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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适用于 2019 级）

【专业名称】 健康管理

【专业代码】 620801

【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办学层次】 高职

【学 制】 基本学制 3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面向医药卫生行业发展需求，掌握医学免

疫学、实用医学基础等基本理论、健康评估技术、健康体检与慢病管理、客户管

理等基础知识，具备大数据平台搭建与运维、数据采集与分析、程序开发与应用

等实践能力，能够从事健康咨询与服务、健康教育与培训、智慧健康项目管理等

等岗位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职业面向

表 1 健康专业职业面向

专业大类

（代码）

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医药卫生

大类(62)

健康管理

与促进类

(6208)

卫生(84)

社会保障

（94）

健康管理师

（4-14-0

2-02）

健康咨询与服务、

健康教育与培训、

智慧健康项目管理

健康管理师

三、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

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文化素质：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能力，塑造

完善的文化品质和良好的思维机制，使其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具有较强的

适应企业发展变化的能力，能很快适应岗位要求，有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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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具

有敬业精神和职业荣誉感，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具有专心专注、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协调能力和创造能力；

具有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服务意识、环保意识。

2.知识要求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

（2）掌握健康管理学知识；

（3）掌握健康监测、健康评估知识；

（4）掌握健康教育与促进知识；

（5）掌握临床医学基础知识；

（6）掌握预防医学知识；

（7）掌握营养保健学知识；

（8）熟悉康复医学和统计学知识；

（9）了解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

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健康监测、健康风险评估能力；

（4）具有健康教育与培训能力；

（5）能够进行营养与保健指导；

（6）能够协助医生开展慢性病病人管理，实施健康干预方案，开展健康随

访；

（7）能够进行健康信息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及应用，管理健康档案；

（8）具有健康相关产品营销能力；

（9）具有良好的计算机办公能力。

四、课程设置

基于医药健康产业中的高端行业与高端岗位对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创

建了“育训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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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劳动教育、思政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学生培养全过程，形成了具有

区域产业特色的职业教育终身学习体系。依据人才成长与认知规律，按照职业基

础课程、专业课程、单项技能训练、综合实验技能训练、顶岗实习五个阶段，以

对学生健康评估、健康教育与促进、健康管理等专业能力的培养为主线，构建了

“三线融合职业综合能力递进”的专业课程体系。

按照课程类别分为职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按照课程性质分为

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按照课程类型分为理论课程、理实一体课程和实践课程，

按照考核类别分为考试课和考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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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结构（如下图）

⑤

④

③ ③

②

②

①

职
业
基
础
课
程

（
共4

2

学
分
）

1.大学英语（6） 7.职业基础数学（2）

2.体育与健康（7） 8.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Ⅱ、Ⅲ（1）

3.计算机文化基础（3） 9.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3）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 10.职业形象礼仪训练（2）

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4） 11.心理健康（1）

6.形式与政策（1） 12.理工数学、传统文化与语言、综合模块（9）

专
业
课
程
（
共9

7.
5

学
分
）

综合实践项目

课程（4.5 学分）

毕业教育（0.5 学分）、毕业设计（论文）（2学分）

入学教育（0.5 学分）、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Ⅰ（1学分）

顶岗实习（24 学分）

拓
展
课
程
（
共1

3.5

学
分
）

专业

选修课程

（8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5.5 学分）

第二课堂

（8学分）

1.劳动实践（2） 3.创新创业项目（2）

2.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2） 4.专业竞赛（2）

1.学习筑梦（1）

2.职业素养养成训练（1.5）

3.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N（3）

1.中医养生保健（2）

2.预防医学（2）

3.康复医学（2）

4.药物与健康（2）

5.健康营销（2）

6.健康保险法规（2）

7.医学统计学（2）

8.常见病诊断与用药指导 B（2）

1.生物化学 A（3）

2.医学免疫学（3）

3.人体解剖学（2.5）

4.医学微生物学（2）

5.人体生理学 B（3.5）

1.健康评估技术★（4）

2.健康体检与慢病管理★（4）

3.营养与保健★（3）

4.健康教育与促进★（2）

5.健康管理实务★（3）

6.健康监测技术★（3）

7.客户管理★（2.5）

8.健康心理学（2）

9.中医学基础（3）

10.实用医学基础（3.5）

11.实用药物学基础（2.5）

1.信息收集与统计分析能力综合实训（1.5）

2.健康危险因素干预综合实训（1.5）

3.家庭急救综合实训（1.5）

实
践
课
程
体
系

专业课程

（32.5 学分）

单项技能训练课

程（10.5 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

（14学分）

验

证

性

实

验

1.健康评估技术实训（1.5）

2.健康教育与促进实训（1.5）

3.健康体检与慢病管理实训（1.5）

4.营养与保健实训（1.5）

5.健康监测技术实训（1.5）

6.健康管理实训（1.5）

7.客户管理实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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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程说明

（1）健康评估技术（06030910）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问诊、常见症状评估、身体评估、实验室检查、

心电图检查、影像学检查和心理社会评估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健康

评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根据症状及辅助检查对被评估者做出初步健康

状态评价和护理诊断，写出完整的保健病历；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的职业操守

和社会责任感，为学生未来从事健康服务产业的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健康体检与慢性病管理（06030911）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健康查体中涉及的检查项目，重点介绍每个检查

项目的适应证、意义和标准，并附有实际病例，配以完整的报告解读。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健康体检的检查项目；掌握常见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的自我管理；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仁爱之心，为今后

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营养保健（06030912）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及营养素、各类食品的营养价

值及特殊功能、人群营养学基础、膳食营养与健康的关系、膳食结构与膳食指南

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营养与保健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具有运用食物和营养学知识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能力；训练学生具备

合理膳食、解决实际生活中与饮食相关健康问题的技能，为学生未来从事健康管

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健康教育与促进（06030913）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健康相关行为、健康教育行为改变理论、健康传

播方法与技巧、健康教育诊断、健康教育计划与干预、健康教育评价、特殊人群

健康教育、场所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教育等基本理论和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健康教育基本理论与方法，培养学生具备在健康管理工作中独立设

计、策划和实施健康教育与促进活动的能力。

（5）健康管理实务（06030918）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健康风险评估、健康管理相关法

律与伦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社区健康管理、学校健康管理、职业场所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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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家庭健康管理、健康体检、健康保险、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等。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健康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6）健康监测技术（06030919）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健康信息的收集方法与质量控制、物联网及互联

网技术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健康档案的建立与应用、健康管理过程中健康监测

方案的制定。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健康监测的相关理论与技能，增强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为学生未来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7）客户管理（06030920）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客户开发、客户价值分析、客户关系维护、客户

数据管理、客户营销技巧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如何进行客户开发、

客户维护及进行客户数据管理；具备对客户流失原因进行分析并提高客户开发、

维持和沟通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

3.专业方向课程说明

（1）中医养生保健（06030927）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中医养生基本理论、常用中医养生方法以及养生

方法实际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医养生学的概念特点；掌握中医

养生的原则；掌握精神养生、起居养生、运动养生、经络养生、食药养生基本方

法，能够因人、因时、因地制定中医养生计划，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2）预防医学（06030928）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疾病的分布规律以及制

定防治疾病、提高生命质量、延长寿命的对策和措施。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

握三级预防的医学理论；使学生能应用现代预防医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分析与环

境、职业及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并培养学生具备解决社区卫生保健问题的能力，

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康复医学（06030929）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现代康复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常见康复功能评

定、康复治疗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功能障碍评定方法和处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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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熟悉功能障碍治疗技术；了解功能障碍发生发展规律。培养学生辨证的和综

合的科学思维方法，拓展其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4）药物与健康（06030930）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药物与健康基本知识、药物对人体的治疗作用、

药物的不良反应、药物的相互作用、饮食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以及药物的选购与保

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药物对人体的作用、药物配伍禁忌；培养学生

具备指导人群正确使用药物的职业技能，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为今后从事健康

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5）健康营销（06030931）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健康市场营销的基本理念、健康市场调研与预测、

健康营销环境、健康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以及健康产品营销策略。通过本课程学

习培养学生具备在营销的过程中对营销对象进行精准定位的能力，采取无“污染”

的营销方法，避免营销中的资源浪费及对无关客户的骚扰以及不负责任采用搜索

引擎的方式进行推广营销，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6）健康保险法规（06030932）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保险法的概念及特征、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及渊源、

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保险代理法律制度、违

反保险法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责任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充分认识和

理解现行的保险法律制度，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7）医学统计学（06030933）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医学研究、公共卫生事业和卫生事业管理中的概

率论和数理统计原理和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运用统计学方

法和理念对健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8）常见病诊断与用药指导 B（06030527）

本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各类大众常见疾病的发生原因、主要症状及用药

原则及禁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见病的发病原因及合理用药的原

则；培养学生具备对常见疾病做出正确初步诊断，并根据诊断为患者提供正确、

有效药物处方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为今后从事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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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教学组织与评价

1.教学组织

（1）教学组织模式

构建了“三线融合职业综合能力递进”的专业课程体系，实施专业人才培养。

学生在前 4个学期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教学环节，第五学期完成毕业设计

及毕业答辩等内容，第六学期在校外实训基地进行顶岗实习。

（2）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对于专业基础课程：采用讲授法、演示法、讨论法、关键词卡片法等。

对于专业核心课程：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引导文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模拟仿真法、讨论法等。

对于单开实训课程：采用项目教学法。

对于顶岗实习课程：采用真实岗位实践法。

在教学过程中还辅以虚拟企业、多媒体教学、模拟仿真软件、网络教学平台

等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良性循环。

2.教学考核评价

完善教考分离制度，建立校企学习成果互认机制，以学习成果评价为核心，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为保证教学运行与教学质量，建立“三线、三级”教学管理与保障体系。

第一条线为教学副院长、教务科、专业教研室三级教学管理；

第二条线为分院书记、学工办辅导员、学生会三级学生管理；

第三条线为从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任课教师三级专业管理。

在此管理与保障体系下，采取“三提高、四考评”的教学质量监控措施。“三

提高”即通过集体备课、教研活动和教学竞赛提高教学质量；“四考评”即通过

教学检查、督导评课、同行听课和学生评教共同考核评价教学质量。

六、实施保障

1.师资队伍

本专业组建了高水平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专业带头人为博士、教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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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负责人，团队中专任教师 8人，专兼比 1:1，双师素质达 85%，高级职称

占 24%，硕士以上占 100%。团队教师中吉林省教育厅新世纪科学技术人才 1人、

全国轻工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1人，学院教学名师 2人。团队教师主持完成国家精

品课 1门，专业数字化资源课程 1项，参与完成国家教学资源库子项目建设 2

项。

2.实训条件

现有健康评估、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以及模拟药房等 13 个实验实训

室作为本专业学生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可以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和

动手操作能力；校外实习实训通过线上“云实习”软件进行管理。

3.教学资源

本专业目前开发的教学资源有在线课 3门，微课 109 个、电子课件 109 个，

以及试题库、评价表等其他课程资源若干。

七、毕业标准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同时必

须通过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毕业总学分达 153 学分，其中职业基础

课 42 学分，专业课程 97.5 学分，拓展课程 13.5 学分，达到上述标准方可毕业。

八、专业教学进程与学时、学分分配

1.职业基础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1）

2.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2）

3.拓展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3）

4.学期学分、学时明细表（附表 4）

九、专业教学工作委员会

序号 姓 名
专业教学工作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职务 职 称

1 徐亚杰 主任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2 张春玉 副主任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专业带头人 副教授

3 白淑华 委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院长助理 副教授

4 刘黎红 委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教研室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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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汤 勇 委员 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党委书记兼院长 教授

6 董玉福 委员 长春中医药大学体检中心 主任 副教授

7 王天宇 委员 美年大健康 总监 中级

8 王晓丹 委员 长春市健康教育中心 主任 高级

9 徐力 委员 长春市健康教育中心 科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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