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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多媒体教学模式在外科实习教学中开展的优

课题组在外科实习教学中进行了这种教学模式的尝试。对实习生出科前进行考

核及问卷调查，同时分析比较考核成绩。

：
试验组学生在考核总成绩、外科基础知识成绩、读片

成绩、外科基础解剖知识成绩上与对照组有差异，特别是外科基础解剖的知识掌握上与对照组相
比有明显差异。调查问卷的结果也与预期基本一致。

这种较为直观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外科

实习质量，并有望在外科实习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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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实习教学在临床课程的教学中占有重要

速的发展袁 将平面影像进行三维重建已经成为医学

地位遥 外科实习教学时间短尧需要了解的解剖基础

教学发展的趋势咱员原圆暂遥 可以通过计算机将人体重要器

知识多袁加之学生对外科系统查体和疾病体征的生
疏袁因此外科临床教学具有较大难度遥 在以往的教

官及周围血管结构进行三维图像重建和 酝砸陨 影像
学图像三维重建袁 就如同熟练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前

学工作中发现袁在外科实习过程中袁实习生最难以直

复习解剖结构一样袁 这样一目了然的教学形式对于

观认识和理解的教学难点主要包括院重要脏器周围

医学生来说是比较清晰和容易接受的遥 在实习教学

血管的解剖三维影像尧临床外科系统查体和影像学

中应用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袁 可以降低

辅助检查知识遥 指导老师需要让医学生进一步理解

学习难度

袁 能够使实习生在掌握外科知识的同

咱猿原源暂

医学基本知识和理论袁训练医学生的临床基本技能袁

时袁激发其对外科实践的兴趣和积极性袁降低实习过

同时指导老师也有责任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进行

程中学生对基础解剖知识学习的排斥心理袁 更好地

整合袁提高学生们的临床思维能力遥 在外科临床实

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课前预习的动力咱缘暂遥

习阶段的教育中袁需要不断探索如何在较短的临床
实习时间内袁最有效地提高医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技
能袁提高外科临床实习的教学质量遥
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常常需要把重要的解剖结构
首先在自己的脑海里进行三维重建袁这样在手术中
才能做到手术刀下游刃有余遥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快

一尧对象和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 圆园员圆尧圆园员猿 级七年制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袁共 愿圆 人袁采取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
三维图像多媒体教学袁作为试验组曰圆园员园尧圆园员员 级七年

基金项目院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渊孕孕在再圆园员缘粤园远源冤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立项学科渊临床医学冤曰
圆园员缘 年 度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青 年 基 金 项 目渊员缘再允悦在匀园远员冤曰圆园员远 年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高 校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渊圆园员远杂允月愿愿园园员苑冤曰圆园员远 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医学教育研究课题 渊圆园员远粤原运悦园园猿袁圆园员远月原运再园员园袁圆园员远月原允允园远远 辕 远苑袁圆园员远月原
云云园远园袁圆园员远月原蕴悦园圆员 辕 圆圆 辕 圆缘 辕 圆远 辕 圆苑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远原园猿
作者简介院赵飞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博士袁讲师袁主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临床教学与实践曰王伟渊员怨远苑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
人袁博士袁教授袁主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临床教学与实践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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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袁共 怨远 人袁采取传统模式教学袁作

缘 分袁三项总计 员园园 分遥 主观考核袁要求试验组实习

方面经统计学检验袁无统计学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学方式进行对比袁最后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表达袁包括

为对照组遥两组学生在性别尧年龄以及既往所学课程等

生将外科多媒体教学方式与其他外科专业的传统教

渊二冤师资情况

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尧外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尧

实习带教老师均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解剖知识的掌握情况尧外科临床思维模式培养尧基本

胸外科主治以上医师担任袁并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袁
经集体备课及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多媒
体教学方法培训后进行教学遥
渊三冤研究方法
试验组强调以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

像多媒体教学为中心袁针对实习中可能遇到的病例

临床操作技能提升五个方面遥
渊五冤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通过 杂栽粤栽粤员园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遥

对试验组和对照组 的考 试成 绩以均 数 依 标 准差
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 贼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进行讨论袁主要包含常见病种的诊疗过程袁和疾病相

二尧结

关的解剖知识袁如食管疾病课件内容包括院食管尧食
管动静脉尧 食管淋巴管的 猿阅 解剖图像袁 食管癌的
悦栽 片尧酝砸陨 三维图像遥 指导教师针对诊疗过程和临

果

渊一冤临床技能考试成绩
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外科基础知识成绩尧 读片

床操作规范给出自己的指导意见袁提高学生的临床

成绩尧外科基础解剖知识成绩尧检查结果分析成绩等

思维能力遥具体步骤如下院首先袁根据实习大纲要求袁

方面进行比较袁统计学分析后显示袁在考核总成绩尧

制定学生 圆 周内的专科实习计划袁包括需要掌握的

外科基础知识成绩尧读片成绩三方面上袁试验组和对

胸腔解剖及胸部 载 线片及 悦栽 读片等袁 并总结出临

绩上则与对照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而检

相关临床疾病的诊疗技能袁以及基本操作技能袁基础
床常见的问题及多媒体内容遥 指导教师与学生一起
对胸外科疾病患者进行病史问询尧各项检查结果分
析尧读片等临床诊疗活动遥 并在教师监督下完成相
关体格检查及基本操作遥 最后袁实习生独立完成病
历书写遥 对照组则以教师床边讲授为主袁实践中示

照组有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外科基础解剖知识成
查结果分析成绩上无统计学差异渊表 员冤遥
渊二冤调查问卷结果

圆园员圆尧圆园员猿 级学生出科考核后发放调查问卷袁收

回 愿圆 份问卷均有效渊表 圆冤遥 组间比较显示袁在学习兴趣

和主观能动性尧外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尧解剖知识的

范临床诊疗步骤袁然后袁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相

掌握情况和外科临床思维模式培养袁对试验组给予肯定

关的病历书写等临床诊疗操作遥

的学生超过了 缘园豫袁 学生们认为多媒体教学模式较传

渊四冤考核方法

统外科教学模式有明显优势袁 而基本临床操作技能方

通过客观与主观两种形式进行评估遥 客观的外
科基础知识考试一共 猿 题袁每题 员园 分曰胸外科典型

胸部平片尧悦栽 片 猿 题袁每题 员园 分曰外科基础解剖知
识 猿 题袁每题 员园 分曰检查结果分析成绩 圆 题袁每题
项目
临床技能考核的总成绩
外科基础知识成绩
读片成绩
外科基础解剖知识成绩
检查结果分析成绩

项目
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外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解剖知识的掌握情况
外科临床思维模式培养
基本临床操作技能提升

表员

三尧讨论与建议
医学生在各外科专业轮转过程中袁 实习时间相

实习出科考核总成绩及单项成绩

试验组渊灶越愿圆冤
愿源援远 依 缘源援猿
圆苑援猿 依 员员援怨
圆远援圆 依 圆员援员
圆员援愿 依 圆员援园
园怨援猿 依 员员援园
表圆

面袁对试验组给予肯定的学生未超过 缘园豫遥

对照组渊灶越怨远冤
远缘援苑 依 缘员援圆
圆源援员 依 源援圆
员愿援员 依 圆圆援圆
员源援猿 依 员圆援员
园怨援圆 依 员园援源

贼值
圆援圆远猿
圆援员愿怨
圆援圆猿源
猿援怨苑缘
园援园缘猿

渊分袁曾 依 泽冤
孕值
园援园圆缘
园援园猿园
园援园圆苑
园援园园员
园援怨缘愿

咱灶渊豫冤暂

试验组实习生对两种教学模式的调查问卷统计表
试验组优于传统
缘远渊远愿援圆冤
远猿渊苑远援愿冤
远苑渊愿员援苑冤
源缘渊缘源援愿冤
圆远渊猿员援苑冤

无明显差别
员源渊员苑援园冤
员员渊员猿援源冤
员园渊员圆援员冤
圆缘渊猿园援源冤
圆愿渊猿源援员冤

试验组不如传统
员圆渊员源援远冤
愿渊怨援苑冤
缘渊远援园冤
员圆渊员源援远冤
园圆愿渊猿源援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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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短遥 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对外科学进行系统的

们均认可这种相对直观和全面的教学模式遥 因此袁

实习教学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遥 猿阅 解剖图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多媒体教学模式对

学带来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几点院淤培养学生自身的

积极的作用遥

咱远暂

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多媒体教学模式可以给外科教

外科实习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外科人才的培养有着
用 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袁 可以降低

学习能力和激发学生对枯燥的外科解剖知识的学习
热情遥 以学生为中心袁通过生动的多媒体展示提高

实习生的学习难度袁能够使学生在掌握外科基础知识

学生综合应用外科基础知识的能力遥 于帮助学生形

的同时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同时袁这也符合教育教

学的讨论形成规范的临床思维顺序袁这才能有条不

特色包括院淤在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袁注重结合最新

成外科临床思维模式袁通过对临床具体病例和影像

紊地处理临床疾病遥盂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
像的教学模式除了要求教师具有高素质尧高能力尧丰
富的临床经验及相关学科知识贮备外袁还要熟悉该
学科最新发展状态和科技动态袁这样就强化了教师
队伍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遥
为保证和提高外科实习教学质量袁我们采用 猿阅

学改革的方向袁注重创新型教育模式的发展咱苑原愿暂遥 具体
的影像学技术和 猿阅 成像技术的发展袁 开展形象化

教学袁注重集中学生注意力尧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尧
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曰 于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并重袁通过多媒体演示临床工作中的问题袁培养
学生对外科实践的全面了解遥
总之袁猿阅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多媒体

解剖图像和影像学三维图像多媒体教学模式遥 具体

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尧 综合分

实践中袁我们总结了在实习过程中需要讨论尧实践并

析能力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特别值得在外科推

掌握的外科学基础知识和临床解剖学知识袁让实习

广和实施遥

生和老师形成一个讨论组袁互相提问尧交流袁与此同
时教师会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引导和讲解袁充分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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