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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 教学法结合情景模拟在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
专业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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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目的：
：观察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 CBL）结合情景模拟在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专业实习
教学中的优势。方法
方法：
：将 40 名高职高专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分为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各 20 名，
联合教学组采用 CBL 教学
法结合情景模拟，
传统教学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通过观察两组学生实习 5 个月前后的理论知识水平、康复实践操作能力、教
学效果自评量表的得分情况，
分析两种教学方法在高职高专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中的优劣。结果
结果：
：两种教学法均能提升实习
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康复操作能力（P<0.05），
但 CBL 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提升程度更大（P<0.05）；两组学生在理论知识水平和
团队协作的自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CBL 结合情景模拟能更好地提升实习生的操作技能和学习兴趣（P<0.05）。结
结
论 ：相比传统教学法，
CBL 教学法结合情景模拟在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专业实习教学中具有明显优势，
值得在康复实习中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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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近年在国内发展十分迅速 ，
各级医疗

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高职高专的康复治疗

机构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均组建了康复医学

技术专业实习生，
分别来自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鄂州

科[1]。作为康复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复治疗专业

职业大学、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仙桃职业学院等四个

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复治疗专业在我国

学校 ，共计 40 名。根据学校按照 1:1 的比例随机分

主要开展的是本科生和专科生教育 ，
每年高职高专

为 CBL 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 ，其具体资料见表 1。

的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数量是本科生的 2 倍以上 。

两组学生性别、
年龄、
就读学校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

高职高专康复治疗专业学制为 3 年，
2 年的在校理论

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学习和 1 年的临床实习。由于学制本身时间不长、

表1

学生基础较差的原因 ，
导致高职高专毕业生参加工
[3]

作后并不能很快地适应临床工作 。由于在校期间
理论学习的不足 ，
临床实习成为提高康复理论和治
疗技术的重要途径。作为湖北省内康复医学专业排
名第二的康复医学科[4]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

xˉ ± s）
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f，

性别

组别

例数

联合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20
20

就读学校
年龄（岁） 湖北 鄂州 武汉 仙桃
男 女
职院 职大 民政 职院
9 11 18.7±0.8
5
6
5
4
12 8 19.0±0.7
5
5
4
6

注：组间比较，
P>0.05

学科每年需要承担省内各院校 70 余人的康复治疗

1.2 干预方法

相关专业的临床实习任务 ，
而其中大部分来自高职

1.2.1 传统教学组 采用传统临床康复教学方法 ，
根

高专院校。CBL 教学法因其使用临床病例为教学模

据科室制定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学科实习

板，
能够促进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
通过

生带教教案》对各类功能障碍的定义、
康复评定及操

与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联合应用 ，
让实习生在临床学

作、
康复治疗、
常见的注意事项等进行教学。教学方

习中有更多的参与感和代入感。这两种教学方法均

式以带教老师讲授为主，
同时对患者进行示范操作，

属于近年较为热门和有效的教学方法 ，
我科通过借

带教老师观察学生操作，
对学生进行指导，
并纠正学

鉴 先 进 的 实 习 教 育 理 论 ，在 临 床 实 习 环 节 构 建 了

生的错误，
学生后续反复练习。

CBL 教学法结合情景摸拟的学习模式 ，
取得良好效

1.2.2 联合教学组 采用基于任务驱动的 CBL 结合

果，
现报道如下。

情景模拟教学法，
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与要求，
按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9 月~2020 年 12 月在武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学科实习生带教教案》公
布临床典型案例并布置任务。教学案例为骨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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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神经康复、
心脏康复、
肺康复、
肿瘤康复等方向的

计学意义（P<0.01）。

临床典型案例。例如 ：
肱骨干骨折 ，
提出任务为“肱

表2

骨干骨折后康复治疗原则？早期康复如何介入？需

组别
联合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要评估哪些内容？常用康复训练方法有哪些？有哪
些并发症？实施关节松动术有哪些禁忌症和注意事
项”等。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先行查阅书籍和文献，
带教老师进行辅导；
随后对病例的临床问诊、
康复评
估、
康复治疗进行情景模拟，
每组学生分别随机饰演
患者、
医生、
评定师、
治疗师。每组分为五个小组，
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情景模拟和实操展示 ；
带教老师提
问和学生讨论答疑 ；
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评价任务
完成情况和案例总结。
1.3 教学评价
1.3.1 理论知识考核 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
学科实习生理论测试题库》随机抽取测试试题，
考察

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xˉ ± s ，
n=20）
实习前
58.8±7.5
58.4±7.6

实习后
78.0±5.2⑴⑵
71.4±4.9⑴

注：与实习前比较，
⑴P<0.01；与传统教学组比较，
⑵P<0.01

2.2 实践操作考核 如表 3 所示，
两组学生在实习开
始前的实践操作摸底考核中实践操作能力尚可，
平
均分为 70 分左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长达 5 个月的实习后 ，
康复实践操作水平较实习前
显著上升（P<0.01），平均分均达到 80 分以上 ，说明
临床实习对康复治疗技术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而 CBL 教学法联合情景模拟的教学方法比传统教
学法能够更好地提高实习生的康复治疗技术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3

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题目类型为单选和多选

两组学生实践操作考核成绩比较（xˉ ± s ，
n=20）

组别
联合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题 ，闭卷考试 ，试卷满分 100 分 ，分别于实习开始前
和实习完成后进行测评。

实习前
72.3±5.1
70.4±6.0

实习后
89.5±4.2⑴⑵
82.0±3.5⑴

1.3.2 实践技能考核 由学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注：与实习前比较，
⑴P<0.01；与传统教学组比较，
⑵P<0.01

康复医学科实习生操作技能试题》中随机抽取试题，

2.3 教学效果 如表 4 所示 ，
大部分学生均对我科实

在学生扮演的患者身上进行操作。学生的实践技能

习教学的效果提出了好评 ，
实习期间的理论知识水

考核成绩由 3 名具有中级职称的带教老师参照《武

平、康复技术操作技能、团队协作能力均有显著提

汉大学中南医院康复医学科实习生技能比赛评分标

升。但两组学生在理论知识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

准》独立评分 ，
取三者的平均分作为学生的成绩 ，
满

提高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CBL 教学法

分 100 分 ，分别在实习开始前和实习结束后进行测

联合情景模拟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评。

力 ，并明显提高学习兴趣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1.3.3 问卷调查 参考国内相关文献 ，
自定简易教学

0.05）。

自评调查问卷。问卷为自评形式 ，
包括理论知识理

表4

解能力、
实际操作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学习兴趣共 4

组别

例数

联合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20
20

个方面。实习期结束后，
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由学
生自评，
调查两组学生应用不同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xˉ ± s）表示 ，
两组间均
值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t′检验，
治疗前后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无序计数资料以频数（f）、构成比（P）表
示，
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理论考试 如表 2 所示，
两组学生在实习开始前
的摸底理论考核中理论知识水平均不高 ，
平均分不
到 60 分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长达 5 个
月的实习后 ，理论知识水平较实习前显著上升（P<
0.01），
说明了临床实习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作用。而
CBL 教学法联合情景模拟的教学方法比传统教学法
能够更好地提高实习生的理论知识水平 ，
差异有统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f，
P）

提升理论知识
理解能力
18（90.0%）
14（70.0%）

提升实际

提升团队

提升学习

操作能力 合作能力
兴趣
19（95.0%）① 17（85.0%） 18（90.0%）①
13（65.0%） 14（70.0%） 10（50.0%）

注：与对照组比较，
①P<0.05

3

讨论
康复医学近年来发展迅猛 ，
作为康复医学全程

健康管理中的执行者 ，
康复治疗学的相关专业在康
复医学教育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康复
医学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包括康复医师和康复治
疗师两大类，
包括研究生教育、
本科生教育和高职高
专教育 3 个层次。其中研究生教育主要的就业岗位
为康复医师 ，
康复治疗师占比极小。本科教育主要
在部分医学类院校的康复治疗学专业、体育院校的
体育运动科学专业和中医院校的养生康复专业开
展[5] ，但招生计划人数并不多。而高职高专学校的
招生专业为“康复治疗技术”，
但其计划为普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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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人数的 2~3 倍[2]。另外，
由于该专业教育在我国

量，
同时也让模拟场景更加真实。相比传统教学法，

起步较晚，
国内的康复治疗教育领域存在着规范性、

CBL 结合情景摸拟教学法能够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

[6]

技术性不够等问题 。高职高专本身在校学习时间

参与到教学过程，
更深入贴近临床一线，
更明确地了

就短于普通本科生 ，
因此造成大量的高职高专学生

解康复医学中医、
技、
护、
患的角色作用及体会，
从而

在毕业后短时间内无法胜任临床康复治疗工作[7]。

使学习效果及学习效率进一步提升。从教学结果

另外，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
虽然近年来康复医学

看，
CBL 教学法和情景模拟的联合应用确实也一定

[8]

发展迅猛 ，但康复治疗师的缺口依然巨大 。各级

程度上提高了实习生的理论和实践操作水平。

医疗机构、康养机构 ，
特别是县级、乡镇医疗机构需

综上所述 ，
CBL 教学法作为讨论式教学的重要

要招聘大量康复治疗师 ，
这一类医疗机构也是绝大

形式，
能够充分调动实习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拓展

多数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岗位，
导致县级、
乡

其思维，
增加实践操作水平；
与情景模拟教学法进行

镇医疗机构康复医疗技术水平相对不足。由于康复

结合 ，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课前准备工作量 ，落实

治疗技术的专业特点 ，理论课时偏少 ，重视实践操

CBL 教学法的各个环节。虽然 CBL 教学法在实施

作，
因此改善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加强实习期间的

过程中存在过程较为繁琐、
准备时间较长等不足，
但

康复技术临床实践操作。在近一年的时间中 ，
将理

相信经过不断的实践及在教学中的不断修正 ，
CBL

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 ，
培养出能够胜任工作的高

教学法一定能够在临床实习中系统化、规范化。因

职高专毕业生，
具有重要意义。

此，
CBL 教学法值得在高职高专康复治疗专业的临

在当前高等医学教育实践中 ，
主要有四种比较

床实习中推广应用。

常见的教学模式 ，
包括传统的基于课堂学习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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