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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

在肿瘤外科临床见习中的应用探讨

贾建光,马家池,李摇 靖,谢摇 波,李洪波,汪摇 虎,张新鑫,钱摇 军,喻大军

[摘要]目的:探讨 3D 打印技术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在肿瘤外科临床见习中的应用。 方法:选择肿瘤外科见习学生 64 名,随
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名,对照组学生采用 Sandwich 教学法,观察组学生采用 3D 打印技术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
比较 2 组学生出科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自我评价(学习兴趣、独立思考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及对教师教学满意度。 结果:观
察组学生出科理论成绩、前沿知识、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学

生学习兴趣、独立思考能力、社会实践能力满意度及对老师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结论:在肿瘤外

科见习教学中,3D 打印技术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可有效提高临床见习学生的学习效率,值得在临床教学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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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oncology surgery department

JIA Jian鄄guang,MA Jia鄄chi,LI Jing,XIE Bo,LI Hong鄄bo,WANG Hu,ZHANG Xin鄄xin,QIAN Jun,YU Da鄄jun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oncology surgery department. Methods:Sixty鄄four students who practiced in oncology surgery depar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2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cores,satisfaction of self鄄evaluation ( learning interest,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and satisfaction with
teachers忆 teach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scores of theory, frontier knowledge,history collection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diseas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The satisfaction of learning interest,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and satisfaction with
teachers忆 teaching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in oncology surgery department,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clinical students,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teaching.
[Key words] Sandwich teaching method;oncology surgery department;3D printing technology;clinical practice

摇 摇 临床见习是医学院校学生进入临床阶段的一个

过渡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实习阶段搭建一个平台,使
学生能够快速从基础到临床角色的转变。 由于见习

时间比较短,系统掌握所在科室的疾病难度较大。
因此,我们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科室见习学生的

培养规划,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激发见习学生的学

习兴趣,将他们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与临床结合并应

用于临床。 见习阶段学生的快速转变学习方法,快

速适应临床诊疗,对医学专业优秀人才的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1 - 2]。
肿瘤外科是一个特殊的科室,科室的疾病范围

比较广泛,大部分综合医院没有肿瘤外科设置。 肿

瘤外科的临床教学不同于一般的科室,另外肿瘤外

科的疾病是大多数学者重点研究的学科之一,其诊

断技术和治疗理念创新速度较快,依靠传统的教学

模式已无法满足临床教学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结

合医院和科室的实际情况,利用现有的资源,探索更

为合适、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也是国内外学者共同探

讨的课题。 本研究探讨 3D 打印技术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在肿瘤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旨在寻

求更合适肿瘤外科临床见习的教学方法,为临床教

学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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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8 - 2019 年蚌埠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进行见习的 64 名学生,按数字

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名。 观察组

男 15 名,女 17 名,年龄 21 ~ 25 岁;对照组男 14 名,
女 18 名,年龄 20 ~ 25 岁。 2 组学生性别、年龄等一

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教学方法摇 2 组学生均按照教学大纲进行临

床教学,对照组学生使用 Sandwich 教学,包括:理论

学习与实践问题解决相结合;教师少讲,学生多学;
合作学习(相互倾听,沟通表达);遵循“知识的社会

建构性冶。 具体思路:第一步(提出一个核心议题),
呈现教学目标,组织课堂,布置任务;第二步(独立

学习,组内学习,组间学习),分组学习,交叉学习;
第三步(全班交流学习),集中汇报,教师引导解决

问题;第四步(回归教学目标),总结与应用,反馈与

反思。 带教老师提前一天将所要了解的疾病通知所

有学生,要求学生查阅疾病并参考所学的书籍及相

关文献和资料。 进入临床后教学过程:淤带教老师

简单描述所学见习的内容,并根据临床病人实际情

况,设置问题,然后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和课前准备资

料进行讨论;小组讨论结果进行汇报,然后其他组同

学进行知识点补充,发现知识的薄弱点;于经过激烈

的讨论后,将所有学生集中,将讨论和学习结果,向
带教老师汇报,汇报期间其他同学可以补充;盂所有

小组汇报结束后,带教老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

讲解,并对难点及不足知识重点讲授,然后提出新问

题,让学生进一步读阅文献;榆下节课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对新问题进行讨论,然后提出观点;虞带教老师

进行最后总结,学生对老师进行评价,起到教学质量

持续反馈。 观察组学生使用 Sandwich 联合 3D 打印

技术 教 学。 3D 打 印 技 术 教 学, 利 用 医 院 的

Medclinical 影像软件系统调取病人的一般资料和影

像学资料。 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模型设计,然后将

设计好的模型存入 3D 打印机中,按照说明书要求

调整打印参数。 3D 打印机读取文件存入的信息后,
将液体状态的打印材料进行逐层打印,然后将各层

面进行整合实现制造出实体模型。 带教老师结合医

院的 PACS 系统调取病人影像资料和 3D 模型对所

讲的疾病进行系统详细的分析。 使学生可以更形

象、更客观、更直接了解所学疾病,同时可以把平时

所学的平面解剖以立体形式展现出来,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好奇心。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比较 2 组学生的出科理论成绩和

实践成绩,满分 100 分,包括前沿知识掌握度、病史

采集及体格检查、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比较 2 组学

生自我评价(学习兴趣、独立思考能力、社会实践能

力)及对老师教学满意度,满意度 = (满意人数 + 要

求满意人数) /总人数 伊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学生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

学生的出科理论成绩、前沿知识、病史采集及体格检

查、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学生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病史采集

及体格检查

出科

理论

前沿

知识

疾病诊断

及鉴别诊断

观察组 32 92. 1 依 1. 9 95. 2 依 2. 6 90. 1 依 4. 3 93. 8 依 2. 8

对照组 32 78. 4 依 2. 5 79. 5 依 3. 9 72. 8 依 3. 2 79. 2 依 3. 2

t — 24. 68 18. 95 18. 26 19. 42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2. 2 摇 2 组学生自我评价及对教师教学满意度的比

较摇 观察组学生学习兴趣、独立思考能力、社会实践

能力及对教师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摇 表 2摇 2 组学生自我评价及对教师教学满意度比较[n;百
分率(% )]

分组 n 学习兴趣 独立思考
社会

实践能力

对教师

教学满意

观察组 32 30(93. 8) 31(96. 7) 30(93. 8) 31(96. 7)

对照组 32 22(68. 8) 23(71. 9) 21(65. 6) 22(68. 8)

字2 — 6. 56 7. 59 7. 82 8. 89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肿瘤外科是一门与解剖学、影像学紧密联系的

学科,由于肿瘤病人病情复杂,病程较长,而且收治

病种也比较多,人们对肿瘤的认识仍处于探索阶段,
刚进入临床见习的学生对肿瘤外科的学习较为复

杂,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某些肿瘤疾病理解透彻。
肿瘤外科病人大部分需手术治疗,手术复杂,手术范

围较大,由于学生处于基础学习阶段,尚不能很好地

将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联系、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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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生从基础到临床的角色转换较慢,进一步增大

了学习难度,以往的临床教学模式大部分以教师为

主,集中授课,通过病例汇报或 PPT 模式进行授课,
偏重讲解理论知识,学生的参与不够积极,把抽象的

内容转变成实体,把学生的积极性和临床思维培养

起来,是今后临床教学改革的方向[3 - 4]。
3D 打印技术是整合计算机技术断层扫描、核磁

共振与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型等数据,将材料精准堆

积数字化制造,从而将设计思维转换成物理实验模

型[5]。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快速发展,3D 打印技术

已应用到了各个领域,同时该技术在临床医学领域

的应用也有着广泛的前景,特别在血管外科[6 - 7]、骨
科[8 - 13]、口腔颌面外科[14 - 16] 等领域的应用。 3D 打

印技术的优势,可以将二维影像资料以三维的实体

模型展现出来,可以将各种疾病的病态学模型结构

精确再现,具有个体化,精准化的优势,对病人的治

疗和临床教学都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 特别是刚进

入临床的见习同学,了解肿瘤外科的疾病及病态的

肿瘤模型,有着更为直观的认识,对于见习生的学习

兴趣、学习主动性和临床思维的培养起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 目前 3D 打印技术已应用于各科的临床教

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17 - 18]。
Sandwich 教学方法是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

结合,将个体与整体相结合,改变传统的以教师授课

为中心转变以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为中心,重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和临床

思维方式的教学方法,其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得到

个体化、全面化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许多高校

采用 Sandwich 教学方法对医学生进行教学,并取得

良好的效果[19],该模式主要由老师首先简单地介绍

所讲内容,然后学生分组讨论,讨论后得到总体结

论,然后再进行分组,再次讨论,补充前期结论,然后

汇报老师。 老师根据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和点

评,然后提出新的问题,使学生思考和课下进行文献

查阅,整个过程中每个学生参与其中,课堂气氛活

跃,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有效培养学生倾听、沟通、表达及团队协作能力[20]。

本研究中,观察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前沿知识、
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学习兴

趣、独立思考、实践能力及对老师教学满意度均高于

对照组,说明 3D 打印技术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可

有效指引学生对肿瘤外科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加深

学生对肿瘤外科疾病的印象,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及临床思维能力,可帮助学生建立独立思考、

自信及团队精神,为今后的临床实习和工作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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