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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师线上继续教育学习状况
调查分析

摘  要

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口腔医师线上继续教育学习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探索线上学习在后

疫情教育时代的作用和发展方向，为构建线上线下整合的继续教育课程提供数据基础。方法：采用问

卷星形式对 548 名于 2020 年 2 ～ 8 月参加线上学习的口腔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员基本

信息、分布、参与课程种类、选择依据、希望的课程形式、线上课程满意度、未来参加面授课程的意愿。

结果：线上学员主要来源于民营诊所以及公立医院的年轻医生，参加临床技能类课程为主。授课内容

是选择线上授课的主要依据（37.5%），直播配合老师现场回答问题形式最佳（39.9%）。线上授课

总体满意度 83.9%，93.5% 未来希望参加面授课程。结论：在后疫情时期，线上课程优势明显，同时

也存在问题，仍然需要与面授课程相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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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口腔医学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健康意

识迅速增强，口腔医务人员对于新技术、新方法的

学习愿望愈加强烈。特别是，我国仅接受初级口腔

教育后从事基层临床工作的人数超过 50 万 [1]，该部

分人员的再教育需求巨大。因此，国内各高等口腔

医学院校积极开展口腔医学继续教育培训班，把专

业技能输出到广大的基层医生以及年轻医生。我单

位从 2011 年以来开展继续教育学习班逾 53 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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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全国各地学员近 2000名，获得极大认可和赞誉。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线上教育方兴未艾，相

比传统面授模式，线上教学有效利用碎片时间，借

助网络以及移动触媒体，可获得性提高；同时，学

员人数额度大大提高，可以更好地辐射到更广大区

域，惠及更多基层医生 [2]。 

2019 年末，新冠疫情突发，在广大口腔医护人

员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同时，面授继续教育学习

班、专业会议暂停。这也为我们实践和探索线上继

续教育形式提供了契机。在疫情期间，我科多名医

护人员借助不同网络平台，给广大医生进行线上授

课，主要为牙体牙髓病学课程。我们通过授课平台，

给听课学员发放问卷调查，以探索线上继续教育的

特点，为未来开展线上线下相整合的继续教育学习

班提供数据基础。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自制问卷调查表，以问卷星形式，对 2020 年

2 ～ 8 月参加线上继续教育班的学员发放，共收回

问卷 548 份。

3  研究结果

本调查中男性 199 人，占 36.3%，女性 349 人，

占 63.7%。年龄以 31 ～ 40 岁居多，243 人，占

44.4%；其次为20～30岁，占31.5%；本科学历最多，

占 40.3%，其次为硕士，占 23.4%。

民营诊所医生占比最大，约为 42.7%，其

次为公立三级，约为 30.6%。主治医师居多，占

40.3%。地区分布华北最多，占51.6%，华东其次，

占 17.7%。

3.1  疫情期间学员参加线上继续教育课程 

情况

表 1 显示，选择口腔专业课程者最多，其次

为医患沟通课程和诊所管理课程。专业学习仍然是

线上学习的重点。同时，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以及

口腔诊所的增加，医患沟通和诊所管理课程亦逐渐 

兴起。

本次调查集中在听取牙体牙髓病学线上继续教

育的学员，但是，这些学员中听取正畸、修复、种

植课程者仍然占相当比例。此外，全科课程亦有相

当比例，凸显口腔全科的广阔发展前景。

线上继续教育课程的内容，已经从单一的理论

授课，发展到涵盖临床技能讲解、可视化影像图像

资料逐步分解技巧、临床病例分析的多种贴近临床

应用的课程内容。表 1 显示，学员更加倾向上述三

种授课内容。最近开展的口腔专业规范的解读课程，

以及翻译图书的解读课程，有助于提升学员理论知

识水平，有一定受众。

3.2  线上继续教育课程的主要选择依据

图 1 显示，在疫情期间的众多线上继续教育课

程中，学员选择的主要依据是授课内容和熟悉的讲

师，提示高等院校教师应重视提高知名度，有助于

将知识辐射到更广大学员。

3.3  希望的线上继续教育的形式

图 2 显示，学员最倾向选择实时互动性强的网

表 1  疫情期间学员参加线上继续教育课程情况 

（构成比，%）（n=548）

参加课程分类

    口腔专业课程 47.6%

    医患沟通课程 20.6%

    诊所管理课程 10.5%

    口腔教育教学方法 8.5%

    年轻医师科研培训 6.5%

    口腔人力资源管理 3.7%

    法律法规、伦理 2.6%

课程的学科分类

    牙体牙髓    28.7%

    正畸 16.9%

    修复 16.5%

    种植 14.1%

    全科 12.1%

    牙周 5.6%

    儿童口腔 3.4%

    口腔外科 2.7%

课程的授课内容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小技巧 38.3%

    一步一步系统讲解临床操作 33.1%

    病例分析 21.8%

    对口腔专业规则的解读 4.6%

    对翻译图书的解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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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直播课，老师现场回答问题的形式。

3.4  线上继续教育课程的满意度

受试学员对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满意度较高：

非常满意占 21.8%，基本满意 62.1%。疫情结束，

83.9% 会继续选择线上学习。

3.5  线上线下继续教育课程整合的契机

如果对线上讲师授课内容有兴趣，93.5% 的学

员会参加线下课程。参加线下课程考虑的因素主要

是时间（28.9%）、内容（28.9%）、费用（17.2%）、

地点（15.1%）。

4  分析

新冠病毒以空气飞沫、接触、气溶胶为传播途

径，疫情防控期间，口腔科由于高风险性，临床工

作减少。广大口腔医护人员响应“停工不停学”的

号召，积极参加线上学习，潜移默化地推进了线上

教育的全面发展 [3-4]。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无论

是教师还是学习者都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线上学习

在后疫情教育时代的作用和发展方向，是本课题研

究的焦点。

本次问卷调查中，31 ～ 40 岁、本科学历、民

营诊所医生居多，可能与近十年来我国民营口腔快

图 1  线上继续教育课程的主要选择依据

图 2  线上继续教育的形式

直播课，老师现场回答问题

专门解答学员问题的解答课

多名老师现场相互讨论沙龙

录播课，老师课后回答问题

学员汇报病例，讲师点评

13%

14% 40%

17%

16%

授课内容

熟悉的讲师

付费的多少

授课形式

授课平台的知名度

授课的时间和授课的次数

讲师的学历、履历、工作单位 

26%

14%

8%
35%

3%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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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有关。这些学员具备数年的临床工作经验，

可解决常见多发的口腔疾病。但是，一方面理论知

识稍显陈旧，需要更新，另一方面对于疑难病例，

迫切需要寻找解决途径。他们人到中年，考虑到家

庭、经济、以及患者群体稳定性，不太可能抽出数

月时间到知名院校全职进修，因此，利用碎片化时

间进行线上学习，可能是目前这部分学员的首选。

与此同时，本次调查显示，30 岁以下、硕士学历、

公立医院的年轻医生们构成线上继续教育的另外一

部分主要受众，他们刚刚结束住院医师一阶段培训，

独立开展临床工作，深感理论知识转化成临床技能

的重要性，迫切需要学习临床技能、增长临床工作

经验。但是，他们刚刚步入社会，经济负担较重，

可能也无法花费大量费用和时间参加线下学习班。

线上教育具有收费低廉、可获得性强的优势，成为

这些学员的选择依据。纵观这两类学员，对讲师提

出的要求较高：需要有深厚理论基础、又要有长时

间临床工作经验，对学科既有纵深钻研深度、又有

对新技术新疗法广博的理论理解和实践经验。因此，

正规高等院校医、教、研一线的临床医生应该担负

起线上继续教育的责任，把正规的理论知识和临床

技能传播给广大学员。此外，从学员分布看，尽管

我们身处北京，但是受众遍布全国各个地区，线 

上学习收费较低，传播广泛，惠及更多医生，凸显

优势 [5]。

本次调查显示（表1），学员在课程选择方面，

更倾向于与临床直接对接的课程，可以更好更快地

应用于临床工作。牙体牙髓病学作为口腔医学的主

要基础分支学科，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广大医

生的重视。随着镍钛器械、热牙胶、显微根管治疗

的迅速普及，牙体牙髓病学线上课程近年来蓬勃发

展，也成为我们的主要线上讲授专科。同时，口腔

种植、正畸等学科，较为特殊性，为毕业后教育，

本科毕业的口腔科医生种植、正畸专业知识有限，

必须通过继续教育学习掌握相关专业技术，修复学

毕业后教育的比重亦较大。尽管近年来，此三类专

科发展迅速，但是与目前医疗市场对专业医生的需

求相比，仍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未来的工作中，

考虑集合此类专业医师，开展线上专业课程 [5]。 

面授课程的重要优点之一，师生实时互动性，

局限空间抗外界干扰性强、有利于集中注意力高效

学习。线上授课有多种形式，图 2 显示学员最倾向

选择具有师生实时互动的现场直播课程，说明线上

继续教育课程的设计中，应考虑包含面授课程的优

势元素，提供给学员现场真实感和被关注感。此外，

继续教学的学员十分关注问题解答，授课教师应注

重自身理论架构的建设，在此环节中，临床延申到

理论、使学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给予完整的

知识链条，不宜着眼于随机技巧、偶发病例。线上

授课的优势是碎片时间学习方式，为学习带来自由

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碎片化信息往往是零碎、

非结构、非逻辑的，在学员接触各类碎片化知识过

程中，极易知识零碎不系统，阻碍其对学科整体性

认识和把握，割裂其思维的一致性。授课讲师应有

意识地规避此缺点，在构建课件和解答问题时，着

重依托理论框架，同时解答临床应用技巧，以促进

学员判断、处理分析、整合运用等基本能力，帮助

其对知识进行主动构建，促进自我生成合理的知识

体系，提高网络化生存和发展能力 [6]。

在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广泛

使用的翻转课堂、PBL 教学等教学方法，也可以考

虑应用到继续教育中 [7]。比如学员汇报病例，讲师

点评的课程形式，就是借用了高等院校临床带教住

院医师中、每日临床工作总结的形式。随着我国继

续教育的深化，学员学习能力、理论水平、临床技

能的增长，鼓励学员自主表达、自发学习的教育方

式将更多地应用于线上继续教育，这将更有助于达

成“终生学习、终生教育”的继续教育理念。

总体而言，受试学员对疫情期间的线上继续教

育课程满意度较高，83.9% 选择疫情结束后仍然选

择线上继续教育课程。如前所述，线上继续教育在

疫情期间得以大量实践、广泛推广，契合主要受众

群体的需求，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疫情常态化

情况下，需要具备疫情防控意识，时刻警惕疫情反

复，必要时随时削减面授课程。因此，后疫情状态下，

继续开展线上教育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高等院校

教师应重视线上继续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和探索，

充分利用线上教育的优势，使学习不再囿于面授，

学习时间延长到终生，学习空间无限扩张，呈现出

延时性终生性的特征 [8]。进一步，作为现代信息技

术表现形式的在线教学，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的知

识单一性、封闭性和权威性，形成在线教学资源的

开放化、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真正实现继续教育的

根本目标。

口腔医学是实操性学科，可视化、虚拟现实、

AI 等技术正在应用于高等口腔医学教育。但是我国

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尽均衡，面对广大基层医生

的继续教育任重而道远。在一定时期内，面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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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实际操作演示等独特优势，仍然是继续教

育的主要教育形式 [9]。本次调查中，如果对线上讲

师授课内容有兴趣，93.5%的学员会参加线下课程。

现阶段操作类课程还需依托线下小班化教学，与线

上课程相互补充。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特殊时期推动了

线上继续教育的快速发展，为今后口腔医学继续教

育带来了新的启示。线上课程优势明显，同时也存

在问题，仍然需要与面授课程相整合，在未来的工

作中，需要不断提升和改进，为探索我国口腔医学

继续教育形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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