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医发 (⒛15)⒛0号

大连医科大学关于公布⒛1s年度校级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院系部处 :

根据《关于开展⒛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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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3年共 97项校级教改立项课题 ,

其中83项课题提出结题验收申请,13项提出延期结题申请,1

项取消。另外⒛12年共 16项校级教改立项课题暂缓结题此次一

并结题。经专家组评审、学校审核,批准 90项项目通过验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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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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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⒛ 13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名单

2.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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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⒛ 13年度大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撤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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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萃医科傀

大连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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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丨:l:

⒛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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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DYLX13075 医学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路径与实践 F云鹏 招H;就 J冫 处

2 DYLX13θ25 全媒体理念指导下的网络媒体课程体系构建与提升 刘立伟 艺术学院

3 DYLX13031 后品牌时代下的ⅤI设计课程体系构建与提升 许甲子 艺术学院

4 DYLX13008 依托重点实验室,药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探索 孙慧君 药学院

5 DYLX13011 立足实验教学结合科研活动培养创新型药学人才的模式探索 甄宇红 药学院

6 DYLX13020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七年制基础学习阶段导师制教学中的应用 吕 莉 药学院

7 DYLX13039 多元教学模式在生药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刁云鹏 药学院

8 DYLX13049 临床药学专业PBL教学网络平台的构建 王  丽 药学院

9 DYLX13070 药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评估体系的改进和教学模式的转变研究 赵艳艳 药学院

10 DYLX13072 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临床药学人才的研究与探索 高东雁 药学院

DYLⅩ 13074 药学综合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孟  强 药学院

12 DYLX12042 心理集训对大学生一般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孙丽岩 心理学系

13 DYLX13026 基于我校 目前医学英语教学现状的分析与研究 曹仁松 外语教研部

14 DYLX13043 以EsP理论为指导的医学英语新教学模式研究 黄  靓 外语教研部

15 DYLX13045 辽宁省医科院校医学英语
“
订单式

”
教学改革研究及应用 陈小龙 外语教研部

16 DYLX13053 形成性评估对我校学生英语听力能力反拨作用的实践与研究 杨春会 外语教研部

17 DYLX13015
基于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临床医学七年制医学文检课优化研

究与卖陟
赵云艳 图书馆

18 DYLX13077 在数字化图书馆背景下构建视频教学资源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许竹萍 图书馆

19 DYLX13085 留学生本科教学参考数据库的建立 叶  翎 图书馆

20 DYLX13086 高校图书馆新生培训服务模式创新 杨丽娟 图书馆

21 DYLX13027
构建专项优选班教学体系推动学校竟技体育特色发展的实践研

帘
刘大伟 体育教研部

22 DYLX13032 越野行走有氧运动体育课程设置研究 潘晓兰 体育教研部
23 DYLX13002 地方医学院校卓越医学生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程现昆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24 DYLX13041
高校思政课

“
大班授课一小班研讨——大班交流

”
教学模式研

帘
于泉蛟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25 DYLX13042 “
概论

”
课专题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张  威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26 DYLX13054 我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李秀华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27 DYLX13018
基于学生 自主创新学习能力培养的口腔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卖践
尹  伟 口腔医学院

28 DYLX13065 临床实习前口腔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方法的探索 左恩俊 口腔医学院

29 DYLX13078 基于呃B的 口腔医学网络助学平台构建 王  福 口腔医学院

30 DYLX12024 教学科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肖 晶 科技处

31 DYLX13001 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物理诊断学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王莺燕 教务处

32 DYLX13082 地方院校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工程项目建设的优化与管理

张 琳
(教务

处 )

教务处

33 DYLX13017 检验医学专业PBL实验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 赵春艳 检验医学院

34 DYLX13029 留学生医学基础化学 (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傅  迎 检验医学院

35 DYLX13030 无机化学教学内容体系改革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于  昆 检验医学院

36 DYLX13034 《血液学检验》实验课开展综合实验的构想 刘纯青 检验医学院



⒛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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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YLX 30ˉ10 基于卓越人才培养的医学影像课程教学方法体系研究 丁晓东 检验医 学院

38 DYLX 3081 医用化学实验数字化虚拟实验系统的研究与建设 燕小梅 检验医 学院

39 DYLX 2041 留学生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艳霞 检验医学院

40 DYLX 3097 基础医学以系统为主线教学模式探讨 一泌尿系统与生殖系统 孑L 力 基础医 学院

41 DYLX 3005 针对卓越医师培养计划的医学生德育教育之研究 王跃年 基础医 学院

42 DYLX 3007 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刘克敏 基础医学院

43 DYLX13012
利用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将科研与细胞生物学相结合培养医学生

伽||:|{∶ l∶ i∶ 恩维
孙  媛 基础医学院

44 DYLX13013 教学与科研融合,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姜  涛 基础医 学院
'
△ DYLX13014 局部解剖学教学中创新力引导模式的建立 付元山 基础医学院

46 DYLX13016
卓越创新能力依赖于脑功能的改变:个体化创新方程干预研究

Li立 陟 JTF穷
才卜  花 基础医学院

刀
△ DYLX13037 微生物学与临床相结合教学模式的探讨 吴大畅 基础医学院

48 DYLX13038
适应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局部解剖学课堂教学创新研究与

史 陆
于胜波 基础医学院

49 DYLX13047 七年制细胞生物学双语教学新思路——实验课双语教学的研究 王  茜 基础医学院

50 DYLX13052 以注重学习过程为目的的系统解剖学理论考试方式改革尝试 马坚妹 基础医学院

51 DYLⅩ 13057
“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
要求下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体系的

构律与宴践
邹  原 基础医学院

52 DYLX13058
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与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有机结

ˉ 徐 静 基础医学院

DYLX13073 大学生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体系建设和实践研究 朱  亮 基础医学院

54 DΥLX13079
基于培养留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组织胚胎学数字化教学及考评

新槿扌的探玄 马海英 基础医学院

55 DYLX120荃 3 临床结合基础在本科生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 宋贵军 第二临床学院

56 DYLX13092 循环系统整合课程及其PBL教学改革的探索 贾玉杰 基础医学院

DYLX13093
卓越医师培养中的基础医学以系统为主线教学模式改萆及其实

王W方 式 的研 穷
李树壮 基础医学院

DYLX13094 临床医学教育中消化系统课程整合的初步研究 李 骢 基础医学院

DYLX13095 呼吸系统系统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 孙  雷 基础医学院

60 DYLX13098 系统整合课程礻申经系统课程改革研究 李爱萍 基础医学院

61 DYLX12027 医学遗传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 张开立 基础医学院
女
υ DYLX12037 搭建PBL教学的人体结构平台 隋鸿锦 基础医学院

63 DYLX12026
大班型流动教师模式PBL教学在临床医学七年制生理学教学中

的探萦 Li迹陟
李爱萍 基础医学院

夕
υ DYLX 3089 全球化背景下来华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模式创新研究 李 静 国际教育学院
65 DYLX 2011 医学留学生与国际接轨课程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韩记红 国际教育学院

66 DYLX 3006 医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王安富 公共卫生学院
夕
υ DYLX 3023 新教改背景下我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张  莹 公共卫生学院

68 DYLX 3033 基于计算思维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 季晓玉 公共卫生学院

69 DYLX 3046 精细化案例教学模式
”
在法学教学中应用研究 赵  林 公共卫生学院

70 DYLX 3050 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深度融合的方法研究 张燕妮 公共卫生学院

71 DYLX 3055 医事法学模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探萦与实践 石  悦 公共卫生学院

72 DYLX 2050 以职业能力为指导的护理学专业健康教育学 教学改革与实践 马 莉 公共卫生学院

DYLX 3088 非直属附属医院构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研究 李竟玮 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74 DYLX 3090 标准化病人培训及在神经病学客观结构化考核中应用研究 邹飒枫 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DYLX 3022 实习阶段寓教于研的检验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研究 张凤华 第一临床学院

76 DYLX 3059 模块化带教模式在危重症病人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丁明珠 第一临床学院

77 DΥLX13061
多元化教学结合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模式在内科学临床教学中

的探玄 Li立陆
卢书明 第一临床学院



阳饣|七 :

⒛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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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LX13044 服装立体造型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文刂J志置堇 艺术学院 暂缓结题

2 DYLX13080 教学多媒体资源网络服务平台建设 王 馨 图书馆 暂缓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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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钅 DYLX13010 国内外免疫检验教学内容及模式比较 陈  晨 检验医学院 暂缓结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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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缓结题

6 DYLX13036 以科研模块化教学强化预防医学专业
“
学一研

”

型综合人才培养
刘晓晖 公共卫生学院 暂缓结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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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缓结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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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缓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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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缓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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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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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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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LX13024 医学院校计算机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肖 峰 公共卫生学院 申请延期

14 DYLX13028 装饰艺术设计课程建设与创新研究 袁德尊 艺术学院 申请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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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延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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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学系 申请延期



⒛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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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YLX13063 PBL结合案例教学法在护理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川 月艳 ltllIl 第一临床学院

79 DYLX12036
妇产科学PBL教学实践中的

“
问题

”
构建与本科生 白主学习模

式研究
王敬κ 第一临床学院

80 DYLX12048
以提高护理专业本科生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临床教学模式探索

与卖践
史铁英 第一临床学院

81 DYLX12049 虚拟现实技术在微创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工  博 第一临床学院
82 DYLX12035 骨科临床见习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与创新 王鸿飞 第二临床学院
83 DYLX13083 学习能力弱势群体教学质量监测与调控的研究与实践 李 岩 基础医学院
84 DYLX12044 TBL教学模式在普通外科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苗 健 第二临床学院
85 DYLX13019 影像学实习教学中利用PACs和HIs系 统开展PBL教学模式的探索 张秀丽 第二临床学院
86 DYLX13051 护理迷你临床演练量表的编制与应用研究 沙丽艳 第二临床学院
87 DYLⅩ 13064 品管圈在本科临床教学质量持续改进中的应用研究 关 红 第二临床学院
88 DYLX13069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背景下提高临床实习教学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姚  娓 第二临床学院

89 DYLX13084
结合当代大学生认知特点进行 《中医基础理论》课PBL教学的

策略探索
战丽彬 第二临床学院

90 DYLX13067 传染病实践教学方法创新研究与应用 高庆伟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附件3:

⒛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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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DYLX13087
“
同行督导

”
与

“
非同行督导

”
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中的意义与实践性研究
孙长凯 医学教育研究所



⒛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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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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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李秋娟 公共卫生学院 中请延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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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DYLⅩ 1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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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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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DYLX13076 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基础,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刘 佳 教务处 申请延期

22 DYLX13096 血液与免疫系统整合课程 李 芳 基础医学院 申请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