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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路和依据。方法

探讨适宜研究生流行病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为改善和提升教学质量提供科学思
课程按教学进度分三个阶段进行，即传统教学、传统教学+案例讨论、在线理论学

习+案例讨论。分别比较三个阶段学生测试成绩的变化，并对学生对各阶段教学方式的倾向性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

214 名学生在三个阶段的测试成绩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多数学生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重点知识的讲解，多数学生认为理论知识和案例讨论的教

学时间应均衡分配，更多学生选择与专业相关的中文文献作为教学案例，多数学生认为通过案例讨论
教学提高了自学和沟通能力。结论

研究生流行病学课程教学改革，应进一步推动传统教学与案例

讨论有机融合、在线学习作为有力补充的新型模式，并采取有效手段和方式进行考核评价，提高研究
生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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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teaching mode of epidemiology for
postgraduates, so as to provide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and enhanc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Methods The cours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rogress, which was,
traditional teach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case discussion, online learning and case discussion.
The test scores in three stages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and th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teaching
methods wa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cores of 214 student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n three stage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Most
studen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systematization and important knowledge. Most
students proposed that the teaching time betwee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ase discussion should
be evenly distributed. More students chose Chines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ir major as teaching
cases. Most students believed that case discussion improved the skills of self-study and
communication. Conclusion The epidemiology course for postgraduate should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case discussion, with online learning as a supplementary, and take effective
methods to evaluate,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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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本科生培养，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对学
生科研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流行病学作
为一门方法学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医学专业研究

传统教学与案例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课时分配
为 1∶1；第三阶段采用课前在线理论学习与课上案
例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生掌握常用流行病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建立

（1）课 程 准 备 ：教 学 团 队 进 行 多 次 讨 论 和 试

良好的医学科研思维，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讲，并结合章节内容遴选案例、构建案例库，案例

实践应用能力，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主要为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相关内容。针

和作用。

对各章内容，以考察基础理论知识的题目为课前

传统的流行病学课程多以抽象理论为主，表现

摸底测试题，以灵活运用、拔高理论的题目为课后

为大量的概念和公式，内容多而枯燥，知识点难以

测试题，通过多名师生反复测试和调整，尽可能保

理解和记忆，使教师授课难度加大、教学效果有限。

证各阶段课前测试题难度一致、课后测试题难度

近年来，为提高流行病学教学质量，相关院校陆续

一致。

开展了一些教学改革（教改）研究，但多是针对本科
生进行，针对研究生流行病学教学特点的教改罕有
报道。同时，现有教改方法多围绕基于问题的教学

（2）课程教学：本次教改涉及传统教学、案例讨
论、在线理论学习等内容。
传统教学、在线理论学习：均是以教师单方面

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基于案例的教

讲授理论知识为授课形式，前者是课堂授课，后者

（electronic learning，E-Learning）和混合式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①案例讨论：学生以 10~12 人为一

学模式（case-based learning，CBL）、网络化教学模式

（blended learning，B-Learning）等 ，这些方法在研
［1］

是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学生自行学习。

组（每组均有预防医学专业背景的学生），讨论内容

究生流行病学课程的应用效果如何、什么样的教学

包括研究目的、设计方法、对象选取、样本量估算或

模式更适用于研究生等问题未见相关报道。

检验效能评价、资料收集、统计分析、主要结果及优

现以山西医科大学 2020 级选修流行病学的研

究生为研究对象，分三个阶段采用不同的教学模
式，通过对比不同教学模式下学生测试成绩的变
化，以及对学生倾向性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等，对

缺点等。课前发放案例和要求，学生按分配任务提
前准备，课上讨论汇总。②汇报讨论：随机选取部

分组（保证每学期每组至少汇报 1 次）汇报讨论结
果，其他组自由提问，并在授课教师引导下对案例

研究生流行病学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做出判断，为提

进行评价，提出改进方案。③点评总结：授课教师

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点评各组汇报情况，对案例内容进行总结，对本次
课程重难点内容再次梳理总结。

资料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以选修流行病学课程的 214 名山

（3）考核评价：本次教改采用终结性评价和过
程性评价相结合，并加大过程性评价比重的考核方
式，两者比重为 5∶5。过程性评价由课前/课后测

西医科大学 2020 级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试、案例讨论小组自评、组间互评、教师评分及平时

究对象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基本信息（姓名、性别、

末考试进行评价。

2. 问卷调查：课程结束后，通过网络问卷对研

年龄、专业等）、既往学习情况（本科毕业专业、是否

作业、设计报告、出勤等构成。终结性评价仍以期
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分析数据，

学过流行病学等）、学习倾向性（喜好的课程形式和

定性和定量资料分别用率和均数±标准差（x±s）描

内容、案例形式和内容等）、教学效果（沟通、自学等

述。定量资料组间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

能力提升情况）。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课程改革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与科研设计

相关性强的总论部分，将课程按教学进度分三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第二阶段采用

若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较，并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校正，以 P<0.017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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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预防医学专业未学过流行病学（114 人）三类 。

1. 基本情况：共调查 214 名选修流行病学课程

的 研 究 生 ，年 龄（24.10±2.40）岁 、最 大 38 岁 、最 小
21 岁 ，其 中 男 生 39 人（18.22%）、女 生 175 人

（81.78%），男女性别比为 0.22∶1。研究对象以公共

分层分析比较三类学生测试成绩，结果显示，研究
对象在三个阶段的课前测试、课后测试及课前课后
双测试成绩差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1）；不同背景研究对象在课前测试、课
后测试的各阶段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卫生学院学生为主，占 87.9%（188/214），以专业学

0.017），呈现出有预防医学专业背景学生、非预防

2. 测试成绩：研究对象在三个阶段的课前测

过流行病学学生测试成绩递减的趋势；三类学生课

位研究生为主，占 71.0%（152/214）。

医学专业学过流行病学学生、非预防医学专业未学

试、课后测试及课前课后双测试成绩差值均呈现上

前课后双测试成绩差值各阶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按本科专业背景，将研究对象分为预防医学专

3. 学习倾向性：多数研究对象认为理论教学和

升趋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1。

业（58 人）、非预防医学专业学过流行病学（42 人）、
表1
统计量
均数
标准差
F值

第二阶段

72.29

78.83

17.04

17.86

49.63

课后测试成绩
第三阶段
85.50

16.44

第一阶段
55.54

15.29

<0.001

P值

案例讨论的时间分配应均衡（130 人，60.75%）。研

研究对象三阶段测试成绩比较

课前测试成绩
第一阶段

意义（P>0.017）。见表 2。

第二阶段
72.29

18.27

218.40

课前课后双测试成绩差值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84.08

-16.76

-6.54

-1.42

16.70

17.50

<0.001

18.29

38.46

19.29

<0.001

注：研究对象在三阶段课前测试、课后测试及课前课后双测试成绩差值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

表2
统计量

不同背景研究对象三阶段测试成绩比较
课后测试成绩

课前测试成绩
第一阶段

课前课后双测试成绩差值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88.45b，e

95.00b，c，e

65.60a，b，d，e

84.93a，d，e

89.14b，e

-19.41a，b

-3.52a

-5.86b

预防医学专业背景（58 人）
均数
标准差
F值

85.00c，d，e

10.28

7.90

28.022

6.56

13.50

<0.001

P值

标准差
F值

72.39a，b，d
15.53

82.62a，f
15.90

14.541

86.25b
14.50

54.64a，b，d
17.92

<0.001

P值

标准差
F值

65.79a，b，e
16.76

72.54a，c，e，f
19.63

22.577

80.40b，c，e
18.41

50.75a，b，e
12.52

<0.001

P值

P值

31.432

<0.001

19.242

<0.001

74.05a，c，d，f
15.76

43.222

65.21a，c，e，f
19.13

112.070

17.582

<0.001

21.769

<0.001

28.467

<0.001

8.95

32.978

11.64

<0.001
84.24b，c
17.83

-17.75b
18.56

-8.57
17.75

7.320

-2.01b
21.03

0.001
81.45b，c，e
17.90

-15.04a，b
18.79

-7.33a，c
21.66

17.060

1.06b，c

21.36

<0.001

<0.001

三类学生各阶段测试成绩比较
F值

13.52

<0.001

非预防医学专业未学过流行病学（114 人）
均数

11.79

<0.001

非预防医学专业学过流行病学（42 人）
均数

8.88

98.023

4.194
0.016

1.287
0.278

1.158
0.316

2.532
0.082

注：研究对象在三个阶段课前测试、课后测试及课前课后双测试成绩差值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a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间比较 P<0.017；b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间比较 P<0.017；c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间比较 P<
0.017；不同背景研究对象在每个阶段测试成绩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d 第一类学生
和第二类学生间比较 P<0.017；e 第一类学生和第三类学生间比较 P<0.017；f 第二类学生和第三类学生间比较 P<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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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了 明 显 下 降 ，降 至 16.31%［（84.08-72.29）×

传统教学、39.72%（85/214）选择案例讨论、26.17%

100%/72.29］，较第二阶段增长率下降了 45.92%。

72.43%（155/214）注重知识的系统性，33.18%（71/

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只有案例讨论，理论知

（56/214）选择在线理论学习。喜欢的课程内容中，

以上分析表明，只有理论教学，课程过于枯燥，

214）注重知识的完整性；50.94%（109/214）注重重

识缺乏系统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够全面。因

讲解。

非常重要且必要。具体来讲：①课前，利用网络教

点 知 识 的 讲 解 ，16.82%（36/214）注 重 难 点 知 识 的
喜欢的案例形式中，选择人数最多的是中文文

此，建立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融合统一的教学模式
学资源，让学生进行理论知识预习。②课堂上，一

献（149 人，69.63%），其次为视频（83 人，38.79%）和

方面对理论知识进行整体回顾和串讲，注重理论知

选择人数最少。喜欢的案例内容中，82.24%（176/

重难点进行侧重式讲授，强化学生理解；另一方面

故事（82 人，38.32%），而英文文献（61 人，28.50%）

识的系统性、梳理各知识点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对

214）选择案例跟专业相关，40.06%（90/214）选择历

进行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

通过参加案例讨论，66.35%（142/214）的研究

在案例的选择方面，可以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历

史经典案例，29.91%（64/214）选择科学研究项目。

对 象 认 为 培 养 和 提 高 了 沟 通 能 力 ，64.48%（138/

214）认为培养和提高了自学能力。
讨

论

问题的能力。
史事件、时事新闻等，以视频、网页链接、图片等形
式呈现，也可以使用思维导图方式，直观展示解决
案例问题的过程及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丰富课堂
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关注力，增强学习效果。
其次，网络教学是课堂教学的有力支撑。随着

本研究通过三种教学模式下学生测试结果的

信息网络的发展和网络课程资源的丰富，网络教学

对比，能够更好地对传统教学、案例教学、网络教学

逐渐被接受和认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

等方法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做出评价，为研究生流行

炎）疫情的促进下，网络教学逐渐成为主流的教学

病学教学提供科学实用的改革建议及方案。

模式和手段。总的来看，网络教学具有学习时间灵

首先，建立传统教学与案例讨论有机融合的有

活、地点不受限制、教学资源丰富等优势［3］，但也存

效教学模式。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理

在知识点零散，缺乏系统性、针对性等问题。同时，

论、学生被动接受为主要模式，学生缺乏主动性且

网络教学由于缺少教师的实时指示、引导和监督，

易出现疲乏、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对于流

加之环境干扰，导致学生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学

行病学等以抽象概念为主的课程，单一的理论教学

习，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方法更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
模式是以案例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启发
和引导下，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和讨论，理解和

课堂教学作为自古传承的传统教学方法，在现
代社会环境中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重要性：
①教师通过与学生面对面讲授与交流，发挥引导、

掌握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能够增进学生对理论知

监督学习的作用；课堂环境较好，学生不易受外界

识 的 理 解 和 应 用 ，有 效 调 动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干扰，精力较为集中，学习效率较高。②教师可根

［2］

动性 。

据学生的现场反应，了解教学效果，并及时对教学

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倾向于理论

内容和进度做出调整，确保教学质量。③教师通过

教学与案例讨论两者均衡分布，这种学习倾向性带

备课对知识体系和构架进行系统化设计，对重难点

来了成绩的上升，但影响测试成绩的不仅有学习倾

把握清晰，学生不仅可以系统全面地掌握知识，还

向性这一项因素，前期知识的积累、教学模式的熟

能对重难点进行加强性地学习。④学生通过课堂

悉、学习方法的掌握以及主动性、参与度的提升等，

集体学习，彼此间互相协作、交流，增强了社会属

会持续影响学生成绩的上升。虽然学生倾向于案

性，提高了团队意识，能够有效避免长期面对网络

例讨论的加入，但过多的案例讨论也会带来成绩的

导致的人际交往能力退化和心理问题。

负面影响，结果显示，第二阶段课后测试成绩较第

一阶段平均增长了 30.16%［（72.29-55.54）×100%/

55.54］，但第三阶段较第二阶段课后测试成绩增幅

新时期教学模式改革中，应当将网络教学灵
活、多样的优势与课堂教学严谨、高效的优势有机
结合，建立以课堂教学模式为基础、网络教学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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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新模式，共同提高教学效果。网络教学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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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扩招而导致教学难度加大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重难点知识加强学习以及课

本研究针对研究生流行病学科学教学模式的

程教学背景知识、延伸教学等为主，为课堂教学提

改革创新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和实践，但也存在实

供思想的准备和资料的支撑，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施周期短、研究规模小、未采用平行对照试验设计

再次，健全以教学效果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方

等不足，还需进一步扩大课程类型、教学规模及长

式。此次课程加大了考核中过程性评价的比例，将

周期的观察尺度，不断健全完善课程设计，形成与

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比重由既往的 3∶7 提
高到 5∶5，在平时作业、设计报告、出勤等传统项目

中增设了知识掌握情况系列测试和案例讨论评分。
①通过课前对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测试，有助于授课

教师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授课，
同时也能够督促学生高质量完成预习任务。②通
过课后对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测试，有助于授课教师

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并不断更新的案例库和网络资
源库，为研究生教改提供科学可行、具有参考价值
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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