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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蒺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clinical problems, the case - based learning ( CBL )
combined with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mod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ophthalmology.
誗METHODS: Two classes ( total 131 students) of 2013
grade major in clinical medicine,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CBL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ode, and
control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part of
acute angle-closure glaucoma was taugh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ntrol group at the end of term.
誗RESULTS: The mean scores of CBL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誗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BL combined with
PBL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ophthalmolog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learning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students蒺 self - learning ability. It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students蒺 ability of independent - think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
誗 KEYWORDS: case based - learning; problem based -
learning; ophthalmology;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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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提高眼科学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分
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将以案例为基础( case
based- learning, CBL) 和以问题为基础 (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相结合教学模式引入眼科学临床教学中,并
评价其教学效果。
方法:对昆明医科大学 2013 级本科临床医学专业两个班
级的 131 名学生分别采用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和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章节的教学。
通过课堂测验、临床技能操作考核等综合评价两种教学方
法的教学效果。
结果: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班级综合成绩明显优
于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班级。
结论:应用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CBL 教学;PBL 教学;眼科学;医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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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眼科学是一门专业特点很强的临床学科,对基础理论
和专科检查、手术操作都有较高要求;同时与其他基础医
学和临床学科存在广泛的联系。 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和
医学相关知识快速更新,对医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的要求
也在不断提高。 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已不能适
应现代眼科学教育的要求。 由于眼球解剖结构较为复杂,
传统课堂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教材内容为主导,难以进行
直观教学,学生缺乏感性认识,被动的记忆大量抽象的理
论知识,不容易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相结合。 这样的教
学方式学生难以真正理解所学知识,更难以达到提高学生
临床实践能力的目的[1-3]。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引
起学生对眼科学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教
与学的效率,使学生较好掌握眼科学知识和临床技能,为
深入学习和临床工作奠定基础,是眼科学临床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思考和改进的问题。 现将以案例为基础(case
based- learning, CBL) 和以问题为基础 (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相结合教学模式应用与眼科临床教学的效
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对昆明医科大学 2013 级本科临床医学专业两
个班级的 131 名学生分别采用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
式(67 名)、传统课堂教学方式(64 名)讲授急性闭角型青
光眼相关内容。 由同一教师授课,所用教材、授课学时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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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CBL与 PBL相结合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综合成绩比较 (軃x依s,分)
组别 人数 客观题 主观题 操作考核 综合成绩

CBL+PBL 组 67 42. 46依5. 19 46. 37依4. 57 81. 54依5. 48 85. 21依4. 69
传统课堂教学组 64 38. 87依4. 95 35. 68依5. 26 72. 29依5. 54 73. 36依5. 5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t 0. 527 4. 233 8. 761 10. 846
P 0. 154 0. 007 0. 000 0. 000

表 2摇 CBL与 PBL相结合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比较 人(% )

组别 人数
对教学方
法满意度

激发学
习兴趣

提高学习
主动性

提高学
习效率

提高自
学能力

提高信息
检索能力

提高临床
思维能力

提高与患
者沟通能力

CBL+PBL 组 67 63(94. 0) 56(83. 6) 62(92. 5) 57(85. 1) 55(82. 1) 51(76. 1) 55(82. 1) 58(86. 6)
传统课堂教学组 64 47(73. 4) 44(68. 8) 46(71. 8) 34(53. 1) 38(59. 3) 30(46. 9) 33(51. 6) 32(48. 4)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字2 8. 675 6. 783 4. 895 15. 976 4. 830 9. 127 11. 601 18. 273
P 0. 004 0. 007 0. 017 0. 000 0. 038 0. 002 0. 001 0. 000

1. 2 方法摇 采用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的班级,授
课教师选择住院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作为教学病例,
由学生进行病史采集,收集病例资料,带教老师指导学生
进行病例汇报并指导学生进行裂隙灯检查,观察典型阳性
体征。 带教结束时,教师提出临床相关问题,如:(1)疾病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是什么? (2)为了明确诊断还需进一
步进行哪些检查? (3)需与哪些疾病进行鉴别诊断? (4)
诊断明确后应如何进行治疗? 指导学生如何查阅相关文
献资料。 第二次授课时,教师先进行系统讲解,包括疾病
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指南和进展,组织学生讨论自
己查阅文献与讲课内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陈述自己的观
点,提出自己对疾病的理解。 最后,由教师对病史采集、专
科检查和病例讨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对重要知识点
和疑难问题进行深入讲解。 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班
级,授课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进行授课。
摇 摇 教学结束后,进行课堂测验和操作考核,比较两个班
级学生综合成绩。 其中,课堂测验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
客观题占 50 分,考查学生对课堂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
度,主观题占 50 分,考查学生对病例分析的能力。 操作考
核包括裂隙灯眼前节检查,直接眼底镜检查和病史采集三
部分。 综合成绩 =课堂测验成绩伊60% +操作考核成绩伊
40% 。 采用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包括对教学法
满意度、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学习效率、自学能力、信息
检索能力、临床逻辑思维能力和与患者沟通、表达能力。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9.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用均数依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摇 摇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班级综合成绩 85. 21 依
4郾 69 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班级综合成绩 73. 36 依5. 52
分。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班级综合成绩显著高于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班级(P<0. 05)。 课堂测验中,客观题
成绩两个班级无明显差异,主观题成绩 CBL 与 PBL 相结
合教学模式班级显著高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班级,具有统
计学意义(P<0. 05)。 操作考核成绩 CBL 与 PBL 相结合
教学模式班级显著高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班级,具有统计
学意义(P<0. 05),见表 1。 对学生进行教学效果反馈问
卷调查显示:学生对 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的接受
度较高,认为在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培养临床
思维能力、提高自学能力、提高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和与患
者沟通、表达能力方面有明显优势,具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见表 2。

3 讨论
3. 1 眼科学临床教学的现状摇 眼科学临床教学内容通常
包括理论课学习、临床见习和实习。 眼科学的教学内容包
括:眼的解剖和生理、眼科检查、眼病学和全身疾病的眼部
表现等部分。 由于教学内容较多,但课时较少,目前理论
课学习和临床见习多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眼球解剖
结构复杂抽象且眼科检查与其它临床学科相比需应用特
殊的设备和仪器,若学生只是被动地要求记忆抽象的理论
知识,则难以理解和掌握课堂教学内容,学习主动性得不
到充分的发挥,容易产生畏难和厌烦情绪,影响教学效
果[4]。 即使学生理论考试成绩不错,但缺乏主动的临床思
考和锻炼,遇到患者往往不能灵活的应用所学知识进行检
查、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不能较好的与患者交流、沟通,
不利于医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3. 2 CBL与 PBL教学模式摇 CBL 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
模式。 案例又称个例或实例,是指对生产生活中典型的有
意义的事件陈述,是含有问题或疑问在内的真实发生的典
型事件。 在医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模式也就是将这些真实
发生的典型事件引入教学之中,运用专业的知识和理论进
行分析和探讨,从而得出经验和教训。 由此培养和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5]。
摇 摇 PBL 是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问题是就特定场合、
特定行为需求的描述,或对事物的内在修改、提升、优化需
求的描述。 PBL 教学模式是通过发现问题,引导学生寻找
相关信息和知识,通过加强自学、小组学习讨论等方式,最
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方法目前已在许
多医学院校陆续得以运用,是国际医学界认可并推崇的临
床医学教学法之一。 其特点是帮助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理
论知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团结协作,并且能促进师生间
的互动交流[6]。
摇 摇 CBL 与 PBL 教学方法是目前医学教育教学中较常采
用的两种新型教学方法。 两种教学方法在课前准备和授
课方式方面都存在不同[7]。 CBL 教学方法应用于临床教
学,需要教师先准备典型病例,以临床病例为基础,引导学
生围绕病例分析、讨论,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联系起来;
以达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8]。 PBL 教
学方法实施时以学生为中心,提出问题后鼓励学生自主学
习、相互协作,调动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培养和提高学生自
学钻研能力[9]。 相对于传统授课方法而言,CBL 与 PBL
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能较好地吸
引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易使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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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畏难情绪,有助于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模式的形成,对
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很有帮助。
3. 3 CBL与 PBL相结合教学模式在眼科学临床教学中的
应用摇 CBL 与 PBL 教学方式各有其优势与不足,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应根据课堂教学、临床见习和实习的授课特点
灵活掌握、综合运用,努力把每种教学方法的作用发挥到
最大,寻找出适合学生学习规律、提高教学效率的教学
模式。
摇 摇 由于眼科学的授课学时较少,教学内容繁多,单纯使
用 CBL 教学方式会使课堂教学显得非常紧张。 采用 PBL
与 CBL 相结合教学模式,对于教学大纲要求重点掌握的
内容,可选择以 CBL 教学方式为侧重的联合教学方法,将
基础理论与临床基本思维整合在病例讨论中,提高学生综
合联系医学基础知识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实际临床问题的
理解和应用[10]。 对于教学大纲要求熟悉或了解的内容,
可准备相应的病例及学习资料和问题,学生在课前对相关
知识进行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教师对给出的病例和问题
进行分组讨论、交流,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修正和总结。
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同时也有助于培
养学生应用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的临床思
维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学生的表
达能力[11-12]。
摇 摇 进行课堂理论教学时,可选择 PBL 教学方式为主:课
前教师根据授课的内容、目的设置相关问题,组织并指导
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相关文献查阅。 课堂教学时,先由学生
对问题答案进行陈述并讨论,随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所
提问题进行讲解和点评,教师通过总结以往教学中学生未
能较好理解的问题在课堂教学时重点讲解;并采用 CBL
教学方式,将临床病例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应用。
摇 摇 在进行临床见习和实习教学时,可侧重 CBL 教学方
式为主,通过典型病例的分享讨论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
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将真实的、鲜活的病例带入临床教学
中,让学生直观的面对病例和真实的患者,参与患者的检
查、诊断和治疗过程,学生反馈理论教学中未能涉及到的
问题,可作为 PBL 教学的切入点,鼓励学生自学并进行集
中讨论。 这样以病例吸引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讨论发
言,由浅入深的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不仅丰富了课堂内
容,将临床常见病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引入课堂,还可以缩
短课堂与临床的差距,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这样两种教学方式取长补短,
可以显著的提高教学效率。
摇 摇 将 CBL 与 PB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应用于眼科学临床
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均可受益。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不
同,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
生的积极主动参与。 教师在教授过程中通过典型临床病
例将学生带入临床实践现场,在模拟临床实践过程中学习
理论知识,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的特点,有助于学生构建
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减少对临床工作的陌生感和畏惧感,
缩短从基础医学知识学习到临床实践的过渡时间,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和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学生的学
习不拘泥于单纯的课堂学习,学习内容也不局限于单一的
教材。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学、查阅文献资料并
整理,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轮流发言,发挥主
观能动性,让学生能主动参与学习。 这种综合的教学方式
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除了常规的备课外,还

需要对学科的内容和新进展有更全面的认识,以及对课堂
教学更好的组织能力,教学的方式由单纯的照本宣科,变
成既要教授理论知识,又要引导学生学习、思考和讨论的
“引导者冶 [13-14]。 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
知识,还可以提高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
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师生间的交流加强,做到
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3. 4 教学效果的评估摇 CBL 与 PBL 相结合的教学法更加
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包括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临
床操作技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 因此,对
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不能仅以试卷考试成
绩为准,而应从理论知识、临床操作技能和综合能力等多
方面进行评估[15-16]。 综合能力的评估应包括病例报告、
小组讨论发言的表现、临床学习记录、学习积极性等方面。
这样的综合成绩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和掌握临
床知识和临床技能、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摇 摇 目前 CBL 与 PB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缺乏系统规范的
评价体系,传统的考试制度并不适合这种多样化、灵活化
的教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
实施。 制定客观、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还需要进一步
的探索研究。 总之,CBL 与 PBL 相结合教学模式的应用
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有助于培养符合现代医学发展所需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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