银 公共卫生学院 申请延期

27 DYLX14A04 以微信为平台开展护患沟通训练：移动学习研究 李晓环 护理学院 申请延期

28 DYLX13010 国内外免疫检验教学内容及模式比较 陈  晨 检验医学院 申请延期

29 DYLX14B52
PBL案例式双轨模式教学法在实验诊断学实验教

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刘奔 教务处 申请延期

30 DYLX14B20
导师制下口腔医学生自主学习及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金海威 口腔医学院 申请延期

31 DYLX14B24 多种教学模式在口腔正畸教学中的应用 杨茜 口腔医学院 申请延期

32 DYLX13003 口腔医学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牛卫东 口腔医学院 申请延期

33 DYLX13021
导师制下口腔医学生多元化创新自主学习培养模

式的实践与研究
金海威 口腔医学院 申请延期

34 DYLX13068 口腔组织病理学实验教学革新 朱  蕾 口腔医学院 申请延期

35 DYLX14B46 大学公共体育教学对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研究 刘冬柏 体育教研部 申请延期



附件3：

2014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撤销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所属院系

1 DYLX14B30 留学生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实践 李琦 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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