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下半年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拟通过名单

序号 项目级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重点项目 721100G00801 中医外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培
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曹毅

2 重点项目 721100G00805 中医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培养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马高峰

3 重点项目 721100G00809 中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研究——以浙江
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为例

朱崇梅

4 重点项目 731100G00804 探索提高研究生论文质量的方法研究 赵蕾

5 重点项目 731100G00802 临床医学（含中医类）专业学位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培
养存在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王丽

6 一般项目 721100G00803 PBL教学模式在研究生心电图选修课中的应用研究 李晓东

7 一般项目 721100G00804 PBL+LBL双轨模式在《中医内科学研究进展》教学中的应用 刘强

8 一般项目 721100G00806 研究生专业文献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拓展性课程研究 马丽俐

9 一般项目 741100G00803 推拿文献整理研究（供研究生用） 许丽

10 一般项目 761100G00802 医学英文论文写作辅助教学研究 叶晓

11 一般项目 781100G00801 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四维融合”模式的构建与实践初探 杨一令

12 重点项目 751100G00805 中药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跟踪调查 梁泽华

13 一般项目 721100G00813 翻转课堂在妇科专业研究生课程中的运用研究 应敏丽

14 一般项目 721100G00814 案例教学在皮肤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双轨合一”培养中的应用 杨晓红

15 一般项目 721100G00815 PAD课堂及SP结合在中医外科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及评价研究 赵虹

16 一般项目 721100G00816 基于微信平台的网络PBL在研究生《外科学》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魏星

17 一般项目 751100G00804 医药院校研究生人文型社团生存现状及有效性发展研究——以
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

徐爱琴

18 一般项目 781100G00802 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在《免疫学导论》中的探讨与应用 程东庆

19 一般项目 741100G00817 专硕与规培衔接后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周慧

20 一般项目 711100G00849 案例式教学模式在研究生课程教育中的探讨与应用研究---以
中医外感热病为例

胡正刚

21 一般项目 831100G00807 新媒体视阈下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探究（以浙江中
医药大学为例）

孟舒扬

22 一般项目 791100G00824 案例式教学法在《护理理论》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俊杰

23 一般项目 781100G00819 案例式教学在研究生《现代临床检验诊断学》课程教育中的应
用研究

张婷

24 一般项目 761100G00824 研究生医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梁世伟

25 一般项目 311100G00803 符合专业教育特点的多校区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与实践 李官泽

26 重点项目 731100G00829 “一对三”教学法在骨伤科规培研究生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董黎强

27 重点项目 311100G00805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的难点与对策分析 陈青

28 一般项目 731100G00830 基于“多学科讨论式教学法”探索临床型研究生的临床及科研
能力培养新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高文仓

29 一般项目 741100G00822 循证实践对针灸推拿专业专硕研究生岗位胜任力的影响 陈勤

30 一般项目 851100G00803 中西医结合初始化教育在研究生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探讨 邓刚

31 一般项目 781100G00826 增强学术科研能力，提高研究生就业质量的创新与实践 丁志山

32 一般项目 771100G00826 案例式教学模式在研究生课程《实验设计与论文撰写》中的探
讨与应用

袁小凤



33 重点项目 731100G00842 基于“案例教学”临床技能培训在专业型研究生规范化培训中
的应用

刘英超

34 重点项目 751100G00841 提升我校中药学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质量的对策研究 石森林

35 一般项目 721100G00858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改革研究 吴磊

36 一般项目 721100G00859 中医理论指导下“学校-学院-规培基地”研究生三级管理体制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叶海勇

37 一般项目 731100G00844 基于PBL和TBL教学法的研究生《中医英语》教学模式探究 陈晓彤

38 一般项目 851100G00809 ECS模拟教学培训急腹症临床思维的应用研究 张方捷

39 专业教材
重大招标

711100G00869 《中医诊断学研究与进展》研究生教材 周岳君

40 专业教材
重大招标

791100G00849 《内外科护理专科实践》研究生教材 何桂娟

41 教学案例库
重大招标

741100G00832 中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二）（含子项目-
--中医妇科病案数据库的规范建设与运用）

章勤

42 教学案例库
重大招标

731100G00846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一）（含子项
目---分层次临床案例库建设在专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

孙静

43 教学案例库
重大招标

791100G00850 护理专硕综合案例库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何桂娟

44 教学案例库
重大招标

711100G00871 公共卫生案例库建设 傅传喜

45 一般项目 741100G00833 中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二）子项目---针
灸治疗头面躯体痛证的循证医学案例库规范与建设

张全爱

46 一般项目 741100G00834 中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二）子项目---肺
痨案例

张尊敬

47 一般项目 731100G00847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一）子项目---
高级模拟人在急危重症案例库中应用的研究

莫达瑜

48 一般项目 721100G00864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一）子项目---
床旁超声筛查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栓案例库

石莹

49 一般项目 851100G00815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二）子项目---
急诊医学教学案例库的建设

徐远胜

50 一般项目 851100G00816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二）子项目---
研究生规范化培训心肺复苏案例库

谢赟

51 一般项目 851100G00817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建设(二）子项目---
消化系统肿瘤的影像诊断案例库及MDT联合PBL+CBL模式教学

胡大成

52 一般项目 851100G00818 护理专硕综合案例库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子项目---基于转化式
学习理论的护理专业硕士教学案例库的研究

宁丽

53 教学案例
一般项目

711100G00872 经典名方研究思路与进展 季旭明

54 教学案例
一般项目

751100G00845 《中药药理学专论》教学案例库 高建莉

55 教学案例
一般项目

791100G00854 中医临床护理学案例库 徐敏

56 教学案例
一般项目

791100G00855 康复护理案例库 贺郁琳

57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2 脑科学进展 陶明

58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3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方法与技术 王萍

59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4 高级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研究进展 杜月光

60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5 高级局部解剖学 葛钢锋

61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6 免疫学与微生物学方法与技术 陶方方

62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7 内经学研究 张俊杰

63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8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方法与技术 刘明英

64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09 医史文献研究专论（博士）、医史文献研究方法与应用（硕
士）

郑洪

65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0 中医临床经典原著研读 李荣群

66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1 中医文献学 吴小明



67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2 中医诊断学研究及进展 周岳君

68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3 高级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 陈如程

69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4 护理研究方法 马小琴

70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5 护理质性研究 周云仙

71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6 护理专业英语 周云仙

72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7 循证护理学 何桂娟

73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8 生物信息学与大数据分析 柴惠

74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19 实验设计及研究生论文撰写 窦晓兵

75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0 实验室安全及管理 胡晓芬

76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1 现代生物技术和新药研究与开发 陈京

77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2 药剂学专论 吴素香

78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3 中药药理学专论 楼招欢

79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4 中医药大健康产品研发设计与实践 夏道宗

80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5 动物实验方法与技术 朱亮

81 混合式教改 YJSHH2021026 古今医学文献研究方法与实践 易安宁



2021下半年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拟通过名单

课题组成员 部门 立项
时间

马丽俐、朱金土、周秀扣、
陶茂灿、洪日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4年

杨伟吉、卢建华、丁曦、高
俊、宋巧玲

第一临床医学院

叶海勇、陈翔、孙金权、杨
元宵

公共卫生学院

尹航、袁强、骆仙芳、王丽 第二临床医学院

杨伟吉、骆仙芳、赵蕾、贾
仰民、刘长峰

第二临床医学院

罗晖、潘医歌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真、夏永良、潘磊、戴金 第一临床医学院

曹毅、欧春、陶茂灿、朱金
土、洪日、赵虹

第一临床医学院

范炳华、吕立江、王晓东、
徐泉珍

第三临床医学院

李虹、董敏华、扈李娟、梁
世伟、唐路

人文与管理学院

赵洁、国佳、章津、胡洁 第三临床医学院

李范珠、金策、杨元宵、鲁
益彪

药学院

2015年

吴燕平、蒋军、徐垲 第一临床医学院

马丽俐、方一妙、葛琼翔、
曹毅

第一临床医学院

马丽俐、楼丽华、孙洁 第一临床医学院

付永清、杜卫东、周剑、顾
文扬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杨元宵、梁泽华、曹俊 药学院

周芳美、孙桂琴、金燕、田
成华

医学技术学院

林咸明、裘伟国、蒋惠芳、
国佳

第三临床医学院

2016年

严余明、刘玉良、曹灵勇、
沈祥峰

基础医学院

陈青、叶姣云、国佳、汪淑
华

口腔医学院

马小琴、胡曾琳 护理学院

许健、阮心明、胡正军、黄
鹏

医学技术学院

独立完成 人文与管理学院

陈青、白璐、田莎莎 第二临床医学院

尹航、赵蕾、里焱、王昌兴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7年

袁强、蒋笑燕、李官泽、方
静

医学技术学院

周少玲、俞森权、陈滨海、
姚成

第二临床医学院

马睿杰、方益、裘伟国、周
慧、周杰

第三临床医学院

陈可安、邵佳、蒋康、王于
勇

第四临床医学院

张婷、杨一令、许健 医学技术学院

窦晓兵、卢德赵、郭莹 生命科学学院



邬元曦、赵蕾、里焱、莫达
瑜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8年

黄真、楼招欢、张婷 药学院

曹志坚、孙守忠、孙志超、
项萍

第一临床医学院

白璐、何洪义、楼历月、孙
金权、裘生梁

第一临床医学院

刘英超、赵蕾、钟继红、高
文仓、邬元曦、何璐莎、魏

第二临床医学院

单毓强、郑春兰、刘凌、方
填填

第四临床医学院

宋红、李春雯、刘晓谷、韩
进、余王琴、方传明、杨辉

基础医学院

2019年

沈翠珍、汪国建、蔡华娟、
沈勤、屠乐微

护理学院

张全爱、张尊敬、赵宏利、
王素霞、马景、陈赟

第三临床医学院

莫达瑜、石莹、刘英超、莫
达瑜、赵蕾、江延姣、杨科

第二临床医学院

孙秋华、宁丽、汪国建、周
云仙、俞国红、李益民、张

护理学院

毛盈颖、叶丁 公共卫生学院

狄忠、李璐、陈晓军、李阳 第三临床医学院

郭净、谢小涛、何媚燕、周
光闹

第三临床医学院

刘英超、李春雯、孙静、赵
蕾、江向红、邬元曦、王丽

第二临床医学院

王灵聪、蔡丹莉、张志荣、
祝晨、金水芳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弋、吴锦鸿、周悦婷、郑
娉娉、方金燕、谢赟

第四临床医学院

王弋、徐远胜、赵雪、黄赣
英、郑娉娉、宓奔、江哲龙

第四临床医学院

杨斌、甄涛、翟路路、吴林
玉

第四临床医学院

李益民、陆骏、沈小玲、金
建芬、周宁宁、周临、郑贝

第四临床医学院

张翼宙，范祥，尹湘君 基础医学院

2020年
寿旗扬、楼招欢 药学院

俞国红、叶富英、汪永坚、
杨丹华、陈晓洁、胡婵娟、

护理学院

徐月花、汤阿毛、宁丽、杨
湘英、周诗虹、吴希杭、陈

护理学院

高静芳、于恩彦、戴国俊、
樊树峰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1年

饶芳、储利胜、杜月光、印
媛君、潘小平、方燕

基础医学院

顾晶晶、倪世容 基础医学院

陶水良、张建平、张博、袁
茂运、俞洪、宋精梅、王晶

基础医学院

刘文洪、徐家宝、邵铁娟、
江夏薇

基础医学院

郑红斌、刘玉良、张天星 基础医学院

赵筱萍、陈晓玲、龚婉 基础医学院

吴小明 基础医学院

曹灵勇、胡正刚、沈祥峰、
赵婷

基础医学院

刘珊、黄雪莲 基础医学院



宋红、刘晓谷、韩进、余王
琴、杨辉、方传明、梁博豪

基础医学院

2021年

郑卫军、王晓燕 公共卫生学院

周云仙、王俊杰 护理学院

王莹 护理学院

杨丽黎 护理学院

周云仙 护理学院

杨贞、张林、邵加、倪哲吉 生命科学学院

郭莹、钱倩宇、柴惠、陈林
、周丽萍

生命科学学院

赵伟春、吴昊 生命科学学院

柴惠、林伊利、周国英、杨
贞

生命科学学院

石森林、熊阳、谷满仓、张
婷

药学院

吕圭源、高建莉、葛卫红、
寿旗扬

药学院

石森林、李芬芬、余涛、祝
森根

药学院

陈民利、吕建敏、潘永明 动物实验研究中心

王静波、胡美君、刘春金 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