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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用效果。方法

探讨案例教学法（CBL）相对于常规教学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癫痫学习中的应

回顾 2018— 2020 年在宣武医院癫痫亚专科轮转学习的 50 名住院医师，其中 2018 年入

科的 25 名为常规教学组，2019 年入科的 25 名为 CBL 教学组。常规教学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CBL 教
学组采用 CBL 教学模式，学习时间均为 3 个月。最后以理论考试、实践考试和问卷调查作为评估手段。
结果 CBL教学组住院医师的理论考试成绩和常规教学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BL教学组（89.8±3.1）分，常
规教学组（89.7±2.7）分；t=0.14，P=0.89］
，但实践考试成绩明显优于常规教学组［CBL 教学组（89.2±2.6）分，
常规教学组（85.1±2.3）分；t=5.98，P ＜ 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接受 CBL 模式教学的住院医师自我评
价对癫痫学习的兴趣更浓厚，学习主动性更高，临床思维能力提升更明显。结论

CBL 教学法对癫痫

亚专科住院医师培养更有优势，利于培养其临床思维，增强临床诊疗能力，使得住院医师能较高水平完
成规范化培养大纲要求的任务，也增加了住院医师的学习满意度。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 住院医师； 教学； 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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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based learning（CBL）method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in epilepsy learning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education mode.
Methods A total of 50 residents who rotated in the Epilepsy Sub-specialty of Xuanwu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20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mong them，25 residents enrolled in 2019 were the CBL teaching group
and received the CBL education mode. 25 residents enrolled in 2018 were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group and
receiv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study period of both groups lasted for 3 months. At the end，there wer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practical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evaluation methods. Ru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scores between CBL teaching group and
conventional teaching group［CBL teaching group（89.8±3.1）
，conventional teaching group（89.7±2.7）
；t=0.14，
P=0.89］，but the practical examination scores of the CBL teach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group［CBL teaching group（89.2±2.6），conventional teaching group（85.1±2.3）；
t=5.98，P ＜ 0.05］.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residents who accepted CBL teaching
mode had more interest in epilepsy learning，higher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more obvious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Conclusions CBL teaching method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he training of epilepsy subspecialist residents，which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e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t enables the residents to complete the tasks required by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program at a higher level，and increases their learn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Case-based learning； Residents； Teaching； Epilepsy
Fund programs：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81501119）；Beijing Key Clinical Speciality
Project（2018）

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包含
20 个亚专科，其中癫痫专业组是特色鲜明和患者数
量庞大的一个亚专科。自 2002 年开始成为北京市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简称“规培”）基地，神经内
科每年培养近百名住院医师，癫痫亚专科每年承担
近 30 名住院医师的轮转学习任务。在培养住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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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过程中专业组教师尝试多种教学方法，摸索出
更有效和更适合规培医师的教学模式。CBL 教学法
（case-based learning）的核心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
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
论式教学。它通过临床案例的分析，让学生带着病
例问题去学习和形成小组讨论。学生们将病例为主
线提出问题，教师引导后促进学生思考和讨论，最
后教师再归纳总结［1-2］。现对神经内科癫痫组住院
医师规培中 CBL 教学法的应用进行研究分析讨论。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对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于癫
痫组轮转的 50 名住院医师进行回顾分析，他们均接
受癫痫亚专科的教学，根据教学法不同分为两组，
每组 25 例。其中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轮转的
住院医师接受的是 CBL 教学，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轮转的住院医师接受的是常规教学。
CBL 教学组中男女比例为 5∶20，年龄（22.9±
0.45）岁，入 学 成 绩（89.8±2.4）分。 常 规 教 学 组 中
男女比例是 4∶21，年龄（22.8±0.43）岁，入学成绩
（90.0±2.1）分。均是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两组的
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 方法：根据住院医师规培的神经内科大纲中
要求的癫痫部分进行教学。
常规教学组的规培住院医师理论学习以传统授课
方式实施，根据疾病的具体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
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等顺序逐步授课。
CBL 教学组中规培住院医师理论学习以 CBL 教
学法来实施，其主要的疾病内容包括颞叶癫痫、额
叶癫痫、枕叶癫痫、岛叶癫痫、儿童失神综合征、进
行性肌阵挛癫痫、青少年肌阵挛癫痫、外伤后癫痫、
Lennox-Gastaut、葡萄糖转运体 1 缺陷综合征等癫痫
类型，连续教学时间 3 个月，每周一次教学查房，查
房前 45 min 的理论授课和 45 min 的床旁查房相结
合，共计 24 学时。具体实施如下。（1）病例选择：教
师将临床教学的癫痫代表性的病例摘要提前发给规
培医师，特别注意要包括发作期的视频脑电图文件。
病例应当是两位及以上癫痫专业的讲师认为诊断明
确的，不应当存在未解决的难题让住院医师感到困
惑，每次的病例应该有不同种类的癫痫综合征的代
表性和侧重点，不应当重复一个知识点。然后教师
在床旁细心讲解所选的病例，加强病史采集的训练
和体征的识别。（2）问题提出：教师引导学生采集病
史和体格检查，且对脑电图和影像学阅片和分析，
提出定位诊断和定性诊断的问题，包括患者是否是
癫痫发作，是否诊断癫痫，患者有哪些发作形式，是
什么综合征，病因考虑什么，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辅助检查。（3）问题分析：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综合分析病史、查体、辅助检查等资料，回答病例教
学中的问题，制定下一步的诊疗方案。对于住院医
师提出的问题，教师需要引导其独立思考，运用神
经解剖及神经病生理等知识分析问题，并指导如何
查阅问题的答案。教师主要发挥指导的作用，而非
直接回答问题。（4）总结归纳：教师对相关病历进行
系统回顾、分析和讲解，纠正学生们错误的观点，对
癫痫的定义、发作的分类、综合征的概念和病因的
规范化诊断思路进行教授，并介绍癫痫相关新理论
新技术的国际前沿内容。
3. 观察指标：经过 3 个月教学后，对两组住院医
师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进行考核，单项均是百分制；
并且对住院医师的自我评价采用问卷调查，涉及
3 个方面：提高癫痫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培
养临床思维能力，每方面都分为“有效”和“无效”
。
［3-4］
考核方式和问卷部分参考其他学者
的研究。
4. 统计学方法：数据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考核成绩：见表1。考试成绩均进行正态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两组的理论考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CBL 教学组的实践考核成绩较常规教学组优
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1

两组住院医师癫痫亚专科规范化培养的
成绩比较（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实践成绩

CBL 教学组

25

89.8±3.1

89.2±2.6

常规教学组

25

89.7±2.7

85.1±2.3

t值

0.14

5.98

P值

0.89

＜ 0.05

2. 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2。CBL 教学组的住院医
师在 3 个月学习后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认为自己
提高了对癫痫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主动性，培
养了临床思维能力，且这三方面的提升人数多于常
规教学组。
表2

两组住院医师癫痫亚专科规范化培养的问卷调查
结果［例，
（%）］

25

提高对癫痫的
学习兴趣
25（100）

提高学习
主动性
24（96）

培养临床思维
能力
23（92）

25

18（72）

17（68）

16（64）

8.14

6.64

5.71

＜ 0.01

0.01

0.02

组别

人数

CBL 教学组
常规教学组
χ2 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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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癫痫是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教
学大纲要求的一大类疾病谱，但癫痫的教学内容比
较抽象和高深，因其结合了神经解剖、神经病生理、
神经电生理、神经影像和药理等多方面的知识，需
要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相结合［3，5］。癫
痫患者的症状不是持续的，而是发作性的，并且每
次发作时症状还可能有多样性、演变性，其重要的
辅助检查之一脑电图的解读也有一定难度，故对于
刚接触神经内科的住院医师是具有挑战性的，且对
于承担癫痫亚专科教学的教师也是有难度的［6］。我
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癫痫学科教授得通俗易懂、深
入人心，让住院医师不仅轻易通过理论考试，而且
在临床实践中可以熟练掌握、学以致用。常规的教
学方式往往是教师照本宣科式地从疾病概念、病因、
机制、表现、诊断、治疗一直介绍到疾病预后，是一
个灌输知识的过程，师生缺乏互动［7］，这能让住院
医师死记硬背癫痫的基本知识，也许理论考试可以
通过，但是他们遇到现实中的癫痫病例时可能是不
知所措的，以后作为独立执业的神经内科医生来说
能力还是不够［8］。传统教学对住院医师来说吸引力
也不大，从书本上看到的癫痫知识并不能激起他们
的学习热情，循规蹈矩的等待教师上课也不能提升
学习主动性，更不能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癫痫的病
例需要教师带领住院医师耐心仔细采集病史和反复
观看发作视频才能有感性认识。案例教学法以癫痫
的代表性案例为基本素材，在具体问题中培养住院
医师运用癫痫的理论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一种方
法，达到理论联系实践、灵活应用、融会贯通的效果。
经过 CBL 教学法学习 3 个月后，住院医师的临床实
践水平明显提升，因为 CBL 教学法确实可以增强住
院医师对癫痫各种综合征和各类发作形式的理解，
激发他们积极主动性和学习热情，住院医师利用网
络和数据库查找文献自学，再将自己的想法小组讨
论，教师听取讨论并纠正其不正确观点后，住院医
师的临床思维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住院医师的轮
转满意度也大大提升。
但是CBL教学法也有其局限性和高要求。第一，
CBL 教学法的病案选择很关键，建议选择的是有利于
学生思考学习的常见且典型的病例，但是癫痫住院
的患者往往是神经内科的疑难病，比如教师选取病
房的一例齿状核红核苍白球路易体萎缩症的患者作
为病案的话，对于规培学生来说较生僻和疑难。这
种情况下，建议选取癫痫门诊的病例如常见的青少
年肌阵挛癫痫的患者作为教学病案，经典和常见病
对于学生的成长才有意义。第二，CBL 教学法中教
师的作用不容小觑，教师需要高屋建瓴、循循善诱，
保证学生的自由讨论不是散漫的，需要教师具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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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癫痫的知识体系，且投入大量的教学精力，对教师
本身是一个挑战。总之，CBL教学方法从20世纪80年
代在西方国家运用于教学实践，广泛用于医学、法律、
环境及金融等教学，取得较好的成果［9］。它确实提
高了学生积极性和实践水平，也增加了学生满意度，
同时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水平也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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