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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联合翻转课堂在 ICU 护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陈永侠,陈莲芳,陈摇 娜,归摇 冠,段摇 缓

[摘要]目的:探究微课联合翻转课堂在 ICU 护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19 年 6 - 8
月进入 ICU 实习的护生 30 名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实习带教;选取 2019 年 9 - 11 月进入 ICU 实习的护生 30 名为观察

组,采用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法进行实习带教。 比较 2 组实习护生理论考试、技能操作成绩、综合能力以及带教满意度情

况,从而评价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法在 ICU 实习护生带教的成效。 结果:观察组护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技能考核、综合能

力、带教满意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结论: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 ICU 实习护生临床实

践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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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icro鄄course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ICU nursing students

CHEN Yong鄄xia,CHEN Lian鄄fang,CHEN Na,GUI Guan,DUAN Huan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icro鄄course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ICU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Thirty nursing students from June to August 2019,and 30 nursing students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19 of ICU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aught using the raditional method and micro鄄class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theory test, skill performance,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and the effects of micro鄄class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was evaluated. Results:The scores of
theory test,skill test,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teaching mode of “micro鄄course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冶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of nursing students in ICU.
[Key words] micro鄄course;flipped classroom;nursing student;intensive care unit

摇 摇 翻转课堂是指利用现有的信息化手段,构建信

息化的教学环境,重新规划课前、课内、课后,通过知

识传递、内化和巩固的颠倒安排,实现传统教学中的

师生角色的翻转,从而达到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革

新的教学设计方法[1]。 微课是翻转课堂教学资源

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 近年来,“微课联合翻转

课堂冶的教育模式被证明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促进知识内化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3 - 5]。 我

院既往护生带教的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和技能示教

为主,对带教老师和学生的时间统一性要求较高,也
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由于 ICU
专业性强、病人病情危重且变化快,随时需要抢

救[6],对护士的理论和操作技能的要求更高,因此,
对 ICU 实习护生的带教也要求更高。 近一年来,我
院 ICU 在实习护生的临床带教中引入了微课联合

翻转课堂教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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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我院 2019 年 6 - 8 月 ICU 实

习护生30名为观察组,2019年9 - 11月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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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

[10]摇 刘宏莉,龚萍,刘浩,等. 抑制葡萄糖调节蛋白 78 表达对阿霉

素诱导人乳腺癌 SK鄄BR鄄3 细胞凋亡的增敏作用[ J] . 蚌埠医

学院学报,2010,35(6):555.
[11] 摇 张梦晓,孙小锦,张智瑞,等. 钙蛋白酶抑制剂 Calpeptin 对乳

腺癌 MDA鄄MB鄄231 细胞迁移的影响[ J] .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6,46(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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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 30 名为对照组。 2 组护生的年龄、性别、学历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
有可比性。 所有实习护生均按照 4 周的实习时间安

排,每批次 10 人,所有护生均完成带教任务。
1. 2摇 研究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带教,其
中理论教学采用 PPT 授课方式,技能培训以现场示

教的方式进行;观察组护生采用“微课联合翻转课

堂冶教学法进行实习带教。 观察组具体带教流程和

方法如下。

表 1摇 2 组护生一般资料的比较

分组 男 女
年龄

(x 依 s) / 岁
学历

摇 本科摇 摇 专科摇

观察组 5 25 21. 07 依 1. 04 12 18

对照组 6 24 21. 20 依 0. 89 10 20

t 0. 11* 0. 53 0. 28*

P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2. 1摇 教学前准备 摇 (1)成立带教小组。 带教小

组由 5 人组成,分别是分管教学的副护士长 1 名,带
教老师 4 名,均为危重症专科护士,2 组护生均由此

带教小组成员进行带教。 对带教小组成员进行“微
课冶和“翻转课堂冶冶相关知识以及二者联合教学方

法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对带教老师进行考核,考核

合格方可实施教学环节。 (2)微课的制作。 明确护

生在 ICU 的教学目标后,确定微课教学的任务单为

技术操作项目 5 个,分别是心肺复苏、除颤技术、呼
吸球囊技术、动脉采血技术、吸痰法;危重症相关的

理论知识点 6 个,分别为血气分析的解读、危重症病

人的病情观察、危重病人的基础氧疗支持、人工气道

的临床应用及管理、危重病人肠内营养支持护理、有
创动脉压监测;共制作 18 个微课,每个时长为 10 ~
15 min,并由带教老师编写教案、课前课后练习题、
典型案例和要讨论的内容,共同组成微课学习的

资料。
1. 2. 2摇 “微课联合翻转课堂冶教学过程的实施摇
1. 2. 2. 1摇 课前安排摇 提前 1 周将微课学习的资料

上传到我院的 317 护平台,该平台包括在线课程、在
线测试、管理员、试卷分析等模块,学生通过手机或

电脑 APP 端查看微课视频进行学习,并完成在线测

试,对于不懂的内容可以查阅资料,在微信群内进行

讨论。 对于疑难问题和存在的共性问题,由组长进

行汇总并反馈给老师。 带教老师通过 317 护平台的

管理员模块查看学生在线学习情况、测试情况,通过

微信群了解讨论情况,起到监督和管理的作用。

1. 2. 2. 2 摇 翻转课堂的实施 摇 (1)每周 2 次翻转课

堂,每次课时数为 2 课时,约 80 min。 首先由带教老

师梳理出本次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然后针对学生在

微信群里提出的频次较高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并
引导学生就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交流,来加强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2)临床典型病例分析:带教

老师随机抽取 1 名护生,让其结合培训的主要内容,
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汇报,依此来提升护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开展护生之间的竞赛:通过

抢答、比赛等方式进行知识或技能竞赛,增加课堂互

动,促进思考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
(4)课堂总结:带教老师对学生的汇报进行点评,提
出学生在知识学习、案例分析汇报中的不足,并针对

课堂上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1. 2. 2. 3摇 知识的巩固摇 带教老师将课堂教学中讨

论交流的成果,比如学生提出问题的答案,案例分析

中的护理要点等整理成 word 文档或 PPT,再次上传

到 317 护平台,督促学生及时下载复习并完成课后

作业。
1. 2. 3摇 教学效果的评价摇 2 组护生实习结束后,通
过理论考试、技能操作考试、实习护生综合能力考

核、护生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1)理

论考试:使用“问卷星冶进行微信考试。 考试题型为

单项选择题 70 题,每题 1 分;多项选择题 15 题,每
题 2 分。 (2)技能操作考试:由心肺复苏术、除颤

术、呼吸球囊技术、动脉血气标本采集、吸痰法 5 个

项目组成。 (3)护生综合能力评价:由所有的带教

老师根据学习积极性、分析问题能力、理论结合实际

的能力、表达能力、课堂表现、团队协作能力综合打

分。 (4)实习护生满意度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问

卷,采用 3 级评分法,内容包括是否认可这种教学方

法、是否能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否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提升、学习效果共 5 个维

度进行测评。
1. 3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和秩和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护生理论考试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理论成

绩为(89. 43 依 4. 33) 分,高于对照组的 (85. 27 依
5. 5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3. 23,P < 0. 01)。
2. 2摇 2 组护生技能考核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护生在

心肺复苏、除颤技术、呼吸球囊技术、动脉血采集以

及吸痰法操作方面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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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护生技能考核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心肺复苏 除颤技术 呼吸球囊技术 动脉血气采集 吸痰法

观察组 30 92. 14 依 3. 35 90. 83 依 3. 19 90. 30 依 3. 58 91. 07 依 3. 67 92. 16 依 3. 38

对照组 30 90. 36 依 3. 15 86. 73 依 2. 99 87. 99 依 4. 89 89. 03 依 3. 76 89. 50 依 5. 20

t — 2. 46 4. 44* 2. 11 2. 02 2. 35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2. 3摇 2 组护生综合评价得分的比较摇 观察组护生

在学习积极性、分析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表达能力、
课堂表现以及团队协作方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2. 4摇 2 组护生带教满意度得分的比较摇 观察组护

生在认可教学方法、学习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理
论联系实际、学习效果等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

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4)。

表 3摇 2 组护生综合评价得分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学习积极性 分析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 表达能力 课堂表现 团队协作

观察组 30 8. 08 依 0. 88 8. 30 依 0. 84 7. 77 依 0. 64 7. 97 依 0. 69 8. 05 依 0. 58 7. 60 依 0. 64

对照组 30 6. 97 依 0. 96 7. 08 依 1. 09 7. 03 依 0. 79 7. 42 依 0. 78 7. 18 依 0. 74 7. 22 依 0. 78

t — 4. 68 4. 85 3. 39* 2. 89 4. 32* 2. 0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摇 < 0. 05摇

摇 摇 *示 t 值

表 4摇 2 组护生带教满意度得分的比较

分组
认可

教学方法

学习

主动性

激发

学习兴趣

理论

联系实际

学习

效果

观察组

摇 很满意 19 15 14 12 22

摇 满意 11 14 16 18 8

摇 不满意 0 1 0 0 0

对照组

摇 很满意 8 5 8 5 11

摇 满意 22 22 18 25 16

摇 不满意 2 3 4 0 3

摇 Z 3. 14 2. 74 2. 06 1. 99 2. 98

摇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生的理论和技能操作

成绩均高于对照组,这是因为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借助于手机的广泛普及和 317 微信平台的使

用,学生在课下可以将带教小组制作的微课下载学

习,微课针对性强,“短、小、精、悍冶 [7],可以将复杂

的操作和理论知识难点直观、明了地表现出来,使学

生易于理解,教学效果较好[8]。 而且此过程不受时

间、空间及环境的限制,学生能充分利用碎片化时

间,反复观看和学习[9],不仅有利于指导实习护生

自主学习理论知识,还可以指导其进行技能操作。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分析问

题、理论联系实际、表达能力、课堂表现以及团队协

作方面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这与微课联合翻转课堂

将传统课堂教学与按学生需求教学方法进行了很好

地融合[10]有关,此方法可以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

习,护生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主角冶 [3,11],“主角光

环冶可以促使学生积极调控自己的学习,精益求精。
该结果也与其他学者提出的“翻转课堂可以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冶的观点一致[12]。 此外,“微信联合翻

转课堂冶教学模式将任务研讨放在课堂上[13],通过

师生互动、护生学习小组之间的合作和讨论来解决

疑问。 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成

长进步,有利于增强护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同时,课
堂上的病例讨论促使学生复习所学过的理论知识并

将其与实践结合,提升了护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为了解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必须要查阅相关资料并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以得到最

准确的答案,最终学生们学习、运用新知识的能力不

断增强,循证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
同时研究显示,观察组护生的带教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护生。 这与“微课联合翻转课堂冶教学模式

实现了医学教育信息化和课堂互动教学的有机结

合,充分调动参与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各个主要要素,
围绕教学目标的实现,形成彼此间良性的交互作用

有关,其中也包括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14]。 因此,
这种教学模式拉近了带教老师与护生之间的距离,
增加了护生对带教老师的信任,调动了教师与学生

的积极性,提升了护生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能

力[15],从而提高了临床教学质量和带教满意度。
摇 摇 综上所述,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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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临床培训教育进行结合,对手术效果及学员培训

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日间手术在病人住院时间明显

缩短,手术费用明显下降的前提下,显著改善了半月

板病人的膝关节功能,与常规手术取得相当的术后

疗效,同时日间组研究生的术中镜下操作能力明显

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日间膝关节镜手术疗效确切,并且可

以有效节约医疗资源。 日间手术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优化管理效率,需要医护团队增强团队合作意

识和服务病人意识,需要医护患三方的密切沟通和

配合。 日间手术病房作为新的临床研究生培养基

地,可以显著提高培训效果,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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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工作所必须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为临床工

作培养生力军,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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