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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案例导学模式教学法在临床骨科带教中的
应用效果分析
陈欣

案例导学模式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法是一种“以
问题为导向、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1]，
对于临床教学效果目前还在研究中，仅部分研究显
示案例导学模式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法效果显著，打

典型案例，介绍学习的重点，引导学习的路径；②让
学生先对案例进行预习与自学，鼓励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讨论；③在课堂上，对案例进行常规讲解并
提问，鼓励学生勇敢发言；④督促学生对所讲解的知

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目前已在一些高等医学院校中
逐渐受到重视。 本次研究探讨案例导学模式下的器
官系统教学法在临床骨科带教中的应用及对提高
教学质量的作用。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在义
乌市中心医院按照整群随机抽样2011级4个班共
110名临床本科医学生学生，其中男性67例、女性
43例；年龄17～25岁，平均（21.51±2.79）岁；符合本
次研究的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均为临床专业学
生；②均为按照规定进行常规性实习者；③按照正
常作息时间，无长期请假者；④研究对象知情同意
者。 排除标准：①专科或者研究生、博士实习者；②

识进行复习，组间讨论；⑤将疑难问题发到老师的邮
箱，借助网络途径为学生答疑；⑥见习示教，老师对
学生作出评价；⑦学生自我小结。 对照组仍延用传
统授课方法及临床见习带教，方法为：按照一般教学
习惯在第一节总论部分对骨科学作一概述，指导学
生如何学习，强调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 学生在病

年龄大于25岁，以及请假超过3 d者；③研究中途无
辜退出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55例，观察组中男性35例、女性20例；平均
年龄（21.23±2.34）岁；对照组中男性32例、女性23
例；平均年龄（21.78±3.24）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观察组运用案例导学模式下的器官系
统教学法进行示教，方法为：在第一节课上将班上
学生分为4组，每个小组10～12人。 根据五年制骨科
学教学大纲中骨科系统的教学要求，与学习挂钩的
病种都挑选出10个典型案例， 并为每位学生发放
“见习操作手册”，教学流程：①以书面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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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见习时如果遇到患者则进行现场见习，如果没有
遇到患者则通过观看录像及网络答疑等途径来进
行学习。 最后以问卷调查及知识考核的形式对两种
教学方法做出评价。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 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 设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知识考核得分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知识考核得分比较/分
组别

病历分析

总分

观察组

62.32±21.25

基础知识

28.11±6.13*

86.21±33.17*

对照组

62.13±19.14

23.34±5.25

74.34±25.3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观察组的病历分析得分及总分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18.54、
31.55，P均＜0.05），两组在基础知识考核得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8，P＞0.05）。
2.2 案例导学模式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法问卷调查
学生评价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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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案例导学模式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法问卷调查学生评价结果/例（％）

问卷项目

不清楚

效果不大

效果一般

效果明显

提高学习兴趣

1（1.82）

5（ 9.09）

20（36.36）

29（52.73）

提髙自学能力

4（7.27）

9（16.36）

20（36.36）

22（40.00）

促进与师、生的交流

0

4（ 7.27）

16（29.09）

35（63.64）

提高师生间交流能力

0

6（10.91）

15（27.27）

34（61.83）

提高与患者的交流能力

1（1.82）

6（10.91）

18（32.73）

30（54.55）

提高健康教育的能力

2（3.64）

6（10.91）

23（41.82）

24（43.64）

扩充临床知识

2（3.64）

7（12.73）

20（36.36）

26（47.27）

益于临床思维培养

3（5.45）

6（10.91）

21（38.18）

25（45.45）

提高应用文献检索的能力

2（3.64）

7（12.73）

15（27.27）

31（56.36）

提高学习效果

1（1.82）

3（ 5.45）

20（36.36）

31（56.36）

掌握知识点更灵活、牢固

1（1.82）

4（ 7.27）

24（43.64）

26（47.27）

更容易理解教学内容

2（3.64）

1（ 1.82）

23（42.82）

29（52.73）

喜欢这种学习形式

0

7（12.73）

16（29.09）

32（58.18）

推荐为常规教学方法

不推荐
推荐

由表2可见，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案例导学模
式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法的评价较高，96.36％的学生
倾向于将其推荐为常规教学方法。
3 讨论
骨科学是一门专业性强、 复杂性高的学科，要
学好骨科学，还需要学好其它如人体解剖学、生理
学、病理学、组织胚胎学等多个学科，要求教师需具
备高超的教学水平，学生需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2]。
在医学课程的学习中，传统的医学教学方法一般遵
循先基础医学课、后临床专业课、再临床实习课这
样的分阶段的授课模式 [3]，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较
大的难度与负担，学生往往自学效率不高，甚至造
成部分学生渐失学习的兴趣，最后无法具备优良的
理论知识体系及临床实践能力，这是近些年我国教
育突显出的最大问题[4，5]，而幸好随着教育改革的推
进，很多新型的教育教学模式都开始萌芽、发展，旨
在实现“授之以鱼，步入授之以渔”的教育目标[6]。
案例导学最先形成于世界强国—美国，其在美
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价值[7]。 案例教学
的最大亮点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创设情景教学环
境， 学生们能够在这种有意义的环境下相互讨论、
学习，发挥出自身最大的主导地位来使问题迎刃而
解，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与解决问
题能力[8]。 将案例导学引入到骨科学教学中，以教学

2（ 3.64）
53（96.36）

改革外科学大纲为指示， 挑选出临床典型案例，并
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结合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
知识水平，注重学习的趣味性，以此来形成临床骨
科案例导学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对
临床典型案例的探索精神，增强自主学习的动力[9，10]。
结果证明，以这种教学模式教出的学生在病历分析
及最终测试方面可取得更大的优势；同时，这种教
学模式也得到了很多学生的欢迎，96.36％的学生倾
向于将其推荐为常规教学方法。
临床骨科案例导学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模式无
疑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主要体现
在：①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相呼应，突破传统死
板的教学内容，能够顺应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
生学习主动性，而教师则更多的是发挥是组织引导
作用，真正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11]。 ②实现了教学
的网络化，加强了师生间的互动，为师生间的案例
讨论与思想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提高了总体的
教学水平。 ③趣味性学习，让学生不再感觉学习是
负担，相反，能够使学生更加轻松地掌握知识的重
点与难点，使基础知识牢固、扎实，并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力，增加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
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在临床骨科带教中应用案例导学模
式下的器官系统教学法的可行性高，有益于学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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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学习能力及思维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同时抓
好基础知识与病历分析的学习， 提高教学质量，是
值得推荐的教学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不足之处样本
量较小，并且仅限于临床医学生，样本量的选择随
机性收到一定限制，因此还需要大样本、选择更加
具有代表性样本进行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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