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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教学工具为媒，多维推进
教考改革，构建口腔影像诊断教
学新体系

摘  要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是教育部对当代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口腔颌面影像诊断学教研室，应用

先进的教学理念、方法、设备，不断在教学模式、考核模式、网络辅助及虚拟教学技术等方面改革创新，

建立了学科融合式教学模式与全过程性考核模式，开发应用创新教学工具，构建了以培养高素质综合

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为核心的颌面影像诊断学创新教学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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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是国家教育强国非常重要的一环 [1]。口腔颌面影像

诊断学教研室紧跟时代主旋律，提高自身人才培养

能力，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口腔医学人才。随着

口腔医学和口腔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口腔

影像教育显现出诸多弊端亟待解决。

首先，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是口腔临床医学与

口腔基础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课程知识点涵盖面

广而杂，包括多个亚专业上百类疾病的影像特征表

现，传统的断层式影像特征教学记忆难度大、学习

效果欠佳，学生对影像知识的掌握往往一知半解，

导致理论与临床脱节，学生进入临床后难以有效的

运用 [2]。其次，影像诊断需要大量的阅片训练，传

统的实验课阅片在时间与空间上均有较大限制，不

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3]。第三，传统期末考核以教

材理论知识为主，评价内容及形式单一，难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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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课程主题中运用的教学手段

课程主题 翻转课堂 PBL CBL 其他

口腔影像检查技术及原理 √ 虚拟仿真

正常根尖片的 X 线解剖 √ 教具

牙外伤 √ √ √ 思维导图

根尖周炎 √ √ √

关节强直 √ √ √ 模型

颌骨骨髓炎 √ √ √

囊肿 √ √ √ 教具

继发癌 √ √ √

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对于影像诊断阅片、临床

胜任力的评价说服力不足，且不能跟踪和反馈学生

学习情况并做出及时调整 [4]。第四，影像检查技术

实训涉及辐射安全等伦理问题，无法在真实环境中

让学生反复练习 [5]。

面对新的时代挑战与要求，口腔颌面影像诊断

学教研室在汲取老一辈口腔影像教育者的优良教学

传统的基础上，应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方法、设备，

不断在教学模式、考核模式、网络辅助及虚拟教学

技术等方面改革创新，以教改项目、教改论文、教

学软件、教学资料库、教材等成果形式，构建了以

培养高素质综合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为核心的颌面

影像诊断学创新教学体系。

2  材料与方法

针对理论与实践脱节、影像阅片训练不足、传

统考核模式及辐射安全等问题，口腔颌面影像诊断

学教研室运用互联网、虚拟仿真等前沿科技，采用

小班教学模式，并结合学科特点，构建口腔颌面影

像诊断教学新体系。

2.1  建立学科融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

科的桥梁作用

教研室在教学内容中将各亚专业常见疾病的影

像学特征与临床特征、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相融

合，以完整、立体的疾病全貌为知识背景，进行影

像诊断的探究式小班教学。教学方法的设计紧密结

合各类疾病特征，将翻转课堂、病例式教学（CBL）、

问题式教学（PBL）、思维导图等有机结合（如表1），

服务教学内容，增进教学效果。

教学内容：选取理论课需要掌握的重点、难点

作为每次课程的主题，包括：常用口腔影像检查技

术及原理、正常根尖片的 X 线解剖、牙外伤、根尖

周炎、关节强直、颌骨骨髓炎、囊肿、继发癌。每

门课程由一位具有丰富临床教学经验的老师负责课

程设计，另外选配 3 名老师通过集体备课、课前培

训等环节，分别负责 3 组学生的小班教学。根据每

次课程内容的特点，对教学流程进行个性化定制。

教学设计：课前一周，老师使用颌面影像诊断

教学系统小程序发布预习思考题、参考资料等。预

习内容引导学生学习和搜集疾病相关影像学、临床

及病理知识，以及发展前沿等扩展知识。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由教师通过预先设计的大纲进行引导，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 PBL 等激发学生运用课前查

到的资料，深度参与教学互动。课堂表现纳入过程

性考核中，教师从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前准备情况、

表达能力、参与度、贡献度五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2.2 综合评价学生学习能力，构建全过程性考

核模式

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覆盖整个教学周期。并根

据培养目标的不同，在结果性考核部分中增加八年

制学生影像相关文献汇报，提升学生科研基础能力，

同时期末笔试在内容上弱化传统理论题目，强化应

用性读片考试内容。

全过程考核模式框架：全过程性考核模式分

为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两部分，分值比例各占

50%（如图 1）。过程性考核包括理论课结束后的

随堂测试和小班实验课的课堂综合表现两个部分；

结果性考核包括文献汇报、理论考试、读片考核三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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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考核时间轴及分值占比

第一周

过程性考核

结果性考核

随堂测试 5%*4=20%

课堂表现 7.5%*4=30%

期末读片 10%

图 2  学生部分成绩

A.随堂测试成绩  B. 实验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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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开发创新教学

工具

教研室开发了颌面影像教学 APP、基于微信小

程序的颌面影像诊断教学系统、口腔医学影像检查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影像教学数据库、以及云影像

教学阅片等。为教学模式、考核模式的改革创新，

为全方位的高效教学管理提供技术工具。

2.3.1  颌面影像诊断教学系统

系统介绍：随着微信小程序技术的成熟，教

研室自主开发了基于小程序的颌面影像诊断教学系

统，相比于传统的在线教育工具 , 该系统采用积极

的内容分发和实时互动机制 , 缩小了学生和深奥枯

燥的影像学知识 , 以及师生之间的距离 . 而在应答

设计中 ,该系统采取的BYOD教学方式 ,将分散学

生注意力的智能手机转变为教学工具 , 激发了学生

兴趣 ,提高了课堂效率。

系统功能：系统线性规划了教师的教学过程，

实现了课前 - 课中 - 课后的有力联系，主要功能

包括“注册限制”“影像图库”“典型病例”“教

学入口”四个方面（如图 3A）。该系统除了提供

学生便捷的不受时空限制的阅片等学习机会，还为

课堂课下教学管理，以及实现教学模式、考核模式

改革提供技术支持。

2.3.2  口腔医学影像检查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基本设计：通过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将仿真拍

摄与实例影像图像相结合，将技术与诊断相结合，

模拟临床实际工作场景，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

根尖片、全景片、CBCT、螺旋 CT 的拍摄训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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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颌面影像诊断教学系统

A.登录及主功能界面  B. 影像图库界面

图 4  口腔医学影像检查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A.交互式拍摄实训  B. 病例实训后的得分反馈

A B

A
B

临床典型病例的操作训练。

功能模块与技术特点：主要包括基础知识、

影像阅片、操作训练、以及病例实训 4 个模块。整

个实验基本框架呈线性流程递进，同时在关键实验

步骤上设置选择以及错误选择下的负性后果，增强

趣味性和互动性，为学生的临床实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有效的避免伦理与辐射问题。同时，学生可以

在完成练习后查看练习分步骤得分情况，及时获得

个人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和练习（如 

图 4B）。

3  结果

经过多年不断的改革实践，本课程教学模式、

考核模式、教学工具不断的革新与完善，整体教学

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学科融合式教学与全过程性考核模式将教、考

两架马车有机结合，通过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手

段的优化以及考核模式的创新，打破了学科壁垒，

加深了学生对疾病及其影像特征的理解与掌握，构

建了完整有效的教学考核系统 [6]。这种教考模式已

应用于 2015 ～ 2017 级三届口腔本科学生的探究式



256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21 年 7 月　第 24 卷　第 4期

小班化教学及考核中。通过问卷调查反馈，97.3%

的学生对此次改革给予肯定。

颌面影像诊断教学系统以及其前身颌面影像

APP 自 2018 年开始面向华西口腔医学院大四年级

约 800 名师生开放使用，以辅助颌面影像诊断课程

教学。在实际应用中，本系统成功地将手机由负面

因素转变为智慧教学工具，创造了一个交互式的教

学场景，并且“全景式”记录了师生的教学数据，

满足了高校和学生在线教育的需要，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并将逐步用于住院医师、进修医生的教

学 [7]。

口腔影像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已应用于 2017 级

八年制口腔影像的本科实验教学中，下一步将推广

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进修生教学。该系统计划

搭建在本院以及四川大学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同时

我们将借助我校在专业领域的引领地位，与同行交

流并推广该教学项目，积极向需帮扶院校推广，并

提供相应的专业支持。

4  讨论

相对于传统的口腔颌面医学影像学的教学方

式，学科融合式教学能发挥影像桥梁学科的真正内

涵，有机的连接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为学生建立

全面立体的诊疗思路。而相对于传统期末答卷考试，

全过程性多元化考核更能检验学生全方位的临床胜

任能力，考评体系更加科学客观，帮助教师及时掌

握教学效果及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颌面影像诊断教

学系统将分散学生注意力的智能手机转变为有利的

学习工具与教学管理工具，后台服务器记录师生在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教学数据，通过分析和挖掘，能

获得学生学习行为等相关信息，在调整教学计划与

策略时有据可依。口腔影像虚拟仿真教学项目通过

人机交互与情景式教学，展示影像学检查与相关临

床诊疗过程，配合学科融合式教学改革，对各个环

节的虚拟场景进行“闯关式”学习，调动学习积极性，

弥补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不足。口腔影像诊断教学新

体系从不同层面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质量。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

教研室始终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会继续紧跟党的

路线，不断的完善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教学体系，

争取为国家培育更多合格的口腔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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