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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校园”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
促进了高校教育的信息化建设。目前，智慧校园的建设在国内各高校已开始起步。但大多数用于教学技
术及手段的更新上，围绕教与学管理视角，进行流程再造的研究和实践并不多。本文将以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的教学为例，探讨基于网络支持的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管理流程再造及过程控制，为其提供应对策略，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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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campus” breaks the tradi文章引用: 朱梅, 朱志军, 胡开明. 基于智慧校园的高校教学管理流程再造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1, 11(3): 62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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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teaching mode,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mot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 has
started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used in the renewal of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means, and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on process reengine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Taking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process control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eaching management based on network support, and provides
coping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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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教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占用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以教师教学为主，学生基本没有过多的时间
进行创造性思维与自学能力的训练。而以学生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则忽略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学
生在某些新的领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摸索[1] [2] [3]。以上这两种“以教为主”和“以学为主”教学模
式完全割裂了教师和学生之间课堂上互动关系。因此，积极探索智慧教育环境下的教学模式对于实现智
慧校园的信息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2. 医学检验技术传统教学管理
2.1 传统教学对学生造成的影响
目前，国内大多数医学院校都存在医学检验教育面临滞后临床的局面，与临床实践严重脱节，分析
其原因，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与临床脱节，教学单位与临床分离等。导致培养出来的
医学检验技术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和解决临床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不足，工作适应周期偏长，以及综合能
力和职业素质缺乏等[4]。

2.2. 传统实践教学管理和考核体系不完善
我国大多数教学医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实习缺乏客观量化的统一考核标准，考评制度仍然处于
探索性阶段[5]。很多医院对医学生的考核仅仅依赖于各医学院校自己制定的实习手册，且对平时成绩的
考核未予足够重视，未能进行全面而多元化的综合性评价与考核，对医学生的日常管理与医学人文素养
缺乏详细的考核标准。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考核仅仅局限于实习科室写的实习鉴定和操作技能考核。

2.3. 传统教学对学生造成的影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检验科工作直接性体现在多个样本重复性劳动上，这种重复性劳动很有可能让
学生厌烦[6]。传统教学模式中，医学检验课程设置主要以完成课程大纲要求的任务为主，教学学时有限
且内容繁杂，并且传统的医学检验的学习与考核主要是以考试为导向[7]。由于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学方式
及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师是课堂中教授知识的权威主体，课程设计中缺乏对学生的个性化问题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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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和指导[8]。因此，单一的机械式的教学模式，难以调动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知识的获取
能力方面效果不佳，难以激发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2.4. 解决方法
为适应社会对医学检验人才的需求，提高医学检验人才的综合素质，加快教学与临床实际工作的对
接，临床检验诊断学学科的教学改革刻不容缓。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医学检验技术的教学管
理模式和教学内容上需制定适合医学发展需求的检验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明确教学重点，优化教
学内容，同时把本学科的新进展、新知识、新技术及时反映到教学中去，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

3. 智慧校园的教学管理流程再造
3.1. “智慧校园”信息化教学模式应用
建设智慧教学云平台，打造以“资源”“备课、授课”“互动”三位一体的教学策略，为学生的智
慧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以所授专业岗位技能为核心的、高度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在充分考虑学生理解
能力等因素的前提下，构建合理的系统性的教学方案[9]。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和
发现，以及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实现在借助互联网 + 技术实现信息化课堂教学模式的同时，运
用微课、慕课等网络教学手段开展网络线上授课，使高校教育工作既能在校园内开展，又能在网络平台
上进行，全面提高教学工作效率[10]。根据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的需求以及定位对智慧校园的应用进行合理
设计，侧重点应放在服务广大师生的教育教学系统的应用程序研究以及综合化的管理平台，整合各种优
秀的教学资源、国家精品课程等，最大程度地达到优秀教学资源的共享。为学校发展积累丰富的教育教
学资源，形成学校优质资源和特色资源。

3.2. “智慧校园”信息化队伍建设
只有具备一支高水平、高技能的信息化师资队伍，才可确保“智慧校园”模式能够在教学中获得有
效运用，且获得较高的应用成果。结合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建设，加强对现有师资队伍的培训力度[11]。医
学检验学科教师会将多媒体技术与课堂相结合，并定期邀请有经验的医学界专家进行课堂培训，在培训
的过程中，将该领域的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方向等进行详细记录，并且将授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专
家进行讨论，从而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满足学生掌握知识的需求。通过定期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并设
置奖惩机制，来提高高校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12]。加强各高校之间检验教学经验的交流，促进教
学信息化建设的进程，统一优质教学资源的标准，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3.3. 完善管理制度和考核体系
借助信息化技术，加强各高校之间检验技术教学管理交流，完善医学生的管理制度、带教师资准入
制度、教学质量评估等相关制度。建立“教与学”的同步绩效考核体系。在智慧教学环境下，对带教老
师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质量进行客观评估，并纳入绩效考核，有利于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发展。通过
可视化、邮件提示、个性化辅导等多种方式，对平时成绩可以从课前、课中到课后进行全过程的多元化、
多层次的考核，并进行即时反馈评价从而帮助学习者了解学习进度与存在的问题[13]。

3.4. 医学检验智慧课堂的实施
疫情期间，各地学校教师通过登录慕课、学习通等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线上教学。正式上课前，学生
通过之前录制的章节视频提前预习教学内容，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讲解知识点需要花费的时间。同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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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通过线上教学的讨论区收集学生的疑难问题，对学生的学习程度有一定的了解，从而针对问题准备课
件[14]。在正式上课时，集中讲解医学检验课程的重难点。课后对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互相讨论和解答
一些临床相关的问题，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课后习题可以通过云课堂发布，答题
结束后，学生参与度、答题的结果、每道题的正确率系统自动产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学生哪些地方掌
握的不够好，再有针对性地进行习题讲解[15]。智慧课堂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值得我
们去完善智慧课堂的建设。

4. 结语
综上所述，技术的发展，为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管理变革提供了支持，教学管理信息化是今后发展的
必然趋势。教学管理流程再造，就是要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管理同步流程，实现对教与学全过程的
质量控制。同时，把教师和学生从课堂解放出来，实现课上课下同步管理，师生互动学习模式。教学管
理流程再造，还要建立起相应的教与学绩效考核体系，通过教与学相应考核指标的开发及系统嵌入，实
现实时和过程管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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