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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式立体教学法在护理本科五官科
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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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案例式立体教学法在护理本科五官科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2010 级学生为对照
2011 级学生为试验组，采用案例式立体化教学法，比较两种方法的教学效果。
组，采用传统 LBL 教学法，
结果： 两组的基础理论成绩无明显差异（ P ＞ 0． 05） ，实验组病例分析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 05） ，学
生对案例式立体化教学法有较高的满意度。结论： 案例式立体化教学法提高了护生对五官科护理学的学
习兴趣，有利于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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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式 立 体 教 学 法 （ Case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CTTM） 是将案例教学与立体教学融会贯通、有机
［1］

结合并拓展进行教学的一种新型方法

。五官科护理学的

课程特点是器官解剖结构复杂精细，知识体系繁多、专业性
强，
各病种相关知识复杂而琐碎，再加上病种多、学时少，其
［2］
教学内容在前期基础医学学习阶段又几乎皆未涉及 ，因
［3］
此护生在学习时常常感到枯燥与生畏 ，普通反映学习难
度较大。已有研究显示，CTTM 教学法在临床专业口腔、耳
［4-5］

鼻咽喉科教学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本研究尝试在护

理专业五官科教学中采用该教学法，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
道如下。
一、对象和方法
（ 一） 对象。
2011 级
将某护理学院 2010 级 317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
290 名学生作为实验组。两组学生性别、年龄无差异 （ P ＞
0． 05） 。
（ 二） 方法。
教学内容选自席淑新主编的《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
学》中的耳鼻咽喉部分，两组均为 18 学时，每学时 40 分钟，
任课教师相同。对照组采用传统 LBL 教学法，实验组采用
CTTM 教学法。
1． 优化教学内容，开发典型病例。教学内容的选择突
出基础性、代表性和实用性，合理利用有限的课时，课堂上
主要讲解耳鼻咽喉的解剖生理及重点教学内容，即中耳炎、
［6］
鼻炎及鼻窦炎、咽炎及扁桃体炎、喉炎和耳聋 ，其余内容
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从临床筛选典型案例，收集相关病
史、检查结果影像资料及手术录像等，通过购买及网络下载
等方式丰富本教研室资源库病理图片、Flash 动画及教学视
频等，将收集的资料进行重组，制成教学课件。
2． 展现“虚拟病人”，进行案例教学。以多媒体形式形
* 通讯作者

象、直观地展示患者疾病特点、检查和治疗的全过程，形成
“虚拟病人”。对每个案例进行模块化分解，分析每个模块
所结合基础理论知识，寻找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纽带并
［4］
有机结合起来 。然后在课堂上分段展示，解释判断病情
变化和采取相应处理措施的理论依据，穿插演示涉及到的
局部治疗及护理措施。例如在讲解鼻科病人的护理时，重
点以一例慢性鼻窦炎为例，根据患者的病史及临床表现，结
合其三维 CT 成像片，利用头部模型、Flash 动画、视频等手
段，演示鼻腔和各组鼻窦的解剖位置及相互联系、慢性鼻窦
炎的发病原因及发生发展过程、与头面部其他部位感染的
关系等，并将涉及到的诊疗措施如负压置换术、上颌窦穿刺
冲洗术、鼻腔冲洗术、鼻窦开放术等依据临床诊疗常规一一
展现，与学生进行问答式讨论，引导学生形成严谨有序的临
床逻辑思维方式。
3． 利用网络平台，拓展学习空间。建立“五官科护理
学”网络教学平台，将教学大纲、学习目标、教学课件和练习
题等教学资源通过网络提供给学生，布置限期完成的网上
作业； 开辟讨论区，要求学生对教学案例进行自主分析，鼓
励学生提出疑惑，在相互交流中先自己寻找答案； 教师对学
习活动进行引导，总结分析各种思路和结论，课堂中重点解
决存在的共性问题。
（ 三） 评价标准。
1． 理论考核。课程结束后进行五官科护理学闭卷考
试，其中耳鼻咽喉知识共 45 分，包括基础理论知识（ 30 分）
和病例讨论（ 15 分） ，两组采用的试卷难度一致。
2． 问卷调查。采用自制问卷于课程结束后对实验组学
生进行 CTTM 教学法的教学反馈，共发放问卷 290 份，收回
有效问卷 287 份，有效回收率 98． 97% 。
（ 四）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教学评价问卷应答情况采用描述性分析，两组学生成绩比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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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果
实验组耳鼻咽喉知识总分及病例讨论得分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基础理论知识两组得分无差异（ P ＞ 0． 05） （ 见
表 1） 。实验组学生的教学评价（ 见表 2） 。
表1

耳鼻咽喉知识得分情况 （ x ± s，分）

组别

基础理论

2011 级（ n = 290）
2010 级（ n = 317）

表2

病例分析

总分

22． 63 ± 2． 409 11． 85 ± 1． 673 34． 48 ± 3． 173
22． 49 ± 3． 175 9． 8 ± 1． 082 32． 29 ± 3． 673

t

0． 615

18． 016

7． 811

P

0． 538

0． 000

0． 000

实验组 287 名学生对 CTTM 教学法的反馈 n（ % ）
是

否

明确教学目标

项目

248（ 86． 41）

39（ 13． 59）

掌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260（ 90． 59）

27（ 9． 41）

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263（ 91． 64）

24（ 8． 36）

加强对操作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54（ 88． 5）

33（ 11． 5）

加强师生互动，提高教学参与程度

277（ 96． 52）

10（ 3． 48）

模拟临床场景，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282（ 98． 26）

5（ 1． 74）

拓宽相关知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257（ 89． 55）

30（ 10． 45）

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

266（ 92． 68）

21（ 7． 32）

发现自身问题，促进自我完善

245（ 85． 37）

42（ 14． 63）

三、讨 论
（ 一） CTTM 教学法可以增大知识容量，提高教学效率。
CTTM 教学法借助多媒体技术，将图片和文字、Flash 动
画、试验演示、教学录像一并展示，辅以标本、模型等教具，
使大量的信息能在课堂时间内集中有序地传授给学生，并
使抽象难懂的五官科课程学习变得简单、有趣； 网络平台作
为课堂的进一步有效延伸，为学生课余时间自主学习提供
了所需的相关资料，提高了知识的获取率和保持率； 教师亦
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活动，优化教学内容，有的
放矢，充分高效地对知识进行讲解，提高教学效率。研究显
示，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两组学生成绩没有差异，说明本
科护理专业学生采用 CTTM 教学能够达到传统课堂教学的
理论知识传授效果。
（ 二） CTTM 教学法可以缩短理论与实践距离，激发学
习兴趣。
在以往的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对病例的关注程度远高
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因此本研究尝试将教学与案例紧密结
合。在解剖知识教学中，采用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对比展示
正常的解剖与病理状态的差异，减少单纯解剖知识学习的
枯燥与乏味； 在疾病各论教学中，选择代表性疾病，使用多
媒体技术，将抽象、静态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声情并茂的场
景，
形成了多角度、多层次的信息刺激，教学更加形象化、可
视化、直观化及可操作化，缩短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学生通过真实病例的讨论，亲身体验临床思考与分析过程，
以及主动参与诊疗护理过程所带来的成就感，使教学过程
变得更为生动有趣，激发学生对五官科护理学的学习兴趣。
（ 三） CTTM 教学法可以缩短课堂与临床距离，提高学
习效果。

本研究中实验组病例分析题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实验组学生答题的思路更加接近临床思维。CTTM 教
学法通过展现“虚拟病人”，引导学生从护理角度全方位收
集病人的主客观资料，为培养学生对病例资料的分析和判
断、进行护理评估及提出护理措施的临床思维能力提供一
个训练的平台。五官科疾病局部的治疗和护理是专科特点
和学习重点，本研究在教学时将这些诊疗措施适时融入案
例之中，使枯燥的技能操作练习变得更生动，易懂易记。恰
当的病例与技能操作、护理紧密联系，通过教师的讲解启
发，逐步深入，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和动手空间，缩小了课
堂教学与临床实践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在五官
科临床实践时间严重不足的缺憾，提高了学习效果。
（ 四） CTTM 教学法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促进自我完善。
本科阶段学生特点和需求各不相同，传统的课堂教学
不能满足其需求，师生之间的互动亦受到学时的限制。而
在 CTTM 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平台，通
过剖析实际案例，引导学生将基础理论与临床知识纵向联
系，并横向融合医疗和护理知识，其角色不再是传统教学法
中的传播者，而是指导学生如何参与教学活动的引导者； 学
生亦可借助网络教学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根据学习目标
和个人兴趣合理安排学习计划，自主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并
通过网上讨论的方式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良好的互动和沟
通，
满足个性化学习的要求。学生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
建构者，锻炼了理解能力、归纳总结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以及计算机运用等，实现了自我完善。
四、小 结
CTTM 教学法能够将五官科护理学的理论教学、技能
教学与临床教学进行有机结合。学生在这种模拟的临床环
境中学习，有利于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培养了独立思考、
分析和解决护理问题的能力，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重
要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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