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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提高脊柱骨病外科教学质量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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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脊柱骨病外科，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目的：观察脊柱骨病外科应用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脊

柱骨病外科20例实习生作为常规组，均于2019.2-2020.2期间在我院进行实习工作，另选择我院脊柱骨病外

科20例实习生作为教学组，均于2020.3-2021.3期间在我院进行实习工作，常规组采取常规教学模式，教学

组采取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对其教学质量进行比较。结果：比较常规组及教学组教学质量发现，教学前两

组健康教育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临床管理能力、临床教学能力及应急配合能力评分无差异，P>0.05；教学

后教学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可有效提高临床教学效果及教学质量，在

脊柱骨病外科教学中具有良好应用效果，建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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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pinal Osteopathy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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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linical path teaching mode 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pinal osteopathy surgery. Methods: 20 cases of interns in the Department of Spinal Osteopathic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outine group, and all of them had their internship work in our hospital during February 
2019.2-February 2020.2. Another 20 cases of interns in the Department of Spinal Osteopathic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teaching group, and all of them had their internship work in our hospital during March 
2020.3-March 2021.3. The routine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teaching mode. The teaching group adopted the clinical 
path teaching mode and compared the teaching quality.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health 
education ability, communication ability, clinical management ability, clinical teaching ability and emergency cooperation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eaching, the scores of the teaching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ath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 and teaching quality, an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teaching of spine osteopathy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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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病外科内疾病可对患者脊柱稳定性造成

影响，临床医生是为患者进行诊断及治疗的主要角

色，其专业水平直接决定了患者最终治疗结果，因

此对医疗水平要求较高，医生培养也是目前临床重

点之一 [1]。常规教学模式主要以带教老师为中心，

向实习生讲解临床相关知识，因此不同带教老师之

间存在一定差异，造成不规范、不标准的教学效 
果 [2]。临床路径教学模式以治疗路径为中心展开教

学，使教学内容系统化，教学流程规范化，使实习

生能够科学、客观地分析及处理临床问题。本文现

对我院40例实习生进行研究，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脊柱骨病外科20例实习生作为常规组，

均于2019.2-2020.2期间在我院进行实习工作，另选

择我院脊柱骨病外科20例实习生作为教学组，均于

2020.3-2021.3期间在我院进行实习工作，本次研究

经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批号：2019年审 (22)号］。

常规组男女比12：8，最小21岁，最大25岁，均值

(22.42±2.57)岁，大专学历6例，本科学历10例，研

究生学历4例；教学组男女比10：10，最小21岁，最

大26岁，均值 (22.86±2.36)岁，大专学历7例，本科

学历8例，研究生学历5例。所有实习生临床资料完

整且组间性别、年龄及学历等无差异，P>0.05。
1.2方法

常规组：给予常规教学模式，由临床带教老师

收集相关病例资料，以科室内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

临床资料为讲课内容，讲课时针对病例资料引导实

习生们思考、分析、提出问题、进行诊疗等，课堂

讨论结束后，由带教老师带领实习生进行教学查房，



- 233 -

当代介入医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2021年第1卷第8期
http://jcim.oajrc.org

进一步引导实习生对患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教学组：给予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由同一带

教老师完成临床带教工作，主要内容如下：①简短

理论讲授：针对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

方式等相关信息进行讲解，适当地提出一些问题引

导实习生分析回答，并将典型病例作为参考资料，

由带教老师引导实习生进行分析，并讲解要点及注

意事项。②临床病例讨论：待实习生了解疾病基本

相关知识及典型病例诊疗过程后，带教老师可将临

床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例作为参考治疗，引导实习生

对患者基本信息、临床表现、病因及诊疗方案等进

行分析。③证实病例模拟演练：最后由带教老师领

导实习生前往患者床边，由实习生根据患者表现及

临床症状进行疾病初步判断，带教老师及时纠正不

规范的分析过程，并由实习生根据诊断提出科学、

合理的治疗方式。

1.3观察指标

在教学前及教学后采用临床实践能力等级评价

标准对两组实习生健康教育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临床管理能力、临床教学能力及应急配合能力进行

评估 [3]，所有条目分数均为100分，分值与临床实践

能力呈正比。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x±s)表
示，采用 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比较常规组及教学组教学质量发现，教学前两

组健康教育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临床管理能力、

临床教学能力及应急配合能力评分无差异，P>0.05；
教学后教学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实习生教学质量比较 [n=20，(x±s)分 ]

组别
健康教育能力 沟通交流能力 临床管理能力 临床教学能力 应急配合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常规组 65.75±7.26 70.36±8.16 71.24±8.65 75.86±8.75 73.64±8.68 78.26±7.76 64.86±7.46 74.23±8.16 71.64±8.24 75.26±8.64

教学组 65.41±7.53 78.66±8.77 71.65±8.34 87.64±9.68 74.16±8.42 86.54±9.68 65.11±7.23 81.26±9.66 71.46±8.56 84.88±9.68

t 0.145 3.099 0.153 4.037 0.192 2.985 0.108 2.486 0.068 3.316

P 0.885 0.004 0.880 0.001 0.849 0.005 0.915 0.017 0.946 0.002

3讨论

脊柱骨病外科是一种较为复杂的临床学科，相

关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对患者病情恢复及预后具有重

要影响，因此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临床常

通过医学院学习及医院实习来培养医生，因此教学

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实习医生的水平及未来发展 [4]。

常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及教学查房，

是一种以带教老师为中心展开的教学模式，且不同

带教老师之间存在教学差异，导致教学后实习生在

面对同种疾病时采取不同诊疗措施，获得不同的疾

病分析及处理。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新型教

学模式，主要以临床路径为导向开展临床教学，使

实习生通过多渠道及途径获取相关教学知识，并进

行整合将其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使其对医学知识的

掌握更加全面及牢固，使教学流程更加规范化及系

统化 [5-6]。本文经研究后发现，教学前常规组及教学

组健康教育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临床管理能力、

临床教学能力及应急配合能力评分无差异，P>0.05；
教学后教学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通过简

短理论讲授可使实习生初步了解疾病的相关信息，

对诊疗过程建立初步认知，并引导实习生自行分析

了解，及时讲解注意事项，增加其对疾病知识的认

知度；临床病例讨论可使实习生快速认知疾病，明

确疾病诊断方式及治疗方案，及时发现自己在临床

诊疗过程中的不足；证实病例模拟演练通过临床实

践操作，提高实习生临床操作能力，培养其沟通交

流能力及管理能力。

综上所述，在脊柱骨病外科教学中应用临床路

径式教学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实习生健康教

育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临床管理能力、临床教学

能力及应急配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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