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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深化医药类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与研究，全方位提

高医药类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医药人才，促进

医药类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推动国内医学计算机基础教育进

一步发展，由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江西中

医药大学协办，“2021 年度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医学专业委员

会学术会议”,2021 年 7 月 25-26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胜利召开，会议的主题为

“德术并修、能力导向、专业+AI、攻坚克难、改革创新”。参加会议的代表主

要来自全国从事医药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的高校教师、相关专家，以及理

工、农林、军等类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的教师。 

本次会议经主办方和出版社组织专家评审，从收到的众多计算机基础教育实

践、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价等相关论文中，遴选出 17 篇相关论文收录《医药计算

机教改论文荟萃》，由 ISCI PUBLISHING GROUP 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

出版经费由江西中医药大学《创新教学师友名师工作室》资助。 

《医药计算机教改论文荟萃》在汇编过程中，得到了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研究会及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南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中

医药大学、大连医科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相关高校，以及论文作者的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医药计算机教改论文荟萃》编委会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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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数据处理——Python》课程 

教学探索 

连宏，石鸥燕，黄婧思，孙伟，司家瑞1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计算机教研室，天津 300070，中国 

摘要：本校《医学数据处理——Python》这门课程经过前期大量探索、认真准备，

目前已经讲授两轮，以期提高医学生数据处理的能力，将计算思维的思想深入贯

彻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文从

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多维评价体系等方面对医学院校计算机教学改革提供思路。 

关键字: 计算思维；Python；多维评价体系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medical data 

processing Python 

Lian Hong, Shi Ou-yan, Huang Jing-si, Sun Wei, Si Jia-rui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After a lot of exploration and careful prepa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the course 

of medical data processing-Python has been taught for two roun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ata process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deeply implement the idea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to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and accumulate som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provides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computer teaching in medical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Python;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过去数十年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已经使编程的壁垒大幅度降低，以前可能只是

科学家能做出高大上程序，今天作为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也可以轻松地写出几

十行代码。编程背后的基本素养“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这

个由时任美国 CMU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的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教授在 2006

提出的概念和一系列计划，试图使所有人能够像计算机科学家一样进行思考，让

计算思维成为新人类的基本能力。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中国等的教育部门正在有计

划地推动这一理念的实施。 

我们学校选择了 Python 作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Python这门语言，由于它的简洁性、易读性以及可扩展性，在国外用 Python

做科学计算的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一些知名大学已经采用 Python 来教授程序设

计课程。例如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编程基础、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及编程导

论就使用 Python语言讲授。众多开源的科学计算软件包都提供了 Python 的调用

接口，例如著名的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三维可视化库 VTK、医学图像处理库

ITK。而 Python专用的科学计算扩展库就更多了，例如如下 3个十分经典的科学

 
1
通信作者：司家瑞 (1977-)，男，工学博士，副教授;E-mail: sijiarui@tmu.edu.c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80%E6%B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E%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8%80%90%E5%9F%BA%E6%A2%85%E9%9A%86%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BB%E7%9C%81%E7%90%86%E5%B7%A5%E5%AD%A6%E9%99%A2/117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5%E5%8F%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Open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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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扩展库：NumPy、SciPy和 matplotlib，它们分别为 Python提供了快速数组

处理、数值运算以及绘图功能。 

1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计算思维的新特点和新内容 

在当前新工科、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国家科技

战略大背景下，计算机应用能力、信息处理与利用能力、计算思维能力乃至网络

素养已成为当代创新型人才的显著标志。 

计算思维是指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的过程，通过算法的

思想（具有一定顺序的操作步骤）来识别、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形成适宜

用计算机来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计算思维实际上是人类站在机器角度的“感同

身受”，从机器角度思考去制造更有效率的机器，同时更有效指导我们日常决策。

抽象和自动化是目前业界普遍共识的计算思维本质。计算思维类似于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等，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学生学习解决问题的一种普通技能，每个人都

应该学习和应用这种思维，倡导应用计算机科学进行问题求解，而不是简单的编

程，它要求像计算机科学家一样充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进行思维[1]。 

2019 年首届计算思维与赋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西安召开，论坛围绕“面

向赋能教育的大学计算机课程体系改革”、“基于计算思维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

革与实践”、“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计算机系列课程‘金课’建设”和“新时代

背景下的大学计算机系列课程师资培训”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2 以问题为导向，协作创设计算思维学习活动 

真实的问题情境增强了学生解决问题的代入感和交互感，提升了学生的学习

能动性。比如说我们学习了程序设计这一章内容后，学生们仅仅会做题，理解编

程语句的语法，这是最低要求。我们不妨抛给学生们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让同

学们自己设计程序统计保龄球的每一局得分。那么当同学们拿到这个实际问题的

时候，首先他要先了解保龄球的计分规则，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获取，其次将计

分规则分解和抽象，最后算法设计及其实现。再比如学习了 Python 的 turtle库

后，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个比较大的作品。在组内讨论阶段，学生们

共同探讨确定主题，有绘画基础的同学可以提供绘画技术支持，在确定作品主题

后，要采取模块化程序设计思想来指导编程。模块化程序设计是指在进行程序设

计时将一个大程序按照功能划分为若干小程序模块，每个小程序模块完成一个确

定的功能，并在这些模块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通过模块的互相协作完成整个功

能的程序设计方法。在这一阶段，需要同学们积极讨论，首先用主程序、子程序

等框架把主要结构和流程描述出来，并定义和调试好各个子程序之间的输入、输

出关系，讨论结果是得到一系列以功能块为单位的算法描述。最后工作落实到个

人，以功能块为单位进行程序设计，实现其求解算法。在整个过程当中同学们体

验了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从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再到实现，每一步

每一个同学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计算思维也收获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3 重视Python的实际应用，应对更多机遇与挑战 

Python 的应用方向有常规软件开发、科学计算、自动化运维、云计算、WE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5%BA%8F%E8%AE%BE%E8%AE%A1/2239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5%BA%8F%E8%AE%BE%E8%AE%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5%BA%8F%E8%AE%BE%E8%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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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网络爬虫、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2]
。我们在课程当中选取了网络爬虫和数

据分析这两个点设计了实验。 

（1）实现网络爬虫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如何有效地提取并利用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决问

题的效率。搜索引擎作为辅助程序员检索信息的工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为了更

高效地获取指定信息需要定向抓取并分析网页资源。基本方法：利用 request 库

获取网页内容，利用 beautifulsoup4 库对获得的网页内容进行处理。在课堂上

通过讲解获取中国大学排名的爬虫实例，使学生了解如何处理 HTTP 协议以及解

析网页 HTML和 XML页面信息的方法[3]。 

 

图 1 中国大学排名爬虫实例结果 

（2）利用 Python 处理 Excel表格并作可视化处理 

可视化（Visualization）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

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设计了两个实验内容： 

（a）使用 Python 对 Excel文件实现查询、插入和更新操作； 

（b）利用 pyecharts 库在 Python 中直接使用数据生成图。 

4 多维评价体系，重视学生核心素养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东西实行

电子化，学校教学也逐渐向电子化教学探索。我们充分利用学校的超星慕课平台，

由传统单一的试题评测成绩评价扩展到如今对学生整个学习行为的过程性评价，

形成了从知识点掌握、学习习惯养成、学科思维形成、实际问题解决等多个维度

评价体系。 

计算机学科是一门偏应用的课程，我们目前的课程设置是理论授课和学生实

习各占一半学时。由于课时压力和学生基础不太一致，会给学生提供慕课，学生

在课前通过慕课学习，对老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有所了解。课前花几分钟通过我们

的慕课堂考察一下学生的预习情况，真正做到针对性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自我学习能力也作为我们期末考核的一个指标。在大学学习阶段，作为教师着重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并达到

了较好的效果。在重要的知识点和难理解的章节里，我们还设置了在线检测，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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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师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在信息化教学的当下，充分利用平台，做到课前有

预习，课堂有互动，课后有检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教学。 

秉承着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原则，我们除了传统的作业形式，

还增加了学生动手实践的作业。学生以小组方式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一个小科研，

包括从课题的选取、数据的收集、代码的编写以及 PPT 的成果展示。下图是我校

学生利用 BMI指数完成对我国居民的的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图 2 基于 BMI指数研究我国居民健康状况 

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核、分

析和评价，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挖掘学生的无限潜力。我们这门课程采取了如下的考核方

式，见表 1，摒弃了传统的作业形式，重视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发展计算思维

和自主解决问题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表 1 课程考核项目 

预习 单元检测 编程能力 小组作业（1） 小组作业（2） 

慕课

堂 
线上完成 程序设计 

利用 Python 的绘制

图形库 turtle 绘制

一幅图片 

利用本学期所学

知识完成一个课

题研究 

 

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要着重培养学生具备“分解问题”的能力，即使用计

算机可执行的计算步骤或算法将问题拆解为若干个部分；要以课堂教学为主，辅

调查问题来源：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居民超重肥胖问题严峻，

学生超重肥胖持续增加；高血压，

糖尿病等膳食相关的慢性疾病的

患病率居高不下，低龄化趋势明

显；另一方面，居民健康意识普遍

不足，对预防个人和群体的慢性疾

病的发展起到不良的作用。因此，

在当前情况下倡导平衡膳食的理

念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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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实践课、创客活动等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

体验计算思维，并与学生协作制定问题解决方案；要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替代性评

价方法，结合访谈、测试题、作品或问题解决方案、流程图等对学生的思维过程

和能力发展进行综合评价，探索有效的计算思维评价方法；要灵活自如地将计算

思维迁移到具体情境和其他学科的教学实践中[4]。 

参考文献 

1. 崔晓蓬. 大数据时代用计算思维让数据说话——以《表格数据的处理》一课

为例[J]. 中国信息教育,2018:47-48. 

2. 姚建盛 ， 李淑梅. Python 在科学计算中的应用[J]. 数字技术与应用 ，

2016,11:76—76. 

3. 嵩天,礼欣,黄天羽.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第 2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

京，中国，2017. 

4. 张文兰,闫怡,刘盼盼. 教育者计算思维教学能力及其发展路径——美国 ISTE

《教育者标准：计算思维能力》解读与启示[J]. 中国远程教育,2020,7: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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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线上工单式计算机相关课程 

考核项目研究 

郑小松1，李佐静，王轩 

沈阳药科大学，辽宁 110016，中国 

摘要：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线上课程资源日益增多，而线上考核

形式相对单一。借鉴 OBE模式，将课程可以实现的目标成果分解到各章节，采用

线上工单形式逐一实现，提高了课程的目标达成度。工单式考核将逐渐被教师们

接受和采纳，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线上考核；目标达成度；OBE；工单 

Research on the examination project of 

online work order computer related 

courses based on OBE 

Zheng Xiao-song, Li Zuo-jing, Wang Xua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line 

curriculum resources are increasing, while online assessment forms are relatively single. 

Using the OBE model for reference, the goals and achievements that can be achieved 

in the course are decomposed into various chapters and realized one by one in the form 

of online work orders, which improves the degree of achieving the goals of the course. 

Work order assessment will be gradually accepted and adopted by teachers,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Online assessment; goal attainment; OBE; work order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体系日趋完善。

各类课程建设主要以线上、线下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为主，投入成本较高、建

设时间偏长、内容更新慢。为了能够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在课程学习后的目标能

力（目标达成度），借鉴 OBE理念，制定学生的目标成果，基于此选择可以实现

的训练课题，并将课题分解成与各章内容对应的训练单元（工单），循序渐进达

到课程培养的目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有明确的感悟和收获。 

科学的课程考核策略是人才培养过程的核心要素，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

键。如果原本复杂的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仅依靠期末考试作为评价标准，

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是片面的；没有形成性评价的课程不易启发学生、激励学生和

吸引学生自主学习[1]；此外，表面化的形成性成绩，扰乱了师生的教与学的正常

关系。因此，科学实现本科教学的形成性考核过程，应该成为教学是否成功开展

 
1
作者简介：郑小松（1980-），男，沈阳药科大学计算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药学信息学与人

工智能；联系电话:13840018884，E-Mail: 2192517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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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评价指标。 

1 OBE教育理念确立课程目标 

传统教学过程中，师生对课程教学的目标不明确，大多依靠教材上的知识点

和零散案例开展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培养目标达成

度很难真正实现。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是一种基础教育改革理念，

即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2,3]。每一门课程都会有人才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对

于 Python 这门课程，我们希望培养学生有基本计算思维能力，并拥有大量数据

获取、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方面的基本能力，当然也可以是爬虫、人工智能的应

用能力。 

2 工单式的形成性评价考核体系 

在确立课程培养目标后，采用工单式考核方式推进课程目标的达成。工单的

设计本身就体现教学团队对课程教学的认真对待程度，百度百科对工单的定义是：

由一个和多个作业组成的简单维修或制造计划，上级部门下达任务，下级部门领

受任务的依据。工单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大型项目的一部分，可以为工单定

义子工单。课程培养目标大都希望是让学生具有完整处理一类问题的能力，即完

成一个项目。可以将课程目标考核形成性评价体系分为以下四类工单。 

2.1 工单-平时成绩(10%) 

学生会“收到”一个平时成绩的工单，重点体现课堂参与度，比如错误问题

的个人反思、学习过程获得经验的分享等，让学生能够认真思考、自主学习，可

采用课堂汇报或线上汇报的形式，并逐渐形成该课程教学的重要资料库。表面化

的平时成绩则是使用出勤或回答问题次数作为主体，这不科学，甚至成为“调节”

通过率的手段，对教学评价没有指导意义，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甚微。 

2.2 工单-最终目标能力(40%) 

学生“领到”一份表示最终目标能力的工单，明确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最终可

以具备的能力。为此，课程需要设置好相应的“子工单”，即各单元知识点的训

练，如图 1所示。各“子工单”内容的设计是通过目标达成和各单元知识点的有

机结合、科学分解而来。当“子工单”全部完成之后，课程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即

可实现。比如为了实现 Python 课程最终目标能力，可以设置包括基本计算、数

据读取与爬虫、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与挖掘等“子工单”。 

2.3 工单-班级测验(15%) 

学生的这份班级测验工单，会告知学生参加 N次的阶段测验，规则是可以去

掉一次可能因失误导致的最低分，另外 N-1次作为班级测验的成绩。阶段测验重

点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学习过程起到提醒、督促和预警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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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单设计思维导图 

2.4 工单-期末考试(35%) 

期末考试采用教考分离的形式，对计算机相关课程建立能够覆盖课程教学大

纲所有知识点的题库，对于学生来说，想顺利完成这个工单任务，就需要树立端

正的学习态度，掌握课程要求的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教师当然也就必须依据教

学大纲来组织教学。建立规范的题库，题型应不少于 3种，题量应该不少于 200

道/题型，难易程度分为易、中、难，比例大约为 7：2：1，同时需要建立随机抽

题、阅卷评分、考试总结、成绩分析、试题分析报告等期末考试管理系统。 

3 考核评价过程数据管理及实现 

3.1 数据库 

考核评价体系整个过程都会产生数据，应该建立中心数据库来保存这些数据，

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使用 My SQL 或 SQL Server。采用关系数据库模型，数据库中

的表应该具有存储课程信息、学生信息、各工单及“子工单”信息的基本结构。 

3.2 线上实现功能 

课程的大部分工单均可以采用线上形式完成。平时成绩应该体现学生参与课

堂教学前或后的文字等材料的保存，如学生在对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想要与大

家分享的宝贵经验，可以事先在线上写出来，推送给大家，然后可以选择在课堂

进行讲解，师生对分享按认可度进行评价打分，互相学习、积累经验，平时成绩

计算可以通过均值或最值排名等级赋分；最终目标能力则是由学生按“子工单“的

要求，在线上提交相应的单元材料，由教师或 AI 机器人来完成批阅，如果使用

AI机器人，则需要提前设置一些评阅标准，教师可以选择，并最终给出评语和加

分，每个标准都有基础分数及权重。教师批阅中如果写已阅，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学生更希望看到教师的点评。线上所有数据都要保存在中心数据库中。 

3.3 线上、线下结合 

班级测验和期末考试均采用无纸化考试系统完成，该系统可支持线上（B/S）

或线下（C/S）两种方式。考试前，需要建立教考分离题库，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需要认真组织教师团队完成，并需要进行四级校验和完善。教考分离题库严格依

据教学大纲设计，使用 MindJet MindManager 软件设计知识点思维导图，保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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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覆盖率接近 100%。教考分离制度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按教学大纲认

真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则必须掌握教学大纲中要求的基础知识和重点问题，才能

顺利通过考试。 

班级测验需要指定次数，由于学时原因，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在线上完成测

验，无论是班级测验还是期末考试，每名学生的试卷都是从教改分离题库中随机

组成的。题库等数据要保存在中心数据库中。考试后，使用 Python 编程对所有

考生的试题正确率进行统计，如表 1 所示，以此可以作为提升试题质量的依据，

而对班级考试数据的分析报告，供教师参考反思，改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表 1 部分试题统计结果 

ID Times Correct Incorrect 

20095229524 41 51.20% 48.80% 

2009521134935 77 96.10% 3.90% 

200952285512 29 96.60% 3.40% 

2009520154941 22 54.50% 45.50% 

2009522913 34 76.50% 23.50% 

2009521141620 53 98.10% 1.90% 

20095229232 30 36.70% 63.30% 

200952110599 32 84.40% 15.60% 

20090707110540 121 89.30% 10.70% 

3.4 人工智能（AI）机器人 

在形成性评价考核体系中，完全依赖教师操作有时会出现整体成绩偏高的现

象，这与教师的认真程度负相关，应用 AI技术可以改变问题。对于认真批阅“子

工单”的过程进行抽样，制定标准，建立数据表。学生提交“子工单”后，通过

AI 技术可以预先对其进行预评，主要手段是检测关键信息和输出结论，在输出

结论这个问题上，可以通过 AI 替换子工单中的部分代码，让正确的程序最终输

出相同的结果，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方法，这也是体现学生创新性的评价；教师评

阅时可以修正 AI 机器人对各评分标准的结果。对于试题库的分析，也可以基于

AI完成。 

4 结论 

线上工单式考核属于过程性评价，是对传统考核的改革和补充，是互联网、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产物。课程的培养目标要符合实际需求，是可以实现的；为

了完成目标达成度，需要精心设计 OBE 模式的产出结果，将该结果与课程各单元

知识有机结合、科学分解成“子工单”，随着“子工单”的完成，产出结果即可

完成，实现课程的目标达成度。线上四类工单的实现，构成相对完整的课程过程

性考核体系，对教学评价有积极的作用。 

致谢 

基金项目：2020 年沈阳药科大学在线考试改革专项课题“基于 OBE 的线上

工单式计算机相关课程考核体系的设计与实现”，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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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思维的医学院校计算机课程 

教学探索 

董建鑫1，张梦诗 

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北京 101300，中国 

摘要：医疗行业正从“信息化”迈向“智慧化”，智慧医疗需要新一代医学复合

型创新人才，对计算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医学院校计算机教育的一门

基础课程，我院将计算思维 2.0作为医学计算机课程的核心培养目标，设计混合

式教学法，探索医学院校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新模式。 

关键词：医学计算机；计算思维 2.0；混合式教学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computer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 based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Zhang Meng-shi, Dong Jian-xin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Yanjing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1300, China 

Abstract: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is changing from "informatization" to "intelligence". Wise 

medical requires a new generation medical worker who are creativ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and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mputer competence. As a foundation course of computer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our college will tak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2.0 as the core 

training goal of medical computer course, and explore new teaching mode of computer course in 

medical colleges based blended teaching. 
Keywords: Medical computer cours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2.0; Blended teaching 

1 引言 

对医学院校学生而言，计算机应用已经渗透到医学研究、医学图像处理、医

院管理等诸多方面，成为促进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2019 年 3 月，国家卫

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我国医疗服务发展正从"信息化"转向"智慧

化"[1]。智慧医疗需要新一代医学复合型创新人才，对大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2]。 

2 计算思维的发展 

2006 年，周以真教授在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上介绍计算思维时，

认为“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以及人类

 
1
通信作者：董建鑫(1977-)，男，工学博士，研究方向：医学图像处理;联系电话:13161011590, 

E-mail：dongjianxin@c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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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理解等涵盖计算机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
[3]
。从此，计算思维进入

科学殿堂，成为计算机科学界和教育界广泛研究的对象。2010 年 9 所中国高校

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研讨会，发表“以计算思维为核心的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战略联合声明，提出要将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作为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核心任务，潜移默化使他们养成新的思维方式[4]。2015年

11月，教育部发布《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计算思维能力的

培养将成为今后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新常态[5]。 

2020 年，陈国良院士在对计算思维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计算思维 2.0 的

概念，其认为计算思维是所有领域的科学家在应用计算和计算模型时所采取的思

维模式，每个科学领域都有属于自身特点的计算思维，贯穿通过计算模型进行求

解的设计、执行和评价全过程。对于计算思维的教育重要的不是让学生了解计算

机科学家做了什么，而是让学生学会如何用计算思维解决本学科领域的问题[6]。 

3 计算思维培养模式探索 

2018 年以前，我院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由计算机文化、计算机硬

件、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和办公软件五部分构成，多为概括性介绍或者基础性

操作教学，内容陈旧、缺乏深度，一方面与中学信息技术教学内容有大量重叠，

另一方面与未来工作岗位中的应用要求脱节，特别是无法实现与专业的有效融合。

学生难以真正理解计算机技术在专业学习以及未来工作中的深度应用，因此对课

程学习积极性不高，难以达到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目标。 

2018 年，针对四年制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我们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教学

资源——北京交通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之路》课程，基于移动学习

平台——云班课，在总学时不变的情况下，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首先选择

云班课作为线上教学平台，将网络教学平台与移动社交媒介深度融合。资源设计

对教学内容按照知识点进行碎片化处理，每一个重要知识点制作形式多样的线上

学习资源，如课件、视频、微课、动画等。其次充分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下

互动性、线上即时性”的优点开展教学。教学活动按照课前线上预习、课中线下

讲授、课后线上助学三个阶段进行设计。 

“云班课”是蓝墨科技推出的一款移动教学助手 APP，是利用移动智能设备

开展课堂内外即时反馈互动教学的云服务平台。每个重要的知识点学习完成后，

我们都在云班课里布置综合性作业，为了保证公平，我们提前制定了评分标准并

向学生公布，为了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在云班课中发布作业的同时设置作业

提交截止时间，同时照顾个别同学的意外情况，也允许延时提交作业，但是要扣

除一定分数来保证评分的公平。学生在线提交作业后，教师就可以对作业评分并

进行在线点评。云班课的作业点评功能针对某份作业允许师生进行互动，教师可

以清楚地点评作业的情况，学生既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因

此云班课为师生提供了一个答疑交流的平台，而且师生能够针对一份作业进行一

对一的交流互动。通过答疑交流、课堂小测试和作业评判，教师就可以得到准确

的教学效果反馈，及时对普遍性的疑难问题进行再次讲解。 

云班课里网络教学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学习时间、次数不受限制，学生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计划，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

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学习者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混合式教学为师生创

造了围绕线上的知识内容进行真实对话的空间，使双方在话题上具有一致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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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线上知识的补充、讲解以及讨论，会使师生之间的平等人格、价值尊严得

到尊重，实际上是还原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元化的鲜活生命，凸显了学生作为

“完整人”的主体性存在。混合式教学将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主导性紧密结合

起来，师生在平等关系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与人生的意义。 

在混合教学模式下，借助云班课完善的评价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评价方

式，可将学生日常学习情况全部纳入考核，还可以将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

有机结合，进行全面的动态评估。教师可以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也可

以及时了解自己在班级的成绩分布情况。准确的过程性考核落实了《教育部关于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

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的要求。 

在整个教学实践中，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与高考入学成绩基本相当的其

它专业相比，四年制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教学成果。在 2019 年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本专业学生获

得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其它专业学生获得三等奖一项。在 2020 年第十届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本专业一位学生获得

了本科组冠军，该专业更是获得了本科组团体一等奖，取得了 2015 年参赛以来

的最好成绩。总之，基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不但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4 融入计算思维2.0的教学思考 

陈国良院士 2020 年在对计算思维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计算思维 2.0 的

概念。随后，姜洋等[7]在 2.0版本的计算思维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计算思维

的层次化认知模型，给出了基于计算思维层次化认知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方案，

设计了针对不同层次计算思维认知水平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提出了反映不同层次

计算思维认知能力的评价机制。计算思维的层次化认知模型是在总结计算思维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系统性的认知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更有针对性地

指导大学计算机教学改革，而且便于结合在线开放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基于计

算思维层次化认知模型的大学计算机教学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

使非计算机专业学生更加系统性地掌握计算机的核心基础知识，而且能够提高计

算思维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2021 年，借助首都医科大学全面修订专业培养方案的契机，四年制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再次进行改革，由 54学时（其中理论 26，实

验 28）在第一学期开设，修改为首先在第一学期开设 27 学时医学影像计算思维

（其中理论 15，实验 12），本阶段针对计算思维认识层进行教学时，安排计算

与计算文化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计算的本质和发展，从而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意识和对可计算问题的判断能力；针对计算思维应用层进行教学时，首先介绍数

据类型的概念，因为数据是计算的基础和处理对象，对数据的深刻理解有助于对

数据处理的分类和应用。对于不同类型的数据，数据处理的方式不同，掌握数据

处理的一些常用方法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计算思维认识层，而且为计算思维设计

层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然后，在第二学期开设 45 学时的程序设计与算

法（其中理论 21，实验 24），进行计算思维设计层的培养。程序设计选择当前

流行的 Python 语言，其具有简洁、通用的特点，语法相比于传统程序设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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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接近自然语言，这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门槛。第一、

二学期的计算机课程将为第三学期的机器学习应用和第四学期的医学影像图像

处理及分析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5 小结 

将计算机基础课程与四年制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深度融合，在计算思维认识层、

计算思维应用层和计算思维设计层三个层次上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相信能够使

学生更加系统性地掌握计算机的核心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计算思维认知水平和

应用能力。 

重视学生的计算思维的培养，不仅仅是教会他们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能，更

是让学生在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同时，学会使用计算机获取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步提升计算思维能力和信息素养，以满足智慧医疗对医学院

校大学生基本素质的要求，为将来应用计算机解决专业问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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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院校各专业开设的专业英语课程是培养大学生外文专业文献读、写、

译能力的有力手段，是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补充。然而，该课程教学中一直存在

着教学内容多而杂、教学方法单一和学生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笔者以海南医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为对象，采用 CH-SPOC 教学模式，并依托 UMU 互

动和金山协作文档等平台开展了强调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学习的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改革实践，丰富了专业英语课程的线上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设计，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一授课模式，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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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ellaneous teaching contents, single and tedi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low students' 

enthusiasm. Taking the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as the object, the author adopted the CH-SPOC teaching mode 

and carried out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emphasizing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ith the aid of UMU and Kdocs platforms, which 

enriched the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of specialized English courses. 

To some extent, it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single teaching mode and promoted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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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英语》是面向高校几乎所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目的

是培养学生专业外文文献的读、写、译能力和一定的科研素养，是大学英语课程

的重要补充。对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管”）专业而言，行业发

展日新月异，大量新技术、新成果都会以英文形式发布。要想紧跟技术前沿，及

时掌握和分享专业内最新的科研进展，专业文献读写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该课程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不少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教学内容宽泛，而课时量偏少 

海南医学院信管专业属于管理学、计算机和医学的交叉学科，旨在培养医院

信息管理和医学信息学相关人才。因此，在专业英语课程中需要囊括计算机、医

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内容，知识广度较大。但专业英语课程的课时

数仅有 36 个，要在较少的时间内覆盖范围广且有一定深度的知识，是非常有难

度的。 

（2）教学方法传统、单一 

由于教师时间、精力、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目前还以传统的“老师讲，

学生被动听”的模式为主，课堂缺乏师生互动，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学生英语水平不一、积极性不高 

信管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偏向理工类，虽然有着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但水

平参差不齐，再加上专业英语课程不是核心专业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

导致教师在统一的课堂教学中较难做到因材施教，造成基础较好的同学感觉太简

单，基础差的同学又觉得太难这种矛盾局面。 

本文探索以 CH-SPOC 模式为主要思路的教学改革途径，一定程度上解决专业

英语课程教学中课时少、教学内容多、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可以为提高专业英语教学质量做出一定贡献。 

2 CH-SPOC教学模式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是基于课程

与教学论及网络和移动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在线课程形式。从 2012 年至今

的短短数年间，各大 MOOC 平台及课程大量涌现，也使得一个公平的教育模式成

为可能[1]。 

但是，在高等学校课堂教学的背景下，MOOCs在师生交流互动、教学氛围等

方面仍然无法达到传统课堂的教学标准，影响到大学教育的实质[2]。因此，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rmando Fox 教授在 2013年首次提出 SPOC概念，即小规模限

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这是一种融合了实体课堂与在

线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在教学方式、教学实施、考核评价方面都更加适合大学

校园[3]，各专业领域随后也涌现了大量的 SPOC 课程和课堂教学混合教学实践研

究案例[4-11],使得在线课程和大学传统课堂的有机结合有了很大的进步。 

随着 SPOC 研究实践的深入，对于更加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课

程，又在 SPOC 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 C（Collaboration）和 H（Hybrid），即基

于协作——混合理念的 CH-SPOC。C 即协作学习，是以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

学生展开互相促进学习的一种策略；H即混合学习，首先指不同学习时空的混合，

将教师课堂面授与学生网络在线学习相结合；其次指不同学习资源的混合，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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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资源设备与教学视频、PPT等不同形式网络学习资源相结合；第三是指不同

学习方式的混合，比如将实验操作与虚拟仿真相结合，传统授课与翻转课堂相结

合，小组讨论与独立操作相结合等
[12]

。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展了 CH-SPOC模式

在通识类、电子类等课程中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2-14]。 

3 基于CH-SPOC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 

3.1 线上教学资源建设  

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是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的基本保障。笔者依托

UMU 互动学习平台（http://www.umu.cn）建立的专业英语在线课程（访问码：

ix5293）包含课程各章节微课近 270 个（累计时长近 45 小时）、PDF 格式阅读

文档近 20篇、在线题库约 470题，如图 1、图 2所示。 

 

图 1 依托 UMU互动学习平台建立的专业英语在线课程首页 

 

图 2 依托 UMU 互动学习平台建立的专业英语课程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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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活动设计  

以协作、线上线下混合为基本思想的教学活动是 CH-SPOC 模式的主要特点。

因此，进行以促进学生协作、主动学习为指导思想的教学设计是基于 CH-SPOC模

式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步骤。笔者在教学改革实践中主要采用的教学活动涵

盖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的教学活动设计见表 1。 

表 1 基于 CH-SPOC的专业英语课程主要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阶段 主要教学活动 提供资源 

课前 

（线上异步） 

小组学习任务 

在线讨论 

在线测试 

PDF版阅读素材、微课、在线题

库、金山在线文档、线上提醒、

讨论版等 

课中 

（线下同步） 

小组汇报 

小组互评 

课堂讨论 

头脑风暴 

教师点评 

随堂测验 

纸质版阅读素材、讨论版、在线

互评工具、在线题库等 

课后 

（线上异步） 

小组思维导图绘制 

小组语音/视频作业 

金山在线文档、PDF 版阅读素

材、讨论板 

3.3 教学改革实施  

依托前期建立的各类线上教学资源和以 CH-SPOC 为基础的教学活动设计，笔

者在海南医学院 2018 级信管专业的一个班级（52人）开展了基于 CH-SPOC的专

业英语课程教学实践，主要过程如下。 

课前一到两周，教师将 UMU互动平台中的相应学习资源设置为可见，并在线

发布学习任务。学生收到任务后利用微课、在线文档等教学资源进行课前学习，

遇到问题可直接在微课留言区或课程讨论版提问，并完成小组阅读/翻译、在线

测试等教学活动。 

在发布任务后到线下面授前期间，教师不定时关注学生完成进度，查看并回

答学生的提问，掌握学生完成阅读/翻译和在线测试等活动的情况。图 3 显示学

生完成某章节在线测试的情况，教师可查看、批阅并给学生留言反馈。图 4是利

用金山在线文档布置小组的阅读/翻译任务并完成批阅和反馈。不仅如此，通过

协作文档的历史记录功能，教师还可掌握每位学生对翻译成果的贡献大小。 

线下面授课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分组汇报、课堂讨论，进一步完成对阅读

素材的理解；与此同时，教师还要根据课前掌握的学生阅读/翻译和在线测试中

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集中讲解，加深学生对长难句、语义等专业英语常见问题和

重难点的理解。 

面授课后，教师引导学生修改前期阅读/翻译和在线测试中出现的错误，并

以思维导图、语音作业等形式完成总结复习任务。图 3-5是学生完成语音阅读作

业的情况。 

教学改革实施期间累计完成线上线下测试 10 余次、小组汇报 5 次、线下面

授讨论 5 次、小组协作阅读/翻译 2 次、语音作业 3 次、线上讨论 150 余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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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手段更多样，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有了很大提高。 

 

图 3 线下面授课前学生在线完成测试的情况 

 

图 4 利用金山协作文档监控和批阅学生作业 

 

图 5 学生课后完成语音作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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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课程考核  

为了在课程成绩中更多地体现学生的学习过程，也为了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

到多种教学活动中，笔者在改革实践中调整了课程成绩评定方法，弱化期末考核

成绩，加大体现学生主动学习和协作学习成果的分值比例，改革前后的课程成绩

构成的对比见表 2。 

表 2 教学改革前后课程成绩构成的对比表 

 成绩构成项 改革前 改革后 

平时成绩 

考勤 10% 5% 

课堂表现 10% 5% 

课堂小测验 20% 5% 

小组汇报*  10% 

小组协作阅读*  15% 

在线测试  10% 

思维导图/语音视频作业  20% 

期末考核成绩  60% 30% 
注：*表示小组协作项目，组内各成员的成绩由分工决定。 

4 总结和展望 

高等院校各专业开设的专业英语课程是培养大学生专业外文文献读、写、译

能力的有力手段，但一直存在着教学内容多而杂、教学方法单一和学生积极性不

高等问题。笔者以海南医学院信管专业 2018 级本科生为对象，采用 CH-SPOC 这

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并依托 UMU 互动和金山协作文档等平台开展了强调学生主动

学习、协作学习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丰富了信管专业英语课程的线

上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设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一授课模式，调动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反映良好。 

然而，由于时间和经验的不足，教学改革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

的教学轮次中改进。主要包括： 

（1）教师需要采取更多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由于专业英语课程并不属于每个专业的核心课，再加上很多学生自身对英语

缺乏兴趣，因此对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虽然在教学改革实践中已经采取多

种措施来激发学生积极性，但还会存在少部分学生配合度不够、在小组协作任务

中“浑水摸鱼”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采取更多手段来调动学

生的积极主动性，更多地关注英语基础差和配合度不高的学生。 

（2）学生互评分的客观程度欠佳。 

为了更多地体现 CH-SPOC模式中小组协作的特点，从他人身上汲取优点、补

足缺陷，并且激励学生更认真地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笔者在成绩认定中增加了学

生互评分。但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学生互评分的“水分”偏大，欠缺客观性。在

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给出学生互评分的评分标准，并对不按照标准给分

的学生和小组给予处罚，从而提高其客观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加强课程思政。 

在高校，除了思政课以外，所有的课程特别是专业课程，都需要将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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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把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专业教学中，以达到

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的和效果[15]。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会结合主题融入课

程思政内容，但还缺乏系统地课程思政路径研究和教学设计。这是今后专业英语

教学改革中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并达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目

的。 

目前，基于协作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专业英语课程中的应用还处于

摸索阶段，但不可否认其发展方向将会不断沿着教学技术、教学方法的混合化，

教学设计的完整化，自主学习、评价方法的个性化方面深入发展[16]，这需要更多

高校、更多领域的学者加入，不断转变理念、创新方式，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

革的发展进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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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少学时背景下大学计算机基础类课程教学改革应以 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 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理念为基础，以实现课程的“两性一度”

为目标，在课程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中注重学科交叉与多元化考核，同

时融入思政元素，实现课程的育人功能。采用“线上先修-线下授课（高阶性）-

综合拓展（挑战度）”的混合课程模式，强化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坚持全过程育人，加大过程考核的比重，强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提升

教学过程的创新性和高阶性。从而保障教学质量、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实践应用能

力，更好的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教学改革；OBE理念；计算机基础；少学时 

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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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 based on OB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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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ewer hour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mputer basic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with the goal of achieving “two properties, one level”, and focus on 

interdisciplinary crossing and multiple evaluation in the course teaching system and 

teaching model reform. It also incorpo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course. Adopt the hybrid curriculum model of "online 

prerequisites-offline teaching (high-level)-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hallenge)"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dhere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ng people,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rocess assessment,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enhance the 

innovation and high-level nature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mprove stu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better serve the training goals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Keywords: Teaching reform; OBE concept; computer fundamental knowledge; fewer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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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的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与信息技

术的交叉与融合。学生是否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运用常用软件解决专

业问题的能力，已经成为大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学生基本技能与素质培养的重要

目标之一。因此，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大学计算机基础类课程改革对培养学

生的信息素养、计算思维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实践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目前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背景下，非计算机专业大学计算机

基础类课程普遍存在课时少，教学内容多的不平衡现象。同时，由于学生的信息

技术基础能力差异，存在部分学生跟不上、难以消化吸收课堂内容；而基础能力

较强的学生则吃不饱、觉得教学内容简单而失去学习的兴趣的问题。这为学生基

本信息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带来不利影响。 

如何在少学时背景下，基于 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 基于学习产

出的教育模式）理念，以实现课程的“两性一度”为目标，探索保障教学质量、

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实践应用能力，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当前

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类课程教学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计算机基础类课程教学改革目标研究 

在学时少、以 OBE 理念和本科一流课程建设为导向的背景下，计算机基础类

课程教学改革应该以实现课程的“两性一度”为目标，创新课程教学体系和教学

模式，注重学科交叉与多元化考核，同时融入思政元素，实现课程的育人功能。 

1.1 融入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设计重点应将课程内容与专业相结合，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环节。

例如将中医药历史与发展的文章作为文字素材；在函数参数与函数嵌套讲解中让

学生体会规则的重要性、团队合作的力量；在大数据时代和复杂国际竞争背景下，

在计算机基础类课程中引入我国引领国际信息化行业发展、核心技术竞争背景下

的“华为事件”、以及大数据下的新兴 AI 药学及疫情防控等实例，培养学生对

技术的精益求精、对求知的一丝不苟、对社会的勇于担当，潜移默化的达到人格

上的熏陶、心灵上的滋养，将立德树人落实到教学全过程[1,2]。在课堂实践过程中

润物无声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 

1.2 以实现“两性一度”为目标，创新课程模式 

在缩减学时的情况下，如何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强化高阶性、创新性与挑

战度，实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目前大学计算机基础

类课程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3]。在这一背景下，可以采用“线上先修-线下授课

（高阶性）-综合拓展（挑战度）”的线上线下多元化混合课程模式。通过开课

前的线上先修课，强化学生自学能力、考核学生基本技能、提升获取新知的创新

能力，为保障线下课程质量奠定基础。线下授课采用案例式、小组讨论式等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课堂自主性与合作性；与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相结合，引入与专业相关的最新典型案例，培养学生通过探索与合作解决复杂问

题的综合能力，实现课程的高阶性与创新性
[4]
。设置综合拓展模块供学有余力的

学生课后自学，要求学生灵活运用课程知识设计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实际意义的实

践案例作品，鼓励学生参加相关认证考试和竞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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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学生在学习中的获得感和课程的挑战度。 

1.3 注重学科交叉，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以服务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注重学科交叉，在课程内容中引入最新的专业

数据处理的实际应用案例，如血药浓度计算、实验数据的假设检验、蛋白质名称

的自动匹配与整合等。培养学生运用现代化信息工具解决专业领域的数据处理的

能力，实现课程创新性，为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1.4 健全过程考核，实现多元化成绩评价 

坚持全过程育人，加大过程考核的比重，强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提升教学过程的创新性和高阶性。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对基础知识的重视。

以课堂讨论、创新作品对学生参与度与探究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引导学自主探索，

培养创新意识。期末成绩由先修测验、出勤、课堂讨论、实验作业、创新作品和期

末考试 6 部分构成，以全面、完整的过程评价客观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增加综

合性学习难度。 

2 教学改革实践路径探索 

以《OFFICE 高级应用》课程为例，从课程教学体系、课堂教学设计与考核

体系设计三个方面对教学改革实践路径进行探索与研究。 

2.1 课程教学体系设计 

《OFFICE高级应用》为我校大一学生通识类基础课程，共 32学时（理论 16

学时，实验 16学时）。为解决基础薄弱学生“吃不了”，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吃

不饱”的问题，在课程现有 32 学时（线下授课）的基础上，增开 8 学时线上先

修课程和 8学时线上拓展课程，从而使学生更好的衔接课堂教学内容，最大化课

堂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课程教学体系与内容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课程教学体系与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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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为课程目标进行教学大纲修

订。将思政元素与学科交叉案例融入教学设计；以案例驱动式、小组讨论式等教

学模式为手段，以学生为中心设计、优化课堂教学；补充线上先修和综合拓展部

分的教学内容，形成规范、完善，体现课程特色的教学体系。 

在线上先修模块中提供 OFFICE 基本功能和基础操作教学视频、习题，选课

学生可通过线上习题测试了解自己在基础知识上存在的欠缺，有针对性的通过在

线教学资源进行学习和练习。教师将依据线上的学情分析，有针对性地设计线下

课堂教学内容、进度、难度。 

线下授课共 32学时，在先修知识的基础上讲授进阶的高级应用知识与技能，

使学生具备熟练运用 OFFICE 软件解决复杂排版、专业数据处理等问题的能力，

达到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 OFFICE二级同等水平。 

对于基础好、课堂学有余力的学生，设置线上知识拓展课程，在线下课程的

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在解决实际复杂问题过程中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

时鼓励优秀学生通过参加认证考试和学科竞赛进行进一步深入学习和自我提升，

增强课程挑战度。 

2.2 课堂教学设计路径 

课堂教学采用机房小班授课、案例式教学，没有明确的理论和实验的划分，

实现边讲边练、当堂消化。注重课堂学生参与度，将学生组成能力均衡的课堂小

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小组讨论、交流、总结，强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课堂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起到引导、启发、指导和总结的作用，解决好

自主学习意识和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问题[5,6]。“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

学环节，如图 2所示。 

 

图 2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环节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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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元化过程性评价考核体系设计 

为更好的开展过程考核，实现多元化评价，课程成绩评定将在原有基础上引

入先修测验、课堂讨论和创新作品。从而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堂参与度与创

新能力的融入课程成绩评定。具体成绩评定构成及“两性一度”指标权重、考核

项目与考核方向关系如表 1、图 3、图 4所示。 

表 1 课程成绩构成比例 

考核方向 学习态度 课堂参与 创新能力 学习能力 综合评价 

考核项目 日常出勤 课堂讨论 创新作品 
实验 

作业 

先修 

测验 

期末 

考试 
总成绩 

两性一度 

指标 
 创新性 挑战度 创新性 高阶性 高阶性  

占比 5% 10% 10% 20% 15% 40% 100% 

 

图 3 成绩评定两性一度指标权重 

 

图 4 考核项目与考核方向构成 

3 小结 

在一流大学、一流课程建设大力推进的背景下，探索在有限学时下灵活运用

OBE 理念开展计算机基础类课程教学改革对于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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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对课程提出了新的育人要求，依托课程优势，挖掘思政内

涵，选取合适的契合点，将思政元素巧妙的融入课堂是实现课程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主要途径
[8,9]

。而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上，则要以一流课程建设要求为依据，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限学时下将 OBE 理念融入课程体系，开展“线上先修-

线下授课-综合拓展”的创新混合课程模式；构建“课程体系设计-课堂设计-问

题分析-优化再设计”为闭环对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进行持续改进。以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为导向，按照“通识-综合-高阶-挑战”能力的难易程度设计递进分层

次创新教学模式，明确不同层次区分度，把“两性一度”与科学评价有机结合，

构建从“入课到结课”全过程多元化评价体系，实现线上线下、课上课下、学前

学后、校内校外、理论实践等多方位过程性评价模式，为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和课堂参与度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而实现可操作性强、考核性明、完成

度高的教学改革路径。计算机基础类课程的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对应社会需求

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培养更多高质量复合型专业人才,进而促进我国高等教

育水平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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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操作系统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林加论1，李亚岗，李晓玲，钟小双 

海南医学院，海口 571199，中国 

摘要：操作系统课程是针对信息技术相关专业所开设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程，

其课程内容较抽象、涉及较广泛，不易理解和掌握。本文借助雨课堂工具将线上

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相结合，开展操作系统课程课前、课中、课后的混合式教

学方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促

进师生沟通，加强学生的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理解，探索多元化考核模式，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同时提出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进一步改进的措施。  

关键字：雨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操作系统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operating system course 

Lin Jia-lun, Li Ya-gang, Li Xiao-ling, Zhong Xiao-shuang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99, China 

Abstract: Operating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basis cours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lated majors，the abstract and wide range content of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With the help of Rain Classroom tool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nd carries out the blended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course pre-, 

while- and post-class, with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autonomous 

learning, cultivating the thinking habit of find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 priorities and difficulties, exploring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odes, and improv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reform. 
Keywords: Rain classroom; blended teaching mode; operating system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方式应用到课程

教学实践中。“互联网+”教育在教学方式、教学手段革新发展如火如荼，线上

教学逐渐渗透到传统教学的各个教学环节，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正

在逐渐普及。混合式教学从教师的主导地位出发，将在线教学与线下面对面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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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优势进行整合，关注如何帮助学生取得最优化的学习效果
[1]
。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是最基础的系统软件，是计算机软件

系统体系中的最重要部分，是连接底层硬件和上层应用软件的核心模块。操作系

统课程是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国内操作系统课程起步较晚，但近年来

随着中国在全球软件产业链的地位提升，作为计算机软件系统体系基石的操作系

统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关注。由于《操作系统》课程本

身的特点，如涉及面广、概念抽象、理论性和实践性强等特点，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感到很多概念不易理解，难于掌握；和其他课程相比，学起来更抽象、更枯燥
[2]。本文旨在探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操作系统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以

期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提升教师的教学便捷性。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差异 

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学习的问题较为普遍，教师教学方法

单一、过程考核薄弱也使得课堂活跃度不够，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

力得不到很好的培养。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线上学习具有很多优势，线上学

习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灵活把控学习进度，更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系统平

台的大数据分析和反馈使得教师更准确地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利于因

材施教。但是单一的线上学习缺乏传统课堂中教师的引导作用，难以保证学生学

习的自觉性和有效性，不能完全代替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因此，结合二者的教学

优势，探索和研究操作系统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更加有利于提高学生

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3 基于雨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组织实施 

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可以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它打破了传统的单

一讲授形式，通过应用智慧教学工具软件加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促进“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转变
[3]
。雨课堂具有多功能兼容性、不受时空限制等优

点,可以广泛应用于线上与线下教学,打通了学生课外学习和课堂学习的通道, 

有机结合了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使用雨课堂能让学生的预习效率、课中听讲积

极性、老师的上课效果提高，同时也提高了教师对学生人数偏多的合班授课课堂

的管理水平[4]。 

3.1 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教师通过雨课堂工具推送线上资源，发布学习任务和讨论主题，提供知

识点预习资源，如：PPT 课件、短视频、测试题）。学生在课前利用线上资源提

供的学习指导和教学视频进行自主学习，将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反馈

给教师，以便老师学生学情情况的了解，及时调整后续相应的教学计划，进行因

材施教。 

3.2 课中讲授答疑 

课中阶段为线下课堂教学，可利用雨课堂的考勤功能，让学生微信扫本节课

二维码进行签到，教师可快速掌握学生的到课情况。根据课前学生的预习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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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教师可以针对存在的共性问题集中讲授或组织讨论的方式进行答疑解惑。雨

课堂可将上课使用的 PPT 同步显示到学生手机端，便于学生收藏课件用于课后

复习。在对知识重点、难点讲授时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自主探究或合作学习活动，

通过雨课堂组织互动反馈、回答问题、小组讨论等。这种方式有利加强师生沟通

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更加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中，

以提高教学质量。 

3.3 课后复习总结 

课后教师通过雨课堂工具向学生推送复习的内容和所要完成的作业和测试，

借此检验课堂学习效果，达到知识巩固的目的。雨课堂最终将生成的学生在线上

线下教学中各方面表现情况反馈，如：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签到点名情况、教师发送的测试题是否按时完成和约束时间内提交，发

送弹幕和积极主动回答问题等平时表现情况，教师可将其作为课程过程性学习评

价的依据，探索多元化考核模式。同时教师根据反馈数据调整教学方案，完善和

优化线上资源，为下一次课做准备。 

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反思 

2019年之前操作系统课程一直以 blackboard平台和课程微信公众号为学生

提供了课程线上学习的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的便利，为开展混合式教学打

下了基础。鉴于雨课堂在教学中的优势，2019 年起操作系统课程借助雨课堂教

学平台，开展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学生反映采用这种方式方

便易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效率随着开展得到了提升。而对于教师而言，

雨课堂工具可帮助教师快速获取学生学习过程的情况，方便课堂管理和及时交互。 

然而，教学改革永远在路上。在总结前期教学改革基础上，我们还需进一步

思考和改进，主要问题如下： 

1、使用雨课堂工具仅仅是教学手段的更新，混合式教学中教师如何合理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发挥主导作用、帮助学生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才是教学改革的

目标。教学手段的更新有助于教学改革的推进，但不管使用什么工具软件都是辅

助于教学的开展，因此，在混合式教学中选择信息技术手段时应从如何更好地支

持学生的学习出发，合理适度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2、在混合式教学中，教学过程设计不仅仅用于课堂教学环节，而是以学生

为中心围绕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学习活动进行具体教学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包括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清单的设计、线上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的规划和设计、线下教

学活动的设计等。教学过程设计应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以激

发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其独立思考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习惯。 

3、在“三全育人”的大背景下，在大学课程的教学不能仅局限于传授专业

基本知识，还需将课程思政渗透到专业知识教学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教师应进一步思考如何

充分挖掘和运用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学资源，在线上线下学习向学生传授专

业知识的同时，润物无声地有效融入思政教育元素。 

4、良好的过程形成性评价机制可为线上线下混合式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雨课堂提供了每一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情况数据，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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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性评价贯穿于混合式教学设的各个阶段，但多元化的评价构建还需科学合理地

分配各项占比，建立学习过程预警机制。每学期课程教学完成后就学生的学习

成效、知识掌握、能力养成、价值观完善等方面进行总结，复盘迭代，以优

化下一年教学设计方案。 

总而言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有利于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提

高课程教学效果。 

5 结束语 

2020 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在线教学成为全国各高校教学工作

顺利开展的主渠道。在线教学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教育领域的巨大变革，线上教学

+线下教学融合的混合式教育新生态正在形成。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智能通讯设备日渐普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成未来教学新常态。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高校教师，需与时俱进，结合线上、线下教学的优势，在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贯穿到教学过程中，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李逢庆. 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教学设计[J]. 现代教育技术,2016,26：18-2. 

2. 叶保留，费翔林，骆斌，葛季栋. 南京大学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国家精品课程建设[J]. 

计算机教育,2014,7:45-49. 

3. 邓洋洋，刘明欣，孙鑫. 基于雨课堂与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J]. 中国中医

药现代远程教育,2021,7:194-196.  

4. 杨静，温美沙. 基于雨课堂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实践[J]. 科技经

济导刊,2021,29:166-167. 
 



Strong association rule-generation algorithm integrating width-first and depth-first search 

33 

Strong association rule-generation 

algorithm integrating width-first and 

depth-first search  

Zhou Xiao-ling, Zhang Xin-you
1
, Tang Li-ping, Wu Di-yao 

Ji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When width-first strategy is used to generate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frequent itemsets, it often requires a long time to generate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Therefore, some research proposed a depth-first algorithm called GRSET. This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ime required to generate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However, GRSET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repetitively evaluating the consequents 

of weak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consequent set. As a result, GRSET is not alway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width-first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a new algorithm integrating both 

width-first and depth-first algorithms was developed for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This algorithm (called WD-Get Rules), width-first algorithm and GRSET were applied 

to T40I10D100K, T10I4D100K, Mushroom and Connect datasets. Results indicate that 

WD-Get Rules always show higher efficiency than the other two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s and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s. 

Keywords: Frequent itemsets;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width first; depth first 

1 Introduction  

The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algorithm consists of two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to 

generate frequent itemsets from the data set, and the second step is to generate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frequent itemsets. There are a lot of improved algorithms for 

generating frequent itemsets, and there are few improved algorithms for generating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frequent itemsets. This paper will improve the rules of 

generating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frequent itemse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ining efficiency of association rules. The generation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frequent itemsets is also divided into two steps. In the first step, non-empty subsets 

corresponding to each frequent itemset are generated. In the second step, for the rule 

generated by taking each non-empty subset as rule consequent, confidence is calculated. 

If it satisfies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then the rule is considered as a strong 

rule; otherwise, the rule is not a strong rule[1–3]. The width-first search algorithm is a 

common algorithm for generating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but it often requires a long 

time to generate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Some research thus proposed a depth-first 

algorithm called GRSET for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4]. This algorithm uses set 

enumeration tree[5] to reduce dimensions and uses depth-first strategy to generate rule 

consequents. However, GRSET necessitates repetitive evaluation of the consequents of 

weak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consequent set, thus its efficiency is not always higher 

than that of width-first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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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a new association rule-generation algorithm integrating both width-

first and depth-first strategies was develop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algorithm 

(called WD-Get Rules) shows higher efficiency than width-first algorithm and GRSET 

at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s and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s. 

2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2.1 Concepts of association rules 

Suppose that 1 2, , , nI I II={ } is a collection of n items and 1 2, , , mT T TT={ } is a 

collection of m task-related database affairs. It is required that each affair is a non-empty 

itemset. Itemset is a collection of items and itemset consisting of k items is called k-

itemset. Note that I(1 m)kT k   . Suppose that ( T)A A  and ( T)B B   are 

two itemsets and IA  , IB  , A   , B   , A B = . Association rule has 

the form of “ A B ”[6-8], where A is rule antecedent and B is rule consequent. The 

support and confidence[9-12] of the rule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Equations (1) and 

(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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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support of “ A B ” is no lower than the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 (min-

sup)[13], then “ A B ” is a frequent itemsets. If the support and confidence of “ A B ” 

are no lower than the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 and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min-conf)[2,14], respectively, then “ A B ”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Equation (2) suggests that the confidence of “ A B ” can be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both A and B in T” to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A in T”. If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 is defined as support count, then the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 can be transformed to minimum support count (minimum support) 

during recognition of frequent itemsets and only support count of each frequent itemset 

is obtained. Then, the confidence of rule can be easily calculat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neration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frequent itemsets, thus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s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frequent itemsets have already been 

obtained. 

Assume that there is a frequent itemset 1 2 kL L L L=    , where kL  denotes 

the collection of frequent k-itemsets and each of them is ordered (i.e., certain fr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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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et  (     )= , , , , , ,[ ], ,[ ] ( )f Ii Ij Ik Ip Iq i j k p q     ). All frequent j-

itemsets are stored in the jth row of L. The support count (supData) of each frequent 

itemset is obtained. supData is a Map object and key-value pairs are stored. For example,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frequent itemset { 1, 2, 3, 5}I I I I . The support count of the 

frequent itemset is count and then supData(‘ 1, 2, 3, 5I I I I  ’)ccount. Then one can 

directly obtain the support count (supCount) of { 1, 2, 3, 5}I I I I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supCount c supData(‘ 1, 2, 3, 5I I I I ’). The confidence of each rule can be 

easily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support count. For the finally output rule, its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Therefore, the total number of affairs (TIDcount) should be transmitted 

to the rule generation function. Then, rule support can be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corresponding support count to TIDcount. 

A lot of rules can be generated from one frequent itemset. For example, the 

association rules that can be generated from { 1, 2, 3, 5}I I I I   are shown in Fig. 1. 

Except that the rule in the first layer is not an association rule, all other rules including 

“I2,I3,I5c>I1”, “I1,I3,I5c>I2”, “I1,I2,I5c>I3”, “I1,I2,I3c>I5”, “I3,I5c>I1,I2”, 

“I2,I5c>I1,I3”, “I2,I3c>I1,I5”, “I1,I5c>I2,I3”, “I1,I3c>I2,I5”, “I1,I2c>I3,I5”, 

“I5c>I1,I2,I3”, “I3c>I1,I2,I5”, “I2c>I1,I3,I5” and “I1c>I2,I3,I5” are possibly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I1,I2,I3,I5=>Ø 
First layer

Second layer

Third layer

Fourth layer

I2,I3,I5=>I1 I1,I3,I5=>I2 I1,I2,I5=>I3 I1,I2,I3=>I5

I5=>I1,I2,I3

I2,I5=>I1,I3 I2,I3=>I1,I5 I1,I5=>I2,I3 I1,I3=>I2,I5 I1,I2=>I3,I5I3,I5=>I1,I2

I3=>I1,I2,I5 I2=>I1,I3,I5 I1=>I2,I3,I5

 

Figure 1 Association rule network for frequent itemset { 1, 2, 3, 5}I I I I  

2.2 Width-first algorithm for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The width-first algorithm for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12] works as follows. Each 

rule is searched and if one rule does not satisfy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en the set 

including the consequent of this rule will also not satisfy the minimum confidence. For 

example, as shown in Fig. 1, if “I2,I5c>I1,I3” and “I1,I2c>I3,I5” do not satisfy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en “I5c>I1,I2,I3”, “I2c>I1,I3,I5” and “I1c>I2,I3,I5” are not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since their consequents “I1,I2,I3”, “I1,I3,I5” and “I2,I3,I5” 

include “I1,I3” or “I3,I5”. When all the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kth (k>1) layer 

are found, the set of their corresponding consequents (I) can be obtained. If I contain 

more than one items, then “join” is adopted to generate a set of consequents in the 

(k+1)th layer for I. In order to adopt “join”, the first (k-1) items should be the sam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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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among <I1,I2,I3>, <I1,I2,I4> and <I1,I4,I5>, the first two items in <I1,I2,I3> 

and <I1,I2,I4> are both <I1,I2>, thus <I1,I2,I3> and <I1,I2,I4> can be combined to 

<I1,I2,I3,I4>. The first two items in <I1,I2,I3> and <I1,I4,I5> are different, thus they 

cannot be combine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description, the width-first algorithm for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is denoted as W-Get Rules. 

2.3 Depth-first algorithm for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Depth-first algorithm for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GRSET) is based on 

set enumeration tree. It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hat width-first algorithm 

requires a long time to generate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by using the "join" method. 

GRSET is a typical depth-first algorithm[4].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frequent itemset 1 2 kL L L L=    , where kL  denotes 

the collection of k-itemsets and each of them is ordered. We also have the following: 

Suppose  (     )= , , , , , ,[ ], ,[ ] ( )f Ii Ij Ik Ip Iq i j k p q     is a frequent itemset. 

( ),pos f Ir   denotes the position of Ir   in f  . [ ]f j   denotes the j  th element in f. 

Suppose that h and a are two item subsets. a  denotes the number of items in a. If h 

consists of elements that are the first j (0<cj<||a||) elements of a, then h is called the 

head of a. 

Literature[4] has shown that if the rule, whose consequent is [ ]h f j+ , is not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then the consequents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do not include 

[ ]h f j+  . Therefore, we only need to verify whether [ 1]h f j+ +   is the 

consequent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Table 1 shows the GRSET algorithm for 

generating all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L. 

Table 1 GRSET algorithm 

Algorithm: GRSET (L,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Input: frequent itemset (L),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min_conf), the total number of 

affairs (TIDcount), support count (supData). 

Output: all association rules (F) generated from L 

 

F is initially {‘rule’, ‘support’, ‘confidence’} 

Obtain the number of rows in L (m) 

For ic2:m  //start from frequent 2-itemset 

Obtain all frequent i-itemsets and save them as temporary variable L1 

Obtain the number of rows in L1 (m1) 

For jc1:m1 

     Obtain the jth subset in L1 (freqSet) 

     Combine all items in freqSet as string S 

     Fcgetall(Ø, 1, freqSet,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i, F, S) 

end 

end 

Note that Ø is an empty set. For getall algorithm, see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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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etall algorithm 

Algorithm: getall(h, s, freqSet,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k, F, S) 

Input: consequent set (h), the initial positions of items in freqSet that need to be combined (s, the 

position of the last item in h +1≤s≤k), freqSet,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min_conf), the 

total number of affairs (TIDcount), support count (supData), the number of items in freqSet (k), rule 

set (F), string generated by combining all items in freqSet (S). 

Output: all association rules generated from freqSet and whose consequents have h as head 

 

Obtai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h (n) 

If n<k-1 

   For jcs:k 

     Obtain the jth element in freqSet (a) 

     Obtain rule antecedent CcfreqSet-h-a (- represents subtraction operation) 

     Combine all items in C into rule antecedent string front 

Obtain rule confidence confc supData(S)/supData(front) 

     If conf>cmin_conf 

         Combine h+a into rule consequent string behind (+ represents union operation) 

         Obtain rule f1c frontc>behind 

Rule support supc supData(S)/TIDcount 

         Add f1, sup, conf to F F c [F; f1, sup, conf] 

         If j<k 

            getall(h+a, j+1, freqSet,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k, F, S) 

         end 

     end 

  end 

end 

 

Taken Figure 1 as an example, at first, hcØ, ac{I1} and consequent {I1} is 

obtained. Then, we obtain that “I2,I3,I5c>I1”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and it is added 

to F. Based on depth-first strategy, hc{I1}, ac{I2} and consequent “I1,I2” is obtained. 

Then, we obtain that “I3,I5c>I1,I2”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and it is added to F. At 

this time, hc{I1,I2}, acI3, and consequent “I1,I2,I3” is obtained. Then, we obtain that 

“I5c>I1,I2,I3” is not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Subsequently, hc{I1,I2}, ac{I5}, and 

consequent “I1,I2,I5” is obtained. It is then obtained that “I3c>I1,I2,I5”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and is added to F. hc{I1},ac{I3}, and consequent“I1,I3” is obtained. 

We then obtain that “I2,I5c>I1,I3” is not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hc{I1}, ac{I5} and 

consequent “I1,I5” is obtained. It is further obtained that “I2,I3c>I1,I5”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and is added to F. In this way, all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from 

{I1,I2,I3,I5} can be generated. 

3 WD-Get Rules Algorithm 

In W-Get Rules, much time is spent on generating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Although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is not generated in GRSET, the rules whose 

consequents include the consequent of certain weak association rule might be 

repetitively evaluated in this method. As shown in Fig. 2, the rules in blue ellipses are 

weak association rules. In GRSET, “I1,I5”, “I2,I5” and “I3,I5” will be evaluated 

subsequently. When frequent itemset includes more elements, such case will occur 

more frequently. 

In fact, if width-first search is adopted, it can be easily found that rules with I5 

included in the consequents are not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Therefore, time will not be 

spent on evaluating “I1,I5”, “I2,I5” and “I3,I5”. By careful analysis, we have found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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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f an element Ii  in frequent itemset f cannot become the consequent of a 

strong association rule, then all the rules with Ii  included in the consequents are not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2) Suppose  (     )= , , , , , ,[ ], ,[ ] ( )f Ii Ij Ik Ip Iq i j k p q     

is a frequent itemset. After width-first search for one layer, a set of consequents (H) that 

can become the consequents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is obtained. The itemsets in H 

are all frequent 1-itemsets. Then, consequents consisting of more than two elements 

that can be formed can only be obtained from H. 

I1,I2,I3,I5=>Ø 
First layer

Second layer

Third layer

Fourth layer

I2,I3,I5=>I1 I1,I3,I5=>I2 I1,I2,I5=>I3 I1,I2,I3=>I5

I5=>I1,I2,I3

I2,I5=>I1,I3 I2,I3=>I1,I5 I1,I5=>I2,I3 I1,I3=>I2,I5 I1,I2=>I3,I5I3,I5=>I1,I2

I3=>I1,I2,I5 I2=>I1,I3,I5 I1=>I2,I3,I5

 

Figure 2 Association rule network for frequent itemset { 1, 2, 3, 5}I I I I  

On the basis of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algorithm integrating both width and depth search (WD-Get Rules). The 

basic idea is that: Width-first strategy is used first to find a set of consequents (H) than 

can become the consequents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In this set, each consequent is 

a frequent 1-itemset. On the basis of H, GRSET is used for depth search. During depth 

search, rule consequents only consist of elements from H. In this way, elements that 

cannot become the consequents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are avoided. If the itemset 

is frequent k-itemset (k>2)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elements in H, then depth search 

can be performed; otherwise, next frequent itemset is analyzed.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frequent itemset 1 2 kL L L L=    , where kL  is the 

collection of frequent k-itemsets and each of them is ordered. Table 3 shows the WD-

Get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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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WD-Get Rules algorithm 

Algorithm: WD-Get Rules(L,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Input: frequent itemset (L),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min_conf), the total number of 

affairs (TIDcount), support count (supData) 

Output: all association rules generated from L (F) 

 

F is initially {‘rule’, ‘support’, ‘confidence’} 

Obtain the number of rows in L (m) 

For ic2:m  start from frequent 2-itemset 

Obtain all frequent i-itemsets and save them as temporary variable L1 

Obtain the number of rows in L1 (m1) 

For  jc1:m1 

     Obtain the jth subset in L1 (freqSet) 

     %perform width search 

       After initialization, the set of consequents that can be the consequents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H) is empty. 

     Combine all items in freqSet into string (S) 

     For rc1:i 

         Obtain the rth element in freqSet (a) 

         Use behind to save a in string format 

         Save the difference set between freqSet and a in C 

         Combine the sequence of elements in C to front 

         Calculate rule confidence confcsup(S)/sup(front) 

         If conf>cmin_conf 

            Obtain rules f1c frontc>behind 

            Rule support supc supData(S)/TIDcount 

            Add f1, sup, conf to F Fc[F;f1,sup,conf] 

            Add a to H 

         end 

     end 

     %width search is finished 

     Obtai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H (num) 

     If i>2 && num>1 

         %perform depth search 

         For jjc1:num 

             Obtain the jjth element in H (h) 

             scjj+1 

             If s<cnum 

Fcgetall_new(h, s, freqSet,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i, F, 

S, H) 

             end 

         end 

     else 

         continue 

end 

end 

end 

For getall_new algorithm, see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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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getall_new algorithm 

Algorithm: getall_new(h, s, freqSet,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k, F, S) 

Input: consequent set (h), the initial positions of items that need to be combined in freqSet (s, the 

position of the last item in h +1≤s≤k), freqSet,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min_conf), the total 

number of affairs (TIDcount), support count (supData), the number of items in freqSet (k), rule set 

(F), string generated by combining all items in freqSet (S) 

Output: all association rules generated from freqSet and whose consequents include h. 

 

Obtai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h (n) 

If n<k-1 

   For jcs:k 

     Obtain the jth element in freqSet (a) 

     Calculate rule antecedent CcfreqSet-h-a (- represent subtraction operation) 

     Combine all items in C into rule antecedent string front 

Calculate rule confidence confc supData(S)/supData(front) 

     If conf>cmin_conf 

         Combine h+a into rule consequent string behind (+ represents union operation) 

         Obtain rule f1c frontc>behind 

         Rule support supc supData(S)/TIDcount 

         Add f1, sup, conf to F Fc[F;f1,sup,conf] 

         If j<k 

            getall(h+a, j+1, freqSet, min_conf, TIDcount, supData, k, F, S) 

         end 

     end 

  end 

end 

4 Experiment and analysis 

Simulation was performed on Matlab[15-17]. Classical Apriori algorithm[18-20] was 

used to recognize frequent itemsets. W-Get Rules, GRSET and WD-Get Rules were 

used to generate association rules from T40I10D100K, T10I4D100K, Mushroom, 

Connect[21,22] (URL of the four data sets: http://fimi.uantwerpen.be/data/). Since 

these datasets have different properties, the adopted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s (min-

sup) were also different. For frequent itemsets obtained at different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s, the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 (min-conf) was changed from 0 to 1 with 

a step of 0.1. 

For T40I10D100K dataset, the min-sup was set at 0.03, 0.025 and 0.02, 

respectively, and the min-conf was changed from 0 to 1 with a step of 0.1.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three algorithms are shown in Figs. 3–5. Clearly, at the same min-sup,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three algorithms decrease with increase in min-conf. Notably, the 

running time of WD-Get Rules is always shorter than the running time of W-Get Rules 

and GRSET. 

For T10I4D100K dataset, the min-sup was set at 0.008, 0.007 and 0.005, 

respectively, and the min-conf was changed from 0 to 1 with a step of 0.1.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three algorithms are shown in Figs. 6–8. When the min-sup ≥ 0.007 and the 

min-conf ≤ 0.1, the running time of GRSET is shorter than that of W-Get Rules. 

However, when the min-sup < 0.007 and the min-conf > 0.1, the running time of GRSET 

is longer than that of W-Get Rules. This illustrates that GRSET is not always more 

efficient than W-Get Rules. Note however that WD-Get Rules always enables a shorter 

running time than the other two algorithms. 

For Mushroom dataset, the min-sup was set at 0.8, 0.5 and 0.3, respectively, and 

the min-conf was changed from 0 to 1 with a step of 0.1.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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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s are shown in Figs. 9–11. We can see that GRSET is not always more efficient 

than W-Get Rules, but in no case is the efficiency of WD-Get Rules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algorithms. 

For Connect dataset, the min-sup was set at 0.98, 0.97 and 0.95, respectively, and 

the min-conf was changed from 0 to 1 with a step of 0.1.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three 

algorithms are shown in Figs. 12–14. When min-conf ≤ 0.9, WD-Get Rules enables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running time than the other two algorithms. When min-conf > 0.9, 

the difference in efficiency between the three algorithms seems insignificant. 

 

Figure 3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T40I10D100K 

dataset, min-sup = 0.03) 

 

Figure 4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T40I10D100K 

dataset, min-sup =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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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T40I10D100K 

dataset, min-sup = 0.02) 

 

Figure 6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T10I4D100K 

dataset, min-sup = 0.008) 

 

Figure 7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T10I4D100K 

dataset, min-sup=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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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T10I4D100K 

dataset, min-sup=0.005) 

 

Figure 9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Mushroom 

dataset, min-sup = 0.8) 

 

Figure 10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Mushroom 

dataset, min-su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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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Mushroom 

dataset, min-sup = 0.3) 

 

Figure 12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Connect 

dataset, min-sup = 0.98)  

 

Figure 13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Connect 

dataset, min-sup =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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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The running time of three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conf (Connect 

dataset, min-sup = 0.95) 

5 Conclusion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ng frequent association rules for 

frequent itemsets,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association rules mining. Width-first 

and depth-first algorithms for association rule generation were analyzed, on which basis 

a new association rule-generation algorithm integrating both width-first and depth-first 

search was developed. In this algorithm (called WD-Get Rules), depth-first search was 

performed first, then frequent 1-itemsets of consequents that can become the 

consequents of strong association rules were stored in variable H, and finally depth-

first search was performed based on H. WD-Get Rules, W-Get Rules and GRSET were 

then applied to four datasets including T40I10D100K, T10I4D100K, Mushroom and 

Connect. Results show that WD-Get Rules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other two 

algorithms at different minimum support thresholds and minimum confidence 

thresholds. WD-Get Rules not only overcomes the problem that width-first algorithm 

requires a long time to generate candidate consequent set, but it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depth-first algorithm repetitively evaluate consequents of weak association rules in 

the consequent set. This study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association rule-generation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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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学习药学类计算机程序设计 

教学环境构建及实施 

张晓帆，郑小松 

沈阳药科大学，沈阳 117004，中国 

摘要：将来较为先进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既要为学习者提供优质方便的个

性化服务，也要全方位考虑学习者的真实需求。这就需要为学习者搭建较为

完善的生态学习环境。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尝试通过课堂教学、计算机在线学习

平台、移动终端学习平台等多种教学方式混合构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学类院校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生态环境。在构建过程中，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探

索教学实施中如何基于移动学习，结合课堂教学、在线学习平台和移动学习平台

构建更利于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生态环境，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质量。 

关键词：计算机程序设计；移动学习；混合式教学；学习环境构建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omputer programm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Mobile 

Learning 

Zhang Xiao-fan, Zheng Xiao-song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7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future, more advanced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s should not only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convenient personalized services for learners, but also 

consider the real needs of learners in an all-round way. This needs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ecolog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learners. In our teaching practice, we try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lear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 

in pharmaceutical college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computer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mobile terminal learning platform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teaching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to explore how to build a more 

favor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 based on mobile 

learning, combined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nd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so a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learners. 

Keywords: Computer programming; mobile learning; blended teach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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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将来较为先进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

程既要为学习者提供优质方便的个性化服务，也要全方位考虑学习者的真实需求。

这就需要为学习者搭建较为完善的生态学习环境。 

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都要在一定的学习环境中以任务驱动

为引导进行学习、思考和实践，对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抽象和概括，这样才能提

高学习认知。如要主动构建知识体系，学习者就要成为获取知识的主体。学习者

还要拥有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学校、教师、网络等。那我们就要设法为学习

者搭建这种学习环境，促使学习者对知识的认知由较低层次的认识、了解、使用

发展为高级层次的归纳、概括、总结、创新。良好的学习环境应该提供多样化，

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个性化服务、协作互动学习机制等，从而激发学习者学习知

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确保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现[1]。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尝试通过课堂教学、计算机在线学习平台、移动终端学习

平台等多种教学方式混合构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学类院校计算机程序设计类

课程的生态学习环境。 在构建过程中，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探索如何基于移动

学习，结合课堂教学、计算机在线学习平台和移动终端学习平台构建更利于计算

机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生态环境。 

1 基于移动学习构建生态学习环境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借助于移动终端设

备发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和学习者可以及时互动交流，通过移动互

联技术，让学习者体会到全新、灵活、便捷、高效、多样的学习感受。移动学习

已经成为将来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2]。  

在移动学习的影响下，传统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学习环境发生了变化。如

果我们要构建一种自由探索，交互协作、知识自我构建的良好学习环境，我们需

要配合原有的教育学习方式，形成稳定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生态，这对计算程

序设计课程的学习有着非同的意义。  

目前，我校拥有自主开发设计的计算机中心在线学习平台，通过在线平台可

以实现发布信息、提交作业、机器人自动批阅、进行师生互动等功能。如图 1所

示。 

 

图 1 沈阳药科大学计算机中心网络学习平台 

我校的在线学习平台虽功能强大，但学习资源相对单一，不能满足学生

差异性学习的需求。现阶段，中国大学 MOOC平台、超星学习平台、雨课堂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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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为完善的移动终端学习平台的建立，为我们广大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

源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基于移动学习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可以满足学生自主

学习、学生选择学习、学生差异学习等多种需求。学生可以借助手机 pad等移动

终端设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有利于学习者自主进行建构

性学习、个性化学习。从而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目的，以用来提升学习

效果[3]。 

我校借助超星学习平台已建立《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课程资源，涵盖知

识点 116个，已在在疫情期间开展教学。如图 2所示。 

 

图 2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资源 

结合我校现有在线学习平台，搭建移动学习平台形成交互生态学习环境是我

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次创新。 

2 计算机程序设计构建生态学习环境的教学实施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是药学院校普遍设立的一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

目标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程序的设计、开发流程及软件设计思维，熟悉计算机程

序开发的操作，初步掌握程序设计和调试的基本方法，提高计算机思维能力和计

算机实践能力。培养药学专业学生在掌握药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进行与本

专业内容相关的软件开发。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从用户的角度提出开发药学相关

专业软件的软件需求，并配合专业人员做好开发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

中，为学生打造出良好的生态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我们在教学实施中进行如下尝试“教学分析——教学策略——教学过程（课前、

课中、课后）——教学反思”四步走的流程。 

2.1 教学分析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要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程序的设计、开发流程及软件

设计思维，熟悉计算机程序开发的操作，初步掌握程序设计和调试的基本方法，

提高计算机思维能力和计算机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

级思维，具有高阶性。 

我们的学生计算机水平有差距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班级，相互缺少交

流讨论，因此我将学生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组内个性互补”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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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堂分组。 

要根据教材要求和学生特点，确定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区别于

传统的依据教材确定重点、难点，我们依据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反馈，将学情与教

学目标相结合，来确定每节课的教学要点、难点。 

2.2 教学策略 

课堂中，综合运用情境创设，任务驱动，启发演示等多元化的教法引导学生

通过自主探索、小组互助、评价交流、探索发现等方法。调动自身学习积极性，

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探索。 

2.3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可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课中

创新实践，课后任务拓展，完成知识的传递内化与巩固，教学过程呈现先进性和

互动性有具有创新性。 

课前：教师通过移动学习平台发布课前学习任务，供学生自主预习。通过平

台大数据分析功能，教师掌握学生课前学习情况。诊断出大部分同学存在的知识

盲点，做出课中的教学预案，实现真正的以学定教。 

课中：通过（1）动画演示，引入新知。（2）自主探索，获取新知。（3）由

扶到放，学会学习。（4）当堂训练，巩固提高。（5）展示交流，多元发展。（6）

课堂小结，课外延伸。这六个环节来完成。 

课后：教师通过自建学习平台发布创新性实验任务及具有挑战度的拓展练习。

鼓励学生参与创业创新项目及计算机设计大赛，具有一定的挑战度。 

2.4 教学反思 

在课程教学中以 OBE理念为引领，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实现课

程的“两性一度”为目标，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 O2O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

构建生态教学环境。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但要增

加学生上机操作的时间，让学生在实践中对知识逐步进行理解、掌握。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中的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不是独立的，我们在构建

生态学习环境时，可以从整体的教学设计中去探索，考虑这种相关性。 

3 对于混合式学习环境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 多维度的学习环境构建，学习者获取信息呈多样化，获取新知更为广阔，但面临认知
和学习的负荷，学习者要提高辨识度，减少负荷。 

⚫ 网络时代背景下，学习者获取信息呈复杂化，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教学中融
入思政元素，把价值观的塑造和培育“基因式”地融入课程，做到润物无声，立德树
人。 

⚫ 学生自主学习效果差异性较大，自控性差的学生存在敷衍现象，教师应对此类学生
加强监督指导。 

⚫ 学生自我定位不准。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不敢探究有难度的任务。教师应对此类学
生开导、鼓励。 

为此，我们在构建生态学习环境的同时，更要注重教师的引导，组织，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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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让学生学会讨论，探究与实践，让学生成为知识的构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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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药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相关专业开设的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必须要

适应时代的发展，Python 语言作为目前最接近自然语言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

更适合非计算专业的学生学习。本文对医药专业程序设计课程的建设现状做分析，

探讨了 Python 语言的特点和开设 Python 课程的重要性，并针对医药专业的

Python 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字：Python；程序设计课程；医药专业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ython course for medical majors 

Shi Zhi-hui1, Gao Chuan2 
1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7004, China; 2 Neusoft,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cal big data era,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ogramming 

courses offered by related majors mus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Python language, 

as a programming language closest to natural language, is more suitable for non-computing 

majors.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gramming course construction for medical majors  

i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ython langua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up Python course 

are discuss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ython course for 

medical majors. 

Keywords: Python; programming course; medical professional 

 

计算机和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载体，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随着网

络传输速度的提高、计算机存储能力的提升，数据量自 2012 年起就成指数型增

长，大数据时代早已到来[1]。Python 语言语法简单、通俗易懂，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领域也都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之一，所以国内

高校的理工科专业都先后开设了与 Python 相关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2]。 

1 医药专业程序设计课程的建设现状 

最初，我国的非计算机专业并没有开设程序设计课程，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

的广泛应用、数据量的激增，再结合各专业的发展情况，国内各高校才开始针对

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设程序设计课程，课程的开设和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参照

国内理工科院校。以医药专业举例，国内大部分院校的医药专业选择的程序设计

语言有 C语言、Java 或者是视窗语言 Visual Basic，理由显而易见：C语言历

史悠久，是一种经典的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语言，它可以将程序抽象为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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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算法，通过对指针和内存等操作来实现代码的高效运行；Java 语言作为一种

可以编写跨平台应用软件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是当今使用率最高的编程

语言，它可以将问题抽象为主客体对象关系，通过面向对象技术实现代码的高效

复用；而 Visual Basic 相对于 C和 Java 语言来说，其优点就是“可视化”，它

抽象了对象的交互逻辑和响应关系，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容易掌握这门语言。

实际上，医药专业的学生学习程序设计语言的根本目的是处理数据，医药专业本

身具有一定的难度，而 C、Java、VB 这三种语言对于初学者来说也不容易，这两

种原因直接导致医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

使得他们只会学习如何处理基本数据，难以深入地学习算法和数据挖掘，更加不

具备数据的处理分析能力，所以说，医药专业的程序设计课程的实际教学效果远

远不如人意。  

Python 语言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最初几年这门程序设计语言并没

有被大众接受，这门语言仅在某些领域内流行，直到 2012 年这种现象才出现了

逆转，Python语言得到大众密切关注和广泛应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而 Python语言在处理数据的问题上有着绝对的优势[3]。在这之后，国内

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开展关于 Python 的教学，而国内高校计算机专业开设的程序

设计语言课程也大多转变为 C、Java 和 Python，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一

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开设 Python课程，他们将不同专业的专业特色和 Python语言

特点相结合，定制非计算机专业的特色 Python教学内容，将 Python 程序设计语

言引入教学计划。以沈阳药科大学为例，根据医药专业学生的计算机能力，开设

了 VB 和 Python 两种程序设计语言的课程，而 Python 教学内容分为三种，分别

是计算机程序设计（Python）基础、计算机程序设计（Python）和 Python 数据

分析与应用三门课程。无论程序设计语言如何发展变化，我们必须正视一些问题，

为什么 Python 语言进入了高中课堂，也进入了计算机二级自选项目，却依旧少

有大学开设 Python 课程？为什么仍有大部分高校将 C 语言作为基础必修课？为

什么即使 Python 语言相对简单，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学习重点仍然还放在本专

业上？要想改变这些，我们就必须重新分析 Python 的知识点及其与非计算机

专业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非计算机专业中 Python 教学内容的设计问题。 

2 医药专业开设Python课程的意义 

2.1 Python语言特点 

Python 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跨平台语言，更是一种代表简单主义思想的

语言，它已经被移植在许多平台上，避免了对系统的依赖。Python语言内部采用

UTF-8 编码实现，具有独立的字符串类型，对于变量无须定义就可以直接使用；

除了基本语法外，Python 语言是一个脚本语言，Python 语言编写的程序不需要

编译成二进制代码，可以直接从源代码运行程序[4]。这些特性使得 Python 语言

对于非计算专业的学生来说，源代码执行这种模式有助于代码维护、跨多个操作

系统和交流代码设计与实现。  

2.2 开设Python课程的重要性 

纵观近几年来发布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少儿编程教育的重视，编程已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扎根在学生的学业中，国家对少儿编程的重视程度尚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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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更何况是对高校学生，高校开设程序设计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所有学生

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Python 语言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甚至是非

IT行业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掌握 Python语言后，未来的应用场景不局限于

计算机领域。对于高校来说，开展 Python 课程不仅可以培养更多的适用型人才，

还可以丰富教学改革的内容，为高校的教改提供数据和素材，从而不断提升教改

质量；不仅如此，在实施 Python 程序设计教学的过程中，能够让学生的逻辑思

维、综合素质、实践能力都得到有效的提高。 

3 医药专业的Python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3.1 明确教改目标  

医药学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医药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分析数据、处理数

据的能力，由于数据处理要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和程序设计，因此，具备程序设

计能力是医药专业学生在大数据时代的必备技能，也是医药专业程序设计课程的

教改目标。针对医药专业的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数据挖掘的应用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

意识和计算逻辑思维
[5]
。  

3.2 整合教学内容  

为了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计算逻辑思维和数据分析处理能力，针对非计算

机专业的医药学生开设的 Python 课程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基础教学、提升教学。

在 Python 的基础教学内容中，主要包括 Python基础（Python介绍、环境搭建）、

Python 语法（数据类型、表达式、系统自带函数等）、程序流程控制（顺序、选

择、循环）、函数的定义和调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而 Python 的提升教学则

重点讲授如何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清洗、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包括对基础

包 NumPy、多维结构化数据集分析包 pandas 和绘制数据图表的数据可视化库 

Matplotlib 等的讲解。 

不论是基础教学还是提升教学，设置的理论课时和实验课时都要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而定。教师在制定教学内容前，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和全面评估，了解

Python 课程的最新发展动态，将 Python 课程内容与医药学专业内容相结合，保

证学生在具备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也同样具备专业所需的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

能力。  

3.3 更新教学模式 

几乎所有的程序设计课程都是采取先听后练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得

学生逐渐丢失自觉性，在学习上变得“被动”。全新的 Python 课程必须改变传

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带动学生的手和脑，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保证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集中程度，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可以开设三个教学

环节，分别是课前导学、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 

在课前导学环节中，可以对学生分组并布置课前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自主学习，并在课堂将学习内容做分享；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先对学生

的学习分享做总结，提炼出本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设置答疑和讨论环节，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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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印象；在课后总结环节中，教师针对每节课的教学内容布置相

关的程序设计题，让所有同学都能动手实践，编写程序来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对

程序设计原理的理解。  

4 总结 

高校开设的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要符合并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阶段，

也要结合自身专业的特点，本文以医药学专业为背景，对医药专业的程序设计课

程现状做分析，结合 Python语言的特点，提出了医药专业学生 Python 课程教学

改革的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可以提升 Python 课程的教学质量，使得医药学

专业的学生真正地掌握 Python这一门程序设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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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专业性、综合性人才。方法：以计算机软件课程 R语言为例，从教学模式和

学生评价方法两方面对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教学实践，并应用 t检验评价教学改

革效果，进而总结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教学改革采取案例式教学及对

应的评价模式，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综合能力的提升均有一定改善。结论：

基于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与学生评价模式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但还存在一些

问题，需针对存在的问题对教学与学生评价模式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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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development. Methods: Taking R language of computer software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teaching practice were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mode and student evaluation method. T test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eaching reform, and the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form proces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The case teach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model 

improv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some extent 

(P<0.05). Conclusions: The teaching and student evaluation mod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bility cultivation has achieved the expected teaching effect,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e teaching and student evaluation model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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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Keywords: Comprehensive ability; computer software; teaching mode; student 

evaluation; teaching reform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软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

中，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学习计算机知识，掌握计算机软件操作，已逐渐成

为人们的基本学习需求[1]。目前学校的计算机软件教学中，往往只注重对课本理

论知识的讲授，这不但导致学习的知识枯燥难理解，也缺少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的培养。而综合性人才才是社会所需求的。大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能力才能

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2]。高等教育应把学生综合能力

的培养这一主线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性、综合

性人才。如何在计算机软件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实践操作能力，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每一位计算机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研究的方向[3]。本文以计

算机软件课程 R 语言为例，以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

从教学模式和学生评价方法两个方面对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并按照新的教学方式

进行教学实践，评价教学改革效果、总结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而完善教学

及学生评价模式。 

1 教学模式的改革 

计算机软件是实用性非常强的一门科目，而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时，体会不

到学科在日后生活工作中的重要性，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大部分学生是为了通过

考试而进行的被动学习。将计算机软件与学生专业和热点问题结合，设定相关案

例进行学习，可增强课程的实用性，实现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益于学生发展，也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具体改革内容实现： 

（1）案例设置：与专业老师交流、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案例设置。将计算

机软件的知识穿插在解决案例问题当中[5]。即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提

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分小组进行翻转课堂。教师将案例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分小组学习、

讨论、课堂呈现。分小组学习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促进学生想法表达，

同时学生小组内互帮互助式学习可以学生内部解决一些个别问题，提高学习效率，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翻转课堂要注重教师的引导，让学生找到正确的方向，自己

去解决案例的问题。这可以激发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认真思考，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并且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3）线上、线下结合：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自学者们搭建了一个丰富的

平台。教师团队可寻找对应模块的精品课程，分享给学生[6]。有助于学生的课前

预习和课后复习，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质量。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充分利用

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教给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的方法，使之终生受用。 

2 学生评价方法的改革 

目前高等院校的考核评价方式虽有所改善，但基础类课程的考核仍以一纸考

卷的形式居多。规范化试卷不可能全面评价教学效果，加大对平时学习过程的监

控、考察，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全面的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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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算机软件是一门过程与实践并重的科目，因此在课程评价过程中应有效的

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8]。考试成绩可根据教学模式进行设定。由翻转课堂案例分

析、小组内打分互评、考勤、期中测试、期末考试五部分组成。初步设定：总成

绩=25%翻转课堂+5%小组互评+5%考勤+15%期中考试+50%期末考试。之后根据实践

情况进行调整，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评价，逐步加大过程性考核成绩所占比例。

其中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1）翻转课堂案例分析：从资料搜集、方法选择、分析结果、可视化呈现、

语言表达五个方面进行考核，分别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软件实践应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每个方面 5分，共计 25分。

评分小组由专业相关教师和计算机教师组成，对每一小组分别打分，取平均成绩

为最终得分。这不但可以保证评分的全面、公正性，也可以从学科专业和计算机

使用两个方面给学生点评，有助于学生的进步。 

（2）小组内互评打分：教师主要依据最终翻转课堂的呈现情况对小组打分。

课后大家讨论学习的过程教师看不到，所以进行小组互评。小组成员依据每个人

对小组的贡献进行打分，进行组内区分。这可以促进每一名学生都参与到案例分

析之中，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3）考勤：考查学生的出勤情况。学期随机选取五次课进行点名，每次出

席记 1 分，共 5分。 

（4）期中、期末考试：期中进行上机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

的掌握情况，为选择、判断客观题。期末除了客观题，添加案例分析题，考查理

论知识和应用实践能力。期中、期末考试满分均为 100 分，算最终成绩时分别乘

以对应所占比例进行折算。 

3 教学实践及效果评价 

3.1 课程实践 

选取 2020-2021 学年上学期计算机软件 R 语言课程（32 学时）进行教学改

革。以沈阳药科大学 2019 级药学专业 1-4 班 121 名学生作为教学对象，施行案

例式教学模式和新的评价方法。药学专业其他班级（5-8 班）120 名学生作为对

照组，仍采用以往教学（教师理论讲解+学生实践练习）及评价模式（总成绩=10%

考勤+10%作业+20%期中考试+60%期末考试）。其中，改革组和对照组的教学任务

一致，均包含 R语言基础操作、程序设计、数据的可视化以及应用分析四个部分。

且两组期中、期末考试试题一致。期中考试为理论知识的选择、判断题。期末考

试包含理论知识的选择、判断题和实践应用的案例分析题。 

3.2 效果评价 

课程改革效果评价由学生对课程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自评、教师评价、考试

成绩（理论知识部分、案例分析部分）几个部分组成[9,10]。具体如表 1。 

采用软件 R3.6.3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改革

组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P>0.05）。学生学习效果自评，改革组优于对照组

（P<0.05）。教师评价，改革组优于对照组（P<0.05）。理论知识成绩，期中对照

组优于改革组（P<0.05），期末对照组优于改革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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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成绩，期末改革组优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1 改革效果评价体系表 

评价组成 评价内容 结局指标 

学生对课程评

价 

对课程内容安排的满意程

度、感兴趣程度 

学生打分（0-10 分）， 

满意度越高，分数越高 

学生学习效果

自评 

对自己学习效果的 

主观评价 

学生打分（0-10 分）， 

掌握情况越好，分数越高 

教师评价 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 
教师打分（0-10 分）， 

满意度越高，分数越高 

理论知识 

成绩 

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

握情况 

期中成绩(满分 100 分）、期末

客观题分数（满分 60分） 

案例分析 

成绩 

学生软件实践应用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期末考试 

主观题分数（满分 40分） 

表 2 改革组、对照组学习效果比较（分， x±s） 

组别 例数 
学生对课程 

评价 

学生学习效果自

评 
教师评价 

改革组 121 8.66±0.61 8.69±0.68 8.82±0.87 

对照组 120 8.57±0.72 7.36±1.03 8.05±0.46 

t值  0.537 3.589 2.623 

P值  0.425 0.001 0.018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成绩（期中） 

理论知识 

成绩（期末） 

案例分析 

成绩（期末） 

改革组 121 73.66±10.93 48.06±8.38 35.68±4.30 

对照组 120 85.32±9.37 50.16±7.96 28.08±5.12 

t值  2.936 0.689 3.632 

P值  0.010 0.397 0.001 

3.3 课程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及时发现、解决教学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完

善教学方案。进行了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座谈反馈。总结反馈结果，主要有以下几

点问题： 

（1）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够扎实 

（2）部分同学翻转课堂准备的不够充分，一方面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另

一方面学生自己在一些问题的解决上仍有困难。 

（3）各小组翻转课堂表现差异大，且学生组内评分有失公正。 

（4）部分小组出现成员“搭车”现象，课堂参与度不足。即工作只由其中

一两个同学完成，其他同学什么也不做，但小组成员翻转课堂成绩均一致。 

4 总结（教学及评价模式的完善） 

本文以计算机软件课程 R 语言为例，以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培养学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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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为目标，从教学模式和学生评价方法两个方面对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并通过学

生对课程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自评、教师评价、考试成绩（理论知识部分、案例分

析部分）几个方面对改革效果进行评价。从学生对课堂满意程度来看，改革组得分

略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但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得分改革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改革后的教学更能让学生感到自己知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

积极主动性及学习效果。从教师评价来看，改革组得分更高，且对比具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改革后的教学更能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从基本

理论知识考查成绩来看，改革组低于对照组。这可能是由于案例式教学过程中偏应

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础知识点的强调。期中考试后，对后面的教学进行了调

整，提高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在期末考试中有所改善，成绩虽仍低于对

照组，但差异不再显著。从案例分析成绩来看，改革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改革

后的教学能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采取案例式教学及对应的评价模式，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综

合能力的提升均有一定改善，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

分小组进行翻转课堂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针对于此，对教学方案进行完善。首先

需加大翻转课堂成绩所占比重，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其次老师应该加强引导，

同时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再次应优化分组，可开学初

对学生进行计算机掌握情况测试，按照成绩分组，减少组间差异。最后规范组内

互评评分方式，要求小组成员分工明确，提高成绩的公正性以及学生的参与度。

与此同时，在偏实践应用、综合能力提升的改革过程中，需要更好的去平衡基础

理论与实践应用。要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增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

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性、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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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下的医学院校物联网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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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310053，中国 

摘要：智能时代下高等教育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高等医学院校的计算机教育迎来

新的命题：新医科建设。本文以物联网课程为例，探索如何在医学生中采取课程

融合、案例综合，以场景应用为启发的教学方式，实现计算机教育与医学教育的

深入融合。 

关键词：智能时代；新医科；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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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of things courses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Wu Ya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intelligent era ha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made it imperative to study how to update the design and mode of medical courses. The paper, 

based on courses on Internet of Things, explores the ways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of IT and 

traditional medical educations through curriculum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case studies and 

scenario-based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era; new medical courses; internet of things 

 

这是个快速演进的时代，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技术、新方法、新概念、新工具正在深刻影响并改造着世界。融合成为当下的主

流，学科融合、万物互联、数据决策、智能赋能。智能时代的知识分工和学科分

支趋向聚合和交汇，引发人才培养从内容到方式的重要变革。 

高等教育正处于深刻变革期，其肩负着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备专

业技能和融合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提

供创新支撑和文化引领的重要使命。 

1 医学院校计算机教育概述 

计算机专业教育经历了从主机时代、网络时代到智能时代的伟大变革。自

2012年以来，计算机专业快速发展，逐步发展为计算机类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等。截至 2020 年 8 月，全国计算机

类已有 17个专业，招生专业点达到 3976个，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点已经

达到 1006 个，是理工科数量最大的专业点，同时也是招生数量最多的本科专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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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高等医学院校的计算机类专业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专业教育的一大特色。 

高等医学院校的计算机教育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计算机基础教育为主，以

教研室、研究所等组织形式，讲授大类基础课、通识课或选修课，以服务医学专

业为目标。另一类以计算机专业教育为主，以学院、系等组织形式，进行专业办

学，以建设自身专业、兼顾服务医学专业为目标。目前医学院校开办的相关专业

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 

浙江中医药大学的计算机教育始于计算机基础课，致力于提升医学专业学生

的系统及应用软件的使用能力，教学持续至今。同时伴随学校发展，2001年起建

系设院开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12 年增设医学信息工程专业，2021 年秋

季开始招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历经 20 余年发展，学校计算机基础教

育成果丰硕、专业办学特色显著，走出了一条中医药信息化的探索之路。 

2 新医科建设 

医学经历由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到现代医学时代。当前全球科技创

新趋于密集活跃，学科之间日趋交融[2]，高等医学教育发展日新月异，如何更好

地适应社会发展形势，是当前医学教育需要解决的课题。 

2018 年教育部首次在拟出台的“六卓越一拔尖”2.0 版[3,4]中提出了“新工

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的“四新”建设目标。新医科将推进医工理文融

通，紧密结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面整合精准医

学、转化医学等方兴未艾的医学新领域。 

同年 12 月，教育部就积极推进新医科建设，培养未来杰出的医学科学家，

做出系统谋划，提出了新医科的发展战略：新医科要依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

代表的新技术，以预防治疗、康养的生命健康全周期医学为医学发展方向，培养

具备实践能力，医工理文融通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目前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仍以传统医学教育为主，医学生的培养理念、培养

模式与新医科的建设要求差距较大，医学生往往只注重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缺乏学科融合及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新医科的建设，对

于医学院校的计算机教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多年来，医学院校的计算机教育者一直在围绕计算机知识与医学知识的交叉

融合这一主题开展教学与研究，这与新医科的思想不谋而合。但医学院校的计算

机教育往往不被所在院校重视，甚至很多处于边缘地位。此次，计算机教育作为

新医科所需技术背景的培养内容而被委以重任，实为难得的机遇。 

同时挑战也是巨大的。无论是基础教育的计算机教育者，还是专业办学的计

算机教育者，要完成这项使命，身上的担子都很重。 

3 思考与探索 

在以新技术为背景的新医学场景中(远程医疗、智能医疗等），医生是主体

对象，一定是场景的重要建设者之一。作为未来医生的医学生，需要具备良好的

数理基础、系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多维综合应用能力和扎实的医学功底，在

未来医学场景的建设中，不仅能提出技术的应用点（发现问题），还能将应用点

转化为技术解决方案（会分析问题），最终协同其他专业人才共同实现方案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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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参与解决问题）。 

新医科建设不能只做简单的加法，以医学专业能力叠加计算机等其他专业能

力为目标，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上做简单合并或增设，甚至将“双学位”等同

于融合。而是应该认真谋划，仔细研究，主次分明，在现有学制下保持以医学专

业教学为主线，以系统思维、计算思维等专业能力的计算机教学为副线，采取课

程融合、案例综合，场景应用为启发式教学的双线并进方式，推进新医科建设。 

下面以物联网技术教学为例，谈谈我校在新医科建设中的思路及做法。 

4 物联网教学探索 

2011 年，国家“十二五”规划将物联网确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物

联网产业成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产业浪潮。2016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促进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业态广泛应用，

培育壮大新动能为国家战略。全国许多高校开展了物联网相关教学，开设有物联

网专业的高等院校达 500多所。 

物联网作为新兴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系统集成性强、

层次和内容丰富的特点，其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需要精心设计和科学实践。医

学院校在进行新医科建设中，物联网技术如何融合教学，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

命题。 

4.1 计算机专业的物联网教学 

目前我国多所医学院校开办物联网专业，培养具有医学背景、具备医疗智联

网设计和应用能力的物联网专业人才[5]。我校于 2012 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

学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物联网相关课程及内容，以专业必修和选

修课的形式，进行物联网教学。 

对于我校计算机专业而言，物联网专业所涉及的数理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

程，很大部分是相同的，在核心课程上，物联网专业的《传感器技术》、《网络

技术》等课程，也有《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计算机网络》等课程对应，可

以通过调整、添加相应知识点来达到教学目的。一些没有的核心课程，如《RFID

原理与应用》、《通信技术》等，通过增设《物联网原理及应用》课程，进行系

统讲授，强调理解与应用。并采用线下教学、线上云课堂、实践+竞赛的方式，

培养学生物联网综合应用的研究、开发和集成能力。形成计算机专业教学为主线，

以医学物联网应用为方向的专业培养模式。 

4.2 新医科建设中的物联网教学 

新医科建设不能照搬医学院校计算机专业物联网的培养模式。医学类专业与

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存在巨大差异，教学目的和方法均需改变。 

医学类专业的物联网教学目的，应是了解新技术与医学领域的结合，讲求教

学的广度而不是深度。具体而言，《物联网原理及应用》课程在医学专业开设时，

应以物联网概述性通识知识为主，介绍物联网的发展历程、层次结构及主要涉及

的技术。同时介绍领域应用案例，并挑选一部分精讲。案例中融入物联网层次结

构的感知层（RFID技术、传感器技术）、网络层（因特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无线传感器网络及通信技术）、应用层（物联网中间件、物联网应用、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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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识，使医学生有一个明确的体会。如表 1所示。 

表 1 典型案例中的物联网技术介绍 

 射频识

别技术 

传感器

技术 

因特网

技术 

移动通

信技术 

通信

技术 

物联

网中

间件 

物联

网应

用 

云计

算 

病患定

位管理 
  

  
    

药品药

剂管理 
  

      

药品防

伪管理 
  

      

医疗垃

圾管理 
  

      

医学信

号处理 
 

   
    

保健护

理系统 
 

       

远程医

疗监护 
        

4.3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教学 

为避免教师教学偏于理论，学生对应用场景的实际感知较弱等问题的出现，

我校积极探索师生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的途径。 

针对物联网课程，我们对 2015 年浙江省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项目“中药汤

剂集中加工生产线质量控制管理系统”的研究成果做了拆解，将成果与课程知识

点进行了一一对应，并整理出适合学生实践的实验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科研成果拆解与课程知识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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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科研项目采用工业自动化的生产和管理方式来完善中药煎制的自动化、集

成化、规范化，实现中药接方、配方、浸泡、煎药等流水作业和自动化控制与管

理。研究成果包括智能中药调配与复核电子称重装置、中药浸泡智能加水控制系

统、中药汤剂煎药机管理系统等，技术涉及物联网、智能终端应用开发、计算机

通讯等。成果转化为四个教学案例： 

（1）签到系统（接方） 

主要设备为 RFID 读写器（RFID 标签）、电脑。介绍物联网的 RFID 技术、

Wi-Fi 技术及应用。 

（2）无线电子秤（配方） 

主要设备为无线电子秤、手持终端。介绍物联网的传感器技术（重量传感器）、

BLE技术、Wi-Fi技术及应用。 

（3）加水控制系统（浸泡） 

主要设备为加水控制装置、PLC。介绍物联网的传感器技术（水流量传感器）、

Wi-Fi 技术、因特网技术及应用。 

（4）智能监控终端（煎药） 

主要设备为智能监控终端、Zigbee 协调器。介绍物联网的传感器技术（电力

传感器）、Zigbee技术、Wi-Fi技术、因特网技术及应用。 

四个教学案例，每一个都是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典型案例。同时案例之间业务

递进，形成一个完整流程，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应用案例。学生通过这些案例的理

解和学习，对物联网技术应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5 小结 

新医科建设将深刻改变医学院校，尤其对于那些专业办学的院校，不仅要培

养具有医学背景的计算机类人才，更要培养具有计算机类专业背景的医学人才；

学校也要从单纯的医学院校办计算机类专业，发展到医学院校结合计算机类专业

办医学。医学专业改变的同时，计算机教育必将迎来全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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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医学院校信息技术课程重构与 

“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实践 

刘艳松1，曹美琴，邓雪冰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株洲 412012，中国 

摘要：基于 2018-2021 年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信息技术课程组教学研究改革

实践，根据该课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和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实践，创新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内容专业化、创新化的“四位一

体”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取得了优良的教学成效，可为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程教

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医学院校；信息技术课程；“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and “four in one”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colleges 

Liu Yan-song, Cao Mei-qin, Deng Xue-bing 
Hu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uzhou 412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form practi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department in Hu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18 to 2021,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urse, th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reform,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u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been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ntents and the "four in one" mixed teaching mode have been 

innovated. And we have achieved excellent teaching result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ublic basic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colle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Four in One” 

mixed teaching mode 

 

2018 年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指出，从全面提升师生信

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学生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使学生

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能较好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这无疑对信息技术通识课程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职业院校信息技术课程教育教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亟待解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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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医学院校信息技术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时不足 

导致课时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医学专业与疾病病因研究、诊断、治

疗和预后密切相关，专业性极强，专业内容难度大，需要更多的专业课课时。二

是高职医学院校为“2+1”（2年在校，1年实习）的培养模式，在校时间短，学

习任务重。经初步了解，超半数的高职医学院校信息技术课程总课时为 32学时，

教师普遍反映因课时少导致学生学习不充分、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 

（2）教学内容与岗位脱节 

高职医学院校信息技术课程长期以来沿袭本科院校工科计算机课程结构体

系，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组成相关理论、操作系统、网络以及 office 办公软件。

大量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课程内容与岗位脱节，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兴趣

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1,2]，实习生、毕业生不能较快胜任医护工作岗位。 

（3）教学形式单一 

传统教学往往采用以下两种形式：一是理论与实践分开授课，即一次理论课

一次实训课，这样的教学过程理实割裂，教学形式呆板，不便于学生对知识技能

的掌握。二是理实一体化教学，即教学过程均在机房实验室进行，教师先讲授新

内容，学生再练习，老师指导，或将新授内容分多次讲授、学生多次练习。以上

两种形式的教学过程基本一成不变，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创

新意识淡薄。 

2 本校信息技术课程改革策略 

2.1 教学改革相关背景 

本校一直重视信息化教学，在省内高职院校中较先启动了数字课程建设和实

践。近年来不断加大计算机软硬件和信息化教学经费投入。本课程 2016 年立项

为校级在线课程， 2018 年被认定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材《医用计算机

基础》于 2020年获评高职类省级优秀教材。 

教学团队以教育部等相关文件为指导[3,4]，针对学生的基础，以岗位需求、人

才培养方案为依据，凝练课程内容，以医学信息素养培养为目标，将信息技术、

医学专业知识、双创教育等教学内容进行深度融合，构建一个服务于医学生未来

职业生涯信息素养提升的课程体系。 

2.2 重构课程内容 

本校信息技术课程共 68 学时，大一第一、第二学期开设。第一学期教学内

容以《医用计算机基础》教材为依据，其核心内容为办公软件应用。第二学期的

教学内容先后经历了《Access》《Visual basic》《办公软件高级应用》等系列

内容尝试，但教学效果均不够理想，最终自主设计《医学信息技术基础》教学内

容，其核心内容为医院信息系统。 

2.2.1 总体设计思路 

以全人教育为目标，通过校企、计算机教师与专业教师合作，共同开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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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载体，以任务驱动为主线，融理实、专创、

思政育人于一体，基于“理、实、专、创”“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教

学。设计线上线下、过程与结果、师评、互评等多元评价机制。为新医科人才传

授数字医学时代所需信息知识技能、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的同时，强调大医精

神、文化自信等价值观的传递和人文修养的塑造（如图 2所示）。 

 

图 2 课程总体设计思路 

2.2.2 教学内容改革 

由计算机教师、专业教师和医院信息科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教学案例

设计和教材开发，并请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质量评价，力求解决教学内容与岗位需

求脱节的问题。 

（1）第一学期教学内容设计 

传统《计算机应用基础》教材虽然课程结构相对成熟，但专业针对性不强，

加之计算机基础教学长期存在课时不足、学生基础差异大和教学模式相对落后等

现状，课程组于 2013 年开始着手进行课程内容、教学活动、考核评价改革。具

体做法是，在学情调查和行业对计算机知识技能需求调研的基础上，以“以医药

行业为依托、职业需求为导向、任务驱动为主线、够用为度”的原则进行设计，

注重医学信息素养的培养，模拟医学生未来可能面对的真实应用环境，学习内容

与实训案例贴合工作实际，与医药行业背景对接。教学内容包括计算机与医学信

息、互联网与移动医疗、Word 医用文档编排、Excel 医用数据分析与处理、PPT

健康宣教等主要模块。新增了医学中的计算机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虚拟仿真、

区块链等相关知识。 

（2）第二学期教学内容设计 

为了让课程内容进一步对接临床工作岗位，组织编写了《医学信息技术基础》

校本教材，开发了门诊、住院不同业务流程的临床真实工作情境案例。该教材的

主要设计思路为：基于 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创

新教学内容，由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反向构建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及课程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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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设计“懂软件，会应用”的内容开发路径。以医、药、护岗位职业综合能力

培养为目标，以临床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医院信息系统应用为核心，从医院

信息系统软件是如何产生的（模块 1）→医院信息系统中的核心：数据库（模块

2）→医学信息标准（模块 3）→医院信息系统应用（模块 4）→社区卫生信息系

统（模块 5）→远程医疗管理系统（模块 6）的思路设计，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融通合一、能力培养与工作岗位对接合一。 

2.3 “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实践 

自 2016年以来，课程组开展基于“4+3”教学情境的“四位一体”混合式教

学实践，较好解决了课时不足、学习模式单一和创新意识不足等问题。 

2.3.1 搭建“4+3”虚实结合的实践导向型教学情境 

搭建“4+3”(4 个软件平台；超星在线课程、学习通 APP、虚拟仿真软件、

微信公众号；3个硬件平台：计算机机房、智能手机、录播教室）虚实结合教学

情境，以学生为中心，开展以“学习知识在课外,内化知识在课内”的翻转课堂

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有效缓解课时不足的问题。 

2.3.2 构建“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 

以建构主义、双环学习理论为依据，在“4+3”教学情境中进行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学习过程“理、实”一体化；围绕与专业对接的临床真实情境案例开

展教学，学习内容“专业化”；在创新设计性学习内容中引导学生完成开放性实

训任务，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通过虚拟仿真将抽象、难懂的问题形象

化、直观化，形成虚实结合、“理、实、专、创”“四位一体”的学习模式（如

图 3所示）。丰富的教学形式，有助于提高学生医学信息素养、学习兴趣、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等，促进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助推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建设质

量提升，同时对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 

 

图 3 “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与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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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任务驱动法、情景教学法和分层教学法组织整个教学过程，学生通

过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混合式学习，课后拓展学习三个主要环节进行学习（如图

4所示）。 

 

图 4 “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三个主要教学环节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混合式学习，课后拓展学

习三个主要环节进行学习。课前教师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微信公众号发布《课前

学习任务单》，学生利用手机、学习通 APP或超星在线课程自主学习视频，完成

理论测试，教师通过后台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掌握学生课前学习情况；课中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开展混合式教学，以真实工作情境案例实训与互评、测

试反馈、小组合作汇报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每个模块后均设计了具有开放性、

创新性的拓展资源和拓展实训项目，帮助学生提高信息技能、拓宽视野、提升创

新意识和能力。 

2.3.3 实施全过程考核评价 

信息技术课程传统的考核评价一般以期末考试为主，占总评成绩的 80%-90%，

平时成绩（到课、课堂表现等情况）占总评成绩的 10%-20%。这种评价方式不能

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和学习过程真实效果。 

本课程的考核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过程

评价（平时考核）和结果评价（期末考试）各占总评成绩的 50%。其中过程评价

由超星平台量化评定，主要包括互动、作业、教学视频学习、讨论等活动。结果

评价则由理论知识测试和实操测试两部分组成，分别占 20%和 80%。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采用无纸化考试系统进行，与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考试

题型、难度一致。第二学期的理论知识测试通过超星在线课程平台进行，为尽量

保证成绩的真实性，采用随机抽题、乱序的方式组卷。实操则基于临床真实案例

考核，要求在医院信息系统中完成从病人入院到出院的操作流程，按要求上传关

键步骤截图，以人工方式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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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改革实施成效 

经过多年教学研究与实践，本课程组在课程平台建设应用、学生能力提升、

教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1）促进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在线课程依托学银平台对社会开放，在校内依托超星平台在线授课，自 2018

年秋季以来，目前累计完成本校 1万余名学生的授课、测试和分析工作。至 2021

年 6 月底，选课人数共计 23800 余人，平台访问量超过 1800 万人次，先后有湖

南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 108 所兄弟院校利用该在线课程开设 SPOC。这对于

均衡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育公平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2）学生学习等能力和成绩得到提升 

自“四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以来，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考

试合格率显著提高。近两年本校共有 2625名学生参加省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

并两次获得团体优秀组织奖。近三年学生参加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共 43项。 

通过调查显示，学生医学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84.05%的学生认为，医药岗位无缝对接的学习内容提高了

学习兴趣，90.97%的学生认为学习内容对专业知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84.3%

的学生对于将来岗位办公能力充满信心。 

（3）促进了人才质量提升和专业建设 

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提升了人才质量，学生临床适应期缩短，

岗位适应能力得到增强，推动了专业建设。2019 年本校护理专业考核标准与题

库获得省级优秀等次。2020年中药学、康复治疗技术、护理三个专业考核标准与

题库均获得省级优秀等次。2020 年湖南省高职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评价中，

本校获评优秀等次。 

（4）提高了教师能力 

教学改革助推了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课程组成员多次

在各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混合式学习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应用探索”等 6次专题讲

座。近 3 年教师获得课题立项、论文发表、教材出版、奖励和荣誉较往年增多，

多位教师在社会学术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小结 

教研教改需要紧跟时代发展，顺应社会对人才培养需求，进行不断研究实践、

反思总结，多争取校方支持。 

（1）混合式教学能有效提升教学实效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教学形式多变，课堂不再刻板乏味，对学习兴

趣、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等有较大提升。且通过课前线上自学，能结余更多

时间用于实操、讨论和解答疑难等，缓解课时不足的问题。 

（2）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教师有较高要求 

老师们常抱怨：现在的学生不爱学习，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制作的在线课程

课前学习积极性不高，显然，如何有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教师必须关注

的问题，个人觉得主要要考虑以下四个关键问题：一是教学视频质量如何、是否

能足够吸引学生？二是对课前任务是否有督促落实，并及时向学生反馈学习情况？

三是线上学习内容是否与线下教学有机融合？四是课前线上学习完成质量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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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度是否纳入到过程评价？而这一切，都需要教师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教学设计与

组织能力。 

（3）学校领导支持尤为关键 

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一定离不开实践操作，如果仅仅是设计医学信息相关内

容，但没有实践操作软件，则无疑是纸上谈兵，无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

操作能力的提升。医院信息系统等软件则相较于其他应用软件复杂、专业、昂贵，

而花高成本购买医院信息系统仅作为教学、不能产生效益，这对于一门非专业课

程来说，必须有学校上层领导的大力支持才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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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医学考试系统组卷 

算法的优化 

杨晓吟1
 

厦门医学院，厦门 361023，中国 

摘要：研究基于云计算的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的优化，通过组卷算法的优化提

升组卷质量，改善组卷收敛速度慢的缺陷。以组卷效率最大化为组卷目标，建立

医学考试系统试题的目标状态矩阵，设置试卷总分、试卷难度、题型分值、考试

时间以及试卷区分度作为目标状态矩阵约束条件，设置组卷要求误差与约束条件

误差最小建立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模型目标函数。利用遗传算法求解所建立模型的

目标函数，采用正态云模型优化遗传算法，利用正态云模型的随机性特点以及倾

向性特点获取遗传算法的交叉染色体以及变异染色体，快速获取全局最优解，实

现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优化。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实现医学考试系统组卷，

试卷差异度大于 91.6%。 

关键词：云计算；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遗传算法；正态云模型；约束条件 

Optimization of the test paper 

generation algorithm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Yang Xiao-yin 
Xiamen medical college, Xiamen 361023,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st paper generation algorithm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est 

paper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st paper generation algorithm, and improv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low convergence speed of the test paper.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test paper composition, establish a target state matrix of test questions in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set test paper total score, test paper difficulty, question 

type score, test time, and test paper discrimination a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arget state 

matrix, set test paper composition Require the minimum error and constraint error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test paper 

composition model. Use the genetic algorithm to solv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established model, use the normal cloud model to optimize the genetic algorithm, and 

use the random and tend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mal cloud model to obtain the 

cross chromosomes and variant chromosomes of the genetic algorithm to quickly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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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optimal solution.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st paper composition 

algorithm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realize the test paper composition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 of test papers is greater than 91.6%.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medicine examination system; test paper generation 

algorithm; genetic algorithm; normal cloud model; constraint conditions 

1 引言 

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院校的核心任务之一，考试是教学过程的必要环

节，是教育评价的有力工具，而组卷算法是考试系统的核心部分。医学考试系统

依据医学考试科目的特点设定试卷难度、分值、知识点、题型抽取题库中试题，

将所选取试题组成试卷，一个高效、稳定、智能的组卷算法是在线考试系统成败

的关键[1]。 

医学考试系统组卷问题是包含众多约束条件的优化问题，遗传算法可避免随

机组卷的随机性以及盲目性，有效提升组卷效率[2]。遗传算法应用于医学考试系

统组卷时，受组卷时间以及题库内试题数量影响，容易造成无法满足约束条件的

缺陷，影响组卷成功率[3]。近年来针对考试系统以及组卷算法研究众多，李川等

人以及王卿蕾分别对组卷算法以及在线考试系统进行深入研究[4,5]，对在线考试

系统的优化做出巨大贡献。 

云计算思想是伴随网络信息数量提升而来，将云计算思想应用于医学考试系

统智能组卷中。提升遗传算法逼近最优解的速度，优化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效率。

提出基于云计算的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改善遗传算法所具有的稳定性差以及

收敛速度慢的缺陷，利用正态云模型实现遗传算法变异概率以及交叉概率动态调

整，依据约束条件实现题库内试题的有效搜索，获取满足条件的最佳医学考试系

统试卷。通过实验验证该方法适用性较高，可提升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效率。 

2 云计算的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优化方法 

2.1 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模型 

以组卷效率最大化作为组卷目标，获取各试题的主要属性代码，建立医学考

试系统全部试题的目标状态矩阵如下：  

11 12 1

21 22 2

1 2

=

n

n

m m mn

a a a

a a a
S

a a a

 
 
 
 
 
   

(1) 

式中，m与 n分别表示试卷试题总数以及试题属性代码项数，矩阵各行、各列分

别表示试题属性以及全部试题的其中一项属性。 

设置组卷模型目标状态矩阵约束如下： 

(1)试卷总分 

,1

1

m

i

i

a G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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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与 ,1ia 分别表示试卷总分以及相应试题 i 的参考分数。 

(2)试卷难度 

,1 ,2

1

m

i i

i

a a G D
=

= 
 

(3) 

式中， D 与 ,2ia 分别表示试卷难度以及试题 i 的难度值。 

(3)题型分值 

( ),1

1

m

i type j

i

a Q j Z
=

=
 

(4) 

( )
,3

,3

0

1

i

type

i

j a
Q j

j a


= 

=  

(5) 

式中， jZ 与 ,3ia 分别表示题型 j 的分数以及试题 i 的题型。 

(4)考试时间 

,4

1

m

i

i

a T
=

=
 

(6) 

式中， ,4ia 与T 分别表示试题 i 的预计答题时间以及用户所需考试时间。 

(5)试卷区分度 

试卷区分度是保障医学考试系统试题满足正态分布的重要约束条件[6]，医学

考试系统试题质量可利用区分度衡量。 

,1 ,5

1

m

i i

i

a a G F
=

= 
 

(7) 

式中， F 与 ,5ia 分别表示用户所需试卷区分度以及试题 i 的区分度。 

医学考试系统的组卷算法是求解多重约束问题，将以上约束条件设置为医学

考试系统组卷目标。所建立约束条件应以用户指定要求为基础[7,8]，满足求解误差

最小。组卷要求误差与约束条件间误差利用目标函数 F 表示，建立目标函数如下： 

( )
5

1

i i i

i

Fitness s s w
=

= −
 

(8) 

式中， is 与 is分别表示约束值以及用户所设定约束值； iw 表示赋予约束条件的权

重。所建立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目标函数即令目标函数 F 误差最小化。 

2.2 遗传算法求解模型 

用 N 表示医学考试系统题库内的待选取试题数量，可符合约束条件的试题

即最终组卷结果。将试卷试题用字符串表示，字符串长度为 N ，字符串分别取值

为 0以及 1，字符串取值为 0以及 1 时，分别表示选中试题以及未选中试题。组

卷所获取试题即长度为 N 的二进制字符串，用染色体表示组卷实体，用种群表示

待选取染色体集合[9]。通过编码操作为遗传算法以及算法优化提供基础。 

设遗传算法染色体的各题型即子染色体数量M ，题库内该类型试题数量即

染色体内不同子染色体长度。组卷题型数量应与数量为 1 的子染色体数量相同，

将遗传算法中确定解的搜索空间利用染色体编码策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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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遗传算法求解所建立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模型
[10]
，加入预处理算法于计算

过程中，算法预处理为正态云模型优化算法提供基础，遗传算法的医学考试系统

组卷流程图如图 1所示。图 1可以看出，遗传算法首先需预处理，完成预处理后

初始化群体，生成下一代个体，直至输出最优解。 

开始

算法预处理

初始化群体

是否满足收敛

选择操作

交叉操作

变异操作

下一代个体

输出最优解

Y

N

 

图 1 组卷算法流程图 

遗传算法群体初始化需考虑初始化群体形成过程以及所生成初始群体规模。

医学考试系统组卷需具有较高差异性[11-13]，将试题组卷次数作为组卷算法的重要

参数，试题最终参与组卷的命中率与试题组卷次数存在较高关联，设置试题命中

率为： 

( )max

1

/
n

sci qs qsi qsi

i

R C C C
=

= − 
 

(9) 

式中， sciR 与 maxqsC 分别表示依据试题 i 组卷次数所获取的试题被抽取命中率以及

试题搜索空间内最高被组卷次数； qsiC 表示试题 i 的被组卷次数。 

依据试题命中率从医学考试系统试题中随机抽取试题建立初代组卷，题库中

具有较高命中率的试题被选取为组卷试题的概率较高。 

2.3 云计算的遗传算法优化 

2.3.1 一维正态云模型 

定义 1：用 ( ), ,Ex En He 表示一维云模型，设该云模型服从正态分布，x与 1R

分别表示输入论域的定量输入以及正态分布随机函数，可得 

( )1 ,iP R En H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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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i

x Ex

P

i e

 −
−  

 =
 

(11) 

用CGx 表示一维 x条件正态云模型，相对于 ( ), ix  的数据即一维 x条件云滴。 

定义 2：用  表示已知输入，可得公式如下： 

( )2lni iy Ex P=  − 
 

(12) 

用CGy 表示 y 条件云模型，相对于 ( ),iy  的数据即一维 y 条件云滴。 

If x，then y 为常见推理，其中 x与 y 分别表示规则前件以及规则后件，分

别用一维云模型 ( ), ,Ex Enx Hex 以及 ( ), ,Ey Eny Hey 表示，即输入云模型以及输出

云模型[14]。云模型运算过程中所采用的带规则推理映射流程如下： 

(1)依据公式(10)形成正态分布随机数 xP ， Enx 与 Hex 分别表示均值以及标

准差； 

(2)将所获取 xP 值代入公式(11)中； 

(3)依据公式(10)获取正态分布随机数 yP ，Eny 与Hey 分别表示均值以及标

准差； 

(4)依据公式(12)计算 yP 的 y 值，当 x Ex 与 x Ex 时，分别取以“-”及“+”，

并分别称之为反对称推理以及对称推理； 

(5)返回至步骤(1)，重复迭代运算直至所获取数据对 ( ),ij jdrop y  数量足够； 

(6)加权平均处理其中一组数据对 ( ),ij jdrop y  ，所获取结果 y 即一维正态云

模型输出。 

2.3.2 组卷算法优化 

将遗传算法的变异以及交叉操作利用正态云模型所具有的随机性优化，可快

速获取全局最优解。利用 8元组表示云计算优化的遗传算法如下： 

( )0, , , , , , ,GA C E P M T = 
 (13) 

式中， 0P 与C 分别表示初始种群以及染色体编码； M 与 E 分别表示种群大小以

及染色体适应度评价函数； 与 分别表示变异算子以及交叉算子，T 与分别

表示遗传终止条件以及选择算子。 

正态云模型优化遗传算法流程如下： 

(1)将不同题型的试题编号依据试卷所需题型分布随机选取，建立初始试卷

群； 

(2)利用遗传算法获取试卷的适应度值，所获取适应度值满足组卷条件时，

将该试卷输出[15]，终止算法运算；否则进行步骤(3)； 

(3)算法的染色体利用选择概率获取； 

(4)交叉染色体利用正态云模型的随机性特点获取； 

(5)变异染色体利用正态云模型的倾向性特点获取； 

(6)迭代结果需满足以下条件： 

(a)遗传算法适应度值是否符合组卷需求； 

(b)是否满足最大迭代次数； 

(c)前 N 代最优适应度值与目前最优染色体适应度值是否具有较小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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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同。 

满足以上条件时，表示满足终止条件，输出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结果，否则转

回至步骤(3)。 

3 实例分析 

为验证所研究优化方法的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有效性，设置试卷总分为 100分，

所获取试卷需要包含简单、中等难度以及困难分数比例为 2:6:2。设置遗传算法

种群大小为 100，最大世代数为 100，交叉概率以及变异概率分别为 0.7 以及

0.007。采用本文方法通过历代进化获取的适应度曲线如图 2所示。 

适
应
度
值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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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98

99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进化代数

90 100

最佳适应度

 

图 2 适应度曲线 

通过图 2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方法优化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所获取的最佳

适应度值高达 99.8545，具有较高的适应度值。本文方法优化组卷算法可获取较

高的适应度值，验证本文方法对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的优化性能。 

对比采用传统遗传算法以及采用本文方法优化后的组卷算法在医学考试系

统中的组卷成功率数据，不同题型情况下的平均约束条件对比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传统遗传算法对医学考试系统组卷过程中容易存在稳定

性差、易早熟的缺陷，本文方法采用正态云模型优化传统遗传算法，通过动态调

整遗传算法适应度函数，避免遗传算法计算过程中存在早熟情况。采用本文方法

优化组卷算法可有效提升算法的全局收敛性，本文方法在收敛速度与全局搜索性

能中均具有明显优势，具有较高的组卷质量，可满足医学考试系统实际考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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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题

本文算法平均适应度

 

图 3 平均约束条件对比 

以上实验可以看出，采用正态云模型优化遗传算法可保证医学考试系统组卷

的收敛效果，避免算法陷入局部最优。采用本文方法组卷中各题型分数分布为：

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填空题以及综合题=1:1:2:2:2:1:1，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可优化医学考试系统成功组卷。 

采用本文方法组卷与采用传统遗传算法组卷的指标测试结果如表 1所示。表

1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可在 584 ms 内快速完成医学考试系统组卷，传

统遗传算法需要 2534 ms才可实现成功组卷；采用本文方法对医学考试系统组卷

的试卷难度误差低于 0.05，明显优于传统遗传算法组卷结果；采用本文算法对

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的成绩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说明本文方法具有较高的组卷质量；

本文算法对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所获取的试卷差异度大于 91.6%，可满足试卷的差

异需求。采用本文方法对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的时间较短，试卷难度、成绩分布、

以及试卷差异均优于传统遗传算法，本文方法具有较优的组卷性能，可应用于医

学考试系统实际组卷中。 

表 1 测试结果对比 

测试指标 遗传算法 本文方法 

组卷时间/ms 2534 584 

试卷难度误差 <1.5 ＜0.05 

成绩分布 一般符合正态分布 比较符合正态分布 

试卷差异度 ＞82.9% ＞91.6% 

4 结论 

医学考试系统对于医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极为重要，目前缺少针对医学考试系

统所制定的专业标准，医学考试系统质量参差不齐。医学考试系统存在多样组卷

算法，所获取组卷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充分考虑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差异，基

于云计算思想优化医学考试系统组卷算法。将云计算思想应用于医学考试系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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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算法中，有效改善遗传算法组卷医学考试系统时稳定性差以及收敛速度慢的缺

陷。所研究优化方法依据正态云模型具有的倾向性以及随机性，获取最佳组卷结

果。利用实验验证本文提出的组卷算法可以较高提高医学考试系统组卷有效性，

获取满足医学各科目特点的组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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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基础》是士官职业技术教育任职基础模块的主干课程，为了更好

地将思政教育融入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整个过程，积极推进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工作。本文分析了该课程的定位及士官职业技术教育 《计算机基

础》课程思政的现状，从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途径对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实施

进行探索，寓价值引领和品德教育于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过程，使计算基础课真

正实现传授专业知识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课程思政 

Think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basic computer cours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Zheng Jing-jing, Sun Na-xin, Cheng Hui, Huo Bing-liang, Jin Tan-guang  
Logistics University of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Tianjin 300309,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Computer Foundation is the main cours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In order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basic computer course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ourse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basic computer 

cours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and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basic computer courses from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s, combining value guidanc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ability to make basic computer courses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haping value. 
Keyword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basic computer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2016 年 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门课都

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1]。2020年 6月，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在发布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教育条

例（试行）》中强调“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等要求
[2]
，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军队院校教育的重

要地位。近年来，地方和军队院校纷纷开始开展对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的研究和

探索，深入挖掘每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让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门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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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过程，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 
军队院校的思政教育有着其特殊的内涵与价值。士官职业技术教育是军队院

校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承担着为军队培育高素质技能型士官人才的重任。为实

现士官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把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科学育人的效果。本文以士官职业技术

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为例，如何思考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中，

寓价值引领和品德教育于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过程，使计算基础课真正实现传授

专业知识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1 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定位与特点 

《计算机基础》是士官职业技术教育任职基础模块的主干课程，也是一门培

养学员信息技术知识基础和信息素养的必修的文化基础课，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士官人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本门课程的教学，一是培养学员信息

技术知识基础和信息素养，二是让满足学员任职岗位的需要，具备计算机基础操

作技能，三是强化学员信息化意识，培养主动进行探究式学习的意识。主要教学

内容包括计算机概述、计算机系统组成与结构、windows 操作系统的应用、office

办公软件应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等几个大的模块，该课程具有以

下特点: 

（1）灵活实用。随着军队信息化作战的推进，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内容

与学员的日常生活、任职岗位工作密切相关，许多课堂知识能够学来即用，这也

使得学员对计算机课程内容的学习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的主动性。思考如何

通过将思政教育化整为零融入到计算机基础课程中，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思政教育

对军校学员接受度和感染度不足的问题。 

（2）实践性强。计算机基础这门课程实践学时所占比例大于理论学时，在

实践教学环节中学员能够与教员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可以拉近教员与学员之间

的师生情感。教员在教学过程中的育人标准和所传递的价值观更容易在潜移默化

中对学员进行科学价值观的熏陶，更容易得到学员的接受和认可，让学员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的同时，逐步培养和塑造其价值观。 

（3）知识面广、时事热点多。计算机基础课程最大的特点是知识面广、思

政资源丰富。它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新科技、新知识，教员讲授科学知识的过程中，

对课程中蕴含的丰富的科技文化基因和名人价值范式进行充分挖掘，注重对“爱

国情怀、文化自信、社会责任等价值范式”的提炼，对当下信息发展的所带来的

利弊问题进行辨析，通过巧妙设计、融入时事现象和社会热点，能够引起学员思

想上的共鸣，达到育人目的[3]。 

2 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的现状 

2.1 军校学员接受思政教育多，对计算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认
知差异大。 

士官学员有着军队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其主要工作之一，只有具备良好

的思政基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及高度的责任感，才能在任职岗位上更好地履

行其职责。士官学员在平时的组织生活中有思政教育的工作安排，也有专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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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课程。在调查中发现存在学员反感在计算机基础课上任课教员对其进

行思政教育的现象，很多学员片面地认为思政教育是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定位，平

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够长了，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掌握信息化知识和应用

技能才是学习的重点，教员在课堂上脱离教学内容，跨越专业区域，唱高调，浪

费课堂时间，思想上不愿意主动接受思政教育。同时，接受士官职业技术教育的

学员包含了多个专业的学员，他们计算机水平层次不齐，有的学员有一定的基础，

了解计算机相关知识能够熟练操作常用的办公软件，而有些学员自身基础薄弱，

甚至连基本开关机都不会，平时在部队很少接触电脑，造成计算机基础水平较差。

要实现在传授计算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又要很好地融入思政教育，对于

任课老师而言进行“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的教学工作存在一定的挑战。 

2.2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起步慢，缺乏成熟的实践模式借鉴 

近年来军队院校积极学习“课程思政”经验开展教学改革，但军队院校对课

程思政探索起步晚，截止目前尚未有特别成熟的计算机类课程思政的实践模式。

针对士官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思政教学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可以看出针对课程

思政的教学改革开展工作力度、解读深度及结合情况等均有所欠缺。在实际教学

中出现知识系统化不强、思政元素和专业元素融合度不高等问题，造成了课程专

业知识部分和思政部分仍泾渭分明。 

2.3 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陈旧，缺乏课程思政内容 

在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材虽然经历过几次改革，但仍然没

有跟上实际需要，目前使用的是军队统一指定的教材，教学内容较为滞后，内容

上有许多和计算机技术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甚至在计算机基础知识中还保留了

如 qq 的申请和使用等内容。目前使用的计算机基础教材是针对普通高职专业的

学生编写的，没有结合士官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没有将计算机与士官岗位的任

职需要背景结合起来介绍。尤其在课程思政方面，缺乏计算机知识传授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对士官学员的价值观形成没有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在帮助

学员拓宽认识视野和形成健康的军人道德意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4 教员的思想顾虑，思政能力偏弱 

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有教员认为“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引入思政内容会冲

散打乱计算机知识点的学习，会影响课程进度。还有的教员认为，理论课教学部

分加入思政内容即可，再实践课教学部分加入思政元素难度大也没有必要，会造

成整门课程就会趋同于政治理论课。目前军队院校担任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

机基础”课程的老师，专业知识扎实深厚，大部分重在培养学员掌握应用计算机

技能，教员没有经过系统的思政教育，再者思政教育涉及的知识面广又有深度，

实践性强。在工作中缺乏相应的思政教育培训和交流，任课教员即使有课程思政

的意识，也很难做到地将思政教育融入“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只能将思政教育

生硬在放在计算机基础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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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的对策与途

径 

3.1 加强教学设计，精细编排教学内容，更新完善教材、课件 

与其他学科课程不同，计算机基础课程不具有很强的系统连续性，各个模块

之间独立性很强这就为该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提供了相对的灵活空间，并且计算机

技术日新月异，这也让教员在教学思政的案例素材的选择上有更充足的“数据库”。

因此，要依据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确定计算机基础课程

总体“课程思政”培养目标，定期修订课程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实施方案，将总

体培养目标分解到各次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结合课程每个模块具体内容列出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思政切入点，注重知识传授和思政教学的内在契合，建

立两者之间的无缝衔接。课程思政的教学工作离不开教材，目前士官职业技术教

育计算机基础课程使用的计材均为针对地方院校的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编写的，

没有结合军队院校专业的特点，教员要结合教学设计和士官学员专业特点，开发

一些优质的且包含思政教育元素的教材或辅助讲义，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及时完

善和补充包括思政内容的教学计划、课件和其他辅助资料，让科学育人和传授专

业知识落到实效。 

3.2 创新教学方法手段，润思政教育于无声 

3.2.1 分模块融入思政元素案例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搬硬套进行教学的方法是不可行

的，要想将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地融合到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中，

就要充分结合课程内容和特点来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整合和提炼。根据课程的

各个模块和知识点，需要任课教师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不同的思

政案例。分模块融入思政元素案例，见表 1。 

3.2.2 科学灵活选择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开展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除了传统的 PPT 课件外，可以借助于短视频、

微课、慕课等新媒体形式。还可以运用线上线下教学，雨课等信息化教学手段，

把思政教育巧妙地呈现在教学中，用学员适合的、喜欢的、接受的方式，发挥隐

性教育作用，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任课教员可以运用掌握的信息技术手段创新

地去整合 PPT、图文、音频和视频的教学元素，根据士官学员地认知特点和学科

逻辑去制作成便于学员学习和感兴趣的视频资源，而不是搜索得来的现成音视频

资料。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科学灵活选择信息化教学手段，有利于计算机专业

知识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3.3 优化完善评级体系，进行多维评估 

课程评价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探索将思政教学更好地融入计算机基

础课程教学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同步进行考核

方式的改变，那么，育人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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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优化和更新，可以将素质、品德纳入评价指标，检测知识、能力、素质、品德

等多维育人效果，将育人效果融入课程评价的全过程、多维度。目前的士官职业

技术教育中计算机基础课程考核一般采用过程考核和结课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在

考核中，兼顾计算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价，合理设置所占比例，可以激发

学员参与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可以在过程考核中加入思政相关的讨论题。同时，

优化对教员的评价也十分重要。制定具体的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对于授课

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合理的评价，也能够帮助授课教

员反思课程思政教学的问题，及时改进教学设计，促进课程思政教学的进步。 

表 1 分模块融入思政元素案例表 

模块 思政案例 实施方法 思政属性 

计算机

的诞生

与发展 

⚫ 介绍我国超

能计算机的发展

和成就 

⚫ 世界首台光

量子计算机在中

国诞生 

⚫ 播放天河二号、神威太

湖之光等超级计算机的视

频，与学员共同讨论对其认

识 

⚫ 引入中国在量子计算

机领域的作为，使学员了解

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科技

发展 

⚫ 培育学员的爱国

情怀，激发民族自豪

感 

⚫ 坚定学员成为国

防和军队发展的主动

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

的决心 

计算机

系统 

⚫ 国防科技大

学自主研发北斗

系统核心芯片 

⚫ 国产操作系

统、鸿蒙系统 

 

⚫ 介绍核心芯片的发展

情况以及中国在核心芯片

方面的发展 

⚫ 引入国产操作系统，让

学员了解中国操作系统的

发展历程和面临的困难 

⚫ 激发学员的爱国

热情，树立为国防军

队科技事业奋发学

习的恒心与信心 

计算机

网络 

⚫ 神州十二号

发射，中国空间站

实现 WiFi覆盖 

⚫ 观看神州十二号发射中

国空间站实现 WiFi 覆盖新

闻， 

⚫ 传达科技兴国的

思想，增强学员民族

自豪感 

计算机

安全 

⚫ 斯诺登事件

（棱镜计划） 

⚫ 中国网络空

间防御技术 

⚫ 介绍斯诺登事件的前因

后果，引发讨论网络道德规

范 

⚫ 引入中国科学家在网

络信息安全领域的贡献 

⚫ 使学员了解遵循

信息世界道德规范重

要性和作为军人的道

德规范 

⚫ 激发学员的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Office

办公软

件应用 

⚫ 社会时事和

热点数据 

⚫ 引入中国快速发展成就

数据作为素材，例如中国GDP

增长、高铁里程、人均收入等 

⚫ 让学员对中国的

发展充满自信，对社

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 

多媒体

技术 

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事迹 

展示抗疫期间暖心事迹的音

视频引发 

增加民族自豪感，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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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士官职业技术教育计算机基础课程思政，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教学全过程的

创新，也是一项长期的、反复的、循序渐进的工作。不仅涉及到计算机基础课程

的改革，同时也对任课教员的教学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员除了要

担任传统的专业知识和能传授人的角色外，还要担当起思政教员的角色，充分挖

掘课程思政内容，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紧密结合起来，主动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为国防和军队发展培育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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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和雨课堂融合的《计算机网络 

技术》教学改革与实践 

程慧，孙纳新，郑晶晶，霍柄良，金锬桄 

武警后勤学院，天津 300309，中国 

摘要：针对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理论性强、知识点比较抽象，学生理解困难的问

题，探索开展微课和雨课堂融合的教学改革和实践，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独立

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实践的过程中从微课制作、课前准备、课中教学活动、课后

巩固提高进行实施。最后通过实验组与传统组的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证明微课和雨课堂融合的教学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关键词：微课；雨课堂；计算机网络技术 

Teaching re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based on 

Mico-lecture and rain classroom 

Cheng Hui, Sun Na-xin, Zheng Jing-jing, Huo Bing-liang, Jin Tan-guang
 

Logistics University of PAPF, Tianjin 300309,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strong theory, abstract knowledge and difficult 

understanding for students in the basic course of computer net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cro class and rain cla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student independent study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from 

micro-lesson production, pre-class prepar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in class, after-class 

consolidation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Finally, the fina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group were test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he result proves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cro class and rain class”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Mico-lecture; rain classroom;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教育的大力发展，一系列的新型教育

技术应用而生，推动着课堂教学手段、方式和方法的不断更新。作为已经被教育

部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列为 6 门核心课程之一的计算

机网络技术课程[1]，因其教学内容相对比较枯燥、抽象，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困难，导致教学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在新

型教学技术的背景下，如何在教学计划内，让学生在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掌握

课程的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金项目：武警后勤学院信息化教学项目（WHXP2020-009） 

作者信息：程慧，女，讲师，主要从事专业：计算机网络教学；工作单位：武警后勤学院；联系电话：

15522765972,022-84876365；E-Mail：chui_714@163.com 



微课和雨课堂融合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改革与实践 

89 

1 课程概述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基本掌握计算机网络体系结

构、计算机网络构成及工作原理、网络协议及工作原理、网络应用及其相关知识
[2]。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经常反馈知识点比较抽象，例如网络体系结构，

路由协议等，不能很好的理解。虽然近年来，各种新的教学工具的出现缓解了这

一现象，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由于当前网络技术不断更新，

学生在课程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目前的工程案例，有所不同，例如，网络体系

结构一般从七层 OSI 模型讲起，但是在实际的网络技术中，并不是按照理论层层

设计，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理论与现实不同，加剧了知识点的难理

解程度。而这一问题在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工作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总结来看，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课程目前主要的教学问题是： 

1.1 教学过程的单一性 

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模式以课堂讲授为主，更多的是教师起主导

作用，学员大多被动接受。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等的限制，无法构建

师生交流的桥梁，师生之间缺乏广泛互动，课堂反馈效果一般，学生的自主性，

创新型无从发挥。 

1.2 教学内容的抽象性 

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涉及的知识点比较抽象，多从协议讲起，但是由于单纯

的讲解不能将协议中数据的流动以实物展现出来，需要学生自身架构理论框架，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普遍感觉知识点比较难，很难加架构理论模型。另

一方便，网络技术在不断更替的发展，变化很大，但是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的课

程体系和知识点架构比较稳定。并且，在讲解过程中主要从七层，一般顺序为物

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3]，但是在实际

网络工作过程中，并不是分层一次进行工作，分层只是为了理解协议而人为划分

出的机构。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正确架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从

而影响后续的学习过程。 

根据笔者所在学校，以 2019 级保密档案专业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质量分析为

例（图 1），85.53%的学员成绩都在 80 分以下。通过分析其得分情况，发现学生

得分点大多依靠死记硬背得到基础知识的成绩，一旦涉及理解性知识点，学生就

不能正确作答。这样的学习方式，会极大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影

响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 

2 在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中实施基于微课和雨课堂的教学

模式 

2.1 实施前准备工作 

根据课程安排，选取笔者所在 2019 级保密档案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该班级共 70 人，均完成了第一学期《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学习，在本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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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将班级按照第一学期《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成绩，分段随机分为 2个

班级，简称为实验组、传统组。在分段的选择中，以 60-70,70-80,80-90,90-100

共分为四段，将实验班应用基于微课和雨课堂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组应用课件

进行授课。表 1为两组数据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的结果，并且进行了方差齐性检

验。结果显示显著性 P值为 0.7>0.05,故方差齐，两组数据的平均值方差无显著

性差异。不同组间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P 值为 0.078>0.01，说明实验组与传统组

品均分不存在差异，保证样本的独立性。按照《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成绩进行

分组，可以确保，除年龄、授课教师等不明显差异性外，学生的学习基础的差异

也不显著，通过检验两组期末的考试成绩对教学模式效果进行比较。 

 

图 1 2019 级保密档案专业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质量分析 

表 1 《计算机文化基础》期末考试分组 

T检定 

[数据集 1] 

群组统计资料 

class N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标准错误平均值 

score 1.00 35 81.7840 6.02485 1.01839 

2.00 35 84.5543 6.90340 1.16689 

 

独立样本检定 

 Levene的变异数

相等测试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双

尾） 
平均差异 标准误差 

95%差异数的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Score 采用相等变异数 .150 .700 -1.789 68 .078 -2.77029 1.54879 -5.86084 .32077 

不采用相等变异数  -1.789 66.778 .078 -2.77029 1.54879 -5.86186 .32129 

2.2 微课和雨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 

2.2.1 微课制作 

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分析，结合知识结构体系，对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进行微

课化、分模式制作微课资源，比“大模块化”资源更加“短小精悍”、碎片化，

符合现代学习特点[3]。对于每一个微课，必须能够满足碎片化、随时学习、内容

多样、可塑性强、主题性强等特点，才能适合课程要求，满足课程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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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点的选择上，通过与学生的交流沟通，选取学生认为比较抽象，难懂、不

好掌握的知识点制作微课，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理解知识点以及掌握操作技

能。 

在微课的设计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导向，设计的目的是通过搭建学生熟悉

的场景，自然深入地引入知识点，理解知识点。例如，在路由信息协议的微课制

作中，首先提出问题，两地之间路径有很多，怎么走才更省时。由于问题简单，

学生一般都能答出正确答案。然后分析问题，对于我们直接看图，以“上帝视角”

来观察，计算，很容易找出最短路径，但是对于路由器而言，并不具备这种条件，

但是可以通过分段最短加和来求出最短路径。最后得出结论，路由信息协议采用

的算法就是通过计算每段最短的距离矢量协议。因此，这个类比不仅提前得出了

结论，也作为过渡至后续内容的承转[4]。 

2.2.2 课前在线学习 

课前，教师需要明确教学内容和目标，通过雨课堂创建班级，在每次上课前

推送学生预习内容，比如制作的微课视频，预习课件，课前测试等。学生通过雨

课堂查看学习任务，明确具体的预习任务，观看微课视频和预习课件。在预习的

过程中，学生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点击不懂以及留言将问题发送给教师。教师除通

过学生发送的问题，还可以通过预习测试了解学生的了解程度，以便在教学过程

中，更好地掌握教学进度，控制教学难点。 

2.2.3 课中教学活动设计 

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在课堂中，教师可以与学生面对面的开展教学活动，

可以很直观的对教学过程做出评价，但是在师生互动环境，往往受很多因素的影

响，造成教师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教学的实际效果，不能及时修正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雨课堂”将教学课件同步发送到学生的手机端，学生可以很及时

的查看当前课件的内容，也可以翻阅之前的课件内容，方便学生紧跟教学的节奏。

在有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随时点击“不懂”按钮，或者随时进行弹幕，对自己

有疑惑的课件进行标注，教师可以实时接收到这一信息，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进一步来保证教学效果。这种模式可以促进学生的主动思考，并且优化了教师与

学生的实时互动。 

及时的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是传统教学的困境，在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以通过“雨课堂”在每一个重难知识点之后进行测试题的发布，学生接收并

作出回答，教师可以实时接收学生数据并投屏到屏幕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师

可以准确判断学生对于某个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回答判断

自己与身边同学的优势和差距。 

2.2.4 课后巩固提高环节 

在课后，教师根据教学的过程制作课后测试题，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答

案。教师根据课后测试题和课堂上的测试作为本次课程的成绩。也可以根据学生

情况发布拓展资源，作为学生课外的阅读材料，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课程，并增

长学生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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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效果评价 

3.1 实验组资源发布情况统计 

授课期间共签到 20 次，发布资源 40 个，开展测试 2 次，作业 35 个，弹幕

共 266 次，投稿共 65 次。 

3.2 分析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结束后，按照教学实施计划和教学大纲命题，实验组和传统组共 70

人参加了期末考试。对两组学生的期末考试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检

验是否有教学质量的提高[5]。表 2为独立样本 T检验统计量表，分别列出了两组

的样本量，均值、标准差和标准误。从表 2中可以看出，实验组的均值为 79.34，

传统组的均值为 65.89。从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的结果，显著性 P值为 0.001<0.01,

因此，可以认为实验组和传统组期末考试成绩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2 实验组和传统组期末成绩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T检定 

群组统计资料 

class N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标准错误平均值 

Score   1.00 35 65.8854 20.58261 3.47910 

 2.00 35 79.6489 7.23660 1.22321 

 

独立样本检定 

 Levene的变异数相等

测试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双

尾） 
平均差异 标准误差 

95%差异数的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VAR00003 采用相等变异数 7.730 .007 -3.732 68 .000 -13.76343 3.68786 -21.12245 -6.40441 

 不采用相等变异数  -3.732 42.279 .001 -13.76343 3.68786 -21.20439 -6.32247 

 

根据统计分析数据说明实验组与传统组相比，在教学效果上有所提高，并且

具有显著性差异。 

4 结语 

在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实验组通过“微课和雨课堂”的

教学模式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难点，建立及时反馈机制，并进行了微课资

源和拓展资料的推送，培养了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并建立了及时的评价机

制。通过新的教学改革，从实验组和传统组期末成绩可以看出，微课和雨课堂的

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还对提高教学质量有良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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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详细分析了 Python 作为程序设计课程语言的优势，展示了实验班级的学

习效果，总结了实施 Python 教学效果提高的原因，同时也发现了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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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医学院校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科目以 Visual Basic 为主

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VB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局限，难以达到让学生学以致用

的教学目的，这与本校的医学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创新型、应用

型医学人才的指导思想有分歧。因此，教学内容的改革势在必行。 

Python 语言在大数据时代脱颖而出，其语法简洁，适合作为程序设计的入

门课程，又有十分庞大的生态圈，众多的第三方库支撑着 Python 在各个领域都

有广泛的应用。本校在采用了 Python 作为程序设计语言授课后，学生学习兴趣

显著提高，教学效果有很大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 Python 作为程序设计课程语

言的优势以及教学效果提高的原因，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之处，给出了解

决方案。 

为贯彻学校计算机教学改革方针，从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将药学、

临床药学两个专业作为改革试点，把计算机应用课程的程序设计语言由 Visual 

Basic 语言更换为 Python 语言。至今已经完成三轮教学，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

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文是基于此而进行的总结分析。 

1 与VB教学的对比 

之前一直使用 Visual Basic（以下简称 VB）作为计算机应用课程编程部分

的授课内容，多年来教研室在 VB 教学方面积攒了很多经验，也收到了很好的教

学效果。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VB已经成为一种古老的编程语技术，应用也

越来越少；反之 Python 却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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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的发展。宏观上讲，国家已经将 AI上升为战略性的发展目标，而 Python

作为 AI 技术的主要编程语言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微观上讲，Python 已经列

入国家二级计算机考试科目中，我们进行 Python 教学有利于提高学校二级通过

率。使用 Python语言教学比 VB的优势在哪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1）为何过去要采用 VB教学 

VB 是一门可视化的编程语言，有着完善的 IDE 实现拖拽式的可视化编程，

极大的简化了编程难度，并且作为一种松散的编程语言可以采用弱类型编程。VB

的简易性满足了非计算机专业的编程教学要求，能够有效降低学习难度。学习编

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而 VB 的易学性为计算思维的培养提供了一

条捷径。另外，医学院校学生专业课负担较重，精力有限，短时间内即可入门的

VB自然就成为了首选的编程语言。 

（2）为何现在要改为 Python教学 

随着大数据和 AI 技术的兴起，Python 成为一种主流的编程语言，这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 Python的跨平台性和强大的第三方库，另外 Python的语法简洁，作

为学生的编程入门课程非常合适。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习了 Python 之后，应用范

围会更广。 

Python 语言是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中十分重要的一种脚本语言，它语法简

单却功能强大、编写简洁却可读性好、编程产出较高却维护代价很低，它很好地

适应了近 20年来计算机在性能和可用性上的发展历程。Python 语言及其众多的

扩展库所构成的开发环境十分适合进行处理文献数据的获取、分析与处理、开发

科学计算应用程序和制作可视化图表等，在医学领域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因

此成为医学专业本科生第一编程语言的首选。 

（3）Python较 VB教学的优势 

由于 Python 强大的第三方库，教师可以轻松教会学生做出具有趣味性和实

用性的应用，使用少量的代码就可以实现一些看起来很炫酷的东西，而这些在 VB

中实现是很困难的，这就使得学习 Python 的过程更加有趣。另外 Python 3.X版

本，做了很多语法上的优化，让 Python 语言更加简单易学（因为高级语言的发

展方向是越来越符合人类的思维方式），在教学上也会比 VB 要容易一些，学生

接受度更高。 

Python 语言是一门易学好用的语言，主要体现在以下 3点。 

(1) 易上手：语法简洁，学生经过短时间学习即可掌握。实现相同的功能，

Python 语言的代码数仅相当于其他语言的 1/10-1/5[1]。这样学生们专注于语言

本身语法结构的学习时间可为 VB 语言的一半甚至更少，在有限的课时内，学生

可以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提高应用能力上，这也正符合对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

培养要求。 

(2) 好玩：生动有趣的案例信手拈来。以往的 VB教学，为了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课程引例一般选用制作简易计算器，然而这个例子的趣味性并不高，学

生只能按照步骤模仿，无法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而 Python 语言可作为课程引例

的项目非常多，比如 turtle 库，只需教会学生画一条线，学生就能绘制整个世

界，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完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3) 好用：应用十分广泛，针对医学学科的大部分领域均有实际应用。随着

计算机语言的发展，VB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接使用 VB解决问题的场景基

本不存在了。学生经常会问，学 VB有什么用？而 Python 是直接面向抽象问题求

解的语言，医学生可以使用 Python 进行海量临床数据分析、提取，代替其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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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进行数据统计，影像数据处理以及辅助医疗，Python 的第三方库有力支撑着

这些高级应用。Python 的第三方库数量多且质量高，良好的计算生态能够持续

维护第三方库优胜劣汰。针对不同专业的具体应用，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再

深入研究几个专业方向的第三方库，即可解决问题。学生们各取所需，解决了实

际的专业问题，也就不会再质疑计算机编程课程的实用性。 

2 实验班的学习情况 

（1）以往 VB教学班的情况 

首先，由于 VB 并不属于医学生的专业课程，受重视程度不够，学生普遍学

习积极性不高。其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基础水平不高，也对学习编程造

成一些困难[2]。虽说这两点在 Python 教学中也一样存在，但不同的是要用 VB做

出趣味性高的课程案例所需的编程基础知识较多，而 Python 则能够较轻松实现，

也就更容易从开课伊始就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VB 的教材大部分

版本比较陈旧，案例也相对枯燥，有些案例对于非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说理解起来

比较困难，影响了教学效果，造成了很多学生说 VB 很难的现状。 

VB 的教学过程中，理解并掌握复杂的语法对医学生来说是个难点，刚开课

时大部分学生都干劲十足，随着课程内容的深入，不断有学生掉队，导致最终教

学效果不理想。另外，VB 的应用领域几乎逐步消失，学完这门课程，无用武之

地，所以很多学生都觉得学计算机编程没用。长此以往，历届学生口口相传，以

至于刚开课，很多学生都抱着通过考试就万事大吉的心态来学习。甚至为了考试

而将程序代码死记硬背下来，这已经违背了计算机课程的培养计划。 

（2）采用 Python 后的情况 

采用 Python作为教学语言后，总体来说较 VB情况要好。学生课堂积极性较

高，课堂相比 VB 也更活跃一些，尤其是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都明显增加了，说明学生对学习 Python 是有一定积极性的，他们开始觉得

Python 是有趣的和有用的。 

① 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提高。课程引例采用了 turtle 库的使用，只需介绍

Python 的绘图坐标体系，再讲解画笔控制函数和形状绘制函数，即可让学生自

由创作。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完成自己的作品。（图 1：

部分学生作品展示。）后续的程序设计内容循序渐进，简短的代码即可实现丰富

的功能。大部分学生反馈，该门课程有趣，比想象中简单，在课堂就能基本掌握

知识点，再配合上机练习，自己写 20~50 行代码的程序很轻松。 

 

图 1 部分学生作品展示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的计算机应用课程，药学 1901-1902班同学在学习

了 turtle 库以及程序基本控制结构等相关知识后，自发组建“微信表情包制作



面向医学生的程序设计课程改革实践 

97 

战队”，用 Python绘制了微信聊天的表情包。如图 2所示（展示部分）。 

 

图 2 学生绘制微信表情包 

在兴趣引导下的学习，学习效果显著提高。学生们经常是带着问题来到课堂，

通过老师的讲解或大家的讨论得到答案，记忆深刻。 

② 成绩考核情况理想。期末考试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试卷两部分组

成，平时作业以解决问题的编程题目为主，学生们基本都能独立完成，掌握了解

题思路、提高了编程能力。期末试卷有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考核学生对基础

知识的掌握情况，主观题考核学生编写准确完整程序的能力。连续三年期末成绩

都很理想，99%的同学通过了考试，优秀率达到 5%以上，良好率保持在 60%左右。 

3 Python教学效果提高的原因分析 

经过三个学期的 Python 教学，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学效果确实提高了，从考

试情况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分析原因有以下 4点。 

（1）语法简单和方便测试 

Python 较 VB语法更为简单易学，理解起来更加容易，减轻了学生学习繁琐

语法的负担，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出具有实用性的项目上。老师的主要精

力集中在如何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上，不会把大量的课堂时间用于讲解语法，而

是重点讲解如何用计算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另外，Python 具有交互式编程功能，

极大程度简化了学习的复杂性。比如其他编程语言编程时必须新建一个文件，然

后在文件中写代码，再编译运行才能看到效果，而 python 在交互式环境中写一

行代码立即就能看到执行结果，方便了学习和测试。 

（2）程序案例更具趣味性和实用性 

对于非计算机相关专业，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普遍存在对计算机课程，尤其

是编程课程不重视的现象，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计算机教师，尤其是信息

时代的计算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普及计算机知识，尤其应该重视计算思维的培

养。学习的动力无非就两点，一个是专业所需，另一个就是兴趣爱好。针对非计

算机专业的情况，教师要从培养兴趣爱好的角度出发，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增

强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所以，每学期的 Python 教学，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基本

语法的讲解，多采用趣味性和实用性较强的例子，让学生在完成编程任务的过程

中掌握基本语法，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Python第三方库提供的强大支持，也

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实现趣味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应用，这是 VB 及其他语言无法比

拟的优势。 

（3）采用了随堂笔记的教学方式 

在 Python 授课过程中，采用了随堂笔记的授课方式，将所授知识点以文本

的形式边讲边记录，一堂课下来能完整的记录整个授课过程，也可使上课的过程

更加清晰和富有逻辑，更重要的是方便学生复习。采用这种方式的初衷是完整记

录上课过程，方便进一步整理教案。这种方式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因为这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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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师授课思路更加清晰，另外教师在记录的时候，强化了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和

记忆，最后整理成笔记有利于学生课后复习。当然，这只是授课方式的改变，在

VB及其他课堂中也同样适用。 

（4）采用强制性交作业的教学措施 

每堂课的随堂作业都限制了提交时间，限制随堂作业必须当堂提交，过期无

法提交，这样强制性的让学生必须当堂完成作业，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不听课的现

象，也方便了教师考勤出席情况。采取这样的措施，实际上是给学生一定的学习

压力，不听课无法完成随堂作业，也就得不到平时成绩。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

不听课和旷课现象较之前改善很大。 

4 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经过一学期的 Python 教学，虽然较之前 VB教学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诸多

不足。 

（1）采用案例引导教学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Python 教学中主要以案例引导为主线，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学习兴趣。

我们一直强调编程课程的学习还是应该以实践为主，多动脑，多动手，多上机。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提出一个问题，从计算思维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现场写程序

来解决问题，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步骤。先分析问题的计算部分，按照 IPO的方

法编写程序，必要时以流程图辅助，最终代码实现。教师会先把程序主框架写出

来，让学生以填空的形式完成全部代码。或者教师把关键语句写出来，让学生补

充完成其他部分。但有部分学生不能独立完成这些工作，要等待老师把所有代码

写出来之后再抄写一遍。抄写的过程缺乏思考，失去了实践的意义，无法达到预

定的教学目标。 

（2）缺少配套视频 

近年来使用 Mooc 和 Spoc 来辅助课堂教学非常流行，也收到很好的教学效

果，国内大多数高校也都在尝试这种辅助的教学方式，当然也包括我们学校。由

于 Python 课程实践性较强，教师现场编程是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这在其他

计算机课程中已得到验证。但是有些知识点和实验过程学生看一遍不够，可能需

要反复观看，这样的需求在课堂上是很难满足的，这就需要我们录制一些视频，

视频可以包括对重点、难点的讲解，复杂实验的实验过程，甚至都可以录制完整

的 Python 视频课程，供学生课前预习或课后复习使用。 

5 针对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1）强化基础知识的练习 

学生编程能力弱，根本原因是基础知识不扎实。基础知识是编程的基石，可

以以选择、填空等客观题形式帮助学生加强记忆。每次课课前先对上次课内容进

行测试，了解学生掌握情况，再有针对性的进行强化练习。 

（2）增加案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案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在教学中我们很重视这

点，但仍然在选取案例上存在一些不足，应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第三方库的应用。

已经在使用的第三方库包括 jieba（中文分词库），wordcloud（词云库）等，案

例比较简单，能够让学生很快认识到 Python 第三方库的使用简单、功能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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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但讲解的第三方库的应用案例仍然比较少，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应把更多

强大的第三方库应用在教学案例中。其实 Python 的魅力也在于丰富、强大的第

三方库的应用，应把更多实用的第三方库引入教学中。 

（3）录制配套辅助教学视频 

有必要将重点、难点或复杂的实验过程录制成视频放在学校 Spoc 平台上，

供学生课前或课后使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有些知识点在课上可能没有理解透

彻，学生可以在课后观看视频学习。教师需按体系将知识点整理出来录制成视频，

满足学生反复学习的要求。 

另外疫情当前，线上课程也会随时触发，准备好教学视频，保证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满足学生们的学习需求。 

6 总结 

教学实践表明，Python 语言是医学院校程序设计课程的首选语言，教学效

果较 VB 语言有很大提升，学生学习了该门课程，能够提高计算思维能力，提高

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将继续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继续探索如何将 Python 语言编程与专业实践应用更充分地结合，为培养研究型

和应用型医学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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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索中医五行理论与项目管理过程组之间的关系。本文借用黄帝

内经中五行系统的相生相克理论，用取象比类法探索项目管理中过程组的五行属

性，进一步揭示五个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使项目管理过程组之间更具整体性和

动态性，有助于提升项目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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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groups 

based on five element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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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group. This paper borrows the 

theory of mutual generation and mutual restraint of the five element system in the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uses the method of image comparison to explore the five element 

attributes of the process group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hen further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ve processes, so as to make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groups 

more integrated and dynamic,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ject management.  
Keywords: project management; five elements; mutual generation and mutual restraining 

 

0 引言 

《黄帝内经》中按照事物不同的特征采用取象比类法将其归为木、火、土、

金、水五行。五行学说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除在医学中有所运用之外，

还在政治、军事、地理、伦理道德等方面广泛运用。本文将从五行的生克关系的

角度来探索项目管理过程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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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行相生相克 

1.1 五行 

引《黄帝内经·素问》：“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

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1]文中涉及到五行对应五

脏关系为：木—春—肝；火—夏—心；土—长夏—脾；金—秋—肺；水—冬—肾。 

1.2 五行相生 

学术界一般认为相生是五行之间有序的递相资生、助长和促进的关系。[2]五

行相生关系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1.3 五行相克 

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克是五行之间有序的克制、制约的关系[2]。五行相克关系

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刘氏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将木、火、土、金、水五个同构系统通过多级

多路反馈联系，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进行自主调节和控制，自动维持系统稳态。

根据《内经》亢害承制调控规律，五行子系统通过生克乘侮作用，使系统中每一

行既是控制系统，又是受控对象。”故五行生克关系从控制论角度可理解为控制

系统和受控对象的关系。而在项目管理过程组中，此关系可作为一种反馈机制。 

2 项目管理过程组的描述 

项目管理涉及十大知识域，包括：综合管理、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

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和干系人管理等。

一个项目管理过程组包括了启动活动、计划活动、执行活动、监控活动和收尾活

动等过程。每个知识域都会有映射多个活动，所以，我们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要了

解和明确各个活动之间的关系，开展过程管理，提升管理的效率和项目成功的概

率。 

2.1 启动 

启动过程包括定义和授权一个项目或项目阶段。当启动一个项目或二个项目

阶段时，一定要有人阐明项目的商业需求，发起该项目，并承担项目经理的角色。

启动过程发生在一个项目的每一个阶段[3]。 

2.2 计划 

包括设计并维护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以确保项目专注于组织的需要[3]。考虑

到项目不断变化的情况，项目小组经常需要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修改计划。 

2.3 执行 

包括协调人员和其他资源，实施项目计划，产生项目产品、服务、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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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项目的阶段结果
[3]
。 

2.4 监控 

包括定期测量和检查项目进程以确保项目团队能够实现项目的目标[3]。一个

常见的监控过程就是绩效报告工作。如果需要的话，项目利益相关者可以从中发

现为保持项目按计划运行所需要作出的变更。 

2.5 收尾 

是对项目或者项目阶段的正式接收，并使之高效率地收尾[3]。这一过程组往

往包括一些行政管理活动，如归档项目档案、终止合同、总结经验教训，对项目

或项目阶段进行正式验收等。 

3 五行和项目过程组之间的关系 

 

图 1 项目过程组的五行模式图 

3.1 项目管理过程组的五行属性 

根据取象比类原理，项目启动是制定项目章程并且输出项目章程。五行中，

木对应的是春，春天草木萌发，万物苏醒，主生发之意。项目启动是对项目章程

的制定和项目范围的规定，正是生发了一个项目目标，所以将项目启动归为木性。 

(1)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此阶段涉及协调所有计划要付出的努力，创建一份一致、连贯的文件——项

目管理计划。五行中，火对应的是夏天，万物生长旺盛，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且火是明亮的，可以照亮周围的事物。项目管理计划，是用计划的形式来看到

项目章程和范围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项目管理计划归为火性。 

(2)项目管理实施 

此阶段是对项目管理的计划进行实践的过程。主要完成交付物、变更请求、

工作绩效信息、被实施的变更请求、纠正措施、预防措施和缺陷修复等活动。[4]   

引《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

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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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旺四季”，各以十八日为土旺之时的根据。在春夏秋冬四季，对应木火金

水，土是旺于四季之末。 项目管理中无论是计划的制定还是项目的变更，章程

的制定等等都需要脑力和体力的执行，也就是实践。所以，“指导和管理项目实

施”属于土。 

(3)监控项目 

此阶段涉及监督项目工作是否符合项目的绩效目标。主要完成惩治和预防措

施建议、缺陷修复建议以及变更请求。 

五行中，金对应的是秋天。春天万物生长，夏天欣欣向荣，到秋天开始落叶，

所以秋天对应的是一种“变革”。引《尚书·洪范》：“金曰从革。”从革是指

变革的意思。所以，项目监控归于金类。 

(4)项目收尾 

涉及完成所有的项目活动，从而正式结束项目。此阶段包括最终产品、服务

或者成果，行政上和合同上的终止手续，以及对组织运营资产的更新。项目收尾，

既是一种项目的结束，同时对组织来说，是对组织运营资产的更新。五行中，水

对应的是冬天，冬主收藏，取象比类，对应项目收尾。四季中，只有冬天收藏的

好，来年春天才能够更好地生发，对应的项目也是如此：只有前面一个项目收尾

比较好，那么整个组织下一个项目的运营也会得到更好地发展。 

所以，项目五个过程组的五行关系为：项目启动（木）、项目计划（火）、

管理实施（土）、项目监控（金）、项目收尾（水）。 

3.2 项目管理过程组的五行关系 

项目五个过程组的五行相生关系如上图所示：项目启动生成项目计划，项目

计划生成项目实施，项目实施生成项目监控，项目监控生成项目收尾，一个项目

收尾之后，接着又开始一个新的项目章程……如此循环下去。 

五行之间，除了相生关系，还有相克关系。单纯的相生，会导致生的太过，

只有相应的克制，才能够保证五行系统的内部平衡。 

项目五个过程组的五行相克关系如上图所示：项目启动克项目实施、项目计

划克项目监控、项目实施克项目收尾、项目监控克项目启动、项目收尾克项目计

划。 

3.3 项目管理过程组相克关系举例 

项目启动克项目实践（木克土）：项目章程不明确，项目范围没有定位明确，

导致项目实践的容易出错；项目计划克项目监控（火克金）：项目计划太精密容

易导致监控过于灵敏，计划太简单则会导致监控过于迟钝；项目实施克项目收尾

（土克水）：如果项目实施出现效率的高低，将会影响到项目生命周期，从而影

响项目是否能够顺利收尾等等。 

4 小结 

文中简要给项目五个过程进行了五行分类，并且列举了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

实际运用中五行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平衡性
[5]
等特点。故两个过程组之间

相生相克的同时也会对其他三个过程组产生影响。正是这种整体的特性，让过程

组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用五行思维来看待项目管理过程，更能够从整体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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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角度形象化来看到项目管理的发展变化，从而对项目管理有更好地调配作用，

让整个项目生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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