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期刊名称 期号 

药学专业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王春华 药学教育 2017 年第 3期 

药物化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探索 侯桂革 基础医学教育 2017 年第 6期 

医药学院药物合成系列课程实验一体化教学探索 侯桂革 基础医学教育 2017 年第 2期 

规范实验操作深化教学改革 侯桂革 药学教育 2017 年第 1期 

药学专业药物合成系列课程教学内容衔接探索 侯桂革 教育教学论坛 2017 年第 15期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教学分析 李洪娟 基础医学教育 2017 年第 7期 

医学成教学生的特点分析及增强学习效果的策略探

究 
张怀斌 卫生职业教育 2017 年第 20期 

对医学成人教育教学过程管理的探索与实践--以滨

州医学院为例 
高宗华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7 年第 8期 

形成性评价在中药植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林莺 
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育 
2017 年第 1期 

中药植物学网络课程建设与思考 林莺 
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育 
2017 年第 10期 

中药学本科专业药用植物学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林莺 
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育 
2017 年第 19期 

英国精英教育对我国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启示 高雪 素质教育 2017 年第 9期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分子生物学翻转课堂对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姚庆收 

中华医学教育 

探索杂志 
2017 年第 3期 

在生物技术专业应用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以

分子生物学课程为例 
姚庆收 卫生职业教育 2017 年第 11期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分析

化学》 
于晨 课程教育研究 2017 年第 15期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分析化学课程中的构建与应用 于晨 文化研究 2017 年第 10期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药理学实验教学改革 栾海云 卫生职业教育 2017 年第 6期 

设计性实验对麻醉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栾海云 卫生职业教育 2017 年第 16期 

标准操作规程在医学院校实验室的应用与探索 栾海云 卫生职业教育 2017 年第 21期 

PBL 教学法在口腔修复学中的探索与尝试 栾海云 
四川生理科学 

杂志 
2017 年第 3期 

医学类成教生网络自主学习的必要性及策略探析 张怀斌 卫生职业教育 2016 年第 11期 



探讨发育生物学课堂教学中的大学生个性发展 高雪 教育教学论坛 2016 年第 28期 

医学检验专业分子生物教学改革研究与探索 张小华 基础医学教育 2015 年第 12期 

成人高等教育有机化学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付彩霞 广东化工 2016 年第 18期 

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高宗华 卫生职业教育 2016 年第 19期 

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监控方案的构建 高宗华 广东化工 2016 年第 19期 

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单长民 教书育人 2016 年第 7期 

药物合成反应实验教学模式的评价与优化 侯桂革 山东化工 2016 年第 12期 

药学专业药物合成系列课程理论与实验教学探索 侯桂革 教育教学论坛 2016 年第 11期 

基于产学研合作下的药剂学教学的几点思考 史亚楠 东方教育 2016 年第 3期 

关于地方院校生物制药专业教学的几点思考 姚庆收 卫生职业教育 2016 年第 19期 

医学人文教育融入药理学教学的探索与实施 李庆忠 高教学刊 2016 年第 2期 

以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为导向的学业评定体系改革 李燕妮 
中国医学教育 

技术 
2016 年第 1期 

基于网络课程教学资源成人教育教学模式的探索 马朋 科技视界 2015 年第 34期 

医学遗传学课程的优化整合与实践 单长民 
中国优生与 

遗传杂志 
2015 年第 6期 

药学专业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实践与探索 姚庆收 卫生职业教育 2015 年第 15期 

地方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发展

对策 
姚庆收 基础医学教育 2015 年第 5期 

从哲学的辩证思维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 姚庆收 生物技术世界 2015 年第 2期 

医学细胞生物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许聪 生物学杂志 2015 年第 3期 

普通动物学综合性实验的设计 王娟 
滨州医学院 

学报 
2014 年第 6期 

药物合成反应考式试卷分析 孙居锋 大学教育 2015 年第 8期 

药物化学课程群实验课程双语教学的初步研究 孙居锋 科学导报 2015 年第 22期 

形成性评价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 栾海云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 年第 7期 



以案例为主线的教学法在医学机能实验学中的应用 王巧云 
中华医学教育 

探索杂志 
2015 年第 3期 

药理学考试评价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探索 孙红柳 时代教育 2015 年第 4期 

临床药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探讨与思考 姜文国 医学信息 2015 年第 12期 

在专业课教学中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 李淑翠 新教育时代 2015 年第 8期 

药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改革与探索 代现平 科技视界 2014 

医用化学实验改革初探 董秀丽 科学时代 2014 

以科研训练提高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 徐艳岩 
教书育人高教 

论坛 
2014 

网络试题库与考试系统的建设与探索 卞伟华 
廊坊师范学院 

学报 
2014 

染色体及染色体病的教与学 谭秀华 生物学教学 2014 

大学生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构建初探 王垣芳 科教导刊 2014 

机能实验学设计性实验分层次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王巧云 
中华医学教育 

探索杂志 
2014 

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内容创新的讨论 刘向勇 西北医学教育 2014 

辩论式教学法在培养新型药理学人才中的运用 王超云 教育教学论坛 2014 

从中国传统美学思维角度对《周易》作为大学选修

课的讲授方法研究 
肖涛 数字化用户 2014 

医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的必要性及措施 张怀斌 科学时代 2014 

基于元认知的医学生网络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及评

价机制研究 
张怀斌 

数理医药学 

杂志 
2014 

网络环境下医学生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 张怀斌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4 

医学院校基因工程教学实践探索 张小华 西北医学教育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