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天津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验收自评报告

中 心 名 称 ： 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

所在学校（盖章）： 天津医科大学

中 心 网 址 ： http://www.tmu.edu.cn/jysf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 60357712

中 心 联 系 人 ： 秦毅



概况

（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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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获批天津市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实验中心总面积约 2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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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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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心的仪器设备固定

资产总值 1314 万元，新增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 772 万元，仪器设备总数

为 759台（套），其中新增仪器设备数 248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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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个实验项

目，年授课学生人数 605 人，年实验课程授课时数 1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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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名博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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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承担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青年项目和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项目共 21 项；获天津市科技进

步二、 三等奖 2 项；获专利授权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3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71 篇。近五年共获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 3 项，省部级获奖 6 项，校级

以上教改立项 20项，发表教学论文 38篇。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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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支持政策和

举措

（1000 字以内）

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得到学校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

在“十二五”综投建设中先后划拨 600 多万元经费用于医学检验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十五”、“十一五”期间学校先后两次增加实验用房为改

善实验教学条件和开设新的实验教学课程提供了可能。为支持医学检验学实

验教学中心的发展和建设，学校调拨临床检验科室更新的自动化设备给实验

中心，用于开设贴近临床的教学实验项目，这使得学生在教学实验室里有了

接触大型自动化设备的机会，使他们熟悉了设备的操作和维护。

为了理清医学检验专业实验教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心在校领导及学

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多次邀请来自国内外相关专业的名师来我中心指

导实验教学及实验中心的建设。学校每年还聘请退离休的医学检验专业的资

深教师和专家担任中心的教学督导，细抠实验教学各环节中的瑕疵，并指导



年轻教师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环境与安全

（1000 字以内）

中心参照《天津市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高

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

则》等，严格依据天津医科大学《实验室管理规定》、《设备管理制度》、《教

学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执行。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安

全责任落实到人，实行医疗垃圾分装，对于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如一次

性注射器、输液器等进行毁形处理、容易致人损伤的废物统一按医疗垃圾进

行分类回收处理，并委托专业机构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进行集中处理。

保证实验室产生的有害废液及其他有害物质统一回收处理。

实验中心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定期接受培训，使其明确实验室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具有防范化学危险的知识，并熟悉实验室内可能遇到危险时的应

急处理。如消防器材（灭火毯、沙箱、灭火器）的使用、紧急医学处理措施

等。各实验室统一安装紧急洗眼器及喷淋等装置。学生进入实验室前进行安

全教育，讲解实验室设备、药品、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熟记应急

预案；实行“导师负责制”，创新创业团队、挑战杯团队等由指导教师负责培

训并带领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真正做到进入实验中心的师生均接受

过全面的安全操作培训。

实验队伍

（1000 字以内）

实验教学中心以队伍建设为先导，引进与培养并重，建设了一支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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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支

管理水平高、医学专业精的专职管理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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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

观能动性。通过不断建设，实验技术人员学历水平、职称层次得到明显提升，

近年入职的实验技术人员均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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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设副主任 1名协助中心主任进行实验中心管理工作。各实验室设主任 1
名，实验总管 1名。实验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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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心现有教师和实

验技术人员 38人，其中教师 29人，实验技术人员 9人；教授 7人，副教授

9人，讲师 13人；博士学位 17人，硕士学位 9人；35岁以下青年教师 9人。

中心教师近五年承担国家级教学课题 1项、省部级 7项、校局级 8项。

获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 3 项，市级教学奖励 5 项，发表教学论文 38 篇，出

版教材 29 部，出版专著 11部。近五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 项，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 2 项，天津市自然基金 9项，横向课题 8项，总经费 580余万

元，发表学术论文 35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59篇，获专利授权 4项。



信息化平台建设

与利用

（1000 字以内）

中心依托校园网，搭建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信息平台，建立了实验

信息中心，将各种教学资料、管理文件和设备信息等资源上网并统一由实验

信息中心管理，实现了网上辅助教学和网络化、智能化管理。

实验中心网站将中心管理制度、实验课程大纲、实验教学资源、实验教

学师资队伍和设备信息等资源上网，实现网络化、智能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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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了典型的实验单元示范操作和常用仪器使用的录像视

频，为学生的自主训练学习提供了便利。

开通了具有独立域名的《临床微生物学及检验》、《微生物与人类疾病》、

《医学检验技术导论》等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网站，为学生自学、复习提供

了优质教学资源。

中心拥有国内外电子资源数据库的链接网站，可以方便查询多种期刊文

献。建立了“实验室仪器预约管理系统”，十万以上的大型仪器信息全部上网，

进行统一的使用管理，实行上网预约，对校内外开放；同时建设了“网络多

媒体同步转播教学实验室”和“数码互动形态学教学实验室”，现正为“十三

五”建设医学检验虚拟仿真实验室做前期准备,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的需

要。

实验教学及效果

（1500 字以内）

一、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

实验教学中本着理论与实践、创新与应用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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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改革指导思想。在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积极探索研究型、开放型的实

验教学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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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思路。

二、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

1.实验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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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整合基础性与综合性、系统性与创新性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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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实

验平台为：专业课程群实验平台、辅助课程群实验平台和延伸课程群实验平

台。

2.承担不同专业及层次的实验教学 中心主要面向医学检验技术、医学

影像专业本科生，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及临床检验诊断学研究生等不同层次

的学生，开设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实验共计 19 门，包括必修课 13门，专选课

6门，及研究生课题实验的支持。年授课学生数为本科生 360人，留学生 130
人，成教学生 90 人，研究生 20 人，总计 600人左右，年授课学时为 1400
余学时。

3.开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临床基础检验学、临床血液学检验、临

床生物化学检验及临床免疫学检验的综合设计性实验共计 37项。

三、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1.兼顾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和初步科研能力。一方面通过课堂训练、

指导学生实践等方式，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另一方面，在教师带领下，



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参与从选题、立项、实验设计与实施到结题的全过

程，培养具有较高科研意识、并初步具备科研能力的创新型学生。

2.使被动学习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推行启发式、开放式教学方式，加

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提高学习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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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提高综合

能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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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动手实践，发现并解决问题, 而教师在整个过程中以引导作用

为主，采取“放手不甩手，献策不决策”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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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实验考核及评价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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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考核方法，以考查能力、操作为主，实验考核

成绩占总成绩的 30%~40%。对学生的评价，注重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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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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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效果与教学成果

教学效果

1.本专业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培养的全日制本科生约 1669名，

研究生 100 余名。近五年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达 95%以上，考研率为

30%~40%，考入“985”院校的占 60%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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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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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参编教材和专著共计 35部，主持各级教改项目 20项(国家级

1 项，省部级 7 项，校局级 8 项，院级 4 项)，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38篇，获

得各级质量工程项目 12项。

建设成效与

示范辐射

（1500 字以内）

示范中心建设过程中，我们更新了实验课程体系，并开展了一

系列实验教学改革。中心积极与兄弟院校交流，在全国各类检验教

学会议上介绍我们的经验，传播新的教学理念，积极发挥应有的示

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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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知名度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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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达成协议，进行本科生的

互访交流并进行网上视频教学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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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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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发表教学论文

近年来，发表文章 38 篇，教师们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实验

教学会议，与参会的同行们交流经验，不少教师还在会上作学术交

流报告。在了解其他高校实验教学的同时，也展示我们实验教学的

成果。

特色

（1000 字以内）

创新实验教学理念引领实验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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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专业特色加强实验中心建设

1.坚持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目标服务于专业培养目标。按照“专业培

养目标服务于人才市场需求”的原则，把构造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

体的原则落实到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教学的始终。

2.专业实验课程突出实用性、强调针对性、兼顾适应性、体现先进性。

不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例，提高技能训练，在实验教学功能上强调以

胜任职业岗位要求为目标，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为主线，突出实用性

的培养目标，使学校人才培养与医院、企业人才需求之间实现无缝衔接。

3.坚持教学手段现代化。建立了医学检验数字化实践教学资源库，同时

建设了“网络多媒体同步转播教学实验室”和“数码互动形态学教学实验

室”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了便捷的平台。

存在不足及

改进方案

（1000 字以内）

我们在各门实验课程的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存在于实验课程设

计、人力资源和实验室空间等几个方面：

一、各门实验课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处理好和平衡以下几个辩证关系：

1.鼓励学生创新与强化基本训练

2.引进新内容与课程本身的系统性

3.学生自主探索与加强教师引导

二、 由于开设的实验教学课程较多，以及一些有经验的老教师退休和

新开实验项目的增加，急需补充师资力量，青年教师队伍和实验技术人员的

队伍相对薄弱，在日常教学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有待加强。未来在队伍建设

中继续做好以下几点：

1.鼓励有条件的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到实验教学中；

2.在加强年轻教师学习和培训的同时，大力提倡“教授上实验课”，做到

每学期每个教研室有 2-3位教师参与实验教学；

3.在调整实验教学中心的基础上，拟举行每月一次固定时间的实验教学

研讨会，每位教师每学期平均要在研讨会上作一次实验教学报告；

三、 在实验中心大力发展的近几年里，由于增开多门实验课程，导致

实验室面积需求上升，但是实验室面积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实验布局相

对分散。充分利用“十三五”综投及“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的机遇，通过资金

投入和进行资源规划，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实验室用房的有效整合问题。

学校意见

通过学校自评，同意申请验收。

签章：

年 月 日

天津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验收数据报表



（验收数据截止时间 2017 年 4 月 30 日）

一

基

本

信

息

1 学校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 －

2 中心名称 医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心

3 中心主任姓名、职称
刘运德 教授 申报时

田德润 教授 现在

4 学校上级主管部门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

5 建设单位获批时间 2012 年 12 月 －

二

经

费

投

入

6 建设及运行经费总额 690 万元

7 其中：①中央财政专项经费 480 万元

8 ②地方财政专项经费 60 万元

9 ③学校专项经费 130 万元

10 ④社会捐赠专项经费 20 万元

11 年均运行经费 15 万元

12
其中：①年均仪器设备维护维修经

费
2 万元

13 ②年均实验耗材费 13 万元

14
校（院）及以上实验教学改革立项

投入经费
26.25 万 万元

三

建

设

成

效

15 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 2350 ㎡

16 其中：新增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 150 ㎡

17 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 1314 万元

18 其中：新增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 772 万元

19 仪器设备数 759 台套

20 其中：①新增仪器设备数 248 台套

21 ②自制仪器设备种类 0 种

22 教职工数量 47 人

23 其中：①专职教职工数量 38 人

24
②专职人员中正高级、副高

级、中级及以下比例

正高：18.4% 副高：36.8% 中级及

以下：44.7%
－

25
③专职人员中博士、硕士、

学士及以下比例

博士：44.7% 硕士：23.7% 学士及

以下：31.6%
－

26 ④兼职教师数量 9 人

27 承担的教学研究项目数 20 项

28 其中：①国家级 1 项

29 ②市级 9 项



30 ③校级 10 项

31 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数 32 项

32 其中：①国家级 12 项

33 ②市级 11 项

34 ③横向项目 8 项

35 参加国内外交流人次 150 人次

36 其中：①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人次 15 人次

37 ②信息化培训人次 20 人次

38 网站教学资源总容量 95 ＧＢ

39 承担的实验课程总数 22 门

40 新增的实验课程数 5 门

41 实验项目总数 241 个

42 其中：①新增实验项目数 21 个

43

②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

验项目

数

37 个

44 上一学年服务本校专业数 5 个

45 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数 605 人

46
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占全校学生

的比例
11.23 %

47 上一学年实验人时总数 58000 人时

48 其中：教学计划外实验人时总数 13000 人时

49
支撑“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数
28 项

50 自主组织的竞赛活动数 14 项

51 参加竞赛的学生数 2225 人次

52 指导学生获得的成果数 232 项

53 其中：①公开发表论文 7 篇

54 ②省部级及以上相关奖项 87 项

55 ③获得专利数 0 项

56 新出版的实验教材数 7 种

57 新编写的实验讲义数 2 种

58 获得教学成果奖数 1 项

59 其中：①国家级 0 项

60 ②省（部）级 1 项



61 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数 38 篇

62
其中：实验技术人员发表的教学研

究论文数
9 篇

四

示

范

辐

射

作

用

63
自主开发实验项目推广应用的高校

数
4 所

64 实验教材推广应用的高校数 4 所

65
自制实验仪器设备推广应用的高

校、企业数
0 所

66
开发实验教学与管理软件推广应用

的高校数
0 所

67 承办国内交流 1100
参会

人次

68 承办国际交流 480
参会

人次

69 接待外校参观访问人数 210 人次

70
其中：接待国（境）外参观访问人

数
150 人次

71 接受委托承办的学生竞赛数 2 个

72 其中：①国家级 0 个

73 ②市级 2 个

74 服务其他高校学生总数 180 人次

75 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培训总量 0 人次

76 为社会行业服务的其他培训总量 10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