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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联合在现代口腔医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张

玮袁陈亚明袁李

谨袁徐

艳

渊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探讨校企联合在现代口腔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方式尧效果及发展前景遥

要院

根据不

同阶段学生的专业学习特点袁与多家企业合作袁通过企业赞助尧技术支持等手段开展专业知识普及
教育尧数字化实验教学尧操作技能大赛尧前沿知识讲座尧临床技能学习班尧横向科研项目合作等多种
教学方法袁完成各种教学活动袁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途径袁并在各种教学活动后袁评估校企联合在
口腔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遥

校企联合教学实现了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尧多样化和趣味化袁特

别适用于专业性较强的口腔医学教育袁可以作为学校教学的辅助形式袁提高口腔专业教学的教学
质量遥

校企联合在口腔医学教学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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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等医学教育常常存在教学方式单一袁教

导致了一开始学生专业学习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不

学投入较少袁教学条件欠佳等问题袁导致教学效果受

强袁甚至有些盲目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我们联合高露洁

到一定影响袁利用社会资源弥补高校教学条件的不

公司开展了野高露洁院校项目冶的系列活动袁为口腔

足袁缓解教育投入少而人才培养要求高的矛盾袁可在

医学专业低年级学生进行讲座培训袁内容包括野口腔

降低教学成本的同时提高教学效果袁是高校教育的

医学的昨天尧今天和明天冶袁野自我口腔保健要要
要谈谈

良好辅助教学方法 遥 近年来袁我们根据口腔医学的
咱员暂

刷牙与口腔健康冶袁野牙医人生冶等等袁这些课程既对

教学特点和各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袁利用企业的资

学生进行了口腔基本知识的宣教袁 激发了他们对专

金赞助和技术支持袁尝试和企业联合开展了各种形

业知识的学习热情袁 又为他们的后期学习打下了良

式的教学活动袁如企业走进校园系列讲座袁数字化实

好基础遥 系列活动受到了学生普遍欢迎遥
渊二冤 中间年级阶段要要
要丰富实验教学手段袁锻

验教学袁技能操作大赛及学习班袁校企科研合作等
等袁充分利用企业的可用资源和课堂教学相结合袁分

炼学生实践技能
员援实施数字化实验教学

阶段地加强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袁丰富了教学手
段袁拓宽了学生知识面袁提高了教学效果遥

一尧校企联合的教学方法及成效
渊一冤低年级阶段要要
要提早专业知识教育袁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

口腔医学是实践操作性很强的经验型学科袁临
床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是口腔临床教学中最为关键
的一环咱圆暂遥 然而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袁临床
技能培训无法直接在患者身上进行袁 极大地限制了

口腔临床医师的培养遥为解决三尧四年级口腔医学生

在常规口腔医学的大学教育中袁前两年主要是

实践操作训练的难题袁我们和德国卡瓦公司尧北京国

医学基础和口腔医学基础教育袁对于口腔医学常识

康东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袁引进了 运粤灾韵 高仿

和一些基本的临床知识袁很多学生都没有感性认识袁

真头模尧美国 悦葬皂泽蚤早澡贼 口腔数字显微仪等先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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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备袁 在实验教学中模拟临床真实操作环境遥

行的口腔新技术和新材料袁开阔了学生眼界袁让学生

在公司的赞助和技术指导下袁学生在高仿真系统中

了解更多书本外的专业知识遥各公司以生动活泼的交

完成各项临床操作袁 克服了传统实验教学条件简陋袁

流会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了最新的牙科器械材料袁并设

教学效果差的缺点曰设备自带的三维测量教学评估软

置了动手实践操作环节袁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袁丰

件也克服了以往主观单一评估的不足 遥 为了解数字

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遥 主题活动后袁我们及时进行了

操作考核袁结果表明袁学生使用高仿真模拟操作系统

渊评估表及结果见表 猿冤遥 学生认为这种灵活的非正规

咱猿暂

化实验教学的成效袁我们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咱源暂和
后袁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掌握程度得到了大幅

度提高渊表 员尧圆冤遥 高仿真模拟操作系统培养了学生
的临床实践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袁从而实现了
理论学习到临床实习的顺利过渡遥
表 员 口腔医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比较 渊豫冤
调查项目
数字化实验教学前 数字化实验教学后
洞型的制备要点
员猿援愿
愿怨援苑
嵌体的制备要点
园远援怨
愿圆援愿
烤瓷全冠的制备要点
员园援猿
愿远援圆
表 圆 口腔医学生对技能操作熟练程度的比较 渊豫冤
数字化实验教学后
调查项目
数字化实验教学前
口腔检查
愿圆援苑
圆园援苑
洞型制备
愿怨援苑
圆源援员
根管治疗
愿远援圆
员猿援愿
取印模技术
怨猿援员
员苑援圆
圆援 举办实践操作技能大赛

野第二课堂讲座效果调研评估冶袁 分析研究教学成效
的课堂比教师的正规讲授更能增加印象袁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袁并希望这种系列讲座可以继续开展遥
表猿

第二课堂讲座效果调研评估表

评估内容

野第二课堂冶的教学形式
野第二课堂冶的教学效果
授课内容的趣味性
授课内容的实用性
授课内容的深度和难度
操作环节的动手机会
操作环节的实践效果

满意
愿员援源
愿愿援圆
苑圆援员
愿园援圆
苑怨援愿
怨圆援源
愿远援愿

一般
员缘援缘
员园援远
圆猿援猿
员猿援苑
员远援园
园苑援远
园怨援圆

渊豫袁灶越愿园冤

不太满意
猿援员
员援圆
源援缘
远援员
源援圆
园援园
源援园

圆援 举办临床技能学习班

对高年级学生袁 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在实习阶段
的所学所得袁将口内尧口外尧口修的临床操作融会贯
通袁提高学生的综合诊疗水平袁我们联合德国卡瓦公
司尧北京福科斯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开办了野临床操作

实验教学作为临床实习的前期培训袁是提高学

技能规范化培训学习班冶遥 由专业的技师或医师带

生实践动手能力的主要途径 咱缘暂遥 为进一步锻炼学生

教袁并进一步加强理论知识学习遥 通过学习班袁学生

的动手能力袁我们联合上海沪鸽公司尧日本 郧悦 公司

更加熟悉了临床操作规范和流程袁 学习到最先进的

开展了学生排牙大赛袁牙体预备大赛和玻璃离子调

医疗技术袁提高了临床综合诊疗能力袁并为今后的住

拌大赛等各种实践操作技能大赛袁通过比赛的形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打下了良好基础遥

来促进口腔医学生的临床技能培养袁并加深其对专
业理论的理解遥 近年来袁我们已举办了四届实践操

渊四冤研究生阶段要要
要联合横向科研项目袁资助
研究生培养教育

作技能大赛袁举办规模和参赛人数逐年递增袁在学院

对于研究生培养袁我们也引入了企业资源遥近年

教学工作中引起极大反响和好评遥 在比赛中袁学生

来我国研究生规模呈横向跳跃式发展的趋势袁 随着

的动手潜能被挖掘袁学习兴趣被激发袁各种技能比赛

研究生规模的扩大袁研究生人均经费急剧减少袁从而

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袁同时也增进了师生交

限制了学生的科研活动袁 学生即使有好的创造性构

流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遥

思袁也无法付诸实践遥 硬件资源尧特别是实验室资源

渊三冤高年级阶段要要
要介绍专业前沿进展袁组织
临床技能培训
员援 开设野第二课堂冶讲座

的不足严重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遥
为解决这些问题袁 我们和企业开展了横向科研
项目合作袁通过企业赞助袁为部分研究生提供必要的

目前的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以书本教育为主袁导致

研究经费尧实验室和研究条件袁使学校资源渊包括指

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不够宽广遥高年级学生对口腔医学

导力量尧研究条件尧科研经费等冤紧张局面大为缓解遥

的新技术尧新材料尧新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袁但

同时袁 研究生获得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也为企业

获取新知识的渠道有限遥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袁我

共享袁达到了学校和企业双赢的目的遥 目前袁我们已

们联合日本可乐丽尧美国登士柏等国际知名牙科材料

经和日本可乐丽公司尧 北京大清生物公司等开展了

公司袁 积极开展了企业走进校园的系列主题活动袁开

多项横向科研项目袁培养了数名研究生袁取得科研成

设野第二课堂冶袁向学生介绍目前国内外最前沿尧最流

果并在国内外知名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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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校企联合教学中尚存的问题与思考

窑源愿猿窑

校园宣传企业文化袁扩大和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交流遥
高校应该在突出自身优势的基础上袁 借助学校相关

虽然校企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能够在

学科的支持袁走出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袁进一步深化

口腔医学教育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袁但企业和公司

教学改革袁加强与企业协作联合开展各种教学活动袁

走进校园依然受到少数教师和学生的误解和抵制袁

并推动科研工作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丰富教学手段袁

甚至对企业的目的性存在偏见遥 目前袁以学校或教

提高教学效果袁从而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校企双赢遥

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依然存在袁知识与能力并重的
教学观没有真正地树立起来袁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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