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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微信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在妇产科住培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住培生共 80 名，根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各 40 名。对照组采用一对一导师带教学习，试验组采用微信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两组住培生均
实施为期半年的带教学习。比较两组住培生带教结束后实际操作能力、病案分析能力、理论成绩、住培生满
意度及住培生对教学的新颖性、学生对疑难点掌握情况、学生的学习效率、适应性、记忆力、积极性、操作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氛围、诊疗思维能力评分。 结果 试验组实际操作能力、病案分析能力和理论成绩明
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试验组住培生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试验组住培生对教学的新颖
性、学生对疑难点掌握情况、学生的学习效率、适应性、记忆力、积极性、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氛围、
诊疗思维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微信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可提高妇产科住
培带教的教学质量和住培生满意度，且住培生对该教学模式评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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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platform-assisted group case discussion teaching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residency training. Methods A total of 80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residency trainee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aine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one-to-one, while the traine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aught through
WeChat platform-assisted group case discussion. Both groups of trainees were taught for six months. At the end of the
teaching,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case analysis ability and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of trainees with
teaching, as well as scores in the novelty of the teaching, mastery of difficult poi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daptability,
memory, motivation, operational ability, teamwork ability,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diagnosis-treatment thinking
ability evaluated by the traine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case analysis ability and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e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s in the novelty of the teaching, mastery of difficult poi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daptability, memory, motivation, operational ability, teamwork ability,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diagnosistreatment thinking ability evaluated by the traine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WeChat platform-assisted group case discussion teaching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residency train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ees, and it obtains high
scores from trainees.
[Key words] WeChat platform; Group case discussion teach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eaching

妇产科是一种实践性和理论性均较强的学科，
当

前在教学方面存在较大压力 [1-2]。由于该学科本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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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独特性，患者对自身的隐私具有很高的要求，

目（CMER201811）。

导致妇产科临床相关教学资源仍然缺乏；此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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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患者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逐渐增强，
在学生见习

应多为临床中比较常见、具有复杂病情及代表性的

过程中，
病房中出现过多的带教学生亦会诱发某些医

患者；在制订讨论专题前，
通过相关资料及文献查阅

患纠纷，产生不利影响

确保内容的丰富、广泛，从而激发组内住培生讨论的

。近几年移动学习是我国

[3-4]

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
教学时学生如何获得学习

积极性。两组住培生均实施为期半年的带教学习。

资源是目前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影响到学生的教

1.3

学效果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微信公众平台用户体验较好，同时其使

①比较两组学生带教结束后实际操作能力、

[5-6]

用群体较为广泛，可以对很多第三方进行接口开放，

病案分析能力和理论成绩，每项总分为 100 分，评

本研究探究微信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在妇

分越高表示教学效果越好；②采用我院自制的满

产科住培带教中的应用价值，
现报道如下。

意度调查表对住培生进行实践满意度调查，该问卷

1

资料与方法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58，总 分 为 100 分，非 常

一般资料

满意：评分 >90 分；满意：90 分≥评分 >70 分；基本

选 取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1 月 重 庆 医 科 大

满意：70 分≥评分 >40 分；不满意：评分≤ 40 分，

1.1

学附属第一医院（我院）妇产科住培生共 80 名，
所有住

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 基本满意）例数 / 总

培生均为女性，
年龄 21 ～ 26 岁，
平均（23.59±0.95）
岁。

例数 ×100%；③由本教研室自行制订学生对妇科

按随机数表法分将其分为两组，每组各 40 名，对照

教学问卷调查表评估学生对两种教学模式的评分，

组年龄 21 ～ 25 岁，平均（23.51±0.92）岁；试验组年

共 10 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 10 分，总分 100 分，包

龄 21 ～ 26 岁，
平均（23.67±0.98）岁。两组一般资料

括学生对疑难点掌握情况、
教学的新颖性等 [7]。由规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有可比性。纳入

培生根据实际情况，
对本组教学模式进行自由打分。

标准：均完整进行了一个周期的学习；均能够接受带

1.4

统计学方法

教老师的教学方式。排除标准：中途因自身原因退出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

试验者；中途转入其他科室者。所有住培生均同意参

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与本研究，
可参与各项技能和知识成绩考核。本研究

均数 ± 标准差（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P < 0.05

经相关教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2

对照组采用一对一导师带教学习，在临床实践

2.1

结果
两组实际操作能力、病案分析能力和理论成绩比较

中，学员由专业的带教老师给予相应监管，学习临
床相关理论及实际操作知识。试验组则给予微信

试验组实际操作能力、
病案分析能力和理论成绩
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由我院的妇产科专
表1

业人员构建一个围绕住培生学习相关的微信平台，

两组实际操作能力、病案分析能力和理论成绩比较
（分，x ± s）

并于实践之前宣传该平台，引导住培生积极关注。
带教老师通过微信平台将典型病例、手术视频及图

组别

n

实际操作能力

理论成绩

病案分析能力

片等传授给住培生。其方式把控：①将全部妇产科

试验组

40

89.53±8.29

88.74±8.58

90.37±7.69

对照组

40

住培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组让 2 名具有妇产科丰
富经验的老师进行带教、监管等，依据教学的具体
进度情况让老师将典型临床影像资料、案例等上传
到微信平台的讨论小组，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妇
产科容易出现的疾病；并且把此次带教中发现的问
题发送给小组各个成员，带教老师先引导学生自主
探究，然后组内住培生可查询相关资料并积极进行

81.47±7.17

81.69±7.17

82.56±6.59

t值

4.651

3.988

4.877

P值

0.000

0.001

0.000

2.2

两组实践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见表 2。

讨论，寻找解决方案；②带教老师在限定时间内对

表2

两组实践满意度比较

小组各个住培生讨论结果进行验收，组内住培生需

组别

n

要积极发言，并选出代表分析总结报告，获取组中

试验组

40

2

8

12

18

38（95.00）

的结果；③最后带教老师对组内各个住培生的具体

对照组

40

8

7

10

15

32（80.00）

学习情况给予总结并评价，在微信平台上公布正确

χ 值

4.114

P值

0.043

答案，分析住培生总结中发现的问题。选择的病案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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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住培生对教学模式的评分比较（分，x ± s）

表3
组别

n

新颖性

学生对疑难点
掌握情况

学生的
学习效率

适应性

记忆力

积极性

操作能力

团队协作
能力

学习氛围

诊疗思维
能力

试验组 40 8.55±0.89

7.63±0.65

7.81±0.66 7.53±0.55 7.88±0.72 7.86±0.90 7.52±0.63 7.25±0.54 8.35±0.74 7.52±0.75

对照组 40 7.86±0.81

6.88±0.76

7.10±0.67 6.96±0.62 7.23±0.75 6.99±0.87 6.84±0.70 6.57±0.43 7.62±0.70 6.67±0.61

t值

3.626

4.743

4.775

4.350

3.954

4.396

4.567

6.230

4.533

5.561

P值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住培生对教学模式的评分比较

法可提高满意度和对带教老师的评价。这可能是因为

试验组住培生对教学的新颖性、学生对疑难

微信平台教学更能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 [15-18]。此外，

点掌握情况、学生的学习效率、适应性、记忆力、积

微信公众平台具有广泛的使用群体、
良好的互动体验

极性、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氛围、诊疗思

等特点，
可以更好地调动妇产科住培生的学习积极性；

维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住培生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建立课堂互动

（P < 0.05）。见表 3。
3

平台，
提高其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学习氛围 [19-20]。

讨论

综上所述，微信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

学习资源推送在高校教学中扮演主要角色，特
别是在高校教学中具有广泛的使用空间及潜力，能

可提高妇产科住培带教的教学质量和住培生满意
度，且住培生对该教学模式评分较高。

够通过现有的教务系统与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对接，
然后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建立课堂互动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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