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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猿阅 打印技术是一种新兴的快速成型技术，
其在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颠覆了传统的医

学教学模式。更加形象真实的个体化三维胸部解剖结构模型的建立结合影像学资料及胸腔镜手术
演示，使学生对胸心外科的教学内容更加容易理解和掌握，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文章通过对实习生出科前进行考核及调查问卷，并对考核成绩进行比较分
析，
探讨其在胸心外科实习教学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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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阅 打印渊贼澡则藻藻鄄凿蚤皂藻灶泽蚤燥灶葬造 责则蚤灶贼蚤灶早冤技术是一种

析组袁传统模式教学的 猿园 人作为对照组遥 根据实习

在工程领域的首次应用便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遥

具体内容如下院 淤以肺部肿瘤疾病为主要试验教学

新兴的快速成型技术袁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 猿阅 打印技术

随着医学科学水平的长足发展袁 临床 悦栽尧酝砸陨 等三
维影像技术的进步和成熟袁猿阅 打印技术越来越多地

应用于骨科尧口腔科等临床及教学领域中遥 猿阅 打印

技术在临床及教学工作中所展现的优势也越来越受
到外科医生的重视遥 本文回顾了 圆园员源要圆园员缘 年在

胸心外科实习的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
实习资料袁以探讨 猿阅 打印模型教学的优势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大纲要求袁分别进行为期 苑 天的临床试验教学工作遥
内容曰 于分析组 圆猿 人以 猿阅 打印模型结合患者病

史尧体征尧胸部 悦栽 及胸腔镜手术演示进行教学曰盂

对照组 猿园 人以传统教科书结合患者病史尧 体征尧胸
部 悦栽 及胸腔镜手术演示进行教学遥

通过客观与主观两种形式进行评估遥 客观临床

考核内容包括院病历书写尧肺叶及肺段解剖知识尧胸
部 悦栽 读片尧肺部肿瘤手术适应证尧肺部肿瘤手术方
案的选择五个方面袁每项 圆园 分袁总计 员园园 分遥主观考

核以调查问卷体现袁包括学习兴趣尧疾病的病理特征

渊一冤研究对象

认识尧解剖结构的掌握尧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尧手

选择 圆园员源要圆园员缘 年在胸心外科实习的南京医

术过程的认识等五个方面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缘猿 人为研究对象遥 其中
采用 猿阅 打印模型进行教学 圆猿 人袁采取传统模式教

学 猿园 人遥 两组学生在性别尧年龄以及既往课程进度
等方面经统计学检验袁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教学老师由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南京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胸心外科主治医师担任袁并经集体备
课及 猿阅 打印模型教学方法培训后进行教学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将采用 猿阅 打印模型进行教学的 圆猿 人作为分

分别对分析组和对照组的考试成绩和调查问卷
进行 贼 检验和 字圆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遥

二尧 结
渊一冤 临床考核成绩

分析组和对照组的临床考核成绩提示院分析组在
肺叶及肺段解剖知识尧胸部 悦栽 读片尧肺部肿瘤手术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园苑原圆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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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悦渊员怨愿员原 冤袁男袁江苏苏州人袁讲师袁主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胸心外科临床与教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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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证尧肺部肿瘤手术方案选择四个方面成绩高于对
照组袁而在病历书写成绩上无明显差异渊表 员冤遥
表员

临床考核单项成绩及总成绩

项目
病历书写
肺叶及肺段解剖知识
胸部 悦栽 读片
肺部肿瘤手术适应证
肺部肿瘤手术方案的选择
考核总成绩

分析组

与对照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员苑援猿
员缘援圆
员苑援缘
员源援愿
员圆援猿
苑苑援员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员援远鄢
圆援源鄢
员援愿鄢
圆援园鄢
圆援园鄢
源援源鄢

渊分冤

不断成熟袁 其不仅在肺部肿瘤的临床治疗上被证实

对照组

是安全可行的袁而且将腔镜技术应用于临床教学袁可

员苑援员
园怨援愿
员圆援员
员圆援愿
园愿援远
远园援源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员援苑
圆援怨
圆援苑
员援远
圆援苑
缘援园

构的掌握尧手术过程的认识三个方面的提高优于对
照组袁而在疾病的病理特征认识尧疾病的诊断及鉴别
诊断两个方面无明显差异渊表 圆冤遥
分析组渊灶越圆猿冤

学习兴趣鄢
疾病的病理特征认识
解剖结构的掌握鄢
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手术过程的认识鄢

圆圆
员猿
员愿
员缘
圆园

与对照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三尧讨

无提高
园员
员园
园缘
园愿
园猿

对照组渊灶越猿园冤
提高
员苑
员苑
员猿
员怨
员愿

无提高
员猿
员猿
员苑
员员
员圆

管尧 淋巴结及气管树等结构上相比较开胸手术裸眼
视觉仍显不足袁 这不仅是临床中胸腔镜肺部手术中
转开胸的主要原因袁 也是困扰大多数临床学生学习
的主要原因遥因此袁对于接受胸腔镜肺部肿瘤手术的
粤噪蚤遭葬 等 咱员园暂利用 猿阅 打印技术对 员 例肺癌患者

进行术前评估袁发现了变异的血管和支气管袁并在术
中得到了验证遥 随后又对 员 例左上肺后段占位的右
上肺叶切除术后患者利用同种材料尧 不同密度的原
前评估袁顺利完成了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遥 随着 猿阅

器官模型打印技术的运用袁 重建三维肺部血管及气
管树的立体解剖袁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及诊疗质量遥
为保证和提高我科实习教学质量袁 我们以 猿阅

打印模型教学模式作为分析组遥具体教学内容包括院
结合肺部肿瘤患者的病史和体征进行肺部肿瘤基础
理论知识教学曰 完善术前胸部 悦栽 血管造影等相关
检查袁 引导学生结合影像学理论知识定位肿瘤的位
置及周围毗邻曰将患者肺部血管尧气管树的解剖及肿

论

猿阅 打印技术被称为快速成型技术或增材制造

技术袁主要是以 悦栽 或 酝砸陨 扫描获得的数据或计算
机技术辅助设计的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袁运用各种
可粘合材料袁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
术

学方法咱怨暂遥 然而胸腔镜平面屏幕在术中解剖显露血

理制作出三维的支气管及动尧 静脉实物模型进行术

渊灶冤

调查问卷统计表
提高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袁 被认为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教

患者术前进行充分的 猿阅 解剖分析十分必要遥

调查问卷结果提示院分析组在学习兴趣尧解剖结

调查内容

的精确制订造成了一定困难遥
近年来随着胸腔镜技术在胸心外科领域应用的

渊二冤调查问卷结果

表圆

窑缘园缘窑

遥 目前在医学领域应用的 猿阅 打印技术主要包

咱员原圆暂

括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渊杂蕴粤冤 尧选区激光融化技术

瘤位置袁转化成了 猿阅 打印的数据袁制作出患者真实
的肺血管尧气管树及肿瘤的 猿阅 模型袁再次结合患者

悦栽 血管造影进行教学袁纠正错误并精确定位肿瘤所
在肺叶及肺段袁制定手术方案曰参与胸腔镜手术演示
教学袁 结合 猿阅 教学模型讲解手术过程及相关解剖
知识遥

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袁 分析组学生在考核总成

渊杂蕴酝冤 尧熔融沉积制造渊云阅酝冤 尧三维喷印渊猿阅孕冤和

绩尧肺叶及肺段解剖知识尧胸部悦栽 读片尧肺部肿瘤手

在生物医学领域袁 目前 猿阅 打印技术在国际上

对照组遥 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实习生均认可这种教

已开始被应用于器官模型的制造与手术分析策划尧

学模式袁猿阅 打印模型教学组学生在学习兴趣尧 解剖

个性化组织工程支架材料和假体植入物的制造尧细

结构的掌握尧 手术过程的认识三个方面得到了明显

直接携带细胞的生物打印咱猿暂等遥

胞或组织打印等方面

遥 目前 猿阅 打印技术在医学

咱圆袁源暂

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骨科 尧口腔颌面外科
咱缘暂

咱远原苑暂

以

及血管外科咱愿暂等遥

术适应证尧 肺部肿瘤手术方案选择等方面成绩高于

的提高遥
胸外科教学时间短袁专业性强袁对呼吸尧循环等
基础理论知识要求高袁 学生在学习和理解专科知识

肺部解剖结构复杂袁其动尧静脉及支气管树变异

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较大袁 加之外科学考试中比例

多并且相互交叉袁加之肺部肿瘤可侵犯其周围血管

不高袁导致一些学生对其学习兴趣不浓甚至排斥遥因

发生变异袁 甚至会导致支气管解剖结构发生变异遥

此如何激发学生对胸心外科学的学习兴趣袁 调动学

术前仅仅应用传统二维的 载 线片及 悦栽 扫描无法提

生主观能动性袁 正确引导学生加强胸心外科专业知

供精确的解剖信息袁这给临床教学和术前手术方案

识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遥猿阅 打印模型教学模式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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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院一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曰二是让

责葬贼蚤藻灶贼

学生对于肺部立体解剖结构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
生对于胸片及胸部 悦栽 读片能力曰 四是配合胸腔镜

进行手术示教袁 可以明显提高学生对手术的理解遥
猿阅 打印模型教学模式的实现不仅使胸心外科医生

咱远暂

的医学教学模式袁使得医学生在学习胸心外科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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