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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教函 〔2017〕25号 

关于 2017 年度校级教育科研课题 

结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校属各相关单位：  

“2017 年度校级教育研究课题结题验收会”于 2017 年

11 月 29日举办，本次结题会遵照“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对 56项课题进行了验收，其中包括 2015年 2 年期课

题 28 项，2016年 1 年期课题 27项，延期课题 1项。 

一、评审原则 

评审专家参考《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研课题结题评审

参照指标 2017》开展评审，现场评审包括纸质版材料评审

和现场答辩两个部分，评审方式分为“通过与否”计票及“百

分制”评分两种方式，具体原则如下： 

1.通过课题：通过率在 80%及以上。 

2.优秀课题：平均分排名前 10%的课题（延期课题无评

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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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通过课题： 

⑴ 不通过票占 40%-60%（不含 60%）者：限期整改完善，

补充提交材料，重新答辩。 

⑵ 不通过票占 60%及以上：直接取消立项。 

二、评审结果 

本次共有 53 项课题通过验收，其中优秀课题 6项，具

体名单详见附件：2017年教育科研课题结题验收通过名单；

另有 2项课题不予通过，责令限期补充材料；2 项课题取消

立项。 

1.优秀课题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完成情况良好，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对教学工作有切实推动作用。 

为激励示范，以下课题在此次评审中被评为“2017 年

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教育科研课题”。 

表 1  2017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教育科研课题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负

责人 

单位 课题名称 

XJY15002 张冰 中药学院 
基于“药学服务”的临床中药师培

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XJY15008 续洁琨 生命科学

学院 

利用“翻转课堂”优化《生物化学》

教学效果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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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Y15030 金智学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我校中医长学制学生思政课研究性

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以“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XJY15034 郝玉芳 护理学院 循证护理对护理专业本科生评判性

思维影响的研究 

XJY15027 谭巍 管理学院 我校《管理学原理》课程嵌入式

“Seminar+案例教学”教学法改革

研究与实践         

XJZX1618 高颖 第一临床

医学院 

基于识证研究及执业医师考试的实

践技能考核评价标准视频的研制 

2.不予通过课题，限期补充材料 

经评审，以下课题在此次验收中课题完成情况不好，成

果较少，原则上不予通过。现要求课题负责人对照任务书，

按现场答辩专家所提意见，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工作，于半

年内提交补充结题材料，并再次进行答辩。通过后方可予以

结题，否则予以取消立项处理。 

表 2  不予通过课题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负

责人 

单位 课题名称 

XJZX1605 张子龙 中药学院 中药学院教育教学发展 60年回

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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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ZX1626 赵海滨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问题教学法在中医院校“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应用 

 

3.取消立项课题 

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研课题任务书》内课题

负责人签署意见，“课题组不能按照研究计划如期进行的，

或超过课题研究的计划周期不能如期完成并按时结题、验收

的，接受教务处暂停或撤消研究计划，并在今后 3 年内不再

受理该课题负责人的新立项课题”，以下课题（包含 16 年不

予通过课题 1项）予以取消立项。 

表 3  取消立项课题名单 

课题编

号 

课题负

责人 
单位 课题名称 

XJY14037 薛晓鸥 
第一临床医学

院 

《中医妇科》临床教学中的中西

医结合策略 

XJY15024 颜素容 中药学院 
《统计学基础》课程的“档案袋”

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附件：2017年教育科研课题结题验收通过名单 

                                                       

                            教务处 

                               2018年 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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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教育科研课题结题验收通过名单 
课题批号 负责人 课题名称 单位 

XJY15007 李峰 标准化病人在中医诊断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中医学院 

XJY15012 倪磊 采集临床影音案例的生理学教学改革 中医学院 

XJY15013 廖艳 “老年保健与康复”模拟临床实践的实训课程的建设与研究 中医学院 

XJY15014 陈子杰 《内经》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中医思维的实践研究 中医学院 

XJY15016 刘果 
基于顺利接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卓越中医师温病学

“经典小讲堂”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中医学院 

XJZX1601 李峰 中医临床前基本实践技能培训模式的改革研究 中医学院 

XJZX1602 王谦 建立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为一体的实验教学综合性评价体系 中医学院 

XJZX1603 郭健 
西医基础主干课程网络题库以及学生形成性成绩评价体系的

建设与研究 
中医学院 

XJZX1604 李卫红 
非医学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整合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模

式的创新研究 
中医学院 

XJY15001 黄建梅 中药分析相关实验课程多维度教学体系的构建 中药学院 

✳XJY1500 张冰 基于“药学服务”的临床中药师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中药学院 

XJY15019 刘斌 
以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培养目标的中药制剂分析实践

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中药学院 

XJY15022 刘春生 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的采药实习模式创新研究 中药学院 

XJY15025 马群 
“加强行业规范，优化教学实践”---构建中药制药实践教学

新模式 
中药学院 

XJZX1606 谭鹏 
基于传承与创新策略的中药炮制学实验教学改革和评价体系

建设 
中药学院 

XJZX1607 袁瑞娟 
以素质能力培养为核心基于 BB 平台构建网络化形成性评价

体系——以《仪器分析》为例 
中药学院 

XJY15026 薛卫国 以学生为中心的《按摩推拿学》双语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 针灸推拿学院 

XJZX1608 郭长青 针灸推拿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管理研究 针灸推拿学院 

XJZX1612 田润平 
基于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质量评价的中医药职业胜任力研

究 
招生与就业处 

XJY15005 姜苗 抢救性挖掘整理名医名师教学实录的研究 研究生院 

XJY15045 佟晓辉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实践与思考——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为

例 
学生工作部 

XJY15035 唐燕 
基于 BB 平台任务驱动式翻转课堂在程序设计类课程中的研

究与实践 
信息中心 

XJZX1613 郭凤英 以专业应用为导向的计算机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信息中心 

XJZX1614 李京忠 
基于“医师资格考试中医执业医师分阶段考试”人机对话考

试系统环境构建与智能化部署的研究 
信息中心 

✳XJY15008 续洁琨 利用“翻转课堂”优化《生物化学》教学效果的实践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XJY15010 王旭丹 
Illustrator CS 结合 Powerpoint 制作医学免疫学动画及其

在教学中应用的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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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Y15009 贾翎 
在《医学免疫学》教学中使用基于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

的翻转课堂教学法的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XJY15030 金智学 
我校中医长学制学生思政课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人文学院 

XJZX1622 王梅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建设研究——基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教学效果目标 
马克思主义学院 

XJZX1623 王良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实践教学与形成性考核改革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XJZX1624 李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学团队课程

改革建设方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XJZX1625 胡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XJZX1627 佟晓辉 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建设方案论证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XJZX1629 万宗凤 
万宗凤 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供给侧”研究——基

于课程体系设置的改革与完善 
马克思主义学院 

XJY15028 杨晓玮 基于 BB 平台的护理学基础课程教学实践与研究 护理学院 

XJY15029 刘宇 概念构图教学法在护理专业本科生临床实习中的应用研究 护理学院 

✳XJZX1611 郝玉芳 循证护理对护理专业本科生评判性思维影响的研究 护理学院 

XJY15046 张立平 
基于我校西学中临床硕士学位项目的对外临床课程体系建设

和研究 
国际交流合作处 

✳XJY15027 谭巍 
我校《管理学原理》课程嵌入式“Seminar+案例教学”教学

法改革研究与实践 
管理学院 

XJZX1609 胡凌娟 卫生管理专业全过程考核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管理学院 

XJZX1610 耿冬梅 管理类课程实践教学设计及形成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管理学院 

XJY15038 常佩芬 翻转教学模式在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Y15041 刘丽杰 
基于“以症状鉴别为基础，构建结构化问诊框架，提高中医

本科生临床问诊能力”的研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ZX1615 王玫 关于中医专业学生临床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ZX1616 丁治国 临床医学院标准化教研室的建设规范及评估体系研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ZX1617 赵进喜 基于形成性评价的中医学临床核心课程评价体系研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ZX1618 高颖 
基于识证研究及执业医师考试的实践技能考核评价标准视频

的研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ZX1619 李雁 基于识证研究及执业医师的实践技能考核评价标准研制 第一临床医学院 

XJY15043 王玲璞 
比较影像学教学方法及 PACS 影像导入法在医学影像诊断学

教学中的应用 
第二临床医学院 

XJY15044 马小娜 
新型临床思维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留学生 B 模式教学的

探索研究 
第三临床医学院 

XJZX1620 刘文娜 中医学专业临床课教学形成性评价指标研究 第二临床医学院 

XJY15050 刘丽平 
基于网络平台的反思日记法在护理本科生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研究 
中日友好医院 

XJY15051 赵薇 团队模拟教学在医学生临床综合技能训练体系中的应用 中日友好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