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基于维语和汉语的“双语速课” 在内科护理学中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及效果分析

项目类别 一般类教改项目

起止年月 2019.09-2022.09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张洪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05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副教授/教研

室主任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硕士/中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8200648656

通讯地址 广东东莞松山湖新城大道 1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

单位

9-12 月 内科护理学 护理本科 102
护理

学院

3-6 月 健康评估 护理本科 96
护理

学院

3-6 月 急救护理学 护理本科 58
护理

学院

3-6 月 护理教育学 护理本科 66
护理

学院







容易遗漏关键点，而速课移动课件要求在 3-6 分钟内讲清楚重点或难点，时

间短，内容精，学生能轻易抓住重难点。

交互性强，趣味性高：除了课堂教学活动视频外，课件还可以包含与该教

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将知识点分

精、分细呈现出来，特别是结合动画元素及一键投屏之后，让整个教学设计

交互性更强、趣味性更高。

双语个性化学习，学习效果好：临床医学知识相对深奥，维族学生用汉语

学习往往理解不透彻，本课题增加维语解释，便于维族学生理解关键知识点。

同时速课增加课前和课后任务，完成必要时长的在线学习，掌握相关章节基本

知识点。同时速课更方便在授课中适时设置疑点、悬念，创设兴奋点，调动学

生参与课堂的欲望与积极性。

1.3 学术价值

本课题拟以内科护理学为例，建设基于维语和汉语的“双语速课网”平台，

为汉、维族学生个性化学习、因材施教、学习过程管理拓宽教学管理模式；真

实收集教学反馈，利用 AI大数据对医学教育中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速课教学

各环节进行追踪，实行数据挖掘，多维度分析数据，从而构建学习行为模型，

为后续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改变提供数据支撑依据；鉴于此方法可在高等教育

中复制，此课题的完成对于高校教学改革具有较大的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移动学习的概念是由国际远程教育学家 Desmond 2000 年在上海学术报告

中首次引入我国。英国、瑞典等欧盟国家开展了“MOBI Learn 行动”和“Handle

R 研究”等项目。信息化技术应用目的是能够使学生由原来被动的接受知识

变为主动积极的获取新知识，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我

国的教育信息化教学改革中常用的信息化教学手段有微信群、QQ群、校园学

习平台、翻转课堂、微课教学视频等。目前在线上常用的教学网络平台例如

作业神器、猿题库、口袋问答、家长帮、学习宝、作业帮等主要针对中学生

教学，针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医学生的教学平台尚未发现有成熟运用，且缺乏

一线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念付诸实施。

医学教育分为公共基础课程群、专业基础课程群和专业课程群。临床本科



专业一般学制 5 年，学时数 3200 左右；护理本科专业一般学制 4 年，学时 2900

左右。临床课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救、老年、精神、传染等

15 门左右课程，且具有知识量大（例如仅内科有呼吸、循环、消化、血液、

内分泌、神经、泌尿、风湿等）、知识抽象、知识覆盖面广（要想理解知识必

须对基础课例如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药理等），课堂内讲透、理解临床

医学知识是非常困难的，必须有知识的补充。

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关心少数民族教育，新疆维吾尔族学生大量进入汉语

学校学习人数逐年增多，以我校为例，2011 年进入我校就读的学生为 7 人，

2012 年为 12 人，2013 年为 37 人，2014 年为 56 人，2015 年为 83 人，2016

年为 107 人，2017 年为 119 人，2018 年为 128 人，2019 年为 131 人。由于文

化差异，专业临床课学生补考率达到 85%以上，尽管教研室针对维族学生给予

辅导，但补考率、重修率下降却不明显，考虑主要和语言沟通障碍导致理解表

达能力下降，迫切需要维语对关键知识点进行更好的解释。

当前，高等教育正处于互联网+教育时代，“大数据时代”、“5G时代”、“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正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教育习惯。

未来教育必然是架构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将直接在学习环境、教学内容、

教师角色等方面引发教育的重大改变。移动平台教育对于补充医学生学时不

足、知识较难掌握等方面具有非常好的补充作用。

“速课网”将成为大学生学习行为实现数据化的利器。速课网是一个

基于移动教学应用的网络平台，主要采用 H5制作方式，基于重点、难点、疑

点、扩充点等快速制作属于自己的移动教学课件。它能帮助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打造移动线上课堂并建设适合移动端学习的创新型资源，强化翻转课堂与混

合式教学，轻松实现资源建设、课前预习、课堂测试、课后复习、点名签到

等教学任务，并结合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实时记录学生学习行为，为教学教

改提供数据分析基础。本课题为了解决医学生尤其是维族医学生的教学问题，

专门制作汉语和维语的“双语速课”平台。



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改革内容】

1. 课程内容建设方面

1.1 甄选课程内容 把内科护理学进行盘点，首先制定现有课程标准，

从课件美观度、内容有效性、学习量等多维角度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课程

标准，全盘梳理现有课程资源，按照课件学习率进行分级管理，并评估全部

课件。针对不同的重点、难点、疑点、扩充点等，选取合适的一种或者多种

方法，恰当运用信息技术，选取适当的技术呈现形式，如图片、动画和声音

等，特别强调技术的目的在于辅助学习，以最适合的方式来展现内容。

1.2 移动教学课件制作 基本内容有 PPT 语音课件转化、创作型课件、

教学轻课件制作。首先，根据课程制作内容，如所涉及的知识点、重点、难

点等来制作教学课件；其次，制作原创课程，从学生的需求出发，结合学生

的学习习惯应用场景来设计和制作内容；第三，以学生为中心制作课程，教

师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开发的课程，制作图文并茂的速课课件；最后，找精通

维语的老师和学生对课件进行维语翻译制作，制作成适合维族学生学习的速

课课件。

1.3 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试题库、课件、教案等内容。

2. 速课平台建设方面

2.1 完善平台相关设计 平台数据要求有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静态特

征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入学分数、专业等个人信息；动态特征包括主要

有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学生反馈及教师点评

等。对速课网平台进行教学设计，要求既可以运行在 pc 平台上，也可以运

行在安卓、ios 等移动平台上，具有跨平台的特性。

2.2 对数据预处理 将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进行清洗、数据集成、数

据交换、数据规约等，保障数据准确有效。

2.3 从多种方法和多角度进行分析数据。拟采用分类、关联规则和聚类

分析三种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并构建速课网平台模型。

3.实验方面

3.1 实验对象 课程选用临床护理课，学生选用护理学院在校学生做为

研究对象，实验组为校本部学生，采用速课网内容结合传统线下教育。对照



组为 “2+2” 校外教学点学生（深圳龙华区人民医院、深圳宝安区人民医

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惠州中心人民医院 4 个校外教学点，共约 120

名左右学生，与校内学生是统一招生，且前 2 年基础课统一在校内上，第 3

年临床课进入教学医院学习），采用传统授课模式教学。维族学生学习效果

分析以使用“双语速课”前后对比，实验组为 2019、2020、2021 级学生，

对照组为 2016、2017、2018 级学生。

3.2 重视过程化评估 学生课前进入速课网预习学习内容并签到，课堂

上深化教学内容及难点、重点，课堂小组讨论，课后速课网上课后作业及测

试，线上答疑，课后拓展阅读。

4．验证速课网学习平台模型，指导教学。根据教学数据分析，发现学

生课堂学习规律，分析学习特性，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

【改革目标】

1. 阶段性目标

项目分三年实施。第一阶段，以《内科护理学》为例，开展“双语速课

网”平台体系模型构建。第二阶段，在护理专业 2019 级学生中使用此平台，

收集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完善网络平台模型。第三阶段，根据反馈再次

完善速课平台建设，并归纳总结成果。

2. 总体目标

获取护理学生理论及实践教学完整学习情况，探索学习行为模式及规

律。进行校内及省内医学教育学校推广，构建医学速课网体系，完善速课网

络平台建设，为进一步的课堂管理和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 速课体系的构建 平台简单易操作，并且既可以运行在 pc平台上，

也可以运行在安卓、ios 等移动平台上。

2. 速课内容甄选标准及移动教学课件制作标准 甄选切实能帮助医学

生尤其是维族的医学生学习内容，设计获取和抓住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学习

兴趣，设计相关的学习、活动、资源，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品质、提高学习

者的自信心、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3. 收集正确的学习数据 数据源可能来自不同的应用系统，数据存在较

大的差异，直接使用会严重影响数据质量，因此数据的处理工作非常重要。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

移动速课体系构建

教学效果评价：实验组为大学校本部学生，采用速课网内容结合传

统线下教育。对照组为“2+2”校外教学点学生，采用传统授课模式

教学。维族学生学习效果采用“双语速课”前后 3个年级学生对比。

相关概念及理论研究

速课平台教学设计，阐述各环节（课前、课中、课后）及各要

素（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资源）

以内科护理学为代表课程进行维语和汉语“双语速课”建设

挖掘数据，完善模型。

撰写论文，调研报告，对自创教学资源申请专利等，发表研究成果。

将研究成果在校内、省内和国内高校进行推广



【实施方法】

1.文献分析法

在研究初期，查阅与“移动教学”、“互联网+模式”“速课”等主题相关

的文献，整合当前的研究成果，得到目前移动教学的研究现状，为本项目的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支持向量机：拟采用支持向量机（SVM）方法分类、关联规则和聚类分

析等方法进行数据挖掘，构建速课网平台模型。

SVM 方法适合于解决二分类模式识别问题，尤其是针对小样本、非线性

和高维模式识别问题。以线性可分问题为例，SVM 的基本思想如下图所示。

图 1 最优超平面

关联规则：令 I={i1， i2，……，id}是购物篮数据中所有项的集合，

而 T={t1， t2，……，tn}是所有事务的集合。每个事务 ti 包含的项集都

是 I 的子集。在关联分析中，包含 0 个或者多个项的集合被称为项集

（itemset）如果一个项集包含 k个项，则称它为 k-项集。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非监督学习的很重要的领域。本课题拟采用

KMeans 算法。

3.问卷调查法

在了解学生及教师对于移动教学使用前、使用后态度调查时，主要采用

了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星发放、收集问卷，整理、统计、研究回收结果，

最终获得所需信息。

4.访谈法

通过访谈对调查问卷难以涉及的问题作补充说明，全面的了解受访者的观点



看法。

【实施计划】

1. 2019.09 查阅文献，进行综述，初步设计研究方案。

2. 2019.10 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案。

3. 2019.11-2019.12 构建速课网平台总体框架。

4. 2020.01-2021.2 速课体系的构建，主要有甄选授课内容，制作 PPT

语音课件转化、创作型课件、教学轻课件、微视频等，制作与教学主题相关

的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学生反馈及教师点评等。

5. 2021.03-2021.09 对内科护理学教学内容中应用速课网结合传统教

学模式，对教学效果进行线上线下等各方面进行跟踪及评价，并对 AI 大数

据进行挖掘。

6. 2021.10-2021.12 教师及学生进行调查及访谈。

7. 2022.01-2022.03 整理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重点是学生考试

成绩、护士资格证考试成绩、授课满意度调查、用工单位满意度调查进行分

析，再次完善平台建设，完善速课平台模型。

8. 2022.04-2022.08 撰写论文、申报专利等。

【可行性分析】

1. 项目负责人简介

项目负责人：硕士学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承担健康评估、内

科护理学、护理教育学等教学任务。主要研究方向：糖尿病护理及护理教育

学。任职情况：“双学科”带头人；教研室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广东省

护士协会糖尿病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护理与智能化分会委

员。近期主持省级资助课题 1项，市级资助课题 1项，两项课题已经顺利结

题，并申报相关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2项。主持校级内科护理学资源库

建设和急危重症护理学资源库建设。获得校教学成果奖优秀奖。由此可见，

负责人具备相关课题建设经验，具备完成课题的能力。

2. 主要参与人简介

项目组成员结构合理，成员有护理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并为护理学院

学科带头人，能协调学校资源并能给予一定经费支持。有 5位专业课资深教

师加入，能胜任相关知识建设。项目组成员有“速课网”建设，试题库建设、

在线网络课程项目建设、blackboard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在线资源共享课



建设、多媒体病例资源库建设等多项网络建设经验并获得相关奖励。另有专

业网络教学平台公司的加入，为平台建设和数据分析提供有力保障。以上说

明项目组具有完成“速课网”建设的能力，能很好完成课题建设。

3.合作单位简介

合作单位一：力拓网络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信息化研究及教育软

件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教育部的协同育人单位。同时

也是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双软证书企业。先后推出教学资源库、在线教学、

在线考试、网络教学、创新式 MOOC 平台等系列教学软件，同时参与多门课

程的 MOOC 资源、微课资源等多媒体课件开发。拥有 100 余款自主开发的软

件产品，超过 10款高新技术产品。

合作单位二：艾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可穿戴医疗设备和

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资金雄厚，与多所知名高校合作成立研发实验室，云

集了临床医学、电子光电、自动化及计算机等多方面的博士后专家和专业人

才，拥有强劲的科技开发实力和雄厚的技术人才储备。近年致力于“互联网

+可穿戴式移动智能监护系统”和智慧健康养老平台建设，已经建成智慧养

老云平台和智慧健康管理云平台。公司提供平台服务和挖掘数据服务，并能

提供部分资金支持。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预期成果】

1. 构建“双语速课”网模型 主要有甄选授课内容，制作 PPT 语音课件

转化、创作型课件、教学轻课件、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学生反

馈及教师点评等。要求课件至少以汉语和维语两种语言呈现。

2. 完成调研报告 对汉族学生和维族学生教学效果进行线上线下等各

方面进行跟踪及评价，教师及学生进行调查及访谈。进行统计分析，重点是

学生考试成绩、授课满意度调查、用工单位满意度调查进行分析。

3.专利 1项

【实践运用预期】

1.改变现有教学模式，有效帮助学校、教师和学生提升移动教学效率、

创建移动教学体系、实现知识兑现。使学生由原来被动的接受知识变为主动

积极的获取新知识，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



2.向新疆维吾尔族学生推广临床医学双语速课网平台，帮助维族同胞更

好掌握医学知识，促进维族医学发展，通过知识的沟通促进民族之间沟通交

流。

3.“双语速课”网建设初期在护理学院护理本科(含维族学生)中使用,

后推广至学校及省内医学院校使用,最后推广至医学院校尤其是有维族学生

的医学院校中使用，鉴于内科护理学速课在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

等专业医学专业课中通用性较强，可复制到其他专业内科学习中。

4.内科护理学在外科、妇产科、儿科等课中具有可复制性，双语速课可

推广至医学院校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中使用。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建设课件上手极其简单 通过速课网，无需掌握复杂的移动编程

技术，就能简单、轻松制作基于 H5的精美移动交互式微课件。

（2）课件兼容性高 速课网基于 H5技术进行深度优化，只需要一次建

设好之后，就可以在各种现代化的网络设备中学习，课件兼容性非常高。

（3）学生主动参与感强 速课网提供多样化的创意动画与教学组件，

为课件快速集成各类教学交互设计。通过速课网提供的机制，所设计的移动

微课件融入动画特效、流行词句，强化学生学习兴趣与参与感。

（4）《内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学生重要的临床课，基于该课程建立的

学习模型具有代表性和可复制性，可拓展到其他课程尤其临床课程中或其他

高校课程建设中。

（5） 基于维语和汉语的双语速课，可帮助维族学生自学，也可以促使

汉族和维族学生小组互助学习。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1）基于“速课网”建设 H5 课件 10 个，试题库 15 个，并与清华大

学“雨课堂”签约线上推广；

（2）内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精神科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有

成熟的在线资源平台；

（3）《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151 在线网络课程；

（4）《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blackboard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5）《五官科护理学》多媒体病例资源库建设；

（6）基于 blackboard 的无纸化多媒体试题库的建立及应用；

（7）发表《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状况的调查分析及对策》、

《基于 blackboard 的无纸化多媒体试题库的建立及应用》等；

（8）教育部在线教学中心 2018 年度智慧教学之星；

（9）《眼科护理学》雨课件荣获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优

秀电子教材；

（10）2019.5 “基于雨课堂的眼科护理学 PBL 教学课件”荣获中华医

学会教育技术成果（课件类）三等奖；

（11）主编科学出版社《内科护理学》及《健康评估实验指导》教材。

（1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号：2016SR020073。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广东医科大学是广东省属重点建设院校，1991 年获广东省办学水平评

估一等奖，2005 年被教育部评定为本科教学水平优秀院校，现已成为广东

省高素质医学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我校开办护理教育已有55年历史，

前身是创建于 1965 年的“湛江医学院护士学校”，我院护理学专业为国家

级特色专业，校级示范专业，每年招生 550 名左右，学校对护理专业给予

很多的优惠政策

广东医科大学护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8 年通过省级重点实验室

验收，验收为优秀通过，示范中心汇集一批 CGA 健康评估系统等设备，供

教学科研使用。我校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临床模拟中心



之一，2006 年获得广东省高校实验示范中心，为实验教学提供有力保障。

我校科研经费充足，对于省级课题有相应资金配套，我校高等教育研

究所对课题管理严格规范，能确保课题按时保质量完成。

目前完成课题缺少平台数据挖掘人才，可通过和专业网络公司合作解

决。

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1）张洪等. 2013 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SILVERLOY 产品及中药洗剂

联合用于糖尿病足护理的研究。经费来源及金额：广东省科技厅 5 万，广

东医学院配套 5万。目前项目已经顺利结题。

（2）张洪等.2012 年东莞市科技局资助课题.SILVERLOY 用于糖尿病足护

理的研究。经费来源及金额：东莞市科技局 5万。目前项目已经顺利结题。

（3）张洪等. 2015 年广东医科大学科技处。东莞社区中老年阶段对养老

需求的研究。经费来源及金额：广东医科大学 0.8 万。目前项目已经顺利

结题。

（4）张洪等.2011 年广东省教育厅。护理学专业本科男护生素质培养中

“能力本位”教学法研究与应用。目前项目已经顺利结题。

（5）张洪等. 2017 年广东医科大学，内科护理学资源库建设。目前已建

成。

（6）张洪等. 2018 年广东医科大学，急危重症护理学资源库建设。目前

正在建设。

（7）刘琼玲等.2017 年广东医科大学，妇产科资源库建设。目前已经建

成。

（8）李雪洁等.2016 年广东医科大学，精神科资源库建设。目前已经建

成。

（9）《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151 在线网络课程。

（10）《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blackboard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11）《五官科护理学》多媒体病例资源库建设。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10（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数据采集费 3.0 建设平台、速课

2. 图书资料费 0.5 购买图书及影像资料

3. 交流合作费 1 会议费、差旅费

4. 设备费 1 购买 U盘及录像设备

5. 劳务费
1.5 请平台制作专家及翻

译维语专家

6. 其他
1 论文版面费、印刷、专

利申请

7. 专家咨询费
1 咨询速课建设及维语

翻译事项

8. 间接费用 1 管理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