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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医学教育网络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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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继续医学教育是提高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整体素质、加快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提升诊疗
水平及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以“学习自主化、管理规范化、评估标准化”为建
设目标，构建“一个管理平台、一个考核平台、N 个名老中医传承学习库”的“1＋1＋N”模式，提高
中医药继续医学教育的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实现教学与教务管理相融合、学习过程和考核过程相融
合，带动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
室等建设工作，提升中医药人才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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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Platform for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WANG Lan1, LIU Zhong-xing2, JIANG Jing-rong1, YOU Yao-dong1*
(1.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2, China; 2. Chengd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is the basic work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ospital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promot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level and abilit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takes “learning autonomy,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ization” as its construction
goals, builds a “1+1+N” model of “a management platform, an assessment platform, and N famous TCM
inheritance learning libraries of TCM veteran and famous doctors”,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work
efficiency of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CM,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assessment process, and driv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ized training base for resident doctors, the national training base for high-level
TCM talents, and the inheritance studios of national TCM veteran and famous docto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TCM talents.
Key words: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TCM;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network platform
继续医学教育是一种以新理论、新知识、新技

行增新知识的教育，提高专业技能、工作能力和创

术及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更新教育，是随着世界医

新能力，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等。在知识信息爆炸时

学科技的飞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多样的终身性

代，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继续医学教育规模逐

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的任务包括对专业技术人员进

步扩大，覆盖率和受教育率不断提高，教育形式多
样化、管理规范化、评估标准化是目前的主要需

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

求，需要创新继续医学教育方法 [1] 。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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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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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在继续医学教育档案管理、学分审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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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普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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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信息化手段相融合的继续医学教育模式，包括
[2]

自行开发在线学习课程 、慕课教育模式

[3-4]

等网络

资源，同时搭建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管理实现规
极性与满意度

Vol. 45

No. 5

功能，学院管理平台实现制定轮转计划、制定培训
目标、制定考核指标、监管轮转情况、在线培训、
考勤管理、发布通知、统计分析等功能。
对外培训系统是针对来本院进修人员使用的在

范化、流程化、专业化，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积
[5-6]

Oct. 2021

线平台，并将学员培训过程中涉及的审核管理、过

。

1 医院继续医学教育现状

程管理、结业管理进行电子化评审，方便教学管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本院”）

理。包括个人培训平台实现注册报名、进修记录、

作为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基地、国家中医药高层次

在线培训、出科考核、数据导出打印等功能，学院

人才培养基地、国家中医（中医全科）住院医师规

管理平台具备制定考核指标、在线培训、结业管

范化培训基地及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是我国

理、发表通知、统计分析等功能。

中西部地区中医药特色突出、临床学科门类齐全、

学分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学分计算维护、统计分

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区域影响力明显、综合实力雄

析、电子化存储、数据导入导出等功能，可根据人

厚的中医医疗中心、科教中心和治未病中心。在繁

员的进修情况、培训情况、论文情况、科研情况等

重的临床医疗压力下，积极开展了各类别人才培

自动统计学分。根据专业技术类别、学历层次、学

训。2017－2020 年，共获批并举办国家级中医药继

科专业、年度等不同要求生成学分查询统计报表，

续教育项目 61 项、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100

提高学分管理效率。

项，培训省内外人员逾 1.4 万人次，对各级医院中

人才培养系统适用于各类别人才培养项目，包

医人才培养起到助力作用。

括师承、优才、西学中等，系统根据不同项目导入

2 医院继续医学教育构建模式

考核指标，对应灵活配置各项考核表单，供考核人

本院以“学习自主化、管理规范化、评估标准

编辑填写存档。配套提供相关资料上传功能，包括

化”为建设目标，推动继续医学教育信息化建设，

学习心得、临床医案、跟师笔记、论文/著作发表

建成“1 个管理平台、1 个考核平台、N 个名老中医

等，对完成情况提供各类查询报表的统计和导出。

传承学习库”的“1＋1＋N”模式，提高继续医学

2.2

1 个考试平台

教育的管理水平、工作效率，扩展覆盖人群，实现

考试平台包括题库和考试系统两大板块，同时

继续医学教育教学与教务管理相融合、学习过程和

支持 PC 客户端、PC Web 端和移动端。题库包括医

考核过程相融合。

学“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

2.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执业医师、执业护士、

1 个管理平台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档案管理是继续医

执业药师等多类型考试。其中医学“三基”覆盖各

学教育中的重要一环，但存在认识不足、制度建设

知识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覆盖国家设置的

不够、存放保管环境欠缺、工作量繁重等问题，利

28 个专业及亚专业；执业医师/护士/药师题库覆盖

用信息化网络等现代技术，进一步提高继续医学教

执业医师历年真题及模拟试题，执业医师同时覆盖

[7]

育档案管理效率势在必行 。本院继续医学教育网

临床、口腔、公共卫生、中医、中西医结合 5 个方

络平台共包括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外培

向。题型分类全面，支持 A1（单项最佳选择题）、

训、学分管理、人才培养 4 个子系统。

A2（病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A3/A4（病例组合型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统围绕临床住院医

最佳选择题）、B 型（标准配伍题）、X 型（多项选

师各项培训工作，细化住院医师的整体培养过程，

择题）、C 型（综合分析选择题）、填空题、判断

将数据进行量化储存、统计和分析，使医院的培训

题、简答题、名词解释题，均符合国家考试要求。

工作能够更加规范化、具体化、标准化，在培训医

考试系统具备以下特点：⑴组卷模式灵活：针

院内部充分实现信息共享，加强信息实效性。包括

对模拟训练、正式考试等不同出卷要求，管理员可

个人培训平台实现公布轮转计划、轮转记录、在线

按照题库、专业、难易度等方式建立跨知识点的试

培训、出科考核、考勤请假、数据导出打印、双向

卷方案，同时支持试卷预览、输出打印，满足考

评价等功能，科室管理平台实现带教分配、在线培

试、培训、学习等不同应用需要；⑵成绩管理便

训、在线考核、审核记录、考勤管理、双向评价等

捷：理论考核实现客观题系统自动判分与主观题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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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老师在线评分，技能考核实现系统自带评分表单

表 2 2017－2020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与评分表单自动维护，考官扫码评分，考核成绩自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情况（人）

动核算，所形成的试卷成绩可批量导出，考生考卷
可批量下载，可根据考生类别、学历层次、考核版

协同基地 1 协同基地 2

社会化学员

单位委培

招生

学员招生

招生

招生

年份

合计

块等条件导出相应的成绩分析情况。

2017 年

29

71

42

6

148

2.3

2018 年

11

68

35

2

116

在多种继续医学教育资源并存的情况下，保证

2019 年

9

67

36

4

116

优质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取得较好的教育质

2020 年

9

61

17

5

92

N 个名老中医传承学习库

量和教育效果，这是继续医学教育工作中必须重视

表 3 2017－2019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8]

的问题 。通过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围
绕全国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或技术专长，完整、清

卫生技术人员学分审核情况
年份

总人数

Ⅰ类学分人均学分

Ⅱ类学分人均学分

2017 年

809

18.4

22.9

2018 年

836

20.8

22.5

依托名老中医工作室网站，实现以下继续医学

2019 年

835

23.1

22.1

教育培训功能：⑴在线音视频直播、录播上传等，

4 结语

晰地录制全国名老中医开展的临床（实践）、带
教、授课、查房、访谈、讨论等相关活动，供特定
学员网络培训使用。

可在线交流、互动；⑵通过会员系统，实现对青年

依托继续医学教育网络平台的“1＋1＋N”模

医生的传承培训、继续医学教育课程的学员网上招

式，带动了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

募与报名；⑶围绕工作室临床成果、特色名方、院

家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名老中医传承

内制剂等，通过音视频＋图文的形式实现内容发

工作室等建设工作，并逐步向西部地区推广，扩大

布，扩大传播效应。

继续医学教育覆盖面及医院影响力。

3 继续医学教育网络平台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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