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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设计性实验在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实施

吕摇 杰1,2,王天宏2,陈摇 勇2,刘从森2,管俊昌1,2,刘摇 浩3,关宿东4

[摘要]目的:探讨综合设计性实验在检验专业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从 2013 级医学检验专业 7 个班

中,随机选取 1 个班为对照组(32 人),采用传统模式的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另外选取 1 个班为观察组(28 人),开展综合

性自主设计实验。 结果:观察组学生期末理论及实验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

在学习兴趣及积极性、实验教学效果评价、实验设计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认同度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医学微生物学综合设计性实验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及科研创新能力,
锻炼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医学,教育;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综合设计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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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开阔的创新能力及高超的医疗技术,这就需要高等

医学院校在本科教育阶段即培养厚基础、适应性强、
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不

断深入及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对本科生综合素养,尤
其是科研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1]。 目前,本科生科

研能力培养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

标[2]。 医学生的科研技能是在前期基础医学课程

学习及后续科研实践中不断发展积累起来的,因此,
在本科教育阶段即应在各门医学基础课程学习中注

重煅炼和培养学生科研素质,可为以后进一步深造

或走上工作岗位撰写科研论文打下基础。 医学实验

课由于其教学模式的特殊性,是培养学生科研素质

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3]。 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

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的桥梁课程,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操作性,十分有利

于医学生科研技能的培养[4 - 5]。 因此,应充分利用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程特点,在实验教学中有意识、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煅炼培养学生科研思维能力及

素质,增加其科研兴趣,使其及早了解科研方法和思

路,能为培养满足新时代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医学人

才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在教研室传统医学微生物学

实验教学课程基础上,合理安排综合设计性实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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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了初步尝试,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强化了学生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锻炼了

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本校医学检验

系 2013 级医学检验专业本科 7 个班级中,随机选取

1 个班为对照组(32 人),采用传统模式的医学微生

物学实验教学;另外选取 1 个班为观察组(28 人),
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 2 组学生均为全国统一高考

招生本科录取生,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2 组学生的授课教师、使用教材、教学

课时及教学内容均相同。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

模式,以教师讲深讲透实验基本概念原理、学生验证

实验结果正确为目标,采取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按

照实验步骤一一对应操作,填写验证性实验结果。
观察组:(1)综合设计性实验开展时机的选择。 由

于微生物学实验具有一定的连贯及衔接性,因此,选
择一个合适、成熟的时机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至关

重要。 时机过早,理论教学进度尚未讲授,学生理论

知识匮乏;开展过晚,不利于教学质量的保证。 综合

设计性实验应在学生掌握油镜使用、细菌染色技术、
培养基制备、消毒灭菌及细菌分离培养等基本操作

技能后,针对临床重要病原菌的分离检测技术,启发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的综合设计实验。 我们选择在

实验教学中间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 此时微生物学

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学生已掌握,在此时开展综合

设计性实验最为恰当,一方面,学生有充足的理论知

识作基础,另一方面,微生物实验基本操作技能亦掌

握,可保证其自主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 (2)综合

设计性实验内容选择。 综合设计性实验是学科知识

综合运用的开展过程,要求学生既要熟悉医学微生

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也要科学客观地设计实验技

术路线,是其综合统筹能力体现,因此,必须在符合

教学大纲要求、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实验室客观

条件及结合临床实际检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性

自主设计性实验。 对于检验专业学生,医学微生物

学为主干课程,临床病原菌的分离鉴定是医学微生

物学实验教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选择“呼吸道

咽拭子冶“败血症血液标本冶“痰液标本冶“生殖道分

泌物标本冶及“粪便标本冶的病原菌分离鉴定作为综

合性自主设计性实验内容。 (3)综合设计性实验实

施与开展。 在学生掌握前期医学微生物学基本实验

操作技能基础上,增加不同的综合设计性实验,培养

学生独立设计实验能力。 学生可根据兴趣从以上 5
个实验中自行选定 4 个进行独立设计、自行实验。
以“呼吸道咽拭子病原菌分离与鉴定冶实验为例,首
先教师引导学生从咽拭子可能分离到的病原菌入

手,促进学生对标本的采集、送检及分离鉴定等完整

程序进行全面回顾,然后 4 人一组独立设计实验方

案,教师修改并最终完善方案(见图 1)。 不同临床

标本要引导学生选择相应鉴别选择培养基,如对于

“咽拭子标本冶要引导学生选择亚碲酸钾血平板进

行分离培养,“脓标本冶选择血平板,“粪便标本冶选
择肠道鉴别选择性培养基,“尿标本冶选择麦康凯和

血平板;然后根据理论知识挑取可疑单菌落进行下

一步鉴定实验。 为避免学生落入旧式验证性实验的

思维模式,实验教师给出几种不同的鉴别选择培养

基,让学生自主选择。

1. 3摇 评价方法摇
1. 3. 1摇 成绩考核摇 为客观、准确、科学地反映学生

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情况,对观察组学生

实验成绩采取多元化考核方式:即建立平时课堂实

验技能熟练度—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实验考试 4
阶段为一体的评价体系。 成绩评定分配比例为:平
时考核占 60% (实验技能熟练性 10% ,实验操作规

范度 30% ,实验结果准确性 10% ,实验报告书写

10% ),期末实验操作考试占 20%,设计及研究性实

验占20%。 对照组除无设计及研究性实验外,其考

核方式为平时考核占 60%,期末实验操作考试占 40%
评定其实验成绩。 并比较 2 组期末考试理论成绩。
1. 3. 2摇 实验教学效果问卷调查摇 学期末对 2 组学

生 60 人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60 份,回收 60 份,
回收率 100% 。 调查内容包括实验教学内容设计、
创新及科研思维培养、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激发学

习兴趣、实验教学效果总体认同度及对今后学习和

工作帮助情况,从多方面对实验教学效果进行综合

评估。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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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

2. 1 摇 2 组学生期末理论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比较

摇 观察组学生期末理论和实验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学生医学微生物学期末理论和实验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期末

理论成绩

实验

考核成绩

观察组 28 88. 76 依 13. 31 95. 34 依 11. 44

对照组 32 76. 12 依 8. 37 80. 51 依 14. 49

t — 4. 33* 4. 36

P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2. 2摇 2 组学生对实验教学效果评价比较摇 观察组

学生在实验教学内容设计、创新及科研思维培养、分
析及解决问题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实验教学效果总

体认同度及对今后学习和工作帮助情况等方面评价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对现阶段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等医学院校

培养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深厚的医学基础理论知

识,亦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这就

要求高等医药院校在本科阶段利用教学的有利条

件,加强大学生综合设计及创新能力培养[6] 。医学

表 2摇 2 组学生对实验教学效果评价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实验教学

内容设计

创新及科研

思维能力培养

分析及解决

问题能力

激发学

习兴趣

实验教学效果

总体认同度

对今后学习

和工作有帮助

观察组 28 25(89. 3) 26(92. 9) 25(89. 3) 27(96. 4) 24(85. 7) 28(100. 0)

对照组 32 11(34. 3) 9(28. 1) 8(25. 0) 7(21. 9) 17(53. 1) 15(46. 9)

合计 60 36(60. 0) 35(58. 3) 33(55. 0) 34(56. 7) 41(68. 3) 43(71. 7)

字2 — 18. 76 25. 74 24. 94 33. 80 7. 33 2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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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医学基础课

程。 长期以来,我校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主要采

用“遵循式冶教学方法,其过程为教师准备并分配实

验材料、介绍操作步骤原理及要点、示范操作,然后

学生操作,验证实验结果。 这种传统的验证性实验

教学模式有利于实验课顺利有序进行、提高学生实

验成功率,但其只注重实验技能传授,学生机械被动

地按照要求完成既定实验操作,忽视对学生综合素

质及创新能力培养,缺乏对学生科研能力系统性地

引导和开发,不利于独立自主思考能力及创新进取

精神的锻炼培养。 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引入,是对本

校传统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模式的有益改良和补

充,提高了学生对微生物实验学习兴趣,使其由被动

接受变为积极主动地学习。 问卷调查结果亦显示,
观察组学生期末理论和实验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P < 0. 01),并且观察组学生在实验教学内容

设计、创新及科研思维培养、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
激发学习兴趣、实验教学效果总体认同度及对今后

学习和工作帮助情况等方面评价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1),表明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展确实有利

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

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良

好效果。
综合设计性实验是对传统医学微生物学验证性

实验教学模式的有益补充,综合分析,其有以下优

点:(1)更加贴近临床实际工作,提高了学生学习兴

趣,有利于培养其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同时亦加强学

生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化联系能力;(2)变被动学习

为主动学习,拓宽了学生获取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

力,增强了学习的自主能动性;(3)可针对性地解决

实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实现教学相长及师生共同

发展的良性循环;(4)可发现综合素质高及对科研

感兴趣的学生,将其纳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为其

以后进一步深造或从事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在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实施与开展过程中,亦需

注意以下几点:(1)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所需的实

验试剂比传统验证型实验量大,因此要做好实验前

各项准备工作;(2)实验内容要难易适中,尽量选择

与临床检验工作联系密切、涉及多项微生物基本操

作技能的实验;(3)实验带教老师要认真备课、积极

引导,在学生实验过程中全程巡回走动,及时发现问

题并反馈;(4)一个完整的综合设计性实验至少需

要6 ~ 9个学时,因其时间长和连续性的特点,因此

(下转第 6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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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2摇 2 组手术体位相关并发症及病人满意度的比较[n;
百分率(% )]

分组 n 并发症 病人满意

对照组 256 32(12. 5) 193(75. 2)

观察组 270 11(4. 1) 242(89. 6)

字2 — 12. 43 10. 65

P — <0. 01 < 0. 01

表 3摇 实施 FMEA 管理前后观察组 RPN 值的比较( x 依 s)

分组
手术体位

安置不规范

病人全身皮肤

情况评估不准确

肢体

保护不当

体位摆放

操作粗暴

实施前 280 依 6. 7 252 依 7. 1 252 依 8. 3 240 依 7. 9

实施后 120 依 3. 1 108 依 3. 2 96 依 2. 9 82 依 2. 6

t 280. 5 302. 4 290. 7 3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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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摇 讨论

摇 摇 目前,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手术室护理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医疗安全的热点

问题。 手术体位安置是手术室护理工作中极其重要

的一项内容,具有相当的难度。 在手术室安全隐患

中因体位引起的压疮排在第四位。 正确的手术体

位,可获得良好的术野显露,防止神经、肢体等损伤

的发生,缩短手术时间;反之不合理的手术体位则可

引起神经损伤、局部组织压力性损伤和电灼伤[5]。
目前手术体位安全的管理越来越为广大医务工作者

所重视,一些医院尝试通过分析风险常见原因,采取

针对性改善措施并建立规范性手术体位安置标准来

规避手术体位风险,效果并不理想。
本研究采用 FEMA 法,由 FMEA 小组成员结合

各自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通过团队讨论针对手

术体位安置流程中高风险环节进行前瞻性、系统性

地风险分析,并进行量化,确定需要优先整改的失效

模式,提出改进措施并评价改进效果,从而预防错误

的发生,减少医疗风险的发生,保障病人的安全。 应

用 FEMA 对手术体位安置流程进行分析,列出潜在

的失效模式并对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 RPN
值确定了需要优先改进的项目,制定了改进措施。
改进完善术前访视手册,使术前访视内容更充实,对
病人的评估更加客观、全面,访视工作有章可循。 开

展手术体位安置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了手术室护

士的专业素质,增强了手术护士防范手术体位风险

的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标准手术体位建

立,使体位安置操作更加规范。 强化术中管理,有效

地规避了术中引起体位相关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等。
FMEA 管理在手术体位安置管理中的应用有效降低

了手术体位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了病人满意度,
RPN 值较实施前明显下降。 研究结果显示,在手术

室手术体位安置管理中应用 FMEA 法,能前瞻性、
系统性地识别和消除手术体位安置管理中的潜在的

风险,有利于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最大限度地保障

了病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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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要随时对学生开放。 总之,良好教学效果的

取得,需要精心的实验准备、丰富的实验内容及恰当

的教学方法。 综合设计性实验可将彼此相对孤立的

实验整合,使原本独立、以验证性为主的实验内容,
根据其内在联系重组成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医学

微生物学综合设计性实验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与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及科研

创新能力,锻炼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提高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质量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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