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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
教字〔2021〕25号

关于批准 2021 年度
校级本科质量工程项目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学校于 2021 年 4 月份启动了校级本科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

作。经各学院组织申报推荐、学校评审，共批准 251 项 2021 年

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项目,项目建设周期为2021年7月1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各项目主持人应根据项目申请表上的研究计划开

展研究工作，项目经费将分三次拨付（1/4+1/2+1/4），学校将于

2022 年底进行项目中期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以及项目经费使用

情况确定后续经费拨付的额度。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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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单位 等级

2021xylzyzx01 面向新工科的工程学院本科一流专业建设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张世武 工程学院

2021xylzyzx02 以数据思维培养为核心的管理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张伟平 管理学院

2021xylzyzx03 建设有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谢周清 环境系

2021xylzyzx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孙广中 计算机学院

2021xylzyzx05 网络与新媒体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褚建勋 人文学院

2021xylzyzx06 生物科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臧建业 生医部

2021xylzyzx07 数学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王毅 数学院

2021xylzyzx08 量子信息科学新专业建设 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专项 徐宁 物理学院

2021xcgpy01 以机器人校赛平台构筑工程创新创业教育的二十年探索与实践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专项 董二宝 工程学院

2021xcgpy02 以培养高水平统计素养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专项 张伟平 管理学院

2021xcgpy03 高分子物理及相关课程教材的持续建设及其辐射与示范作用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专项 朱平平 化学院

2021xcgpy04 激发学术志趣，“以赛育人”——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专项 王中平 物理学院

2021xcgpy05
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建设为推手的医学人

才培养实践
教学成果奖培育 汪梅朵 附一院

2021xjxtd01 地球科学野外教学 教学团队 谢智 地空学院

2021xjxtd02 分析化学 I 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邵利民 化学院

2021xjxtd03 环境科学与工程本科培养模式研究团队 教学团队 谢周清 环境系

2021xjxtd04 3D 动画与虚拟-增强现实课程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张燕翔 人文学院

2021xjxtd05 数理方程课程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梁兴 数学院

2021xjxtd06 计算机程序设计教研室 教学团队 王雷 信息学院

2021xjxtd07 儿科学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陈名武 附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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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单位 等级

2021xghjc01 高层大气与电离层物理 “十四五”规划教材 雷久侯 地空学院

2021xghjc02 岩石物理学基础 “十四五”规划教材 席道瑛 地空学院

2021xghjc03 地球化学 “十四五”规划教材 张少兵 地空学院

2021xghjc04 机器人系统设计及实践 “十四五”规划教材 董二宝 工程学院

2021xghjc05 现代制造系统导论 “十四五”规划教材 王翔 工程学院

2021xghjc06 工程科学实践 “十四五”规划教材 叶回春 工程学院

2021xghjc07 应用数学的分析过程和摄动方法 “十四五”规划教材 郑志军 工程学院

2021xghjc08 运营管理 “十四五”规划教材 苟清龙 管理学院

2021xghjc09 贝叶斯统计（第二版） “十四五”规划教材 韦来生 管理学院

2021xghjc10 普通化学实验 “十四五”规划教材 方思敏 化学院

2021xghjc11 高分子化学（第三版） “十四五”规划教材 何卫东 化学院

2021xghjc12 高分子化学学习指南 “十四五”规划教材 何卫东 化学院

2021xghjc13 物理化学实验教材申报书 “十四五”规划教材 江国顺 化学院

2021xghjc14 社会心理学（通识课教材） “十四五”规划教材 杨映秋 人文学院

2021xghjc15 人体机能学实验 “十四五”规划教材 汪铭 生医部

2021xghjc16 线性代数（II） “十四五”规划教材 陈发来 数学院

2021xghjc17 微积分学习指导 “十四五”规划教材 段雅丽 数学院

2021xghjc18 数学物理方程学习辅导 “十四五”规划教材 田涌波 数学院

2021xghjc19 拓扑学讲义 “十四五”规划教材 王作勤 数学院

2021xghjc20 网络安全协议实践指导 “十四五”规划教材 薛开平 网安学院

2021xghjc21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 “十四五”规划教材 王自强 物理学院

2021xghjc22 大学物理实验（共 4 册） “十四五”规划教材 张增明 物理学院

2021xghjc23 现代机器人控制与智能 “十四五”规划教材 尚伟伟 信息学院

2021xghjc24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与实践 “十四五”规划教材 唐建 信息学院

2021xghjc25 数据结构及应用算法(第 3 版) “十四五”规划教材 袁平波 信息学院

2021xghjc26 当代科技艺术-艺术与科技的创意融合（第 2 版） “十四五”规划教材 张燕翔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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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单位 等级

2021xghjc27 儿科学 “十四五”规划教材 陈名武 附一院

2021xylkc01 有机化学基础实验双语课程 线上课程（MOOC） 蒋俊 化学院

2021xylkc02 结晶化学 线上课程（MOOC） 唐凯斌 化学院

2021xylkc03 计算机组成原理与处理器设计 线上课程（MOOC） 王超 计算机学院

2021xylkc04 编译原理应用与实践 线上课程（MOOC） 张昱 计算机学院

2021xylkc05 医学伦理学 线上课程（MOOC） 王高峰 生医部

2021xylkc06 数理方程 A 线上课程（MOOC） 李书敏 数学院

2021xylkc07 关节外科学 线上课程（MOOC） 朱晨 附一院

2021xylkc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线上课程（MOOC） 张扬 附一院

2021xylkc09 呼吸内科学 线上课程（MOOC） 许启霞 附一院

2021xylkc10 医患沟通 线上课程（MOOC） 齐印宝 附一院

2021xylkc11 外科学（甲状腺乳腺外科围手术期专科培训教程） 线上课程（MOOC） 马小鹏 附一院

2021xkcszxm01 将课程思政融入局部解剖学课堂培养医学生职业素养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焦轶 生医部

2021xkcszxm02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 分析化学实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刘红瑜 化学院

2021xkcszxm03 《实验哲学》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刘燊 人文学院

2021xkcszxm04 流场诊断实验中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倪小敏 工程学院

2021xkcszxm05 化工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高明丽 化学院

2021xkcszxm06 思政教育融入《操作系统》教学的探索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张驰 网安学院

2021xkcszxm07 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吴红 化学院

2021xkcszxm08
新工科背景下材料类专业实验教学“课程思政”载体及有机融合模式

的探索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高海英 化学院

2021xkcszxm09 三全育人理念下研究性实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赵伟 物理学院

2021xkcszxm10 课程思政视角下结合思政元素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吴杰 管理学院

2021xkcszxm11 物理化学实验中的思政教育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吴强华 化学院

2021xkcszxm12 药理学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汪铭 生医部

2021xkcszxm13 思政教育背景下少年班普通化学实验教学模式初探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汪红蕾 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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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单位 等级

2021xkcszxm14 密码学课程思政研究与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李卫海 网安学院

2021xkcszxm15 “跨文化交际”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李献伟 本科生院

2021xkcszxm1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苟清龙 管理学院

2021xkcszxm17 运作管理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杨锋 管理学院

2021xkcszxm18 课程思政理念下分析化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李娇 化学院

2021xkcszxm19 《生物实验安全与防护》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赵伟 生医部

2021xkcszxm20 《力学》课程思政探索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卫子安 核学院

2021xkcszxm21 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子光谱实验课程思政建设初探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李维维 化学院

2021xkcszxm22 环境学科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俞汉青 环境系

2021xkcszxm23 量子物理课程中的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李群祥 化学院

2021xkcszxm24 《生理学》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陈聚涛 生医部

2021xkcszxm25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王雷 信息学院

2021xkcszxm26 数理统计思政课程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兰小红 数学院

2021xkcszxm27 几何学基础思政课程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盛茂 数学院

2021xkcszxm28 数值分析思政课程建设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徐岩 数学院

2021xkcszxm29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教学研究及

探讨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汪兰兰 附一院

2021xkcszxm30 《泌尿外科学》课程思政资源建设与实践研究 课程思政研究项目 黄涛 附一院

2021xjyxm001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实验课程体系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唐泽波 物理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2 《艺术传播》课程之教学优化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秦美婷 人文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3 基于 ACER 框架的研究型《量子力学》课程建设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涂涛 物理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4 基于光纤光栅解调测量系统的悬索桥梁模型实验教学 教学研究项目 郭钰逢 工程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5 机器人基础实验教学体系构建 教学研究项目 胡杨 工程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6 数字经济背景下管理科学人才素养与培养模式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杨锋 管理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7 近期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的课程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李玲玲 化学院 重点

2021xjyxm008 以提升学生科研创新和实践能力为导向的仪器分析实验教学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李维维 化学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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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单位 等级

2021xjyxm009 多模态师生情感特征智能探测与评价 教学研究项目 卢荣德 物理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0
蛋白质与配体相互作用实验的研制和微课制作--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实验课程更新
教学研究项目 李卫芳 生医部 重点

2021xjyxm011 光学专业实验课程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孙方稳 物理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2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深度学习实验实训课程设计 教学研究项目 张飞 信息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3 算法实践与算法教学质量提升 教学研究项目 李向阳 计算机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4 强化工程能力培养的网络系统实验教学改革 教学研究项目 徐伟 计算机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5 “双一流”背景下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教学研究项目 兰泉 化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6 实验室安全教育教学新模式研究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赵伟 生医部 重点

2021xjyxm017 多丝正比室位置灵敏 X 射线探测器的实验设计 教学研究项目 刘建党 物理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8 电路基本理论课程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杜宏伟 信息学院 重点

2021xjyxm019
高校本科化学教学实验室试剂库的设计建设及规范化安全管理的探

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李娇 化学院 重点

2021xjyxm020 基于 RSIC-V 开源指令集处理器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教学与人才培养 教学研究项目 王超 计算机学院 重点

2021xjyxm021 学生评教机制优化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杨阳 教务处 重点

2021xjyxm022 以学生获得感提升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宋怡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重点

2021xjyxm023 基于实验室平台的情绪管理课程实验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徐晓飞 人文学院 重点

2021xjyxm024 数理统计课程分层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兰小红 数学院 重点

2021xjyxm025 JoVE 可视化数据库助力无机化学实验信息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黄微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26 化学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郑媛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27 “原理”课教学中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陈小林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一般

2021xjyxm028 理工科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通识课程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李林子 人文学院 一般

2021xjyxm029 量子精密测量实验教学项目 教学研究项目 王亚 物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0 元素性质实验混合式教学在专业差异化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李婉 化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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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单位 等级

2021xjyxm031
物化综合实验教学项目的改进及创新——固体催化剂的制备、表征、

催化机理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王钰熙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2 VLAB 平台改进及推广 教学研究项目 卢建良 计算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3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质量提升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陈海超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探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刘燊 人文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5 “新医科”背景下奥医 3D 课件 在医学英才班创新解剖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焦轶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36 面向新工科的算法分析与设计课程改革 教学研究项目 庄连生 网安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7 新工科智能系统与接口技术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姚鹏 信息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8 以个性化发展为导向，构建多元化培养体系 教学研究项目 胡水明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39 程序设计实验随堂在线测试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陈凯明 计算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整体性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颜惠箭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一般

2021xjyxm041 生物化学基础实验课内容的优化 教学研究项目 王秀海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42 基于深化完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生命科学导论课程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张效初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43 王小谟网络科技英才班人才培养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李卫海 网安学院 一般

2021xjyxm044 光场调控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王自强 物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45 教学视频分析管理平台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万利平 教务处 一般

2021xjyxm046 本科教学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与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郑文曦 教务处 一般

2021xjyxm047 新医学背景下医学微生物学开放实验课程的建立 教学研究项目 计永胜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48 遗传学实验教学素材和视频影像资料库的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刘晓燕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49 我校本科生游泳课程建设方案设计与实施 教学研究项目 曾文 本科生院 一般

2021xjyxm050 科学趣味《矿物学》 教学研究项目 高晓英 地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1 环境综合实验中仪器分析能力提升的教学模式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韩於利 地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2 探地雷达实验教学研究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文健 地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3 机械制图及 CAD 实践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李保庆 工程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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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xjyxm054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视角下的机械制造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王翔 工程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5 新工科背景下的理论力学创新实验设计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郑航 工程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6 大数据下时间序列分析的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陈昱 管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7 研究型射频等离子体教学实验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周海洋 核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8 基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材料类专业实验教学改革 教学研究项目 高海英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59 仪器分析实验课程多维度教学模式构建 教学研究项目 胡万群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0 《有机化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许毓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1 基于 6S 标准化的仪器分析实验室管理模式探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杨凯平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2 基于成果导向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新体系的构建 教学研究项目 刘东风 环境系 一般

2021xjyxm063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形态学教学实验室内涵建设与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刘晓庆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64 计算思维在程序设计类课程中的培育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谭立湘 信息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5 新文科视角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构建策略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姬翔 管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6 大学生《创业会计与财务》课程设计 教学研究项目 张瑞稳 管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7 生物光谱学实验相关精密仪器操作微视频 教学研究项目 张倩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68 探究心理学在物理实验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研究项目 浦其荣 物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69 多学科交叉实验教学理念下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体系提升探究 教学研究项目 康辉 环境系 一般

2021xjyxm070 人体机能学实验室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黄伊娜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71 6S 管理在生理学教学实验室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孙红荣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72 储能技术课程体系探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谈鹏 工程学院 一般

2021xjyxm073 基于众包的计算机工程实践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肖明军 计算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74 新工科模式下的射频综合实验项目开发 教学研究项目 王百宗 信息学院 一般

2021xjyxm075 物理化学实验课程的信息化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李红春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76 翻转课堂在生态学研究型野外实习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罗建川 生医部 一般

2021xjyxm077 核电子学专业实验建设 教学研究项目 陈炼 物理学院 一般

2021xjyxm078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下虚实结合的电路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顾理 信息学院 一般

2021xjyxm079 高分子化学实验信息化教学平台的构建 教学研究项目 金邦坤 化学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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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xjyxm080 本科生“谋篇布局”统筹能力培养探究 教学研究项目 姚奇志 化学院 一般

2021xjyxm081 微生物生态与进化课程体系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花正双 环境系 一般

2021xjyxm082 试论力量训练对龙舟划手划桨水平的影响 教学研究项目 司友志 本科生院 一般

2021xjyxm083 基础英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教学研究项目 张曼君 本科生院 一般

2021xjyxm084 结晶学课程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二)晶体单形和聚形分析 教学研究项目 周根陶 地空学院 一般

2021xjyxm085 基于胜任力导向的混合教学模式在《妇产科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彭程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86
BOPPPS 教学联合“Mini-CEX+DOPS”双轨评价在普外科低年资护士规

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孙琳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87 数字病理切片题库建设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翁海燕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88
基于 PACS 病例库的案例教学法在影像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探

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韦炜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89 OBL 模式下泌尿系统整合课程优化与 OSCE 评价 教学研究项目 王科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0 标准化病人结合 CBL 在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苏丹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1
“双一流”院校背景下互联网+虚拟医学技术在生殖医学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郑圣霞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2
项目管理法联合 PDCA 循环在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专项技能培训考核管

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杨威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3
创伤骨科标准化病人建设和 Workshop 模式结合用于医学本科及住培

教学的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杨家赵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4 基于能力本位优化临床医学实践教学体系 教学研究项目 吴显宁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5
基础生命支持（BLS）标准化课程在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秦寒枝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6 基于 DISC 性格类型的情景模拟教学在流动岗护士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陈霞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7 课程思政理念在血液内科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皖湘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8 “1+X”网格化模式在审方药师培养中的应用和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马旖旎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099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 3D 打印在神经外科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王宣之 附一院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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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xjyxm100 ORIME 评价体系在胸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王君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101 思维导图联合 CBL 教学法在老年医学临床教学中的探索和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孙倩倩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102
STEAM 教学模式在护理本科实习生临床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以普外

科护理教学为例
教学研究项目 樊华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103 急危重症护理实训中虚拟仿真临床情景案例的设计与效果评价 教学研究项目 吴丹丹 附一院 重点

2021xjyxm104 形成性评价联合终结性评价在皮肤性病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许贵霞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05 “雨课堂”技术结合 PBL 教学模式在风湿免疫学教学中的探索与评价 教学研究项目 王俐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06 ADDIE 模型在皮肤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和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刘琼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07 翻转课堂结合 PBL 探索神经系统整合教学 教学研究项目 李冬雪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08
基于 TBL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形成性评价在麻醉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技能操作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贺克强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09
后疫情时代 OTD 教学法联合标准化患者在康复医学专业实习生培养中

的研究和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王丽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0
SOAP 联合 Mini-CEX 教学法在儿科规培医生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评

价
教学研究项目 李洁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1 CBL 联合内镜视频教学模式在耳鼻喉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王亚林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2
CBL 联合诊治指南教学法在血液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孙光宇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3 PBL 教学法在泌尿系统整合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沈洲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4
基于微信技术的新翻转课堂模式下MDT 联合CBL教学法在神经内科规

培医师教学中的运用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群森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5
基于分层教学的 PBL 联合 CBL 教学在肾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姜俊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6 教学门诊在心内科实习生培养中的应用与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胡凯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7 线上 PBL 模式在麻醉科住培学员中应用及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章敏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18 情景教学结合 PBL 在心内科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汪蓓蕾 附一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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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xjyxm119 微格教学联合思维导图在老年医学问诊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荣荣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0 颞骨解剖分层培训教学模式在耳鼻喉科进修医师培训中的应用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侯晓燕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1
整合思维导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联合 CBL 教学法在临床麻醉教学实

践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高亚利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2
混合式教学法在风湿免疫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及评价模

型的建立
教学研究项目 张敏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3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康复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方案构建与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汪澄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4
EBM 理念联合 CBL 教学法在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PDCA

应用及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龙吟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5 基于操作实录的引导性反馈在急诊科低年资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林文风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6 MDT 联合 PBL、CBL 教学法在肿瘤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何健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7
MDT 教学法结合老年共病管理在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应用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麻红艳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8 导师制联合 PBL 教学模式在临床检验专业实习生带教中的探索和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李明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29
翻转课堂式教学联合情景模拟与微格教学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心

肺复苏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侯冠峰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0 改良 Mini-CEX 在麻醉住院医师规培查房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潘坤云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1 MDT 模式下 PBL 教学法在妇科恶性肿瘤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李跃波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2 易位式教学法联合 Min-CEX 评价在眼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教学研究项目 季青山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3
CBL 教学法联合读书报告会在科大英才班呼吸病学实践课教学中探索

与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胡代菊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4 器官系统整合 PBL 教学模式在普外科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郑浩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5 翻转课堂联合 CBL、PBL 教学法在生殖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刘程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6
PBL 教学法结合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在神经外科专科临床教学中的

应用和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贺虎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7 3D Slicer 技术在神经外科本科实习生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庄红霞 附一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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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xjyxm138 消化系统病理形态学教学案例库的构建和教学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周杭城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39 SPIKES 方案在急诊医生医患沟通中的应用价值 教学研究项目 王玉兰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0 自学指导教学法在普外科实习护士临床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乔晓斐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1
基于 SPOC 平台的 ISS+SP+MDT 教学法在老年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的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戴雨濛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2 情景模拟联合视频反馈教学在机械通气培训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陈剑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3 SP/OSCE 模式在内分泌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周婉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4
紧缺人才培训背景下改良式 Mini-CEX 在提高临床药师临床思维能力

及教师教学效能感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周冉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5 CYOA-eCase 在临床药学带教中的应用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张哲弢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6 标准化病人模拟病例在老年医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张薇薇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7 TSP、CBL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儿科医患沟通课程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余金晶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8
基于 AHM 加权 TOPSIS 的临床药学实习生考核体系建设及质量监控模

式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吴妍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49
基于提升岗位胜任力的 PBL结合情境模拟教学法在肾内科教学中的探

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王艳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0
科大新医学理念指引下探索生物信息学在肿瘤内科医学生教学中的

应用及成效
教学研究项目 王伟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1 CBL 联合视频教学方法在普外科临床实习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邵拥军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2 纵横联合式的住培质量控制体系构建和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李东旭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3 角色扮演联合 PBL 教学法在妇产科实习生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胡美红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4
强化内科科室技能培训对提高实习生临床实践技能效果的研究与探

索
教学研究项目 管丽丽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5 微信联合 PBL、CBL 教学法在超声诊断教学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教学研究项目 胡蕾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6
基于 CBL 的微课-翻转课堂结合教学法在超声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应用

研究
教学研究项目 叶磊 附一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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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xjyxm157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实习阶段人文素养培育工作的研究和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夏韫华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8
工作坊联合“互联网＋”教学模式在非内分泌科低年资护士糖尿病相

关知识培训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杨胜菊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59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资源共享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骨科临床护理教

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刘曼曼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60 模拟医学教学联合微格教学在心血管内科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季亚娟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61 CBL 教学模式联合多媒体技术在辅助生殖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研究项目 郭楠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62
基于“雨课堂”混合教学模式联合专业化社会实践在老年医学教学中

的探索
教学研究项目 刘晓洁 附一院 一般

2021xjyxm163
病例导入式联合血液病实验室对检验医师诊断能力培养的探索与研

究
教学研究项目 方欣臣 附一院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