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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教学中心总体情况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 所属学科名称 临床医学 

隶属部门／管理部门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 成立时间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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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始建于 1984 年，是我国首批设立医学检验本科专业的

六所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初创肇基的医学检验学系，本着“基础扎实、强调能力、注重

实践、学风严谨”的理念，规模虽小（招生数仅 25~30人/年），但教师们精良的学术水

平和务实奋进的精神，博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2010年医学检验学系改制为医学检验学

院。 

1996年，天津医科大学通过了“211工程”预审，成为国家“211工程”首批建设

的 100所大学之一。从此，医学检验学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

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及整体办学条件等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 年医学检验学系

将原来分散的学科实验室的实验教学资源进行了优化整合，成立了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

中心。通过“九五”至“十二五”建设，“211”工程建设、“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

设”等经费支持，共获得资金 890余万元，建设成以分子诊断为重点,以模拟临床实训基

地为特色，在国内医学检验专业处于领先水平的实验教学平台，2007 年获得天津市普通

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备固定资产由成立时的不足 100 万元达到现在的 1040

余万元。目前中心的仪器设备总数为 710台（套），其中 1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有 12台（套），

主要包括：液相色谱工作站，荧光定量 PCR 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多色荧光化学成像

系统，化学发光检测仪等。见附件 6                                        

实验中心总面积由建设之初的 350平米发展为现在约 2200平米，包括（1）基础实

验平台：形态学实验室和机能学实验室；（2）仿真模拟临床实训基地；（3）分子诊断实

验平台；（4）网络多媒体实验教学平台；（5）院企联合共建实验平台。 

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的教学任务包括：医学检验专业、医学影像专业、留

学生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教育医学检验专业及高职护理专业等学生的实验教学，涉及五

个专业；及本科、专科、研究生、成人教育四个层次，共开设 192 个实验项目，年授课

学生人数 660人，年实验课程授课时数 1677 学时。中心作为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研究

生的模拟临床实训基地，及本科生创新实践和毕业论文课题研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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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的实验平台，同时还承担 各级科研课题研究和面向社会服务的功能。至今已培养

本科毕业生 1200 余名，研究生 70余名。 

中心始终以队伍建设为先导，人才引进与培养并重。近五年培养、引进了 14名博硕

士研究生，逐步建立起了一支由教授领衔，理论教学、实验教学与科研队伍互通的高水

平实验教学队伍。中心目前有师资 29人，师资队伍的年龄层次、知识结构、专业方向等

配备科学合理，实现了良性可持续发展。 

中心按照“整体优化，学科整合，资源共享，统筹调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在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建设了多学科共享，宽口径的公共教学、科研实践平台。

实验教学中心为实验教学改革创造了条件，课程建设和教学成果显著。近五年实验中心

共获国家级教学课题 1项，省部级教学课题 6项，校局级教学课题 11项。共获国家级质

量工程项目 3项，省部级获奖 6项，校级教学成果 13项。共发表教学论文 69篇。出版

主编/副主编教材 17 部，参编教材 23部，自编教材 20部。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 1门、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1门，天津市级精品课程 2门，天津医科大学精品课程 2门、

留学生精品课程 1门，主干课程已全部建设成为各级精品课程。“医学检验”获得国家级

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天津市品牌专业，拥有天津市教学名师 1名，获得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依托于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开展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硕果累累，在大学生“挑战杯”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荣获市级奖项 12项，校级奖项 20项，今年我校首次参加全国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获得 1项立项。“临床检验诊断学” 1998 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

权点，2006 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近五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科技

部支撑项目 1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2 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横向课

题 10余项，经费 580 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140篇，其中 SCI 收录 12篇。组织学术讲

座 30余次，主编/参编科技专著 5部，申请专利 4项。 

经过 16年（1996~2012）的建设发展，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平

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及实验教学水平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达到国内同类专

业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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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主
任 

姓    名 刘运德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03 民族 汉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位 学士 毕业院校 天津医科大学 

通讯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1 号 邮   编 300203 

电子邮箱 yundeliu@126.com 联系电话 022-60357712 

主要职责 

1. 制定实验中心的建设规划及仪器设备购置计划 

2. 组织制定实验中心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3. 及时把握实验教学的发展趋势，不断引入新的实验教学理念，组织指导 

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4. 引进和培养新型的实验教学人才，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实验教学队伍 

5. 审定实验教学大纲和计划，并对实验教学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6. 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开展社会服务与科技开发，开展 

学术与技术交流活动 

7. 负责实验中心安全工作 

教学科研 

主要经历 

 

 

★1983.07 - 1984.07  天津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助教 

★1984.07 - 1990.10  天津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讲师 

★1990.10 - 2001.10  天津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副教授  

★2001.10  -  至今   天津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教授  

★2002  遴选为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2  遴选为天津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3 -  1995   医学检验学院办公室主任 

★1996 -  2001   医学检验学院副院长，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2002 -  至今   医学检验学院院长，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1998.5-1999.5 美国波士顿 Fitchburg State College 访问学者 

★教授课程：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的临床微生物学及检验、检验医学进展、

实验室管理学等课程 

 

mailto:yundeli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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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承担的质量工程项目 

1.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 

2.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负责人 

3.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负责人 

4.天津市品牌专业负责人 

5.天津市精品课程负责人 

4.天津市教学名师 

5.天津医科大学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 

教学成果 

1.主持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 4 项 

（1）2005-2007  教育部“十五”重点教改立项 “21 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医

学检验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创新与实践”  

（2）2007-2009  天津市教委教改课题“构建多元化教学平台，强化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获得 2010 年天津市教委一类结题成果 

（3）2010-2012  中华医学会教改课题“检验医师长学制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已结题 

（4）2012-2014  天津市教委重点教改课题“ 国际化视野创新型医学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主编、参编教材共 23部 

（1）主编、副主编教育部和卫生部全日制本科规划教材 8部，参编统编及

协编教材 15部。 

（2）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15篇。 

科研成果 

1.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主持校级重点学

科项目 3项，共获得科研经费 238 万元。 

2.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项——“轻稀土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及其

侵袭转移作用的研究”2007年 

3.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申请专利 2项。 

4.培养研究生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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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人员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其它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总

人

数 

平均 

年龄 

人数 5 12 10 2 10 10 7 2 

29 41 占总人
数比例 

17.25 41.38 34.48 6.90 34.5 34.5 24.1 6.9 

教学简况 

实验课程数   
实验项目

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
数/年 

23 122 5 660 48215 

环境条件 
实验用房使用面积（M2） 设备台件数 设备总值（万元） 

设备完好
率 

2200 710 1040 98% 

教材建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量（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种） 

主编 参编 

2 9 16 6 

近五年 

经费投入 

数   额 

 来   源 

主要投向 

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在“九五”、“十五”期间获得经费投入120万元，用

于购买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室改造；获得“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

验室” 经费投入150万元；天津市高校“十二五”综合投资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获

得经费53万元；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投资”设备经费450万

元，校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30万元。加之近五年学校总计配套投入教学经费90万

元，共计890余万元，用于实验室升级改造和购置仪器设备。目前医学检验学实验

教学中心拥有仪器设备总值1040万元，共710台件，实验室面积约2200平方米。 

近五年 

中心人员 

教学科研 

主要成果 

教学主要成果：近五年实验中心获国家级教学课题 1项，省部级教学课题 6

项，校局级教学课题 11项。共获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 3项，省部级获奖 6项，校

级教学成果 13 项，共发表教学论文 69篇，出版主编、副主编教材 17部，参编教

材 23部；自编教材 20部。 

 科研主要成果:近五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科技部支撑项目 1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2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横向课题 10余

项，总计获得经费 580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140篇，其中 SCI 收录 12篇。组织

学术讲座 30余次，主编参编科技专著 5部，申请专利 4项。 



 

6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学

位 

中

心

职

务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属二级

学科 

中

心

工

作

年

限 

中心工

作职责 

是

否

专

职 

兼职人员所

在单位、部

门 

1 刘运德 男 195903 学士 主任 教授 临床微生物检验 27 实验指导 否 院长/病原主任 

2 李昕 女 196207 硕士 副主任 副教授 寄生虫检验 22 实验教学 否 病原教研室 

3 刘雪平 女 196201 学士 副主任 高级实验师 临床生化及检验 26 实验教学 是  

4 孙续国 男 196504 博士  教授 临检血液 6 实验指导 是  

5 郑芳 女 196408 博士  教授 临床免疫及检验 6 实验指导 是  

6 李会强 男 196510 硕士  教授 临床免疫及检验 23 实验指导 否 临床免疫主任 

7 卢奕 女 196208 博士  教授 临床免疫及检验 20 实验指导 否 免疫教研室 

8 刘晓春 女 196404 硕士  副教授 临床微生物检验 25 实验教学 否 病原教研室 

9 崔宇杰 女 197211 博士  副教授 临检血液 7 实验指导 否 临检教研室 

10 宋士伟 男 196112 学士  副教授 临床生化及检验 6 实验教学 否 临床生化教研室 

11 申艳娜 女 197707 博士  副教授 临床微生物检验 3 实验指导 是  

12 梁晖 女 197010 硕士  副教授 临床生化及检验 19 实验教学 是  

13 刘弘毅 女 196311 学士  副教授 临床生化及检验 25 实验教学 是  

14 李娟 女 196410 硕士  高级实验师 临床生化及检验 26 实验教学 是  

15 刘继英 女 196411 硕士  副主任技师 临床生化及检验 25 实验教学 是  

16 邢冬红 女 196412 硕士  高级实验师 临床免疫及检验 26 实验教学 是  

17 邸宝华 男 196605 本科  高级实验师 寄生虫检验 25 实验管理 是  

18 王蓉 女 197708 硕士  讲师 寄生虫检验 7 实验教学 是  

19 卢金海 男 196206 学士  讲师 临检血液 20 实验教学 是  

20 秦毅 女 196407 本科  实验师 临检血液 25 实验管理 是  

21 苏桂新 女 196804 学士  实验师 临检血液 22 实验教学 是  

22 岳丹 女 198007 博士  讲师 临床微生物检验 3 实验教学 是  

23 要阳 女 197804 博士  讲师 临床生化及检验 3 实验教学 是  

24 吴伯岳 男 198403 博士  讲师 临床生化及检验 2 实验指导 是  

25 李晓蕾 女 198212 博士  讲师 临床免疫及检验 2 实验教学 是  

26 王者香 女 198312 博士  讲师 临检血液 2 实验教学 是  

27 李雪 女 198212 硕士  讲师 临床免疫及检验 3 实验教学 是  

28 鲍会静 女 198212 硕士  助教 临床免疫及检验 3 实验管理 是  

29 刘甫 男 198510 学士  助教 临床免疫及检验 3 实验管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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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教学 

2-1．实验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学校实验教学相关政策，实验教学定位及规划，实验

教学改革思路及方案等） 

学校实验教学相关政策 

天津医科大学先后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实验教学工作，加强

实验室人员的管理和考评。制定和修订的相关文件如下： 

1．2001 年制定了天津医科大学《关于实施“十五”综合投资规划的意见》,并以津医

大（2002）18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部门。 

2．2004 年学校提出了“关于开展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规定”。为了加强学生创新思

维、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实验教学体系

的改革，培养面向 21 世纪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实验室要加强实验教学内容的更新，减少

验证性、演示性实验，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验。 

3．2004年学校在“2004年行政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继续加强教学实验室等公共服务体

系的建设，在普遍达标的基础上，打造一批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实验室。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

心根据学校的要求，提出高质量完成“十五”综合投资仪器设备的购置任务。 

4．2005年学校明确提出“改革实验教学，修订实验教学大纲，规范综合性、设计性实

验”。津医大教务[2005]15 号文件，关于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以学生为本，德

育为先”的育人理念，制定了培养“两个特长”（外语能力强和实践能力强）的医学人才方

向；明确了“改革和调整实验教学内容、开放实验室、鼓励本科生参加科学研究” 等一系

列具体要求。并提出“学科带头人同时也应成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重点学科负责人同时也

应该成为精品课程的负责人。 

5．2006年学校提出加强实验室建设和评估，高质量完成“十五”、“211工程”、“十五”

综合投资、“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建立仪器设备信息资源库，

扩大重点实验室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仪器设备管理科学化、制度化。 

6.2011 年学校提出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津医大教务[2011]18 号文件。要求培养方案

突出我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特色，巩固和发扬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成果，完善学分制，构建科

学、合理的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及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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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定位及规划    

一、定位  

天津医科大学将实验教学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教学同等重要，是培养

实践能力强的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实践能力培养的训练场、创新教育的基地、科研成果

的孵化器。实验教学既是对医学理论知识的验证和感知，更是理论教学的拓展和升华，两者

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实验教学中心应成为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实验平

台。医学检验是一门科学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主要培养能够从事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科

研机构的临床医学检验、卫生检验工作的应用型医学检验专门人才。 

二、规划 

（一）队伍建设  坚持以队伍建设为先导，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建设一支

由专家教授领衔、理论教学、实验教学与科研队伍互通的高水平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一支管

理水平高、医学专业精的专职管理队伍。在今后 3~5年，实现教学队伍师资硕士以上学位达

80%，博士学位达 50%，管理队伍硕士以上达 60%。实现中心师资队伍人员的年龄层次、知识

结构、人员数量的科学合理配备。 

（二）平台建设  以实验教学改革为切入点，融入科技创新技术和新方法，引领和促进 

实验室建设，搭建宽口径、多学科共享、布局合理、设备精良的实验教学平台，形成集教学、

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基地。扩大实验中心面积，购置高端仪器设备，建设并

进一步完善具备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创新性研究平台。 

（三）教学改革  以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改革为重点，构建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精 

湛技艺”为核心的医学检验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实验教学内容以检验项目为导向，以方法学

为主线，构建专业课程群、辅助课程群和延伸课程群。增加设计性、综合性、探索性实验项

目的比例。加强学科间整合、科研与教学结合、检验与临床结合、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

实践结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的能力。 

（四）规范管理  以先进的实验教学管理为保障，完善实验教学科学化管理，建立与实 

验教学模式转变、实验教学方法、手段改革及新的实验教学平台相适应、有利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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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资源共享、有利于质量监控的管理模式、管理体制，健全实验教学质量监督、仪器设

备共享等实验室管理相关制度。用一流的服务、网络化的信息平台，使管理发挥最大的效益，

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提供管理保障。完善实验室开放共享机制、实验室安全制度、选课系统

的规范化管理和实验考试、考核要求。 

（五）教材建设  建设具有医学检验特色的配套实验教材，集纸质、视频及网络的立体 

化系列教材。 

实验教学改革思路及方案 

一、改革思路  

实验教学改革本着理论与实践、创新与应用相结合的思路, 以学生为根本，实现学生理

论水平、知识结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协调发展的实验教学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逐步

推进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活动。为了应对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和社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

求，充分利用高校实验教学特有的优势与环境设备条件，努力实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

能力的目标，在医学检验实验教学改革中，结合实验中心的建设，积极探索研究型、开放型

的实验教学模式改革。夯实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强化动手、训练思维、鼓励创新。以搭建

宽口径、多学科共享、布局合理、设备精良的实验教学平台为依托，形成集教学、科研、社

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基地。以科学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作保证，使实验教学改革取得

成效。 

二、实施方案 

（一）建立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科研与教学队伍互通的实验教学队伍和专职管理队伍 

以“211”建设和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医学检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中心

实行学科带头人及骨干科研队伍与理论教学、实验教学队伍互通，以保证实验教学队伍知识、

技术不断更新，保证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及其教学改革的相互衔接和相互补充。制定人才引

进和培养相结合的体制，及相应的激励制度；中心实行严格的青年教师预实验培训制度、课

前培训及试讲制度。每个学科由 1 名教授/副教授担任实验教学主任，鼓励教师积极投入实

验教学改革，将科研成果或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到实验教学中。教师根据本学科优势的研究

方向和技术，打破学科界限，设计符合学生能力培养、反映先进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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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的研究创新性实验。 

（二）搭建三个实验教学平台 

利用“211”工程三期、天津市“十二五”综合投资及“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

项目投资，以“整体优化、学科整合、专管共用、资源共享、统筹调配”为原则，以“实验

教学改革引领和促进实验室建设为”思路 ，以实现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

性实验基地为目标，搭建三个实验教学平台。 

1.专业课程群实验平台：承担常规临床检验与血液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生

物化学与临床免疫学检验的实验课程。 

2.辅助课程群实验平台：承担常规生物化学技术、病原生物分离、培养和鉴定技术、标

记免疫分析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及医学检验仪器学的实验课程。 

3.延伸课程群实验平台：承担医学检验科研方法学、检测试剂研制与开发、发光免疫分

析技术、医学检验与临床、循证检验医学、医学检验新进展的实验课程。 

（三）创新实验教学体系 

创新实验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精湛技艺”为核心的医学检验

实验课程体系，使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成为国内检验教育领域的示范专业。“创新思

维”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检验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具备挖掘辅助疾病诊断新检测项目的能

力，和创新实现能准确检测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精湛技艺”旨在培养掌握扎实、熟

练的现代医学检验仪器的使用技能，和必需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技术。构建基本技能训练

与综合能力训练、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个性培养与共性培养相结合

的实验教学模式。从群体水平及个体水平、思维水平和能力水平等多层面，构建科学的医学

检验本科实验教学体系。 

（四）优化实验课程设置   

实验课程设置是以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培养为目标，合理处理基础性与综合性、系

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改变实验室依附于教研室的格局和实验课服从于理论课的传统，整合

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即按照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 3个实验层次，将实验教学内容分为：

学科基础类、多学科交叉类和研究与创新类 3个类别，通过综合能力的训练让学生得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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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能力训练，以达到既强化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等基本技能，又有效提高其创新能力和科

研潜力的目的。构建早期接触专业和专业兴趣培养的课程体系，通过在中心的模拟临床实训

基地培养，使学生入学后尽早明确专业方向，及临床检验科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为后续专业

课的学习和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增加模拟临床标本诊断实验课，让学生早期接触专业

（临床），建立检验与临床的沟通。 

（五）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1.建设国内一流水平的机能学实验室和形态学实验室，同时配备完善的实验准备室。 

2.精简常规实验，开设以培养“精湛技艺”为目标的常规实验，制定新的实验教学体系。 

3.开设具有示范作用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以培养“创新思维”为目标。 

（六）设立“实验教学改革基金”和“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基金” 

1. 设立实验教学改革基金  鼓励教师从事实验教学改革，并从管理上起到鼓励、监督、

引导、规范的作用。基本要求为：① 符合能力培养的要求；② 适合教学，便于实施；③教

学经费预算合理可行；④ 实验设计要明确验证型、综合设计型或研究创新型。主要资助方

向：① 将科研成果、新技术、新方法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② 自行研发或改进现有设备，

用于实验教学；③ 整合相关学科实验项目，开发综合性、研究探索性实验；④ 网络实验教

学平台；⑤ 标本库的建设；⑥ 立体化实验教材的建设；⑦ 实验技术的创新或改进。 

2.设立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基金  鼓励、规范、引导大学生科研热情和学习兴趣，培养

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指导教师应为人师表，有奉献精神，有在研课

题及经费支持，应具有硕士生导师以上资格，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资

助额度为 1000元/项，5-8项/年。 

（七）多元实验教学考核方法的建立 

改革医学检验实验课程考核标准，根据学科不同，采取多元化的实验考试方法，将实验

操作与笔试答卷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终结考试相结合，以考查能力、操作为主，学生实验成

绩占本门课程总成绩的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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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构建网络化实验教学和实验教学管理平台，推进自主性学习，提高终身学习能力 

中心建立实验教学网站，内容包括： 

1.实验室工作信息、各种制度 

2.仪器设备清单及管理信息 

3.实验教学安排、进度 

4.实验教学大纲 

5.实验教材、教案、课件 

6.实验标本库 

7.经典实验及典型实验视频 

8.网上实验预习 

9.实验考核自测系统 

10.教学质量反馈 

（九）成立教学督导组 

    中心成立由专家教授组成的实验教学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每项改革方案

均经专家论证，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后方可实施，以保证改革方案的严肃性、正确性和科

学性。教学督导组专家定期听课、监督检查教研情况，听取中心教学改革工作汇报，并提出

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2-2．实验教学总体情况（实验中心面向学科专业名称及学生数等） 

专业及层次：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主要面向医学检验、医学影像专业本科生，临床医

学专业留学生、护理高职生及临床检验诊断学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的学生，开设专业基础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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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实验。 

承担课程：主要承担基础免疫学及临床免疫学检验、基础微生物学及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寄生虫学与寄生虫检验，基础生物化学及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生物化学实验室技术，分子生

物学，组织细胞培养，卫生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基础检验学，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脱落细

胞学检验，血液细胞遗传学，分子诊断学，血型与输血技术，临床实验诊断学，检验仪器原

理与维护等 19门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 

授课学生数：年授课学生数为本科生 340人，留学生 130人，高职生 100人，成人教育

学生 90人，总计 660人左右。 

授课学时数：年授课学时为 1677学时。 

 

2-3．实验教学体系与内容（实验教学体系建设，实验课程、实验项目名称及综合性、

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所占比例，实验教学与科研、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结合情况等） 

实验教学体系建设 

医学检验专业是建立在以实验教学为基础的一门实验医学学科，其专业特点决定实验教

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必须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教学中加强实验与实践教学，

突出培养学生动手、设计、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中，设有专业基础实验课、专业实验

课以及本科毕业实习。实验课以学生动手为主，以自主创新为理念，以综合性实验为特色，

以模拟临床实训基地为平台，为选修课和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和实验提供平台，使基础实验课、

专业实验课、临床实践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    

实验课程 

实验中心承担了医学检验、医学影像、留学生、高职、临床医学院、成人教育等不同专

业本科生的基础和专业实验教学的 19门实验课程，包括必修课 13门，专业限选课 6门，以

及院内外研究生课题实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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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名称及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 见附件 3 

实验教学改革是中心教学改革的重点，几年来，我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不断完善充实

实验内容，摒弃理论陈旧或无实用价值的实验，增加临床广泛应用的实验项目，提高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及探索性实验比例，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综合性实验占 38.5%、设计性实验

占 11.5%，合计 50%。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名称 

临床基础检验学：尿液检查、血细胞分析仪、静脉采血、血涂片制备染色、HB 测定、

血细胞计数 

临床血液学检验：各种增生性贫血骨髓分析、各种急性白血病骨髓分析、CML、MM、ITP

骨髓分析、组化、HA实验室检查、出凝血疾病实验室检查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肝、肾、糖、脂代谢紊乱检测、心肌损伤的检测、生物化学实验室

质控、临床生化检测试剂盒评价、临床生化检测方法学的选择、建立和评价 

临床免疫学检验：抗血清制备、淋巴细胞分离及功能测定技术、酶标试剂盒研制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病原性球菌鉴定、肠杆菌科细菌鉴定、非发酵菌鉴定 

实验教学与科研 

鼓励学生根据所学的专业知识开展科学研究，实验中心完全为学生开放，制定了完善的

实验室开放运行制度，建立了实验室管理岗位职责，保证实验室开放的正常运行。 

学生课题实行导师制，导师对学生的选题指导思想，研究路线，实验设计，数据收集与

整理，论文撰写等进行全面指导。实验技术人员对学生使用仪器设备随时给与指导，对在实

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实验室开放形式多样，除保证选修、必修类实验教学外，还为学生自带研究课题提供技

术服务，对教师科研和学生科技创新提供条件，仪器运行、开放状况记录完整。开放内容包

括：（1）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 

（2）本科生毕业论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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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论文实验； 

（4）教师科研课题实验； 

（5）横向合作课题； 

中心对外服务 

实验中心不但对本院师生开放，在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场地、实验技术等方面也面向本

校及社会开放，提供科技服务。还承担了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武警医学院的相关实验课

程。  

 

2-4．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实验技术、方法、手段，实验考核方法等） 

实验技术 

中心的实验技术主要有： 

1.光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使用技术。 

2.实验动物捉拿、给药、处死等基本操作技术。  

    3.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包括细胞化学、组织细胞培养、细胞的超微结构、细胞显微

测量、核酸、蛋白的提取与测定、PCR、SDS－PAGE 凝胶电泳、蛋白质组学各项技术、核酸

分子杂交、图像分析技术、基因突变分析、基因克隆表达技术等。 

4.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相关技术，如糖、氨基酸和脂代谢技术，酶学和生物化学代谢测定。 

5.临床免疫学检验相关技术，如抗体的制备-多克隆、单克隆抗体和基因工程抗体技术， 

抗原抗体检测技术 IHA,ELISA, 免疫标记技术，流式细胞术，淋巴细胞分离技术等。 

6.寄生虫检验实验技术，如血吸虫病实验动物模型建立，寄生虫标本的制作、染色，粪 

便生理盐水直接涂片、碘液涂片法，毛蚴孵化法，蠕形螨检查，透明胶带检查蛲虫，医学节

肢动物标本制作及解剖技术等。 

 7.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基本操作技术，如无菌操作技术，细菌的分离、培养、染色及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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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病原微生物致病性和药物敏感实验相关技术 

8.临检血液学实验技术，细胞形态学检测，包括血液细胞学形态、脱落细胞学形态，尿 

液沉淀物形态学检测，精子形态学检测；染色技术，包括瑞氏染色、组织化学染色、病理染

色；骨髓病理检测。 

实验方法、手段 

    1.在实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验中心注重学生基本实验技术与技能的培养。一方面通

过课堂讲授、指导学生实践等方式，训练学生专业资料检索与阅读能力，强化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选题、立项、项目申请、实验方案设计与实施以及科研项目结

题的全过程，培养具有较高科研意识、并初步具备科研能力的创新型大学生。另一方面，在

教师带领下，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教师科研和学生自主科研，让学生参与科研实施过程，体会

科学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注重学生基本实验技术训练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在实验课内容的改革方面，改进封闭式教学方法，推行启发式、开放式教学方式，

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让学生由被动学习逐渐转变为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与此同时，依托实验中心仪器平台的建设，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使学生能主

动融合不同学科所学知识，提高综合能力。如生物化学实验课程中，设计出以鸡蛋清和猪胰

脏为原料的生物大分子制备技术综合实验，不仅让学生了解生物大分子的制备流程，掌握凝

胶过滤层析、离子交换层析、亲和层析、沉淀法、光学分析法、电泳分析法等原理和方法；

还了解酶原的激活，酶、底物、抑制剂三者的相互关系，及酶促动力学等方面知识，很好地

训练了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以及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教学原则。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地位，教师鼓励学生动手实践，发现并解决问题, 而教师在整个过程中仅起到引导作用，

采取“放手不甩手， 献策不决策”的方针。这样有利于学生学习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

创新型人才的快速成长，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 中心始终强调课堂教学以学生动手操作为主，实验录相等视频资料为辅的基本要求。

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实验录相、网络视频、实物标本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实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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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实验中心建立了本专业在全国领先的网络实验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素

材，帮助学生掌握医学检验实验研究方法与实验技术，认识各种检验仪器，剖析仪器设备组

成及功能，分析检测原理，掌握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基本维修原理等。为教师与学生提供

无时空限制的交流通道，学生可在网上进行课程复习、自我测试；教师可在网上完成辅导、

答疑等工作。初步实现网上教学和学习。 

实验考核方法 

在实验考核方面，采取多元化的实验考试方法，将实验操作与笔试答卷相结合、过程考

核与终结考试相结合，以考查能力、操作为主，实验考核成绩占本门课程总成绩的 30%-40%，

纳入该门课程的总体成绩中。 

对学生的评价，注重对能力的考核，特别是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的考核。适当弱化实验结果对于实验成绩的影响，而对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

行为予以肯定。建立多元化的成绩评定体系，对学生与实验相关资料调研情况、实验方案设

计、实验准备、实验操作、实验结果的采集与分析、实验结论的得出以及实验态度等方面都

进行评分，记入实验成绩，实验成绩按比例计入期末总成绩。 

通过这种评价考核方式，学生们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实验环节，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

以及良好思维习惯和实验习惯的养成，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科学素养有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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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实验教材（出版实验教材名称、自编实验讲义情况等） 

出版实验教材目录 

 

 

 

 

 

 

 

 

 

 

 

 

 

 

 

 

自编实验讲义目录 

 

序

号 
教材名称 作者 印刷 

1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指导  刘雪平 天津医科大学 

2 生物化学实验室实用技术 刘雪平 天津医科大学 

3 检验本科实习手册 李 娟 天津医科大学 

4 
Special English for the laboratory 

Science students 
王 蓉 天津医科大学 

5 临床检验学基础实验指导 苏桂新 天津医科大学 

6 临床检验血液学实验指导 冯香梅 天津医科大学 

7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刘雪平 天津医科大学 

8 临床脱落细胞学 苏桂新 天津医科大学 

9 血型与输血技术 秦 毅 天津医科大学 

10 临床基础检验学实验指导 秦 毅 天津医科大学 

11 
Experimental manual in medical 

biochemistry 
孙续国 天津医科大学 

12 临床血液学实验指导 冯香梅 天津医科大学 

13 放射免疫分析 秦 毅 天津医科大学 

14 人体寄生虫学与寄生虫检验学实验指导 邸宝华 天津医科大学 

15 Molecular Diagnostics 郑 芳 天津医科大学 

16 实验诊断学 张燕玲 天津医科大学 
 

序

号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社 

1 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实验指导   刘运德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医学检验实验教程（上下册） 刘运德副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3 临床检验血液学实验指导 崔宇杰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4 临床检验血液学实验指导 崔宇杰参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机能实验学 高卫真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6 临床免疫学检验学习指导（第五版） 李会强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7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指导（第五版） 李会强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8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指导（第二版） 李会强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9 临床检验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刘继英参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刘晓春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1 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实验指导   刘晓春参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 机能实验学 高卫真参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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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队伍 

3-1．队伍建设（学校实验教学队伍建设规划及相关政策措施等） 

学校重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合理规划。在人才培养和引进上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天

津医科大学校本部岗位设置与聘任管理实施办法》、《天津医科大学加强和规范人才引进工作

实施办法》、《天津医科大学教师教育培训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等。中心以队伍建设为先导，

通过学科建设、引进与培养并重，建设一支由名师教授、领衔，理论教学、实验教学与科研

队伍互通的高水平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一支管理水平高、医学专业精的专职管理队伍。学校

按照教学工作量和设备总价值及大型设备数量核定设立实验教学岗位，并在各实验中心设立

教学重点岗和关键岗。利用一切可行的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鼓励中青

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和出国进修，提高了师资队伍的专业水平，实验技术人员学历水平

及职称层次也在进一步提升。 

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教师目前有 3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对新进入的实验技术人员都

要求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使实验教学的师资队伍后继有人，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在今后

3~5年，实现教学队伍硕士以上学位达 80%，博士学位达 50%。管理队伍硕士以上达 60%，实

现中心师资队伍人员的年龄层次、知识结构、人员数量的科学合理配备。 

 

3-2．实验教学中心队伍结构状况（队伍组成模式，培养培训优化情况等） 

医学检验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实验教学水平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整体教学质

量，它是培养医学检验创新型综合型人才的基础。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非常重视教学和实

验队伍建设，建立了中、长期师资队伍发展规划。中心人员主要由实验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

组成。中心设主任 1 名（由院长兼任）、副主任 2 名负责协助中心主任进行实验中心管理工

作，各学科设实验总管 1 名。中心的实验教学队伍采用专职与聘用相结合的用人机制。通过

学科建设、引进与培养并重，建设一支由专家教授领衔，理论教学、实验教学与科研队伍互

通的高水平实验教学队伍。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现有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 29 人，其中教

https://202.113.49.100/$domain=202.113.48.12$key=1340273475$/cn/pertea/rencaiyinjin/fagui4.htm
https://202.113.49.100/$domain=202.113.48.12$key=1340273475$/cn/pertea/rencaiyinjin/fagui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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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21 人，实验技术人员 8 人；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12 人，助

教 2 人；获博士学位 10 人，3 人博士在读；中心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10 人。实现中心师资

队伍的人员组成、层次、结构、数量科学合理。  

实验中心建设了一支专业素质高的实验教学人员队伍，确保实验中心正常运行。人员的

状况和学历状况见附件 4，高级职称人员占 58.62%，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占 68.96%， 40岁以

下教师硕士以上学历占 100%。 

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按照学校要求，由学院院长兼任实验教

学中心主任，全面负责实验中心建设工作，侧重抓实验教学改革，以此带动中心建设和管理

制度的完善，并参与教学与研究工作。各实验室负责人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兼任，兼职实验

教学人员同时承担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指导工作。他们的学术背景能够使实验室的

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结合，在高质量完成实验教学同时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支持。 

 

3-3．实验教学中心队伍教学、科研、技术状况（教风，教学科研技术能力和水平，承担教

改、科研项目，成果应用，对外交流等） 

中心秉承学校“知行合一、德高医粹”的校训，继承发扬老一辈医学教育家“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的职业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制度为保障，通过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形成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优良作风。教师严格履行

岗位职责，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用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良好的优良教风

影响学生，给学生树立了楷模。近五年来，中心实验教师队伍中有天津市教学名师 1名、天

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名，校级和学院优秀教师 15人次，获得 2012年校级优秀教

学团队等称号。做好师资培训工作，全面提高教师整体素质，营造宽松学术氛围，促进师资

队伍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每年有计划的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中心讲座，开展与国内外大 



 

21 

 

学和科研机构交流与合作。选派优秀教师到国内外进行培训、研修，通过研修、培训提高教

师专业水平，掌握本专业最新理论、最新技术，带动教学、科研工作整体提高，提升师资队

伍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从支持和奖励政策上进行倾斜，以此鼓励教师

的积极性，协助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通过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汇集学科建设精英，

着力引进、培养学术领军人物，大力推进中心团队的建设。建设一支结构合理、学缘广泛，

专业交叉，锐意进取的师资队伍。 

中心实验教师队伍教学科研创新能力强，实验教学水平高，积极参加教学改革、科学研

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将部分成果转化应用于实验教学。近五年来，中心教师主持国家级

教学课题 1 项，省部级教学课题 6 项，校局级教学课题 11 项。共获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 3

项，省部级获奖 6项，校级教学成果 13项。发表教学论文 69篇。出版主编/副主编教材 17

部，参编教材 23部，自编教材 20部。见附件 1 

近五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科技部支撑项目 1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2 项，天津市自然基金项目 6 项，横向课题 10 余项，经费 580 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2 篇。组织学术讲座 30 余次，主编科技专著 5 部，申请专利 4 项。

见附件 2 

中心积极广泛参与国内外同行交流。近 5年来，先后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学院、中心

做学术报告会 30余场；先后派出 18人次到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和检验中心交流学习，

既开阔了眼界，学习了国外和国内同行实验教学的先进经验，又把本中心的成功经验带给他

们，共同提高医学检验实验教学水平。 

中心与美国匹斯堡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等院校在科研

及学生培养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帮助首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武警医学院、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多所国内高校建立医学检验专业，并开展教学、科研

等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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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制与管理 

4-1．管理体制（实验中心建制、管理模式、资源利用情况等） 

实验中心建制 

实验教学中心为校院两级管理，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隶属医学检验学院，为院管二级

实验室，负责统筹安排、调配、使用实验教学资源和教育资源。中心下设形态学实验室，承

担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临床检验学基础、临检血液学等实验课程；机能学实验室，承

担临床生物化学及检验、临床免疫学及检验等实验课程；模拟临床实训基地，开展早期接触

专业（临床）培训，并承担检验仪器原理与维修课程；分子诊断实验室，承担分子生物学、

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程及综合设计性实验；院企联合实验室，主要承担大学生科研训练、挑战

杯竞赛等创新性实验。  

管理模式及制度 

学校和中心对于实验室管理，仪器设备管理，药品动物管理，环境安全管理和人员制度

管理等有一系列相关的文件和规定，落实情况良好。实验中心制定发展规划，由学校设备处、

教务处组织教学管理指导委员会进行专业审定，对整个实验中心的建设、使用和发展进行宏

观的调控与管理，学院负责指导、监督、协调，中心负责具体实施。中心负责实验室设施和

设备的建设和运转、实验教学的管理和实施、制定实验室系列规章制度、技术人员的培训计

划与考核制度等。 

资源利用 

1.在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实验室条件，整合实验教师队伍和实验资源；鼓励教师

根据自身科研方向，在检验试剂研发、分子生物学技术、新型生化材料合成、蛋白质分离鉴

定等多个领域设立开放型实验项目。在满足教学安排的前提下，一方面，提高中心大型仪器

利用率，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

精神。 

2.在本科生实验教学过程中，借鉴国外“学长制”教学经验，充分调动在读研究生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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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在实验教学中,研究生做实验助手是非常合适的,他们动手能力强、容易与本科生沟通,

在实验指导和辅助教学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在实验教学，特别是开放型实验开设

过程中，在读研究生可以作为专职教师和实验人员的有效补充, 协助教师做教学准备,答疑、

组织讨论等；另一方面，对研究生也是一种锻炼,增强其对所涉及研究领域知识的理解。 

3.开放实验室，中心实验室开放有专人管理、专业教师指导，有相应的开放管理制度，

可做到开放时间充足，平日工作时间全天开放，假期可提前预约。 

 

4-2. 信息平台（网络实验教学资源，实验室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及应用等） 

中心已建成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建立了网络化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信息平台，并对实

验教学按学科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和中心网络管理平台，利用管理平台实现中心日常运作的网

络化智能化管理。中心所有计算机均可通过学校局域网及外网相互连接，实现各学科、各实

验室的资源共享与信息互动，为实现远程教学提供了必备的硬件平台。 

网络平台的建设主要应用于辅助实验教学，目前，中心已经完成了 4 门主干课程的网络

多媒体实验课件的制作，其中包括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及临床检验学基础等。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终端查阅教学大纲、教学课件、实验操作规程等网

上教学信息，便于学生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并可实现学生实验报告的在线提交，以及实

验成绩的在线查询。目前中心仍在对操作平台进行不断的完善，未来将进一步增加包括更多

网络课程、实验相关资料、数据处理相关应用软件在内的多种开放资源供学生们进行学习和

下载，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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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运行机制（开放运行情况，管理制度，考评办法，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经费保障等） 

开放运行情况 

历任主管领导和中心主任非常重视中心建设，尤其是非常重视实验课程体系的建设，积

极推进多媒体及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加大实验室开放的力度和拓宽网络多媒体平台的

应用范围，提高实验设备的利用率和多媒体教学的普及率，在实验课程中充分利用多媒体课

件互动性强，教学方法直观清晰，学生接受度高，记忆深刻的特点，提高课堂吸收率，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媒体网络课堂和远程教学的应用也方便了大港校区学生的学习，

达到了多校区资源共享的目标。 

中心实验室开放及网络平台的维护均有相应的技术人员专人管理、专业教师指导，运行

状态良好，可做到开放时间充足，平日工作时间全天开放，假期可提前预约；实验内容涉及

学生创新实验、参加各种竞赛的赛前训练、综合设计性实验探索；开放范围广，面向本专业

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并提供社会服务。 

管理制度 

实验中心有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分子诊断实验室进出有独立门禁系统，每件设备均有

专人负责及使用登记记录，做到专人专责，规范使用，定期维护，有效保证了日常管理的高

效性和有序性。 

医学检验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管理制度目录 

1.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实验室工作管理办法 

2.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暂行管理办法 

3.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4.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5.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 

6.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教师实验室守则 

7.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设备管理员职责 

8.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9. 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实验技术人员考核制度 

10.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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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实验室基本信息统计办法 

12.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学生实验守则 

13.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14.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仪器设备报废(损)办法 

15.医学检验学院实验中心仪器设备的管理办法 

考评办法 

中心建设一切从学生角度出发，以辅助教学开展，改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为根本

目标，依托学院学术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对实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书目进行反复

讨论和认真修订，并对学生、中心实验技术人员及实验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监督指导和定期

考评。每位中心的实验技术人员和实验教师在授课前都要接受学院教学委员会的考查和指导，

经学院教学委员会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授课。同时学院利用网络平台构建了学生评教系统，

由学生定期为教师打分，进一步增强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使教师了解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

所需所想，有效实现了教学相长。 

质量保证体系 

在整理归纳原有经典实验项目的基础上，中心还积极开展对新开设实验项目的设计、试

讲和试做，力图将医学检验最新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引入到课堂中来，不断完成旧有

经典实验方法与最新实验技术进展的对接，使学生在掌握传统理论的同时能对国内国际前沿

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力图帮助学生构建理论学习、经典方法与前沿技术的三维知识体系。     

     运行经费保障 

实验中心每年实验教学经费（包括实验耗材和教学设备等）有保障，每年学校下拨实验

耗材、实验室运行经费和设备维修费用约 18万元。目前实验中心已有 710 台仪器设备，并已

确定在年内购入流式细胞仪、高通量蛋白电泳仪等新设备。这些新设备的购入为中心开展前

沿性实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拓展了实验范围，大大提高了实验中心的硬件水平和工作

效率。在经费的使用中，中心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财政纪律和规定、合理规划、杜绝浪费。仪

器设备采购严格执行国家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实现经费投入效益的最大化，中心有专人对

仪器设备进行管理和维护、保养，学校下拨给中心专项仪器设备维修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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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与环境  5-1．仪器设备配置情况（购置经费保障情况，更新情况，利用率，

自制仪器设备情况等，列表说明主要仪器设备类型、名称、数量、购置时间、原值） 

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通过“九五”至“十一五”、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十

二五”综投、校级重点学科建设等已累积投入资金约 890 万元。中心教学实验室现有实验仪

器设备总值 1040 余万元，共有 710台件。 

自 2009年起，教学中心共更新 131台仪器，具体更新情况详见下表（单位万元）。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的购入，完善了中心教学平台的相关设施，建成模拟临床检验科的实训基地，

使学生在进入医院正式工作前熟悉检验科工作的环境、内容、要求等。生物安全柜、二氧化

碳培养箱、液氮罐以及低值仪器的购入，使中心的分子诊断教学平台得到完善。各种仪器的

使用率达到 90%-95%,中心的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不断完善的分子平台以

及不断提高的科研实验水平，吸引着国内外的专家教授来我院进行讲座交流，其中来自美国

cornell 大学的 Tam Wayne 教授以及胡烨教授都正在申请来我院做讲座教授。 

 

 

实验教学中心常规仪器及数量 

仪器名称 数量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7 

冰箱 24 

磁力搅拌器 8 

低速离心机 8 

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 14 

真空干燥箱 4 

电子交流稳压器 7 

二氧化碳培养箱 4 

电子天平 17 

恒温水浴 13 

恒温培养箱 6 

低速离心机 4 

高速离心机 7 



 

27 

 

 

仪器名称 数量 

洁净工作台 2 

高压灭菌器 2 

移液器 88 

光栅分光光度计 19 

酶标仪 5 

霉菌培养箱 2 

米技炉 7 

生物安全柜 2 

紫外分光光度计 18 

电泳槽 23 

电泳仪 7 

微型电子计算机 53 

生物显微镜 204 

 

实验教学中心 1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价 厂家 

1 荧光定量 PCR 仪 Agilent MX3005P 1 110000 Thermo Jouan 

2 化学发光检测仪 BIOTEK/U.S.A 1 100000 国产 

3 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 Nano Drop/u.s.a 1 100900 日本日立 

4 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Sigma 3-18k 1 110000 日本日立 

5 发酵罐 884032/6 1 165750 ULTRA.LUM.INC 

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OLYMPUS 1 178500 OLYMPUS 

7 
荧光显微镜 

（倒置） 
CKX41-32FL 1 295000 日本 OLYMPUS 

8 
荧光显微镜 

（正置） 
BX51T-32H01-FLB3 1 175000 日本 OLYMPUS 

9 多色荧光化学成像系统 Chemi doc 1 225000 biorad 

10 液相色谱工作站 Agilent 1260 1 391000 安捷伦 

11 高速冷冻离心机 AvantiJ-26XP 1 255300 贝克曼库尔特 

12 全能一体机 AIO-1000 1 257800 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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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中心仪器更新清单 

设备名称 型号 品牌 
数

量 
价格 资金来源 

投影机 EPSON EB-Xb 爱普生 1 4490 2009 年自筹 

化学发光凝胶成

像系统 
Champchemi Basic 

北京赛智

创业 
1 97500 2009 年自筹 

微型电子计算机 BX51T-32H01-FLB3 戴尔 1 6300 2010 年自筹 

微型电子计算机 AKTAprime 戴尔 1 6300 2010 年自筹 

微型电子计算机 S1000 戴尔 1 7250 2010 年自筹 

微型电子计算机 Gene Pulser Xcell 戴尔 1 7250 2010 年自筹 

低温保存箱 DW-25L262 青岛海尔 1 14000 2011 年共建 

药品保存箱 HYC-360 青岛海尔 1 9000 2011 年共建 

电泳槽 Mini ProteaN Tetra Bio-rad 1 1250 2011 年共建 

微型转印槽 Mini Trans Blot Bio-rad 1 7500 2011 年共建 

通用电泳仪 Powerpac universal Bio-rad 1 2700 2011 年共建 

半干转印槽 Trans Blot SD Bio-rad 1 1700 2011 年共建 

高速冷冻离心机 AvantiJ-26XP 
贝克曼库

尔特 
1 255300 2011 年共建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Mx3005P Agilent 1 358110 2011 年共建 

高速冷冻离心机 3-18K Sigma 1 132300 2011 年共建 

全能一体机 AIO-1000 大导演 1 257800 2011 年品牌 

酶标仪 ELX800 BIOTEK 1 
88320 

2011 年品牌 

洗板机 ELX50 BIOTEK 1 2011 年品牌 

微量分光光度计 ND2000C NanoDrop 1 126960 2011 年品牌 

化学发光检测仪 Synergy 2 SLFA Bio-tek 1 248200 2011 年共建 

生物显微镜 CX21 奥林巴斯 45 191250 2011 年共建 

加热磁力搅拌器 RCT 基本型 1 IKA 1 4200 2011 年品牌 

漩涡混合器 Genie2 SI 1 2200 2011 年品牌 

电子天平 JA1003 上海菁华 1 2500 2011 年品牌 

液氮罐（大小各

一) 
Locator JR 和 thermo Flssk 

Thermo 

Banstead 
2 28500 2011 年品牌 

电动助吸器 MatriX Cellmate Thermo 1 3300 2011 年品牌 

涡旋混合器 Genie2 SI 1 2200 2011 年品牌 

二氧化碳培养 2406-2 水表式 Shelab 1 41820 2011 年共建 

水浴锅、水箱 
HW.SY11-KP2,HW.SY21-KP4, 

HW. SY11-KP4; HW.W21.420 
北京长风 3 3350 2011 年共建 

米技炉 单眼双圈 1600 天津科贸 7 1400 2011 年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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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型号 品牌 
数

量 
价格 资金来源 

真空吸液器 GB-0.33  津腾 1 59050 2011 年共建 

迷你型离心机 HR220 鼎昊源 3 

59050 

2011 年共建 

水平摇床 TSB-108 其林贝尔 1 2011 年共建 

金属恒温加热器 HDB-Plus 昊诺斯 1 2011 年共建 

移液器 F2 Thermo 10 2011 年共建 

双目生物显微镜 双目、放大倍数 40X-1000X 麦克奥迪 24 109920 
2011 年 

“十二五” 

荧光显微镜 

（倒置） 
CKX41-32FL 

日本

OLYMPUS 
1 295000 2011 年支持 

荧光显微镜 

（正置） 
BX51T-32H01-FLB3 日本 1 175000 2011 年支持 

小规模蛋白纯化

系统 
AKTAprime 德国 1 99000 2011 年支持 

双头梯度 

pcr 仪 
S1000 biorad 1 63000 2011 年支持 

电转系统 Gene Pulser Xcell biorad 1 90000 2011 年支持 

多色荧光化学成

像系统 
Chemi doc biorad 1 225000 2011 年支持 

离心机（常温） 5424 eppendorf 1 20000 2011 年支持 

离心机（低温） 5430R eppendorf 1 6500 2011 年支持 

冰箱(-86 度） MDF-382E(N) sanyo 1 6400 2011 年支持 

通风橱（生物安

全柜） 
HFsafe-1200 TEB2（ULPA） 力申 1 70000 2011 年支持 

液相色谱工作站 Agilent 1260 安捷伦 1 391000 2011 年支持 

超声波清洗仪 DS-8510DTH 北京江瀚 1 1000 2011 年支持 

打印扫描办公一

体机 
HP 4500 HP 1 2000 2011 年支持 

恒温磁力搅拌器 X85-2S 
上海五相

仪器仪 
2 2500 2011 年支持 

酶标仪 ELX800 biotek 1 4200 2011 年支持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 
BS330 科华 1 190000 2011 年支持 

移液器 
0.1-2.5µl   2-20µl  

20-200µl  100-1000µl 
Eppendorf 6 3240 2011 年支持 

台式电脑 optiplex 780 Dell 3 21600 2011 年支持 

霉菌生化培养箱 BMJ250 温控 0-55 度 上海 1 10000 2011 年支持 

紫外分光光度计 a-1500 上海 4 28000 2011 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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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维护与运行（仪器设备管理制度、措施，维护维修经费保障等） 

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严格按照设备处关于《天津医科大学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执

行。实验室主任为仪器设备管理责任人，同时学院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了《实验室人员培训制

度》和《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制度》。监督使用人员正规操作和爱护仪器设备，并提高其利用

率和完好率。仪器设备由专人管理， 要求做到帐、物、卡三相符。 附配件、资料、软件齐

全。专管人熟悉该仪器的正确操作方法，并有责任指导和监督他人正确使用该仪器。使用人

员均应爱护仪器设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同时加强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检验和计量工

作，做好仪器设备维修记录。实验仪器维护费用一般从实验费中开支，数额较大的由中心向

学院提出书面申请 ，填写《 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经审核后从学院仪器设备维修费支出。 

 

5-3．实验中心环境与安全（实验室智能化建设情况，安全、环保等） 

实验中心共设形态学实验室、机能学实验室、分子诊断实验室、模拟临床教学实训基地、

网络多媒体教学实验室和院企共建实验室，完全能满足实验教学任务要求。实验室空间、布

局科学合理，室内宽敞明亮，通道通畅，通风良好。实验室在基础建设和“二次装修”中对

水、电、网络管道等走线和实验设施布局安全、合理，同时在分子诊断学实验中心建立门禁

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确保实验室的安全环境。实验室内无“三废”（即废气、废液、废渣），

无易燃易爆物品，有防火、防盗安全措施。实验室各种标识清晰、完善，安全责任明确，走

廊通道安全标识明晰，逢长假之前都安排一次安全卫生检查，期间还安排值班，并做好相关

记录。实验中心对学生进入实验室做实验有明确的要求，授课时强调安全，杜绝穿拖鞋进实

验室等不安全因素。实验中心实验室环境良好，各项建设、安全和环保措施符合规定要求，

实验室未发生过任何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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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色 

6．特色 

创新实验教学理念引领实验中心建设 

以学科为重点，在实验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与创新。把

实验中心建设成为以培养社会实用型人材为基础，以分子诊断学实验为重点，以创新能力培

养为特色，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开放型实验室。 

1.实验教学体系创新 

  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精湛技艺”为核心的医学检验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创新

思维”旨在扎实检验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挖掘辅助疾病诊断新检测项目的能力，和

创新实现能准确检测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精湛技艺”旨在掌握扎实、熟练的现代医

学检验仪器使用技能，和必需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技术。创建新型教学模式，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医院实习，使基础实验课、专业实验课、临床实践形成一个完

整的实验课程体系。 

2.实验教学内容创新 

  以检验项目为导向，以方法学为主线，构建三个课程群：以“临床检验与血液学检验”、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与“临床免疫学检验”为核心的医学检验专

业课程群；以“常规生物化学技术”、“病原生物分离、培养和鉴定技术”、“标记免疫分

析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医学检验仪器学”为核心的医学检验辅助课程群；以“医

学检验科研方法学”、“检测试剂研制与开发”、“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医学检验与临

床”、“循证检验医学”、“医学检验新进展”等为核心的医学检验延伸课程群。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占实验总数的 50%，学生动手能力强，考研、就业均受导师及用人单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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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验教学效果与成果   

7-1．实验教学效果与成果（学生学习效果，近五年来主要实验教学成果，获奖情况等） 

教学效果： 

1. 医学检验专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培养的全日制本科生约 1200 名，研究生

70 余名。近五年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达 95%以上，考研率为 30%-40%左右，考入“985”院校的

占 60%以上。 

2. 注重将传统教学模式与创新型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为目标，树立

以学生为本，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体

系，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参加“挑战杯”大赛、天津市大学生基本实

验技能大赛、天津市化学实验竞赛等科技创新活动，涌现出了诸多优秀学生获得市级以上奖

励。见附件 7 

教学成果： 

1.建设了国内一流水平的实验教学中心，制定新的实验教学体系，开设具有示范作用的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创新实验课程的考核模式。 

2.近五年主编、参编和自编教材共计 60部，主持各级教改项目 18 项(国家级 1项，省部

级 6项，校局级 11项)，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69篇，获得各级质量工程项目 12项。见附件 1 

获得的质量工程项目及奖励： 

2012年 “临床微生物学及检验概要”获得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程（我校 2门中的 1门）  

2012年  获得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2011年  获得校级留学生精品课程 

2010年  获得“医学检验”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0年  获得“医学检验”天津市品牌专业 

2009年  获得“临床微生物及检验”国家精品课（本专业全国唯一），课程负责人获天 

津市教学名师 

2008、2009 年  获得天津市级精品课程 2门 

2005、2009 年  获得校精品课程 2门 

2007年        获得天津市优秀教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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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辐射作用 

1.在教学、科研及对外服务方面产生了广泛的辐射作用 

    实验中心优良的设备条件和良好的环境及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了兄弟院校及各领域的

研究人员参与医学检验实验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本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有来自临床

各学科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承办多次天津市检验学会、天津市风湿学会的学术会议，有兄

弟院校的领导和老师先后来中心参观学习, 实验中心为天津市内、国内各兄弟院校互相学习

提供了良好经验。中心与天津大学材料学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天津市第四中心

医院及正大集团海丰制药公司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 

2.网络直播多媒体实验室的建设提升我院知名度和教学水平 

实验中心建立了本专业国内第一个网络直播多媒体实验室，利用这一平台，成功申报了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概要”。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达成

初步协议，联合培养本科生并进行网上视频学术交流，扩大本专业的国际影响。与金域医学

检验中心签订了联合培养病理技术专业研究生的协议。 

3.现代化的实验教学手段促进交流合作 

借助实验教学中心现代化的网络建设，将实验教学的教材、教案、课件和习题等材料上

网，开展网上答疑等。实验中心的建设和实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为我院精品课程建设打

下坚实的基础。主干课程全部建设为各级精品课程，教学资源通过网络向国内辐射，目前与

大连医科大学、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及大港临床学院建立了共享平台，促进了校际间的交

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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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我评价及发展规划 

8-1. 自我评价 

一、学校教学指导思想明确，制度保障，管理规范 

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是本专业全国建立最早的实验教学中心之一，本中心属校级实验

教学中心建制，由学校委托医学检验学院进行管理。在 16年的建设中，通过体制创新、机制

创新，规范了管理，完善了制度，在运行管理、实验教学、实验队伍建设、管理模式、设备

管理和环境等方面的改革与建设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有积极示范推广意义的成果。  

坚持以“实践动手能力强”为培养目标的教学理念，制定了“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早期

接触专业（临床）的教育教学指导思想。按照“ 整体优化、学科整合、专管共用、资源共享、

统筹调配”的原则，本着“教学与研究结合，实验教学改革引领和促进实验室建设”的思路，

搭建了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基地。把教学实验中心建设成大学生能

力培养的训练场、创新教育的基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 

二、实验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成效显著 

把实验教学改革作为切入点，构建了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精湛技艺”为核心的

课程体系，除基本型实验外，开设综合设计型实验、研究创新型实验；构建了学科间整合、

科研与教学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生物与心理结合的

实验课程体系。形成了以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为主的学习方式。学生在全国、天津市的

各种能力竞赛中所获的大量奖项充分反映了教学改革的成效。 

三、实验教学队伍不断建设和发展 

以“211”建设和学校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科研水平的整

体提升。中心实行的学科带头人及骨干科研队伍与理论教学、实验教学队伍互通，保证了实

验教学队伍知识、技术不断更新，保证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及其教学改革的相互衔接和相

互补充。实验教学中心现有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 29人，其中教师 21人，实验技术人员 8人；

教授 5人（博士生导师 4 人），副教授 7人，讲师 12人，助教 2人；获博士学位 10人，3人

博士在读；中心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10 人。实现中心师资队伍的人员组成、层次、结构、数

量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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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中心设备先进，有利于实验水平的提升 

在学校和学院领导和支持下，中心通过多年的建设与“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十

二五综合投资”“211”建设资金投入，实验室增添了一批先进教学仪器设备，基本具备规模

化的实验教学环境，先进的实验教学手段，改善了教学环境，提高了实验技术水平。实验平

台已达到国内本专业领先水平。 

五、实验改革成绩显著,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质量工程建设取得优异成果 

1. 2012年“临床微生物学及检验概要”获得国家精品视频课程（我校 2门中的 1门）  

2. 2012年获得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3. 2011年获得校级留学生精品课程 

4. 2010年获得“医学检验”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5. 2010年获得“医学检验”天津市品牌专业 

6. 2009 年获得“临床微生物及检验”国家精品课（本专业全国唯一），课程负责人获

天津市教学名师 

7. 2008、2009年获得天津市级精品课程  

8. 2005、2009年获得校精品课程 

9. 2007年天津市优秀教学实验室 

实验教学团队建设成绩显著 

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已成为一支职称结构合理、实验教学能力强、

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教师队伍。采取培养、引

进、聘用并举的措施。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医学检验教学团队已于 2012年被评为

校级教学团队。共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校局级教改课题 18项。获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 3

项，省部级获奖 6项，校级教学成果 13项。科研主要成果显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科技部支撑项目 1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2项，天津市自然基金项目 6项，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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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10余项，经费 580余万元。青年教师崔宇杰副教授以第一作者在《nature》发表高水平

科研论文（IF=36.01），科研成果为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才培养见实效 

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通过加强实验教学，注

重将传统实验教学模式与创新式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为目标，以能力培

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体系，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近五年就业率始终保

持在 95%以上，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考研率 30%~40%，受到导师的高度评价。学生参加科技

创新活动，涌现出了诸多优秀学生获得市级以上奖励。 

学生近年获得的科技竞赛奖励：见附件 7 

1.天津市大学生生命科学基本实验技能竞赛奖 13项 

2.天津市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获奖 8项 

3.天津市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竞赛获奖 1项 

4.天津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获奖 4项 

5.天津市女性创业计划书大赛获奖 5项 

6.天津市创业奖学金优秀奖 1项 

7.首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1项 

8.天津医科大学大学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TMUUROP）项目立项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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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实验教学中心今后建设发展思路与规划 

（一）人才是关键  高素质、高水平的实验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高实验教学水平的关键。

我们将继续采用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在职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外语教学能

力，派出中青年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院校进修、攻读博士学位和短期学习考察，提高教师的专

业素质和业务水平。采取有效措施引进人才，特别是海内外著名高校的拔尖人才，吸收新鲜

血液、新鲜力量以创新实验、实训教学方法，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中心师资队伍的业务水平。 

（二）平台是核心  高层次、高质量优化组合、规范化管理的实验平台是实验教学的关

键。我们将进一步扩大中心占地面积，建立大学生创新实验室，提升分子诊断特色实验室建

设。并进一步扩充各种教学资源。 

在学校网络中心的技术支持下，我们将建立实验中心的数字化网络系统，构建一个网络

操作平台系统，包含实验、实训项目的设计、内容、准备、实施、考核要求、注意事项、教

学效果分析与反馈等栏目。学生可进行预习、观练与复习，教师可进行考核评价，进一步扩

展教学资源并利于资源共享。 

（三）教改是灵魂  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中将重点研究如何培养学生具有综合知识、

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使本专业毕业学生秉承“德高医粹”校训精神，具有实践能力强和外

语水平高的特点。研究如何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达到国际化标准。结合自身的

优势，选择好突破口，争取申请到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 

（四）管理是保障  在已有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组合，使

管理进一步科学化，制度规范化，体制标准化。严格进行教学监控，有效地保障正常的教学

秩序和高水平的实验教学质量。 

 （五）经费是支撑  提高实验教学的经费比例，设立相应基金，形成良性互动的实验教

学模式和创新实验基地。由学院统一管理经费的使用情况，中心对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根

据中心建设的需要，科学合理地使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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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已经形成了一支由高水平教授领衔、

中青年教师为主、专兼职教师相结合的稳定师资队伍。作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

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承担单位，中心坚持“以学生为本，

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把实验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训练场、创新教育的基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中心以实验教学改革为切入点，

创建的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模式；分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学科间整合、科研

与教学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验课程体系；以

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为主的学习方式，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多年的建设中，中心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规范了管理，完善了制度。在运行

管理、实验队伍建设、实验教学改革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富有成效的、有积极推广意

义的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验教学中心模式，实验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经天津医科大学推荐评议专家组评审、考察，认为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符合天

津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条件，同意推荐该中心申报，并恳请给予支持。 

 

专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