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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联合 CBL 在健康体检中心临床带教中价值探析
孔小飞

朱婷

以问题为主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是近年来应用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常见方法，其
主要是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方法，但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较差。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CBL）注重实践教学的特点可弥补其
缺点[1]。随着当前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
越高，健康体检中心的带教质量要求也越发严格。
基于此，本次研究探讨 PBL 教学法联合 CBL 在健康
体检中心体检临床带教中的理论、实践能力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 2018 年 7月至 2020 年 7月
杭州市肿瘤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实习学生 142 名，其
中男性 84 名、女性 58 名；年龄 20～23岁，平均年龄
（22.71±2.33）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各 71 名。研究组中男性 43 名、女性 28 名；
年龄 20～23岁，平均年龄（22.63±2.15）岁；基础成绩
（87.32±2.84）分。对照组中男性 41 名、女性 30 名；
年龄 21～23岁，平均年龄（22.78±2.49）岁；基础成绩
（87.38±2.71）分。两组一般资料和入组时基础成绩
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1.2 方法 研究组予以 PBL 联合 CBL 的带教模式。
由带教老师选择一份经典健康体检报告，将体检报
告和问题传达至每个实习生，并鼓励实习生通过查
阅除教材之外的网络及参考资料了解体检中心相
关的理论问题，为小组围绕检查出疾病的问题进行
讨论、研究做准备。课上按照 3 名实习生一组，碰到
有多 1 名或 2 名时，以 4 名一组组合，建立小组合作
模式。由带教老师引出案例的背景，引导实习生采
集病史、体格检查、做出初步诊断，并从中提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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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由小组统一派出
一名代表发言，期间带教老师可鼓励实习生通过情
景模拟、角色扮演的形式加深实习生对问题的理解
和启发，同时改善其临床实践水平。最后带教老师
根据每组实习生的讨论结果进行点评和意见补充，
期间对实习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实习生利用课
余时间思考和改进。
对照组学生予以传统带教方式。根据健康体
检中心带教任务、要求制定带教计划，以授课模式
为主，定期开展专题讲座、业务学习、技能带教等活
动，
加强各项专业知识带教。
1.3 观察指标 ①带教结束时进行专业理论的考
试（理论水平、病例分析能力，满分 100分），并由导
师进行实践能力考核（交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临
床操作技能，满分 100分），统计两组实习生带教结
束后的理论、技能实践能力成绩。②通过问卷调查
评估临床带教的效果：条目包括：学习兴趣增强、自
主学习能力、临床知识的扩充、教学领悟能力、师生
互动性，
每项评分 20分，
满分 100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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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生带教结束时的理论成绩、实践能力
比较见表 1
表1

两组带教结束时的理论成绩、技术实践能力比较/分

组别

n

技能实践能力

理论成绩

研究组

71

94.21±2.35*

96.75±1.82*

对照组

71

82.64±2.37

91.23±1.21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1 可见，带教结束时的，研究组的理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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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技能实践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t 分别=29.21、21.28，
P 均＜0.05）。
表2

2.2 两组实习生带教结束时临床带教效果量表比
较见表 2

临床带教效果量表具体条目比较/分

组别

学习兴趣增强

自主学习能力

临床知识的扩充

教学领悟能力

师生互动性

研究组

18.35±1.32*

19.49±1.23*

19.33±1.57*

19.32±1.22*

18.36±1.42*

对照组

16.09±1.41

18.29±1.12

18.24±1.21

18.02±1.41

17.65±1.67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2 可见，研究组带教结束时临床带教效
果量表评分具体条目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t 分别=9.86、6.08、4.63、5.86、2.73，P
均＜0.05）。
3 讨论
实践操作能力是健康体检中心工作人员护理
岗位胜任力之一。常规教学模式的理论灌输不利
于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激发学生的潜能。
PBL 教学法以问题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有效调动了实
习生的主观能动力，CBL 教学法提供各种疑难案例、
经典案例的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2]，两者综
合作用下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分析实际病例的能
力，促使学生调动逻辑思维思考案例以及问题，进
而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成绩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并且
通过以问题、案例为学生提供学习动机及兴趣有别
于常规教学模式，两者均以实习生作为带教主导，
帮助学生完善对影像资料以及生化指标的认知，使
实习生的有效记忆得到增强，进而有效改善了临床
带教效果。本次研究采用全新的 PBL 教学法联合
CBL 教学法进行健康体检中心体检临床带教，考察
健康体检中心实习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以及实践
能力。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理论成绩、技能实
践能力及临床带教量表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均＜0.05），这是因为 PBL 教学法主要通过围绕问
题、建立合作模式进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其对理
论成绩提升卓有成效[3]，联合 CBL 后通过辅以各种
体检中心常见案例进行教学，结合 PBL 教学理念创
设不同的教学问题，将认知与情感、形象思维与抽

象思维、教与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对锻炼健康体检
实习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进行不断地深化处理，既能
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的知识表现形式更加直观、形
象和生动，也可使健康体检实习生的实践锻炼能力
得以丰富、深刻和具体，继而改善实习生们的被动
教育状况，
可强化学生对临床实际能力的培养[4，5]。
综上所述，PBL、CBL 教学法可有效改善健康体
检中心的体检临床带教质量，强化学生解决问题等
相关实践能力。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采用大
样本数据，有待后续增加样本以深入探索 PBL、CBL
教学法的联合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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