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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系统梳理国内外流行病学通识教育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研究，为流行病学通识

教育发展和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方法

系 统 检 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和 中 国 知 网 、

Sinomed、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等中英文数据库，筛选出研究流行病学通识教育不同教学模式的文献。

采用叙述整合的方法将纳入文献归类，并评价教学效果，进行定性系统综述。结果

共纳入 45 篇文

献（中文 28 篇，英文 17 篇），涉及 14 种教学模式，包括联合教学模式、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PBL）、项目

设计模式、案例教学模式（CBL）和其他。除个别文献结果如项目设计、网络平台或翻转课堂模式外，
其余创新教学模式的效果均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国内外文献教学模式分布存在差异，国外种类多样，
多集中于联合模式和软件/网络平台教学；国内种类较国外更单一，运用最多的是联合教学模式和 PBL
模式，且对比不同教学模式的研究比国外少。结论

流行病学通识教育还在早期摸索阶段，多种创新

教学模式较传统模式的教学效果有所提高，鼓励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结合，将流行病学通识性知识与跨专业知识结合，培养学以致用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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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s in epidemi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epidemiology education.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English databases such as PubMed, Embase, and Web of Science and Chinese
databases such as CNKI, Sinomed, Wanfang, etc., were used to screen out the literature on different
general teaching models of education in epidemiology. Each literature's teaching effect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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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d and evaluated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qualitative review in the narrative integration
method, Results A total of 45 articles (28 in Chinese and 17 in English)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involving 14 teaching models, including mixed teaching models,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 designing models, and CBL (case-based learning) and other teaching models. Except for
some teaching models such as project design, network platform, and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he
teaching effect of other innovative model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odel. The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models was different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Foreign teaching
models were divers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mixed teaching models and software/network platform
learning. Domestic teaching models were relatively fixed. The mixed teaching model and PBL model
were the most widely used in China, and there were fewer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different
teaching models than in foreign countries. Conclusion General education in epidemiology is still in
the early exploration stag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model, the effect of various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has been improved. According to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we encourage extensive use of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integrating epidemiological knowledge with
inter-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us, students who can apply what they learn are becom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our society needs.
【Key words】 Epidemiology; Gener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effect;
Systematic review
Fund programs: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 of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2020YB39);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Key Project of Medical Education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Medic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流行病学作为医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是探
索疾病病因、开展疾病防治、促进人群健康、制定公
共卫生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工具。作为预防医学领
域里的重点学科，流行病学也是衔接预防医学和临
床医学、护理学、药学等医学专业的桥梁学科，旨在
培养预防为主的重要理念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1］

应对能力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伴随疫情发展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流行病学背景以
支撑，这不仅对全球医务工作者的传染病防治技能
提出了严峻考验，也让针对医学和非医学专业的流
行病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之相关的各
专业人士的流行病学通识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流行病学教育在预防医学外的各专业教
学大纲中的地位仍较其他课程受限，存在课时安排
较少、理论性讲授内容较多、学生重视程度和学习
［1］

热情不高等问题，影响教学效率 。流行病学作为
一门逻辑性和应用性强的学科，传统讲座易使原本
抽象难懂的知识更显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低、缺少
［2］

想象力和创新力，教学效果差 。伴随通识教育的
不断发展，国内外相关的教学模式也在不断丰富，
但近几年涌现出的创新教学模式仍处于探索初期
阶段，现有研究多是个别教学模式间的直接对比，
缺乏系统梳理。因此，本研究拟对国内外流行病学
通识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进行系统归纳和
评价，以期为流行病学通识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提
供借鉴。

研究方法
1. 文献检索策略：应用“流行病学”+“ 教学”的

中 文 检 索 主 题 词 组 配 策 略 ，和“epidemiology”+

“teaching”OR“education”+“students”的英文检索主
题词组配策略，系统检索中国知网、Sinomed、万方

数据资源系统、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

和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Proquest 等英文数据库，筛选流行病学课程教学模

式 的 相 关 研 究 。 检 索 截 止 时 间 为 2021 年 3 月

16 日，同时通过搜索引擎手动检索已发表的相关
综述的文后文献列表。

2. 文献筛选标准：纳入文献标准：①初筛阶段

按照研究对象入学年份与流行病教学年份之差在

4 年及以内的标准纳入（属于潜在通识教育范畴，

后再根据全文筛选）；②不同教学方法或同一教学
方法使用前后的对比研究；③评估指标为理论成绩

或实践技能掌握情况；④语言为中文或英文。

排 除 文 献 标 准 ：① 综 述 和 Meta 分 析 、个 案 报

道、专家评论、新闻报道、会议记录等；②非流行病

学教学；③非通识教育，即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

育（满足下列任意一条：ⓐ医学类各专业的研究生

及更高教育阶段；ⓑ包括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专

业、临床医学等医学专业的本科必修课）；④非对比
研究（仅某教学方法的概况和评价）；⑤评估指标为

学生满意度等主观评价的相关文献。满足以上任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2 年 6 月第 43 卷第 6 期

· 924 ·

Chin J Epidemiol, June 2022, Vol. 43, No. 6

意一条即予排除。

17 篇［18-22，31-32，38，42-50］（图 1）。 45 篇 文 献 中 ，共 涉 及

研 究 的 偏 倚 风 险 评 价 基 于 第 六 版 Cochrane

17 篇文献提及。纳入文献质量参差：类实验中 91%

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①随机对照试验

Reviewer's Handbook 中 的 修 正 版 RoB 2.0 评 价 标

准 ；②类实验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基于 MINORS
［3］

（methodological index for non-randomized studies）评
［4］

价标准 ，评分大于等于量表总分一半的文献定义

14 种教学模式，应用最多的是联合教学模式，共

（31/34）为高质量文献；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 9%（1/
11）评价为“低风险”，55%（6/11）评价为“可能存在
风险”，36%（4/11）评价为“高风险”。

2. 描述不同教学模式相关研究：图 2 展示了流

行病学通识教育各教学模式间的对比研究现状，不

［5］

为高质量文献 。

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由 2 名研究人员平行

独立完成，如有分歧则与第 3 人协商解决。提取信

息包括：①基本信息：第一作者、国家、年份、研究对
象等；②研究方法：教学模式、研究类型、对照形式

等；③研究结果：考试成绩、能力、知识、态度、行为
等；④偏倚风险评估。

5. 信息整合与分析：以教学模式为主要分类依

据，将纳入文献进行列表归类，并绘制国内外研究

的网状分布图。采用叙述整合的分析方法，总结归
纳各教学模式研究特点，纵向比较不同教学模式间
文献数量、研究对象、研究类型、教学效果等，横向

3. 联合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共纳入 17 篇文
，发表于 1984-2020 年，国内外文献数量分别

［6-22］

献

为 12 篇［6-17］、5 篇［18-22］；除 1 篇文献外［10］，其余研究对

象均为医学生。研究类型为类实验（12 篇［10-12，14-22］）
和随机对照试验（5 篇［6-9，13］）；均报告实验组效果更
优（表 1）。

4. 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

共纳入 10 篇文献［23-32］，发表于 2001-2020 年，国内

外文献数量分别为 8 篇［23-30］、2 篇［31-32］；研究对象均

为医学专业学生。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

（5 篇［23，25-27，32］）和类实验（5 篇［24，28-31］）；均报告实验组

比较同一教学模式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结

同教学模式最早发表的年份分布见图 3。

效果更优（表 2）。

果

5. 项目设计模式的研究现状：共纳入 3 篇文
，发表于 2014-2017 年，均为国内文献；研究

［33-35］

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共检索到 3 088 篇中

文 文 献 和 2 822 篇 英 文 文 献 ，最 终 纳 入 45 篇 文
，其中中文文献 28 篇

［6-50］

献

［6-17，23-30，33-37，39-41］

，英文文献

图1

献

对象均为医学专业学生。研究类型均为类实验；
1 篇文献认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教学效果差异不大、
各 有 侧 重［35］ ，另 外 2 篇 认 为 实 验 组 效 果 更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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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模式、CBL 应运而生。三者都将传统教学模式

“以教师为中心，通过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被动
学习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由教师引导，学
生在解决实际流行病问题中获取知识的主动学习

模式”。PBL 和 CBL 是学生根据教师设计的教学案
例提出问题、建立假设，而项目设计模式是学生在

课程要求下自主选择和设计方案，3 种模式都需要
查 阅 资 料 、讨 论 交 流 后 完 成 案 例 分 析 或 方 案 实

施［26，35-36］。虽然过程略有不同，但都充分发挥了学
注：圆点大小表示样本量，线粗细表示研究数量；对于自身
前后对照的研究，
“ 前 -xxx”表 示 对 照 组（实 施 该 模 式 前）、
“后-xxx”表示实验组（实施该模式后）；其余研究对照组和实验
组归为相应的“后-xxx”；PBL：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

图2

中外流行病学通识教育教学模式的网状分布

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其积极探究解决方法。文献
结果显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信息查找利用
能力、文献分析评价能力、提出批判性看法能力、论
文撰写修改能力、小组合作沟通能力以及自主学习
能力均有提高，表明这 3 种教学模式效果良好。但

优［33-34］
（表 3）。

局限性在于：①具备一定医学基础知识或专业基础

献［36-38］，发表于 2003-2013 年，国内外文献数量分别

有效性。②对教师素质要求较高：选择案例须同时

6. 案例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共纳入 3 篇文

为 2 篇［36-37］、1 篇［38］；研究对象均为医学专业学生。

研 究 类 型 2 篇 为 类 实 验［37-38］，1 篇 为 随 机 对 照 试
验［36］；均报告实验组效果更优（表 4）。

7. 其他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另有 12 篇其他

教学模式在流行病学通识教育中的应用的文

献［39-50］，发表于 1979-2020 年，国内外文献数量分别
为 3 篇［39-41］、9 篇［42-50］。除 1 篇文献外［45］，其余研究对

象均为医学专业学生。研究类型均为类实验；2 篇

文献认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教学效果无显著差
，1 篇多组对照

［45，50］

异

（表 5）。

［39-44，47-49］

组

，9 篇认为实验组优于对照

［46］

训练的学生获益更大，更能实现教与学的针对性和
兼顾典型性、真实性和可行性［26］；项目设计模式中
须衡量项目可行性、把控项目进展节奏［34］。
为顺应教学改革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医
学人才，国内外逐渐开始采用联合教学模式。相比
于传统模式，联合教学模式通过多种辅助教学途

径，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
增加师生互动交流，整体提高学生将流行病学理论
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综合能力，可为学生未来的流行
病学专业基础课或者专业课打下基础。对于其他
教学模式，因文献数量过少无法归类，其教学效果
不具代表性，但大部分研究都表现出学生知识掌握
加深、沟通能力提升、学习兴趣和满意度提高等积

讨

论

极效果，展现出多种教学模式的巨大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利用网

目前流行病学通识教育的教学模式正逐渐由
单一或常规教学模式转变为多种高效和创新方法
的整合，教学方法优劣各异，教学效果各有侧重。
流行病学重视实践，将抽象的原理、方法应用

于现场工作才能实现良好学习效果，PBL、项目设

络平台的线上教学模式发展迅速，本研究共纳入

5 篇涉及线上教学模式的文献［6，8-9，45，48］。借助网络
平台，教师可上传拓展学习材料（图文、语音、视频

等）、进行线上授课和答疑解惑、师生间互动交流。
这种具有“即时性、开放性、推送定向性、视听多样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相应教学模式的研究数量；PBL：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CBL：案例数学模式

图3

国内外探讨各类教学模式的研究中最早发表的年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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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科研实践（50）

案例教学+专业设计（97）

传统+案例教学（88）

传统+微视频（76）

传统+微信（111）

网络+传统+小组讨论（83）

传统+案例教学（121）

传统+微信（53）

实验组（人数）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②

①

②

②

②

①

①

①

①

研究
类型

①③

①③

②③

①

①③

①

①②③

①②③

①②

①②

①②③

①

①

①②③

①②

①②③④

①②③

主要结局

15（24）a

16（24）a

8（16）a

15（24）a

17（24）a

17（24）a

12（24）a

15（24）a

12（24）a

可能存在风险

18（24）a

15（24）a

10（16）a

可能存在风险

可能存在风险

可能存在风险

可能存在风险

研究质量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

教学效果

a
MINORS 得分（MINORS 总分）
③态度；④行为；

注：PBL：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对照形式：①标准对照（即对照组为传统教学模式）；②自身前后对照；③互相对照。研究类型：①随机对照试验；②类实验。主要结局：①考试成绩/知识掌握；②能力；

医学

医学

②

③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②

①

①

①

①

对照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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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专业

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卫生检验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医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非预防医学

护理

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

中国

闫贻忠等，2018［7］

临床医学

研究对象所属专业

中国

国家

杭栋等，2016［6］

纳入文献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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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纳入文献
杨建洲等，2013［23］

陶宁等，2016

国家

Chin J Epidemiol, June 2022, Vol. 43, No. 6

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PBL）在流行病学通识教育中的应用
研究对象

中国

临床医学

黄颉刚等，2020［24］

中国

临床医学

中国

临床医学

陆益花等，2013［26］

中国

医学影像
和口腔医学

胡志斌等，2009［27］

中国

医学

中国

基础医学
和检验医学

宋丽萍等，2014［29］

中国

临床医学

宋丽萍，等，2018

中国

临床医学

Dyke，et al，2001

澳大利亚 医学

［25］

李凤华等，2008

［28］

［30］

Jiménez-Mejías，et al，2015［31］ 西班牙
［32］

· 927 ·

医学

对照
形式

实验组
（人数）

对照组
（人数）

研究
类型

主要结局

研究质量

①

PBL（75） 传统（77）

①

①②③

高风险

①

PBL（50） 传统（61）

①

①②③

①

PBL（79） 传统（86）

①

PBL（132） 传统（90）

①

PBL（272） 传统（257） ②

①
①
①
①
①

PBL（136） 传统（136） ②
PBL（60） 传统（62）
PBL

传统

①②③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12（16）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高风险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②③

可能存在风险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①

②③

高风险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①②③④

a

15（24）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②

①②③

10（24）a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①③

18（24）a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①
②

PBL（194） 传统（205） ②
PBL（40） 传统（96）

教学效果

②③

①

①③

a

10（24）a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低风险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注：对照形式：①标准对照（即对照组为传统教学模式）；②自身前后对照；③互相对照。研究类型：①随机对照试验；②类实验。主要结

局：①考试成绩/知识掌握；②能力；③态度；④行为；a MINORS 得分（MINORS 总分）

表3
纳入文献
刘寿等，2017［33］

项目设计模式在流行病学通识教育中的应用

国家

研究对象

对照
形式

中国

临床医学

②

创新实践教学（129） 创新实践教学（129）
设计性实验（292）

设计性实验（292）

③

独立研究设计（62）

合作研究设计（57）

杜文琪等，2014［34］ 中国
史宇晖等，2015［35］ 中国

医学
临床医学

②

实验组（人数）

研究 主要
类型 结局

对照组（人数）

研究
质量

教学效果

②

②③ 9（16）a

②

①② 17（24）a 两组差异不大，各有侧重

②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②③ 11（16）a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注：对照形式：①标准对照（即对照组为传统教学模式）；②自身前后对照；③互相对照。研究类型：①随机对照试验；②类实验。主要结

局：①考试成绩/知识掌握；②能力；③态度；④行为；a MINORS 得分（MINORS 总分）

表4
纳入文献
黄昕等，2013［36］

余红平等，2009［37］

Marantz，et al，2003

［38］

案例教学模式在流行病学通识教育中的应用

国家

研究对象

对照
形式

实验组
（人数）

对照组
（人数）

研究
类型

中国

临床医学

传统（60）

临床医学

①

案例教学（58）

中国

案例教学（49）

传统（47）

①
②

美国

医学

①
①

案例教学（561）

传统（301）

②

主要
结局

研究
质量

教学效果

①

高风险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①②③

14（24）a
8（16）

①②③

a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注：对照形式：①标准对照（即对照组为传统教学模式）；②自身前后对照；③互相对照。研究类型：①随机对照试验；②类实验。主要结

局：①考试成绩/知识掌握；②能力；③态度；④行为；a MINORS 得分（MINORS 总分）

性”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掌握学习时间、营造良

单一固定，不同模式间的对比研究较少，许多创新

好互动环境、提高学习积极性。对流行病学通识教

模式未真正推广，其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建

育来说，传统模式下教师很难在有限课时内展开讲

议根据不同模式的优劣势，结合国内外和师生特

述知识点，但可以借助线上平台拓展更有专业针对

性，形成更适合各自师生群体的流行病学通识教育

性的知识；同时学生要将流行病学知识迁移到自身

教学模式。

专业中难度较大，可以利用线上平台随时强化学
习。目前大部分线上平台仅停留在图文和视频层
面，还未实现现场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等科研实践

目前对于非医学专业学生的流行病学通识教

育整体缺乏，仅纳入了 3 篇相关文献，教学模式偏

向科普，教学效果有待探究［10，39，45］。未来可针对非

训练，未来可结合其他辅助教学模式或开发线上虚

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特色课程，使其获得流行病学基

拟平台来强化学生综合应用能力。

本理论知识和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为学科交叉融

进一步对比国内外流行病学通识教育教学模

合打下基础。本研究系统总结了国内外流行病学

和软件/网络平台教学最多；我国运用联合教学模

41 篇均认为实验组教学效果优于对照组，无法排

式的网状分布图（图 4），可知：国外应用联合模式
式和 PBL 模式最多。相比于国外，我国教学模式较

通识教育现状，但仍有局限：①纳入 45 篇文献中，
除阳性报告偏倚的可能性；②只纳入了中英文两类

两组无区别

14（24）

①③

a

文献质量参差，教学效果的评估标准各异，故未定
量分析。
综上所述，不局限于传统教学模式、采用更开
放多元的新教学理念、融合更便捷易懂的辅助教学

手段已经成为流行病学通识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
高校应积极借鉴不同教学模式优劣特性，融会贯
通；根据课程受众特点，因材施教；培养有流行病学
群体和环境观念、学以致用、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
等综合素质强的复合型人才。
利益冲突

传统（72）
翻转课堂（78）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辛愿：制定研究、筛选和采集数据、整理数据、统计

学分析、论文撰写；史洪静：筛选和采集数据、论文撰写；卓琳、詹思
延：论文审阅；王胜锋：制定研究、论文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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