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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的同学共同讨论,根据“兴趣驱动、自主实

践,重在过程冶的原则,建立以学生为主、导师为辅

的管理模式,并将这一模式贯穿项目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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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构建智慧课堂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王摇 颖,魏摇 芳,马琳艳,宋宜宁,姜牧君,韦颖梅

[摘要]目的:探索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构建智慧课堂对药理学教学的影响。 方法:选取 2018 级护理学专业学生 219 人,随
机分为护理 A 班(观察组,n = 112)和护理 B 班(对照组,n = 107)。 对照组采用传统理论课教学模式,观察组将网络移动教学

平台构建的智慧课堂应用于教学过程。 结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对网络移动学习通教学平台构建的智慧课堂教

学效果比较满意(95. 5% )。 观察组学生的综述成绩(16. 47 依 1. 03)分,高于对照组的(16. 11 依 1. 22)分( t = 2. 36,P < 0. 05)。
观察组学生的期末成绩总分(60. 42 依 11. 22)分,高于对照组的(58. 28 依 13. 08)分,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 30,P > 0. 05)。
观察组学生期末考试及格率为 57. 1% (64 / 112),与对照组的 53. 5% (57 / 10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0. 33,P > 0. 05)。
结论: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构建智慧课堂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升整体的学习效率,是值得在药理学

教学中推广的创新教学方法。
[关键词] 智慧课堂;药理学;网络平台;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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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智慧课堂是互联网平台在教育教学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教学模式。 它将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教

学进行融合,能够弥补传统教学的弊端,在互联网平

台上为学生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和整合,从而实现

教学效率的提高[1]。 其顺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也给大学教育提供了根本性的变革[2]。 药理学是

研究药物与机体之间关系的基础医学课程,在医学

与药学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在高等医药学教学中属

于基础性与专业性较强的学科[3]。 我校除了临床

和药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药理学,护理学、影像

学、生物、营养学以及卫生管理等专业为了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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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也相继开设了药理学课程。 当前随着越来越

多新药的出现和老药在临床应用范围扩大,教师仅

凭课堂上的讲授,难以把药物相关知识和最新进展

更好地传授给学生[4]。 因此,如何利用各种智能终

端及信息技术化教学平台构建药理学新的教学模式

智慧课堂,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药理学课堂的

教学效果已经成为当前药理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我校网络移动学习通教学平台在全校教学的引入也

为药理学智慧课堂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我校 2018 级护理学专业学生

219 人,随机分成 2 个班,护理 A 班 112 人作为观察

组,采用超星网络移动学习通教学平台进行智慧课

堂的药理学教学模式;护理 B 班 107 人作为对照组,
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1. 2摇 教学过程摇 以药理学课程中枢神经系统章节

的镇静催眠药为例对具体教学过程进行介绍:针对

即将进行的教学任务,教师将制作的 PPT、微视频在

学校网络平台药理学课程终端导入,将 2018 级护理

学专业观察组的学生选入教学平台。 然后发布学习

信息,规定学习时间,并让学生自主搜索背景资料和

知识要点。 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和移动手机学习

通平台实现课前预习讨论。 然后课堂授课时互动教

学,课后网络平台推送作业,查看作业反馈组织并组

织讨论辅导和学习延伸(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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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操作方法及评价指标摇
1. 3. 1摇 操作方法摇 (1)课前预习讨论:将镇静催眠

药相关视频和学习资料发布到学生学习平台,并设

置观看时长,发布主题讨论,针对讨论中的问题,教
师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和移动手机学习通平台中

班级论坛和学习小组等功能进行在线和实时讨论,
提出疑问,发表见解,让学生自己找寻问题的解决办

法和答案。 (2)课中互动教学:上课时,对于课前预

习和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引出讲授内容,并利用移动

学习通平台中微课视频、案例讲解、在线课堂等多种

方式创造学习情境,逐步引导学生有兴趣的学习,更

容易理解讲授内容的重难点,并通过一些问题让同

学分组讨论,从而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热情。
(3)课后巩固和拓展知识: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学习通发放的作业,教师通过分析学生的作业

情况,归纳总结学生掌握的薄弱点。 在讨论区在线

留言,上传资料和讲解视频等方法给学生答疑解惑。
并知道学生对本章学习治疗药物的最新进展进行文

献查阅,了解最新动态,达到既能巩固已学知识又能

拓展新知识的学习目的。
1. 3. 2摇 评价指标摇 学习结束在学习网络平台发布

调查问卷,回访学生对于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满意

度;为了更好地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药理学

学习过程中进行两次综述书写,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成绩,综述主要围绕药理学已经学习的药物在护理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进行命题,要求学生在掌握药物

特点的同时结合专业特点进行学习和思考,在考查

药理学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增强学生使用数据库

查阅文献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整个教学过程带教老

师主要通过学习通对观察组的学生给予咨询和辅

导,对照组通过传统课堂教学给予相应指导,以纸质

作业形式提交后,由带教老师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批

阅,每次综述 10 分为满分,两次共 20 分;最后药理

学课程结束,观察组和对照组通过期末考试笔试成

绩得出基于网络移动学习通平台构建智慧课堂的教

学与传统教学相比的效果。 考试卷包括主观题(名
词解释、填空题、问答题)和客观题(选择题、判断

题)全题型,2 组同学统一进行试卷笔试,综合检测

学生对药理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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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评价摇 通过网络移动学习通平台发放问

卷反馈调查,观察组共收到有效问卷 112 份,从反馈

情况可以看出,学生对网络移动学习通教学平台构

建的智慧课堂教学效果比较满意(95. 5% ),92% 的

同学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课前预习

(77. 7% ),并方便同学之间进行讨论(74. 1% ),课
堂气氛更加活跃(86. 6% ),增强了学生和老师之间

的互动(84. 8% ),有利于对药理学基础知识的理解

(92% ),更加容易掌握重难点(86. 6% );课后作业

的复习能够更好的巩固课堂的知识(85. 7% ),增强

了同学们对于药理学课程的兴趣(85. 7% ),并希望

此种教学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中

(90. 2%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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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2 组学生综述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学生的综述

成绩(16. 47 依 1. 03) 分,高于对照组的 (16. 11 依
1. 22)分( t = 2. 36,P < 0. 05)。

摇 表 1摇 网络移动平台构建的智慧课堂应用于药理学教学

创新效果反馈结果[n;构成比(% )]

反馈信息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学习通进行药理学教学的总体感觉 54(48. 2) 53(47. 3) 摇 5(4. 5) 0(0. 0)

有利于课前预习 41(36. 6) 46(41. 1) 24(21. 4) 1(0. 9)

利用网络平台有利于同学之间进行讨论 30(26. 8) 53(47. 3) 29(25. 9) 0(0. 0)

有利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 35(31. 3) 60(53. 5) 17(15. 2) 0(0. 0)

有利于药理学基础知识的理解 37(33. 0) 66(59. 0) 9(8. 0) 0(0. 0)

课堂气氛活跃 38(33. 9) 59(52. 7) 15(13. 4) 0(0. 0)

有利于重难点的掌握 41(36. 6) 56(50. 0) 15(13. 4) 0(0. 0)

课后复习效果好 38(33. 9) 53(47. 3) 20(17. 9) 1(0. 9)

互动学习增强了对药理学课程的兴趣 42(37. 5) 54(48. 2) 16(14. 3) 0(0. 0)

希望此种教学模式推广到其他课程教学 44(39. 3) 57(50. 9) 10(8. 9) 1(0. 9)

2. 3摇 2 组学生期末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学生的期末成

绩总分(60. 42 依 11. 22)分,高于对照组的(58. 28 依
13. 08)分,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 30,P > 0. 05)。
观察组学生及格率为 57. 1% (64 / 112),与对照组的

53. 5% (57 / 1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0. 33,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网络教学平台和移动手机学习通平台在全校教

学的引入为药理学智慧课堂的构建提供了平台。 通

过该平台将各种教学资源有机整合,应用于药理学

课程的教学全过程。 首先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课前预

习效率,并在课前通过学生讨论情况使教师及时掌

握学生的薄弱点,在上课时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进

行教学内容讲授,提高上课效率[5]。 其次课堂教学

可以利用移动教学平台中微课视频、图片、动画、抢
答,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的同时,使教学内容直观易懂,激发学生积极参与课

堂活动的热情,使学生主动探究知识,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6 - 7]。 此外,通过移动手机学习通平台布置课

后作业,促进课堂知识的理解和巩固。 并且随时督

促学生关注药物发展的最新进展,不断累积,能够有

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升整体的学习

效率[8]。
从观察组的满意度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学生总

体肯定了这种创新的药理学教学模式,认为这种教

学模式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课前预习,并方便同学之

间进行讨论;课堂教学中气氛更加活跃,学生和老师

之间的互动增加,有利于对药理学基础知识的理解,
也能更好地掌握重难点;尤其对于临床专业知识相

对薄弱的护理学、药学等专业的学生,课后作业的复

习能够更好地巩固课堂的知识,同时增强了同学们

对于药理学课程的兴趣,并希望此种教学模式可以

推广到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学中。 在学习中还进行了

两次综述书写作为过程性评价考评,从考评成绩可

以看出,观察组学生的综述书写能力更强,体现出网

络移动平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在掌握药物特点

的同时结合专业特点进行学习和思考,自主学习的

能力增强。
但是当前基于网络移动教学平台的智慧课堂在

我校药理学教学中仍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很多问

题,开发中仍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各位教学老师开创

新的实践视角展开教学,相信随着网络移动教学平

台在药理学教学经验的日积月累,其优势将极大提

高药理学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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