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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compa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key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nd local medical college,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ause the same one course having the different form and the effect of the learning.
Then, we discuss these factors in detail from many aspect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olleges by china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2014 ,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ype, skills of the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 teaching reform. Throughout this paper, we can find
tha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 is very bad, but, under the
national new policy of transformation, the reform of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in
local medical college has encountered an unprecedented good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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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对比分析法，将重点综合性大学和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
课程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对比的结果显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有着许多因素造
成了同一门课程开设形式、开设效果的巨大差异，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结
合当下教育部提倡地方高等院校转型政策，本文还探讨了如何接轨应用型、技能型的
《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通过本文，将会发现，当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
物理学实验》课程现状堪忧，但是在国家新的转型政策刺激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
物理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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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我国各类医学院校开设的必修类基础课程《医学物理学实验》，是《医学物理
学》课程理论教学的配套教学内容。该课程的开设必要性可以从两方面简单论证，第
一，物理学作为实验性科学，所有的理论必须经过实验验证才能被认可和接收学习。
因此，作为大学物理在医学院校的具体应用，
《医学物理学》必须要开设配套的实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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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二，从医学院校特点来讲，医学院毕业生从事医疗相关工作，大部分都是操作
性非常强的，因此在所有非人文类学科学习中，对于医学生的技能有较高要求。这也
[1,2]
是为何，在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和教育部做出鼓励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为技能型、
应用型高校时，地方医学院校作为首批试点院校的原因。既然地方医学院校转型势在
必行，那么作为服务性学科的《医学物理学实验》在课程教学上，必须要经过一些改
进才能更好地适应地方医学院校的功能转换。在完全梳理《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教
学改革之前，本文认为十分有必要对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开设现状
及其中弊端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对我国目前医学院校物理实验课程现状进行整体分析，
然后对地方医学院校物理课程进行详尽介绍，特别是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最后，对
结合应用型和技能型培养目标，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可能进行的改革进行前瞻性梳理。
2. 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开设现状对比研究
《医学物理》与《医学物理实验》属于交叉学科,是应用物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把
物理学理论及物理学技术应用于医学诊断,医学治疗及疾病预防的学科领域。在所有医
学类院校中，往往是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程。但是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医学院校，
其开设现状是参差不齐的。在重点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等，将医学物理实验作为大学物理实验的一种，结合这些学校强大的财政、
师资等优势，医学物理学实验项目的开发和实验课程上课形式都非常科学。以复旦大
学的精品课程，
《医学物理学实验》为例[3,4]，复旦大学公布的医学物理学实验教学
组有 6 名专职教师，承担全校医学生的物理实验教学，下表是该校 2016 年开设的物理
实验项目
表 1 复旦大学医学物理学实验项目设置
实验 1
实验 3
实验 5
实验 7
实验 9

弯曲法测人造骨杨氏模量
眼睛的光学原理及物理矫正
人耳听阈、痛阈曲线研究
A 型超声探测及 B 型超声成像原理
核磁共振基础及成像原理

实验 2 毛细管法测液体黏度
实验 4 压力传感器特性及血压,心率测量
实验 6 心电图机技术指标的测量及使用
实验 8 X 射线特性研究及透视\X-CT
实验 10 设计性研究性实验

其中实验 10 设计性研究性实验项目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物理与医学知识的交叉运用能
力、动手能力、研究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创新意识。可选范围很广，例如：医用监
护仪模拟组装、肺呼吸模型实验装置研制、肺呼吸顺应性曲线实验设计、脉搏计数器
组装、家用自主听阈曲线测量装置研究、心电图波谱分析、A 超测量杨氏模量及验证声
反射规律、血栓与血压关系的模拟研究等。作为必修的《医学物理实验》共 36 学时，
9 至 10 个实验项目，每个实验项目 4 学时，每个实验台 1 到 2 人操作仪器，自主预约
制度。
作为对比，在表 2 中列出了笔者所在医学院校，湖北医药学院（湖北十堰）医学临床
专业开设的医学物理实验项目及基本信息
表 2 湖北医药学院医学物理学实验项目设置
实验 1 拉伸法测量钢丝杨氏模量
实验 3 金属导体的温差电现象
实验 5 显微镜放大倍数的测量

实验 2 奥氏粘度计测量酒精粘度系数
实验 4 衍射法测量光波波长
实验 6 基本电子仪器的使用（万用表）

本校只有一名专职实验教学的教辅 1 人，兼职教师 3 名。实验总共学时 18，共开设 6
个实验项目，每个实验项目 3 学时，每个实验台四到五人，不能预约。作为实验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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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湖医药物理实验室还拥有以下几个实验项目可选：人耳听阈、痛阈曲线研究；变
温法测量液体粘度；基本电子仪器的使用（示波器）；温度传感器箱。
3. 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表 1 和表 2 及其课程说明，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地方医学院校相对重点大学医学
物理学实验的主要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 3：地方医学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医学物理学实验》差异对比
对比项目
实验专职师资
实验项目数量
实验项目类别
实验仪器操作人数
实验课程选课形式

地方医学院校
较少
较少
经典物理
4—5 人/台
无法自选安排时间

重点综合性大学
较充足
充足
经典物理+近现代物理
1—2 人/台
自选安排时间

造成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的主要问题，有着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因素。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客观上，地方医学院校受到体质，财政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一些内地地方医学院校，
在上级管理部门的统筹安排下，对实验仪器的购置、报废等手续相对僵化且效率偏低。
这些造成了物理类实验仪器的添置在地方医学院校显得比较繁琐，客观上造成了实验
项目相对落后[5]。
主观上，地方医学院校的领导，对公共类基础课程的理解不科学，认为地方医学院校
是服务地方经济，不需要学习太多非医学相关知识。人为地造成医学物理实验课程教
学学时，教学师资等因素落后。在物理理论学时无法保证相关内容讲解的前提下，直
接开设近现代相关的医学物理实验是无法完成的。另外，地方医学院校对实验课程自
选形式的不重视，也造成了实验课程僵硬缺乏科学地利用率[6]。
学生层次上，地方医学院校招收的学生层次相对于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有不可忽略的差
距。这就造成了很多时候，地方医学院校开设《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时，需要考虑
到学生对实验仪器人为的破坏性，因此往往会开设一些耐用性很高的实验项目，而这
些实验项目更多地集中在经典物理学[7]。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就是，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现状堪忧，开
设内容不科学，师资欠缺，仪器购置效率低下，学生反应极其乏味，恶性循环地造成
主管领导更不重视医学物理实验。
4. 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与应用型、技能型接轨的改革
在地方医学院校转型势在必行的前提下，
《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的如何更好地与应用
型和技能型医学生接轨，是每个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因此，在如此强大的外因作用
下，地方医学院校课程改革遇到了一个好的机遇。对《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而言，
做好应用型、技能型培养模式的接轨，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地方医学院校应该借此转型机遇，引入科学的选课制度，将学生自主性选课机
制引入。这样学生可以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结合医学相关知识的学习，更好地操作医
学物理实验。同时还有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调动[8]。
第二，地方医学院校应该借此转型机遇，将医学物理学和医学物理实验进行一次综合
性科学调研和改革，对授课内容，实验项目，理论学时的删减及实验项目的增减进行
细致地调查。因地制宜地给出符合本校发展模式的物理教学形式[9]。
第三，地方医学院校应该借此转型机遇，将附属医院的近现代物理相关医学仪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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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梳理，彻底改进医学物理实验项目滞后等现状。只有跟学生今后技能相关地实验
项目才能真正为学生所关注和有兴趣[10]。
第四，地方医学院校应该借此转型机遇，将医学物理实验设计性实验同重点综合性大
学进行接轨。重点综合大学开设的设计性应用型医学物理实验，从本质上就是结合临
床技能和应用的相关知识。但是这种转变需要学校相关领导科学对待物理实验的功能，
需要政策和财政的高效支持。
5. 结论
本文通过地方医学院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实验项目的对比，
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有着许多因素造成了同一门课程开设形式、开设效果的巨大差异，
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结合当下教育部提倡地方高等院校转型政策，本文还
探讨了如何接轨应用型、技能型的《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通过本文，将
会发现，当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现状堪忧，但是在国家新的转型
政策刺激下，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物理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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