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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医教字〔2020〕12 号

潍 坊 医 学 院
关于公布 2019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各附属医院：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和学校教育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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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经个人申报、单位推

荐、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程序，确定 2019 年教育教学改革与研

究项目设重点项目 5 项（含 21 个子项目），一般项目 30 项，实

践教学改革与研究专项 34 项。立项项目公示期满无异议，现予

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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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潍坊医学院

2020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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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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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单位 总协调人 协调部门

胜任力导向的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2019ZD001）

对接老年护理岗位需求的医教、校企协同人才培养研究 李伟

护理学院

/潍坊华都颐年园老年

服务中心

管英俊 教务处
基于岗位胜任力导向的基础医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崔星慧 基础医学院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免费医学生培养模式研究 蔡伟芹

管理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麻醉学系、

临床医学院

课程整合与课程体系

改革研究

（2019ZD002）

基于 OBE的临床免疫学与检验整合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孙艳丽
医学检验学院

/基础医学院

孙宏伟 教务处
以医学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医学方法学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罗盛

管理学院

/教务处

以执业医考试为导向的基础医学课程考试改革探索与实践 高伟 基础医学院

职业岗位需求视角下医学课程体系优化配置研究 安洪庆 公共卫生学院

地方医学院校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改革研究

（2019ZD003）

“人工智能+”学业诊断与分析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于谦 网络信息中心

卢国华
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估处
发展性评价在临床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韩晓伟 基础医学院

基于 OBE的学业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秦骁强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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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编号） 子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联合单位 总协调人 协调部门

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崔庆霞 公共卫生学院

卓越医生下，器官-系统整合性教学质控体系新模式探索 赵晓华 基础医学院

以实践能力提升为导

向的实践教学体系与

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2019ZD004）

基于 BOPPPS的助产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 张媛媛 护理学院

葛国文 实践教学管理处

基于 OBE导向的基础医学技能训练与临床思维模式 李鑫 基础医学院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四维一体化”细胞生物学实验改革 刘晓影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医教协同纵向整合信息化融合的实验教学体系构建及应用 王玲 实验实训部

以能力提升为导向的病理学实践教学体系与模式构建 张红霞 基础医学院

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

（2019ZD005）

“以导助研”提高我校本科生科研能力的研究 王学健 药学院

刘军 科研处、团委

基于科研能力培养的口腔专业“四导式”本科导师制的研究

与实践
孙岩 口腔医学院

临床医学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导师制模式研究 张小茜 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

智慧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张增国

管理学院

/中关村加一战略新兴

产业人才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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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联合单位

2019YB001 科研促教学在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教学改革中的研究与实践 于晓丽

公共卫生学院2019YB002 新时代发展下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杨丽

2019YB003 正反案例教学效果评价及对医学生评判性思维影响的研究 任艳峰

2019YB004 “法治中国”背景下医学生健康法治教育研究 王洪婧

管理学院2019YB005 SPOC 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医院管理学》为例 庄立辉

2019YB006 案例分析和 seminar相结合教学模式在健康教育学的应用 高倩倩

2019YB007 地方高校内部法治及运行机制研究 胡友利
管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质量评估中心

2019YB008 跨学科协同创新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与“医法协力（MLP）” 张晓林
管理学院

/阳光融和医院

2019YB009 地方医学院校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 沈迎华 国际教育学院

2019YB010 基于深度学习的护理学分阶段综合考试模式构建与实践 孟庆慧 护理学院

2019YB011 基于学生为中心模拟 SP角色的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 张兰娥
护理学院

/实验实训部

2019YB012 RBL联合 PBL教学法在本科医学免疫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彭美玉

基础医学院
2019YB013 打造“线上线下”智慧混合式《局部解剖学》金课 王箐

2019YB014 高校课堂深度学习策略研究 刘桂花

2019YB015 集 PBL、角色扮演、虚实实验阶梯式临床思维实践课程建设 崔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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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联合单位

2019YB016 PBL与 TSP联合教学法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应用 刘宗霞 口腔医学院

2019YB017 双导师制在全科医学基层基地住院医师规培中的探索研究 马玉磊 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9YB018 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在《麻醉生理学》教学改革的应用 孙其娟 麻醉学院

2019YB019 档案袋评价导向的医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构建 肖瑞芳 人事处

2019YB020 “一带一路”背景下来鲁印度留学生汉语学习适应性研究 丁进
外国语学院

2019YB021 基于慕课的医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鲁晓燕

2019YB022 基于医学教育的智慧教室资源建设研究与实践 裴建廷 网络信息中心

2019YB023 《医学心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课程建设研究 孙琳 心理学院

2019YB024 基于 SPOC的 Sandwich教学法在《药剂学》实验教学的应用研究 张波

药学院
2019YB025 新工科背景下生药学课程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探究 吕艳娜

2019YB026 药学专业优质化学课程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韦柳娅

2019YB027 医学院校药学“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构建及实践 张维芬

2019YB028 信息化多维互动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 杨斌斌 医学检验学院

2019YB029 MRI数字化三维脑图谱在断层影像解剖教学中的应用 宋丽梅 医学影像学院

2019YB030 基础医学教学中如何将临床思维与基础知识结合 李玉莉
整形外科学研究所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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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改革与研究专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联合单位

2019ZXSJ001 基于 ICF理论康复治疗专业“功能解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王孝文

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9ZXSJ002 技能竞赛培训法提升口腔实习生临床技能的教学改革探索 梁广智

2019ZXSJ003 加速留学生临床课程教学同质化建设 季万胜

2019ZXSJ004 叙事医学在内科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王金玲

2019ZXSJ005 以执业中药师考试为导向的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 谷雨明

2019ZXSJ006 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导向的临床实习教学模式探究 李蕾

2019ZXSJ007 雨课堂在输血医学实习教学中应用效果的研究 王海霞

2019ZXSJ008 基于微信平台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在风湿科教学中的应用 马晶晶

第一附属医院2019ZXSJ009 口腔品管圈与 PDCA教学模式在本科实习生实习中应用 魏美荣

2019ZXSJ010 临床模拟诊断教学法在妇产科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包香香

2019ZXSJ011 基于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视角下非隶属附属医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与实践 田光波 附属淄博市第一医院

2019ZXSJ012 以临床胜任力为导向的外科标准化病人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应用 郭志良 附属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

2019ZXSJ013 SNAPPS 案例教学结合手术视频在骨科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与思考 张志宇
附属寿光市人民医院

2019ZXSJ014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胡世堂

2019ZXSJ015 CBL 结合 TBL教学法在心肺复苏教学中的应用 李义亭 附属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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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联合单位

2019ZXSJ016 儿科多模式教学在本科生医学教育中的构建与实践初探 李作芬

2019ZXSJ017 立体影像技术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王坤

2019ZXSJ018 网络学习平台在当代医学生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张瑞霞

2019ZXSJ019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孙以兰

2019ZXSJ020 CBL 结合仿真模型在妇科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林维凤

附属高密市人民医院2019ZXSJ021 PBL 结合导师制教学模式在培养普外科应用型医学生中的探索 张升志

2019ZXSJ022 临床医学生实习阶段学情与学习质量关系分析 赵秀娟

2019ZXSJ023 以病例分析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在胸心外科教学中的应用 袁晓龙 附属东营胜利医院

2019ZXSJ024 Mini-CEX 在医学生临床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刘婷婷

附属安丘市人民医院
2019ZXSJ025 PBL 教学在神经内科实习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高瑞丽

2019ZXSJ026 教师扮演患者的角色转换在临床教学模式中的作用研究 梁俊君

2019ZXSJ027 临床病例分析融入人文关怀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的研究 李沛臻

2019ZXSJ028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在口腔本科生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韩晓虹 附属青岛市口腔医院

2019ZXSJ029 基于微课与翻转课堂的自主教学模式在妇产科教学中的应用 曹文明 昌乐县人民医院

2019ZXSJ030 基于WPBA模式的新护士岗前培养策略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乔建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护理学院

2019ZXSJ031 基于护理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研究 于书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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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联合单位

/护理学院2019ZXSJ032 数字人解剖系统在发散式本科护理教学中的设计体系构建 李敏

2019ZXSJ033 形成性评价在临床护理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马爱霞

2019ZXSJ034 翻转课堂对精神科临床实习护生学习能力影响效果评价 卢庆华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护理学院



潍坊医学院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9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