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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医教字〔2016〕6 号

潍 坊 医 学 院
关于公布 2015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部门、各院（系）：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继续开展了 2015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招标立项

工作。通过个人申报、院（系）推荐、资格审查和专家评审，经

研究决定，确定立项重点项目 5项（含 21项子项目），一般项目

29项。立项项目公示期满无异议，现予以公布。

本次立项项目研究周期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有

关部门、院（系）要加强组织与管理工作，抓紧实施项目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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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按期、高质量地完成项目研究工作，切实将项目研究成

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引领和推动全校教学工作与教育

教学改革的全面深入开展。

附件：2015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潍坊医学院

2016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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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立项项目名单

一、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编号） 负责人 所属单位 总协调人

2015Z01
职业岗位胜任力（执业资格考试）
导向的医学类专业教育综合改革

研究与实践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基础贯通临床的“四
统一”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2015Z0101）
王益光 临床医学院

石增立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 式 在 卫 生 检 验 专 业 中 的 探 讨

（2015Z0102）
邵丽军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岗位胜任力视角下应用型口腔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2015Z0103）
冀洪海 口腔医学院

基于岗位胜任力提升的医学模拟教学

中人文关怀精神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2015Z0104）
庄宝祥 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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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编号） 负责人 所属单位 总协调人

2015Z02

对接职业岗位需求的校企协同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对接职业岗位需求的校企协同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为例（2015Z0201）
张丰香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管英俊

校企联合培养，构建“四段式”实验教学

模式研究——以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为例（2015Z0202）
王 霞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以学生为中心的应用型卫生法学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15Z0203）
于京珍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对接职业岗位需求的校企协同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对接岗位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配套

措施与实践——以助产与母婴护理方

向为例（2015Z0204）
王爱华 护理学院

2015Z03 互联网背景下优质教育资源应用

的研究与实践

高等医学院校混合式学习教育资源云

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15Z0301）
王金民 网络信息中心

孙宏伟

MOOC 资源的应用模式研究

（2015Z0302）
刘桂花 公共课教学部

基础化学MOOC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2015Z0303）
韩玮娜 药学院

医院 PACS数据库的转化在交互式医

学影像学教学平台的构建及其应用中

的作用（2015Z0304）
刘金刚 医学影像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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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编号） 负责人 所属单位 总协调人

2015Z04 教师发展和学生素质能力评价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地方高校转型背景下医学生就业适应

力评价与培养模式研究（2015Z0401）
黄冬梅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井西学

以提升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为主线的

地方医学院校竞赛模式构建与实践

（2015Z0402）
汲 蕊 临床医学院

基于能力和业绩的地方高校教师考核

与评价体系研究（2015Z0403）
王在翔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医学生职业道德及人文素养评价标准

化研究（2015Z0404）
郭继志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5Z05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药学类专业

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药学综合实

验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2015Z0501）
张维芬 药学院

葛国文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药学专业课程

体系改革研究（2015Z0502）
石玮玮 药学院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多维实践平台建

设——以药学专业为例（2015Z0503）
唐金宝 药学院

基于能力培养的药剂学课程考核模式

改革研究（2015Z0504）
李万忠 药学院

以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药学分析化学

课程改革与实践（2015Z0505）
王晓岚 药学院



— 6 —

二、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2015Y001 MBBS项目留学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于 丽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国际交流学院）

2015Y002 PBL、CBL 和 SPOC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医学院校物理学课程

为例
吕 磊 公共课教学部

2015Y003 基于临床技能培养的麻醉学课程内容优化和考核的研究 于剑锋 麻醉学系

2015Y004 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我校文化建设提升策略与实现途径研究 张增国 党委宣传部

2015Y005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计算机基础“四模块”教学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王金才 公共课教学部

2015Y006 基于 SPOC的翻转课堂在麻醉药理学教学模式中的探索与实践 梁映霞 麻醉学系

2015Y007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公共卫生硕士（MPH）培养模式研究 唐云锋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5Y008 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邱召运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Y009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卫生统计学课程设置与岗位胜任力的关系研究 石福艳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5Y010 潍坊医学院试卷分析系统（升级版）的研发 王岱君 临床医学院

2015Y011 基于"学习共同体"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病理生理学为例 刘江月 临床医学院

2015Y012 来华医学留学生药理学英文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的实践和研究 曲梅花 药学院

2015Y013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统计学实验课程整合及教学改革实践 吕军城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2015Y014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于倩倩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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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2015Y015 以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开展口腔预防医学教学改革 蒋英英 口腔医学院

2015Y016 基于卓越医师培养的大学英语综合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尹晓琴 外语系

2015Y017 “求之于智”，探索“四段·四化”科研促教学体系 武敬亮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Y018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电子类课程体系优化研究与实践 范应元 公共课教学部

2015Y019 基于转化医学理念，临床医学生阶段性科研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探讨 吕 娥 临床医学院

2015Y020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李宪美 外语系

2015Y021 高校校院二级教务管理模式研究 张 锦 教务处

2015Y022 新形势下地方医学院校生物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顺梅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Y023 以临床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基础护理学》技能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顾琳琳 护理学院

2015Y024 “1-2-1导师制”对应用心理学本科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及促进作用研究 孙 琳 心理学系

2015Y025 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的延伸与学生实践平台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宋文民 公共课教学部

2015Y026 形成性评价在《医学影像诊断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蹇兆成 医学影像学系

2015Y027 LBL 与 PBL、TBL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局部解剖教学中的探索和实践 王 箐 临床医学院

2015Y028 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的医学生英语听力教学研究 朱 波 外语系

2015Y029 研究性教学模式在心内科的应用探索 李敬田 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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