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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end software professionals with composit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outstanding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teaching reform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information direc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information direction), solutions measures are given.
First,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medical software curriculum resource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form of integrated and collaborative teaching of applied curriculum based on curriculum projects. Second, build a “double-teacher typ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echanism to suppor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teaching. Third, establish a competency-oriented formative curriculu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of “curriculum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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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专业的跨学科协同教学改革，以培养具有突出医药特色的复合
应用型高端软件专业人才。通过分析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给
出了解决方案：创新医药软件课程资源体系融合，实施基于课程项目的应用类课程一体化协同教学改革
与实践；构建“双师型”协同教学机制，支撑跨学科协同教学；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课程评价指
标体系，促进“课程项目”的跨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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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解决要依赖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协同作
战[1]，跨学科教育是后工业时代科技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对人才培养提出的必然要求[2]，是对传统基于学
科、培养专才的大学教育模式的积极扬弃[3]。
健康中国战略极大刺激了医药卫生行业对能胜任医药信息化的复合型软件人才的需求。然而，目前
高等中医药院校软件专业特色不够突出，核心竞争力不足[4] [5]。通过创建软件专业人才协同培养平台，
打造跨学科复合型课程体系，构建跨学科复合型师资队伍和跨学科复合型医药信息化教材体系，可培养
具有突出医药特色的复合应用型高端软件专业人才，担负起医药信息化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则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优
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
队。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因此，高等医药院校在
大形势下必须要有所作为，有所担当。要努力践行人才培养的跨学科协同理念，打造具有突出医药特色
的复合应用型高层次软件专业人才，形成自身鲜明独特的专业核心竞争力，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
贡献一份力量。
根据宁夏医科大学办学定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方向定位为医药信息化，
着眼于培养兼具软件专业知识和基本医药知识的复合型应用人才。我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
向)专业的跨学科协同教学的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创建软件专业人才协同培养平台，打造跨学科复合型课
程体系，构建跨学科复合型师资队伍和跨学科复合型医药信息化教材体系，培养具有突出医药特色的复
合应用型高端软件专业人才。

2. 我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分析
从本科生跨学科协同教育教学视角来看，目前我国高等医药院校软件专业人才培养还存在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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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领悟人才协同培养要旨不透彻，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以我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
学信息方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为例，存在问题有：1) 对于如何将整个学校的优势学科竞争力发挥出来，
辐射带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专业，使其小专业类人才培养能通过跨学科协同的方式得到
长足的发展，目前缺乏精细的谋划和前瞻性的思考。2) 校内人事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导致我校计算机学
科内部(计算机基础教研室、计算机专业教研室、信息教研室)，以及计算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总院信息科、总院档案科等)之间各自为政，资源、信息交流不畅的局面仍然存在。医药类
传统优势学科往往获得各类资源持续投入，各关联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足。具有流动性、协作性、创
新性的校内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还未建立，资源的协同效率不高。3) 欠缺与校外资源的协作整合，在大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是医、
理、工结合具有长远创新能力的专业，可当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学生实习基地建设等欠缺统筹规划。
4) 缺乏人才协同培养的课程，在整个软件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医药知识模块和软件知识模块之间只是简单
的叠加，还没有形成协同、融合、完善的跨学科复合型课程体系。5) 缺乏协同式人才培养的跨学科、复
合专业背景的师资，以及薄弱的实践教学环节等问题。

3.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专业的跨学科协同教学的实施方案
3.1. 创新医药软件课程资源体系融合，实施基于课程项目的应用类课程一体化
协同教学改革与实践
结合宁夏地方经济的产业资源特色优势协同发展中具体实现融合建设创新课程资源体系，更好地开
发融合现有教学资源，注重培养专业技能人才。考虑健康宁夏战略所需要，建设医药软件课程资源体系，
以带给学生更多关于宁夏医疗、康复、预防、医药、保健等大健康信息化发展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为了打造跨学科复合型医药信息化课程教学体系，学生在大一大二完成专业基础课程，以及前端设
计、健康管理、计算机网络、Web 开发技术、软件工程后，从大三开始，实现基于课程项目的应用类课
程一体化协同教学改革与实践，包含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开发模式、移动医疗
开发、医学信息项目工程实践等课程。项目教学法是教师根据当前教学的知识点设计并提出“项目”，
针对提出的“项目”，采取演示或讲解等方式，给出完成任务的思路、方法、操作及结果，然后引导学
生边学边练，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的教学方法[6]。
具体实施过程为，以小组为单位独立在实验室完成，各小组的项目互不相同，医学信息学课程完成
项目的文献综述，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完成项目的系统规划、需求分析、系统分析、系统设计，
软件开发模式课程完成项目的 SSH 实现，移动医疗开发课程完成项目的 Android 实现，医学信息项目工
程实践课程完成项目的测试、验证、部署、运行和维护。通过课程项目熟练运用 CASE 工具，并撰写相
关文档及报告。通过跨学科的系统开发实验不仅使学生在小组中锻炼了团队意识及良好的工作态度，而
且有益于学生系统开发及实现能力的培养，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今后从事信息系统
开发与设计、商业信息系统管理等工作奠定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7]。

3.2. 构建“双师型”协同教学机制，支撑跨学科协同教学
为了促进学科间的协同发展融合，积极构建“双师型”教师人才的协同教学机制，应该积极利用或
者是学生教育实习机会，寒暑假教师到医院信息科室和医药企业学习进修，了解更多医药信息化现状，
保障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向调整的有效性；聘请医院信息科室和医药软件企业的优秀技术人员指导跨学科
专业协同发展的课程教学，从而提升地我校医药软件学科的师资教学水平。
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积极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训，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从 2016 开始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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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高等学校“双师型教师实践锻炼计划”，已经有 5 名副教授、讲师在医院和企业的信息化岗位参加
项目实训，锻炼服务，直接参与企业的项目培训和研发。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专家进行专业指导，
帮助教师了解行业新技术和发展趋势，通过与印度 NIIT、银川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银川大数据
产业创新联盟(目前智慧产业园已经落地了近 50 家企业，其中包含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在内的 16 家互
联网医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信息中心和病案科室、西部安全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合作，实现了
学习、医院、医药企业间的人才流动。聘请行业工程师走上讲台，担任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逐渐打造
了一支有理论、懂技术、会管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大力支持教师参加各类教育教学会议和培训，例如 2018 年，有 4 名教师参加了由中国现代教育研修
中心主办的产教融合政策解读及实施路径系统研修班(第二期)，6 位教师参加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八届高等学校计算机课程教学论坛，3 名教师参
加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大
数据教育高峰论坛，1 名教师参加了宁夏普通高校赴美教学法研修班等。
学院多次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学院交流指导，并成功承办多个国内学术会议。学院与区内多家具有涉
足医疗行业的 IT 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双师型教师群体在不断扩大。加大与政府职能部门、高校、
医院、IT 企业及社会各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拓宽高层次人才培养渠道。以培养具有数据挖掘分析能力、
数据集成及研发能力且同时具备健康医疗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重要目标。

3.3. 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促进“课程项目”的跨学科教学
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学生的学科专业学习目标、一般性发展目标和
个性化发展目标。及时反馈课堂学习可让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学习情况，持续改进完善提高，进行准
确认识和定位；同时教师根据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或改变教学内容，及时补救学生未掌握知识。
高度重视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同时，高度重视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以增强学
生的岗位胜任能力。大力探索和推广课程的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减少和取消终课程结性评价。针对同
时具有理论性、综合性、实践性的课堂评价，为了克服以往该课程评价存在“教师单向评价，很难促进
学生的发展”的问题，设计学生自评、小组内互评、组间互评和教师给定课程项目、考勤、课堂表现的
“四主体六维度考评方式”[8]。通过模拟答辩检验、升华项目教学成果。老师、全班同学根据其完成的
项目内容，答辩情况进行评分，教师要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对回答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与理论升华，把
学生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提高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9]。
实现基于课程项目的应用类课程一体化协同教学改革与实践，包含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软件开发模式、移动医疗开发、医学信息项目工程实践等课程。这些课程教学中，同一小组的
学生需要完成同一课程项目的不同任务：文献综述、系统规划、需求分析、系统分析、系统设计、Android
实现、测试、验证、部署、运行和维护，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各任课教师共同设置
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项目的认识，最终促进“课程项目”的
跨学科教学。

4. 总结
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世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细分化的专业教育早已不能满足学生个
性的发展和社会需求，跨学科教育成为复杂社会背景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10]，大学实行跨学科人才培
养已是大势所趋[11]，跨学科教育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针对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背景
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方向)专业的跨学科协同教学改革与实践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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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培养具有突出医药特色的复合应用型高端软件专业人才。解决方案包含创新医药软件课程资源
体系融合、构建“双师型”协同教学机制、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措施有
产学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双师型”医药软件师资、基于课程项目的应用类课程一体化协同教
学改革与实践、构建跨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学生学习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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