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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医教字〔2019〕5 号

潍 坊 医 学 院
关于公布2018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各院（系）：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我校

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开展了 2018 年教

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经个人申报、院（系）推

荐、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程序，确定 2018 年教育教学改革与研

究项目设重点项目 5 项（含 29 个子项目），一般项目 26 项，临

床教学研究专项16项, 项目研究周期为2018年 12月至 2020年

12 月。立项项目公示期满无异议，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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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和研究计划认真

开展研究与实践，努力提高项目研究水平与效益，确保研究取得

预期成果，按期结题。项目成果在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或出版教

材、著作时，应注明项目名称和编号。

二、项目所属部门、院（系）要加强研究项目的组织与指导，

定期检查项目进展情况，协助项目成果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推

广，积极探索适合学科、专业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切实将项

目研究成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全面推进我校教育教学

综合改革，不断提升内涵建设水平，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

附件：2018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潍坊医学院

201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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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一、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编号） 子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总协调人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

胜任力导向的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2018ZD001）

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的临床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阎 芳 药学院

管英俊

对接职业岗位需求的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及实践研究 曲桂玉 护理学院

“全面二孩”背景下助产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爱华 护理学院

基于实际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眼视光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曹永亮 附属医院

医学模式下 VF+眼视光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赵岩松 附属医院

基于胜任力的公共卫生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唐云锋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OBE导向的课程整合

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2018ZD002）

基于 OBE教育模式的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汲 蕊 临床医学院

孙宏伟

基于能力的医学专业卫生管理类课程整合与教改实践研究 于贞杰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基于能力培养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整合研究与实践 李 猛 医学检验学系

基于人工智能软件及云平台的医学影像学专业临床教学方案优化探索 王锡臻 医学影像学系

基于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基础医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鞠吉雨 临床医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人才

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2018ZD003）

对接岗位需求的应用型药学人才校企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石玮玮 药学院

井西学

医学院校药剂学专业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高媛媛 药学院

三级认证视角下生物制药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研究 韩阳阳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蔡占秀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新工科视域下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究 张丰香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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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编号） 子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总协调人

以实践能力提升为导

向的实践教学体系与

教学模式构建

（2018ZD004）

基于岗位胜任力信息化与医学融合实验教学共享平台构建 王益光 实验实训部

葛国文

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生实践技能培训三维一体平台的构建 董 鹏 医学影像学系

自主研发 VR教学软件对临床实践能力培养的推动作用 孙银贵 麻醉学系

基于云平台的混合式医学实验实训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建明 公共课教学部

基于临床专业认证下见习教学同质化管理模式构建与研究 李洪利 临床医学院

提高超声住培医师岗位胜任力的规范化实践培训模式探索 刘典美 医学影像学系

以结果为导向的教学

评价模式研究与构建

（2018ZD005）

基于学校发展规划的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研究 郝荣霞 发展规划处

刘 军

地方高校教学实验室综合绩效管理和评价体系研究 刘其涛 教务处

全球学习体验课程（GLE）在本科教育中的应用与成效评估 刘晓丽 心理学系

以临床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医学生评价与考核体系的构建 刘君玲 附属医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 OSCE智能评判模式的构建 范应元 公共课教学部

革新考试评价体系，培养新型医学人才 冯卫国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多反馈的教学与评价模式改革策略研究 彭玉忠 公共课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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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2018YB001 叙事医学案例在基础医学教学的应用及对德医双修的影响 李如江 临床医学院

2018YB002 融合思维导图与案例的对分课堂在组胚教学的实践研究 吕 娥 临床医学院

2018YB003 基于临床案例的自主设计性实验在生理学中的应用 苏文霞 临床医学院

2018YB004 健康中国战略融入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于 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YB005 改良 TBL教学法在大班制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颜 红 临床医学院

2018YB006 概念隐喻在医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肖文杰 外语系

2018YB007 新时代医学生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刁传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YB008 信息化 TBL在生理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张晓芸 临床医学院

2018YB009 医学院校药理学“五体同向”教学模式的构建及探索 潘瑞艳 药学院

2018YB010 移动学习环境下混合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白靖琨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YB011 基于移动 APP的交互式教学模式研究—以卫生法学为例 王 薇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8YB01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医学微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金冬 临床医学院

2018YB013 以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的预防医学教学改革研究 李 京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8YB014 B&R背景下医学留学生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井 淇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8YB015 ICF理论指导下《作业治疗学》课程教学模式中改革 段玉双 康复医学院

2018YB016 地方医学院校师资队伍国际化的路径和策略研究 丁 怡 国际教育学院

2018YB017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医学英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李宪美 外语系

2018YB018 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诊断学实训教材建设研究 谢 海 附属医院

2018YB019 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付有龙 外语系

2018YB020 我校“1+5”留学生预科教育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李春祖 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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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2018YB021 基于 SPOCs的混合式教学路径研究与实践 韩玮娜 药学院

2018YB022 标准化病人教学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的研究 王 玲 实验实训部

2018YB023 基于来华医学留学生的“1+2”青年导师制的建立 刘志军 临床医学院

2018YB024 “互联网+”背景下“立体化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常 亮 教务处

2018YB025 临床医学工程跨学科交叉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翟朝晖 整形外科学研究所

2018YB026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卫生检验与检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万伟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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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教学研究专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2018ZXLC001 互助式学习模式在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研究 刘玉珍

附属医院

2018ZXLC002 临床病例库在教改班运动系统损伤与疾病课程的应用 刘文华

2018ZXLC003 全科医学住培医学生人文关怀教学研究 郑世良

2018ZXLC004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急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陈京霞

2018ZXLC005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融合 PBL模式在眼科教学中的应用 夏 飞

2018ZXLC006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研究 王桂丽

2018ZXLC007 LBL、PBL教学法结合微信平台在《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陈 朋

2018ZXLC008 急危重护理实验教学中跨专业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顾琳琳 护理学院

2018ZXLC009 以临床胜任力为导向的牙周科“培规”适宜模式研究 张彦表

口腔医学院2018ZXLC010 基于 SPOCs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以口腔正畸学为例 刘媛媛

2018ZXLC011 CBL教学法在全口义齿颌位关系记录教学中的应用改革 柳云霞

2018ZXLC012 《麻醉技能学》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 卢克良
麻醉学系

2018ZXLC013 “四个回归”视角下基于 PBL的翻转课堂麻醉教学实践 赵钧慧

2018ZXLC014 PBL教学模式在《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中的应用 李 恒 医学检验学系

2018ZXLC015 基于协同创新中心平台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张 伟
整形外科学研究所

2018ZXLC016 Problem-based leaning教学模式在整形外科学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王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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