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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联合案例教学在肾内科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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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中心袁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曰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袁新疆
和田 848000
[摘要] 目的 探索基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肾内科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中心轮转的 70 名研究生随机分为实验组渊基于互联
网教育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教学联合案例教学模式袁35 名冤和对照组渊传统教学袁35 名冤袁课程结束后袁比较两组研
究生的理论和技能操作考试成绩袁同时发放调查问卷袁了解研究生对此教学模式的态度及收获遥 结果 观察组学
生理论知识成绩渊89.42依2.17冤分尧临床实践成绩渊86.02依2.18冤分袁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观察
组在临床思维和创新能力渊82.86%冤尧提高临床解决问题能力渊88.57%冤尧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渊94.3%冤尧临床实践
能力渊85.71%冤尧促进学习积极性渊94.3%冤和提高学习效率渊91.43%冤的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基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翻转式教学模式在研究生教学中可显著提高教学效果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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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postgraduate teaching of de鄄

partment of nephrology based on internet education background. Methods A total of 70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were
on duty in the Nephrology Center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ly 2018 to July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渊n=35袁students with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ase teaching mode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education冤and the control group渊n=35袁students with conventional
teaching冤.After the course袁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and skill operation examin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were compared袁and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understand the attitudes and gains of postgraduate stu鄄
dents towards this teaching mode.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practice scores of students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渊89.42依2.17冤 points and渊86.02依2.18冤points袁which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渊P<0.05冤.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in the ability of clin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渊82.86%冤袁
the ability of clinical problem solving渊88.57%冤袁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渊94.3%冤袁the abi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渊85.71%冤袁 the promotion of enthusiasm for learning渊94.3%冤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efficiency渊91.43%冤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渊P<0.05冤. Conclus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internet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in postgraduate students teaching袁and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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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化尧规范化培训基地培养出具有较强的
临床思维能力尧临床技能操作能力及能够诊断及治疗
常见病尧多发病能力的优秀人才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
目标[1-2]遥目前研究生大多为医学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袁
因为直接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袁其临床实践及科研能
力较欠缺袁而需要培养临床及科研能力兼顾的研究生
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的遥 研究生招生数量逐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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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袁保证培养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研究生人才是适应
全球化竞争与科技进步需求的主要方法遥 目前研究生
教学存在内容滞后尧枯燥乏味尧方式陈旧尧事倍功半等
问题曰研究生教育依然是被动式学习袁传统授课模式
为主袁故学生思维及创新能力比较弱遥 培养具有创新
实践能力的研究生需要在实际临床教学中不断探索
与尝试遥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通过树立坚定的创
新意识尧创新教学模式尧调动及培养创新实践热情尧完
善选课指导尧提高培养质量来实现遥 研究生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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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教授式走向探究式袁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很多具体
的方式袁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翻转课堂教学方法遥 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3]是学生课前和课外观看老师提前准备
的视频课程袁自助学习袁老师在课堂和学生进行互动袁
学生与学生进行互动讨论袁最后老师讲解疑难问题并
进行总结袁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遥 研究生的学习
特点袁学习能力和教学环境适应和保证翻转课堂袁翻转
课堂对于促进研究生深度学习具有显著的效果遥 本文
基于肾内科研究生教学特点袁采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
的翻转式教学模式联合案例教学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在本院肾病科
轮转的 70 名研究生遥 随机分两组袁观察组采用互联网
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教学联合案例教学袁对照组采用传
统教学袁每组 35 名袁由同一教师授课遥
1.2 方法
观察组和对照组授课内容袁授课教师袁成绩考核
方式均一样袁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曰观察组用互联网
前提下的翻转课堂教学联合案例教学袁具体的教学设
计院淤课前学习院老师提供学习材料和问题袁设计一份
典型病例袁并提出具备较强的针对性的袁较有难度的
课后作业袁让学生思考袁搜索正确答案袁这样有助于启
发思考袁能锻炼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遥 学生分别模拟
标准化病人或者接诊医生袁在老师的指导下在遇到不
同类型患者时袁学会如何进行病史采集袁查体袁辅助检
查等曰于课中院学生自我陈述袁不同组选代表讲述自己
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及鉴别诊断要点及需要进一步检
查治疗袁同时组间进行交流袁相互进行评价及补充袁找
出答案遥 盂课后总结及评价院根据课堂讨论病例袁案例
与课前准备的开放性问题老师给出作业袁根据前期掌
握情况进行精准的讲解袁根据知识点的逻辑关系袁为
学生梳理知识脉络袁同时开通微信群进行解答并重点
记录学生难以理解袁存在争议的内容袁进行教学指导遥
1.3 观察指标
考试成绩包括理论知识成绩尧临床实践成绩两部
分袁考试总成绩均为 100 分袁教学结束后袁对两组学生
的考试成绩及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进行调查问卷
分析曰调查内容包括独立思考尧临床思维和创造力尧团
队协作尧临床实践能力尧提高临床解决问题能力尧促进
学习积极性及提高学习效率 6 项 [4]袁各项均用百分数
表示袁学生对教学满意度院60 分以下表示不满意袁60~
90 分表示基本满意袁90 分以上表示非常满意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分析数据袁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
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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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袁临床实践成绩均高
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n

理论考试成绩

临床实践成绩

35

83.21依1.42
89.42依2.17

71.13依2.25

27.834

60.154

35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86.02依2.18

0.000

P值

0.000

2.2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在临床思维和创新能力尧提高评判性思维
能力尧临床实践能力尧提高临床解决问题能力尧促进学
习积极性以及提高学习效率上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比较[n渊%冤袁n=35]

调查项目

非常认同

认同

不确定

不认同

认同该教学模式

33渊94.3冤

2渊5.71冤

0

0

4渊11.43冤

0

0

3渊8.57冤

2渊5.71冤

3渊8.57冤

0

临床思维和创新能力
提高临床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
临床实践能力
促进学习积极性
提高学习效率

29渊82.86冤

4渊11.43冤 2 渊5.71冤

33渊94.3冤

2渊5.71冤

31渊88.57冤
30渊85.71冤
33渊94.3冤

32渊91.43冤

2渊5.71冤

0
0

0
0
0
0
0

3 讨论
高校教育的重要工作是通过老师优质的教学方
法培养出高质量的优秀大学生遥 临床研究生的培养目
的是希望其成为一个高级临床大夫[5]遥 目前临床研究
生增加了轮转时间袁研究生在肾内科轮转时间 2~3月遥
研究生是未来的学科带头人尧学术骨干袁故需培养其
科研协作能力尧团队协作精神及创新能力遥 目前研究生
轮转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二为一袁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是理论联合实际的关键过程袁正确的临床思维
的建立是临床医生成长及成功的核心 [6]袁需要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袁把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袁理论与
实践有机结合袁培养应用型人才遥 同时从责任心袁工作
方法袁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予正确的指导遥
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袁它制
约教学目标的实施袁对教学目标的实现也起决定性作
用遥 教学方法多样化袁学生的学习模式也有了新的变
化袁哈佛大学创造了案例教学法袁通过独立研究尧学生
之间及师生之间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7]遥 通过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袁在高校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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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袁信息化与课程的深度融合袁大大带动了教育
信息化的发展进程[8]遥 大课堂集体授课是医学生主要
的授课模式袁这种授课方式可以让学生有扎实的基础
理论知识袁但实践能力创造力可能不足[9]袁现阶段传统
课堂教学不能适应教育信息化的高校教育的现实需
求袁故针对集中授课模式及传统案例教学的诸多不足
提出翻转式课堂教学模式遥 翻转教学方法能弥补传统
教学法的不足尧提高学生的自助学习能力尧促进知识
内化尧提高教学效果遥
案例教学法是哈佛法学院前校长提出的袁推广后
因案例教学的优势风靡全球袁成为高等学校教学的主
要方法袁案例教学是开放性教学模式袁老师不仅进行
讲解袁同时引导学生讨论及辩论袁学生的思维充分得
到扩展及发挥[10]遥 案例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理解能
力及临床实践能力袁注重师生互动袁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经验的生成[11]袁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研
究能力和自我探索能力袁联合两种教学模式发挥相互
协同作用袁有效弥补各自的不足袁也可以促进师生沟
通交流尧提高教学效果遥 充分调动学生内在动力袁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袁增强学习信心袁掌握更
多的知识遥
肾内科疾病的诊断袁鉴别诊断及治疗是研究生培
养的主要内容之一遥 案例教学联合翻转课堂教学可以
培训学生问诊能力袁提高学生病历书写能力袁鼓励学
生参与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袁可以提高
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及教学效果遥 翻转课堂教学弥补了
传统教学的不足遥 问卷调查也充分说明绝大部分的学
生认可这种新型教学模式遥
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重新整合各种资源袁实
现资源更有效配置袁互联网让教育活动不再局限于专
门的教育机构袁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袁实现翻转式
教学变得更加便捷[12]遥 互联网时代袁加速了教育的发
展袁使得教学从野教为中心冶向野学为中心冶转变袁使课
堂更加活跃尧学生更加积极袁提高其学习兴趣[13-14]遥 本
研究中袁观察组学生理论知识成绩袁临床实践成绩均
高于对照组袁这充分证明应用互联网背景下翻转式教
学联合案例教学方式可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与教学满
意度遥 两种教学方式互相补充袁发挥各自优势袁可以提
高教学效果袁进而全力打造创新能力强尧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的跨学科高素质医学人才遥 学生评价是教学质
量评价的重要环节 [15]袁改变了教师的权威主义袁提高
了学生的自主性并表达了学生的诉求及愿望袁学生学
会交流沟通技巧尧加强自我约束袁有利于激发学生自
助学习潜能袁起到相互促进尧相互制约作用袁有利于提
高教学效果[16-18]遥
互联网应用下翻转式教学联合案例教学法在肾
内科研究生教学中效果理想袁能够提高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袁在研究生教学培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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