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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果导向理念下 CDIO 教学模式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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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融合 CDIO 理念的教学模式在护理本科《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

选取内蒙古医科大学 2018 级护理本科生 238 人,按照教学班级随机分为对照组（1-3 班）118 人和实验组（4-6
班）120 人;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教学法，实验组采用融入 CDIO 理念的情景模拟教学法。教学完成后比较

两组学生的学习效果，包括学习的主动意识、学习能力培养及最终考试成绩。结果 两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均有所提高（P<0.01）；实验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实验组期末理论考试总

成绩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但题型得分有差异，案例分析题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内科护理学》教学模式的探讨中，合理利用 CDIO 理念，可强化学生的学习情境，提高学习的自

主性和积极性，同时可锻炼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内科护理学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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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the teaching mode integrating CDIO concept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238 nursing 
undergraduates of grade 2018 in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118 in the control 
group (classes 1-3) and 120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lasses 4-6);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the scene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CDIO. 
After teaching,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cluding learning initiative, learn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final examination results. Results: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P 
< 0.01);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total score of final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P > 0.05), but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the score of question 
types. The score of case analysis quest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the rational use of CDIO concept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improve their autonomy and enthusiasm, and exercis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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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要提高护

理人才的培养质量，必须加强护教协同工作，以需

求为导向，探索培养应用型护理人才的培养方案[1]。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如何去培养“用得

着”、“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护理教

育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尝试将 CDIO 理念融

入 教 学 中 以 提 升 教 学 效 果 。 CDIO 是 构 思

（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

运作（Operate）英文单词的缩写[2]，它是一种合作

性学习的具体体现，更侧重于学生动手与动脑的结

合，完成学习项目需要团队成员之间沟通交流、探

讨协作、共同完成。 
《内科护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临床专业课，

在培养高等护理学专业人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目前我校《内科护理学》的教学，虽也在进行

着积极的教学改革，包括教学思路、教学手段、教

学设计等，但教学模式上仍以讲授为主，这种教学

模式优点缺点均较为明显。优点在于通过教师口头

表达，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可获取大量的浓缩知识；

缺点在于讲授法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如语调、语速

及教师的表达能力等，在课堂上教师容易占据教学

过程的主体，没有充分的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

积极性，出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脱节的现象。针

对目前《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

们对护理专业本科班教学的模式进行改革与探索，

引入 CDIO 教学模式，探究其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本校 2018 级护理本科生

238 人,按照教学班级随机分为对照组 118 人和实验

组 120 人，两组学生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教学目标、教师配置、教学

环境、教学时长及课后评价方法均相同。区别在于

对照组沿用传统教学，将授课案例提前布置，教学

中结合理论讲解和示教。实验组采用 CDIO 教学模

式。 
（1）构思阶段：学生拿到病例后，5-6 人自行

分组，根据病例情境讨论相关问题，筛选交叉的学

科知识。组长进行任务分配，分别有角色扮演、资

料评估、护理诊断及健康教育等。组员根据自身特

点自领任务，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确保学习项目

顺利完成。 
（2）设计阶段：学生预习课程，设计护理程序

各个步骤的实施方法，教师指导修正，找出问题并

总结。确定流程：评估（健康史、症状体征、辅助

实验室检查、心理社会资料），形成护理诊断（现

存的和潜在的），制定护理计划与措施，健康教育，

最终评价。 
（3）实现阶段：细化任务，情景模拟。以单个

项目的方式，根据组内成员不同角色，在教师指导

下，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教师观察每组实施情况，

及时给予指导。 
（4）运作阶段：主要是组间的讨论环节，共同

探讨各组在设计及实施中的优势与不足，取长补短。

教师作为参观者，要把握好课堂节奏，适时给予引

导和总结，完善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保证教学

目标的完成。 
1.3 研究工具 
（1）护生一般资料调查表  
问卷包括性别、年龄、独生子女、生源地、平

时成绩、第一志愿。 
（2）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  
该量表由张喜琰等[4]编制，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测评内容主要包含学习动机、自我管理、学习

合作能力、信息素质四个维度，30 个条目，量表总

分为 30～150 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越强。该量表 Cronbach’Sα系数为 0.8223。  
（3）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评量表 
该量表由彭美慈等[5]编制，采用 Liket6 级评分

法，测评内容主要包含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

能力、系统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

七个维度，70 个条目，量表总分为 70～420 分，得

分越高说明学生的批评性思维能力越强。该量表

Cronbach’Sα系数为 0.90。 
（4）期末考试试题 
由学校题库中自选，题型包括客观题（选择、

名词解释、填空）和主观题（简答、病例分析）两

大类。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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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采取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x±s）进行描述，采取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两组学生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教学前比较两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比较两组学生教学前后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除对照组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无变

化外，其余各项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教学前后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组别 人数 变量 教学前 教学后 t 值 P 值 

实验组 120 自主学习能力 104.15±8.21 116.92±8.25 -61.33 ＜0.01 

  批判性思维能力 277.16±30.42 311.79±40.20 0.689 ＜0.01 

对照组 118 自主学习能力 104.46±8.15 109.14±7.96 -17.76 ＜0.01 

  批判性思维能力 274.82±29.47 275.76±32.06 3.762 ＞0.05 

 
（4）教学后两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比较，总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不同题型中呈

现出差异，如病例分析题得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期末考试总分及病例分析题得分比较（x±s,
分） 

组别 人数 病例分析题 总分 

实验组 120 13.57±1.96 72.88±10.56 

对照组 118 12.25±2.45 72.12±8.64 

t  2.642 0.176 

p  0.025 0.912 

3 讨论 
3.1 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表 1 示，课程教学后，两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均有所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本科学

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我管理及对学习信息的

获取和接受能力均较强。但实验组批判性思维能力

教学后有明显提高。原因可能在于 CDIO 教学模式

采取分组学习的方法，从项目的构思到运作学生都

会参与其中，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课程设计由传

统的“教授知识”转变为“活动引出知识”，使学

生在特定学习情境下积极参与教学，强调在“做中

学”，突出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 
3.2 有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由调查结果显示，课程教学后，实验组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有所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原因在于目前教学主要方式

是讲授法，它的特点是知识容量大、传输节奏快、

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获取大量知识。学生忙于跟

随和记忆，这种单向信息传递方式，使得学生在教

学活动中表现出对教师的过分依赖，最后的结果是

只知道“是什么？”而不清楚“为什么”？限制了

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及批判性思维能力。 CDIO 教学

模式需要学生在课前根据教学案例汇聚学科交叉知

识，搜集大量相关资料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情景

模拟、角色扮演中分析案例所呈现的变化，及时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能够很好地培

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教师使学生从“学会”

转变为“会学”[7]。同时，在项目协作完成过程中

团队中的学生取长补短、互帮互助、交流学习，增

强学生的责任感。 
3.3 有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 
从表 2 看，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模式并没有改变

学生理论考试的总分成绩（P＞0.05），但案例分析

题，考查的是学生知识与思维的有效结合能力，该

题实验组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

明 CDIO 教学模式能够大大提高学习效果。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为教学的

主导，学生完成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的

转变，加强对学习的自我管理，加深知识记忆的同

时促进主观能动性的提高。 
课程实施中也发现，部分学生会出现消极应对、

效率低下等现象，考虑与多年来适应被动听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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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无法适应新的教学模式等有关。因此，探

索 CDIO 教学模式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需要循序

渐进、适时调整，以期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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