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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导向学习教学法在生药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李摇 娴,赵素容,李红梅,戴轶群

[摘要]目的:探讨团队导向学习(TBL)教学模式在生药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抽取 2015 级药学专业

110 名学生为观察组,2015 级药物分析专业 98 名学生为对照组,观察组采用 TBL 教学法授课,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授课。
课程结束后,通过综合考核成绩和问卷调查,评估 TBL 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结果:观察组文献检索能力、科研思维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和总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科研创新能力、提高沟通

表达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6 项方面的满意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生药学理论教学中

引入 TBL 教学法,可有效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观学习及团队协作意识,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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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eam鄄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pharmacognosy
LI Xian,ZHAO Su鄄rong,LI Hong鄄mei,DAI Yi鄄qun

(School of Pharmac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eam鄄based cearning ( T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pharmacognosy.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en students from grade 2015 pharmacy speciality and 98 students from grade 2015
pharmacey tical analysis speciality using cluster sampling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using TBL teaching method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respectively.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the teaching effect of TBL teaching method was evaluated by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The literature retrieval ability,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problem鄄solving ability and total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satisfaction rates of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improving self鄄learning
ability,cultivating innovation ability,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improving problem鄄solving 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application
of T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pharmacognosy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help to train students忆
subjective learning and teamwork consciousness,and their abilitie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education,medicine;pharmacognosy;TBL teaching method

摇 摇 生药学是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研究天

然药物的来源、鉴定、活性成分、质量评价及开发利

用的学科。 通过生药学的教学,学生应具有运用药

物化学、药物分析、药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来研究生药的资源、鉴定、质量评价和开发利用的

基本能力[1]。 生药学具有知识面广、实践性强、理
论与经验兼备的特点,主要教学内容集中在天然药

物的基源鉴别、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等四

个方面。 由于这些内容涉及的知识点多且容易混

淆,学生在学习时难免出现厌学情绪。 但是这个年

龄段的学生正处于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接受力强、
好奇心盛的时期,教师如何利用计算机、智能手机和

互联网已普及应用的有利环境,充分培养学生们的

自主学习性,使他们经过适当的引导,能够根据自身

的学习目标和计划,掌握学习方法,进行学习创新,
并能实现自我反思和评价。 这些都对目前生药学的

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团队导向学习( team鄄based learning,TBL)教学

法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Michaelsen 教 授 基 于 问 题 学 习 ( problem鄄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团队为核

心的教学方法[2]。 在 TBL 教学模式下,学生由被动

学习转为主动学习,这一转变提高了他们独立思考、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的意

识。 TBL 教学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即课前准备、准备

度测试、运用课程观念[3]。 课前准备部分主要是学

生的自我学习,通常教师会划定一个学习范围,明确

学习的项目,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利用书籍、期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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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在课后自我学习。 准备度测试部分教师将准备

好的测试内容抛给学生,学生们思考、讨论、解决并

最终提交解决方案,教师对各个学习小组提交的方

案进行点评。 运用课程观念部分是基于课前准备和

准备度测试完成后,学生们已经掌握了必备的知识,
教师由此再抛出更为复杂的问题,学生们必须利用

已知的药学知识,认真思考分析后找到答案,各学习

小组间可以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本研究充

分结合生药学自身的教学特点以及本院药学、药剂

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展 TBL 教学法在生药学理论教

学中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整群抽取 2015 级药学专业 110 名

学生为观察组,2015 级药物分析专业 98 名学生为

对照组。 2 组学生的年龄、性别比、学习基础等一般

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生药学教学过程中的教材、授
课学时、内容和考试形式无差别。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即“以教师为

主体冶的教学模式。 观察组采用 TBL 教学法,即首

先成立学习小组,本班学生共有 110 人,分成 11 组,
每组 10 人,且推选组长 1 人,负责统筹协调组员分

工合作,分组应达到“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冶 [4]。 通

常选择在生药学讲授一段时间后实施 TBL 教学,此
时学生对课程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解了一些生药

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目前生药学研究的热点方向。 这

些都为 TBL 教学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选

取生药黄芪进行 TBL 教学,因黄芪是常用生药,其
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教师请学生设计如何多功能

开发生药黄芪。 TBL 教学法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学生自主学习。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教师

提出的问题开展自学,通过查阅参考书、文献等资

料,进行科研的仿真设计,2 周后每组根据自己设计

的实验方案进行 PPT 讲解。 (2) PPT 讲解讨论。
PPT 的讲解过程模拟研究生的开题答辩环节,各组

推选 1 名同学进行阐述,组员对教师及其他小组提

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回答。 (3)提交研究方案。 各学

习小组根据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完善本组的

实验方案。 最终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各组的研究

方案。
1. 3摇 TBL 教学效果评价摇 教师为了及时掌握 TBL
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在 TBL 教学法实施完成后通过

综合考核和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客观评估。
(1)综合考核分为 3 项内容,即文献检索能力、科研

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分值分别为 30 分、30 分、
40 分,总分 100 分)。 (2)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 6
项,即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科研

创新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

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教师集中对学生进行无

记名问卷调查。 问卷共发放 208 份,收回 208 份,有
效回收率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学生综合考核成绩的比较摇 观察组文献

检索能力、科研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总成绩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学生综合考核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文献

检索能力

科研

思维能力

解决

问题能力
总成绩

观察组 110 25. 34 依 1. 24 26. 88 依 1. 41 37. 11 依 1. 27 86. 96 依 2. 13

对照组 98 22. 47 依 1. 49 21. 62 依 1. 75 30. 94 依 1. 69 72. 81 依 1. 94

t — 5. 21 4. 29* 7. 18 9. 57*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2. 2 摇 2 组学生对提高能力指标满意情况的比较摇
观察组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科

研创新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

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6 项方面的满意率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学生对提高能力指标满意情况的比较[n;百分率

(% )]

分组 n
激发

学习兴趣

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

培养科研

创新能力

提高沟通

表达能力

提高解决

问题能力

提高团队

协作能力

观察组 110 110(100. 00)110(100. 00)110(100. 00) 101(91. 81) 108(98. 18)110(100. 00)

对照组 98 50(51. 02) 57(58. 16) 61(62. 24) 42(42. 86) 47(47. 96) 54(55. 10)

合计 208 160(76. 92) 167(80. 29) 171(82. 21) 143(68. 75) 155(74. 52) 164(78. 85)

字2 — 70. 04 57. 32 50. 52 57. 83 68. 85 62. 64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中观察组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考核成

绩、科研思维能力考核成绩、解决问题能力考核成绩

和总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生药学理论教学

中采用 TBL 教学模式,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科研思

路,激发科研创新性思维,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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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就有良好的认知度,
61. 2%的学生认为,在择业就业过程中,能够较好地

获取相应的就业相关信息。 而观察组学生中 70.
0%的学生,通过“互联网 + 冶视域下开展的医学院

校就业指导课程的学习,在职业认识方面有很大的

提高,同时能帮助学生提高自我认识能力;72. 5%的

学生认为,利用互联网的便捷,能更有效地获取就业

信息,有利于自身的择业就业。 在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方面,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中 76. 3% 的学生认

为,新形式下的就业指导课程,能利于学生发挥自身

的个性特点,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创新创业,对照组

的学生中只有 55. 1%的学生认为,传统的就业指导

课程对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具有促进作用。
说明,“互联网 + 冶就业指导课程教育途径,有利于

医学生对就业实践能力的提高和培养。
尽管大多数同学对“互联网 + 冶视域下医学院

校就业指导课程开设较为满意,但在开展过程中仍

存在一些问题。 (1)学生的互联网应用能力不一

致;(2)部分同学过度依赖网络,对网络信息的甄别

能力不够,不能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3)就业指导

教师的新媒体素质仍不够高,应进一步加强教师的

新媒体素质的培养,加快“互联网 + 冶视野下的就业

指导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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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利于培养出更好适应社会需求的实用、科研型

药学专业人才。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学生在激

发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科研创新能

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团

队协作能力方面的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
生药学作为药学、药剂学的专业课程,具有知识

面广、实践性强、理论与经验兼备的特点,由于课程

中知识点多且容易混淆,学生在学习时难免出现厌

学情绪。 教师采用 TBL 教学模式,利用互联网已普

及应用的有利环境,充分培养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性,
使他们经过适当的引导,能够根据自身的学习目标

和计划,掌握学习方法,进行学习创新,并能实现自

我反思和评价。
综上所述,将 TBL 教学模式引入生药学理论教

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学生在科研选题收集准备资料中培养了学生

查阅文献的能力,在 PPT 制作、阐述中提高了学生

自信心和表现力,在确定科研方案环节的讨论中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整个 TBL 教学

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端正了学习态度,
同时培养了他们良好的科研素养。 TBL 教学法作为

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生药学教学实践中还需要继

续探索。 教师应及时了解交叉学科知识、技术的最

新进展,鼓励学生勇于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

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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