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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学在口腔
黏膜病学教学中的运用尝试

摘  要

目的：探讨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学在口腔黏膜病学教学中的可行性和效果分析。方法：研究对象

为本院七年制口腔医学专业的 44 名学生，其中 2014 级 23 名学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2015

级 21 名学生为实验组，采用翻转课堂 + 案例教学模式。比较两组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学生的理论

知识客观题、病例分析及总成绩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学的模式，对

于提升教学效果，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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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黏膜病是发生在口腔黏膜软组织上的类型

各异、种类众多的疾病总称，疾病种类繁多，病因

复杂，临床表现多样易混淆；且许多口腔黏膜病与

全身性因素关系密切，学科涉及微生物学、免疫学、

病理学、皮肤病学等多个学科，是历年来口腔医学

教学的难点。目前口腔黏膜病学的教学方式大多采

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 (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 为主、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为辅的模式，案例教学法是教师运用临床

病例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并解决问

题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单一枯燥的缺点。翻转课堂是

近年流行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网络教学

资源，重新调整课堂内外时间，将学习主动权从教

师转移至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

学效果。为探索口腔黏膜病学新的教学模式，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我们尝试将案例教学法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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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于部分年级本科学生，以期寻求能够更大

提升教学效果的新模式。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本科 2014 级、2015

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此时学生已基本完成医学基

础理论课程的学习。2014 级 23 名学生为对照组，

男性 9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 22.8 岁；2015 级

21 名学生为实验组，男性 10 例，女性 11 例，平均

年龄 22.4 岁。学生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2.2.1  教学方法

对照组和实验组均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陈谦明主编的《口腔黏膜病学》第 4 版 [1] 为教材，

学习内容为“第五章口腔黏膜大疱类疾病”。由口

腔黏膜病学教研室统一提供教学目标、教学课件及

相关学习视频供学生参考。对照组：采用LBL教学

模式，即 2014 级学生提前预习，课堂上教师根据

教学大纲，利用多媒体课件讲授课程内容，并将典

型临床病例以图文形式在课堂上分享，师生共同讨

论疑难问题并得出结论。实验组：采用翻转课堂 +

案例教学法，即教研室讨论、筛选、修改与教学内

容相吻合的临床病例，将病例提前发给 2015 级学 

生；将其分为 3 组，每组 7 人，通过自学教学课件

和视频、自行查找资料，结合已学知识，对病例进

行讨论分析，并制作 PPT 进行汇报，在此过程中

同学间可提问并讨论，教师加以引导，共同解决疑

难问题；最后每组由 1 名学生代表对病例分析结果

和章节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2.2.2  教学效果评价

本章课程结束后，对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测试，

题型包括客观题和病例分析，共计 100 分。客观题

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分值 50 分；病

例分析有 2道题，分值 50 分。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

生成绩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数和例数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3  结果

实验组总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研究分析，对照组与实验组的

客观题成绩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

组病例分析题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4  讨论

对于口腔黏膜病学的教学，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模式往往是以教师为授课主体，学生参与的主观能

动性不强；加之口腔黏膜病学理论知识枯燥乏味，

难以理解和记忆，严重影响了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2]。

虽然案例教学已逐渐进入课堂，让学生参与典型案

例的分析讨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LBL 的缺点，

但仍无法避免以教师为主体的现状。随着医学教育

的发展，我们更加注重对学生临床思维模式的培养，

显然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培养医学生形成临床思维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已难以满足现代医学教育的需

求，所以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医学教育模式。

翻转课堂打破了传统的学生课堂学习、课下作

业的教学模式，通过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构建学生

个性化学习环境。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知识，在课

堂上完成知识的掌握吸收，传授知识和内化知识的

过程颠倒 [3]。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可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

情，给口腔黏膜病学的课堂带来新的活力 [4]。此外，

教师也可根据学生在课堂上表现进行有针对性、突

破性的效率更高的教学模式。

在口腔黏膜病学的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结合

表 1  两组学生理论测试成绩比较（x±s）

组别 n 客观题 病例分析题 总成绩

对照组 23 34.35±5.03 34.39±4.87 68.61±6.79

实验组 21 36.19±4.89 38.38±4.12* 75.05±7.85*

注：*：与对照组相比，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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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的模式，以案例为引，启发学生自主学习

理论知识、搜索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研讨并对案例进

行分析，从而建立自主学习的模式；在此过程中，

学生间可互相讨论，激发多个不同的思考方向，最

终解决案例问题。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

+ 案例教学将教师为主导变学生为主导，学生是教

学活动的中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 [5]。通过理论知识客观题和病例分析

题的成绩，可以看出翻转课堂 + 案例教学不仅使学

生掌握和理解了理论知识，且应用知识解决临床病

例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和提高。这种学生带着案例

中的问题，通过自行查找资料，课堂讲解、讨论，

教师引导，找到解决办法，改变了传统教学“填鸭式”、

“满堂灌”的方法，比教师灌输式的教学效果要好

很多，知识会通过自主学习得到强化和深化 [6]。

综上所述，采用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学的模式，

能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临床思维能力，提高了临床教学质量和效果，适

合口腔黏膜病学的教学，值得进一步推广，对于存

在问题有待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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