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医发 〔⒛17)78号

关于⒛1T年度大连医科大学
校级教学改革研究立项的通知

各部门:

按照《关于开展 ⒛17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
项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经个人申报、部门组织专家评审推荐 ,

学校组织专家评审答辩并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了⒛17年度大连医
科太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报如下:

一、立项结果
2017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共计 91项 ,其 中

重大招标项目2项 (下设子课题 7项 ),重 点项目6项 ,一般项目
78项 (其 中包括中西医结合专项 18项 ),项 目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管理
1.校级教研项目立项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 (含立项年)。 重

大招标项目学校资助每项课题 3万元,重点项目学校资助每项课
题 0.4万元,一般项目学校资助每项课题 0.2万元,资助费用主

要用于教改论文发表版面费,需在立项建设期内使用完毕,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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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收回。立项建设期内,无故不能完成研究任务或中止的项目,

按规定予以撤销,追回已拨经费,并对未来所在部门立项数目有
所影响。

2.校级教研项目实行两级管理。学校负责校级教研重大招标
项目、重点项目和部分一般项目的组织遴选、立项建设和结题验
收。各部门负责一般项目的评审推荐、过程管理、年度考核和督
促检查指导,并将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
中。为保证研究质量,校级教研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由 学校
统一组织,委托各部门进行。

3.校级教改项目实行主持人负责制度,包括项目的调研论
证、方案设计、成果总结、实践应用和经费使用等工作。项目组
成员在立项建设期间内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对 因工作变动等原因
不能继续研究者,需经部门同意,报学校审批。

三、立项要求
1.各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支持工作,为 项目出成

果、上水平、见效益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
2.项 目单位及主持人要按照项目管理要求,尽快召开项目组

全体成员会议,制 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3.项 目单位在课题研究中要突出创新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

各项目的优势,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提交高水平,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

附件:⒛ 17年度大连医科太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单

大连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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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单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主持人所在部门 项目级别

DYZB17001
高等医学院校基础医学阶段理论
教学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的现状
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

朱亮

李骢、姚齐颖、戈碧影、郝
明、李树壮、宋波、孙艺平
、付元山、樊建慧、于德钦
、穆靖洲、田象阁

基础医学院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B17002
临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深度
融合

尚东
卢书明、杜建玲、李春艳、
易桂兰、张金宝、武寒冰、
程琦

第一临床学院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B17003
岗位胜任力导向的医学基础教学
与临床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

孙国超
尹剑、杨宏爱、张俊、刘薇
薇、朱亮、张旭、张维升、
吴佳颖、谷雪明、张晶辉

教务处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B17004
医学院校转型发展背景下护理人
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沙丽艳
史铁英、卢建文、尹兵、尹
伟、吴玉兰、孙莉、张建华

护理学院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B17005
医学院校转型发展背景下法学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石悦
赵明杰、荣振华、阚凯、陶
然、史蕾、方安安、杜萱、
赵林、毕琳琳、王安富

人文学院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B17006
医学院校转型发展检验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刘辉
赵岩、李士军、孙素娟、白
天语、刘纯青、宋来玉、黄
晓华、李杭、綦霞

检验医学院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B17007
医学院校转型发展背景下艺术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毅
孙家迅、袁德尊、刘志瑾、
张志明、林柏枝、何牧

艺术学院
重大招标项目子

课题

DYZD17001 大健康产业背景下创业教育研究 吴斌
王云鹏、谢剑炜、徐萍、包
蕾、庄璐、曹健丽、孙鲜策
、孙琦、谭利佳

艺术学院 重点项目

DYZD17002
互联网+教学模式下的《外科护
理学》课程建设

刘卫
孙晓红、李巍、田薇、赵静
晗、隋杰

第一临床学院 重点项目

DYZD17003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跨区域、跨
学科联合教学在内科护理学中的
应用研究

郑英花
曹艳佩、陶巍巍、曲鹏、严
艳、王镇山、张善红、杨春
梅、纪慧丹、张璐、张策

第二临床学院 重点项目

DYZD1700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新模
式研究--以接续性军训成果强化
为依托

钟凤宏
马英、王兰英、何杰、邹明
明、孙蕾、林江、常海波、
周美、钟鸣

学生处 重点项目

DYZD17005
基于SPOC平台的医学院校计算机
教学资源与建设

王建

张兵兵、肇恒宇、张特来、
刘芳、季晓玉、王宏伟、刘
素丽、张燕妮、李林朋、张
超、初万江、肖峰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重点项目

DYZD17006
“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继续教
育模式探索

苏红
王晓辉、刘启贵、崔乔礼、
刘冰冰、李昆、高玉仁

继续教育学院 重点项目

DYLX17001
医学虚拟实验在医学系统整合课
程中的应用

李骢
王丽、李华军、王阳、马海
英、黄玉红、王晓炜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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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主持人所在部门 项目级别

DYLX17002
内分泌系统课的“互联网+”教
学模式探索 

吴雪飞
李树壮、付元山、刘丽红、
赵慧、赵志英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3
基于人体解剖学绘图大赛探索大
学生创新精神培养的新模式

隋鸿锦
于胜波、迟彦艳、张健飞、
张俊、苍健、赵欣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4
知难行易：以科研训练培养本科
生的创新思维 

李韶
赵杰、杨进益、张月、戈碧
影、李娜、吴琼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5
基于 “互联网+”进行机能学混
合教学模式改革

徐静
孙艺平、穆靖洲、刘克敏、
徐红、戴淑芳、宫德正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6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对医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刘克敏
徐静、宫德正、戴淑芳、傅
雷、徐红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7
基于本科生导师制的个性化人才
培养研究与探索

吴大畅
辛毅、姜涛、侯洁、张翠丽
、陈杨、李炜玲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8
基于建构主义的分子生物学理论
教学模式探讨

陈杨
冯斌、徐晖、吴大畅、王佳
、赵子楠、辛毅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09
从临床角度出发以虚拟和人体实
验为途径的实验教学改革

李华军
文姝、郭艳杰、张彩华、刘
银辉、刘磊、张伟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0
基于自媒体平台的名师型课程教
学的建立和应用

淳璞
隋鸿锦、傅重阳、郑楠、李
菲菲、李潺、马希达

基础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1
TBL高端模拟教学与典型病例相
结合在急诊创伤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康健
龚平、李楠、任延波、李永
宁、杨娑娑、刘辉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2
“5+3”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下
临床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梁丽娜
杜建玲、吕海辰、王英德、
孟华、李琦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3
高校教育供给侧视域下的实习护
生护理非技术技能培训方案的研
究

刘常莉
刘永宁、张轶姝、李宝珠、
姜桐桐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4
基于案例教学的翻转课堂在临床
实习阶段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史春虹
刘丹、刘岩、孟华、于嘉澍
、蔡润策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5
本科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史铁英
孙莉、刘瑶、李艳娇、蔡英
杰、高冉、姜桐桐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6

ISO15189质量体系要素融入临床
路径教学法对检验医学实习生能
力的培养

王贞
杨冬、杨宁、许朝晖、于淼
琛、曹盛吉、袁晓阳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7
医学人文素质培养在妇产科临床
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杨志海
石红、张新宇、张晓雯、严
滨、王敬民、周抒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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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主持人所在部门 项目级别

DYLX17018
PBL教学法结合客观结构化临床
考试在骨外科临床见习中的应用
研究

张德强 张维升、宗军卫、郑希福 第一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19
实景式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临床
教学模式研究                 

易力
李晓红、孙国超、李永旺、
祁煜、顾英

附属大连市友谊
医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0
消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张巍巍 
解祥军、许琳、耿长新、马
晓莹、李媛、曲海霞

青岛市市立医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1
TSP教学法在临床本科护理教学
的应用与研究

田  丽
关红、赵永娟、王颖、郭中
献、陈莉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2
科研统计新工具的开发及在教学
中的应用——医学统计路径的网
络整合 

张  策
陈淑良、常红、姜鹏、张福
海、孙藤芳、张丹鹿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3
高仿真场景模拟培训在急诊临床
实践教研学中的应用

朱丹丹
严艳、王莉莉、隋韶光、曹
丽华、宋贵军、杜鑫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4
扩展技能循环圈理论在Nursing-
Mini-CEX培训中的应用

张善红
王丽娜、张建华、陶薇薇、
李适、李娜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5
移动学习与PACS/RIS系统结合在
核医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于  璟
郭冬梅、田爱娟、袁欣、鹿
麟、贺梦子、张加男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6
SPOC网络平台在临床护理教学改
革中的实践与研究

张  臻
王秋节、吴雪影、李忠艳、
黄丽红、杨婷、罗岩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7
微信辅助PBL在语言康复带教中
的实践

胡守玉
梁丽娜、郑金玲、周丹、倪
夏夏、陈红梅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8
形成性评价在内科学实习带教模
式的研究与探索

孙  健
慕俐君、文加斌、李伟平、
王媛、王纪文、陈雪瑜

第二临床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29
“导师制”在医学生实践教学阶
段影响职业精神的比较分析

李作洪
邹飒枫、李竞玮、张琮、梁
珊、王丽、闻德亮

大连市中心医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0
PBL与VR结合式临床技能教学的
研究与实践

纪煜航
王馨悦、尹兵、高宇昕、栾
依泽、李振华、蒋德涛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1
医学生“敬畏生命”理念的培养
理论及实践探索

孙宏亮
姜兰姝、杨阳、齐迹、王亮
、曲慧、修丽华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2
应用性转型背景下的法学专业教
学改革研究

杜萱
石悦、王越、阚凯、陶然、
赵文燕、王安富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3
新形势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思想政
治素质培养与提升路径研究

张威
李秀华、盛海英、程现昆、
刘兵、朱延明、胡英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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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主持人所在部门 项目级别

DYLX17034
医学生“反思—批判”思维方式
培育问题研究

于泉蛟
程现昆、王书梅、王玲、姜
林林、李斌、赖传辉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5
PBL联合病例研讨会教学法在口
腔外科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寇霓
马国武、李武伟、杨柳、唐
沛妍、李晓杰、金冬

口腔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6
基于口腔医学本科生导师制的
SRT培养模式的探索

李多
牛卫东、史春、王丽娜、白
桦

口腔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7
CBS教学法在循证医学教学中的
改革与实践

陈欣
孙鲜策、高晓虹、李晓枫、
马莉、刘启贵、程然

公共卫生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8
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学科研
融合教学模式改革路径与对策

张莹
陈玺亦、陈俊锋、张艳、张
铎龄、郑婷婷、邱平

公共卫生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39
改革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适应
社会发展需求

王长远
韩旭、许丽娜、孟强、刘磊
、朱艳娜

药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0
药学工作模式转变背景下临床药
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构
建

孟强
王长远、马晓东、刘克辛、
孙鹏远、刘志浩

药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1
“互联网+”视域下护理学专业
基于创客理念的教学模式研究

陶巍巍
史诺、张秀杰、陈正女、邹
健、余一彤

护理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2
“互联网+”视域下网络教育实
践探索——以养老护理员培训为
例

史诺
邹健、韩炜、曾德建、唐沛
妍

护理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3
以问题为导向的《医用物理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丁晓东
盖立平、陈艳霞、王桂莲、
王礼、孙福伯、李杭

检验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4

MOOC对国际化背景下卫检专业微
生物检验课程体系优化作用的研
究与实践

宋来玉
刘纯青、赵宝霞、綦霞、李
发胜、罗红、刘辉

检验医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5
转型背景下艺术专业实践教学改
革及实验室管理研究

林柏枝
李毅、孙家迅、刘志瑾、袁
德尊、迟晓阳、李歆羽

艺术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46
基于语料库的供给侧改革在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

宋茜
单丽雯、姜晓瑜、侯艳、朱
晓琳、崔巍祎

外语教研部 一般项目

DYLX17047
信息技术背景下研究生医学英语
教学的改革和实施

赵颖
陈红锐、于洋、杨晓华、张
桂英、孙燕、赵子然

外语教研部 一般项目

DYLX17048
生命教育视域下大连医科大学体
育课程发展与实践研究

安丽娜
潘晓兰、赵志强、杨飞、隋
健雄

体育部 一般项目

DYLX17049
融入临床一贯式医患沟通课程教
学模式探索

邹明明
赵明杰、汪丽聪、王敬民、
孔祥金、姜莹

杂志社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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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主持人所在部门 项目级别

DYLX17050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医
学院校教师队伍国际化建设研究

韩记红
杨柳、唐沛妍、周洋、李景
山、林杨、刘颖

人力资源部 一般项目

DYLX17051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赵海艳
姜平、邵淑娟、王寿宇、王
云鹏、杨威、王刚

研究生院 一般项目

DYLX17052
以课程国际化建设促进我校MBBS
教育与国际接轨

宋波
燕秋、李春艳、李琦、张文
利、樊建慧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53
基于整合理论的留学生中国文化
体验课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李静
梁卫红、程绍虹、齐迹、徐
丹、陈子骄

国际教育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54
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国际化
医学人才培养

李岩
许世友、杨阳、李景山、那
健、孙锦、岳莎莎

国际交流合作处 一般项目

DYLX17055
以学生为中心、案例为导向的教
学方法在实验诊断学实验教学中
的研究

范颖
孟秀香、林琳、李岩、刘丹
丹、刘奔、王莺燕

教务处 一般项目

DYLX17056
基于核心价值观教育视角构建辅
导员微课体系研究

马英
钟凤宏、王兰英、王悦、李
妩祎、周美、王杨

学生处 一般项目

DYLX17057
思想政治工作协同育人视角下医
学生人文医学执业能力培养研究

杨文军
张琳、王芳、常海波、张涛
、韩静、孟婷婷

学生处 一般项目

DYLX17058
计算机实验室全面推广云课堂可
行性分析与研究

王忠宽
马寅强、王建、张兵兵、曲
本庆、辛萍、肖峰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一般项目

DYLX17059
医学非学历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研
究

郭红民
苏红、崔乔礼、李昆、高玉
仁、许晓丽

继续教育学院 一般项目

DYLX17060
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提升医学
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王悦
刘薇薇、孟婷婷、于泉蛟、
汪丽聪、王宇、杨文军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一般项目

DYZX17001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人文
精神培育与探索

林敏
邢丹、王彦敏、栗蜚悦、刘
艳秋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2
中医经典课程临床与科研案例信
息平台建设

刘新光
王寿宇、刁云鹏、李斌、陈
静、刘静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3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双导师制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董佩佩
马骁驰、周忠琴、赵艳艳、
张丽媛、刘炜、卢颖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4
案例教学法联合“教、练、做”
三位一体模式在伤寒论教学中的
探索与实践

陈静
王彦敏、王娇、胡守玉、康
健、孙晓昕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5
信息背景下翻转课堂模式探索-
中医药与细胞生物学教与学之价
值共创

孙铮
张朋、王丽、邢丹、夏士林
、姜如娇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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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ZX17006
探索“双主”式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在中药学教学的研究与应用

张琳
隋华、韩春辉、曲佳琳、肖
楠、何世勇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7
基于实验教学的本科生创新能力
培养探索 孙晓昕

董佩佩、张丽媛、孙铮、姜
如娇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8
“双师双能型”教师能力培养的
相关研究

周忠琴
舒晓宏、杨宏爱、祁冰、牛
勇军

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09
基于三维打印技术的中西医骨科
教学模型设计

王晶
肖智韬、米立东、李炜玲、
郑楠、王佳、宋涛

基础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0
中西医结合本科生科研技能培训
的研究与实践

夏士林 于艺、刘涵、祁冰、孙小桐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1
客观结构化考试结合个体化教学
在中西医结合本科生外科临床技
能培训的探索与实践

张庆凯 尚东、张金宝、齐清会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2
中西医结合专业西医诊断学虚拟
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冯敏
张文涵、秦继霞、李艳霞、
刘勇、周红梅、张中和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3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微课教学模式
在中西医结合外科学教学中的应
用

谢明征 张盛林、罗鹏、张洪志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4
以导向与探索相结合提升中西医
临床学硕科研与写作能力的研究
与实践

张桂信
陈海龙、宋慧一、曲佳琳、
许才明、韩健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5
中西医结合专业中药学探究比较
教学模式研究

韩春辉
冷爱晶、刘艳秋、张琳、杜
洋、高俊杰、滕杰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6
形成性评价方法在中西医结合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罗鹏 张盛林、刘岩、谢明征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7
中西医结合外科临床Seminar教
学模式构建 

梁国刚 张桂信、王昊林、于艺 第一临床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DYZX17018
构建三位一体中西医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刁云鹏
潘韬文、林原、李斌、刘新
光、刘静、李传勋

药学院 中西医结合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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