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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诊断学研究型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耿摇 建,杨清玲,周继红,石玉荣

[摘要]目的: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对分子诊断学研究型实验教学进行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方法: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014 级学生(观察组)实施分子诊断学研究型实验教学,并将其教学效果与该专业 2013 级(对照组)传统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观察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文献查阅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教

学效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研究型实验教学模式在提高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能力培养效果上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更有利于创新型、实用型检验技术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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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 in molecular diagnostics
GENG Jian,YANG Qing鄄ling,ZHOU Ji鄄hong,SHI Yu鄄ro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Bengbu Medical Colla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reserch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Methods:The research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 was carried out in grade 2014 students of
medical test technology(observation group),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as implemented in grade 2013 students of medical test
technology(control group). The teaching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literature review ability and training of paper writing ability in observation groups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the research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 can improve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test technicians.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molecular diagnostics;practical teaching;research type;teaching model

摇 摇 医学检验专业是现代实验室科学与临床医学的

高层次的结合,是一门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

科[1 - 2]。 分子诊断学以分子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利
用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体内、外源性生

物大分子结构、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为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转归及疾病治疗方法

的选择提供信息和依据[3 - 4]。 分子诊断学是医学检

验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实验教学在分子诊断学的

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分子诊断学的基本

技术和实验技能结合最主要的方式,因此,寻找有效

的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培养适合医学实

验室和卫生检验检疫等相关单位需求的医学检验人

才的关键。 为了实现医学检验专业应用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在确保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培养学生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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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创新能力,依托省级特色专业、实验示范中心的建

设,充分利用我校的现有资源,我们在我校 2014 级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分子诊断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研

究型实验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效,现作

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我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014
级学生 149 人和 2013 级 154 人作为研究对象。
2014 级中男生 60 人,女生 89 人;2013 级中男生 61
人,女生 93 人,2 个年级学生男女比例、对分子诊断

学的学习兴趣以及其他课程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

等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研究内容摇 2 个年级学生分子诊断学理论教

学仍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在分子诊断学课程的实

验教学过程中,2013 级学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教学方法,2014 级学生作为观察组,采用研究型

分子诊断学实验教学模式。
1. 3摇 分子诊断学研究型教学的实施摇
1. 3. 1摇 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摇 优化教学内容是搞好

教学的前提。 为适应研究型教学模式改革,在分子

诊断学的实验教学内容应设置上,不仅有基本技能

性实验,同时还开设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 基

本技能性实验课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是实

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单纯的基本技能型

实验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探索和创新能力显然是不够

的。 因此综合性、创新性实验的开设有其必然性。
这类实验的开设,有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实现由“学院型冶向

“实用型冶教学模式的转化。 在保证学时不变和基

本实验操作实验教学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将全血基

因组 DNA 提取与纯化、目的基因聚合酶链式反应、
基因多态性分析进行有机整合。
1. 3. 2摇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摇 为实现分子诊断

学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开展,授课教师多为有医学背

景并且在与分子诊断学有关联的领域有相应研究的

高学历层次的教师担任。 在授课的过程中,开展启

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归纳式、病例讨论、视频教学

等多种教学方法,实现与临床有机的结合,有助于提

高分子诊断实验教学的条理性、链条性和连贯

性[5]。 鼓励教师吸纳学生进入科研团队,我系根据

实际情况,由多位博士在医学检验专业学生中开展

科研兴趣小组,带领学生进行科学研究。 在实验课

的最后环节,开展病例讨论和病例汇报,要求综合分

析实验结果。 分子诊断学相关实验原理无法通过单

纯的实验操作理解,实验视频通过动画的方法,生动

展现各种微观反应,使学生在视觉层面上更为直观

地了解各种实验,有助于对实验操作技能的理解。
1. 3. 3摇 开放实验室摇 分子诊断学实验有其自身的

特点,实验耗时较长,很多实验需要过夜完成,然而

在这过程中,学生真正动手操作的时间并不长,因
此,分子诊断学的实验课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时间,
同时实验教师应当根据情况开放实验室供学生使

用。 分子诊断实验过程中,常常会因实验步骤中的

某一过程,或者实验条件的变化,不能得出理想的结

果,这种情况下,实验教师应配合学生开放实验室和

相关的仪器设备供学生使用。 我系为更好地开展研

究型分子诊断实验教学,在原有的实验室条件下,建
立大学生创新实验室,有利于学生有效地利用课余

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学生实现课内课外相结

合的形式,鼓励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技能的前

提下,按照“提出问题 - 分析问题 - 查阅资料 - 设

计实验方案 - 实施实验 - 得出结论冶的程序开展研

究性实验[6]。
1. 3. 4摇 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建立摇 目前大多数学校

对实验教学的评价还局限于实验结束后学生书写实

验报告,授课教师进行简单的评价。 学生实验报告

的书写大多数过于简单,甚至抄写教材中实验的目

的、原理、实验步骤和结果等项目,对实验过程中出

现的现象和结果不能进行合理地分析。 我们对分子

诊断学的实验教学考核强调形成性评价,而非传统

意义上的终结性评价。 评价内容需包括:(1)平时

实验报告,重点考察学生实验报告的书写情况及实

验结果的分析;(2)实验设计,考察学生的科研能力

和创新能力;(3)实验考试,检测学生的基本实验

技能。
1. 4摇 教学效果评估摇 课程结束后,按照分子诊断学

教学大纲要求命题,试卷难度相似,同时自制调查问

卷分别针对 2013 级和 2014 级学生在教学内容、教
学效果、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科研协作能力和

论文写作能力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 以理论成绩考

核和问卷调查结果评估教学效果。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客观成绩评定 摇 观察组理论考试成绩为

(80. 45 依 7. 68)分,对照组为(73. 28 依 7. 42)分,观
察组理论考试成绩优于对照组 ( t = 8. 27,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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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
2. 2摇 问卷调查结果摇 对照组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

154 份,回收有效 154 份,回收率 100% ;观察组共

发放调查问卷 14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8 份,回收率

99. 3% 。 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在教学效果总体满

意度、学习兴趣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创新思

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科研写作能力等方面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学生(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教学效果调查结果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教学效果

总体满意

学习

兴趣增加

自主学习

能力提高

团队合作

精神加强

语言表达

能力提升

学以致用

能力提高

文献检索

能力提高

科研创新

能力提升

科研写作

能力提升

对照组 154 69(44. 8) 71(46. 1) 59(38. 3) 73(47. 4) 61(39. 6) 68(44. 2) 53(34. 4) 50(32. 4) 48(31. 2)

观察组 148 112(75. 7) 114(77. 0) 103(69. 6) 106(71. 6) 98(66. 2) 124(83. 8) 102(68. 9) 96(64. 8) 89(60. 1)

字2 — 29. 95 30. 39 29. 66 18. 29 21. 39 51. 21 35. 92 57. 52 2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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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摇 讨论

摇 摇 分子诊断学作为医学检验学科本科教育当中的

一门主干课程,是在医学分子生物学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新课程[7],在培养学生科研素质、提高实践能

力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分子诊断技术已

经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而新形势下传统的

实验教学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和新时期研

究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研究型教学是对现有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突

破,它引入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培养学生获取知识

的能力、创造知识的能力,更强调学生科学素养的养

成。 它对于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
养社会急需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1 世纪

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分子生物学技术已成为人类探

索生命奥秘最强有力的工具。 分子诊断学作为医学

检验本科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在介于基础和临床

之间的新兴前沿学科,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研

能力和实践技能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分子诊

断学研究型实验的开展强调学生的主导地位,并实

现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利用,对学生的创新意识的

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8]。 通过学生的反馈结

果分析,我们发现研究型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模式,
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语言表达和科研创

新能力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有助于研究型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
3. 1摇 学习成绩总体评价 摇 2013 级和 2014 级分子

诊断学课程共计 36 学时,其中理论 20 学时,实验

16 学时,实验教学在该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分

子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在实验操

作过程中,可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对理论

中抽象不易掌握的内容,在实验操作中可寻求答案;

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可强有力地激发起学生自学的

兴趣,因此,实验教学是对分子诊断理论知识学习的

有力补充。 2013 级和 2014 级分子诊断理论教学均

采用课堂教学法,实验环节 2013 级学生仍采用传统

教学法,2014 级学生作为观察组,采用研究型教学

法。 结果在分子诊断学理论考试中,2013 级学生

154 人成绩为(73. 28 依 7. 42)分,2014 级学生 149
人,成绩为(80. 45 依 7. 68)分,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1)。 提示研究型实验教学模式更能

有效地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 2摇 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摇 课程结束后,
对 2013 级和 2014 级学生分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观察组中 77. 0%的学生对分子诊断学表现出

浓厚的学习兴趣,69. 3% 的学生认为研究型实验教

学方法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而这一数据在

对照组中分别为 46. 1%和 38. 3% ,表明研究型分子

诊断学实验教学能有效提高学生对分子诊断学这门

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增加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3. 3摇 团队合作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摇 对照组采用传

统教学法,学生按操作步骤进行,缺乏团队合作与创

新性。 研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教学模式的开展,有
助于学生全面掌握相关知识点,同时在实验过程中,
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能力,有利于加强和

同学之间的团队协作,培养学以致用的能力。 研究

型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的开展,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科研素养,在研究型实验课开展过程中,学生需要通

过文献检索,查找与实验相关的内容,并对众多信息

进行分析,设计有效合理的实验方案,实验结束后,
对实验结果进行有效分析,撰写相应的实验报告和

科学论文。 这些均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团结

合作能力、综合思维能力、检索能力和论文写作能

力。 在调查中发现,观察组有 71. 6% 学生认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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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子诊断实验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在文献检索

能力的培养方面,68. 9% 的学生认为在研究型分子

诊断试验课的开展中得到了提高,并且有 89. 0%的

学生认为通过研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的开设,促
进了他们的科研写作能力。

尽管大多数同学对研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的

开设较为满意,但在开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不一

致。 对于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相对不足的学生而

言,在研究型实验课开展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把握

教师的上课节奏。 (2)实验内容不够多样化。 在研

究型实验教学中,尽可能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知识

结构以及兴趣爱好的不同,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实现

实验内容的多样化。 (3)实验室开放力度不够。 应

加强分子诊断实验室的建设,扩大实验室的开放力

度,有效实现资源共享。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检验医学中的应用,有力地

推动了检验医学在疾病诊断和预后方面的发展。 研

究型分子诊断学实验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强化学生的科研素养的培养,能大幅提高学生的综

合能力,有利于培养具有科研能力的高素质的创新

性、应用型检验技术人才。 同时开放实验室,分子诊

断学实验室仪器设备,也得到充分利用,从而避免了

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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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宋宜宁,蒋国君,董淑英,王摇 颖,马琳艳,魏摇 芳

[摘要]目的:探索概念图与思维导图结合教学法对药理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药学专业进行药理学课程

学习的同一年级药物分析本科生共 60 人,随机分成 2 组,各 30 人。 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将思维

导图及概念图应用于教学过程及讨论课的教学模式。 结果:观察组学生对此次教学创新的总体感觉满意;观察组学生期末成

绩总分与主观题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客观题分数在 2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学生及格率为

63. 33% ,与对照组的 46. 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思维导图与概念图结合的教学方法整合了教学资源,激发

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学生的成绩,是值得在药理学教学中推广的辅助教学方法。
[关键词] 药理学;教学;思维导图;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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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思维导图又称脑图或心智图,是英国著名心理

学家托尼·巴赞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所创造的一种

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工具[1],核心是激发并整理思

考。 它由关键词、图像、颜色、联想和想象组成,呈现

的是一个思维过程,有利于提高发散思维的能力,理
清思维脉络,帮助回顾总结。 概念图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康乃尔大学心理学家约瑟夫· 诺瓦克提

出的一种教学技术。 它由节点、连线和连接语组成,
节点表示概念,连线表示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联系,
连接语用来说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2]。 核心在

于表征知识,能够帮助梳理概念较多且关系复杂的

知识,理解知识结构。
药理学是以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多

学科为基础,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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