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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项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1

项目的意义： 

目前医学生对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学习存在着以考试为导向和对所学知识不知为何

用的问题。本课题组拟从临床实际和医院对人才需求出发，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联合

“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的优势，结合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特点，从而探讨新颖的

教学模式，优化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方法，提高医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学质量，为

培养符合医院需求人才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现状分析： 

 

一、 当今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要求及困境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医院对人才的需求由知识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转化。社会

发展对教育提出更高的人才需求，培养具有按需学习能力、高综合能力和具有创新能力人

才已经成为医学院校实验教学努力的方向[1]。如何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改革医学微生物学

实验课教学方式从而培养符合医院需求是当今医学院校教师所必须面对和研究的课题。 

医学微生物学是临床医学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衔接融合的一门学科，其相关知识

体系不仅是病理学、药理学和预防医学等基础医学课程的辅助与基石，还与临床医学学科

如传染病学、内科学、儿科学等联系紧密[2]。医学微生物学实践性强，其实验教学不仅能

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理解，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

能力以及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等[3]，然而我们目前大多数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考试通过，

而不是为探索知识和获取知识，同时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往往忽略学生的专业从而导致很

多学生不知道所学知识为何用，因此往往没有体会到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作用和学习乐

趣，最后导致学生考完试后没多久就忘记自己所学知识，从而达不到医学微生物学下联生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物学、组胚学等基础课，上联传药理学、染病学、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等学科的目的

[2,4]。 

二、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的现状 

实验课的理论联系实际等功能决定实验课是解决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教学困境的重要

途径之一，但目前的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教育远远达不到临床对医学生的要求[1]。目前医

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存在以下问题[5]：（1）目前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材内容更新相对滞后，

实验内容普遍简单和孤立，同时与临床实际差别大；（2）目前实验课一般是运用某一项技

术或者方法验证一个实验内容，而不是系统地解决某一个问题。（3）在医学微生物学实验

教学工作中，由于内容多，学时少，大多数实验课均是在教师和实验员把一切实验用品准

备就绪的情况下, 由教师讲解、演示, 然后由学生模仿教师的操作，这种“照单抓药”的作法, 

往往使学生缺乏思考, 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面对着各种病原微生物需要记忆的知识点

多、连续性差、内容杂、记忆难等特点，目前医学微生物实验课的教学远远达不到临床对

医学生的要求[6]。 

三、 解决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学困境的途径 

 “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应是解决目前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与医院

需求脱节的可行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启发式问答法”，此

方法是指教育者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根据教学目的，以案例为基本教学素材，

将学生引入一个特定的真实情境中，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

等对话和研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推理判断能力，以达到高层次认知的学习目标[7]。 案

例教学由于其独特的实用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职业或专业

教育的主要方法，例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目前已有超过 80%的授课是以案例教学法为主[8]。

案例教学法在我国也广泛应用于医学、旅游、管理、统计、财会、建筑等学科的教学中，



 

例如有些院校把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护理学的教学，很好地解决教学与临床脱节等问题，特

别是在阐明所学知识在以后的专业中有何作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方面有显著效果

[9-10]。 

“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是根据教学内容及要求，创设问题情境，以问题的发现、探究

和解决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欲和主体意识，是一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11]，

由于此模式是以问题为纽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很好解决“案例教学法”对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调动相对不足的问题[12]。近年有很多专业的教学把“案例教学法”和“问题-探

究”式教学模式恰当的结合，取得了丰硕的结果，例如把 “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

教学模式运用到护理专业教学中很好地解决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难题[13]，也有医学院校发

现，在临床型研究生培养中采用“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可充分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达到从知识到能力的培养效果，明显提高授课质量[14]。上述均提示“案

例教学法”联合和“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可以解决目前医学微生物实验课与社会需求等的

矛盾。 

但目前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改革多侧重于某一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对“案例教学法”

和“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也多侧重于单用在某专业的教学上[14-15]，而且此两种教学

方法在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的运用研究甚少。本课题组拟在初步探讨如何让医学微生物学

实验课贴近临床实际、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有什么异同的基础

上，拓展研究“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上的运用，

以期探讨改进目前教学模式的不足和培养符合医院需求人才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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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具体改革内容： 

1）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授课老师，把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传统教学

组（A 组）、“案例教学法”组（B 组）、“问题-探究”教学模式组、“案例教学法”联合“问

题-探究”式教学模式组（D 组）； 

2）A 组、B 组、C 组、D 组分别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问题-探究”式教学模

式、“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同期对照实验研究，）； 

3）采用量性研究和半结构式焦点团体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4）量性资料采用 EpiData 3.1 双录入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 SPSS22.0 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 

改革目标： 

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医学微生物学

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从而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加深理论知识与实

践技能之间的联系，缩小教学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差距，以达到使医学微生物学下联生物

学、组胚学等基础课，上联传药理学、染病学、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等学科的目的，

为提高医学微生物实验课授课质量和如何培养符合医院需求人才等问题提供依据。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学生的挑选和教案的编写是本研究的前提，为了解决此问题，本课题组向基础医学院

及相关专家请示后，已经答应提供帮助。 

2）教学时间不足可能是制约本研究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此问题，本课题组已经向教务

处申请增加教学课时，已经得到初步的允许。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及方法： 

1）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 20 个小班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

位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分为 A 组、B 组、C 组、D 组，每组 5 个小班。 

2）采用同期对照实验研究，根据实验课的内容和临床实际情况，参考教学大纲中的重

点、难点以及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以发生过的临床案例为基础编写实用、

准确、严密、完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及设计问题。编写的病例和设计的问题

经相关专家反复审阅和修改后使用。 

A 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B 组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授课，具体

步骤如下：①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 10~11 人。同时将每个小组内学习成绩好、

组织能力强的学生选为组长。②选取承担医学微生物实验教学 10 年以上的教师，通

过集体备课，探讨上课的实施步骤、注意事项和在实验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

处理原则等。③将案例和实验内容提前一周发放给学生，让学生根据实验内容及案

例开展课前的小组讨论。实验课教学时教师紧扣案例，把知识融合到案例中，重点

讲解解决这个案例所需要的知识。同时引导学生围绕相关案例进行讨论，每个小组

的代表对案例讨论结果进行汇报，其他小组成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后教师进

行归纳、总结，然后根据案例对操作目的、步骤要点、注意事项等进行示教和实验。

④在实验教学结束前就学生的遇到的问题与不足进行点评，引导学生反思，以便其

更正。C 组“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具体步骤如下: ①和②与 B 组相同。

③将设计好的问题和实验内容提前一周发给学生，让学生根据问题主动查找文献资

料并展开讨论，引导学生学习相关实验知识。④以问题为中心， 制定实验方案: 通

过以问题为中心，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行科研设计与实验技术方法的选择。⑤完

成实验操作及实验数据分析: 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各小组根据实验方案独自完成实



 

验的全过程，教师负责实验技术的指导。具体实验操作结束后，学生收集数据及进

行数据分析，最后撰写实验报告等。D 组采用“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

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具体步骤如下：①和②与 B 组相同。③把案例、实验内容和相

关问题提前一周发放给学生，以便学生查找资料，开展课前的小组讨论。②教师在

授课时紧扣案例和设计的问题，把知识融合到案例和设计的问题中，重点讲解解决

这个案例和设计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同时引导学生围绕相关案例和问题进行讨论，

每个小组的代表对案例和问题讨论结果进行汇报，其他小组成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

见。最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然后根据案例和问题对操作目的、步骤要点、注意

事项等进行示教和实验。④最后归纳总结，在实验教学结束前就学生的遇到的问题

与不足进行点评，引导学生反思，以便其更正。相同的教学内容在 A 组、B 组、C

组、D 组均由相同教师授课。 

3）采用量性研究和半结构式焦点团体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的

指标包括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包括：理论的闭卷考试成绩和实验课技能考

核（考核内容包括操作前准备、实验技能的熟练程度、解决问题的效果等）；主观指

标包括：采用学校自制评价表评价各组的教学质量、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最后对学

生进行质性访谈。访谈提纲如下：①实验课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②你觉得实验

课对你以后的专业发展是否有用，有无加深你对临床的了解？③请您提出对实验课的

意见或者建议。 

4）统计分析资料，量性资料采用 EpiData 3.1 双录入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利用 SPSS22.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指标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 

 

 



 

技术路线图： 

 

 

 

 

 

 

 

 

 

 

 

 

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018.10~2019.02   选取适合的研究对象、编写教案和设计问题； 

2019.03~2020.02   采用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问题-探究”式教学法、“案例

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法进行授课，同时收集资料评

价四种教学方法的效果； 

2020.03~2020.09   统计分析数据，发表论文。 

 

 

 

整群抽样和随机分组 

研究对象 

A 组 D 组 

“案例教学法”联合

“问题-探究”式教学 

为改革目前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为如何培养符合医院要求的

人才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评价： 
客观指标：理论的闭卷考试成绩和实验课技能考核 
主观指标：自制评价表，评价教学质量、学生自主学习效果和

对学生进行质性访谈 

资料收集，统计分析 

“案例教学

法”教学 
“问题-探
究”式教学 

传统教学 

B 组 C 组 



 

可行性分析： 

1） 课题组成员以往一直参与教改工作，并积累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在研究思路等方面

奠定了基础，即研究基础已具备（发表的文章和主持的课题见项目建设基础及承担教

改项目情况）。 

2） 本课题是本实验室、广东医科大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和广东医科大学寄生虫

学教研室合作的课题，教师、课题所需理论、软件等已具备。各种条件已经优化组

合，条件成熟。 

3） 基础医学院和教务处等已经承诺，会根据中标项目的需要，尽可能配合挑选研究对

象、组织学院相关教授讨论教案和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教学条件等，本实验室承担

整个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也为本课题的进行提供了良好的保

证。即研究对象和教学场地等已具备。 

4） 本单位非常重视教学研究和改革，除了给予政策支持外，还给中标项目配套一定的

经费，即如中标可保证研究经费充足。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b9%bf%e4%b8%9c%e5%8c%bb%e5%ad%a6%e9%99%a2%e9%a2%84%e9%98%b2%e5%8c%bb%e5%ad%a6%e6%95%99%e7%a0%94%e5%ae%a4&code=0265250;026525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b9%bf%e4%b8%9c%e5%8c%bb%e5%ad%a6%e9%99%a2%e9%a2%84%e9%98%b2%e5%8c%bb%e5%ad%a6%e6%95%99%e7%a0%94%e5%ae%a4&code=0265250;026525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b9%bf%e4%b8%9c%e5%8c%bb%e5%ad%a6%e9%99%a2%e9%a2%84%e9%98%b2%e5%8c%bb%e5%ad%a6%e6%95%99%e7%a0%94%e5%ae%a4&code=0265250;0265250;�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拟发表 1~3 篇论著。 

2）相关成果指导改革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为医学微生物实验课授课质量和培养符合医

院需求人才等问题提供依据。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通过 CNKI 数据库、PubMed 等搜索得知，研究“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

模式在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上的运用暂未见报道。本研究在本课题组初步探讨如何

让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贴近临床实际，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

验课有什么异同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案例教学法”联合“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医

学微生物学实验课上运用，探讨提高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授课质量和培养符合医院

需求人才等途径，属于创新。 

2）“案例教学法”和“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一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可行教学方法，而

且两种教学方法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和改善当中，通过本研究的探讨，结合本课题组的

前期成果，从而进一步探讨“案例教学法”和“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医学微生物学

实验课上运用的可能性，为进一步发掘“案例教学法”和“问题-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功

能提供新依据。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项目组成员均为病原生物学专业教师，而且均有十年以上的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教

学经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教学水平。课题主持人刘军老师曾经主持病原生

物学与免疫学实验课教学大纲的修订，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关于医学微生物学教改项目。

邓莉老师曾经获得第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广东医科

大学 2017 年教师理论授课比赛二等奖、广东医科大学第二届基础杯青年教课比赛一等

奖。王欣老师曾经获得广东医科大学第一届基础杯教师授课比赛一等奖、广东医科大学

第一届教师理论授课比赛三等奖、2016 广东医科大学第二届基础杯青年教课比赛二等

奖。赵祖国老师曾经获得 2018 年广东医科大学“十大受欢迎老师”称号。上述基础为

课题的开展提供有力的基础和条件。 

在授课条件方面，本实验室拥有一个基础医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2 个 P2 实验室，8 个 P1 实验室，14 个技术员，课题开展的场地、设备及后勤

人员均得到有力的保证。 

进三年来，本实验及课题组成员开展的教学改革有：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实验管理

专业项目“基于贴近临床实际的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改革研究”；湛江市科技攻关

项目“与临床实际接轨的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验课改革”；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

课题“病原生物学实验立体化教材的构建和实施”；广东医科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立项建设项目“医学微生物学精品资源共享课”；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微课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学微生物学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通过上述课

题的展开，积累了丰富的教改经验，从而可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发表相关论文如下： 

[1]  刘军, 郑碧英, 赵祖国, 林华胜, 王欣, 杨维青. 基于实际的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

验改革[J]. 基础医学教育, 2016, 18(6): 39-41. 

[2]  刘军, 李国明, 胡小行. 浅谈医学微生物实验课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的异同

[J]. 现代医药卫生, 2010, 26(8): 1279-1280. 

[3]  王燕, 王欣, 张敏, 李国明, 赵祖国, 赵毅(通讯作者). 医学微生物学微课+翻转课

堂教学改革探索[J]. 基础医学教育，2018, 20(4): 307-309. 

[4]  赵祖国 . 医学微生物学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 [J]. 科教导刊 , 2013, 3(1): 

104-106. 

[5]  梁馨云, 张薇, 何庆丰, 林鸿程. PBL联合CBL教学模式在临床寄生虫检验学实验

教学中的应用[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17, 30(12): 1864-1866. 

[6]  胡小行, 李国明, 刘军, 石正琪.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教学方法的探讨[J]. 医

药教育, 2010, 17(29): 115-116.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本单位非常重视教学研究和改革，凡是中标的项目都给以政策、经费等支持，支持

情况如下： 

1）根据中标项目的实际情况，给予配套一定的经费； 

2）基础医学院、教务处等根据项目的需要，尽可能配合挑选研究对象、组织学院相关

教授讨论教案和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教学条件等。 

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无。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b5%b5%e7%a5%96%e5%9b%bd&code=24868583;�


 

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情况: 

2015.01~2016.07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实验管理专业项目“基于贴近临床实际的临床

微生物学检验实验课改革研究”，编号：GDJ2014065；已结题； 

2017.06~2018.12   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病原生物学实验立体化教材的构

建和实施”，编号：2JY16042，进展顺利；  

2016.01~2017.12  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微课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学

微生物学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编号：2JY15023；已结题； 

2016.01~2017.12  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病原生物学与医学免疫学实验教学

资源库的建设”，编号：2JY15021；已结题； 

2015.12~2017.12  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医学微生物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编

号：1XP15008；已结题； 

2015.07~2017.07   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与临床实际接轨的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验课

改革”，编号：2015B01152；已结题； 

2011.01~2013.01   广东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基于本科科研团队和微博”的创新科

研实践和创新思想宣传的平台”，编号：2JY11057，已结题； 

2008.01~2010.01   广东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的探索”，已结

题，编号：1JY08078，已结题。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 

2014.01~201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广谱核酸适体类 MBLs 抑制剂的筛选

及其功能研究”，编号：81301473，已结题； 

2016.06~2019.05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基于 CRISPR-Cas9 技术的靶向铜绿假单

胞菌群体感应系统的抗感染策略”，编号：2016A020215150，进展

顺利； 

2016.06~2018.05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真核翻译调控网络靶向 Snai1 促鼻咽癌

EMT 的作用研究”，编号：2016A020215224，结题； 

2015.12~2017.11 湛江市财政资金科技专项竞争性分配项目“阴沟肠杆菌常见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调控机制研究” 编号：2015A01036，结题。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开会讨论教案需要
的纸、笔、水等 

0.2 
教案讨论会费用 

2 专家咨询费 0.1 专家指导教案、案例及
调查注意事项的报酬 

3 印刷讨论稿、调查
表、教案等 

0.05 印刷相关资料 

4 版面费按两篇论文
计算 

0.5 
版面费 

5 参加会议费用 0.1 交流学术会议的费用 

6 学院规定管理费为
5% 

0.05 经费管理费 

7 预计支出金额合计 1  

  

 

 

 

 

 

 

 

 

 



六、院系及学校意見

zotl+ 9 nm
院系久責人答章 :

学校 (公章)

2018年 ノ0月  1 日

学校汗掌、推若意見 :

所在院系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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