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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在
《口腔解剖生理学》中的初探

摘  要

目的：初步探讨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在《口腔解剖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选择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 2015 级和 2016 级五年制本科生进行比较，2016 级作为实验组，2015 级作

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通过课后不

记名问卷调查比较两组学生学习兴趣激发、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加深理论知识理

解和记忆、团队合作精神培养的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问卷调查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均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5）。结论：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教学能够激发其学习热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

解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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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解剖生理学》是一门口腔医学专业的

基础课程之一。主要研究牙体解剖与牙列、口腔颌

面颈部等部位的正常解剖结构以及生理功能，介绍

了 与颌位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联系，掌握其功能

活动及临床应用为主的学科，为口腔临床医学课程

奠定基础 [1, 2]。是否能够学好这门课直接关系到其

他口腔专业课程的学习质量。随着科技的发展，各

种软件的开发、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在高校教

学中引用了不少新技术。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导图，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由英国心理学家、教育专

家 Tony Buzan[3] 创立的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

形思维工具，极具实用性。翻转课堂是由 Fl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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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翻译而来，也被译为颠倒课堂或反转课

堂，是国外学者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着眼于学习

本质以及实践流程的现实条件提出的一个重要理

念。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指的是在信息化环

境中，教师在课前给学生提供以视频为主的学习资

源，让学生完成交流互动、相互合作以及作业答疑

等的教学模式 [4]。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更好

地服务于口腔临床专业课，本课题组人员尝试将思

维导图和翻转课堂引入到《口腔解剖生理学》课程

教学中，探讨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在《口

腔解剖生理学》本科生教学中的效果。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河北医科大学五年制 2015 级、2016 级口腔专

业本科生。2015 级学生 62 人为对照组（男 22 人，

女 40 人），年龄（22.0±0.2）岁，采用传统教学

方法；2016 级学生 88 人为实验组（男 28 人，女

60 人），年龄（21.0±0.3）岁，采用基于思维导

图辅助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两组学生在年龄、性

别、学历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2.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师结合 PPT、

板书及标本模型进行授课，课下老师给学生安排传

统习题。

实验组：采用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教学方

法，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融入思维导图和翻转课

堂概念。

在整个过程中分为3个阶段:（1）理论课阶段；

（2）课下阶段；（3）实验课阶段；（4）复习阶段。

（1）理论课阶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结合

PPT、板书及标本模型进行理论课程教授。

（2）课下阶段：教师将学生按学号进行分组，

每组 5 ～ 6 人，让学生们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与探

究性学习。以“下颌第一磨牙”为例（图 1），首

先总结下颌第一磨牙的解剖形态，再由其扩展开来，

可以通过翻阅其他专业书籍，或是查阅文献等途径

了解下颌第一磨牙相关的新技术与新进展。这样学

生可以了解下颌第一磨牙涉及到的龋病（牙体牙髓

病学）、牙周炎（牙周病学）、窝沟封闭（口腔预

防医学）、 关键（ 学）等等。然后学生使用思

维导图软件（Xmind 软件）草拟思维导图将这些知

识点串联起来，以“主题—次主题—延伸主题”构

成思维导图信息库。此环节是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

课堂的关键，在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过程中引出存

在的问题，达到每位同学均按照教学大纲掌握基础

知识为节点，做到知识点的细化，可以提高学生专

业课学习兴趣、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于

课前一天线上提交思维导图以及问题清单，教师整

合各组问题形成焦点问题供课上学习。

（3）实验课阶段：在实验课教学中抽出部分时

间实施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课

上以小组汇报的方式进行，教师通过学生绘制的思

维导图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进一

步总结本章知识的重点、难点，对学生课下和课上

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问

题由学生分组讨论，讨论过程中发散思维，解决问题。

期间，教师不做灌输式的讲授，而是引导性提问或

者关键信息的提供，充分结合小组讨论与组间辩论，

最后教师总结出焦点问题再次对知识点进行内化。

（4）复习阶段：学生课后复习时利用思维导图，

课本中的每个知识点不再孤立，各个专业课之间也

通过思维导图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可加强学生学

习过程中前后的连贯性，进而降低学生学习口腔专

业课的难度，提高学习效率。课后学生通过思维导

图能够重温教材中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进行知识内

化吸收，对于学习内容中的重点、难点也就了然于

心，基本上将教学内容的精华收入囊中。

教师在课下总结对此教学活动的体会，对已经

完成的教学进行反思，发现其中的不足并进行改进，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2.3  教学效果评价

2.3.1  怎么对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

堂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国内外学者从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以及总体评

价等方面制定了调查问卷并进行了评价 [5, 6]。我们

借鉴前人的经验决定采用课后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

评价。课程结束后使用微信“腾讯问卷”对2015级、

2016 级全体学生发放不记名问卷调查表，主观的从

学习兴趣激发、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加深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团队合作精神培

养 5 方面进行调查，采用 VAS 对评价项目进行量

化评分。

2.3.2  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VAS是一种在临床实践中简单的测量疼痛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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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下颌第一磨牙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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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实施与记录快而简单，相对客观敏感 [7]。

采用长10mm，标有10个刻度的标尺，两端分别为“1

分”和“10 分”，1 分表示对测评项目感知完全不

满意，10 分表示对测评项目感知完全满意，分数越

低表示满意度越低。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以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分析问卷调查结果，对照组班级发放 62 份，

收回 58 份有效问卷，实验班级发放 88 份，收回

79 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如表 1、图 2 所示：学

生对学习过程中应用思维导图和翻转课堂的认可

度较高。对比传统教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思维导

图的方法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加深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等（P<0.05）。但是在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方面，实验组中有 12.5% 同学表示非

常不满意（图 3）。

表 1  问卷调查满意度（x±s）

学习兴趣激发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临床思维能力提高 加深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 团队合作精神培养

对照组 6.00±1.64 6.33±1.47 5.67±2.00 5.92±2.06 5.00±2.25

实验组 7.97±1.26 8.03±1.62 7.84±1.40 8.25±1.44 6.69±2.58

t 值 -5.086 -4.048 -4.813 -4.991 -2.556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13

图 3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的满意程度

图 2  问卷调查满意程度

注：1为对照组、2为实验组，*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学习兴趣激发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临床思维能力提高

加深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

团队合作精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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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

在《口腔解剖生理学》教学过程中，学生面临

着各种解剖形态、特征、生理功能、临床应用等繁

琐知识记忆问题 [8]。对于刚刚接触口腔课程的学生

来说，每颗牙的解剖形态相对复杂且存在个体差异

性，口腔颌面部血管神经肌肉错综复杂，在记忆理

解上相对困难，并且该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内

容枯燥乏味，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难度较

大，对教师的教学要求也较高 [9]。采用传统教学的

对照组，教学形式相对单一，忽略了思维的培养，

并不能把基础理论知识和将来的口腔临床专业知识

很好地结合，对学生的自主性和逻辑性的培养效果

欠佳 [4]，所以加强医学教学改革对提高教学质量是

十分迫切的。

4.2  引入思维导图和翻转课堂

在理论课教学上还延用传统授课方式，但在

课后习题以及实验课方面做出改变。使课后习题与

实验课结合在一起，借用实验课一部分时间完成基

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的实施。思维导图通过

利用图片、颜色等不同的表达方式把各级主题的关

系通过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关系表现出来。由于

解释性文字与图形分离会起到减轻分散注意力的效

果，学生只需要分析和处理文本和图形两种资源就

可以构造新的知识框架 [10]，从而建立记忆链接，提高

记忆的效率，是一种用于学习和记忆的辅助工具 [11]。

自从发明以来，已在国内外广泛使用。在口腔医学

教育中，伍廷芸等人 [12] 研究表明在课堂中使用思维

导图后学生在空间思维构建中加强了逻辑性记忆，

有利于学生探索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构建出较为

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且思维导图在“ 学”教学中

也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使被称为“玄学”的学科变

得更容易理解 [13]。而翻转课堂相比于以往的教学模

式更注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综合多角度全方位向学生传递专业知识，促进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查阅

与总结资料的能力，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深

化了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使其更好的与口腔临

床专业课程衔接 [14]。

4.3  实施效果评价与其他研究的对比

本研究实验组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合作精神均

优于传统教学模式。这与董靖竹的研究观点几乎一

致 [15]，其教学组利用思维导图，恰当地融入各章节

知识构架，引导和鼓励学生课后单独或合作完成《口

腔解剖生理学》课程的学习，以利于学生进行阶段

性复习与巩固 [16]。本研究的新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

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了临床

思维能力、加深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培养团队合

作精神。但是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方面，部分同学

表示非常不满意，可能是由于思维导图以小组为单

位完成，国内学生还未养成分工合作的习惯，缺乏

相互沟通的意识与环境，最后导致由组内的部分同

学完成作业，引起了个别同学的不满。并且对于上

台讲解思维导图的同学没有做要求，一般学生会习

惯性推荐成绩优异的同学进行讲解，这样导致组内

的部分缺乏自主性的同学更加放纵自己，反而使其

学习效果不佳。所以在接下来新的教学方式探索中

可实行轮换制，使每位同学都可以上台展示。并且

在同学所制作的思维导图中要体现出各位小组成员

的成果，实现人人参与，共同讨论，总结出最佳的

思维导图。

孙旭 [17] 等人在研究新教学方法中采用比较两

个年级期末考试成绩评价，由于两个年级的期末考

试题目难易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并且两个年级受辅

导员、环境等影响，学习风气也会有所不同，这些

都会作为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而杨静远 [18] 等人

在期末进行恒牙外形识别考核，将两个年级学生认

牙成绩进行比较，此研究只能表明学生对牙体解剖

外形的认识有所提高，而不能说明对整个《口腔解

剖生理学》的掌握程度。所以本研究没有使用客观

比较学生对《口腔解剖生理学》掌握程度的方法。

在今后教学研究中，可以使用单盲法将同一年级学

生进行随机分组，分别采用传统教学以及基于思维

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比较更加 

合理。

4.4  存在的不足

本教学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学生反映制作

思维导图花费了他们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往

往占用其他课程的时间。这有可能是因为学生早已

习惯过去被动式的学习，缺乏主动思考能力，并且

对于查阅文献资料和思维导图软件不是很熟悉，导

致浪费较多时间 [19]。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提前请

专门的老师给学生教授文献检索以及软件操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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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避免学生走一些弯路。

5  结论

基于思维导图辅助的翻转课堂模式是《口腔解

剖生理学》较好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加

深理论知识理解和记忆，并与以后的口腔临床专业

课程联系起来。但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需改进的地方，

如思维导图的分工、如何合理规划时间等，这些都

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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