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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在我国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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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方法探讨混合式教学在我国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为培养临床医学人才、提高医学教育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在 PubMed、中国
知网（CNKI）、万方（WanFang Data）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inoMed）中检索有
关临床医学专业混合式教学的文献，由两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及质量
评价，采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通过亚组分析探讨异质性来源，敏感性分析探
讨单个研究对合并效应量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 66 篇文献，纳入研究间的异质性较大，
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理论知识 [SMD=1.73，95%CI（1.32，2.15），
P ＜ 0.05]、实践 / 操作技能 [SMD=1.28，95%CI（0.81，1.75），P ＜ 0.05]、满意度 [RR=1.35，
95%CI（1.23，1.49），P ＜ 0.05 ] 方面，混合式教学均优于传统教学；未发现不同学历
层次学生在理论知识、实践 / 操作技能方面存在差异；本科学生在理论知识 [SMD=1.79，
95%CI（1.27，2.31），P ＜ 0.001]、实践 / 操作技能 [SMD=1.62，95%CI（1.12，2.13），
P ＜ 0.001] 方面，混合式教学均优于传统教学；专科学生在理论知识 [SMD=1.28，95%CI
（0.60，1.96），P ＜ 0.001] 方面，混合式教学优于传统教学，而实践 / 操作技能 [SMD=-0.11，
95%CI（-2.48，2.26），P=0.929]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相较于传统教学，混合
式教学对提高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 / 操作技能效果更佳，且满意度更高，
提示可以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助力医学教育改革及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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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learn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teaching in China using meta-analysi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clinical medical tal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Methods PubMed,
CNKI, WanFang Data, and SinoMed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studies investigating
blended learn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teaching. Literature screening, data extraction and
quality assessment were independently conducted by two researchers.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tata12.0 software. Heterogeneity was evaluated by subgroup analyse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influence of any single study on the overall
prevalence estimates. Results A total of 66 studies were included with significant betweenstudy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of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a random-effects model showed
that blended learning had a significantly better positive effect size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SMD=1.73, 95%CI(1.32, 2.15), P<0.05], practical/operational skills [SMD=1.28, 95%CI(0.81,
1.75), P<0.05] and satisfaction rating [RR=1.35, 95%CI(1.23, 1.49), P<0.05] tha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und i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al skills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Blended learning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outcomes for both theoretical knowledge [SMD=1.79, 95%CI(1.27, 2.31),
P<0.001], and practical/operational skills [SMD=1.62, 95%CI(1.12, 2.13), P<0.001]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Blended learning wa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SMD=1.28, 95%CI(0.60, 1.96), P<0.001]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learning in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this effect was not observed in their practical/operational
skill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was shown to have a
better effect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operational skills, and higher satisfaction
ranking among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 suggesting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dvantages of blended learning and this could help the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medical talents.

【Keywords】Blended learning; Traditional learning; Clinical medic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Meta-analysis
医学教育与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在我国卫生

背景下，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4] 作为

与健康事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2014 年，教

一种融合了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在线学习优势

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

的新型教学模式，将其融入临床医学教学中，有

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提出医教协同、深化改

助于提高临床医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

[1]

革，全面提高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此后，

作能力，对于加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提高医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

教育质量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本研究通过

[2]

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
[3]

Meta 分析方法全面了解我国临床医学教学中混

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

合式教学的应用情况和效果，以期为培养高水平

相继出台，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

的临床医学人才、提升我国医学教育质量提供一

展，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在“互联网＋”

些参考。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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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3

取，出现分歧时与第三位研究者讨论解决。根据
纳入、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首先阅读文献题
目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重复与无关文献，然后

纳入标准：①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研究或非

阅读全文进行复筛，最终确定能够纳入系统评价

随机化研究。由于实践及伦理等原因，非随机化

的合格文献。根据提前设计好的资料提取表格进

研究常被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故本研究纳入病

行资料提取，提取内容包括：纳入研究的基本信

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自身前后对照、历史对

息（题目、作者、发表年份、调查地区、研究设

照等非随机化研究类型。②研究对象：中国临床

计类型、样本量）、研究对象特征（年龄、性别）、

医学专业学生。③干预措施：干预组采用线上线

干预措施（包括混合式教学的形式和具体内容）、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包括基于各种网络平台或

结局指标（理论知识、实践 / 操作技能情况及满

资源，并结合线下教学；对照组为传统课堂教

意度）等。

学模式。④结局指标包括学生理论知识、实践 /

1.4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评价

操作技能情况，以及对混合式或传统教学模式的
满意度。

采用非随机化干预性研究评价工具
ROBINS-I 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此评价工

排除标准：非中、英文文献；综述、述评、会

具从混杂偏倚、选择受试者偏倚、干预分类偏倚、

议交流或摘要等未提供详细数据的文献；未明确

意向干预偏离偏倚、丢失数据偏倚、结局测量偏

说明混合式教学及其内容的文献；未报告相应数

倚、选择性报告偏倚 7 个领域，以及相应的 33

据或数据明显异常而未联系上作者的文献；数据

个标志性问题对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进行评价。

重复发表的文献。

根据评价情况对这 7 个领域的 33 个标志性问题

1.2 文献检索策略

分别作出“是”、“可能是”、“否”、“可能否”、

在 PubMed、中国知网（CNKI）、万方

“无信息”的回答。最后根据各领域的偏倚风险

（WanFang Data）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程度，判断研究的整体偏倚风险，包括低偏倚风

（SinoMed）中检索与临床医学专业混合式教学

险、中度偏倚风险、高偏倚风险、极高偏倚风险、

有 关 的 文 献， 检 索 时 间 截 止 至 2022 年 2 月。

无信息 5 个级别 [5]。

中 文 检 索 词 包 括： 临 床 医 学、 混 合 式 教 学、

1.5 统计学分析

翻 转 课 堂、 传 统 教 学、 面 对 面 教 学、 课 堂 教

使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连续型

学；英文检索词包括：“medicine”、“clinical

变量以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

medicine”、“blended learning”、“hybrid

SMD）、 二 分 类 变 量 以 相 对 危 险 度（relative

learning”、“flipped learning”、“traditional

risk，RR）作为效应量，并计算效应值及其 95%

learning”、“face-to-face learning”、“ lecture
learning”、
“classroom learning”。以 PubMed 为例，

的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
采用卡方检验、并结合 I2 值判断纳入研究间的异

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质性，当研究间同质性较好时（I2 ＜ 50%，P ＞ 0.01）

#1 "blended learning" OR "hybrid learning" OR
"flipped learning"
#2 "traditional learning" OR "face-to-face learning"
OR "lecture learning" OR "classroom learning"

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选择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 Meta 合并。采用亚组分析探索异质性来源
及不同亚组间的差异。采用敏感性分析探讨单个
研究对合并效应量的影响。通过漏斗图及 Egger's

#3 "medicine" OR "clinical medicine"

检验判断发表偏倚。

#4 #1 AND #2 AND #3

2 结果

框1  PubMed数据库检索策略
Box 1. Search strategy in PubMed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两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与资料提
http://www.jnewmed.com

2.1 文献筛选流程与结果
初检获得 318 篇有关临床医学专业混合式教
学的文献，经过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 66 篇。文
献筛选流程与结果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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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318）

通过其他资源补充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0）

去重后获得文献（n=218）
排除（n=59）
·非中国学生（n=43）
·非临床医学专业（n=16）
阅读题目和摘要初筛（n=159）

排除（n=93）
·研究类型不符（n=49）
·数据不符（n=23）

阅读全文复筛（n=66）

·无关主题（n=12）
·重复（n=7）
·非临床医学专业（n=2）

纳入定性分析的文献（n=66）

纳入定量分析的文献（n=66）

图1  文献筛选流程与结果
Figure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注： *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为知网（n=65），万方（n=129），SinoMed（n=77），PubMed（n=47）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及偏倚风险评价
结果
纳 入 的 66 篇 研 究 中， 发 表 时 间 为 2015—
2022 年，调查地区覆盖我国东、中、西部，纳入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混合式教学组的实践 / 操作
技能优于传统教学组 [SMD=1.28，95%CI（0.81，
1.75），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 3）。

2.3.3

满意度

人群总数为 13 461 例。干预组均采用了基于线上

共 纳 入 19 项 研 究， 基 于 随 机 效 应 模 型 的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法，但依托的网络平台或资源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混合

及实施方法不完全相同，对照组均采用传统课堂

式教学模式的满意度优于传统教学 [RR=1.35，

教学，部分研究融合了基于问题或案例的教学法。

95%CI（1.23，1.49），P ＜ 0.05]， 差 异 具 有 统

结局指标方面，57 篇研究报告了理论知识、20

计学意义（图 4）。

篇研究报告了实践 / 操作技能、19 篇报告了对教

2.4 亚组分析结果

学方法的满意度。采用非随机化干预性研究评价

纳入研究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中无研究生，

工具 ROBINS-I 对纳入的 66 篇研究的偏倚风险

根据不同学历层次（本科、专科）将纳入的临床

进行评价，发现大多数研究的偏倚风险为极高或

医学专业学生分为不同亚组，54 项研究报告了不

高。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及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

同学历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情况，

表 1。

17 项研究报告了实践 / 操作技能情况。Meta 分析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理论知识

结果显示，尚不能认为不同学历层次临床医学生
的理论知识、实践 / 操作技能存在差异；在理论

共 纳 入 57 项 研 究， 基 于 随 机 效 应 模 型 的

知识方面，本、专科生混合式教学效果均优于传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混合式教学组的理论知识优

统教学；在实践 / 操作技能方面，本科生混合式

于传统教学组 [SMD=1.73，95%CI（1.32，2.15），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图 2）。

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而专科生差异无统计学

2.3.2

存在较大的异质性（I2 ＞ 95%），说明不同学历

实践/操作技能

共 纳 入 20 项 研 究， 基 于 随 机 效 应 模 型 的

意义；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不同亚组的研究间仍
层次这一因素无法解释异质性来源（表 2）。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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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与质量评价结果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tudies and results of quality evaluation
纳入研究

调查地区 例数

李成祥2022[6]

陕西西安

202

[7]

辽宁锦州

60

李晓飞2022

干预措施

学历
层次

混合式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结局指标 偏倚风险

本科 理论课（雨课堂）+实践课

常规教学（理论课+实践课）

①②③

极高

本科 SPOC+雨课堂

传统授课模式（课上授课+

①

极高

①③

高

①③

极高

线上答疑）
郑丽莉2022

[8]

山东济南

100

本科 “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

董晓霞2021[9]

湖北十堰

130

本科 基于雨课堂的案例讨论式教 传统的案例教学模式

传统课堂讲授教学

学模式
[10]

山东泰安

50

[11]

河南郑州

[12]

江苏扬州

顿爱社2021
樊志刚2021
符雪涛2021

本科 整合—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

高

180

专科 基于蓝墨云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课堂讲授式教学

①

极高

293

本科 MOOC教学+PBL教学+CBL

面对面的课堂教学

①②

高

①

极高

①②

高

①②

极高

①③

极高

①

极高

①③

极高

①

极高

①③

极高

教学+QQ群/腾讯会议
[13]

郝靓2021

辽宁沈阳

240

NI

基于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

传统教学

台的混合式教学
[14]

姜丁文2021

辽宁锦州

61

本科 基于智慧树平台的混合式

常规的以课堂讲授为主

教学
[15]

李娴2021

浙江杭州

128

本科 采用基于MOOC的翻转课堂 传统的教学授课
+BOPPPS混合式教学

[16]

李莹2021

黑龙江牡

254

本科 基于高校网络教学平台的混 教师讲授为主的传授教学

丹江
[17]

李咏梅2021

吉林吉林

合式教学
149

本科 MOOC与翻转课堂混合式教 传统讲授模式
学模式

[18]

李芝2021

江苏南京

70

廖亚平2021

[19]

安徽蚌埠

351

刘新宇2021[20]

辽宁锦州

60

本科 翻转课堂联合案例教学
本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传统课堂讲授法

本科 线上和线下教学，以智慧树 传统教学课堂讲授
教学支持系统为主要平台、
雨课堂及微课为辅助平台

[21]

重庆

60

本科 基于移动学习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③

极高

[22]

广西百色

80

本科 基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②

极高

[23]

湖南永州

381

专科 SPOC混合式教学

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

①

高

秦从军2021

[24]

四川雅安

631

专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沙素梅2021[25]

陕西西安

96

本科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江苏南京

568

①

高

传统教学

①②③

极高

传统教学

①②

高

①

高

罗羽慧2021
莫雄革2021
彭丽花2021

[26]

宋词2021

本科 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辅助 教师课堂教学
以基于MOOC平台的线上开
放课程

[27]

孙维佳2021

黑龙江齐

393

本科 微课混合式教学

齐哈尔
[28]

汪秀衡2021

湖南衡阳

90

[29]

辽宁沈阳

66

王慈2021

NI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教学

本科 基于雨课堂的翻转课堂教学 无课前预习的传统教学模式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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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纳入研究

调查地区 例数

王洪宾2021[30]

山东泰安

102

干预措施

学历
层次

混合式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本科 基于超星泛雅平台+QQ平台 传统教学

结局指标 偏倚风险
①

极高

②

高

①

极高

传统授课

②③

极高

的混合式教学
[31]

王静2021

河南南阳

60

专科 基于微视频资源的线上线下 传统的讲授示范模式授课
混合式教学

[32]

王有琼2021

广西南宁

105

本科 课前线上学习+课中线下教

传统授课教学

学+线上课后作业
[33]

广西南宁

24

[34]

黑龙江齐

104

本科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79

专科 基于学习通的O2O混合式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危智盛2021
杨雪婷2021

NI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齐哈尔
[35]

叶群丽2021

四川雅安

教学
[36]

河南南阳

160

专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③

极高

张海运2021

[37]

吉林吉林

120

本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②

高

赵德福2021[38]

辽宁锦州

96

本科 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②

高

安徽合肥

96

专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虚拟 传统教学

①

高

①②

极高

②③

高

尹金鹏2021

[39]

周华2021

实验联合翻转课堂）
[40]

朱紫叶2021

河南商丘

355

专科 基于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的 传统教学
混合式教学

[41]

陈芳芳2020

湖北武汉

103

本科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结合 传统教学
形成性评价

[42]

北京

189

本科 微课混合教学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43]

吉林吉林

214

本科 混合式教学（线上自学 + 线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传统课堂讲授

①

极高

①

高

①②③

极高

①

极高

①

极高

①②

高

程香普2020
范红艳2020

下翻转课堂）
[44]

郭恒2020

新疆石河子 617 本科 网络学习平台自主学习+线
下课堂教学
[45]

甘肃兰州

311

本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李世杰2020

[46]

辽宁沈阳

102

本科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讲授式教学

李艳2020[47]

新疆乌鲁

210

本科 雨课堂结合传统多媒体讲授 传统多媒体教学

景玉宏2020

木齐
[48]

马荣辉2020

新疆乌鲁

的混合式教学
98

本科 课前微信平台线上自学预习 用传统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
+课中翻转课堂线下教学+课

木齐

后微信平台交流复习巩固
[49]

苗燕平2020

内蒙古呼

40

NI

基于微信平台联合PBL教学 传统教学法结合PBL

和浩特
[50]

山东济南

721

本科 线上线下课堂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③

高

[51]

黑龙江齐

1 455

本科 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王海燕2020
王小龙2020

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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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纳入研究

调查地区 例数

王兴红2020[52]

河南漯河

401

干预措施

学历
层次

混合式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专科 基于精品在线开放课的混合 传统教学

结局指标 偏倚风险
①

极高

式教学
[53]

王岩松2020

辽宁锦州

124

王莹2020

[54]

陕西西安

90

邢朝云2020[55]

山东济南

110

本科 基于智慧树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课堂教学

①③

极高

本科 雨课堂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②

高

专科 依托学习通平台实施混合式 传统教学

①③

极高

①③

极高

①

极高

①②

高

①

高

①③

高

①

极高

本科 基于 MOOC的CBL混合教学 传统教学

①②

极高

本科 混合式教学

①②

极高

教学
[56]

张磊2020

Chen J2019

[57]

江苏淮安

100

本科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传统多媒体教学

广西桂林

341

本科 混合式教学（线上平台+混

传统教学

合式课堂）
[58]

辽宁沈阳

116

本科 基于微信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

[59]

湖北武汉

207

本科 基于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

传统教学（理论课+实验分

韩硕2019
龚洁2019

教学
[60]

刘理静2019

湖南怀化

232

组授课）

本科 基于物理诊断网络考评系统 传统教学
的混合式教学

[61]

刘鲁英2019

山东烟台

230

本科 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翻转 传统教学
课堂

[62]

任丽2019

安徽蚌埠

120

谢小波2019

广东广州

84

赵晋2019[64]

陕西商洛

163

专科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65]

山东菏泽

157

专科 基于移动终端学习通+SPOC 传统教学

①

极高

①

极高

①③

高

①

极高

①②

极高

[63]

陈文2018

传统教学

模式的混合式教学
[66]

盛少琴2018

浙江杭州

205

本科 基于妇产科学在线精品课程 传统教学
的混合式教学

[67]

王余广2018

黑龙江齐

100

齐哈尔
[68]

郝靓2017

辽宁沈阳

本科 微信平台下“微助教”的混 传统教学
合式教学

156

本科 混合式教学（以问题为基础 传统教学
的学习、微课等教学方式与
手段融于实验课程中）

[69]

薛庆节2017

山东济宁

96

本科 传统教学+翻转课堂+PBL

传统教学（理论+实验）

教学
[70]

江苏南通

200

本科 混合式学习

传统授课

③

高

[71]

河北唐山

175

本科 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混合

单纯课堂教学模式

③

极高

沈毅2015
许鑫2015

模式
注：①理论知识；②实践/操作技能；③满意度；NI：无信息（no information）；SP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PBL：基于问题的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
CBL：基于案例的教学（case-based learning）；BOPPPS：由导言（bridge-in）、学习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
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和总结（summary）6个环节组成的教学模式；O2O：线上到线下
（online to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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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理论知识情况的Meta分析
Figure 2. Forest plot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comparing blended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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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实践/操作技能情况的Meta分析
Figure 3. Forest plot of practical/operational skills comparing blended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图4  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满意度的Meta分析
Figure 4. Forest plot of satisfaction ranking comparing blended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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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学历层次临床医学生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的Meta分析结果
Table 2. Meta-analysi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operational skill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
I2值（%）

结局指标

亚组

研究数

SMD（95%CI）

P值

理论知识

本科

44

1.79（1.27，2.31）

＜0.001

99.0

专科

10

1.28（0.60，1.96）

＜0.001

98.3

本科

15

1.62（1.12，2.13）

＜0.001

95.8

专科

2

-0.11（-2.48，2.26）

0.929

98.4

实践/操作技能

2.5 敏感性分析结果

并效应量的影响均较小。同样的，单个研究对实

对纳入研究采用逐个排除的方法进行敏感

践 / 操作技能 Meta 分析的合并效应量结果也均

性分析。任意排除一项研究后，合并效应量结

较小。敏感性分析结果说明 Meta 分析的结果较

果仍显示混合式教学组的理论知识、实践 / 操作

稳定。

技能优于传统教学组。排除一项大样本研究

[51]

2

2.6 发表偏倚

后，异质性检验结果为（I =97.7%，P ＜ 0.01），

根据漏斗图（图 5）及 Egger's 检验结果，显

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理论知识 Meta 分析结果为

示报告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理论知识情况的研究

[SMD=1.16，95%CI（0.87，1.45），P ＜ 0.05]，未

存在发表偏倚（P=0.001），报告实践 / 操作技能

对合并效应量结果产生大的影响；其他研究对合

情况的研究则未发现（P=0.798）。

图5  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理论知识情况的漏斗图
Figure 5. Funnel plot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blended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国东、中、西部，显示混合式教学在我国应用于

3 讨论

医学教育领域的时间相对较晚，但应用范围比较

在“互联网＋”时代，融合了网络资源与传

广，这可能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网络资源

统课堂优势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混合式教学模

可及性升高有关。同时，大多数文献（77.27%，

式，对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和

51/66）发表于 2020 年以后，这可能与疫情防控

[4]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

背景下网络平台或资源被广泛应用于教学中有

化背景下，这种教学模式为多元化教学活动的开

关。另外，通过比较纳入的 2020 年前与 2020 年

展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本研究检索了有关我

后的研究，发现总体上均遵循了课前线上预习 +

国临床医学专业混合式教学应用情况的文献，发

课堂授课 + 课后（线上 / 线下）巩固的模式，除

表时间介于 2015—2022 年间，调查地区覆盖我

由于课程性质（理论课、理论课 + 实践课、实践课）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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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导致混合式教学具体实施方法存在差异等

于传统教学 [72]，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该研究还

共性问题外，二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线上学习形

发现混合式教学在发达国家的应用效果较发展中

式，特别是线上学习平台的不同上，2020 年前开

国家更好，结合了案例的混合式教学效果优于未

展的研究主要通过微信、QQ 或小范围学习平台

基于案例的教学法 [72]。这与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

将教师制作好的教学材料，如课件、操作视频等

家网络资源更丰富及获取更便利有关；而基于案

发给学生提前预习，而 2020 年后由于出现了大

例的教学通过模拟现实场景，能促进以学生为中

量专业线上学习平台，如 MOOC、雨课堂、智慧

心的学习并增加互动，而这一点对于医学领域尤

树等，线上学习的素材更丰富、形式也更多样，

其重要。一篇来自法国的系统评价比较了混合式

不仅可用于线上预习、课后巩固，还配套设置了

教学与传统教学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情况，显

测试、考试与交流环节，对于保证线上教学效果

示混合式教学在知识学习方面的效果优于传统教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适

学，研究将教学模式按支持形式分为基于非联网

用于所有课程，特别是侧重于实践操作的课程，

电脑、在线资源、数字化培训、交互式网络平台、

如何根据课程情况合理分配线上与线下教学的内

虚拟患者五种并分别与传统课堂教学比较，其中

容、比例和时长，这也是未来需要思考并探索的

基于在线资源、交互式网络平台、虚拟患者的混

问题。

合式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而基于非联网电脑、

本研究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临床医学专业学

数字化培训的与传统教学没有显著差异 [73]。一篇

生的理论知识、实践 / 操作技能，以及满意度方面，

来自我国的 Meta 分析报告了混合式教学在护理专

混合式教学均优于传统教学。另外，根据纳入研

业学生中的应用效果，显示相较于传统教学，混

究对象的学历层次，将其分为本科、专科两个亚

合式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知识和满意度，但在技

组进行分析，显示在理论知识方面，本、专科混

能提升方面没有明显优势 [74]。

合式教学均优于传统教学，但两个亚组间未存在

本研究共纳入 66 篇文献，样本量较大，但

显著差异；而在实践 / 操作技能方面，本科生混

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纳入研究的总体质

合式教学优于传统教学，而专科生则差异无统计

量不高，多为非随机化研究，经评价存在较大的

学意义，但由于纳入报告专科生的研究较少（n=2）

偏倚风险；其次，纳入的报告理论知识情况的研

2

且研究间存在较大异质性（I =98.4%），对其结

究存在发表偏倚；最后，研究间的异质性较大，

果的解释应该谨慎，未来需纳入更多高质量研究

特别是在混合式教学的形式及实施上存在差异。

进一步探究。Egger's 检验结果显示报告理论知识

上述因素都会影响本研究结果的解释和外推。

情况的研究存在发表偏倚（P=0.001），这意味着

综上所述，相较于传统教学，混合式教学可

可能更多报告阳性结果的研究被发表出来，而阴

以更好地提升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实

性结果的研究则未能被获取，因此，未来需尽可

践 / 操作技能，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满意度也更

能纳入所有相关研究，无论其结果为阳性还是阴

高，说明混合式教学可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

性，而对于一些报告阳性结果的小样本低质量研

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这对于提升临床医学教学

究在纳入时需谨慎。另外，纳入的一篇研究显示，

质量，培养兼具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医学人才

在女生中混合式教学效果较传统教学更好，而在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纳入研究在混合式

男性中未发现，认为这可能与女生自控力相对较

教学形式和实施上标准不一，且总体质量不好。

好，能够更好地参与线上学习有关

[26]

。由于纳入

因此，未来需纳入更多标准统一、设计严谨的高

研究数据有限，本研究尚无法探究性别是否对混

质量研究，从而为提升医学教育质量提供更多有

合式教学的效果有影响，需待以后有更多数据加

价值的信息。

以验证。
国内外均有相关研究报告了混合式教学在医
学教育领域的应用情况。一篇来自印度的系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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