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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深化医药类专业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与研究，全方位提高医药类

专业物理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医药人才，促进医药类高校物理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推动国内医学物理专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和标准规范，由教

育部高等学校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

分会、山东大学共同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理科事业部物理分社协办的“教育部

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医药类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暨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医学物理教育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暨第八届全国高

等学校医药类专业物理课程教学研讨会”，2020 年 8 月 8 日胜利召开。由于疫

情原因，本次会议是采取“在线会议”方式进行。会议的主题为“一流专业、一

流课程、一流教材”。从事医药类专业物理教育教学的高校教师、相关专家、医

院及研究所相关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以及理工、农林类高校物理教师，近 200

名代表参加了“在线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医药物理学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教学评价、团队建设和学

科建设等相关论文近 40篇，经主办方和出版社组织专家评审，有 28 篇相关论文

收录《医药物理教改论文荟萃》（论文编录顺序原则上按收稿日期先后顺序编排），

由 ISCI PUBLISHING GROUP 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出版经费由江西中医

药大学《创新教学师友名师工作室》资助。 

《医药物理教改论文荟萃》在汇编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高等学校 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分会、山东大学、江西

中医药大学，以及论文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医药物理教改论文荟萃》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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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疗器械为背景的物理教学方法探索 

包家立，朱朝阳 
（浙江大学医学院，浙江省生物电磁学重点实验室生物物理与医学工程研究组，杭州 

310058，中国） 

摘要：本文针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医疗器械学习中对物理知识的需求，提出了以

医疗器械为背景的物理教学方法。探讨了物理在医学教育中定位和物理教学改革。

物理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验的改革。在教学内容中，加强了与医疗器

械密切相关的物理概念、物理理论、医学应用等知识点。在教学实验中，用医疗

仪器设计与物理现象、物理理论密切联系的实验。用心电图的形成和机械通气两

个教学案例，探索物理教学方法的有效性。结论是该教学方法改变了医学生对物

理学习的刻板印象和学习态度，推动医学与物理教学的交叉与融合。 

关键词：医学物理；医疗器械；教学方法 

 

An exploration of physics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medical device 

BAO Jia-li, ZHU Chao-yang 
(Research Team of Biophysic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Bioelectromagnetics,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needs of medical device learning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eaching method of physics with medical 

device as background. The position of physics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physics teaching are discussed. The reform of physics teaching include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experiment.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physical concept, physical 

theory, medical application and other knowledge points closely related to medical 

devices are strengthened. In teaching experiments, the design of medical instrum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hysical phenomena and physical theories. Two teaching cases, the 

formation of electrocardiogram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teaching method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has changed the medical students' stereotyped impress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s 

physics learning and promoted the intersection and fusion of medicine and physics 

teaching. 

Key words: medical physics; medical device; teaching method 

 

器械和药是医疗的两大技术手段，药的基础是化学，器械的基础是物理。在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kg20160028) 

通讯作者简介：包家立（1961-），男，教授，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研究方向：医疗仪器，

临床工程学，生物电磁学，慢性病控制，药物释放控制，计算生物学(Phone: 0571-88208171, 

E-mail: baojl@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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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中，药的应用由来已久，因此，在医学教育中把化学课当成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上。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新型医疗器械在临床上应用愈来愈多。

这些医疗器械的特点是品种繁多、涉及学科广、技术难度高。在面临医疗器械突

飞猛进的大形势下，医学生的物理学习直接影响到今后医学从业的技术水平、从

业能力和新技术适应性[1]。另一方面，新型医疗器械的发明大多数来自医生的发

明[2]。因此，物理教育应该看成是学习医学其他课程的重要专业基础课。为此，

我们从医学生掌握医疗器械的角度出发，尝试在物理教学中的一些教学方法的改

革。 

1 物理在医学教育中定位探讨 

长期以来，物理在医学教育中是一门基础课，在新教育改革下，变为科学素

质课，为非核心课程。一些学校减少物理教学时数，一些学校将物理课成为任意

选修课；还有一些学校干脆取消物理课，尤其是中医药类学校。在一些 3+X高考

省份中，招收的医学生连高中的物理知识不足，其物理素质只有初中水平。形成

这种现象的因素有： 

（1）物理课在医学教育中的定位障碍。现在，物理课在医学教育中普遍定

位于科学素质课。当代医学的发展，愈来愈依赖于医疗器械的应用。WHO在 2007

年 60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一项议案讨论卫生技术指出：不合理或不正确使用医

疗器械，正大量浪费医疗资源，给各国带来严重医疗费用负担[3,4]。医师和护士是

医疗器械的终极使用者，不正确或过度使用医疗器械给医疗安全、医疗水平、医

疗成本带来困难。表现出医学生物理知识的不足和掌握不充分。 

（2 医学教育对物理知识的认知障碍。传统医学主要是依靠药物治疗，习惯

性思维没有数理知识也可以培养出合格医师。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依靠器械的

诊疗愈来愈多，而我们的医学教育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没有深入分析过物理课

程的医学意义、需要的知识点、认知的螺旋性。没有要求数理知识应该贯穿在整

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处于打基础的本科阶段，在教学设计中弱化了物理教

育。 

（3）物理教学内容不符合医学教育需求。医学物理应当为医学的后续学习

提供帮助，形成一个知识链。医学的后续课程主要包括形态学和功能学两大类，

物理学都会涉及到这两大类内容。然而，有些医学需要的物理知识或强调不深，

或缺失，如电偶极子强调不深，而其恰恰是阐述心电图形成的关键知识；再如介

质中的电场、磁场被忽略，而人体就是一个现实的介质，缺少这个知识点，物理

教学不能为医学后续课程提供支持，显得物理无用。 

（4）物理教学方法不符合医学教育特点。物理学既是一门实验性科学，也

是一门理论性科学。在物理教学中，比较强调理论课教学，忽视实验教学。理论

课又过度套入微积分、三角函数、几何学等数学问题中。而医学物理课应该以描

述物理现象、阐述物理规律、解决医学问题的教学方法为主。设立实验课，培养

物理动手能力和物理思考能力，也是后续医疗器械课程所需要的基本技能。 

（5）国外参考障碍。现在很多学校对标国外发达国家医学教育的课程设计，

有很多国外大学没有物理课程，就拿国内物理课来砍，这是对国外医学教育的一

种曲解。国外很多大学医学生是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的。这些医学生在大学就受

过良好的数理教育，有很好的物理基础，医学教育不再设物理课是可行的。而我

国是从高中生中选拔医学生，其背景知识不足以免去物理课的学习。从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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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者的教育背景看，具有数理知识交叉的医师更有创新力[2]。 

2 医疗器械背景下的物理教学改革探讨 

（1）确立物理课在医学教育中的正确定位。明确物理课程是医学教育的专

业基础课定位，而不是科学素质课。只有在正确的定位下，才能保障物理课在医

学教育中的必修课地位。 

（2）改革医学物理课的教学内容。以医学需求引领，凝练医学教育中与物

理相关的知识点，以该知识点为基础，建立物理教学的新知识、新内容。 

（3）强化五大物理因素的特性描述。五大物理因素是指热、波、电磁、光、

放射，其生物效应是经历了物理反应、化学反应、生化反应，俗称原初作用，或

原初效应后的生物学变化。作为物理课程，更应强调原初作用机制，不必阐述各

种的生物效应。 

（4）设立医学物理的教改项目。通过项目研究，不断凝练医学中的物理问

题，利用物理知识研究医学问题，在不断的学习、思考、解析中提高物理教学水

平，教出符合医学需求的物理知识。 

（5）培养适应于现代医学发展的物理教学教师队伍。医学和物理本是两个

不同的学科门类，学科跨度大，知识交叉力度大。能够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物理

课教师要求不但有深厚的物理知识和技能，也需要有深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两

方面知识的融会贯通，对医学物理的教学才能深刻。建立教师队伍可以通过“医

工交叉中心”平台培养和锻炼，学术学会的交流也是很好的平台。 

（6）医药专业工作委员会转变为分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对物理课程轻视

的另一个因素是医学物理缺乏具有约束力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只有在

强有力的指导下，通过不断提高医学物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物理教学才能对

医学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3 医学物理教学改革实践 

(1)教材：采用王磊、冀敏《医学物理学》（第 8 版）。第 9 版有部分重要

内容被删除，如电容充放电，这是除颤器的物理基础，不应该被删除。 

(2)教学内容：根据 48 学时的教学时数，分 16 次课完成，每次教授一章，

每章针对不同的物理现象及内容，分为： 

第一章 刚体的转动。强调进动现象和分析机理，为后续磁共振的拉莫尔进

动做准备。 

第二章 物体的弹性。重点阐述应力-应变图，是评价医用材料力学性质的重

要依据。 

第三章 流体的运动。重点伯努利方程及其医学应用，如血压测量、负压吸

引器等等。 

第四章 振动。强调阻尼振动，以及氧气阀打开时氧气表指针振动现象的分

析。 

第五章 机械波。重点多普勒测速原理。 

第六章 分子动理论。分析麦克斯韦分布律的科学思想，经验公式的建立方

法以及唯象理论的初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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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热力学基础。重点热力学循环以及呼吸通气的应用，强调熵在生命

体维生条件判断的意义。 

第八章 静电场。强调电偶极子以及细胞的电偶极子，电偶极矩以及心电综

合向量的形成物理机制。电介质电学特性是生物电磁学的基础，可不单独介绍生

物电磁学生物效应，但介绍电介质效应物理基础。 

第九章 直流电。重点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如细胞膜离子通道开闭的判断

分析。强调电容的充放电和瞬态过程。 

第十章 稳恒磁场。强调磁偶极子，阐述磁介质特性及其生物磁介质的物理

原理。 

静电场和恒磁场是生物电磁学的物理基础，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可点到为

止，并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生物电磁学课程。 

第十一章 电磁感应与电磁波。强调电场能和磁场能，以及在电磁生物效应

中原初作用的物理机制。 

第十二章 波动光学。强调光学仪器的分辨力，光镜、荧光显微镜、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的物理原理。 

第十五章 量子力学初步。强调原子光谱的物理原理及其物质成分分析理论，

尤其是 Na+、K+离子的光谱理论。 

第十六章 原子核和放射性。重点核素的衰变规律以及放射性平衡。 

第十七章 X射线、第十八章 激光及其医学应用。重点 X线衰减规律（朗伯

定律） 

第十九章 核磁共振。强调自旋-晶格弛豫时间 T1 和自旋-自旋弛豫时间 T2

的物理含义，以及形成磁共振成像的物理原理。  

(3) 教学实验：由于受传统物理教学体制的约束，物理实验很少结合医学教

育。我们是结合在医疗仪器的课程中，从用物理理论解释医疗仪器原理。主要实

验有： 

心电图机实验：用电偶极子以及心电向量理论； 

多参数监护仪实验：利用伯努利方程原理解释有创血压测量的物理原理和操

作方法； 

呼吸机实验：利用热力学循环理论分析机械通气模式选择的物理机制； 

除颤仪实验：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解释除颤能量的选择原则； 

超声仪实验：利用机械波反射与透射，分析在水中凝胶的成像； 

X线机实验：用超声仪实验中用过的水中凝胶放在 X线机成像，比较与超声

仪成像的不同点。 

4 教学案例 

(1) 心电图的形成：考虑细胞的正负电中心不重合可以构成一个电偶极子，

该电偶极子可以构成一个电偶极子向量。心脏特殊传导系统是由可兴奋细胞链组

成，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细胞都有特定的向量，如图 1，这些向量加和构成心

电综合向量，如图 2，将心电综合向量在时间域上展开就是我们熟悉的心电图波

形，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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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胞电偶极子与电偶极子向量 

 

图 2 心脏电偶极子综合向量环 

 

图 3 心电向量与心电图波形关系 

(2) 机械通气：呼吸通气系统可以分为用于气体流通的呼吸道和用于储气的

肺两个主要部分，气体通气的动力是压力差。在呼吸道中，口腔压 PA与肺内压 PP

的压力差，使气体产生流动，压力差与气体流量 F成正比： 
PA − PP = RF (1) 

其中 R是呼吸道阻力。呼吸道只是一个没有弹性的通气管道，R就是非弹性阻力。

在肺中，肺内压 PP与胸膜压 PL的压力差，使肺容积增加V，压力差与肺容积增

量V成正比： 

V = C(PP − PL) (2) 

其中 C是肺的顺应性。肺是具有储气功能的容器，顺应性反应了储气的能力。因

此，1/C也称弹性阻力。在呼吸阻力中还有一个由气体加(减)速运动引起的惯性

阻力。由于气体密度小，惯性阻力相比于弹性阻力和非弹性阻力很小，忽略不计。

在时间T内流过呼吸道的气体体积就是肺容积的增量V，即：  

V = FT (3) 

这样，口腔压 PA与胸膜压 PL的压力差为： 

PA − PL= PA − PP + PP − PL = RF + V/C = RV/T + V/C (4) 

这就是把呼吸道阻力 R、肺顺应性 C、口腔压 PA、胸模压 PL、通气流量 F、通气容

Q

RS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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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V、通气时间T 等变量联系在一起的通气模型。 

一般地，呼吸机测量和显示压力 p、流量 F、容积 V三个通气参数的波形图。

压力与容积复合，组成压力-容积图，称 p-V 图。同样，流量与容积复合组成流

量-容积图，即 F-V 图。在一个呼吸周期中，吸气相和呼气相在 p-V 图或 F-V 图

构成环形图，称为呼吸环，如图 4。 

 

图 4 呼吸环图 

呼吸环是呼吸机显示通气状态的基本形式，它提供很多呼吸通气信息。 

顺应性对呼吸环的影响：从式(2)可知，顺应性是呼吸 p-V 图在吸气末和呼

气末两点连线的斜率。斜率愈大，顺应性愈大。反之，顺应性愈小。因此，可以

从呼吸环斜率判断和分析呼吸顺应性。 

呼吸道阻力对呼吸环的影响：从式 (4)可知，  RV/T + V/C = 

V(R/T+1/C)=PA−PL，有V= (PA−PL)/(R/T+1/C)。呼吸道阻力 R愈大，则V愈

小，表现出呼吸环愈粗壮。因此，可以从呼吸环粗壮程度判断和分析呼吸道阻力。 

呼吸功对呼吸环的影响：根据气动力学原理，功=压力容积。呼吸功就是呼

吸环所围成的面积。面积愈小，呼吸功愈小。粗壮的呼吸环有较大的呼吸道阻力，

则在该阻力上消耗的呼吸功也愈大。因此，可以从呼吸环面积判断和分析呼吸功。 

自主呼吸对呼吸环的影响：自主呼吸是患者依靠自身通气能力的呼吸。正常

生理下，自主呼吸是负压吸气，即呼气末压力为负压，表现为呼吸环应左移。 

作为物理教学，可以点到此为止。在 p-V 图中，还可以分析当呼吸环逆时针

方向，与制冷机原理相同，即外力对系统做功，则为呼吸机工作状态。当呼吸环

顺时针方向，与热机原理相同，即系统对外做功，则为自主通气工作状态。由此，

可以用热力学理论分析各种呼吸机状态。 

上述是采用物理理论的两个教学案例，还有如为什么 MRI 可以检查早期肿

瘤？CT 则不能。X线不能腹部检查，超声则可以？等等问题的物理解释。 

5 结束语 

本教学方法在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多年，学生的反馈意见是医学物理学习有难

度，但实用。通过学习看到了物理在医学中的用途，改变了对物理学习的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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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学习态度，表示应该要好好学物理。 

在教学改革中，我们还凝练了医疗器械与物理和数学的交叉知识点[5]，以进

一步推动医学与物理教学的交叉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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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建设及 

教学改革实践 

刘东华，韩琳，任武，陆晓元 
（新乡医学院医学工程学院，新乡 453003，中国） 

摘要：进入新时代的医用物理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目前越来越多的教育工

作者加入到课程思政建设中，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医用物理学教学全过程，

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上来，让医用物理学课程上出思政味

道，突出育人价值，让立德树人做到润物无声，本文作者做了有益的实践与尝试。 

关键词：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 

 

Constructing and practicing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physics in 

education innovation 

LIU Dong-hua, HAN Lin, REN Wu, LU Xiao-yuan 
(College of Medical Engineering,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i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for undergraduates that teachers 

pres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in the class of medical physics.  More and 

more teachers understand its importance and are engaged actively in it. In the whole 

class of medical physics, the route of merging these contents and medical physics itself 

is actually challenging, which is primary for teachers to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in the class and strengthens political purpose of culturing students’ value 

naturally and imperceptibly. Here, we described our meaningful experience and 

valuable exploring of pres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in the class of 

medical physics. 

Key words: medical phys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相融合，以课堂为主渠道、专业

知识为载体，对学生进行思想价值引领，不仅能够丰富学科专业教学的内容，增

加学科专业内容的深度，同时也有助于增强思政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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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做了重要的论述：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不能

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各门课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

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

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 

《纲要》还明确提出，课程思政的建设，教师队伍是“主力军”，课程建设

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1]。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作为自然科学的

带头学科，物理学研究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

规律，因此成为其他各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基础。 

物理学与医学的结合形成了边缘学科医学物理学，《医用物理学》是高等学

校医药类各专业学生的重要必修基础课。物理学的知识是了解生命现象不可缺少

的基础；物理学提供的技术和方法为生命科学的研究、临床实践开辟了许多新的

途径；物理学的基础知识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医药工

作者所必备的。《医用物理学》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

培养学生科学的自然观、宇宙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

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掌握科学方法。通过实验使学生获得物理实验

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良好的工作作风。 

医用物理学作为高等医学院校一门基础性学科，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独

特的发展过程，蕴涵着极为丰富的“课程思政”内容。本课题组在医用物理学课

程中，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做到图文并茂，不是简单的说教。注重加强对学生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当代

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

人。下面是我们在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几点做法。 

1 修订培养计划，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高校课程思政要融入课堂教学建

设，作为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核准和教案评价的重要内容，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

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各方面，贯穿于课堂授课、教学研

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各环节。 

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

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

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为此，我们根据《纲要》精神编写了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大纲，医用物理学

教材及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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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训教师，教育者先受教育 

《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要推动广大教师进一

步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

见功见效。 
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

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推动每一位专业

课老师制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 

提升认识、掌握方法、积极实践，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 

教师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广度、深度，以及有机融入课堂

教学的效度，与教师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能力等密切相关。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加“思政”，而是在课程当中有机地融入价值

塑造的元素，要避免生硬的机械组合，努力实现自然的有机融合，做到“如春在

花、如盐化水”，耳濡目染、润物无声。探求活的思政，而不是刻板的思政。 

3 把疫情当教材、把困难当磨砺，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

众、凝聚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武汉发生疫

情后，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防控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要部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调要维护人民的利益、重视人民的力量。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浓厚的人民情怀，鲜明反映了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

本色。 
触动心灵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社会是终身教育的大课堂，灾难是人生历练

的大考场[2]。武汉战疫，惊天地，泣鬼神，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

舍生忘死挽救生命。将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的课程思政优秀案例引入教学，

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让学生感受在灾难面前令人震撼的中国精神、中

国力量、中国担当。 

4 结合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改革开放进行课程思政教

学 

改革开放 40 年来，祖国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长江三峡大坝，中国高铁，

神州十号，天宫一号等等都是课程思政的好案例。只有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

增强后，才能建成这些巨大工程，这些工程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说明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5 两个课程思政案例 

下面简单介绍 2 个具体的课程思政案例，每个案例后面提出一个物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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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使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案例 1：长江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大坝为

混凝土重力坝，大坝坝顶总长 3035 m，坝高 185 m。设计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为

l75 m，丰水期为 145 m，图 1所示。左、右岸厂房共安装 32台水能发电机组，

机组单机容量均为 70 万 kW，总装机容量 2250 万 kW，年平均发电量 1000 亿度。

三峡大坝于 1994年 12月 14日正式动工修建，2006年 5月 20日全线修建成功。

三峡大坝主要有三大效益，即防洪、发电和航运。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共

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1956 年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的气势磅礴、豪情满怀

的光辉诗篇，《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只有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后，才能修

建成这一巨大工程。这说明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增强理论自信，道路

自信。 

物理问题：水位按 175米，试估算泄洪深孔（图 2所示）水流速度。 

 

图 1 三峡大坝枯水期水位 

 

图 2 泄洪深孔 

案例 2：武汉战疫。2019 年 12 月，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

2019年 12月 29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第一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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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月 25 日农历新年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疫情防控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总书记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全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紧急动员起来，

全党全国上下同心，坚定信心，共同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斗争中。 

中国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奋战，湖北于 4 月 8日解封，标志着中国抗疫战争最

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最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强

的领导力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这场战疫胜利的关健所在。截至 6月

18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78398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325 例。 

图 3为新型冠状病毒电子显微镜照片。 

 

图 3 新冠病毒电子显微镜照片 

物理问题：电子显微镜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用电子显微镜拍摄病毒？ 

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基本上能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寓教于乐，不

是简单的说教。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进入了快车道，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高潮。目前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加入到课

程思政建设中，医用物理学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会被不断挖掘出来，

从而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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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物理学中思政要素的挖掘及 

医学生课堂融合探究 

罗明艳，王大珅，刘淑静，谢明念，安宝，吉强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 300070，中国） 

摘要：本文基于量子物理的发展史及基本原理（不连续性、不确定性，概率性），

从其物理原理抽象出思想哲学，对于扩展学生思维、提高认知、学会全面思考、

抓住主要矛盾等方面都大有裨益。且特别针对医学生的特征，从量子物理在医学

研究的分支教学中，潜移默化的使学生体会自身要面对的社会重担。力求充分挖

掘和发挥自然科学中思想政治要素对学生身心健康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量子学；思政要素；医学物理课堂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quantum physics and 

integ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lass 

LUO Ming-yan, WANG Da-shen, LIU Shu-jing, XIE Ming-nian,  

AN Bao, JI Qi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discontinuity, uncertainty, probabilistic), We abstract philosophy from the physical 

principle. It is helpful to enhance students' thinking, expand cognitive, learn to 

comprehensive thinking, seiz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And especially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e branch of quantum physics in medicine 

research teaching,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n students realize their need to face the 

social burden of strive. To fully tap political factor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guidance.  

Key words: quantum theo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medical physics class 

 

2020 年冠状病毒席卷了全球，中国的“医者仁心”们担当社会重任，不惜生

命，捍卫了整个中华的安全，值得可歌可泣，他们的这种忘我的社会责任感从何

而来？如何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是当今医学教

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医学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多学科建设，尤其是基础学

科与医学专业学科融合形成的交叉学科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物理学作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DJZW201908hb）；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之子课题

（DJZW201924zn-10） 

通讯作者简介：刘淑静(1979—)，女，理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光学显微

成像(E-mail: liushujing@t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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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传统物理学应用于医学而形成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培养

提供了新思路。医学物理学对医学生的培养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通过物理学基

础学科的优势，培养医学生自然科学思维及体会自然科学之美，进而提升责任感。

二可以挖掘物理学中思政要素、融合教学进一步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促进全面发展。  

量子物理作为物理学重要的分支，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之一。量子论提

供了新的关于自然界的观察、思考和表述方法。量子论揭示了微观物质世界的基

本规律[1,2]，为原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以及现代信息技

术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它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启发人类更多的发现和创造，

本文从这伟大理论中抽取思想精华，融合于课堂教学，让初接触量子理论的大学

生不但可以体会科学力量的伟大，更深层次感悟与提升自我思考的能力。 

1 开创量子物理的伟人们给我们的“思想启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两大乌云：第一朵乌云出现在光的波动理论上，第二

朵乌云出现在黑体辐射理论的“紫外灾难”理论上。第二朵乌云为量子学的出现

掀开面纱。 

1.1 对任何事物都要大胆尝试，哪怕被碰的“遍体鳞伤”  

1900 年，伟大的普朗克用数学基础凑出了黑体辐射公式，他对自己凑出来

的结果完美符合黑体辐射公式十分惊讶，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它可以凑出来的原

因就是承认能量之间的传递存在着最小单位。1905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另

一个人物—爱因斯坦疯狂研究，反复尝试，不断犯错，陷入混沌，他发表过错误

的论文，有过各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也曾误入歧途，根据普朗克公式的基础—能

量传递有最小单位，他从能量过渡到波，认为波也是电磁波，应该也是存在最小

单位的，结果发现这一假设成功的解释了之前经典物理没办法解释的光电效应，

他就写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这篇文章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13 年，波

尔也经过反复思考给出了原子轨道量子化，提出了波尔原子模型，正是爱因斯坦

的光电效应和波尔的原子模型，极大地促进了量子力学的研究，所以爱因斯坦和

波尔被称为量子力学的两大奠基人物。可见任何收获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努力

的结果。 

1.2 在任何时候都要勇于自荐，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1923 年德布罗意发表博士论文：电子也是一个波，也是唯一一位因博士论

文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海森堡于 1925 年创立起了矩阵力学，并提出不确

定性原理及矩阵理论，成功的解释了原子的能级分立。年轻的海森堡是在一次听

波尔报告时，勇于提出自己的想法，得到波尔的赏识，后被推荐去哥本哈根去做

研究，从此得到攀登科学高峰的机会。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要敢于展现自己，争取

一切机会，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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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无论科学还是生活，打破“思想禁锢”会变得豁然开朗  

在年轻人的量子力学中，薛定谔算是“大器晚成”，41 岁提出薛定谔方程解

释量子机理，用概率去描述电子出现的机会。薛定谔的猫这个科学思想实验闻名

遐迩：当我们观测盒子里面的猫时，猫是死的，当我们不去观测时，猫处于一种

叠加状态，即死即活。你未看此花时，你与花同归于寂，你看此花时，花与你一

起明白起来。看似有点唯心主义的意念，但确实是量子科学存在的事实，就像一

直困惑爱因斯坦的：为什么一个电子第一时间就能感应另一个电子右旋或左旋，

而自己瞬间就能做出相对应的左旋或右旋。我们的价值观一直推崇“唯物主义”，

但量子物理却从另外的意识角度阐述科学观念，科学亦如此，我们更不要拘泥于

任何限制，大胆去开创，你认为“不可能”的东西，打破思想戒律，瞬间变得可

能起来。 

2 量子物理核心“不连续性”带给学生的意识撞击 

2.1不连续性的科学思想  

“不连续性”即是量子性，从普朗克运用不连续的数学思想成功解释了黑体

辐射的“紫外灾难”这朵乌云之后，“量子”这只魔鬼就跳出魔盒，开启了一系

列在经典物理不可能解释的一些实验现象。 

不连续思想的出现，会给学生的思考开启新方向。在认识事物发生、发展趋

势上给出指导。生活中无处不在这种不连续发展的例子：从最初 1983 年 6 月 13

日，摩托罗拉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手机，至无线接入到电子邮件、互联网，

内置游戏，配备了数码摄像头以及视频游戏，哪一步不是跳跃性的发展。生活无

处不在跳跃性的变化，不要因出现一些不能预见的变动，无所适从、心乱如麻，

做出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如果每位学生能从心底认识到，无论多大的跨度，多

么难于预想到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学生能从思想上认识到这点，哪怕

再不可预料事情发生，也会做到从容对待，相信万事都会有解决的办法，最终不

会做出一些“傻事”：恋爱分手竟出现精神问题，考试挂科竟自杀。这些究其原

因，就是大学生们虽已成年，但并未从思想上成熟，并未认识到恋爱不一定会步

入婚姻殿堂，考试也一定会马到功成，任何事物都有其不连续性，只要认识到了

世界万物正如“量子物理”所描述的“不连续性”发展，必定有助其健康成长，

自若面对一切事实发展。在课堂上教师要充分融合物理知识与生活认知的各方面。 

2.2 不连续性在医学领域的典型应用  

量子理论不仅应用于电子产品，也引导医学革新，核磁共振成像、量子点进

行的放射疗法（靶精确瞄准癌细胞，避免健康细胞遭到破坏）。 

其中核磁共振成像源于原子核的自旋角动量在外加磁场作用下的进动[3]。根

据量子力学原理，原子核磁矩与外加磁场之间的夹角并不是连续分布的，而是由

原子核的磁量子数决定的，原子核磁矩的方向只能在这些磁量子数之间跳跃，而



量子物理学中思政要素的挖掘及医学生课堂融合探究 

16 

 

不能平滑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能级。当原子核在外加磁场中接受其他

来源的能量输入后，就会发生能级跃迁，也就是原子核磁矩与外加磁场的夹角会

发生变化。这种能级跃迁是获取核磁共振信号的基础。目前对核磁共振谱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1
H 和 13

C 两类原子核的图谱。人体内含有非常丰富的水，不同的组

织，水的含量也各不相同，如果能够探测到这些水的分布信息，就能够绘制出一

幅比较完整的人体内部结构图像，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就是通过识别水分子中氢原

子信号的分布来推测水分子在人体内的分布，进而探测人体内部结构的技术。医

学课堂中把量子基本原理应用到医学生接触的医学工具中，能让学生更深入体会

量子物理的“不连续性”的实际价值，而不是一门不可触摸的科学。 

3 量子物理的“不确定性”促进学生思想的开拓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 1927 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是量子力学的产物，不确

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表明，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位

置的不确定性与动量的不确定性遵守不等式
4

h
px  （ h 为普朗克常数）。这

个不确定性来自两个因素，首先测量某东西的行为将会不可避免地扰乱那个事物，

从而改变它的状态；其次，因为量子世界不是具体的，基于概率，精确确定一个

粒子状态存在是根本的限制。如果要想测定一个量子的精确位置的话，那么就需

要用波长尽量短的波，这样的话，对这个量子的扰动就会越大，对它的速度测量

也会越不精确；如果想要精确测量一个量子的速度，那就要用波长较长的波，那

就不能精确测定它的位置。 

显而易见，不确定性原理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思想：事物之间都是互相

影响，互相制约的，要想尽善尽准的测量电子的位置，那么就要损失它的动量的

确准信息，如同世间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对于年岁已成年，但未经世事

锻炼、心智稍嫩的大学生来讲，更要从这种互相纠葛中，学会抓住主要矛盾，先

解决主要问题，切勿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要，最后落得一事无成的境地。

所以深刻理解量子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触类旁通，对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大有裨益。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内理都是相通的，对于自然科学尤

其物理学科的学习，对于一个人的内涵的扩展和修养的提高，世界观、人生观的

锤炼，都能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4 薛定谔方程给学生带来“全新的”人生思考 

量子力学中，几率的概念首当其冲，而且是实质性的。对于量子粒子的每个

可能位置我们赋予一个复数，称作波函数。测量粒子的位置，它出现在某个可能

的位置；测量另一个也由这个波函数描述的粒子，它出现在某个可能的位置。这

样的过程重复很多遍，然后统计出现在每个位置上的次数，占所有次数的比例就

是粒子处于这个位置的几率，等于波函数在这个位置的大小的平方。这个波函数

就是著名的薛定谔方程（Schrödinger equation），1926年由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

薛定谔提出的。它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它是量子力学最基本

的方程之一，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与牛顿方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相当。 

与经典力学相比，量子物理最大的引入就是用概率去解释微观粒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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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全不同于经典物理新思想的纳入[4]，无非为人类认识自然世界输入了新鲜

血液，以此类比，每个学生对于自己人生的思考，也要学会改变思想，一贯认为

上学是为了拿到文凭，找个好工作，结婚生子，照顾老人孩子，一代代周而复始，

按部就班，就好比经典物理学。接触全新的量子概率思想后，是否可以考虑，重

新规划路线，这里“重新规划路线”并不是要否定“拿文凭、找工作....”，而

是尝试在短短一生中加入一些更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哪怕会有失败的概率，

也要尽力去尝试，也不枉此生。时刻创新，时刻改变，时刻提升，这是一种积极

的人生观。尤其遇到这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全球都处于一种紧绷状态，这就对

我们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何不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专心救助人类疾病

的伟大征程上来，看似有点儿目标宏伟，但现正处于医疗前线的医生不正在身体

力行，很多在工作岗位上哪怕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幸福的。 

总之，对于刚迈进大学校园的学生来讲，量子力学是完全有别于经典物理的

一门物理学科分支，尽力从这门新分支，新思维方式中挖掘有助促进学生开拓思

想，树立积极的人生观的要素，这就对我们当代的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医学物理学教学要求中，只涉及到量子力学初步，在

这简要的概述学习中，如何从量子物理精髓的知识思想中给学生已启迪，更需要

我们教师兢兢业业，不断钻研，把有价值的思想政治元素融入课堂，让学生终身

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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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 

“金课”建设初探
 

袁颖，黄自谦，张新峰，韦相忠 
（广西中医药大学，南宁 530200，中国) 

摘要：为了推进符合“两性一度”标准的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金课”建设，我

们将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方面进行改革初探：在教学内容上，将通过调查法、

访谈法等方法结合医药类专业学生的特点来确定教学内容，再辅以“精”与“准”

的案例和思政元素；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将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需

求有机结合，探索最适合医药类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及时

总结、反馈和改进。 

关键词：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金课”建设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ixed “golden course” about college 

physics i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pecialty 

YUAN Ying, HUANG Zi-qian, ZHANG Xin-feng, WEI Xiang-zho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530200, China) 

Abstract: To move up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ixed “Golden Course” about college 

physics for medical students, we will from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reform movement. On the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survey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course, along with "essential" and 

"accurate" cases and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the form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 it 

organically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s with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explores the most suitable teaching methods for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We will receive feedback and improve in time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college physics i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pecialty;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1 引言 

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教育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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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1]，评价“金课”的标准是“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

新性和挑战度。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教育的微观问题，解决的却是教

育最根本问题，如何打造“金课”将成为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2-5]。 

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是医学、药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要通识教育课程，它主

要向学生介绍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等生命活动最基本的规

律，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必要的物理学基础。学生通过学习大学物理，

能培养严谨的分析问题能力，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敏锐的创新意识，提高

个人的自然科学素养[6]。 

2 混合式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金课”建设初探 

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各高校在 2020 年春季学期前半

段，都依托各大教学平台、软件等积极开展了线上教学；后半段，则开展了全面

的线下教学。因此，本学期学生既体验了线上教学，同时也接受了线下学习，为

我们研究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1 混合式“金课”课程内容建设初探 

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是物理学理论和技术在医药学领域应用产生的一门交

叉学科，它将现代物理学概念、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人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当中。

该课程所涉及内容除了严谨、丰富的物理学知识，还涉及到物理学与医学的密切

联系，涉及到医德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将从三方面来探索梳理该课程的

教学内容： 

1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已学过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的本科学生及给

医学、药学专业授课的教师进行调研，主要调查内容：① 在学习和工作中，有

哪些专业知识内容涉及到物理学基础；② 又有哪些物理学知识能为后续课程学

习提供有力的支撑；③ 该课程对自己学习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作用有多大（例如：

认知世界思维方法的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等等），从而确定教学的基

本内容。基于学生学习需求调研，结合授课经验，我们仍需适度增加课程的挑战

度，拓展课程深度。 

2 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及研究，提取能最大体现教学内容、辅助学生对所

学知识点掌握的案例元素，并利用“讲故事”的结构和方式重构案例，并将案例

进行可视化处理，完成综合案例的“精”与“准”制作，使学生不仅能够主动掌

握所学知识，还能够做到灵活运用，达到将知识深入“骨髓”的目的。 

3 在教学内容中适时加入思政元素，以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爱国主义情怀和文化自信，激发学生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的历史使命感为目标。 

2.2 混合式“金课”教学组织形式建设初探 

通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的全面线上教学数据，结合学生的调查问卷

结果来看，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组织形式将成为教学的主流，该种方式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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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需求相结合，不仅能够弥补单一教学方式带来的弊端，又能够提高学生学

习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单一的线上教学存在着学生学习进度不好管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把

握不清、互动性不强、评价体系单一等弊端[6]。以笔者所授课班级为例，在全面

开展线上教学时，教学资源的学习率较高，而线下授课开始后，即使在笔者的多

番提醒下主动学习线上教学资源的学生也很少，出现了很明显的“分界线”（详

见图 1、图 2）。从以上两图中可以看出，在线下教学开展后，学生对线上学习

处于基本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有：① 学生主观上对线上教学形式不太重视，还

是习惯于教师课堂讲授方式，没有意识到线上教学的重要性；② 线上教学资源

不够丰富，没有做到足够吸引学生，没有起到与线下课程形成相辅相成的作用。 

当前，大多数线上教学主要以教学视频讲解为主，兼顾测试，以帮助学生巩

固所学知识。但是，这种方式与线下教学区别度不高，导致学生更愿意参加线下

的课堂学习。如果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各展所长，将大大提升学生对物理学

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线上教学资源建设，可以挑选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

点作为建设对象，开展趣味性、可视化、互动性强、与医药学应用相关的多媒体

资源开发，引入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启发学生的思路。例如：在学习液体表面

现象这一章节时，表面张力的概念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最新的

研究成果：抽刀断水的“刀”——物体表面的特殊粘附力，作为线上学习资源展

示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教学效果。 

 

图 1 线下教学开展前后线上教学视频资源的学生学习情况 

 

图 2 线下教学开展前后线上教学拓展资源的学生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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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线上、线下教学方式的相互补充、有机融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

势，将大大提高师生间的互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其学习“负担”，提

高教学效果。 

3 结束语 

从“两性一度”的“金课”建设标准出发，我们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方

面进行改革初探：教学内容方面，结合新时代学生专业和个性化学习需求，加入

综合案例和思政元素的开发，对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教学组织形式方面，

采用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相辅相成的方式，将切实提高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的

课程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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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中课程思政的梯度建设与 

实践研究 

原杰 1，吕菁华 2 
（1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大庆 163319，中国；2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50000，中国） 

摘要：基于“课程思政”理念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本文结合《医学物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以医学检验本科的专业

必修课《医学物理学》为例，探讨课程改革的重要性。把《医学物理学》课程分

为五种课型形式，然后进行系统分类剖析思政要素梯度建设。在不同课型的教学

设计中主要抓四方面的教学内容建设，采用五类课型建设，四项目教学设计梯度

教学法。在每一类型的教学设计中融入思政育人理念，使思政育人的价值体现在

维度与梯度同步建设中。便于课程思政有理有据的操作与实施。同时大大优化《医

学物理学》课程思政的内容范式，极大方便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的梳理与应用。 

关键词：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课型；梯度建设 

 

Research on the gradient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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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in 15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curriculum thinking”, in order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this 

paper, tak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dical physics course as an examp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curriculum reform by taking the medical compulsory course, medical 

physics, as an example. The course of medical physics is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and 

then the gradient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teaching design of different course types, we mainly focus on four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construction, using five types of class construction, four 

project teaching design gradient teaching method. In each type of teaching design,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ntegrated, so that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synchronous construction of 

dimensions and gradients.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rationa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greatly optimizes th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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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medical physics, and greatly 

facilitates the car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course. 

Key words: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instructional design; curriculum type; 

gradient construction 

在医学院校《医用物理学》是大一新生的一门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是后续

专业课程的基础，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课程。因此，

在这门课程中，挖掘育人相关的思想价值，将其与课程建设相互融合，使这门课

程与思想理论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1]。 

首先我们把《医用物理学》课程分成五部分课型，即概念性课型，实践课型、

讨论课型、应用课型[2]。针对每一种课型实施不同教学设计风格。如：概念课型

（导、学、思、用）；原理课型（思、理、秩、移）；实践课型（学、练、易、

研）；讨论课型（疑、思、周、力）；应用课型（知、理、检、广）[3]。 

1 教学设计融入思政元素的思路 

针对物理学概念型课程，如物理学中的干涉、衍射、角动量、电场强度等概

念划分成概念型课程。着重四个方面对概念进行教学设计。如图 1 所示-概念型

课。 

 

图 1 概念型教学设计构图 

导---重温科学经典，学习科学家严谨治学的科学风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探索知识的潜力，培养学生科学品格。 

学----培养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程教学设

计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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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用---学以致用，拓展知识，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4]。 
使学生的在对课程内容的认知过程中对思政内容有层次感，线条清晰有梯度

的进行学习[5]。 

2 教学设计中课程思政的梯度建设 

我们把《医学物理学》课程按课程内容形式分为概念课型，原理课型‘实践

课型，讨论课型和应用课型。其中每个课型由四部分主干教学设计构成。概念课

型由（导、学、思、用）；原理课型（理、思、秩、移）；实践课型（学、练、

易、研）；讨论课型（疑、思、周、力）；应用型（知，理，检，广）。  在课

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在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课件中融入思政教学元素;除此之外,

在课堂教学中根据课程思政元素的具体内容,采取了案例法、对比分析法、启发

式和讨论教学法等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6]，根据学生专业学习的阶梯式成长

特征,系统设计德育递进教学路径等。实现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之间

的良性互动。借鉴课程思政的相关参考文献和经验，在教学中推广应用，不断在

教学实践中检验完善后，再改进与创新[7]。形成适应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教育的

价值梯度建设的课程体系。把课程知识结构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思政育人理

念和学生能力提升紧密融合，形成协同育人效应的范式[8]。 

3 教学设计中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第一 在课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第二 在单元中突出思政育人方法。 

第三 在课时中融入思政理念。 

第四 在实践中培育思政情怀。 

第五 在课外竞赛中展示思政精神。 

《医学物理学》的教学设计中，通过单元教学内容渗透思政内容；课时教学

内容融入思政内容，借助于案例教学法，线上线下的混合式的教学法实现整门课

程的思政教学设计的应用，培养了学生的价值观、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9]。 

在推进"课程思政"的顺利实施过程中应以三方面为抓手:一是树立德才并进

的观念;二是教师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三是以学生为本，立足育人使命,构建

完善的课程思政的价值体系。形成课程思政的价值梯度的建设机制，对实施课程

思政有可借鉴性和指导意义[10]。 

4 小结 

课程思政是时代需求，也是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在实施《医学物理学》课

程建设中，教学设计的梯度建设与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一定要有机结合。提高形

成性评价占比率，减少课程期末一次性终结考试带来的偶然性。使形成性评价多

样性和实效性。形成性评价的内容可设计为：社会实践、讨论问题、实验、论文

撰写、作品研究、课题研究与课外创新创业竞赛等。促进医学院校的《医学物理



教学设计中课程思政的梯度建设与实践研究 

25 

 

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要尽快把课程思政的价值理论体系构建形成。[11]逐步完善交

叉和整合，打造《医学物理学》课程自身特色的课程思政的价值梯度动态话的教

学设计体系，真正实现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中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立体化育人。塑造学生

健全的价值观,并以德育促教学,促使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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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实验教学中的问题与讨论 

李维娜，张敏，尚永兵，曾召利  

（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西安 710032，中国） 

摘要：本文通过简单介绍“利用示波器观察二极管的整流作用”的实验原理，引

出实验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问题，提出了三种解决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共地问

题的方案，解释了开启电压对实验的影响以及如何正确使用耦合方式测量直流电

压。 

关键词：示波器；共地；整流；二极管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oscilloscope 

LI Wei-na, ZHANG Min, SHANG Yong-bing, ZENG Zhao-li 
(Department of Basic Medicine,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xperimental principle of “observing the rectifier 

action of diode by oscilloscope” briefly, three problems recurrent in the teaching 

experiment are put forwarded, and three kinds of solution are proposed that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mon ground between oscilloscope and signal generator, It explains 

the influence of open voltage on the experiment and how to measure DC voltage 

correctly by coupling mode.  

Key words: oscilloscope; common ground; rectifier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对电压信号的波形进行直接的

观察和定量分析。凡能转化为电压信号的电学量和非电学量及生理学参量等都可

以用示波器进行观察和测量。因此熟练使用示波器了解示波器的原理对学生来说

就显得尤为重要[1]。 

1 实验内容简介 

示波器实验全称是“利用示波器观察二极管的整流作用”实验，通过信号发

生器先将“市电”即 220V50Hz的正弦交流电转变为 5V1000HZ的正弦交流电，然

后通过二极管的整流作用将大小、方向都发生变化的交流电转变成大小变化、方

向不变的脉动直流电，最后通过滤波电路即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使脉动的直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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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平稳的直流电，进一步得到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直流电，如图 1 所示。再此

过程中通过使用示波器观察和对比交变信号、整流及滤波后的信号，理解整流和

滤波的意义，进一步了解模拟示波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熟练使用示波器观

察交流和直流信号的波形及相关参数。 

 

图 1 示波器实验原理图 

2 实验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实验开始，我们拟使用实验室现有的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交流信号作为整流

电路的输入电源，即由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出 1000HZ5V 的正弦交流电，经示波器

测量信号波形如图 2 所示。当连接半波整流电路时，电路图如图 3a 所示，可以

用示波器观察到半波整流波形如图 3b 所示。当连接全波整流电路时，电路图如

图 4a所示，利用示波器观察到的波形如图 4b所示。当连接整流滤波电路时，电

路图如图 5a所示，观察到的波形如图 5b所示。对比实验过程中的波形，发现在

做全波整流实验时，波形会出现类似半波整流后的波形，如图 4b所示。 

 

图 2 整流电路输入信号波形图 

   
(a) (b) (c) 

图 3 (a)半波整流电路图；(b)半波整流波形图（实验波形）；(c)半波整流波形图（错误） 

   

(a) (b) (c) 

图 4 (a)全波整流电路图；(b)全波整流波形图（实验波形）；(C)全波整流波形图（理论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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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a)全波整流滤波电路图；(b)全波整流滤波波形图 

学生普遍认为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的作用，即正向电流导通，反向电流截止，

波形和输入波形信号图 2相比较，应周期不变，且一半截止，则经二极管的半波

整流作用后的波形应如图 3c所示，但是实际波形图 3b为截止部分比导通部分出

现的时间长。体现在全波整流上，波形在横轴附近会出现一小段平区，如图 4c

所示。 

在最后一步测量整流滤波后的波形时，不少学生会反映找不到“波形”。 

3 分析与讨论 

之所以出现全波整流过程中“全波信号”变“半波信号”，主要是因为低频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都使用的三芯电源插座，则两者的公共端地线与机壳连为一

点，容易出现电路中部分元器件出现“短路”。如图 4a中，D3两端分别与示波

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公共端共地，则 D3 会被短路。当所加电压为上正下负时，电

流导通 D2，流经 RL示波器有波形输出，当加反向电压时，D1导通，RL无电流流过，

故出现“半波信号”[2]。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让低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不共地

即可，我们有如下几种方案：1.将低频信号发生器接入 1:1 的隔离变压器，使信

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不共地。2.采用隔离通道示波器，如泰克 TPS2000、福禄克隔离

通道示波表（FLUKE190 系列）等，因为示波器自身已完成了隔离，所以不会和信

号发生器共地。3.如果实验室不具备以上两种条件，也可以把示波器地线直接拿

掉，这样做可以节省成本，但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此时如果接地夹夹

在 50V 电压上，那么仪器外壳、接口地等就都有 50V 电压了，高于安全电压的话

对操作者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本实验输入电压为 5V，故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学生之所以普遍认为正弦信号经过半波整流电路后，截止部分应该和导通部

分波形等宽，是因为学生忽略了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一般锗管的开启电压是 0.3V

左右，硅管是 0.7V 左右。当输入信号小于开启电压时二极管是不导通的，故出

现截止部分比导通部分波形宽。体现在全波整流波形部分会出现一小段平区。 

部分学生在最后一步测量整流滤波后的波形时，反映找不到“波形”，主要

是因为正弦交流电经过整流和滤波之后会变成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直流电，一方

面学生学生容易将直流波形误认为是基线了，另一方面在使用示波器测量直流电

时一定要注意把示波器的输入耦合方式如图 6 所示选则在直流耦合（DC 

Coupling），就是直流信号交流信号都可以通过，而交流耦合（AC Coupling）

是通过隔直电流耦合，去掉了直流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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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示波器面板耦合方式档位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示波器实验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对提高

学生在信号波形测量方面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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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医用大学物理 

教学改革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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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物理学院公共物理教学与研究中心，长春 130021，中国） 

摘要：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新医科建设、新冠疫情来袭、新高考政策的出台、智

慧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等背景下，面向医药、生命大类专业本科生的医用大学物

理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理论教学方面：设计与尝试课堂卷入式教学活动，新视角

切入思政元素，改革考核评价体系等；实验教学方面：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内容充分融入专业特色元素。通过可行性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

效率、激发了学习动力；培养医药、生命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活跃的创造性

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为下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物理基础。 

关键词：医用大学物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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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ing wind forebodes the coming storm. Teach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Physics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medicine, pharmacy and life must be enforc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ine construction, coming of COVID-19,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y, intelligent teaching and 

course education. For theory teaching: design and try the involving teaching activities 

on class,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new perspective, reform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so on and so forth;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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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is adopted and experimental content is 

tightly combined with students’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 Through the above feasible 

reform, learning interest and efficiency of students are improved, study motivation is 

aroused greatly. And also the reform cultivates good scientific literacy,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ies for these undergraduates, which lays a solid 

phys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further studies and researches. 

Key words: university physics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ory teach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新医科建设；新冠病毒疫情的汹涌来袭------未来未知；新高考政策的出台

------山雨欲来，探索新医科体系建设、培养能够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医学领

域前沿问题的医学创新人才；建设并运行大学物理线上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改革医用大学物理教学方法，点燃学生心中的火把，让学生爱上物理，医用大学

物理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风满楼。我校公共物理教学与研究中心医用物理教

研室探索并实践系列改革。 

1 理论教学改革 

1.1 教学方法改革----课堂卷入式教学活动设计与尝试 

牛津大学的那句话说得好：“导师在学生面前喷烟，直到把学生心里的火把

点燃”，课堂教学中，教师如何“在学生面前喷烟”，点燃“学生心里的火把”，

把教材中“冰冷美丽”的知识点，转化为课堂上学生“火热的思考”？[1]面向医

药、生命类非物理专业本科生大班课堂，鉴于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学生课堂参与

度较低的状况，改革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方法，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提高师生、生

生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 

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学期笔者将 100 名学生的教学班随机分成 8个大组

（8 章的理论内容，所以就选择了数字 8，组数过多不易于管理），打破行政班

级的界限随机分组，学生们很快建立起各组的 QQ 群，认识并了解，医用大学物

理的课前课中课后学习分组进行。由于学生人数较多，教学活动组织如表 1。 

表 1 课堂卷入式教学活动设计 

序号 教学活动设计 破解课堂教学冰点 

1 

合作学习----小组学习/小组讨论 

（共同学习、增进交流、团队协作、取长补短 

决策管理） 

迟到、缺课；无学习动

力；参与度低 

2 
查阅资料、介绍物理学史、物理学家 

（分工协作、对话分享、沟通表达） 
学习兴趣低；参与度低 

3 多米诺点名法回答问题（复习、紧张、表达） 参与度低 

4 
角色互换----互批作业、易错习题讲台前讲解 

（纠错、反思、总结、内化） 

启而不发；无学习动

力；参与度低 

5 
Kahoot 游戏形式知识点回顾、讲台前知识点小结 

（兴趣、注意力、参与度） 
学习兴趣低；参与度低 

通过以上可行性课堂活动的尝试，推进学生积极“卷入”学习过程，让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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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学习有效“发生”。学生们表示的确紧张起来了，需要拿出时间一起沟

通学习，以免出现课堂上因无准备而陷入的被动局面。 

1.2 思政教育改革 

（1）教学大纲融入思政方案 

育思政元素于析万物之理，不仅从物理理论及实践活动中，还可从物理、医

学及两者的交叉领域深度挖掘德育元素。在学校号召及要求下，医用大学物理新

版教学大纲各章将明确标注思政教育要求，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新视角无痕切入思政元素 

建设医用大学物理思政课程体系，找到医学物理与思政元素的最佳切入点及

生长点，以推动思政改革。 

a 物理学家和医学家双重身份的示例 

如娓娓道来瑞士的数学家、医学家、物理学家丹尼尔.伯努利及英国医生、

物理学家托马斯杨等的成长故事。医学生也可以为其他学科贡献自己的智慧，也

可以在不同领域有所成就，强调医学生掌握物理知识的重要性，激发学习物理的

兴趣。 

b 卓越物理学家家族的典范激励 

“血液的流动”[2]一章中简述伯努利家族（三兄弟均为伟大的科学家）的卓

越贡献，继而推荐学生课外查阅资料、了解居里家族（居里夫人、丈夫、女儿、

女婿均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及波尔家族（老波尔及小波尔均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小波尔为最年轻的物理诺奖获得者）的故事等。他们的精神指引学生追求真理；

在学习的道路上，比学赶帮，共同进步；成长中培养家国情怀：报效祖国、感恩

师长、感恩父母！ 

c 情景式导入及案例分析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 

案例教学是以病例为引导, 融合物理学知识与临床医学知识，使学生对医学

物理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刻。它是让学生感受深切的一种教学方式，目的在于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独立思考的习惯。如液体的表面张力这一章，讲到

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一节时，先引入“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成因，引导学生共

同分析，继而用物理原理诠释该疾病的成因及目前治疗进展……。唤醒爱心、善

心、珍视生命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1.3 理论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增加过程性考核内容及比例：期中闭卷考核（30%）、课堂教学活动量化计

入（10%）、课后作业（10%）、期末闭卷考核（50%）。学期末以小论文形式一对

一对话学生，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对本学期医用大学物理课程提出意见和建议，

收集整理，以便下学期合理改进。 

1.4 提升教师能力改革----讲课技巧分享 

构建魅力课堂，注重教学方法和讲课技巧是一大要素。效仿学校教务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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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会形式，借助午餐的时间通过边吃边聊的方式，推广好的教学方法、分享讲

课技巧及讨论其他一些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畅所欲言，交流教学经验和心得。 

如解释流体的不可压缩性时，将封闭的一段流管比作一间前后有两个门的封

闭教室，将流体粒子比作学生，将流体密度理解成教室中学生密度，单位时间内

从前门进来几个学生就要从后门出去几个学生保证教室内学生密度不变，即流体

的不可压缩性……，这样变抽象为具体的解释讲解，化难为简，生动形象，学生

易于理解且记忆深刻。 

2 实验教学改革 

2.1 教学模式改革----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强化实验预习环节 

医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欲立足于全方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

实验素养、综合的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不同于理论课，目前我校医用大学物理

实验课程为考查课，适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课前预习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通过

充分的预习，课上学生会明确学习目的和学习目标，快速完成实验内容，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因此，此次实验教学改革将强化预习环节。预习环节，

学生灵活掌控时间在线上完成。 

目前智能化教学管理系统正在设计和建设中[3]，系统包含实验预习和评价子

系统。预习后，学生还要完成系统对预习内容的测试，只有通过评价测试，才算

完成实验预习，才可以进入实验室做实验。通过预习测试评价并完成课堂实验操

作之后，方可进入课后数据处理和实验报告环节。 

2.2 教学内容改革----充分融入专业特色元素 

医药、生命类学生对大学物理学习缺少积极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对于

实验，学生只是按照教材中的实验步骤，较被动地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实验，体

会不到物理与医学、药学、生命科学等的实际联系，从而地挫败了探索实践的积

极性。鉴于此，在原有分层次实验板块基础上（基础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医

学综合设计性物理实验[4]），结合学生的问卷调查及需求，物理教学与研究中心

不断更新、增设融入生命专业特色的实验题目和内容，丰富实验教学内容。如

2018 年新版教学大纲中，经过选题和可行性论证，新增设了“生物膜电位的研

究”及“细胞电泳的测量”等实验。  

融入学科专业特色的物理实验，学生觉得有意思、感兴趣，渴望使用物理的

思想、方法和手段去探索医学和生命的奥秘，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物理与生命融合

的震撼！使学生意识到学习物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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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一步推进改革 

3.1 医学物理师约谈 

在时间、场地等条件的协调下，面向医药、生命大类专业本科生，邀请医学

物理师、技师或生物工程师做讲座或与学生座谈，使学生了解相关职责、工作内

容范畴、地位及影响力[5]等，提高学生对医用大学物理的关注度、重视度，有效

激发学习动力。 

3.2 建设医用物理演示实验室 

在学习大学物理理论知识的同时，带领学生走入琳琅满目的演示实验室、为

学生演示相关的物理现象；同时欲增加测量处理生命或生物信号和参数的相关仪

器展列，如血流变检测仪、高速冷冻离心机等。 

4 小结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新医科建设、新冠疫情来袭、新高考政策的出台、智慧

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等背景下，面向医药、生命大类专业本科生的医用大学物理

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在理论与实验教学方面，注重过程和能力培养，通过探索并

尝试系列可行性改革，点燃了学生们学习物理的热情、激发学习动力、提高学习

兴趣和学习效果。医用大学物理教学改革一直在路上，公共物理教学与研究中心

医用物理教研室“将乘着改革的东风”，锤炼教学“内力”，持续更新教学理念

和手段，提升执教能力，为培养具有缜密物理思维、较强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卓越人才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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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在医药物理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本文通过分析物理课程教学

中思政教育存在的现状及优势，结合医药物理课程的特点和培养目标，探索了医

药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以实现学科育人和课程育人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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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phys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dvantag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physics, 

and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physics b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medical 

physics, so as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subject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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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为此高校教师着手深入挖掘并探索课程

的思政元素，将教学目标与课程德育目标相结合，把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力

争在知识传授中实现育人价值引领，从而形成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格局[2]。

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运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其隐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物理基本定律定理的表述及表达式，科学问题的处理方法，物理常数的测定等形

成了完美的基本理论体系，不仅对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通

过物理原理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培养了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和科学思维方法，穿插案例宣扬工匠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的

创新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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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药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现状及优势 

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医药物理，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医药类本科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必修基础课程，是医药学类本科生学习后继课程及将来从事医药学工作和

研究的必备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人类文化体系中最重要而基础的组成部分。通过

医药物理课程教育，不仅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还加强培养学生科学

的物质观、时空观、能量观、宇宙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3]。因此，物理教育

直接关系到科学素质教育的质量、潜力和成败，医药物理教育在医药类专业大学

生素质教育中具有其他课程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医药物理教学

中融入思政教育的现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1）思政教育意识不够重视 作为基

础课教师老是认为只要把教材中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掌握理解其内容就

已够了，而忽略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熏陶，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感觉思政教育应

是思政课程教师、辅导员或班主任的事情，缺乏融入思政教育的意识，不能够把

握课堂上进行思政教育的良好时机。（2）思政教育切入点短缺 由于许多物理教

师教学习惯，在医药物理教学过程中一般仅注重相关知识理论和习题的讲解，缺

乏系统的思政教育切入点，即便要进行思政教育，也因某些因素的制约，会存在

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讲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完全不能把握何时、何地及怎么融入

思政元素。(3)思政教育模式比较单一 在物理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往往都以说服

教育及以充满正能量的科学家故事融入思政教育，这样的思政教育模式比较单一

且生硬，不能与学生的实情相结合，反而不能实现进行思政教育的效果。 

根据物理课程的特点及教学目标，医药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也具有很多优

势：（1）物理原理推导和实验探究蕴含着体验功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物理基本原理需要从各种角度分析猜想、实验探索和归纳总结，只有经历无数次

的实验探索、推导、归纳才能使物理学原理更加完善严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亲

自推导公式定理、动手操作实验并讨论分析，让学生切实体验到其中的艰辛，从

而获取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不怕困难、勇于攀登、坚持不懈的学习

精神及其追求更高的品德与精神，这样，教学中更有利于融入思政教育。（2）

物理学中充满着许多哲学思想 物理学与哲学有着密切、和谐的关系，像牛顿、

爱因斯坦、玻尔等不仅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哲学家，矛盾的思想，

唯物辩证的观点，抓住主要矛盾、忽视次要矛盾等哲学思想在物理学的研究中都

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若能有意识地给学生讲授这些物理学

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家的故事，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各种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有益于

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3）物理学丰富的理论实践创新具有拓展功

能 物理原理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将其运用到生活实践，

尝试利用物理知识进行实践创新，试图将有关物理原理进行拓展与应用。从而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作用，思政与物理原理的应用创新的结合统一，进一步加强

学生道德情操和品质的培养，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物理教学中拓展功能，这能大大

地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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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药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探索 

2.1 明确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提升教师思政教育水平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明确思政教育不仅是思政教师、辅导员的事，也是专

业任课教师的事。作为物理教师，由于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具有先天优势，首

先要明确思政教育与物理课程之间的联系，意识到思政教育不仅不会干扰课程自

身的教学活动和减弱教学效果，反而还能提升教学的思想性、人文性，进一步深

化教学的内涵，使课堂更有滋味。其次，能够以“乐教”的态度开展课程思政教

育，加深对课程育人的价值理解，明确物理课程塑造学生科学思维、价值观和人

文素养的重要性，才能够形成开展思政教育的需求，精心挖掘教材，加大对物理

课程的思政教育内涵的开发，将课程育人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改进教学态度、

激起教学热情。这就需要物理老师平时多看一些关于思政教育培养的教材和视频

及其关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方法的理论著作等，多通过网络、报刊、杂志和新闻

报道等来掌握与物理相关的最新进展和科研动态，为在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作准

备。然后，教师要有积极主动衔接意识，做好思政教育与物理课程有机衔接，它

要求教师主动实施课程设计与教学活动的结合，深究教材，挖掘思政教育元素，

融入育人内容。只有这样，物理教师才能做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

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做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同时也提升了医药物

理教师思政教育水平[5]。 

2.2 充分挖掘物理学中的哲学思想，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物理学的研究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即自然科学，社会意识属于哲学的范

畴，故物理学中存在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就是要通过对事物原理的不断探

究,来指导人们对社会、自然、思维环境的认识和概括,形成合乎事物原理的人生

世界观。物理学与哲学的渊源与发展,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定律等给物理教学融

入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医药物理教学中，教师若把一些物理原理与哲

学有机结合,能全方位认识事物,形成正确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教师可以充分挖

掘物理学教材中的哲学思想，提炼出能融入思政教育的知识点，寻找融入思政教

育的立足点。例如讲解冲量及动量定理时，冲量是力在时间上的累积效应，它是

力在时间的作用在物体上量变结果，从而导致物体动量的变化，得到动量定理：

在一段时间内，物体所受合外力的冲量等于同一时间内物体动量的增量。质量互

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量变会促使事物的发展，但需量的积累，

积累多了，必然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如果要保持事物原有的性质使其稳定，则

要保证其量变在一定范围之内，对应现实生活，说明平时做事情，要注意分寸，

保持适度原则，比如锻炼身体，也并非时间越长越好，要量力而为，贵在坚持，

不能知难而退，面对困难奋勇前进，然而想要事情发生质的改变，则需要跨越量

变的范围。由动量定理还可以发现，要使得物体的动量改变，若力较小时，需要

很长时间，而当力较大时，需要时间很短，例如车辆的超速、超载会导致碰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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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冲力大大增加，造成严重后果。通过对动量定理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发现

此定律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有恒心，一切皆有可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恶小而为之、量的积累引起质变。此时可以给学生讲如果一个人形成良好的品质

需要日常不断地培养，经过长期的积累就会培养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对社会有用的

人。这样能做到形象、具体和新颖地进行思政教育，进一步提炼爱国情怀、人文

精神、文化自信等元素，从而实现思政寓于课程，充分发挥物理教师在思政教育

中的作用[6]。 

2.3 介绍科学家的典型事迹，熏陶学生的科学精神  

物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物理学中的每一项重大发现，在探索

研究过程中，其背后都蕴藏着许多物理学家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实

验验证，那些杰出科学家的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和大公无私、乐于奉献、勤奋执着的崇高品德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的态度和悲喜交集的爱国情怀都充满着正能量、感人肺腑的思政元素，非常值得

我们学生去学习。在讲解物理学原理定律时，可以顺势通过相应领域物理学家的

事迹风采及其感人故事，如国内外著名的伽利略、法拉第、牛顿、爱因斯坦、墨

子、郭守敬、钱学森、邓稼先、杨振宁等，用他们探索科学的过程，追求真理的

历程，来引导和教育学生，学习科学家为振兴中华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的优良品

质，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使学

生接受科学精神的熏陶与感染。例如，讲授电磁感应定律时，物理教师可穿插介

绍出身于贫苦铁匠家庭、自学成才仅上过小学的科学家法拉第，多年坚持不懈专

心研究电磁感应现象，并作出了关键性突破，从此改变了人类文明。总之，在物

理课堂教学中，讲授物理知识的同时，穿插无数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感人故事，

自然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教育效果，使学生的

思想道德品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2.4 重视物理学的延伸拓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物理源于生活实践，生活中我们的身边存在着许多物理学原理。在物理教学

中，教师可以以身边的生活事例或一些利用身边现有的资源自制可行的教具进行

教学，甚至还可让学生亲自动手做教具自己做实验，这样能更大程度的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并试图让学生自己观察现象并

解释总结相关的物理原理，能深刻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引导学生有意识的将其原

理运用到生活实践之中，尝试着利用所学物理原理进行创新探索，企图使自己所

学的物理学原理得到延伸与应用。比如，讲授伯努利方程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提

示利用连续性原理及功能原理试图自己推导伯努利方程，并让学生利用矿泉水瓶

等制作一个漏斗、准备一乒乓球或两张白纸或稿纸做一个伯努利方程应用的小实

验，通过伯努利方程的学习，不仅让学生掌握了该方程，还巩固了机械能守恒定

律等知识，知道了怎样测量流体的流量及泄洪原理，利用物理原理解决生活实际

中的问题，同时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在实际操作中能培养学生实事求是、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等优良品质，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更高的品

德与精神。物理原理的延伸，构建了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纽带，实现应用创新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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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的有机统一，这正是物理教学中延伸拓展的具体体现，极大地促进了学生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7]。 

总之，医药物理教学在思政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物理教师在优化整合课程

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利用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优

势，明确物理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将智育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充分挖

掘并利用好物理学中充满哲学的原理，恰当介绍科学家的典型事迹，深度延伸拓

展物理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领悟更深的思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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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本

文提出基于雨课堂和 SPOC 进行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研究。我们从教

学大纲出发，通过设置教学内容，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依靠多元化

的考核方式和评价体系在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实施思政教育。实践结果表明，多

数学生喜欢“寓道于教”和“寓教于乐”的方式，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加通畅和广

泛，学生的自学能力得到加强，这或许可以为其他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提供

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课程思政；SPOC；雨课堂；大学物理；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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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values education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eaching research on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 curriculum”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and SPOC. Starting from the syllabus, we implement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 curriculum in all aspects of teaching practice by setting up 

teaching contents, adopting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 and depending 

on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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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like the way of “teaching with Tao” and “teaching with pleasur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learners is smoother and more extensiv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is increased. This practice may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other courses. 

Key words: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 curriculum; SPOC; rain classroom;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research 

1 实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分析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

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的核心是课程教学，在课程教育

中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2016 年，在全国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要和期待，其他各门课

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是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总书记在主持

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时，也做出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今年 6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2]。大

学物理课程是以介绍物理科学理论并以其为基础解决相关问题的应用性很强的

一门课程，物理学展示了一系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对物质

世界的基本认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在人才

的科学素质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3]，因此它在思政教育方面具有很多得天独厚

的优势。（1）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小至尘埃、大到天体，整个宇宙都

在研究范围之列，它是探索物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学习它有助于帮助学

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运动观、物质观、科学观，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增加钻

研和探索的勇气，培养创新能力。（2）《大学物理》是一门理论和实践高度结

合的课程，它面向理、工、农、医等专业，受众很广泛，授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不同专业有针对性的进行思政教育。（3）物理学可以解释很多有趣的生活现

象，贴近大家的生活，更容易从情感层面让大家接受其中蕴含的哲理。（4）物

理学的很多规律，都体现了简单、对称、和谐之美，由此可以推及我们面对人生、

面对学习和工作、面对压力、对待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5）作为一切

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在很多方面与艺术、哲学、文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文精神对物理学的进步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大学物理》课程，我们可

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6）《大学物理》有公式多、推导多、难理解、难记

忆等特点，知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对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通

过学习对于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形成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品格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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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方案 

2.1 修订教学大纲，嵌入思政元素。 

如图 1，对教学目标进行细化，在制定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基础上，设定

素质目标。引导学生学习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科学观、运动观、物质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培养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型思维，锻炼分工、合作、沟通、表达能力以及查阅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的能力，深刻体会和谐、简约、对称、统一之美，形成发现美、欣赏美、宣传美、

创造美的情怀，培养求实、探索精神，铸造坚韧不拔、乐观向上、不屈不挠、不

畏艰难、勇于创新的品格，深化尊重知识产权和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图 1 教学目标 

2.2 通过介绍物理理论的产生背景、认识和建立过程以及人类作出的

不懈努力来进行思政教育 

由于科学概念的形成、科学定律的建立、以及所有重大科学发现都是经过不

同国家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汇聚和综合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完成。

例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过程。通过介绍，促使学生了解物理概念和定律的形

成过程和逻辑关系，学习科学家不畏艰险，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严谨治学的科

学精神，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一次物理学理论的变革和发展

总是以物理思想、观念的突破为先导，比如：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过程。通过相对

论与经典力学的联系，说明任何一门物理学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都有一定的适

用范围，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未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消除局限性，必须突

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推动科学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

需要学习科学家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形成正确的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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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过介绍我国古代、近（现）代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和科学家的事

迹开展课程思政 

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成就，不少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教

学中引入我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助于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信心，担负起民

族复兴重任。 

2.4 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的发掘 

由于文理分科以及对于专业知识的偏重，理、工、农、医科等专业的学生对

人文知识和社会知识了解甚少。爱因斯坦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

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

了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我们在物理教学中有机地渗透人文精神，同时

发挥益智和育人功能。杜兰特说过：所有科学，源于哲学，终于艺术。物理学的

许多概念和定律，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物理与艺术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 

2.5 结合学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开展课程思

政，实现“寓道于教”和“寓教于乐” 

当代青年大学生具有与时代紧密相关的三大特征。一是务实，他们更具竞争

意识；二是开放，他们的国际视野开阔，思维更加活跃；三是网络化生存，智能

手机成为了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平台[4]。通过对现状的分析，针对学生的特点，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习热情，增加学习兴趣，培养合作精神、团

队意识和集体观念，提高学习效率；从教师层面，为了提升教学理念，改进教学

技术，提高教学水平，增强教学素养，改进教学效果。国内很多高校都进行了教

学方面的探索和改革[5-9]。这也符合教育部制定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中提出的：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建设智能化教学环境，

提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和软件工具，利用信息技术开启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

参与式教学，鼓励发展性评价，探索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倡导网

络校际协作学习，提高信息化教学水平[10]。我们采取了 BOPPS和同伴学习[11]的方

式，实行用线上（SPOC[5-8]）+线下（使用雨课堂软件[7-8]进行课堂授课）的混合式

教学，运用讲授、讨论、类比、小组展示、应用实例分析等方法；促进了教学方

法和教学模式的有机结合，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等形式，激发学生想象力，启迪联想，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2.6 考核方式的设定 

课程评价方式包括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主要是对于学习过



基于雨课堂与 SPOC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研究 

44 

 

程和能力的考核，包括 SPOC 成绩、单元测试成绩、平时课堂表现、开放话题或

翻转课堂展示和讨论成绩；总结性评价是期末考试；各部分占总成绩的比例如图

2所示。其中，SPOC 的作业、SPOC主题讨论、课堂上的应用实例解析、开放话题

/翻转课堂展示和讨论及展示互评、期末考试中的开放性题目涉及知识、能力和

素质的综合考查；其他部分侧重于知识和能力的检验。 

 

图 2 成绩组成及占比 

3 实施效果 

通过教学实践、问卷调查、访谈和学生的反馈，我们发现借助 SPOC 和雨课

堂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

的效果。 

多数学生喜欢“寓道于教”和“寓教于乐”的形式，在理解物理知识的同时

感悟生命哲学和生活哲理；很多学生反映利用现实生活中与物理知识相关的实例

进行知识的讲解易于理解，课程生动有趣；部分学生反馈：课程可以启发自然科

学的思维方式，并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有很大帮助，获得了很多额外的知识。问卷

结果如图 3所示。 

开放话题展示/翻转课堂和小组讨论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

的机会，锻炼了他们的自学和分工协作能力，培养了他们正确评价自我和他人的

素质，增强了学生之间的感情；很多学生表示喜欢这种讨论学习方式。 

相比于以往，学生更喜欢进行交流和沟通。大部分学生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

想法和感受，大胆提出意见和建议，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关系

更加和谐；学生认为老师能够积极倾听、采纳和接受他们的建议/意见，他们的

学习体验比较好。 

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让学生感受了更大挑战的同时，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勇

气，很多学生评价说课程具有挑战性，很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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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调查问卷结果 

4 小结 

基于 SPOC 和雨课堂，我们进行了线上和线下混合的大学物理思政教学的设

计和实践。反馈结果表明，多数学生喜欢从学习过程中获得生活哲理和社会道德

方面的启示，享受自主学习的乐趣，乐于锻炼自学能力和团队分工合作能力，接

受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大班教学的情况下，

如何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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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是高校教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医用大学物理是医药

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将“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到医用大学物理的教学之中

是课程建设的重大课题。本文针对当前“课程思政”教学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探索。从加强“课程思政”整体教学设计、优化教学方法、深

入挖掘思政资源、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和科学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等方

面研究了“课程思政”教学建设的新思路。期望能够为相关课程的“课程思政”

教学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医用大学物理；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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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reform. We provide new idea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ic teaching 

design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ethod, ascertaining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We hope we can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Physics for Medical 

Students on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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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要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要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2018 年 6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指

出：“高校要明确所有课程的育人要素和责任，推动每位专业课老师制定‘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2]。习近平总书记和

陈宝生部长的重要论述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课

程思政”教学建设已成为高校教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医用大学物理课程是面向医

药类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课程。该课程从医学专业的角度出发，系统地讲授物理学

的基本规律，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医用大学物理作为物理类课程，在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奉献的科学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都

有深刻的体现[3,4]。如何在医用大学物理课程建设中融入思政教育，做到既能传授

专业知识，又能实现立德树人，是课程建设、教学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1 医用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1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整体构建不够完善 

目前，很多医用大学物理类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中还没有加入思政内容，

教师在课上引入的思政元素多是临时加入或即兴扩展，以教师的自由发挥为主，

具有较强的随意性，缺乏“课程思政”在较高层次上的整体设计。 

1.2 教学方法没有针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优化 

“课程思政”教学要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达到“润物

细无声”的教学效果。目前，在一些课程中存在思政内容的引入过于生硬，不能

与专业课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在现有的教学方法、教学

设计上针对思政教育进行改革优化。 

1.3 思政资源有限，有待进一步挖掘 

医用大学物理属于自然科学，课程内容以物理理论知识及实际应用为主，课

程本身涉及到的思政内容较少。这需要教师以课程内容为基础，广泛地挖掘思政

资源、积累思政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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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缺乏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有效评价 

尽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但关于“课程思政”教学

在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以及专业知识的掌握等方面的效果并没有全面、有效的评

测，缺乏检验及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依据。 

1.5 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师的培训工作 

目前，在一些“课程思政”教学建设中存在着思政教学改革只局限于教研项

目、教学比赛之中，而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开展较少的现象，并没有真正的开展“三

全育人”；也存在着少数教师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对“课程思政”教学的

意义理解不够深刻甚至抵触等现象。 因此，需要加强教师的培训工作，提高教

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  

2 医用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建设的思路 

2.1 从整体上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制定了本门课程教学的基本任务和要求。

在现有教学大纲中加入思政教育的具体要求和目标，有助于更加规范地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教材是课程内容的重要依据，在教材中加入思政内容是规范“课

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手段。采用新形态教材的形式，通过二维码可以快速链接到

思政内容的视频、文章以及社会热点资讯和学科最新动态等内容。除了在教材中

直接增加思政内容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课程的内容编排，更加自然地引入思

政元素，在潜移默化中开展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以及科学素养。 

2.2 针对“课程思政”优化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改革一直是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方向。以往教学方法改革的目标主

要集中在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上。关于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的教

学方式、方法改革还比较少。近年来慕课、微课等现代化教学手段飞速发展，对

课堂教学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在引入思政元素时，可以采用微课作为课堂教

学的补充，以微课的形式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的学习摆脱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意识。 

在课程教学中可以设置更多的开放性、研究性问题。鼓励学生通过互相探讨、

自我查阅资料等多种方式解决问题，以此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以及

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和协调合作的团队精神。 

课程考核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检验学生学习情况，考察课

程教学效果，指导教学改革的作用。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应该更加注重对学

生各项能力的检验，以过程性考核为主，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考核方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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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合理的考核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积极上进的品格。 

2.3 深入挖掘思政资源、拓展思政教育素材 

深入挖掘思政资源、拓展思政教育素材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医用

大学物理课程中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充分挖掘思政资源： 

（1）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

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事物的矛盾运动原理、认识的能

动反映原理是它的三个基本原理。物理学正是以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去探究物

质的内在规律，在物理学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素材。 

（2）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 

在医用大学物理课的教学中也可以引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思

政素材。例如，在建国初期，许多物理学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科研条件，

回到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祖国。他们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为祖国的科研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这些科学家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事迹，可以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3）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古今中外的许多物理学家都具有坚持不懈、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的科学精神。通过结合教学内容介绍物理学家的事迹来激励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4）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

护、追求和关切。医用大学物理主要面对医药类专业本科生开设。医学工作更是

强调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在医用大学物理课程中除了可以融入物理学领域

的思政素材，还可以通过引入医学工作者的事迹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5）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杨振宁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写道物理学中有“现象之美、理论描述之美、

理论结构之美” [5]。医用大学物理作为物理类课程，同样包含着很多与物理相关

的美育素材。通过医用大学物理中的概念、定理、定律、公式所体现的简洁、对

称、统一之美，使学生学会感受美、理解美，创造美，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 

2.4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测 

“课程思政”教学建设已经在各高校中广泛开展了一段时间，关于思政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层出不穷。但是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估相

对来说还比较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评测“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是

学生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变化。这方面可以通过学生撰写论文、课前即兴演讲、

座谈讨论以及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评价。另一方面是“课程思政”教学开展后，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这方面可以通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前后学生的

成绩对比分析以及学生撰写的科技小论文等情况给出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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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加强教师培训、推动教学团队建设 

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也是“课程思政”教学顺利实施的基本保

障。高校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还要有过硬的

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格局”。我们可以通过开设培训班、

举办研讨会、开展集体备课、相互听课等形式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使广大教师真正达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的新要求。 

3 结束语 

医用大学物理是医药类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必修课，完善医用大学物理“课

程思政”教学建设对推动课程的全面发展、与思政课程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至关重要。我们每一位教师都要积极投入到“课

程思政”教学建设之中，努力提高自己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丰富自己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展现自己的教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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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医学物理教学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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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 100191，中国） 

摘要：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以实现全方位育人。本文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结合医学物理课程特点，分析了医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及其意义，依据线上线下教学特点，探究了混合式教学医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方法

途径，初步结果表明医学物理课程思政是必要和迫切的，通过课程思政，实现了

寓教于学。 

关键词：课程思政；医学物理；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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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s a new pathwa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and to realize all-round 

develop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Starting from the implication of curriculu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the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medical physics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main content of medical physics. In 

accordance to characteristic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 ways of medical 

physics curriculum to carry ou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re discussed. 

The relativ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aims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integ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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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人才培养，首先

要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就“德为先”的新时代人才。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教育部在 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2]：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

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 [3]。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学习物理学，归根结底是理解自然界万物根

本规律的途径和方法。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对自然认知不断更新的历程。

 
通讯作者简介：李辉，女，教授，主要从事医学物理教学及科研工作(Phone：18611805957, 

E-mail: wllihui@bjmu.edu.cn). 



课程思政融入医学物理教学研究初探 

53 

 

学习物理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物理学的课程思

政，体现在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方法中，在物理

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本文依据课程思政内涵，结合医学物理课程特色，阐述医学物理课程中课程

思政的必要性及意义、探讨从线上教学及线下教学两方面实施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及实施途径。 

1 医学物理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及意义 

课程思政以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与思政的密切联系，在专业课程中融入理想信

念、家国情怀、初心使命，从而达到对学生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

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使命担当、不畏艰难、勇于奋斗的创新

精神；培养学生 “敬佑生命、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培养学生热

爱生活、阳光朝气、自信热情的美好品格。 

物理学由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知识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物理学的思维方

式和研究方法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奥秘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宝贵结晶。物理

学中每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新规律的建立、新理论的诞生，都是经历了艰苦卓绝

的探索过程，而其新成就又总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人

们看待自然世界的观念得到更新、认识得到提升。物理学是 20 世纪以来最重要

的高级技术的原动力。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应用离不开物理学基本原理。 

医学物理，作为医学院校学生通识性必修基础课，将物理原理及其相关医学

技术手段相融合，使学生在理解物理基本原理的同时，了解正是基于这些基本原

理极大提升了人类对相关生命科学领域的认知。医学物理学课程蕴含着严谨缜密

的逻辑思维、丰富的科学素养、广博的人文情怀。根据对医学生进行的学科调研

结果显示，医学物理学课程对他们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临床

医生的感悟是理学课程对于他们今后工作中的临床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依托医学物理学原理带来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善进了人类对疾病的

认知，改善了疾病的治疗，比如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在临床中的地位不可或缺。但

医学的对象是人，医学本质必然有天然的人文属性。医学技术和医学人文是医学

的两只翅膀。医学人文让医学技术变得有温度和生命力。偶尔去治愈，经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正是医学人文的内涵。医学人文是当代医学教育发展的需求。

有一句话说“我们走的太快、走的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不忘记初

心，牢记使命，是教育的职责所在。正如医学生的入职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做一名治病救人的有情怀的医者。今

后无论走的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 

高中阶段的前期应试教育使医学生虽已成人，但远未达到应该的成熟度，还

具有很大的可塑性[4]。医学物理作为刚进入大学的医学生必修基础课，在课程

中进行相关的课程思政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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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方法途径 

2.1 线下课堂根据章节内容设计课程思政主题，根据主题采用适合的

方式切入内容 

课程思政绝不是课程+思政，犹如“油水分层、不相容”，而是二者有机融

合，犹如“水乳交融”，将思政在专业课程中以浸润式教学的形式呈现出来。通

过精心设计课程形式、内容等要素：如巧妙恰当地利用物理学史、物理学家的故

事、物理定律的发现过程、物理理论体系的建立、中国在物理方面取得的伟大成

就等，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融合，实现医学物理课程的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育人功能，助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下面通过几方面示例来探讨医学物理

教学中的课程思政。 

2.1.1开放思维、好奇心、科学探索精神——以 X射线发现及医学应用为例 

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带来威胁，而解析病毒与人体作用的分子机制，采用的

是 X 射线衍射术。X 射线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做一项试验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1895 年 11 月 8 日，他如往常一样在实验室研究阴极射线管产生的阴极射线时，

偶然发现一块涂有铂氰化钡的硬纸板发出荧光。他觉得很奇怪，是什么原因使原

来并不发光的纸板发光了呢？他敏锐地猜测，很可能是管子发出的某种“东西”

到达纸板，使铂氰钡发光，但不会是阴极射线，伦琴就把它命名为“X光”。他

立即在实验室连续进行了一星期的实验进行验证，并用这种射线拍摄了他夫人手

的照片，显示了手的骨骼结构。一项改变世界面貌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从此标

志着医学影像学的诞生。X射线的发现，偶然中存在着必然。事实上，之前其他

科学家在研究阴极射线时也发现过类似的现象，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主观忽略了，

以至于错过了一种伟大发现的诞生。由此可见、深厚的基础背景知识、敏锐的观

察分析、强烈的好奇心多么重要。这样的细节会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树立细心、耐

心、专心、好奇心、创新的研究精神，真正是“润物细无声”呀。 

2.1.2 不畏艰险、勇于奋斗、爱国奉献——从相对论的诞生说起 

核能利用的基础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MC2。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

只有 20 多岁，当时他只是专利局的一名技术人员。但他广泛关注物理学界的前

沿动态，在许多问题上深入思考，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经过十年的探索过程，

终于在 1905 年提出狭义相对论，由此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纪元。由此可见，

伟大的科学发现，无关年龄、资历、背景，但你要善于思考，富于探索、勇于创

新。爱因斯坦喜欢阅读哲学著作，并从哲学中吸收思想营养，培养了严谨而缜密

的逻辑思维，而这正是物理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这样的寓教于学对学生的触动是

深入内心的，他们会不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学习，而不再觉得物理对医学生没用，

从而对课程学习不感兴趣，或者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从另外的角度也激发了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进一步引伸出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事迹，他隐姓埋名，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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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异常艰苦、科研条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进行两弹研制。使学生深切感受科

学家的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爱国奉献精神。而且邓稼先早期曾担任我校医学生

的物理老师，他的夫人正是我校的解剖学教师，使得学生深刻感受到英雄就在身

边，更能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命担当，奉献精神。 

2.1.3 生活处处有哲理——流体力学方程的启示 

流体力学的伯努利方程，其物理学思想原理，蕴含着人生的哲学，生命的意

义。如“水往低处流”，大自然的水只能自发地由高处向低处流动，流体在流经

的路径上不断消耗能量。要实现长距离流动，亦或要实现“水往高处流”，必须

在路径中不断补充能量。人生亦如此，只有不断进取，努力向上，才能提升自身

价值，实现人生的不断超越，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亦可领悟人生哲理。 

医学物理学中思政课程的案例举不胜举。从研究内容、发展进程、以及物理

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等各角度来看，无不蕴含着深刻的思政元素。在医学物理

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学生在

医学物理课程学习中，通过融入这些思政元素，更能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提高

他们的学习热情，增加他们对科学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增强他们探究问题的精神，

而这些正是课程思政的核心所在。可见医学物理课程学习与课程思政二者是相辅

相成、互利双赢的。“教书”和“育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2 通过反转课堂，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可以利用线上线下教学及学习不同特点，从不同角度挖掘其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形成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完美呈现课程思政。 

利用反转课堂的形式，线上学习，线下讨论。学生通过线上学习，在理解课

程内容的基础上，就相关内容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变被动接受知识

为主动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主动发现问题，从而应对将

来未知领域的学习。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生开始可能不会提问，或者只是为

了提问而提问，提出的问题可能浅显而直观，通过教师引导，同学间相互讨论，

他们的思维变得越来越发散，逻辑推理能力越来越完善，归纳总结能力越来越增

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训练，这种主动探究、勤学好问的学习习惯就会深深印

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一种习惯。学习探究能力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并且

他们会把这种习惯带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文情怀得到升华。同时，在应对社

会复杂问题时也会多一分思考，有助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总而言之，通过

理科科学思维的训练，达到个人能力全方位的提升。  

3 课程思政的初步成果 

通过课程思政，增添了教师“教”的热情，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学”的兴趣。

例如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当在绪论中介绍物理理论与实验相辅相成的关系，举例

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以及实验科学家吴健雄进行的实验验证，进而

引申科学方法论、科学家的爱国奉献精神，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本来听课的

学生更加专注，甚至眼里放光，充满期待，而个别低头看手机的学生也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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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教师很是感动，也更增添了我们更进一步进行思政课程的信心。从另外

的角度来看，课程思政也增添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说明课程思

政的效果是积极的，这样的教学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这样的一堂课蕴含着家国情

怀、科学思维、创新精神、科学方法等，这样的学习我对学生而言会是终身难忘

的。 

目前的课程思政主要以课程内容为主，后续通过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进一

步深化课程思政，将课程思政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得学生养成只要看见遇

到问题、自然会独立提问、进一步思考，养成边学习边思考的习惯、正如“习惯

成自然”一样。通过大学一年级医学物理课程的学习，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后续的医学

类课程学习打下坚实而深厚的科学基础。 

4 结语 

本文根据课程思政内涵，结合医学物理课程特点，阐述了通过线上线下教学

进行课程思政的途径。线下课堂根据章节内容设计课程思政主题，根据主题采用

适合的方式切入内容。利用反转课堂的形式，线上学习，线下讨论，培养学上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表明，通过课程思政，一方面增添了

教师“教”的热情，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学”的兴趣，达到了教学相长。将课程

思政融入医学物理教学，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精神素养起到“润

物无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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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开展影像物理 

实验课程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莫嘉雯，韦相忠，袁颖 
（广西中医药大学，南宁 530200，中国） 

摘要：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学科专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医学影像

技术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仅依靠到医院参观仪器、有限的硬件投入和传统的

实验教学手段难以达到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针对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特

点以及我校影像物理学实验课程教学的现状，利用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作为传

统实验教学的补充，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实验教学模式，弥补传统影像物理学实验

教学中的诸多不足。 

关键词：影像物理学实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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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is created out of in-depth 

fusion of academic specialti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ac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t is insufficient by simply 

letting students engaged in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look around medical facilities 

in hospitals, making limited investments into related hardware and adopting traditional 

measures for experiment teaching. By using onlin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platform as a com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way, we try to construct a new model for 

experiment teaching that could cover the shortages in traditional experiment teaching 

for imaging physics, with the features of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aging technology experiment teaching in our school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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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物理学是高等医药院校医学影像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介绍医学

影像仪器设备所涉及的物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医学影像诊断中的物理现象，其

任务是为学生能深刻理解医学影像的物理学原理与成像过程，评价、控制医学影

像质量，分析挖掘医学影像蕴藏的生物信息提供必要的物理学知识[1]。与影像专

业密切相关的医学影像设备是当今诊断领域发展速度最快、技术最为复杂的一类

大型医疗设备，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不断变革的设备均要求影像技师对图像质量的

把控以及对设备成像原理及理论知识有着较高程度的掌握[2]。 

影像专业的实践性很强，对学生动手能力要求高[3]。影像物理学同时也是一

门实验性的课程，实验教学是影像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理解和掌握成

像技术的原理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开设这样一门理工结合性很强，实验依赖

性很大的课程时，很多医药高校忽略了实验课的重要性，有的以普通大学物理实

验内容代替，有的以走马观花的形式参观实验室和医院的影像设备，有的因为设

备大型、昂贵、数量少，学生动手做实验变成看演示实验，这都不利于学生理解

仪器的性能结构和实验原理，后续课程的学习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如何更好的开展影像物理实验课程？本文结合广西中医药大学（下面简称

“我校”）影像物理实验室的建设情况，探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虚实结合的

实验教学模式的构建。 

1 影像物理学实验课程的现状 

我校从 2018 年开始招收医学影像技术本科专业学生，影像物理实验室的建

设在原有的物理学实验室基础上一直在不断完善中，购置了 13 台模拟实验仪，

6 台核磁共振成像教学仪器，增加了 60 平方米的实验室。按照教学计划，我校

影像物理学课程共有 48学时，其中理论课 39学时，实验课 9学时，开设了万用

电表及示波器的使用、模拟 CT、核磁共振信号的检测这三个实验项目，累积共有

学生 80 人次使用。对于涉及 X 射线、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医学核素成像，

这四大块内容的影像物理学而言，现有的实验项目并不能满足课程教学要求。倘

若依靠购置更多种类的实验仪器、增加课时来开设更多的实验内容则首要面临的

一个问题是：硬件投入大、数量少，几十人使用一台设备必然会导致学生动手能

力得不到应有的锻炼[4]，其次是增加课时也不符合现代本科教学改革“在课时缩

短的前提下，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自主权”的要求，寻找新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2 新教学模式的构建 

2.1 传统实验教学有优势和不足 

我校在不同专业中开展的物理学实验课程一般都是每两个学生组成一个实

验小组，每次实验课共有 7到 9个小组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实验课的大致流程是

先由带教老师讲解实验原理以及演示实验步骤后，学生自行按讲义上的步骤进行

操作，带教老师巡堂指导。这样的传统实验教学模式能基本保证每个同学都有动

手实践的机会并且还能培养一定的团结合作精神，但也难以避免个别小组出现一

个同学作为主导、另一个同学只是充当数据记录角色的情况。同时这种在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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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按既定步骤去完成的实验模式，往往会扼杀了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探究的欲

望，甚少会去考究一些实验过程细节，思考实验设计者的初衷，或者去思考如何

改进实验步骤减小测量误差，实验报告也仅限于按照给出的公式完成数据处理。

这样的实验教学模式对于强调实践能力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学生而言，其教学

效果是有所缺失的。 

2.2 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使用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近年来，以信息应用为本质特征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为学生开展探究性学

习、自主实验提供了先进的手段[5]，同时由于不受实验室条件限制等特点成为传

统实验教学的良好补充[6]，特别在此次疫情期间，基于在线教学平台的虚拟仿真

实验操作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尝试使用了医学影像成像原理

与技术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室平台作为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补充。该在线平台包含

DR原理与技术仿真实验， CT成像原理仿真实验，核磁共振信号检测仿真实验，

MRI成像原理仿真实验，放射测量仿真实验这几个模块，系统仿真技术采用的是

数值仿真模式（图 1），真实再现图像采集过程，操作者可以任意调节参数来观

察各参数对成像效果的影响，再结合相关原理，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

升[2]。以 MRI成像原理仿真实验模块为例，老师将这个模块细化为自旋回波序列

成像过程、成像视野与分辨率、自旋回波序列权重实验三个部分，分别形成实验

讲义，学生只需要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登录平

台进行线上实验。实验讲义提供实验步骤作为参考，学生可自行调节参数扫描样

品，分析实验结果，完成实验。如加权成像部分，可对水油样品及脑部样品先选

用系统默认参数值（TR=300ms，TE =30ms）采集图像，扫描重建图像并作为参考

图像记录后，分别以一定的步进值改变 TR，TE，通过观察不同程度的 ρ加权、T1

加权和 T2加权所对应的不同组织在图像上对比度的变化情况（图 2-4），总结 TR 

和 TE对图像权重的影响规律，理解不同组织 T1加权和 T2加权的成像区别，认识

到因为水是一种纵向弛豫时间 T1和横向弛豫时间 T2都很长的组织，可以通过观

察水在图像中的亮或暗来判断所读的是 T1加权还是 T2加权图，同时还能理解为

什么能把水作为区分图片中其他组织的灰度参考。比起单一模式的传统实验教学，

通过这样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作为补充，学生可以随时通过进行实验操作把

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化生动的可视图像数据，把文字变成更容易留存于大脑的图像

模式，学生学习兴趣增加，自主学习的意愿得到提高，实验教学也能收到更好的

学习效果[7]。 

2.3 利用在线教学资源为使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提供有力支持 

在使用在线虚拟仿真平台开展实验教学的同时，要求学生充分利用各种在线

平台如中国 MOOC 大学、智慧树等，查找与影像物理学的相关教学资源，如《教

你如何选择医学影像检查方式》等，开展自主学习。老师也可以通过建立慕课堂

或者班级 QQ 群，发布教学任务、上传实验讲义、课件，分享微课视频等教学资

料，方便学生灵活安排学习时间，搭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流讨论的平台，提

高自主学习的可行性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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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共振成像原理虚拟仿真实验界面 

 

图 2 ρ 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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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1加权 

 

图 4 T2加权 

3 效果与改进方向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一个是医、理、工相结合的综合性专业，影像物理学更是

集中体现了这种学科交叉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行业的发展，医学影像从传统的

形态诊断向精准的影像诊断“组学”发展[8]，对本就注重实践能力医学影像技术

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大为提高，不仅能熟练操作仪器设备，还需要对成像原理做

到深入的理解与掌握，才能达到创新性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相比以往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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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实验教学，影像物理学实验课程在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虚实结合的

教学新模式的尝试过程中，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医学影像专业对实践能力的高要求与实验教学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我校

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办学时间还不长，经验积累尚浅，在此次的实验教学改革融

合了多种教学模式，且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新模式下的影像物理学实验课程的整

体教学设计还没有形成，探究式、PBL等新的教学法也有待融入，教学改革虽有

成效但仍未形成较大合力。今后的教学改革中，还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在线虚

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应用范围，继续探究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虚实结合的实验教

学模式，并且尝试推广到其他专业的物理实验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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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X射线

的衰减规律及医学应用”中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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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新医科”和“金课”的建设需求，传统的线下课堂已经不满足当今

教育改革的要求。为加强课程建设，本文以“X射线的衰减规律及医学应用”这

一章节为例，借助于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和网络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的实践与探索，将线上课堂和线下课堂的教学优势结合并充分发挥，以调动

学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带领”学员学习，为后续《医用物理学》和《医

学影像学》课程全面开展混合式教学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新医科；金课；混合式教学；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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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demand of "new medical science" and "golden 

course",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uses "X-ray attenuation law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by using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the network 

platform. Which can combine th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dvantage, arouse 

subjective initiatives of students, So teachers can lead students learn better. And it lays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mixed teaching of " medical physics "and" 

medical imag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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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部与中央 14个部委和单位联合推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全面拓展“新医科”建设。同年，在教育部召开的“新时代中国高等本科教育”

会议上，陈宝生部长提出“金课”建设的要求。这就要求各学科在教学内容上要

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有机融合；在教学形式上要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在教

学成果上要体现探究性和个性化。而《医用物理学》和《医学影像物理学》这两

门课程均是物理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是“新医科”教育的工程基础。目前，这

两门课程在多数高校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显然与“新医科”和“金

课”建设的要求相悖。而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它是将在线

教学和传统线下教学的优势相结合，重新定位教师的角色，激发学员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来实现教与学的生态重构。由此，作者以 2019 级医学影像学、麻

醉和预防专业组成的 45 人教学班为研究对象，以《医用物理学》和《医学影像

物理学》两门课程均涉及的“X射线的衰减规律及医学应用”这一章节为例，利

用智慧树和瞩目网络平台进行了初步的“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实践。 

1 教学设计与实践 

1.1 课前预习 

“X 射线的衰减规律及医学应用”这一章节不仅涉及到物理原理和机制，还

涉及到 X射线在临床中的各种成像技术，与实践联系紧密。由此，在课前，笔者

通过医院走访、网络调研等方式搜集了相关的医学影像素材，并通过精心设计与

组织，整理成相关的教学视频、PPT和重难点解析等通过智慧树平台发布，以便

于学员课前预习。此外，为了了解学员课前预习情况，作者以“易、中、难”三

个层次设计了相关问题，供不同层次的学员在课前预习作答，以便于教师及时调

整线下课堂的教学计划。通过实践发现，课前线上教学资源的发布，可以使老师

与学生在无形中形成互动，老师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学员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情况，

如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一知半解的知识点等。此外，通过线上资源的自学，大部

分学员迫切的想要了解其中的物理本质和机理，为线下课堂有针对性地学习提供

了保障。 

1.2 课中教学 

1.2.1 线下课堂教学 

传统的线下教学均是以教师为主，将知识点通过讲授法传授给学员，导致学

员在课堂中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率低下。为此，在这一章节中，笔者对线下课

堂的教学设计进行了重组与优化。具体是：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白肺”影像片为

导引，结合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层层递进、有连贯性的设计问题，使教学环节

环环相扣。此外，应当注意地是，问题的设计除了有关联性，还要有针对性和实

际性。课堂教学时，通过结合“Ｘ射线白肺成像”这一医学案例，以探究法、讲

授法和启发法相结合地教学方式来代替传统的讲授式课堂。通过教学实践发现，

以问题为导引和动力的探究式课堂，实现了师生在课堂形式上、知识上和情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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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绝大多数学员思维灵活、发言踊跃，能集中精力高效学习。 

1.2.2 线上讨论课堂 

线上讨论课堂开展的主要目的是为增强学员的学习体验和科研思维训练方

式，来帮助他们查找不足、建构知识。在本次线上讨论课堂前，首先将 45 名学

员，分为 5个小组，以便于学员分组讨论和课堂管理。“X射线的衰减规律及医

学应用”这一章节线上讨论课堂的开展主要是围绕“重难点微课讨论”和“拓展

延伸”。比如本次线上讨论课分为两个专题：专题一是质量衰减系数（重难点）

的讨论；专题二是临床中 X射线的成像种类及应用（拓展延伸）。在专题一的讨

论中，通过教师引导，使学生从概念理解和公式推导相结合的角度，帮助学员理

解质量衰减系数与线性衰减系数的关系和质量衰减系数的微观内涵，以深化知识。

专题二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通过最新的 X射线影像技术素材

结合相关理论知识，使学员清晰认识到临床医学 X 射线成像的分类和机制。比

如：通过临床正、反片的对比与讨论，使学员明确 X射线透视和摄影的区别及相

关的物理机制（荧光效应和感光作用）的不同；通过“钡灌肠”和“血管造影”

的探讨，使学员明确 X射线造影术的用途和优势。 

每一讨论专题结束后，由老师进行总结陈述，并请学员将自己的感悟和想法

写成书面报告上交。 

1.3 课后自测与反馈 

在课后，通过智慧树平台线上发布、批改作业和自测题。一方面老师能及时

地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和差别，另一方面学员可以及时查看自己的作答正确与否，

以便及时改正。另外，线上设置互动反馈区，教师将出错率较高的题目以文字形

式统一给学员讲解，学员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和问题反馈给老师，通过双向反馈，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更好的学习，弥补了传统教学在空间、时间上的局限性。 

2 教学评价的完善 

单一的闭卷终结性考核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学员的学习情况，还会降低学员

的学习热情。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笔者对考核形式也做了一定

调整与完善。除了终结性考核的设置，还设置了过程考核和能力考核环节。过程

考核包括：课前预习情况、线上讨论情况、课后作业和自测情况等。能力考核依

据两部分来评判：一是根据老师设置的主观题；二是学员在线上讨论课堂提交的

书面报告。通过考核方式的完善，不仅可以区别学员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还能提

高学员的学习动力。 

3 结语 

通过学员提交的书面报告、调查问卷等教学反馈统计后发现，“线上＋线下”

混合式的教学模式在“X射线的衰减规律及医学应用”这一章节，较好地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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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启发和监控的作用，激发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能帮助学员高效学习，自发建构知识体系。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更加丰

富、完善个人混合式教学的经历和经验，开发、完善优质的线上资源素材，为以

后全面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做好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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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物理实验在新视角下的教学模式 

李会然，王晓方，王瑞琦，王芳，金灿，王卫国，赵敏同 
（武警后勤学院，天津 300309，中国） 

摘要：物理实验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分析目前医用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 MOOC（慕课）等教学模

式，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以促进医用物理实验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增强

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医用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教学效果 

 

 

Teaching mode of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under new visual angle 

LI Hui-ran, WANG Xiao-fang, WANG Rui-qi, WANG Fang, JIN Can, 

WANG Wei-guo, ZHAO Min-tong  

(Logistics University of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Tianjin 300309, China) 

Abstract: Th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ims at train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combining the current MOOC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 

Key words: medical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effect 

 

物理教学是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学活动。无论是物理规律的发现，还是物

理理论的验证，都有赖于实验，通过观察分析实验现象和对物理学的测量学习，

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加深对物理学

的理解，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物理实验教学是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

重要手段。但是，有些实验在课堂上是无法进行的，比如牛顿第一定律，教师无

法利用现有资源制造真实的环境进行实验，让学生直观地体会实验过程，发现规

律并总结定律。 

随着教学理念的发展，教学手段不断革新，当今教学模式不在是单一的讲授

式，越来越多的授课方式得到教师们的青睐，比如导学式、合作式学习，翻转课

堂等等，尤其是以“MOOC(慕课)”为代表的新型教育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时代

MOOC 给传统教育和大学功能带来了巨大影响，推动了物理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

新。据调查，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课外参与 MOOC 学习的在校学生，其大学物

理期末考试的成绩与 MOOC 学习成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1]。MOOC 为提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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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遇。如何紧跟世界潮流，建设具有医学特色的医用

物理实验 MOOC课程是从事物理学教学的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医用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被动学习，无法独立思考 

当今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同大学之间课程与教学质量存在巨大差异，大部分教

学资源薄弱学校的学生无法享受到优质的大学教育[2]。同时，大部分医用物理教

学过程中，学生都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学习兴趣不高，无法真正思考问题，也不

能真正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高校医用物理教师，我们应该使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导者而非受动者。另外，目前高校教学大多采用多媒体教学，但使用多媒体

授课速度较快，导致整个课堂节奏过快，结果造成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不够，学生

的兴趣点转移不在问题上，这就要求教师对整节课堂的节奏要有一个把握。 

1.2 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且长期不变 

当前物理实验课程最大的缺陷在于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绝大多数实验采用

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的，只有少部分采用的是将讲解实验前收看

微视频。而实验微视频的制作，多数使用的方式是采用录屏软件录制讲解的声音

以及匹配的 PPT，采用录像机录制实验操作，进而经过软件把资料进行剪辑[3]。

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且容易，可是视频较为单一，毫无变化，对学生而言

没有较大的吸引力。使学生对实验内容的理解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对教学效果影

响不太明显。 

2 医用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改进建议 

2.1 充分利用MOOC平台，让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把物理实验理论内容上传到 MOOC平台，MOOC开课的时间基本与课堂教

学进度同步。对于在校生而言，除了课堂学习之外，增加了一个自主学习的平台。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MOOC 进行自主学习。在课下学生就通过平台熟悉实验内

容，就不会出现以往在短时间接受老师的巨大信息量而无法消化，导致做实验时

困难重重的窘况。在实验课上教师则侧重深入指导、探讨和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

题，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达成共识。在这种模式的学习下，可以进行课堂

的翻转[4]。不但巩固了所学知识，而且也逐步培养了他们自主学习以及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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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录制和制作实验微视频 

物理演示在物理教学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除了在讲课中融入的录像资料外，

有些需现场实时演示的实验，我们将这些内容设计成在实验室现场录制的形式，

使学习者具有一种身临其境地现场参与感。采用现场录制、录像室录制、屏幕抓

拍等形式录制实验微视频，采用教师边做边讲解的方式，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老师

就在自己身边娓娓分析[5]。比如，采用以 PPT 为主的屏幕抓拍和教师的同步授课

相结合。这样，学生在专注于 PPT演示文稿的同时，能面对面地感受到教师的亲

和力，也给学习者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在微课程的计上尽可能体现医用物理学的特点。在物理学的许多部分都涉及

医学现象的物理原理以及物理原理在医学领域方面的应用，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

选题，更加突出医用物理学的特色，从而提高医学类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帮

助他们加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培养和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利用仿真软件模拟物理实验 

利用软件模拟实验是一条可行性比较高的一条路。其特点是可以规避传统实

验的误差大、实验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还可以补充物理演示实验的不足，提高演

示效果。有些实验有一定的危险性，学生不能够进行操作，比如托里拆利实验，

因为利用水银实验，水银有毒具有挥发性，停留在空气中，会使人中毒甚至死亡，

此时可通过仿真实验来达到教学目的[6]。仿真实验播放时要配合教师的讲解，将

传统实验与模拟实验有机结合到一起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结语 

由于物理学科的特殊性，实验课是物理的基石，医用物理实验教学旨在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

医用物理实验教学的目的和意义，树立更高的实验教学目标。我们应明确媒体手

段只是帮助教师在教学中遇到难题、不好解决的问题时候，用一个动画或者一个

接近真实的实验，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思维的建立。不管我们采用哪种教学手段，

结合传统的教学手段，都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围绕教学目标展开。传

统教学与现代教学手段二者互相补充，建立一个高效的课堂，学生喜欢的课堂，

让学生学会运用知识并能够在一个相对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得到发展。同时培

养学生的独特性，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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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在医用物理学教学中的重要应用 

梁合鹃，袁崇民，梁媛媛，郭鑫，许佳捷，江键 
（海军军医大学卫勤系数理教研室，上海 200433，中国） 

摘要：新媒体具有直接、高效、互动性好、以受众为中心的优点，此类优点完全

契合当前教育发展的要求与趋势，契合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和输出信息的喜好。

若将新媒体合理的应用于医用物理学的教学，一是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大

学生获取的信息量，二是可以方便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沟通，增加思维碰撞的机会，可以让教与学的过程都灵动鲜活。此外，以新

媒体为依托的素材资源库，可实现资源与知识的共享，有助于教学工作更好进行。 

关键词：新媒体；医用物理学；资源库；知识共享 

 

 

The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in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LIANG He-juan, YUAN Chong-min, LIANG Yuan-yuan, GUO Xin,  

XU Jia-jie, JIANG Jian 
(Nav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New media owns a feature of direct presentation, high efficiency, friendly 

interaction and audience centered. All those features integrally coincident with the trend 

and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t’s also coincident with the 

students’ preferences for obtaining and outputting information. If the new media 

rationally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physics, firstly, studying zest could be 

motivated from students and more reachable information added in the course; secondly, 

communicating relationship among teach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mong students 

is convenience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hances for brainstorming that make teaching 

and studying process both attractive and vivid. Furthermore, material and resource 

library based on new media can achieve a shared space of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that 

will give more help for the teaching to carry through. 

Key words: new media; medical physics; resource library; knowledge sharing 

 

随时代变迁，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为

依托的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交流与联系的方式越来趋向于无距化，大家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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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尤其是 00 后、05 后的青年，对互联网和网络平

台的依赖程度更高。将逐渐普及并被 00后、05 后高度接纳的网络新媒体与教学

相融合，使教学变成容易被学生接受的形式，对高等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当代大学生学习特点及教育发展趋势 

当代大学生，从小接触互联网和电脑、手机，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信息获取

渠道，更容易从网络平台中获取信息。他们更关注信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更习

惯实时发表自己对某一信息的观点、同时也更关注其他人关于同一信息的看法、

信息的获取具有碎片化、实时输出与输入的特征。了解 00 后、05 后获取信息的

特征，就会明白为什么“抖音”、“哔哩哔哩网站”等平台为什么在年轻人的世

界风靡。当我们恨铁不成钢的说出“教育靠抖音”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应

该思考为什么“抖音”可以风行且为大众所接受，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与当今时

代的差距在哪里。   

了解学生的世界、了解学生的想法、听懂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是教师和学生高效沟通的前提条件。思考我们怎么合理的将“抖音”、“哔哩哔

哩”网站及类似的公众号、网络平台等流行的网络模式应用到教学工作中，是推

动高等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靠近的一大步。近年来，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慕课”、

“SPOC”逐渐被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所熟知。自 2018 年教育部提出建设“金课”

以来，高校教育工作者也越来越关注互联网在高等教学中的应用，更多的优质网

络资源也逐渐被应用于教学，“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是高等教学不断发

展与推广的教学模式，为课堂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4]。基于互

联网资源的线上线下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成为高等教育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趋势，

而关于新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也更有价值。 

2 新媒体与医用物理学契合的基础 

2.1 新媒体概念 

关于新媒体概念的界定，各路学者众说纷纭，很难确定的将其定论。例如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的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

传播的媒介”；美国《连线》杂志则将其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无

论如何去界定，毋庸置疑的是新媒体基于网络借助电脑、手机登终端向用户提供

信息的本质，其显著特征就是具有交互性、共享性、海量性、受众广泛，其“双

向传播、用户创造内容”符合人类社交心理，是其被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5]。微

信、微博、抖音、网站平台等都可归属新媒体一类。 

教育的本质在于知识的传播与获取，当前环境下，教学更讲究以学生为中心，

更强调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过程，关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讨论与分析

来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和创新的能力[6]。以往受限于课时、教学资源等客观因素，

很难做到教师与学生的无缝衔接。而新媒体则可以使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自由互动

沟通的教学模式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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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媒体应用于医用物理学教学的必要条件 

在新媒体横扫世界的潮流中，智能手机、电脑几乎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标配。

青年，通常也是最先熟悉新事物的一群人，根据年度最受年青人欢迎 APP 排名，

“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影音类 APP 囊括了前几名，所以，关于新

媒体相信学生是专业的。如此，将新媒体应用于医用物理学教学的物质基础就完

备了。 

医用物理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是有很强的应用性，看似理论化的知识点背后是

大量的实际应用，与医学应用以及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这就便于我们将各个知识

点与实际应用结合，以漫画、动画、视频等的形式表现出实际案例的应用及其与

之相关的理论分析，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多样性与直观性，最主要的是便于在网

络上的储存与传播，满足新媒体关于信息源的偏好形式。比如说，讲解 X 射线产

生及性质这一部分内容时，如果能有段关于 X 射线产生装置的组装以及产生 X

射线过程的视频，再结合临床 X 光机的使用视频，学生很容易就能理解 X 射线

产生的原理，阳极靶与灯丝的选取原则及其对 X 射线应用的影响，管电压与管

电流对 X 射线强度与硬度的影响等知识点，也更容易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过程，并且学生学习的热情也会大大提高。 

此外，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邀请学员参与到教学工作中。前面说

过，关于新媒体，学生比老师更专业，我们可以利用学生的该优势，开展关于教

学的第二课堂，邀请学生一起做教学素材准备工作，其中的视频拍摄与剪辑、动

画的制作等富有趣味且符合学生审美的表达方式，相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做起

来会比教师更专业！术业有专攻，最好的配合模式就是教师负责专业知识的把关，

学生负责将其转化为易被同龄人接受的形式。教师注意关注学生关于素材的互动

及反馈情况，留取优秀的素材构建资源库，不断丰富与精进教与学的内容。 

3 基于新媒体的医用物理学教学方式的特点 

基于新媒体的医用物理学教学模式一旦形成，将会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教学内容大幅度拓展，极大程度上开拓学生视野。新媒体信息传播与

接收的方式决定了教学内容的新、泛、宽。要想吸引受众的目光，照搬教材的内

容肯定是不可行的，必须要有足够新、能够跟得上潮流而又为大众所接受的东西

作为支撑，这就势必要求教师去认识与了解最新的知识与学科的发展前沿，并将

其合理的融入到教学内容中。新媒体传播知识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点，是教学

内容拓展的最根本支撑。 

其次，互动与沟通更为便利及时，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变的普遍。传统课

堂，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效果极少有理想的时候。原因一是在于时间空间的限制，

一节课时间是固定的，教师不能就某个问题与某个学生做深入的探讨，而课后愿

意找教师的学生则少之又少；二是存在一部分羞于课堂提问的学生，这部分学生

也常常是慢慢听不懂而放弃学习的人。有了新媒体做依托，上述两个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新媒体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位用户都可以随时上传信息，可以实名也可

以匿名，学生在利用新媒体学习的时候，有问题可随时通过留言、弹幕、讨论组

等方式提出来，与此同时，会的同学可做出解答，或者同样有疑问的同学之间可

互相探讨。尤其是教师可方便有意识的设置一些讨论点或者争论点引导学员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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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与讨论，让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真正实现。 

最后，智慧的积累与知识的共享成为现实。我们常说，每一位老教师都是移

动的智慧库，但通常教学过程有种可意会不可言谈的意味，虽然经验丰富的老教

师全心全意的想要将自己的智慧传承给后辈，但效果却不一定理想。同样，每个

学校肯定也都有其擅长和出色的方面，却受限于信息的蔽塞，各个学校之间互通

有无取长补短的机会很容易错失掉。鉴于新媒体资源的共享特点，依托于新媒体

的教学模式，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上述问题。每一份出色的教学素材，都渗透着

制作者智慧，也包含着一个学校的特长，建立优秀素材资源库，可以让我们随时

借鉴学习应用同行的智慧和知识。 

4 结束语 

穷则思变，与时俱进，借助于互联网和全新的技术与模式发展教学工作，使

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与趋势，是大势所趋，也是良好教学效果的需要，相信新媒

体与医用物理学教学工作的结合，将会给医用物理学的教学工作带来新的生机与

活力，展现出医用物理学学科的真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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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MOOC课程学习数据分析 

刘凤芹，盖志刚，于淑云，周华，刘建强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中国） 

摘要：我们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线了医学物理学 MOOC课程，对校外学习人员

免费开放，对参加学习的学生视频观看、作业、测试题、讨论、期末考试等学习

数据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MOOC；医学物理学；资源建设  

 

 

Analysis of medical physics MOOC  

LIU Feng-qin, GAI Zhi-gang, WANG Chun-ming, LIU Jian-qiang 
(School of Phys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MOOC of medical physics is put up on MOOC platforms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it’s open for everyone. The study data such as video viewing, 

homework, unit test, discussion and final examination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OOC; medical physic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MOOC 是一种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包括学习进度管理、在线交流答疑、作

业批改、考试等覆盖教学全过程的新型在线教育。MOOC的特点是大规模、在线、

开放。MOOC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传播模式与学习方式，引发全球高等教育的

一场重大改革，带来了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

深刻变化[1-3]。 

我们开设了医学物理学 MOOC 课程，是针对医学类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通

识性基础课程。医学物理学 MOOC 课程资源建设从 2017 年开始，2018 年 3 月在

中国大学 MOOC和智慧树 MOOC平台同时上线，到目前已经运转了五期，第六期即

将开始，选课总人数达到两万人以上。图 1 给出了每期的选课人数，可以看出，

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第五期选课人数达到了 9409人。从讨论区内容看，MOOC

选课人员主要为在校学生，也有感兴趣的社会学习者。MOOC 课程作为线下课堂

的有效补充，方便了在校学习者。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1802136031）；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

教指委立项项目(DJZW201924zn-8, DJZW201912xb)；山东大学教学研究项目（2019Y056, 

2019Y057, 2019Y058, 2019Y297）；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年“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教学

改革与实践研究”专项课题（2020JXD02） 

作者简介：刘凤芹(1974-)，女，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医

学物理教学和全固态激光器件的研究(E-mail: liufengqin@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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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每期开课时的选课人数 

1 医学物理学MOOC资源建设 

在 MOOC 建设中，根据医学教育教学目标，我们精心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内

容，参考教材使用的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由武宏主编的《医用物理学》第四版。按

照一学期周四学时，选取的教学内容有：力学基本定律、物体的弹性、流体的运

动及液体表面现象、振动、波动、声学、电学、磁学、直流电、光学、激光、X

射线、原子核和放射性、量子力学基础等物理知识。在加强物理学本身的科学性、

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物理学与医学的相互渗透、

医学应用及对医学现代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如肌肉、骨骼的力学性质、血液的流

动、听觉的物理过程及听力测试、人体导电性、心电、脑电、电生理有关知识、

以及激光、X射线、原子核和放射性在医学中的应用。结合临床及医学研究实际，

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医学物理的重要性，推动医学物理学的学习。 

课程内容以知识点为中心制作教学微课视频，整个课程大约分成 110个知识

点，总拍摄时长为八百多分钟。知识点又分为核心知识点、支撑知识点和拓展知

识点。根据观看者的心理过程研究，每个知识点视频时长 7-15 分钟为宜，视频

中有弹题，设置恰当的提问，灵活多样化的提问策略促进学生的思考，吸引学生

的观看注意力。微课录制中，遵循提出问题→探索、猜想→引出概念→引出性质、

定理→问题解决的规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每个微课讲完有简短的小结，概括要点，帮学生梳理思路，强调重点和难

点。学生可以在 MOOC 平台观看视频进行预习和自学。平台上除了视频，还有章

节测验，每个知识点对应的 PPT 和作业。章节测试都是客观题，系统自动批改，

作业为主观题，作业提交后，需要学生互评，通过互评，学生可以了解其他同学

的学习情况。平台是开放的，学生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形成观看视频+电子阅

读+在线讨论+作业+测试的学习新模式。学生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在移动终

端，利用碎片化时间做到了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听不懂的内容可以在线上多次

登录学习，MOOC 对课堂教学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平台上还给出来很多的链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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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如科学家的故事，物理规律、定理研究发现的过程，物理学的最新发

展及应用等，这些资源可以随时更新。在 MOOC 平台，教师通过系统数据，如对

教学资源的查看人数和测试题、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学生在线讨论的活跃度了解学

生学习情况[4]。 

2 医学物理学MOOC课程数据分析 

以第五期，2020 年春季学期为例，开课时间为 2020.1.19-2020.7.14，选课

学校有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南医药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湖北医学院、滨州医

学院等多所学校，选课总人数超过 9000人，图 2给出了选课人数随时间的变化，

选课主要集中在开学初期，因为每个学校开学时间不同，在开学初期 2.3、2.10、

3.3号等几个时间段出现了选课高峰。 

 

图 2 选课人数 

因为本校学生采用的是基于 MOOC 的 SPOC 课程，所以选取医学物理学 MOOC

课程的主要是校外学生。对于校外学生，MOOC成绩不计入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作

为学习的辅助资料。观看视频人数初期最高达到 4200人，后期稳定在 1000人左

右，学生需要时才看，需要哪一章看哪一章。图 3给出了观看视频人数随时间的

变化。对于 ppt浏览人数、富文本浏览人数，其变化和视频浏览人数相似，最后

大约都稳定在 1000 人左右。 

 

图 3 观看视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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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给出了参与单元测验的人数，平均稳定在 800人左右。图 5 给出了提交

作业和考试的学生人数，四次作业，平均每次提交人数大约在 500人，期末考试

为 760 人。图 6 给出了参与线上讨论人数，大约为 500 人左右。MOOC 成绩包含

单元测验、讨论、作业、线上期末考试等成绩，比例为单元测试 20%，讨论 10%，

作业 20%，线上考试 50%。图 7给出了最后总成绩的分布，有成绩的共有 2207人，

其中优秀 224 人，占比为 10.1%，合格 307 人，占比为 13.9%，总的通过率为

24.0%。这个数据说明，很多学生只是浏览了线上资源，没有参与单元测试等全

部的学习过程，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坚持完成了全部学习，虽然学习并不计入他们

的考试成绩。通过对课程的评价，可以看出同学们认为课程好，资源丰富，对他

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图 4 参与测验人数 

 

图 5 参与作业和线上期末考试人数 

 

图 6 参与线上讨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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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学生成绩分布 

3 结论 

通过对医学物理学 MOOC 课程学习数据的分析，说明其交互性，多样化的教

学模式，推动了学生医学物理学的学习，希望今后能和其他高校实现课程共享，

促进医学物理学 MOOC 课程更好的发展，更加的完善，更多的使用，建成线上金

课，促进医学物理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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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课堂”的《医用物理》课程 

线上线下教学实践研究 

孙超 
（大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连 116622，中国） 

摘要：基于“雨课堂”的《医用物理》课程教学是通过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的有

机结合，可把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育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2020年春季学期，由

于疫情影响，各级学校都开展了线上教学，笔者通过本学期的线上教学，给出了

线上学习的学生反馈，并与之前教学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雨课堂”对

教学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基于“雨课堂”的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生课下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反应良好，从期末成绩的统计分析来看，

尚不能说显著提高了《医用物理》教学质量，但是部分专业的学生的优良率和不

及格率的确有一定提升，说明很多学生还是受益于该教学模式的应用，。 
关键词：雨课堂；医用物理；混合式教学；线上教学；线下教学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practice of 

medical physics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SUN Chao 
(The College of Phys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nline learning, which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20,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pidemic situation, schools at all levels have carried out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online teaching of this semester, the author gives students' feedback 

of online learning and compares with previous teach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in 

Classroom" has a good auxiliary effect. The teaching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can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students have a good 

reaction to the course after class.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inal scores, it cannot 

be said tha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edical physic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some major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excellent rate and failure rate of the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have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which shows that many 

students still benefi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aching mode. 

Key words: rain classroom; medical physics; blending teaching; onlin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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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teaching 

随着社会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计算等新

技术逐步广泛应用，新技术通过网络和手机终端等设备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1]中指明了教育信息化今后

工作的目标、方向和途径。“十三五”期间，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在更高层次上

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大背景环境下，在线开放课

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为人们学习提供了新的模式，必将迎来广泛的发展。混

合式学习结合了在线学习和传统课堂教学的双重体验，使教师能够因材施教，进

行个性化教学，使教育从一种工厂化的集中教育转移到创新教育，并最终进行混

合式学习的基本框架，是一种最符合互联网时代需要的学习场景。 

根据美国学者迈克尔·霍恩和希瑟·斯特克的研究[2]，混合式教学中，学生

的学习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在线进行的，在线学习期间学生可自主控制学习

的时间，地点，路径或进度。目前国内普遍的理解是：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将线上

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教师由教的角色变为指

导，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学习活动更加丰富灵活，教学效果获得提升，“线下”

教学是“线上”学习情况的补充和完善，通过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这两种教学组

织形式的有机结合，可把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育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学习者

的学习由浅到深地引向深度学习[3]。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和传统教学习惯的难以改变，所以，老师们还是

更习惯于线下的教学。2020年春季学期，全国的各级学校都因为疫情的原因，主

动或被动进行了网上的在线教学[4,5]，作者也通过线上教学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教

训。 

1 基于“雨课堂”的《医用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雨课堂”将传统的教学理念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为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

了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持。它将 PPT、智能手机、微信、MOOC、微课等融为一体，

为师生提供了个性化、完整化、立体化的数据支持，让教与学更加明了。 

《医用物理》作为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当前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学时不足，目前各学校《医用物理》课程的理论课时根据专业从 16学

时到 72 学时不等。由于课时所限，教师首要任务是完成教学任务，难以进行教

学模式的改革创新，也难以对各个知识点进行透彻的讲解与分析； 

（2）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缺乏对学生实际解决

问题和科学素质的培养,学生对课程兴趣不高，难以将理论知识和实践中面对的

问题结合起来[6]。 

将“雨课堂”应用到《医用物理》混合式教学中,可以结合传统教学与信息

化教育的优势，解决目前课程面临的以上两个主要问题，提高教学效果。因此，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应用研究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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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雨课堂”的《医用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

计 

2.1 教学环境设计 

教学环境安装分为两步，电脑端插件的安装，手机端微信小程序的安装。 

2.2 教学过程设计 

2.2.1 课前预习环节 

课前预习环节，教师通过推送 PPT、相关视频、预习文档、知识导图、课前

思考题及知识案例等内容，让学生通过微信“雨课堂”或 QQ 群提前进行预习，

一方面通过知识案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通过预习内容，思考题的

思考，帮助同学们更好的基于问题和案例进行学习。本文作者主要通过 QQ 群和

学生进行相关问题的解答和交流，选择原因是微信群的群文件等功能不如 QQ 群

方便。 

2.2.2 课堂教学环节 

课堂实时点名，通过后台数据库文件，获取学生到课信息，实时共享教学内

容，学生还可以通过点击“收藏”和“不懂”，随时反馈学习信息。 

（1）针对学时不足的问题，在“雨课堂”中加入幕课视频和微课视频讲解，

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针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加入实例的讲解。

另一方面，在教学中和教学后，推送相关知识点的案例[7],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从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来看,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效果[8]。 

（3）针对学生抬头率低、入脑率低的问题，课堂教学中，实时点名，推送

习题，发送弹幕，让学生紧跟教师的教学，提高学习效率,保证教学质量。 

2.2.3 课后复习环节 

针对学生在面授时及“雨课堂”中反馈的问题，推送复习或预习课件，同时

在 QQ群对难点进行学生问题的解答。 

3 教学效果分析 

本文作者从 2016 年开始使用“雨课堂”的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表 1 是我

校口腔专业 16 级、17 级、18 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的分布统计，从表中可以看

出，在统计人数大致相等的情况下，使用“雨课堂”后，学生的期末平均成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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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高，从 68.44 提高到 71.95，优良率从 37.88%提高到 47.62%，不及格率从

约 32%下降到 21%，在之后 18 级的教学中，期末平均成绩继续提高到了 74.54，

优良率略有下降，从上一级的 47.62%下降到 41.67%，但是得优的人数从 11.11%

提高到 16.67%，不及格率从约 21%下降到 11%，从数据来看，教学效果有一定提

高。 

表 1 口腔专业使用“雨课堂”前后期末成绩统计分布比较 

专业年级:口腔 16   人数：66 

试卷成绩 

成绩等级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人数 5 人 20 人 12 人 8 人 21 人 

所占比例 7.58% 30.30% 18.18% 12.12% 31.82% 

平均值 68.44 标准差 19.51 

专业年级:口腔 17   人数：63 

试卷成绩 

成绩等级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人数 7 人 23 人 8 人 12 人 13 人 

所占比例 11.11% 36.51% 12.70% 19.05% 20.63% 

平均值 71.95 标准差 18.43 

专业年级:口腔 18   人数：72 

试卷成绩 

成绩等级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人数 12 人 18 人 19 人 14 人 8 人 

所占比例 16.67% 25.00% 26.39% 19.44% 11.11% 

平均值 74.54 标准差 16.36 

 

2020 年春季学期，由于疫情原因，口腔 19级开展的是线上教学模式，成绩

结果见图 1，但是这个成绩对比可信度较低，因为线上的教学，不管对教师还是

学生，实际上都面临了很多困难，教师要适应新教学模式，做好预案，确保教学

环节的顺利实施，防止出现问题，使学生无法学习；学生也需适应线上学习，除

了做好硬件准备，还要适应线上学习模式，提高自律和自学能力，考虑到这些种

种因素，本课程期中和期末考试的难度均有降低，而且期末考试基于各方面的考

量，最终的题型全部都是客观题，没有论述和计算题，客观题的多选题还基本上

是有对的选项就给部分分，这样就无形之中又降低了考试的难度，因此，期末考

试成绩要远远好于往年，见图 1。 

值得一提的是，口腔专业 19级线上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分布曲线非常类似，

但是实际考试题型有很大差异，期末考试一共是 45道客观题（60分钟），其中

单选题 25道、判断题 10道、多选题 10道。期中考试一共是 13道题，其中单选

题 10道（合计 27分）论述题一道（8分，教师批改），计算题两道（合计 15分，

教师批改），为了统计和作图方便，最终将期中的总分 50 分折算成 100 分，和

期末考试成绩进行了比较，见图 2，可以看出，在线上进行考试的时候，虽然题

型变化较大，但是成绩分布变化不大，我们猜测原因可能是：1、随着考试难度

系数的降低，难以保证合理的区分度，2、期末考试难度虽然有所增加，但是随

着学生重视程度的提高（教师在期中考试后，对分数落后的同学都进行了一对一

的交流、鼓励），因此平均分也获得相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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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口腔专业 16-19级期末考试成绩

分布图 

图 2 口腔专业 19级期中和期末考试

成绩分布图 

虽然从口腔专业来看，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显示有一定教学效

果，但是从我校临床和中药专业的期末成绩的汇总结果来看，却并非如此，见图

3，从 16 级到 18 级期末考试的数据看，我们找不到和口腔专业相同的规律，甚

至可以说无规律，因此，截至目前为止，尚不能得出“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可以提高教学效果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通过“雨课堂”，教师和学生

教与学的环节获得了一定程度改善和提高。 

不过，临床 19 级，中药 19级和口腔 19 级的期末考试成绩的分布基本一致，

见图 4，这说明本学期学生的学习效果基本相同，虽然区分度并不是特别好，但

是结果的相似性，说明不同专业学生学习效果还是比较一致和统一的。 

  

图 3 临床和中药专业 16-19级期末考

试成绩分布图 

图 4 口腔 19级和临床 19期末考试成

绩分布图 

对于线上的教学过程，我们做了调查，如学生的满意度，参与的网课学习模

式，对教学进度的感受，对教学各个环节的满意度，线上学习的问题等。 

从调查结果看，学生参与的网课教学模式有：在线直播（钉钉，雨课堂，腾

讯会议，QQ 群，Zoom 等），视频录播，SPOC（大学慕课，超星，智慧树等），

结合线上讨论和自主学习，其中，在线直播比例最高，达到了 81%，并且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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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性总的来说比较理想，对《医用物理》课程，非常满意 29% 比较满意 51%，

合起来达到 80%，比较不满意 2%，无非常不满意的投票，因此，总的来说，学生

对线上学习的接受度比较高。 

  

图 5 学生参与过的网上学习方式 图 6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 

 

  

图 7 对教学进度快慢的反馈 图 8 对在线学习有帮助的教学环节 

但是对于在线的教学模式，同学们还是遇见了很多困难，比如说网络卡顿

（64%），平台功能有限（24%），师生互动困难，同学交流受限，学习环境不佳，

学生本身的自制力不强 (44%)，课程负担重（8%）等，特别是课程负担重的问题，

虽然对于《医用物理》课程的反馈比例并不高，但是由于所有课程都是在线教学，

甚至很多选修课，实验课还会在晚间进行，所以同学们基本都是全天在线，从身

体到心理上都感到十分疲劳，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课程

的进度反馈效果，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认为进度快的同学占 25%，进度合适占

73%，进度慢的占 2%，学生对提高教学效果的建议，比例最高的是习题讲解 70%，

其次是课前预习 10%，提问互动 9%，作为一门必须通过的有一定难度的基础课程，

学生更倾向于获得详细的解题思路，过程和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4 结论 

从线下到线上教学模式的转变，有很多新的问题，教师要进行教学思路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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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加强教学模式的设计和适应方案的准备，提高和保证课程的教学效果。 

基于“雨课堂”的《医用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是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的

有机结合，有机整合了课前、课上、课后三个重要环节，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实践，结果显示:基于“雨课堂”的《医用物理》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课上课下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反应良好，从微信雨课堂的反

馈和课下与学生的交流来看，学生对于雨课堂的接受度很高，达到了 96%，从期

末成绩的统计分析来看，尚不能说显著提高了《医用物理》教学质量，但是部分

专业的学生的不及格率的确有一定提升，说明很多学生还是受益于该教学模式的

应用，同时，作为教师，从“雨课堂”的数据统计，客观题网络考试等教学环节

受益多多，因此，我们将继续基于“雨课堂”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促进教与学的

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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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慕课的医用物理学混合式 

教学模式探究 

潘志峰，刁振琦，秦立，杨静，毛彦超 
（郑州大学，郑州 450001，中国）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校的教与学改革提供了契机，其中混合式教学作

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它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以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本文以自建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为基础，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实施混合式教学，该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教师

教学主导作用，突出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是提高《医用物理学》教学实效

性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在线开放课程；混合式教学；医用物理学；学习通 

 

 

Investigation on blending teaching mode 

of medical physics based on MOOC 

PAN Zhi-feng, DIAO Zhen-qi, QIN Li, YANG Jing, MAO Yan-chao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olleges. By using a new education mode--

blending teaching, we can combines online activities with offline on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best effe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blending teaching practice of our team on the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one national excellent online open Course we have already built. 

This mode can gives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eachers, emphasize the subjective 

position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Medical Physics” 

course. 

Key words: open online courses; blending teaching; medical physics; chaoxing 

learning APP 

 

近年来，信息化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正给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

提供了重大机遇。2016 年 2 月，教育部下发了《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文件中提出了加强高等教育中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建设网上开放课

程 ，鼓励高校广泛共享，并利用在线开放课程探索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

改革[1]。如何更好地利用在线开放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非常好的选择，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DWJZW201532zn)；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立项项目(2017SJGLX186) 

通讯作者简介：潘志峰(1969-)，男，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医用物理学的教学与

研究(E-mail: jwpzf@zzu.edu.cn). 



基于慕课的医用物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88 

 

它将在线教学与线下面对面传统教学的优势进行整合，既能发挥教学过程中教师

的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有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立，

适合在本科院校中开展相关课程教学改革[2]。医学物理学是研究运动的普遍性质

和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该课程为医学生提供系统的物理学知识，

掌握医用物理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为他们学习现代医学准备

必要的物理基础，不仅有利于医学生学习其他科学、使之具备高级医学卫生人才

所应有的理科素质，而且有助于开阔思路、激发其探索和创新精神。课程涵盖内

容很多，知识点分散，不少高校既存在课时少又存在大班教学的弊端，致使在传

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任务较重、学习兴趣较低，不利于培养引领医学发展的

卓越医学人才。本文利用郑州大学建设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医用物理学》

为抓手，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及实践。 

1 在线开放课程的制作 

我们所建设的《医用物理学》于 2018年被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

高函〔2019〕1号）。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以记忆为主的学习可以以自主学习为

主，而启发式学习则需要通过互动来完成[3]。医用物理学主要包括振动与波动、

流体的运动、表面现象、分子动理论、静电场、直流电、波动光学、几何光学、、

激光及其医学应用、X射线，原子核和放射性等内容，涵盖了大量的物理学概念

和原理，这些概念和原理看似简单，但要真正理解通透却不容易，更谈不上应用

了。为此，我们在制作医用物理学 MOOC 时，坚持以学为中心、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为宗旨，充分考虑线上学习的特点来建设这门课程。我们认为，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至少应做好如下工作： 

1.1 确定课程目标 

医用物理学一般是大一开课的，学生们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物理思想和解题

方法需要新的改变，MOOC 的建设既要考虑大中物理的衔接，又要突出医用物理

的特色。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在课前引入

案例教学，课中主要以物理概念讲解，物理原理的导出及物理规律在医学中的应

用为主要内容，这样制作出的 MOOC才能吸引学生去学习。 

1.2 确定章节结构和细分知识点 

由于 MOOC 课程采用碎片化教学，在郑州大学，这门课的学分是 4 个，由于

内容涵盖了物理的多个分支，一共有一百多个知识点构成。在 MOOC 的制作中，

我们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将课程的知识点进行细分，基本保证每一讲内容聚焦

一个知识点。 

1.3 制作课程视频 

课程视频制作主要包括编写拍摄脚本、选择视频形式、录制课程视频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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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程内容，明确每个知识点的具体内容，针对不同的知识点，我们采取不同

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式、演示式、访谈式、启发式等，制作的视频既要与多媒体

课件展现同步，又引入了生动形象的动画。我们在高清棚拍进行课程的拍摄，主

讲教师出镜讲解、手写推导讲解，通过视频处理，实现视频的现场感。根据 MOOC

建设的要求，每个视频的时长控制在 5-20 分钟。课程视频包括课程宣传片与课

程讲座两部分。为了更好地宣传该课程，我们在课程介绍中主要讲解了课程目标、

教学理念和方法、课程内容、教学团队构成等。根据教育部对在线开放课程的要

求，我们通过“背景阐述、故事引入、案例分析、问题导入、知识点陈述或讲解、

内容解析”等不同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做到了对每一知识点进行深度解析。 

2 线上教学的实施 

2020 年疫情突发给线上教学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如

何进行线上教学，进一步完善线上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效果显得尤为重要。线上

教学实施的构建如图 1. 

 

图 1 线上教学实施建构图 

2.1 做好教学设计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充足教学资源是保障线上教学质量的关键。目前，教学

平台主要有雨课堂、学习通、微信、QQ、钉钉、腾讯会议等，对于这些平台，我

们从课程建设、学生签到、教学互动、教学活动、优质资源、技术支撑、操作便

捷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如表 1。通过对比，结合线上教学的要求，由于我们

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所以选择学习通+腾讯会议或学习通+微信的形式进行

线上教学。 

表 1 线上教学平台对比 

属性/平台 雨课堂 学习通 微信 QQ 钉钉 腾讯会议 

课程建设 无 很好 无 无 无 无 

学生签到 一般 很好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教学互动 较好 较好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教学活动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优质资源 一般 较好 无 无 无 无 

技术支撑 较好 较好 很好 很好 较好 很好 

操作便捷 较好 较好 很好 很好 较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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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引导自主学习 

我们在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医用物理学时，引入大量的案例教学，以提升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抓手，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幅度提高。在学生

学习课程视频的同时，我们利用学习通讨论区不时提出新颖的问题，激发学生积

极探索，每次课后恰当布置学习任务，以任务和问题为牵引，引导学生开展自主

学习。 

2.3 发挥线上优势 

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线上教学，其最大的优势就是突破了时空的约束，实现

了完全以学生为中心。课表是一个要求师生互动的时间节点，而不是线上教学的

限制。无论是教还是学，均应突破课表限制，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学习计划，

选择学习时间、地点和学习内容，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但是，教师在线

上教学的相关记录，需要在教学平台上保留，保证学生想看就有，所以我们选择

学习通、微信等实现这个目标。 

2.4 做好学习评价 

学生通过线上学习医用物理学的效果如何，我们通过平台实现作业、章节测

试、互动交流等评价方式来做教学保障，利用反馈的数据来保证教学效果，实现

线上教学的“教、学、练、测、评”教学闭环。线上教学比线下教学更需要获得

感，只有让学生不断有获得感，学生学习在线开放课程的积极性才不减，教师要

在线指导学生自学中的困难、困惑进行点拨，最好在上课开始就告知学生今天学

习和需要掌握的内容，真正做到“一课一得”。 

3 混合式教学的开展 

混合式教学不是简单的线上线下叠加，而是线上资源与线下活动有机整合，

应该在充足的整合数字资源及智能平台、合理的教学活动设计及实施保障的基础

上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4]。 

3.1 线下教学的实施 

医用物理学作为郑州大学医学生的公共基础课，存在着大班教学（师生比

1:130）、知识难点多等问题，这些问题仅靠线上教学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在

做好线上教学的同时，需要积极开展线下教学。研究表明，大部分学生希望更多

地参与到教学中，在教室内学习让学生有亲和感，这对理解和应用抽象的物理概

念和规律非常有好处。 

线下教学课堂应以精讲为主，主要针对物理学的难点通过例题、讨论及扩展

等方式进行教学，目的是营造学生探究知识的学习氛围。医用物理学是一门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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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医学交叉的学科，注重物理与医学的相融合，让学生觉得学习《医用物理学》

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在讲解牛顿粘滞定律这一节时，对定律的推导是个难点，

需要线下的探究式教学，这个推导过程又是理解实际液体，特别是血液流动特点

的重要过程，这个教学过程需要线下教学，通过强化知识的实际应用，激发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 

3.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它把传教学和在线教学充分结合起来，

利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互补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达到最优的教学效

果。要充分理解线上资源与线下活动有机整合，我们建设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医用物理学已在中国大学 MOOC 网和超星平台上上线了，课程的设置非常符合

医学生基本科学素质的培养。每次课上课之前，教师首先明确本次课讲授的内容、

重点、难点等，要求学生通过学习通在线学习本次课程，由于我们的课程已经建

设完成，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线上学习，扩展了学习时间和空间，教师在讨论

区中也可以随时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惑、重难点，在线进行讲解答疑。 

在我们建设在线开放课程时，将难以理解的物理问题留给线下教学，这些难

点是对线上知识点的提升，这些物理问题不适宜线上教学，需要在教学中体现更

多地是探究过程，而探究式教学非常适合线下教学。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实

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统一，提高医用物理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在学校教评

网网上，有学生这样留言：“原来上课，老师讲什么我听什么，一节课下来，基

本没有什么印象。现在不一样了，通过课前的在线学习，我知道本节课我还有那

些问题不清楚，那些问题不会，在留言区给老师留言。在课堂学习时，我会有的

放矢的听老师的讲解，特别利于我掌握自己缺失的知识。”还有学生这样说：“线

上线下的教学方式，互为补充，为了更好地掌握知识，我基本是从线上到线下，

再从线下到线上，由于我们有现成的在线开放课程，非常方便，我的成绩也有大

幅度的提高。” 

由于要用电脑、手机等工具进行线上学习，学习中在电脑、手机时常中会出

现与学习内容无光的东西，这必将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的专注度。因此，我们必须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师在线下教学中可以监督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将

注意力分散的学生拉回来，同时进行课堂现场提问及其他互动方式，启发学生主

动学习。需要指出的是混合式教学中涉及到线上线下多个教学环节，教师应及时

跟踪，做好课程分析，完善课程资料，确保利用在线开放课程实施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高效实施，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成绩。 

4 结语 

利用超星学习通+微信的方式进行医用物理学混合式教学，实现了利用自制

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医用物理学进行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充分利用慕课和

混合式教学的优势，精心组织教学每一个环节，使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深度融合，

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医用物理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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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物理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 

章新友，张春强，肖贤波，李会丽，汤顺熙 
（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 330004，中国） 

摘要：本文通过对医药物理学课程建设与研究的思路分析，探讨了医药物理学课

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并介绍了实践经验与成效，旨在给予从事医药物

理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参考，也为其他课程建设的创新提供了有效途径和借鉴。 

关键词：医药物理学；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实践效果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and 

cours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physics 

ZHANG Xin-you, ZHANG Chun-qiang, XIAO Xian-bo, LI Hui-li, 

TANG Shun-xi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inking of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medical physics,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medical physics, and introduc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ffect,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engaged in medical physics course,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other cour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edical physics; course construction;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effect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是永恒的课题，笔者立足中医药人才培养特色，以提高

医药物理学课程教学质量为目标。通过“坚持探索教学改革，紧扣课程建设要素，

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锐意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开展教学评价，广泛推广教改成果”

的课程建设与研究思路，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给予

正在从事医药物理学课程教学的青年教师们参考，也为其他课程建设的创新提供

了有效途径和借鉴。 

1 明确要素，建好团队 

做好课程建设工作，首先要明确课程建设要素。影响课程建设的主要因素，

应当包括教育思想、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大纲、教材学材、教学评价和教

学团队建设等内容。一是凝练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我们倡导的教育思想为 “树

人立德为先，教是为了不教”；教学理念为“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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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教学方法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非线性发散式全方位综合思维”

和“先作不一定判断、后做 N维度分析”的思维模式；教学团队的工作理念为“以

学生为中心，以质量为生命；以服务求支持，以创新促发展”。在课程和教学团

队建设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手抓，三结合”的思路，即“以学生为中心；

一手抓教学质量，一手抓科学研究；教学内容与专业相结合，科研方向与医药相

结合，科研课题与教学、生产和临床相结合”[1]。二是创立“创新师友名师工作

室”。对于工作室的建设，建立健全了完整的工作方案、建设规划、工作制度，

以及教研活动的工作日记等。工作室坚持从“引”字上下功夫，在“导”字上做

文章，以引领中青年教师成长成才为己任，努力培养医药物理学课程教学的优秀

团队。我校现有 6 名物理学教师（博士 4 人、硕士 2 人），有 1 人 2018 年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江西省推荐人选，有多名教师连年被评为班级最佳教师，在省、

校级的讲课比赛及指导学生参加省物理创新竞赛中均获奖，团队被评为“省级教

学团队”。 

2 确定大纲，编好教材 

课程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规范性指导文件，也是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遵循

和依据。医药物理学课程教学大纲不仅要遵循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要适合医药

类院校大学生的特点，教学大纲要与教学目标相适应，符合课程体系结构及教学

计划安排的整体要求。医药物理学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主要应当包括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基本要求、实践性（实验）教学环节要求、学时学分分配、教材

与学材（学习资源），以及必要的说明等部分组成。注重课程教学的“思育融合”

与“专创融合”相结合，特别是要将“课程思政”贯穿教学的始终，不断地给予

学生正能量，不断激发医药类专业的学生学习物理课的兴趣。有了明确的课程教

学大纲，才能编写出与课程教学目标相适应的好教材。一是主编行业规划教材供

全国中医药院校选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校“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规划教

材《物理学》、《物理学实验》和《物理学习题集》均由我校章新友教授为第一

主编，受到行业兄弟院校师生的广泛选用和好评，有的教材荣获江西省优秀教材

一等奖。二是医药物理学的优质课程网络共享。在 2006 年荣获江西省优质课程

（精品课程）的基础上，2015年又荣获江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通过网络资源

不断丰富，尤其是学生自测、习题解答和演示动画等教学资源不断完善和丰富，

较好的实现了优质课程网络共享，深受学生青睐。三是医药物理学的实验条件更

加优越。近年来，随着“双一流”的建设，学校给予了相当充足的经费用于实验

室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医药物理学的实验教学条件，在充分满足常规教学实验

开设的同时，并较多较好地为学生开设了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物理实验，物理实验

室也被评为“江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 深化改革，完善评价 

坚持不断开展教学研究、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尤其是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影响教学效果与质量的关键因素上下功夫。通过不断开展

教学研究、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

以及课堂教学方案设计和反转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实施，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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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了医药物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与质量。近年来，通过承担教育部高等学

校自然科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研究课题“中外医药教育中物理课程设置及

教学内容比较研究”、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省级课题“大学基础课程实验教

学方案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研究课

题“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方案设计与形成性评价研究”等教改课题的研

究，先后在《大学物理》等期刊上，发表“外医学教育背景下的物理教学比较分

析”、“黏度计测量原理分析与改进”、“我国医药本科教育中物理教学的需求

分析”、“液体表面张力系数测量的误差分析与方法改进”、“大学基础课程实

验教学方案设计的研究与实践”、“《药用物理学》精品课程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等数十篇相关教改论文[2-10]。通过对“中外医学教育背景下的物理教学比较分析”

和“我国医药本科教育中物理教学的需求分析”的研究，提出了我国医药本科教

育中物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模式的改革。通过对物理学课程理论和实验

教学的方案设计等课题的研究，较好地指导了本课程的理论和实验课教学工作的

开展。并精心编制了《医药物理学课程教学形成性评价手册》，对本门课程实施

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教学质量评价，及时反馈教学效果、纠正教学偏差，不

断提升教学质量。 

4 成效显著，受到好评 

经过数十年的教学实践，医药物理学课程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师生

的好评。一是教学效果广泛受到学生好评。将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在教学中应用，

不仅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

做人做事的本领，真正实现了“树人立德为先，教是为了不教”和“教书育人”

之目的。通过教学质量监控的反馈信息，学生普遍反映优良，对教师的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教学态度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在每学期的学生评教中，团队成员均

被评为班级最佳老师。在教务处对历届本科毕业生的问卷调查中，章新友教授被

评为学生“印象最深刻的教师”。正如有的学生在课程学习心得中写到：“物理

一直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所以需要更用心认真学习，章老师很好，教学能力很

好，对待学生也很好，不仅教育着我们书本上的知识，也常教导着我们人生的道

理，知识只有真正的了解了、掌握了，才能更有勇气，更有实力地去创造未来，……”

（2015 级中药制药班张璐--学号 201501031003）；再如（2015级生物工程班王

佳星--学号 201501016002），“章老师讲课真的很有水平，他不会把物理讲得复

杂难懂，反而是通俗易懂，轻松地便可以听懂，他也会通过给我们讲述自己的事

迹加深我们对课程的理解。我们的物理课堂的气氛轻松活跃，每次上完课我们都

是非常开心的，不像高中上完物理课满是愁眉苦脸，这一点真的由心（衷）地敬

佩章老师。每个知识点的理解都是很容易的，我想这便是章老师讲课的特点吧，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学生在欢声笑语中便学到了知识，并且可以把知识记得

很牢固，……”，类似这样的学生评价数不胜数，考虑到篇幅有限就不再一一叙

述。二是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创新能力也得到了体现。如团队成员指导学生参加国

家或省级创新等竞赛项目，多次荣获国家和省级奖励和表彰，尤其是团队成员指

导学生多次获得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和全省一等奖。三是教学成果硕果累累。

团队有４门主讲的课程荣获江西省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和研究生优质课程，

1门课程为学校金课。2017年，团队题为“《物理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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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研究成果，荣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同年团队还荣获江西省研究生教

学成果一等奖，团队成员共荣获江西省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成果一等奖 5项、二等

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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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 330004，中国） 

摘要：通过分析传统药学专业物理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介绍开

展药学类专业物理课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些经验,旨在为从事医药物理

学课程教学的教师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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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药学类专业的一门必修基础课，它是学生学习后继专业课程和

为将来从事科学研究所必备的基础课程之一。以往在教学内容上往往注重物理学

知识的系统性，却忽视了物理学知识在药学领域的应用，尤其是物理学在药学领

域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讲得更少。传统的教学理念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

为主，学生被动得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对于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物理学》

抽象难懂，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更不能较好

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由于教学内容的陈旧和教学模式的落后，再加上某些教

师教学水平不高，导致很多学生对物理学产生厌学情绪，从而大大削弱了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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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学专业中的作用，不利于物理学的教学与药学相关专业的发展[1]。为此，改

革药学类专业物理课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势在必行，结合我校药学类专业物理学

的教学改革情况，谈谈药学类专业物理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希

望能给更多从事药学相关专业大学物理教师们一些有益的建议。 

1 紧扣培养目标，确定授课内容 

1.1 上好开学第一堂课 

我校需要开展物理学教学的药学类相关专业有九个，分别为：药学、中药、

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药品生产、药物制剂、中药资源、中药

制药。属于非物理专业，课时数为 64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48学时，实验课时 16

学时。如果教师不研究教材，不考虑学科特点和药学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只是简

单按照教材章节顺序讲解物理学知识，学生只能获得单一的物理知识，这完全不

符合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甚至有的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也不知道物理学究

竟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物理学和专业有什么相关性。为此我校 2017 年正式建立

“上好第一堂课”的相关规定，要求上课教师对每门课程都需上绪论课，有条件

的教研室绪论课要请高级职称的教师来上，上课前应准备好《**课程纲要》，绪

论课应以说课形式，系统描述所授课程，阐述课程地位、学习目标、教学进度、考

核方式、纪律要求等。因为第一堂课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引发学生对课程兴趣

“第一印象”的关键一课。课上教师要重点解决物理课和药学之间的关系，使学

生认识到学习物理学的重要性。如介绍物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技术在物理化

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等后续课程中的应用，介绍物理学知识在药学相关领域：

炮制学、药品提纯蒸馏、分析、鉴定、药品研发、分离和保管等有关实际应用。  

1.2 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首先，我们要明确《物理学》的教学重点，即电磁学、直流电路、振动和波

（包括超声波部分）、波动光学。因为这部分内容不但和专业相关，更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物理素养，锻炼逻辑思维能力，也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其

次，我们结合药学专业的特点，一定要讲述流体的动力学和部分静力学，液体的

表面现象、热学、光谱学、波动光学、激光在医药的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适

当讲述量子力学，对学生今后开展专业研究工作大有益处。比如，我们在课上可

以给学生这样举例：我们学校的热敏灸技术因疗效显著已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可，

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那么大家知道艾灸在燃烧时的谱峰出现在哪个

波段？这个波段有什么作用？是热辐射的作用大还是药理作用更大些呢？如何

设计仪器来检测艾灸的光谱呢？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多用这些与学生专业相关的

物理案例以问题引导法教学，一定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真真切切地让他们

感受到物理学在药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中所起到的有益作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我们团队也通过每月两次的集体备课讨论物理和药学等专业的联系，

尽量做到所讲述的每个章节都与药学专业发展和药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度高。

此外，团队还大力支持教师参与医药课题的研究工作，要求青年教师要多学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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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和参与药品生产实践，做到物理学为医药发展服务，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理论和实践经验。 

2 创建教学团队，创新教学模式 

2.1 狠抓团队建设，努力培养青年骨干教师 

为加强我校教学队伍建设，促进教师的快速成长。我校 2017 年评选了“五

个名师工作室”，由章新友教授带领的物理教学团队-“创新师友名师工作室”

成功入选。近三年来在章教授的带领下团队的主要工作如下：一是物理教师们有

幸听取了许多国家和省级名师（包括章新友教授）的专题讲座，促进团队教师教

学理念的提升。二是有目的地参加了多次听课评课活动，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三是在章教授的带领下团队教师参与了多项省级质量工程的建设工作，指导青年

教师开展教改和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四是团队教师主编或参编了多部国家级和

行业规划教材，值得一提的是章教授主编的药用物理学教材荣获江西省优秀教材

一等奖。五是凝练了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我们的教育思想为“树人立德为先，

教是为了不教”；教学理念为“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在教

学方法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非线性发散式全方位综合思维”和“先作不一

定判断、后做 N维度分析”的思维模式；教学团队的工作理念为“以学生为中心，

以质量为生命；以服务求支持，以创新促发展”。六是坚持从“引”字上下功夫，

在“导”字上做文章，以引领中青年教师成长成才为己任，努力培养医药物理学

课程教学的优秀团队[2]。 

2.2 结合学生特点，构建主动式教学新模式 

如何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应用于传统课程的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集体协作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成为了物理

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任务。2010年在学校领导关心、帮助和指导下，我们构建

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主动式”课堂教学新模式。“主动式”课堂教

学模式分为教师引导、学生主导、小组作业和教师总结四个阶段，其运行方式如

图 1所示。 

 

 

 

 

 

 

 

图 1 “主动式”课堂教学模式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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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上课前提出导学（自学目标和内容）--学生查找资料自主学习--课上

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上台讲解--师生交流--分组讨论--教师总结。这将改变了教师

为中心，以讲授为主，学生立足于被动的接受老师传输知识的学习习惯。确立了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营造了一种民主、和谐、平等

的教学氛围，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和学习兴趣。学生能够积极有

效地参与教学活动，主动地获取知识，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互相协作，共同探讨、

交流学习经验、体会，共同完成学习过程，最终达到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目的，

从而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它不仅对理论学习大有益处，还可锻炼学生们

多方面的能力，如文献检索、查阅资料的能力，归纳总结、综合理解的能力，逻

辑推理、口头表达的能力，主导学习团结协作的能力及终身学习的能力等。增强

了师生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感情。学生感到课堂上自己受到了重视，有了获得成

功的自豪感。学生的学习情绪不断提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提高了课堂教学效

果[3]。 

《物理学实验》教学和理论课一样采用“主动式”教学模式，教师课前布置

实验自学材料（即“学材”）不是简单的内容摘要，它高于教学大纲、授课计划、

课堂教案和多媒体课件，是专职教师通过多年实践探索，撰写的适合学生自学，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能起到指导性作用的学习材料，它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学

材中所涉及的知识点和内容并不呆板僵硬，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相关问题，所列举

的例子和思考题更应贴近生活。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学材进行针对性的预习，比

直接看教材更能把握实验的要点，学材中可以加入一些和实验相关的拓展知识，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鼓励他们采用一切手段和办法去

解答老师在学材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使得学生在做实验之前就已经对实验进行了

思考并具备一定的实验能力。实验预习学材中不是将实验具体用哪款仪器和哪个

方法完成实验告诉学生，而是为他们准备更多与实验相关的内容。比如，开设《万

用表的使用和电表的改装》实验时，我们采用的是 MF47 型指针式万用表，并不

是数字万用表，但要求学生把数字万用表也进行预习，因为他们的原理有相似的

地方，指针式万用表会用了，再经过老师适当的讲解后，数字万用表也很容易掌

握，通过做一个实验掌握两个仪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4]。 

学生经过实验的自学准备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实验能力，但距真正了解实验

并顺利完成实验的学习还有很大的差距。教师应针对学生在实验预习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启发式的讲解，不宜采取满堂灌讲解方式，要引导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教

师此时应起协助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实验原理和步骤也请学生来讲解，由教师

来总结和补充，否则学生就没有思考的空间，要设置一定的问题，让他们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自己摸索，这样才能真正锻炼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激发他们做大学

物理实验课的兴趣。当然对于主动讲解和积极发言的同学要及时多加一些实验操

作分，不管回答是否完全正确，都可以适当加分，这样会使很多同学在实验预习

的时候下更多功夫。这里多说一下，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学生长期以来习惯了

老师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如果没有任何激励措施，让学生转换角色主动来讲，还

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他们缺乏自信心，担心讲错被大家嘲笑。因此，适当给予

他们加分作为奖励是必要的，毕竟学生的自我学习意识还是很有待加强，要从多

个途径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激励机制”必须贯穿整个实验过程，才能

让“主动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真正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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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药学类专业物理课的建设与教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根据药学类专业培养目标，让物理学的教学内容与药学专业

发展相适应，让教学模式不断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才能不断提高学生

的自学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出更加杰出的

药学类人才。 

参考文献 

[1] 章新友 .中外医学教育背景下的物理教学比较分析 [J].大学物

理,2011,(08):51-54. 

[2] 章新友，吴地尧.基于 OBE 理念的物理教学团队建设与实践成效[J].江西中医

药大学学报,2019,31(06):101-103. 

[3] 张春强，艾国平，黄慧.关于“主动式”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科教文

汇,2013,(09):46-47. 

[4] 文晓霞，袁令民，李凌.地方型本科院校大学物理实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

践[J].物理通报,2020,07:68-71. 

 



动脉特异形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 

102 

 

动脉特异形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 

秦任甲 

（桂林医学院 数理教研室，桂林 541001，中国） 

摘要：研究目的在于构建起动脉特异形部位的血流动力学理论，为研究该部位为

什么是粥样硬化斑块的好发部位提供参考。运用现有力学理论，论证阐明了特异

形部位流态的根本成因，分界线、分离区和主流区流态形成的原因，纵向压强、

横向压强和分离区压强的分布规律及其形成机制，高剪区和低剪区的成因及其可

能的危害。研究达到预期结果。 

关键词：动脉；特异形部位；流态；形成机制 

 

 

The flow state of spacial shaped parts of 

the artery and the cause of its formation 

QIN Ren-jia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Mathematics, Guilin Medical College,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build the dynamic theory of the blood flow 

in the special shaped part of the arter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reason why this part of the artery is the predilection site of the atherosclerotic plaque. 

The existing dynamic theory is applied to elaborate the basic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ow state of the special shaped parts,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ow state of 

the boundary region, the flow separate region, and the main flow region.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the intensity of pressure of the vertical, the horizontal and the flow 

separate region, and the cause of its formation are illuminated.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igher and the lower shear zone and their possible harm is indicated.  

The research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Key words: artery; special shaped part; flow stat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ow 

state 

引言 

笔者十分关注物理课在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作用和地位,为此查阅了

不少医学教科书,发现学医行医常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多有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

致使这些问题理论不全,教材内容欠缺,甚至错误长期存在.因忙于行政亊务,退

休才得以尽力开展研究.好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已开始走结合医学开展理论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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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之路,积累一些经验,使之在诸如呼吸[1]、耳朵[2-4]、前庭 [5,6]等器官和血流

动力学[7]、血液流变学[8-14]、超声血流频谱学[15-18]和物理教改[19-23]等范围取得明显

进展,本文为发表论文的第 45 篇。更盼在职和退休的同行多多参与,共同为创建

医学尤其生理学、人体物理学[23]、超声医学理论,丰富其教材内容, 提高医学人

士的相关科学理论水平和技能水平作贡献。 

除微循环之外的动脉系统包括直动脉段和特异形部位两大部分。直动脉段为

流速随心动而周期性变化的层流,已为血流动力学界公认,在任一时刻的Δt 内

为泊肃叶流动,己为笔者研究证实[18]。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已研究

完成。一旦本研究完成,那动脉系统的流态理论就基本构建起来,填补其理论空白,

丰富相关学科教材内容。 

在体动脉分枝很多,弯曲不少,狭窄也常有,前两者一般为正常生理现象,后

者为病理现象，此外就是直动脉段了。分枝[24]、弯曲[24]和窄狭[24]等部位分别为图

1、图 2、图 3所示,其中横截面 AA与 CC之间,其形状与一般直动脉段如 AA上游

段,CC 下游段的形状迥异,故而把这一部位称为特异形部位。由于形状特异而导

致其血液流态、血流参数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也与其上下游直动脉段的大不相同,

亦即特异形部位的流态也具有特异性。  

 

图 1 分枝的形状和流态 

 

图 2 弯曲的形状和流态 

 

图 3 狭窄的形状和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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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沟渠、江河会发现分岔、弯曲和狭窄(堤岸凸出)部位壁面附近一般都会

形成流动分离区(简称分离区),意思是部分水会从水流中脫离出来而形成不往前

流动的驻流区。直的沟渠、江河段则不会出现分离区。从水面看，分离区是平面

的，但实际水流是立体的,那就不难想到分离区也应该是立体分布的。依此不难

推想到血管分枝、弯曲和窄狭等特异形部位也会出现分离区[25],但直血管段不会

出现分离区。这在多种相关书上都已载有,超声多普勒血流频谱(图)也已证实,学

术界已公认。那为什么还要就这些部位的血液流态和血流参数的分布及其成因进

行探讨呢？目的有三: 之一,构建这些部位完整的血流动力学理论。虽然这些部

位可呈现流动分离区,血流规律与直动脉段很不相同早已为相关学人所知,但至

今尚未见有文献能阐明其具体血液流态如何,血流参数的分布规律如何,它们形

成的机制如何。这表明人们只知道是什么，却不知道为什么？即关于这些部位的

完整血流动力学理论还是个空白。弥补这个空白是增进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理论

建设的需要。之二,适应研究这些部位的需要。人们已经发现特异形部位为动脉

粥样硬化的好发部位,为什么呢？尚未弄清楚[7]，已成为研究热门。本文构建的完

整血流动力学理论有助于相关研究。之三，丰富生理学、人体物理学等医学课程

教学内容,提供物理课教学举例。 

为便于讨论可认为特异形部位上下游动脉段是均匀圆直的。心脏周期性搏动

使特异形部位和直血管段的血液流态及血流参数也周期性变化。若未加说明,那

就认定所讨论的为任一Δt内的血液流态,不同Δt内血液流态不同。在Δt内对

于直动脉段可认作泊肃叶流动,其中各流层为与血管同轴的圆筒形薄层。在Δt
内可认作特异形部位为单心分离区(未加说明本文仅讨论此),单心分离区与主流

区为定常流。所谓单心分离区是指分离区的涡流只有一个中心,各涡流线上的血

液体元都围绕此中心旋转。当分离区涡流很强烈时,可能会呈现血液体元分别围

绕各自的中心旋转而形成不同中心的多个旋涡,这样的分离区称为多心分离区。

本文将特异形部位理想化为单心分离区模型加以讨论。 

下面逐一讨论特异形部位血液流态的根本成因，压强分布规律及其成因、主

流区、分离区流态分布规律及其成因、高剪区、低剪区的成因及其可能的危害。 

1 流态的根本成因 

特异形部位之所以能形成与其上下游直动脉段流态大不相同的分离区和主

流区，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这些部位形状特异而存在迎流面和背流面所致。所谓迎

流面是指血流直接冲向的那部分血管壁面、引起血管狭窄之物如斑块的表面、分

离区表面。所谓背流面是血流不直接冲向的,而是有所绕过后再回流所至的那部

分血管壁面、引起血管狭窄之物如斑块的表面(均在分离区内)。按此定义不难确

定各图的迎流面和背流面。迎流面与背流面总是相伴出现,有些背流面未形成明

显的分离区,在论证中又不涉及而指岀其所在。图 1大管有三个迎流面,一是分离

区(G 线内)上游表面,二是分离区对侧血管壁面, 三是分离区下游表面及其相邻

血管壁面。图 3有三个迎流面,一是狭窄斑块上游壁面,二是狭窄斑块对侧那部分

血管壁面,狭窄斑块凸入管腔越长，这后一迎流面(的作用) 越能凸显出来,三是

分离区下游表面及其相邻血管壁面。照此定义图 1 小管、图 2 只有两个迎流面,

－为分离区对侧管壁,二为分离区下游表面及相邻血管壁面。把分离区当作引起

血管狭窄之物块,那图 1大管与图 3不仅结构类似,流态也类似。因存在迎流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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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附近血液流态和血流参数发生改变(与为直血管段时相比)的范围称为迎流

区。迎流区压强高于周围的压强,越近迎流面,越近迎流区中央圧强越强。 

冲向迎流面的血液,与迎流面垂直线夹角越小,流速越快,流量越大,对迎流

面及其附近血液的冲击越強,那其迎流区的剪变率、剪应力、横向圧强越强,相应

的背流面附近形成的分离区范围越大,主流区流态与直动脉段流态差异越大,所

有这些在心脏射血期与非射血期会有更大差异。若血管分枝角(图1中 e角所示)、

弯曲度、狭窄斑块越小乃至为 0,那迎流面、迎流区的作用则越小以致消失,背流

面附近的分离区也随之越小以致消失。由此简明分析可知，特异形部位之所以 

“特” 就在于该部位为血液形成了迎流面、背流面和迎流区。特异形部位血液

流态、血流参数的特异程度,从根本上讲,一取决于血流与迎流面垂直线夹角大小,

二取决于进入该特异形部位血液流速、血流量大小, 三与特异形部位的形状和特

异程度有关。各特异形部位的基本流态,如各图中的曲线(流线)所示。应该说这

些流线与从沟渠、江河相应部位水流中观察到的流态有相似性。笔者就是借助在

家乡纵横的沟渠、江河与游泳到漓江的观察中受到各种流态的启迪而研究完成 8

篇论文的。无法进行实验,有目的地多到自然界中观察,也颇有裨益。 

2 主流区压强分布的成因 

2.1 纵向压强分布 

任一动脉特异形部位流态的具体成因离不开该部位的压强分布规律。其中压

强分布规律有三:主流区纵向、横向压强分布规律,分离区压强分布规律,这里论

证前者。由图可见,三种特异形部位均存在分离区,以致其主流区横截面积从入口

端面 AA 开始随流程增加而逐渐变小,到横截面 BB(虚线所示)为最小。在这段流

程上,按液体连续性方程[26]，流速逐渐增快,依据伯努利方程 p+ρ
2/2=c,可知压

强逐渐降低。因特异形部位一般都短或不垂直可近似忽略伯努利方程中涉及高度

h 项，c 为常量。到最窄处流速最快压强最低。在这段流程上血液随压强降低而

加速,这可称为顺压强流动。从最窄处起，随流程逐渐增加,主流区横截面积逐渐

增大,血液流速逐渐减慢，依据伯努利方程可知压强逐渐升高。到达 CC横截面最

大，流速最慢，压强最高,成为泊肃叶流动。在这段流程上血液随压强升高而减

速,这可称为逆压强流动。 

上面分析表明,从特异形部位的入口起纵向压强逐渐降低到最窄处最低,此

后又逐渐升高到出口最高,这就是纵向压强的分布规律。显然纵向压强的这一分

布规律的成因是血管形状特异,AA横截面血压比 CC横截面血压高所致。 

2.2 横向压强分布 

2.2.1 流线有两个拐点的横向压强分布 

图 1主管和图 3主流区的流线形状及其分布状况基本相似。各流线 AA与 BB

之间都有一个拐点,记作 Q拐点。BB与 CC之间也有一个拐点,记作 D 拐点。所谓

拐点通俗而言是指流线弯曲方向发生反向改变之点。如 AA 与 Q 之间的流线段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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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离区侧管壁，Q 与 BB之间的流线段则凸向分离区对侧管壁，Q就是 AA与 BB

之间流线发生反向弯曲之点即拐点。照此分析可知 D就是 BB与 CC之间流线发生

反向弯曲之点亦即拐点。流线是否有拐点,有几个拐点,可按此定义确定,如图 1

支管(小管)和图 2 主流区这样的流线形状及其分布状况各流线就只有－个拐点,

记作 D 拐点。同一流场中各流线的拐点一般不同在一横截面上,但可能有接近某

橫截面的情况。下面将图 1主管和图 3主流区分三段阐明其横向压强分布。 

其一，AA与各流线 Q之间的横向压强。鉴于 AA与 Q之间各流线段凸向分离

区侧管壁，意味着沿流线流动的血液体元所受凸侧的压强 p 凸高于凹侧的压强 p 凹,

两者之差即横向压强Δp＝p 凸－p 凹,使血流体元获得向凹侧的 ⊥（垂直管壁的减

速分量）和适当的法向力和切向力。在 AA处任－流线 p 凸＝p 凹,Δp 为 0。可把分

离区视作引起血管狭窄之物,类似于图 3的狭窄斑块。自 AA往下游即进入图 1主

管分离区或图 3 狭窄斑块上游迎流区,使分离区或狭窄斑块上游表面及其近邻压

强增高,以致离分离区或狭窄斑块近远各流线(流层)的 p 凸都随之增高,Δp＞0。

自此迎流区上游边缘起越往下游血液被分离区或狭窄斑块上游表面压缩越甚,各

流线 p 凸越大,Δp 越大。到达分离区或狭窄斑块对侧迎流区上游边缘各流线 p 凸、

Δp 均增至最大。自此迎流区上游边缘起越往下游血液被压缩越甚,各流线 p 凹越

大,以致Δp越小,到达其 Q点 p 凸=p 凹,Δp=0。 

其二，Q与各流线 D之间的横向压强。自 Q越往下游就越近迎流区中间 BB,p
凸(仍表示流线凸侧压强)越大,Δp 越大,到达 BBp 凸最大,Δp 最大。自 BB 往下越

远使 p 凸越小,Δp越小,到达 D可认为已处于迎流区的下游边缘,p 凸=p 凹,Δp=0。 

其三,各流线 D 与 CC 之间的横向压强。来自 BB 附近迎流区的血流冲向分离

区下游“死角”表面或其附近管壁面,这又形成一个小迎流区。为便于理解这里

以近分离区的流线为例进行讨论。近分离区的流线自其 D 越往下游越近“死角”

表面或其附近管壁面,所受 p 凸越大,Δp亦越大。当这些流线到达最近“死角”表

面或附近管壁面某位置,p 凸最大, Δp 亦最大。此后越往下游流线离“死角”表

面或其附近管壁面越远,p 凸、Δp 越小,达到 CC 及其下游 p 凸＝p 凹,Δp＝0,
 ⊥＝

0。不难理解,由于受近分离区的血流影响离分离区远的血流的 p 凸、Δp其实是与

近分离区的血流 p 凸、Δp同步变化的。 

2.2.2 流线有一个拐点时横向压强分布 

图 1 支管(小管)和图 2 流态与图 1 大管（主管）和图 3 的差异是各流线 BB

上游没有拐点 Q，即主流区各流线只有 D拐点。现阐明这种流态的横向压强分布。 

AA 与各流线 D 之间的横向压强。从总管口 AA到支管口这一段横向压强产生

缘由与从总管口 AA 到主管口这一段横向压强产生缘由相同,同样因为处于主管

分离区上游迎流区所致,这 2.2.1 部分其－已经阐明。自支管口起进入支管分离

区对侧的迎流区,与主管分离区上游迎流区在此有所叠加,使 p 凸(指向支管分离

区侧管壁)、Δp加强。越往下游支管迎流区横向压强越大,使 p 凸越大,Δp越大,

到达 BB 使 p 凸最大,Δp最大。越往下游离 BB 越远迎流区横向压强越小,p 凸越小,

Δp 亦越小。再往下游就进入支管分离区下游“死角”附近迎流区,这过程中 p 凸

渐小,p 凹(指向分离区对侧管壁)渐大, 使Δp 渐小,到各流线 D 点 p 凸=p 凹,Δp=0。 
自各流线 D 到 CC 横向压强分布及其成因 2.2.1 部分其三已阐明,再不赘述。 

图 2 流线形状和分布与图 1 支管的基本相似,但两者入口处明显不同。图 2

入口 AA 截面各流线 p 凸=p 凹,Δp=0,而图 1支管入口则 p 凸＞p 凹,Δp＞0。流入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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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的血液受惯性离心力作用而偏离内侧壁、偏向外侧壁流动,以致流线都凸向

外侧壁,在内侧壁附近形成流动分离区, 在外侧壁附近形成迎流区。血液自 AA沿

流线流入即进入迎流区 p 凸＞p 凹,Δp＞0。越往下游直至 CC 整个过程的横向压强

分布及其成因均在上面已经阐明,不再赘述。 

2.3 分离区压强分布 

分离区与主流区交界侧的压強就是主流区边缘血液所施加的。分离区另侧的

圧强为血管壁(也可能部分为狭窄斑块壁)所施，实质上是血管被血液扩张的张力

(弹性力)所产生的压强加上血管外壁所受大气压强。分离区上下游两端的小范围

(密黑点表示)血液流速很缓慢可近似看作静止,称为“死角”。依据分离区周边

压强的来源，结合分离区涡流线形状,知可周边压强较大,越近中心压强越低。就

任一涡流线而言,其上任一点 p 凸＞p 凹,Δp＞0,即涡流线(层) 外侧压强大于内侧

压强,确保血液体元沿类似椭圆轨迹流动所需的法向力和切向力。 

上面只阐明了某Δt内各图表示的流态中横向压强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实

际血管特异形部位流态变化是复杂的,分支角、狭窄程度、弯曲程度改变,血流速、

流量随心搏而周期性变化都会改变特异形部位血液流态和血流参数的分布状态,

但借助上述阐明特异形部位血压分布规律及其因成而构建起来的理论,完全可以

揭示各种不同流态时的血压分布规律及其因成。 

3 流态分布的成因 

3.1 分界线的形成 

以图 1 主管为例加以阐明。AA 之前血液为泊肃叶流动,流过 AA 就形成主流

区与分离区,两者的分界线 G(立体看应为分界曲面)是如何形成? 沿流线流动的

血液体元流速为 ,沿所在流线之点的切向,沿轴向(平行管轴)的分量为 ‖，沿横

向(垂直 ‖的)分量为 ⊥。如图 1 主管所示,其分界线的基本成因是血液体元自

流过 AA 起开始在纵向压强、橫向压强作用下,以 ‖、 ⊥两分流速做合成运动,因

 ‖、 ⊥大小适当而使其止于 C,而形成分界线。 

细致阐明 AA 与 BB 间分界线的形成。血液体元在 AA 只有 ‖记作 ‖G,而 ⊥

记作 ⊥G为 0。从 AA 到 BB过程中因主流区橫截面积逐渐减小而使 ‖G逐渐增大,

到达 BB 橫截面积最小而 ‖G最大。既然纵向流速大小已知,这就确定了自 AA 起

沿 G 线流来的血液体元各时刻的纵向位置(纵坐标)。过 AA 即进入分离区上游迎

流区,越往下游使主流区横向压强Δp 越大,使血液体元获得足够的法向力,同时

使血液体元沿橫向加速, ⊥G越增大。流到分离区对侧迎流区边缘Δp 增至最大, 

 ⊥G增加最快。越往下游越近 BB 使 p 凹越大,Δp越小, ⊥G增加越慢。到达 Q使 p
凸=p 凹,Δp = 0, ⊥G增至最大。既然已知从 AA 到 Q ⊥G的大小, 这就确定了自 AA

起沿 G线流来的血液体元各时刻的横向位置(橫坐标)。各时刻 G线 Q 点及其以前

的纵、横向位置都确定,亦即 AA到 Q这段分界线确定。过 Q因分离区对侧迎流区

的作用大于分离区上游迎流区的作用而使流线弯曲方向反转,凸向分离区对侧,

越往下游越近 BB使 p 凸越大,Δp(向分离区侧)越大而 ⊥G(向分离区对侧)越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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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BBp 凸、Δp均增至最大, ⊥G减小至 0。因 BB处 G线曲率半径最小,Δp全用

作法向力。这就确定沿 G 线而来的血液体元各时刻在 Q 到 BB 之间的横向位置, 

从上述已知其纵向位置,那 Q到 BB之间 G线段各位置必确定。AA到 BB之间分界

线各位置亦必确定。 

细致阐明 BB 与 CC 间分界线的形成。过 BB 越往下游,离 BB 越远 p 凸越小,Δ

p 越小,G 线曲率半径越大,所需法向力越小,使 ⊥G 加速的力越大,故自 BB ⊥G 为

0起越往下游越增大。到达分离区下游迎流区边缘 ⊥G增加最快。越往下游,分离

区下游迎流区 p 凹(向分离区对侧)越大,使Δp 越小 ⊥G增加越慢。到近分离区下

游“死角”或相邻管壁的某位置 p 凹=p 凸，Δp 为 0， ⊥G增至最大。自此，越近

“死角”或相邻管壁 p 凹越大,Δp 越大,Δp 与 ⊥G反向,使血液体元 ⊥G越减小,

至管壁 C 点减小为 0。自 BB 到 CC 主流区(包括 G 线)橫截面逐渐增大,逆向压强

逐渐增大,使流速 ‖逐渐减小。当 G 线的血液体元到达 C 点 ⊥G正好减小为 0 之

时, ‖G也减小为 0,这样 BB与 CC之间的分界线就形成了。 

上面以图 1 主管流态为例阐明了其主流区与分离区之间分界线的定性成因。

阐明这一分界线成因的理论同样适用于阐明其他特异形部位分离区与主流区分

界线的定性成因。 

3.2 分离区涡流的形成 

凡分界线 G 到管壁之间的血液都流入分离区形成涡流,越近管壁的血液形成

越近中心的涡流。各图中 N是分界线 G到管壁之间的任一流线。以图 1主管中 N

为例阐明分离区涡流的成因。沿 N流来的血液体元到达涡流线 a点其 ⊥为 0, ‖

沿轴流(管轴血流)方向(在此正好为涡流线 a点切向)记作 ‖a。由分离区压强分

布可知周边压强高,涡流(线)外侧比内侧高,这是形成涡流的基本保障。当血液体

元自 a沿 ‖a方向移动时因受下游各涡流层包括“死角”逐渐升高压强的阻碍而

使 ‖从 ‖a 逐渐减小,与此同时血液体元还受其外侧涡流层逐渐升高压强的作用

使 ⊥自 a从 0开始增大(垂直管壁)。血液体元实际是做两分速度 ‖、 ⊥的合成

运动,到达 b时 ‖正好为 0,而 ⊥增至 ⊥b。当血液体元自 b沿 ⊥b方向移动时因

受来自管壁附近逐渐升高压强的阻碍而使 ⊥自 b 点起从 ⊥b逐渐减小,与此同时

血液体元还受来自下游指向上游较高压强作用而使 ‖自 b 从 0 开始增大。血液

体元实际是做两分速度 ‖、 ⊥的合成运动,到达 c 时 ⊥正好为 0,而 ‖增至 ‖

c。当血液体元自 c 沿 ‖c 方向移动时因受来自分离区上游较高压强的阻碍而使

 ‖自 ‖c 起逐渐减小,与此同时血液体元还受来自管壁附近指向分离区内的较

高压强作用使 ⊥自 c点从 0开始增大。血液体元实际是做两分速度 ‖、 ⊥的合

成运动,到达 e时 ‖正好为 0,而 ⊥则增至 ⊥e。当血液体元自 e沿 ⊥e方向移动

时因受分离区外侧较高压强的阻碍而使 ⊥自 e 点起从 ⊥e逐渐减小,与此同时血

液体元还受来自分离区上游包括“死角”较高压强作用使 ‖自 e从 0 开始增大。

血液体元实际是做两分速度 ‖、 ⊥的合成运动。如图所示,沿近分离区分界线的

涡流线流动一周的血液体元,到达分界线附近往往流进主流区。而沿中间部位的

涡流线流动的血液体元往往滞流较长时间作涡旋流动,且越往中心的涡旋越慢。 

上面把涡流线分成四段,阐明各段 ‖、 ⊥的变化规律,揭示血液体元作具有

如此变化规律的 ‖、 ⊥的合成运动的轨迹必定是类似椭圆线。显然分离区周围

边界、各涡流层外内的压强分布规律成为形成类似椭圆涡流的根本原因。只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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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3 部分揭示的压强分布规律才能使血液体元在任何一点都能获得适当的法

向力和切向力而作类似椭圆线的涡旋运动，否则是不可能的。 

3.3 主流区流态的形成 

特异形部位主流区的流态主要包括其空间各点的流速大小、方向及其分布规

律,亦即流线形状及其分布规律。主流区基本流态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 一血液

与血管壁满足无滑流条件，即血液的附壁层不会相对管壁滑动[27]。二取决于血管

内纵、橫向压强分布规律。三取决于血流量大小。3.1部分关于分界线的成因理

论完全适用于阐明主流区流态的成因。 

与分界线相比,主流区各流线多了个 D 拐点。D 之前各流线的成因与分界线

的相同。沿任一流线越往下游就越进入分离区下游迎流区,横向压强 p 凹越大,Δ

p越小,到达 D点 p 凸=p 凹,Δp = 0, ⊥增至最大。过 D流线弯曲方向反转,凸向分

离区。随着越往下游, p 凸、Δp越大(与 ⊥反向),使 ⊥越减小,到 CC 横截面 ⊥

减小至 0,只剰 ‖。由于主流区自 BB到 CC:－方面横截面积逐渐增大,使 ‖则逐

渐减小。另一方面纵向压强逐渐升高以致 ‖逐渐减小,到 CC横截面积增至最大, 

压强升至最高, 以致 ‖减至最小。 

乍一看,上面只阐明主流区某－流线的成因,其实照上面的论证以可阐明任

一种特异形部位主流区任一种流态流线的成因。 

4 参数分布的成因 

4.1 高剪高压区的形成 

从以上 3 部分的论证表明,由于分枝、弯曲和狭窄部位血管几何形状的特异

性,导致其流态以及流速、剪变率、剪应力和压强等血流参数的分布状态与直血

管段相比也呈现特异性，而且两者还互为因果关系。人们研究早已发现动脉血管

的这些特异形部位是粥样硬化的好发部位,于是研究揭示这些部位的血液流态以

及血流参数的分布状态及其成因很有必要。这对于相关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相关

教师开展相关教学很有裨益。 

在 1 部分中已述及以上各图分别有两或三个迎流面,但不是所有迎流面及其

附近的流速、流量、剪变率和压强都最大。其中直接冲向迎流面的流速、流量越

大,血流与迎流面垂直线夹角越小,迎流面及其附近血液被冲击越强烈,迎流面及

其附近流速、流量、剪变率、剪应力和压强越大。与同一图别的迎流面相比,图

1 大、小管,图 2 均为分离区对侧迎流面及其附近流速、流量、剪变率和压强最

大,图 3 则以狭窄斑块上游顶部壁面及其附近流速、流量、剪变率和压强最大。

各图中这些量最大的范围均用细虚线框岀,把这些部位称为高剪高压区。 

何谓剪变率、剪应力呢?对于均匀圆直管内牛顿流体如水、酒精、血浆等作

泊肃叶流动时,作用于流层面积 s上的内摩擦力ｆ为 
d

f s
dr


=  (1) 



动脉特异形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 

110 

 

令  =ｆ/s,   
•

=d ／d r代入式(1)可得 

=  (2) 

式(1)、(2)均称为牛顿黏滞定律[28]。  是作用于流层或管壁单位面积上的内摩擦

力,通常称为剪应力。是黏度,对牛顿流体是常数,血液为非牛顿流体其隨剪

变率增大而变小,故血液的黏度称为表观黏度。   
•

是血液流変学中最常用于表示

剪变率的符号[28]。由于高剪高压区剪变率最高,一般最低,但因剪变率大按式(2) 

可知剪应力不会很低。  

4.2 低剪低压区的形成 

通过以上论证应该会领悟到,血液流进特异形部位首先冲向第 1 迎流面,被

第 1 迎流面阻碍而反射至对侧迎流面即第 2 迎流面,使迎流面及其附近形成压强

高于周边的一定范围的迎流区。上游流来的血液被第 2迎流面迎流区较高压强阻

碍沿管壁附近反流而形成分离区。分离区外侧周边依次是主流区边缘、下游迎流

区、血管壁或许连同狭窄斑块壁, 鉴于与主流区其他部位相比,主流区边缘、下

游迎流区压强都不高而致分离区内压强不高,流速不快。分离区最大流速也只接

近主流区最小流速(处于分界线外侧),位于很近分界线内侧和血管壁。从最快涡

流层起逐层减慢到其中心流速为 0。从最快涡流层起逐层减慢到管壁的附壁层流

速为 0。由于最快涡流层到其中心的距离比到管壁的距离大很多,以致分离区内

管壁附近剪变率最大,其他部位都小,涡流中心趋于 0。与主流区许多部位,尤其

高剪高压区相比分离区的剪变率、压强低。故特异形部位的低剪低压区就在分离

区。若动脉狭窄程度足够高,以致其特异形部位血液充盈不足,那分离区近管壁侧

会呈现负压。这 4.2 部分对动脉特异形部位基本流态的表述, 从沟渠、江河相关

部位流态的观察中大致能看到。 

4.3 高剪高压与低剪低压区存在的意义 

4.3.1 低剪低压区的可能危害 

特异形部位的分离区为低剪低压区,即血管壁及其附近的压强、剪变率相对

主流区都低。因其中红细胞均匀分布以致表观黏度高,由式(2)决定的剪应力则大。

分离区其他部位的压强、剪变率更低,剪变率甚至为 0。分离区的低剪变率、低压

强、低剪应力随心动周期性振荡,血液充盈不足时还岀现负压。这样的涡流参数对

正常的或有某些病变的血管壁、红细胞有何负面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有待深

入研究加以解决。从血液流变学[29] 角度看,即使血液流变性正常,由于分离区涡

流中心及其附近剪变率小于 10 s-1,红细胞聚集程度高、变形程度低,使其成为红

细胞聚集高、变形程度低,血液表观黏度高的小范围，不过应该还是生理性的。

如果血液流变性异常,诸如红细胞压积异常增高、聚集性异常增强、变形性异常

降低,分离区将会呈现血液表观黏度异常増高的黏滞状态。如果血小板聚集性、

黏附性异常增强，又动脉特异形部位普遍存在，尤其老人更甚,可能使流经上游高

剪高压区的血小板被激活。当这些被激活的血小板流入下游分离区时与其高黏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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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作用,有可能形成血栓子,流到下游栓塞细小动脉。若凝血功能增强,血液在分

离区高黏滞状态下形成血栓子的可能性更大。这是颇受人们关注,正待研究证实。 

4.3.2 高剪高压区的可能危害 

动脉各种类型的分枝、弯曲是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进化而形成的,对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在血管、血液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生理性的,不应对健康

有害。但当血管、血液出现某些病理性改变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动脉狭窄的特

异形部位是病理性的,有害于健康。文献表明分枝、弯曲和非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的狹窄,已成为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好发部位,为什么呢？至今尚未揭示其真谛,

是当今的研究热门。 

高剪高压区作用于管壁的压强、剪变率都高,剪应力也不低,这对正常的或有

某些病理性改变的血管壁,尤其对其内皮细胞有何负面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

正受到相关人士的普遍关注,纷纷进行研究。高剪高压区的压强和剪变率都高,剪

应力也不低，这可能会产生两种效应: 一可使流经高剪高压区的血小板受高压强、

高剪变率和不低的剪应力作用而被激活,流进下游分离区可能成为血栓子形成的

一种起动因素。二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于高剪高压区，在高剪变率、高压强

和不低的剪应力作用下可能裂解崩脱。如果粥样硬化斑块裂解但不完全崩脱,那

裂块可能堵塞狭窄处血管;裂解又完全崩脱的,那裂块就会成为血栓子流往下游

堵塞动脉某处。 

5 小结 

乍一看,特异形部位的流态和血流参数的分布状态如同－堆乱麻,不知从何

下手研究。 经过长时间冥思苦想,广开思路,深入细致分析、推理,终于发现存在

迎流面和背流面。迎流面、背流面、迎流区概念的确立成为完成本研究的关键突

破。有了这三个概念;一顺利阐明主流区纵向压强分布规律,横向压强分布规律,

分离区压强分布规律。二顺利阐明主流区与分离区分界线、主流区流线、分离区

涡流线的成因。三顺利阐明特异形部位相关血流参数的分布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这就构建起动脉特异形部位血流动力学的流态理论。实际上就是这三个概念描述

的事实导致特特异形部位流态和血流参数分布规律的形成。抓住这三个概念描述

的事实,就抓住此问题的本质,研究就从困难走向顺暢,问题就迎刃而解。对此,从

上世纪 70 年代末走结合医学开展理论性方法研究之路以来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

果中感受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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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 

秦任甲 

（桂林医学院 数理教研室，桂林 541001，中国)  

摘要：研究目的是构建阐明此问题的完整理论。研究方法是借助对沟渠、江河堤

岸凸部流动分离区和主流区流态的观察，再依据现有的动力学基础理论，进行分

析论证。结果，阐明动脉对称狭窄部位主流区和分离区的流速、压强、高剪区、

低剪区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揭示分离区和主流区血流参数具有振荡性的原由。

指出动脉狭窄部位的可能危害。本文构建起的动脉对称狭窄部位血流的完整动力

学理论将为医学和其他人士从亊有关工作，开展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动脉对称狭窄；流动分离区；流态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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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build the complete theory to elaborate this 

problem. The methods used in the research include the observation of fluid state of 

ditches, the main flow region and the flow separation region of the convex part of river 

banks .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basic dynamic theory 

are also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The consequence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the flow velocity, the intensity of pressure, the 

higher shear zone and the lower shear zone of the main flow region and the flow 

separation region of the symmetrical narrow parts of the artery and the cause of the 

distribution. The reason of the oscillatory of the blood flow parameters of the main flow 

region and the flow separation region is illuminated. The possible harm of the narrow 

parts of the artery is indicated. The complete dynamic theory of the blood flow in the 

symmetrical narrow parts of the artery built in this ess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edical 

researchers and other researchers to apply in related work 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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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医行医常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多有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致使这些问题理

论不完备,教材内容不全面.笔者在职忙于行政亊务,退休后才尽力开展对呼吸[1]、

耳朵[2-4]、前庭 [5,6]等器官和血流动力学[7,8]、血液流变学[9,10]、超声血流频谱学[11,12]

和物理教改[13-17]等范围的问题研究,本文为发表论文的第 43篇。盼望在职和退休

的相关学者更多参与,共同为创建医学尤其生理学、人体物理学[18]、超声医学理

论,丰富其教材内容, 提高医学人士的相关科学理论水平和技能水平作贡献。  

本文研究的是血流动力学问题。血流动力学在医学尤其生理学、心脑血管内

科学、超声检测等方面,无论作为应用基础理论,还是作为技术应用都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用作.人体血管系统包括微循环系统[19]和小动脉、小静脉及其以上血

管系统. 前者已有大量论著,但后者的基本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完备建立.本文凡

提及血管系统均指后者.可以认为这个血管系统由直血管段和分枝、狭窄、弯曲等

特异形部位组成[8]. 之一,直血管段是流速隨心脏搏动而周期性变化的层流, 这

已为血流动力学界所公认.笔者曾假定,直血管段为均匀圆直,且在任意短的Δt
内血液为泊肃叶流动[20].这个假定已被笔者在研究超声多普勒血液层流频谱形成

机制[21]和在研究阐明红细胞向軸集中效应示教典范图内涵中所证实.这样直血管

段的基本流态理论就建立了.之二,特异形部位的基本流态如何则尚未见有文献

研究解决.本文研究解决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另文再研究解决分

枝、弯曲等特异形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这两个问题研究完成,血管系统基本流态

理论就构建起来了。这无疑对医学理论建设、教材建设、临床应用和相关研究十

分有利。 

沟渠、江河狭窄(堤岸凸出)部位下游壁面附近一般都会形成有涡旋流动的一

定范围，通常把这个范围称为流动分离区(简称分离区)，分离区以外的范围称为

主流区。从水面看，分离区和主流区均为平面，但不难想到实际是立体的。流动

分离现象自然界普遍存在。据此不难想到动脉的狭窄部位也会呈现分离区与主流

区。所谓动脉狭窄部位应该是指因动脉狭窄而造成该部位的形状与直血管段迥然

不同，致使其血液流态和血流参数的分布与其上、下游直动脉段中的也明显不同

的部位，如图 1中的 AA与 CC两横截面之间的部位。除特异形部位外，正常直血

管段是不会出现分离区的。血管段会否出现流动分离区,分离区大小及其流态均

已获得超声多普勒血流频谱图所证实[22]。动脉狭窄可以因粥样硬化斑块、动脉瘤

等多种原因引起。粥样硬化斑块往往以管轴为轴，对称分布于管壁一周。这种由

对称狭窄斑块造成的管腔狭窄最为常见，对健康危害很大。笔者查阅了长期以来

的许多文献都提到动脉对称狭窄部位会形成分离区，但却都未阐明其分离区、主

流区的流态和血流参数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笔者这才着力加以研究解决。 

鉴于物理理论是以其理想模型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据此作如下合理假设: 

近似认为狭窄部位上下游动脉段是均匀圆直的，狭窄斑块表面平滑而无凸凹且成

标准轴对称，任一时刻 t的△t内狭窄部位上下游动脉段为泊肃叶流动，主流区

和分离区亦为定常流动，这样分离区只可能为单心分离区。实际上 TCD 超声检査

仪探測一次动脉对称狭窄部位血流,实时地进行－次垂直扫描的时间都是△t, 

这表明这个假设是有实验基础的。若未加说明，所讨论的仅指满足这些假设的情

况。所谓单心分离区是指分离区内只有一个涡流中心，由分离区边缘到中心逐渐

变小的 一系列类似椭圆形的涡流(流线)都环绕此中心，如图 1中椭圆流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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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离区涡流强烈时，会呈现环绕不同中心的多种小涡流，这可称为多心分离区。

凡多心分离区就不可能为定常流动了。 

超声多普勒诊断仪发射与接收超声的为同一器件，俗称探头。鉴于用这种诊

断仪检测血流状况时要求将其探头尽可能沿血管轴方向对着流来的血液，发射或

接收超声束。这样只有血液体元(设想的任意小的血滴)平行于血管轴的流速分量

‖才能被检测到，而对其垂直于血管轴的流速分量 ⊥则检测不到。 

 

图 1 对称狭窄及其流态 

1 血液的流态 

1.1 主流区的流态 

对称狭窄斑块造成的管腔狭窄所产生的流态也是轴对称的,过管轴的任一纵

截面上的流态均完全相同，如图 1所示。图 1 中附于管壁的阴影部分表示狭窄斑

块，其余部分表示分离区和主流区的流态。各流线以管轴为轴，对称分布于其两

旁。流线 G自最狭窄处起成为分离区与主流区的分界线。流线上的箭头表示血流

方向。从沟渠江河对称狭窄部位水面隐约可见其水的体元似在沿图 1 那样形状及

分布的流线流动，这成为画流线以形像显示流态的最初启发。  

鉴于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横截面 AA与 CC之间的上、下游血管是正常的，其

中为泊肃叶流动(仅指△t 内，以下不再提示)。其各流层都可看作半径为 r，厚

度为 dr，同一层的各血液体元流速均相同，流向均平行管轴，其流态(流线形状

及分布)以管轴为轴对称分布，各层的流速与其半径成抛物线关系。上游血液以

泊肃叶流动经 AA进入对称狭窄部位，又经 CC 流出而恢复泊肃叶流动。狭窄部位

主流区各流线(流层)也以管轴对称分布，但各流线既不平行管轴也不互相平行。

各流线都为曲线，且有两个拐点(通俗而言，指流线弯曲方向发生反向改变之点)，

如 Q、D。各流线的任一点血液体元的流速均沿该点的切线方向。这样，除管轴

和某些特殊点外，各流线上任一血液体元都具有纵向(平行管轴)流速分量 ‖和

横向(垂直管轴)流速分量 ⊥。显然 

 = ⊥ + ‖ (1) 

、 ⊥、 ‖均为黑体，表示矢量。下面讨论 ⊥与 ‖的分布。 

 ⊥的分布: 在 AA与 BB之间，各流线的任一点 ⊥均指向管轴，血液被压缩。在此间，

就横向而言，对任一横截面上离管轴越远的流线上 ⊥越大; 就纵向而言，对任一流线，从

上游越近拐点如 Q， ⊥越大，到拐点如 Q， ⊥最大，离开拐点如 Q 越往下游 ⊥越小，在

BB(面积最小的)横截面上 ⊥为 0。在 BB与 CC之间，各流线的任一点 ⊥均指向管壁，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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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扩展, 横截面扩大。在此间，就横向而言，对任一横截面上离管轴越远的流线上 ⊥越大; 

就纵向而言，对任一流线，从上游越近拐点如 D， ⊥越大，到拐点如 D， ⊥最大，自拐点

如 D越往下游 ⊥越小，在 CC上及其下游 ⊥为 0。 

 ‖的分布: 这里只讨论 BB与 CC之间 ‖的分布。横向而言，对任一横截面

以管轴流线 ‖最大，离管轴越远的流线 ‖越小。纵向而言，对任一流线，以 BB

上的 ‖最大，越近 CC  ‖越小，在 CC上及其下游 ‖最小。 

1.2 分离区的流态 

流量一定时，狭窄程度越高，分离区涡流越强烈; 狭窄程度一定时，流量越

大,分离区涡流亦越强烈。分离区涡流越强烈，意味着分离区越大，涡流越快，

可仍为单心分离区，若超过一定强烈程度会成为多心分离区，甚至各涡流变化很

剧烈。 

沿分界线 G 流来的血液体元到达附壁层的 C 点时 ‖、 ⊥为 0。附于管壁的

流体层称为附壁层，按无滑流条件附壁层不流动。沿流线 G与狭窄斑块壁之间各

流线流来的血液体元必然流进分离区形成涡流，如流线 N所示。越近分界线的血

液形成的涡流越近管壁，离分界线越远的血液形成的涡流越近中心。观察沟渠、

江河堤岸凸出部位下游的分离区可见岸壁附近存在流速最快的涡流。以此不难想

到动脉狭窄部位分离区管壁附近存在最快涡流，从最快涡流起越近管壁的涡流越

慢,到附壁层流速为 0;越近中心的涡流越慢，中心流速近乎为 0。如流线 N所示，

沿近分界线的各涡流线流动一周的血液体元会离开分离区而流回主流区。但因近

中心的血液流速慢而会滞流一段时间。 

由于分界线中段附近两侧，存在上游流来的血液与从分离区流出来的血液相

交叉。因此，这部位血流有所混乱，线状流态欠清晰，这部位最容易形成一些小

旋涡。血液须流经下游一定距离才能又趋向线(层)状，到达 CC 及其以后又恢复

AA之前的泊肃叶流动。 

由流线 N 形成的涡流(线)可见，a 点的 ‖为 0， ⊥垂直指向管壁，记作 ⊥

a;b点的 ⊥为 0， ‖为与轴流(管轴血流)反向，记作 ‖b; c 点的 ‖为 0， ⊥垂

直指向管轴，记作 ⊥c; e点的 ⊥为 0， ‖沿轴流方向，记作 ‖e。 

立体流态。鉴于狭窄斑块成轴对称的立体环状，那任一过管轴的纵截面上的

流态都完全相同，并都成轴对称分布。依此不难想到分离区的涡流线，主流区的

流线以及各横截面上的流态都是轴对称分布的。因此可知，让过管轴的任一纵截

面绕管轴旋转一周将会使：①平面分离区成为分布于周边的轴对称的环形管状立

体分离区，其中大小不同的一系列涡流(线)成为轴对称的大小不同的一系列立体

的环形涡流管，大涡流管套在小涡流管外面。②平面主流区成为轴对称的管状立

体主流区，其中离管轴远近不同的一系列流线成为离管轴远近不同的一系列轴对

称的流管。流态如此分布，导致其血流参数也成轴对称立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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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态的成因  

2.1 压强分布规律 

2.1.1 主流区压强分布规律 

其一，纵向压强的分布规律。从任一过轴纵截面看, 血液体元都沿流线流动,

那血液体元必定遵从黏滞流体的伯努利方程[20].无论狭窄段血管是否处于水平, 

因其一般都很短, 故而可以近似认为伯努利方程中的ρhg 项不变化，这样伯努

利方程变为 
p + ρ 2/2=c (2) 

式(2)中 c为常量, 严格讲对不同的流线 c 值有所不同.血液从 AA流向下游横截

面积逐渐変小, 到 BB最小. 依据连续性方程(连续原理)[23]可知, 流速从 AA到

BB 逐渐增大, BB 处最大. 由式(2)可知,压强则逐渐降低,到 BB 处最低,这是降

压即加速流动过程.由于狭窄斑块和分离区的存在占据部分空间而使主流区变窄.

从 BB往下游,横截面逐渐增大, 到 CC最大. 依据连续性方程可知,从 BB起流速

逐渐减小,到 CC 流速最小.由式(2)可知,从 BB 压强最低起逐渐升高,到 CC 压强

最高.这是升压即减速流动过程。自 CC起恢复泊肃叶流动. 

其二，横向压强的分布规律。   

之一,横向压强的径向分布规律。鉴于血液是被压缩而流过 BB的，故任意两

流层接触面之间都存在沿径向的相互排斥力即作用与反作用力.设以 i 为流层或

流线的序号，离管轴越远 i 越大。i 流层的内侧面(近管轴侧面)任意小面积Δs
受到来自其内的 i-1流层指向管壁的排斥力 F i-1及其压强 pi-1作用，同时 i流层

的外侧面(近管壁侧面)的Δs 也受到来自其外的 i+1 流层的指向管轴的排斥力 F 

i+1
，及其压强 pi+1

，作用，故 i流层面积Δs受合力，亦即压力差ΔFi的作用。 
ΔFi = Fi-1 - Fi+1

，
 (3) 

 

Δpi = pi-1 - pi+1
，
 (4) 

式(3)、(4)对任意流层都成立,pi-1、pi+1
， 可分别称为每一横截面处作用于 i流层

的向壁压强和向轴压强，Δpi为 i流层面积Δs所受压强差。显然ΔFi=ΔpiΔs，
Fi-1= pi-1Δs ，Fi+1

，=pi+1
，Δs。因为Δs可为任意小则式(3)可认作是每一横截面

处第 i流层的血液体元所受的径向合压力公式。 

从观察沟渠对称狭窄部位(或图 1)可见, 任一横截面与各流线均有一交点, 

i 越大的流线此交点离管轴越远则此交点处的曲率半径越小,恰好为拐点除外。

这一规律在 BB 横截面上最明显。这意味着血液体元流过此交点时所需向心力越

大, 反之亦然。向心力由ΔFi提供,这也意味着离管轴越远ΔFi越大, 反之亦然。

式(3)、(4)是动脉对称狭窄部位每一横截面处压力、压强沿径向的基本分布规律。 

之二,横向压强的纵向分布规律。从 BB 沿任一流线(流层)到其拐点如 D 之

间，i流层所受的 pi-1＞ pi+1
，，Fi-1＞ Fi+1

，，ΔFi＞0指向管壁，且越近其拐点如

DΔFi越小，在拐点 pi-1= pi+1
，，ΔFi为 0。这是由于越近拐点纵向压强、向轴压強

pi+1
，
越高而使 Fi+1

，
越高所致。从任一流线的拐点如 D 到 CC 之间，i 流层所受 pi-1

＜ pi+1
，，Fi-1＜ Fi+1

，，ΔFi＜0指向管轴，即向轴压强大于向壁压强，且离流线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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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如 D逐渐远 pi+1
，、Fi+1

，、ΔFi逐渐增至最大.此后随着离拐点逐渐远ΔFi逐渐减

小，到 CC横截面 pi-1= pi+1
，，Fi-1= Fi+1

，，ΔFi=0。这就阐明了横向压强的纵向分

布规律。 

从 CC 横截面起往下游各流线平行于管轴，恢复泊肃叶流动。沿任一流层流

动的血液体元所受力ΔF i为 0，就意味着作用于各流层的向轴压强等于向壁压强。

这就告诉人们在泊肃叶流动中尽管从管轴到管壁各流层的流速逐层减小，但作用

于各流层两侧面的径向压力大小相等。 

2.1.2 分离区压强分布规律 

这里只讨论单心分离区的压强分布。由上面讨论可知，分离区分界线侧的压

强就是主流区边缘压强 pi-1 施加的。主流区边缘流线(流层)从 BB 起到下游拐点

之间ΔF i大于 0，指向分离区。分离区管壁(部分为狭窄斑块壁)侧的压强是血管

壁施加的，指向分离区内，其大小为血液挤压血管扩张而产生的张力压强与血管

外壁所受大气压强之和。软组织一般处于松弛状态，其中的压强为大气压。近 C

点的分离区小范围俗称死角(主流区边缘流线拐点已近死角或在死角内)，流速缓

慢，压强较高，且越近管壁，越近下游压强越高。分离区上游近狭窄斑块的小范

围也俗称死角，流速缓慢，压强较高，且越近狭窄斑块壁压强越高。 

经以上对分离区周边所受压强的分析，再结合分离区内大小不同的涡流线都

类似椭圆曲线，不难明了分离区周边的压强大于分离区内的压强，指向分离区内

部。各涡流层外侧面压强大于内侧面压强，越往中心的涡流层两侧压強差越小。 

上述几条压强分布规律是形成主流区流态、分离区流态不可或缺的条件。  

2.2 主流区的成因 

2.2.1  ⊥分布的成因 

下面依据纵向、横向压强的分布规律，从两个方面讨论 BB与 CC 间主流区
⊥流态分布的成因。 

其一，  ⊥在每一横截面上分布的成因。由于从 BB到流线拐点如 D之间的每

一横截面上，所有血液体元受到的Δp i、ΔFi都指向管壁，使其沿径向加速而获

得指向管壁且逐渐增加的 ⊥.再者离管轴越远的血液体元流速 ‖越小，使其自

BB 横截面到现时考虑的横截面这段距离上 ⊥被加速的时间越长.故而同一横截

面的离管轴越远的血液体元获得的 ⊥越大。从流线拐点如 D到 CC之间的每一横

截面上，血液体元受到的Δp i＜0，ΔFi＜0，都指向管轴，使 i不同的各流层
⊥减小。因离管轴越远的流层血液体元所受的Δp i、ΔFi越大，使其 ⊥减小越大。 

其二， ⊥沿任一流线分布的成因。从 BB 沿任一流线接近其拐点如 D的血液

体元所受的Δp i＞0，ΔFi＞0，从而使其 ⊥随流程而逐渐增大，到达拐点Δpi=0，

ΔFi=0， ⊥最大。过拐点如 D 沿流线接近 CC，血液体元受到的Δpi＜0，ΔFi＜

0，都指向管轴，与 ⊥反向，使流层的 ⊥随着流向下游而减小。在往下游过程中，

Δpi、ΔFi逐渐增至最大值而使流层的 ⊥逐渐减小至各自的某值，此后Δp i、Δ

Fi沿下游继续减小，流层的 ⊥亦随之减小，到 CC 上及其下游Δpi、ΔFi、 ⊥均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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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分布的成因 

其一， ‖沿横(径)向分布的成因。观察沟渠江河对称狭窄(两堤岸对称凸出)

部位主流区可见为层流，虽然流速曲线不是抛物线但从主流区边缘(分界线附近)

到中心轴各流层的流速 ‖逐渐增大，中心轴流速 ‖最大。为便于观察,假设将其

中划分成的各流层厚度较大且均等，仔细观察可发现各层流速大致存在两个特征: 

一任一流层都是内侧面比外侧面流速大。二越近主流区边缘的流层内外两侧面流

速差越大，反之亦然。由此观察不难推想到动脉对称狭窄部位主流区 ‖沿径向

的分布应与沟渠江河对称狭窄部位主流区 ‖沿径向分布类似，同样也存在这两

个特征。为什么能如此分布呢？下面阐明其成因。 

之一，任一流层都是内侧面比外侧面流速大的成因。动脉对称狭窄部位主流

区,i+1 流层的内侧面流速比 i流层外侧面的流速慢，i+1流层的内侧面施于 i流

层外侧面的内摩擦力与 i 流层的外侧面流速反向，使 i 流层的外侧面减速。i-1

流层的外侧面流速比 i流层内侧面流速快，i-1流层外侧面施于 i流层内侧面的

内摩擦力与 i 流层内侧面的流速同向，使 i 流层的内侧面加速。由此分析可断

定，主流区任一流层都是内侧面比外侧面流速快。既然如此，从主流区边缘到管

轴各流层流速必定逐渐增加，管轴流速最快。推想可知，无论流层厚度怎么小，

这一论断都成立。亦即就任一流层而言，都是其外侧面流速最小，沿内侧面方向

逐渐增加，内侧面流速最大，形成外侧面端滞后而内侧面端向前的流速曲线段,

类似流速抛物线的流层流速曲线段。 

之二，越近主流区边缘的流层内外侧面流速差越大的成因。这是从沟渠江河

对称狭窄部位观察到的流态特征二而推断动脉对称狭窄部位也具有这一特征流

态。这个推断是合理的正确的。这就意味着主流区任意两接触流层间的内摩擦力

是不相等的，越近边缘的流层间内摩擦力越大，流层内外侧面内摩擦力之差越大，

反之亦然。这就导致越近边缘的流层内外侧面流速相差越大，流速曲线段外侧面

端相对内侧面端滞后越多，反之亦然.这一定性表述可以运用泊肃叶流动中的流

速梯度分布加以阐明.定量阐明可见《泊肃叶流动流速与流层半径成抛物线的机

制》一文。 

之一、二揭示了动脉对称狭窄部位主流区流速分布的两个特征亦即流速 ‖

沿径向分布规律的成因。此成因是正确的，因为既符合沟渠江河对称狭窄部位主

流区的流态事实，泊肃叶流动的流态事实，也符合流体动力学理论。 

其二，  ‖沿纵(轴)向分布规律的成因。从 BB到 CC过程中，各流线上 ‖逐

点减慢，其原因有二: 一隨着纵向流程的增加，主流区逐个横截面积增大，根据

液体的连续原理其流速逐个横截面减慢; 二隨着纵向流程的增加，血液体元克服

逆向压力做功增加，依据伯努利方程可知由其 ‖决定的动能减少而压强能增加。

从而导致任一流层血液体元的 ‖随流程增加而降低，到 CC及其以后为最低，成

为泊肃叶流动。 

2.2.3 弯曲流线成因 

弯曲流线之所以能形成，从表面看固然因为各血液体元都具有 ‖和 ⊥。但实质上是因 

为流线上每一点的血液体元都受到指向其曲率中心的法向(向心)力ΔFin，指向其

切线方向的切向力ΔFit作用的结果。显然 
ΔFi = ΔFin + ΔFit (5) 





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流态及其成因 

121 

 

ΔFi、ΔFin和ΔFi t 分别使血液体元获得加速度 ai、ain、ait。显然 

ai = ain + ait (6) 

式(5)、(6)中字母为黑体，表示矢量相加。ΔFin 、ain 起着改变血液体元流动方

向的作用。ΔFit、ait起着改变血液体元速度亦即切向速度的作用。在各流线两

拐点如 Q、D 之间，ΔFi指向管壁，故流线弯向管壁。在各流线拐点如 D 下游，

ΔFi指向管轴，故流线弯向管轴。式(5)、(6)也适用于阐明分离区分界线、涡流

线的成因。 

2.3 分离区的成因  

2.3.1 分界线的成因 

试析分界线 G 的形成。沿流线 G 的血液体元流经 BB 后既以 ⊥沿横向运动逐渐靠近管

壁，又以 ‖沿纵向流往下游，合成的结果必然沿流线 G 所示轨迹流动。流动过程中血液体

元的 ‖因克服逐渐升高的纵向压强而减小。 ⊥因血液体元逐渐接近管壁需克服逐渐升高的

指向管轴的横向压强Δp i＜0而减小，以致抵达附壁层 C点时 ⊥和 ‖均为 0，从而形成如

此形状的分界线。 

分界线是条特殊的流线，它的形状和位置包括它到狭窄斑块最凸壁面的距离

均与管腔狭窄程度和血流量有关。分界线分离区侧称为分界线内。管腔狭窄程度、

血流量改变，分界线形状、到管壁距离、C 点位置也会改变。由主流区的成因可

知，主流区各流线都有拐点，但分界线无拐点。原因在于沿分界线流来的血液体

元在各点的 ⊥、 ‖大小恰当，到达 C 点均正好为 0。也就是尚未到达形成拐点

 ⊥、 ‖已为 0,故而无拐点。在 BB 上，分界线以外的各流线上的血液体元的流

速比分界线上血液体元的流速大，必定在主流区流动;分界线内的各流线上的血

液体元的流速比分界线上血液体元的流速小，必定在分离区流动。沿分界线的血

液体元能触及附壁层某点 C 且此时 ⊥、 ‖均为 0，沿主流区各流线的血液体元

不能触及附壁层即其 ⊥只能在到附壁层的不同距离处为 0，但 ‖都不为 0，沿分

离区各涡流线的血液体元不能触及附壁层即其 ⊥、 ‖只能分别而不能同时在离

附壁层不同距离之点为 0。 

某流线之所以能成为分界线从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主流区、分离区的压强分

布规律和该流线在 BB上的流速,从 2.3.2部分涡流线的成因可体会到这一点。 

2.3.2 涡流线的成因 

N 为分界线内的任一条流线。若在△t 内观察,那狭窄部位的流态是定常的，

这条流线到斑块最凸壁面的距离就是确定的，其上各点的 ⊥和 ‖也是确定的，

从而形成位置、形态、流速都是确定的涡流线。沿 N而来的各血液体元通过最狭

窄横截面后不仅保持有 ‖，还获得 ⊥。进入分离区的血液之所以能形成涡流, 

根本原因是分离区具备上面述及的压强分布规律。在流向 a点过程中血液体元的

 ‖因须克服逐渐升高的 C 处死角纵向压强而减小，到达 a 点时， ‖减小为 0，

仅有 ⊥记为 ⊥a。自 a 点起血液体元依靠 ⊥而逐渐移近管壁，因受到逐渐增大

的指向分离区内的管壁附近压强的阻碍， ⊥逐渐减小，到达 b点时， ⊥减小为

0。与 ⊥减小的同时，血液体元受到 C处死角逆轴流方向的较高纵向压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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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速，使 ‖从 0 开始逆轴流方向逐渐增大，到达 b点时 ‖增大为 ‖b。自 b点

起血液体元因受管壁附近较高的向轴压强作用，使其沿横向加速而使 ⊥从 0 起

随流动而增大，到达 c 点时 ⊥增大为 ⊥c。与 ⊥增加的同时，血液体元因 ‖而

逐渐移入上游死角，使其受到逐渐增高的轴流方向压強作用，致使 ‖从 ‖b逐渐

减小，到达 c 点时 ‖减小为 0。自 c 点起血液体元依靠 ⊥沿径向移向管轴，必

然受到分离区由内向外逐渐升高的压强作用使 ⊥c逐渐减小，到达 e 点时 ⊥减小

为 0。与 ⊥减小的同时，血液体元受到上游死角较高纵向压强作用而使 ‖从 0

起逐渐增大，到达 e点时 ‖增大为 ‖e。这样血液体元基本上沿椭圆形涡流线 abce

流动一周。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分离区内沿分界线附近(流速较快)的流线而

来的血液体元大致上到 e 点后会从 ea 间某处流出分界线而进入主流区，但分离

区中心部位的血液则会滞留较长时间。 

这里虽然仅阐明流线 N如何形成涡流，但却揭示了形成涡流的一般原理。分

界线到狭窄斑块最凸壁面的距离称为形成分离区距离.凡沿形成分离区距离上的

流线流来的血液体元都遵照这一原理而在分离区内形成涡流。沿着越近狭窄斑块

壁的流线流来的血液体元形成的涡流越近中心，反之就越近分界线，从而形成形

似 abce 的，从中心向外由小到大的一系列涡流(线)。 

血液体元既然沿涡流曲线流动，在任一点必然受指向其曲率中心的向心力作

用，也必然受沿该点切线的切向力作用。产生这向心力和切向力的就是前面述及

的作用于任一涡流(层)的外侧压强大于内侧压强而产生的合力ΔFi。 

由于快的涡流层将施内摩擦力于慢的涡流层或静止血液，使其加速流动，因

此在阐明涡流形成缘由时这种带动作用是不应忽略的。这对分离区中心区域的涡

流形成尤其重要。  

3 参数的分布 

3.1 高剪高压区 

划分血流中高剪高压区、低剪低压区的意义在于揭示动脉特异形部位管壁及

其附近剪变率、剪应力和压强的分布情况，便于人们研究这些血流参数的分布与

变化会否对血管造成影响。 

剪变率、剪应力是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医学常涉及的基础概念，常用

符号   
•

表示[24]，其实就是物理学中的速度梯度。即 

�̇� =
𝑑𝑣

𝑑𝑟
 (7) 

笔者曾应邀到 17 省区市的医院、医学院校及在那里召开的学术会讲授血液流变

学，深感医学人士对剪变率很费解，为此再举例阐明。一手掌在另一手掌上搓动，

搓动速度越快，感觉两掌面间摩擦力越大。其实两掌面搓动速度越快，就是两掌

面速度差越大，也就是两掌面间的剪变率越大，故所引起的摩擦力越大。 

设两接触流层面的面积为 s，作用于此两面上的内摩擦力为ｆ，互为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 

𝑓 = 𝜂
𝑑𝑣

𝑑𝑟
𝑠 (8) 

令  =f/s，连同式(7)一起代入式(8)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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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式(8)、(9)均称为牛顿黏滞定律[25]，式(7)、(8)、(9)中的就是本文的 ‖。 
为单位接触面上的内摩擦力，称为剪应力。η称为黏度，对牛顿流体为常量。对

非牛顿流体如血液η随血液中剪变率增大而变小，通常称为表观黏度。在直血管

段任一Δt 内血液作泊肃叶流动,其中的剪变率隨流层半径成正比变化，其表达

式为 

=  (10) 

由式(9)、(10)可得 

=  (11) 

式(11)称为斯托克斯公式[26]，Δp、 l 分别为血管两端压强差和其管长。 

所谓高剪高压区是指高剪変率、高剪应力及高压强的区域。动脉对称狭窄部

位的高剪高压区位于狭窄斑块顶面及其附近，如图 1细线所框部位。这一部位之

所以呈现高剪高压区原因有三: 之一，狭窄斑块上游壁面是血流直接冲击的壁面，

可称为迎流面，而冲击细线框内上游壁面的是离血管壁较远流速较快的血流，冲

击力较大。之二，血液被强烈压缩而进入最狭窄部位，导致狭窄斑块顶面部位各

血液体元间互相强烈排斥而使其间的向壁压强增高。之三，可认为最狭窄部位上

下游短距离 l 两端的两横截面间各流层是平行的，在任一Δt 内为泊肃叶流动，

细线框内或为壁面或为近壁面，r最大为血管半径或较大为接近血管半径，还因

最狭窄的长度 l 虽然短但因 r 小流阻大使Δp 大，根据式(10)、(11)可知细线框

内是对称狭窄部位剪变率、剪应力、压强最高的, 故而为高剪高压区。用β表示

狭窄斑块凸入管腔最大距离,当β为无狭窄管腔半径 R0的 10%、20%时,最狭窄处

管壁剪应力比无狭窄时管壁剪应力增大 37%、95%[7]。 

3.2 低剪低压区   

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低剪低压区是相对特异形各部分的剪变率、剪应力、压

强为最低的区域，那就是其流动分离区。流动分离区的这三个参数又以血管壁及

其附近为最高。分离区最快涡流的流速大致接近主流区的最小流速(主流区边缘

流速)。虽然最快涡流的流速不大但很近管壁，使之最快涡流到管壁的距离比到

涡流中心的距离小得多,故而使分离区大部分剪变率很低，只有近动脉壁面附近

这一小部分的剪变率比较高,而且动脉壁附近流速快所需向心力大,这表明其压

强大。故在分离区内剪变率、剪应力、压强管壁附近最高。 

4 参数的动态变化 

4.1 单心分离区的动态变化 

以上讨论的是假定在任一时刻 t的△t 内对称狭窄部位的血液流态，血流参

数(压强、流速、剪变率、剪应力)分布都是定常的, 且前已述及这个假定已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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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理论证明成立。但在各不同△t内狭窄部位各点的流态和血流参数则是不同

的,且随时间按心动周期性变化。假定对称狭窄部位血液仍能充盈，即使心射血

流速峰值时刻仍为单心分离区。若血流量一定,对称狭窄程度越低，那分离区越

小，其内的涡流越缓慢，主流区管轴流速越小,高剪高压区、低剪低压区的血流

参数越低，反之越高; 对称狭窄程度一定，血流量越大，分离区越大，其内的涡

流越快，主流区管轴流速越大,高剪高压区、低剪低压区的血流参数越高。分离

区大小，涡流快慢，高剪高压区、低剪低压区的血流参数高低都随心动从最高(大)

到最低(小)而周期性变化。可见，单心分离区各处的血液流态和血流参数都具有

心动周期振荡性。 

这里指出一点，当血管狭窄程度过高，血液充盈不足，血管松驰(不扩张)，

作用于血液的管壁张力压強消失，血管内壁作用于血液的压强就仅为大气压，甚

至将血管压扁，分离区呈现负压，负压也带有心动周期振荡性。 

4.2 多心分离区的动态变化 

当狭窄程度足够高，又血液仍能充盈，以致心射血通过血管的流量超过某值

时对称狭窄部位就会呈现多心分离区的状况。最容易形成小涡流群的部位是分界

线(面)两侧附近，因为那里有上游流来的和分离区流出来的两股血流相交叉，以

致当分离区最快流速超过某值时就能产生不同中心的小涡流群。当分离区最快流

速再增高到某值以上，在狭窄斑块下游壁面和血管壁面附近也会呈现不同中心的

小涡流群。鉴于分离区中心部位流速比管壁附近小许多，一般很难形成不同中心

的小涡流群。 

由上所述表明，小涡流群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小涡流群中小涡流的数量，

毎个小涡流出现的具体位置、大小、流速快慢、流向变化等都是偶然的。可以想

到，小涡流群的出现及其变化既具有时间偶然性也具有空间偶然性。这就使呈现

小涡流群部位的血液、狭窄斑块壁面、血管壁面的流速、剪变率、剪应力和压强

的大小、方向发生急速的甚至较大幅度改变。实际上呈现小涡流群部位的血液流

态和血流参数大小和方向都是在随心动周期振荡性基础上叠加着随时间、空间的

随机性振荡，所造成的参数大小和方向变化是复杂的。 

5 参数的危害 

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血流参数，尤其高剪高压区、低剪低压区的血流参数对

血细胞、血管壁有哪些负面影响呢？虽然至今尚未弄清楚，但颇受医学界和相关

学者重视，是当今的研究热门[7,27]。这里仅述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血流参数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和发展的可能因素。对于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的发生和发展机制，至今还存在多种学说尚未统一，占主流地位的是损

伤-反应学说。该学说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和发展是血管内皮被某些因

素致伤的“修复性反应”结果。普遍认同血流的剪应力、压力和涡流等机械作用

可能是损伤内皮的重要因素。依此而言，本文较详细阐明的血流中高剪高压区和

低剪低压区的周期振荡性血流参数或随机振荡性血流参数的机械作用也应该是

损伤动脉内皮，导致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可能因素。动脉狭窄、弯曲、

分枝和半膜等部位都可形成动脉特异形部位、流动分离区，使之在该部位呈现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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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性高剪高压区和低剪低压区，可能使这些部位成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启动和发展

因素。粥样硬化斑块增大就可能栓塞血管，造成诸如心梗和脑梗这类血管梗塞性

疾病。 

其二，血流参数是造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裂解、剥脱而引起心梗脑梗的因素。

动脉狭窄以粥样硬化斑块引起的最为常见，其中又以对称狭窄为多见。在高剪高

压区的高剪应力、高压力作用下狭窄斑块很可能裂解，甚至剥脱。狭窄程度越高，

作用于狭窄斑块的压力、剪应力越大，更容易使其裂解、剥脫。裂解而未剥脫的

很可能堵塞最狭窄处，剥脱了的裂块就会成为血栓子随血液而流去栓塞某部位血

管。这是心梗和脑梗的主要原因。TCD超声检查仪已在狭窄斑块下游监测到血栓

子流过[22]。  

其三，血流参数是引起血液凝聚形成血栓子的可能因素。血小板流经最狭窄

管腔，可能被那里的高剪应力、高压力作用而被激活, 也可能被分离区分界线两

侧附近,血管壁附近迅速变化的振荡性剪应力、压力作用而被激活。这些被激活

的血小板在分离区因处于低流速、低剪变率、低剪应力、高黏度状态，可能与其

他血细胞凝聚而形成血栓子，流到下游栓塞血管。对血液流变性异常者，血小板

聚集性、黏附性增高者，抗凝血功能低下者，在分离区凝聚成血栓子的可能性更

高。这是许多学者所关注的。 

6 小结 

本文全面而细致地阐明了动脉对称狭窄部位的流态和血流参数分布状态及

其形成机制,构建起其完整的理论,填补其理论空白。冠状动脉、颈动脉、脑动脉

等特异形部位是动脉粥样硬化好发部位,是当今的研究热门。这一理论的构建对

研究揭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发展，血管内血栓的形成，超声多普勒血流

频谱图的成因和诊断血管病变等;对促进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生理学等相

关学科理论发展;对临床医生分析相关疾病的病因、病理、疗效; 对生理学课、

物理学课等相关学科教材建设是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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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年制临床医学物理课学时多少 

不影响培养目标 

秦任甲 
（桂林医学院 数理教研室，桂林 541001，中国） 

摘要：目的 研究目的在于阐明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物理课学时多少不影响专

业培养目标。方法眚影, 借助本专业各门课教学与临床治疗中充足的强有力的论

据，进行全面的符合亊理与亊实的论证。结果 揭示: 一各门课均不需要物理课

为其提供物理基础; 二诊治疾病不需要应用人体物理学理论,只需要应用其技术

知识和技术. 结论 按现在这样要求,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物理课学时多少不

影响各课程教学效果和临床诊断、治疗水平。 

关键词：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物理课学时可多可少；诊治疾病可不用人体物

理理论 

 

 

Physics is not essential for three- or five-

year clinical medicine education 

QIN Ren-jia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at the physics courses are not essential for three- 

or five-year clinical medicine majors’ student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are 

applied, together with the strong and powerful evidence obtained from the teaching and 

clinical treatments, a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argument based on the fact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no courses require physics class as a pre-cours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do not require the application of somatic 

physics theory, only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needed. In conclusion, 

physics classes are not indispensable for three-five-year clinical medicine majors’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 three- or five-year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physics courses are not 

essential; diagnosing diseases does not rely on somatic physical theories 

 

尽管我国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物理课(下简称物理课或三五年制物理课)

开设已百余年，但课程目标是什么, 必须讲授何物理理论, 为什么要讲授这些

物理理论,至少需要多少学时, 至今认识不一,各行其是,远未成熟.导致物理课

成为本专业所有课程中最具盲目性, 学习效果最差,改革空间最大.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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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缺少认真负责对待这门课,缺少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合情合理解决这些问题.  

本研究目的旨在从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与物理学的基本关系,从其各门课程对

物理学的实际需要,从诊治疾病对物理学的依赖,以亊实和亊理全面充分论证阐

明三五年制物理课学时多少不影响培养目标这一总命题.笔者执教三五年制物理

课 40 年,退休后几乎天天坚持科研,拟就 3 项物理教改课题获自治区、本院批准

立项.退休前一年拟的由笔者负责主持,退休后拟的由别人负责主持(退休人员负

责主持的课题不能申报).16 年来研究了胸膜腔负压[1]、耳朵传声[2-4]、前庭感受

变速转动[5,6]丶血流动力学[7]、血液流变学[8-12]、超声血流频谱学[13-16]和物理课教改
[17-22]等一系列问题, 本文是发表的第 44篇论文.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与科研经历为

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寛阔的识认基础和丰富的论据素材. 

1 物理学与医学的关系 

1.1 物理学在医学科学中的作用 

医学是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总称.人的整体、器官、组织、细胞,乃至细胞

组成物无不包含大量的涉及物理的问题,称其为人体物理问题.人体物理问题及

其理论的集合构成人体物理学[23],其实是生物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生理学

不可或缺的,是医学科学重要的内容庞大的组成部分.要从理论上掌握涉及人体

物理问题的医学内容必须掌握相应的人体物理学理论.要掌握人体物理学理论必

须掌握相应的物理学基础.这表明,物理学在医学科学中处于从属地位,依附于所

要掌握的医学科学的广深程度, 既广又深那需要掌握相应物理学理论必然也既

广又深, 依赖于医学科学对它的需要而存在.物理学在医学科学中的作用是基础

性的,主要为从理论上学习掌握, 研究解决医学中人体物理问题提供必要的物理

基础.需要它为各门课程提供的物理学理论越宽越深,它的作用就越大地位就越

高, 反之亦然. 假定开设一个基础医学专业,无疑其目标是培养掌握医学科学理

论深广扎实的医学科学人才, 那物理课将是不可或缺的, 内容相应深广的重要

基础课. 

1.2 物理学在医学技术中的作用 

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涉及人体物理学知识(问题)非常广泛,笔者曾按用途

将其分成三类[22],现按来源将其分成两类: 之一,原本就存在于人体内的人体物

理问题的知识. 这类知识主要包括是什么人体物理问题,其内涵、变化规律如何、

其原理、机制如何等. 之二,外界因素进入人体所引起的人体物理问题的知识.这

可再划分成三种: 一物理检测中外来因素所引起的人体物理问题的知识.二物理

治疗中外来因素所引起的人体物理问题的知识. 三预防中外来因素所引起的人

体物理问题的知识.各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医疗实践或多或少都涉及人体物

理问题的知识.人体物理知识较集中的课程是生理学、核医学、医学影像学、耳

科学、眼科学、心血管内科学等.  
钱学森指出: “科学知识的特点是，不仅能回答是什么，还能回答为什么。

但人类从实践中还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和经验知识，这部分知识的特点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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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所以进入不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我们把这部

分知识称为前科学。……从前科学到科学再到哲学这三个层次的知识，就构成了

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24] 笔者将此观点称为钱学森的知识层次说. 

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虽然非常广泛涉及人体物理问题知识, 但其是医学

技术或工程专业而非基础医学专业,对所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知识并不要求学生

从理论高度学习理解、掌握、应用, 只要求学生掌握所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的技

术知识.所谓技术知识实际是指钱学森知识层次说中的第－层次知识, 回答问题

是什么,包括技术活动中的经验、手段、方法、操作、技巧等知识, 不包括回答

问题的为什么,如问题的原理、机制是什么等第二层次理论知识.如测量血压,只

讲如何测,不讲为什么要如此操作才能测准血压.如泊肃叶定律(公式),给岀其形

式,介绍其中符号的意义,还是停留在技术知识层面上.仔细阅读医学教科书不难

发现凡述及人体物理问题的知识都停留在技术知识范畴.既然只要求学生掌握学

医所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那就只能对问题作粗浅理解,记住就行,亦

即只要求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这样与基础医学专业相比,三五年制临床医学

专业对物理理论的要求就大为降低, 以致笔者行教医用物理学课 40 年都未发现

有任何教研室或教师提出过必须为其讲授何物理理论的要求,以致全国各医学院

校把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物理课学时大为减少,甚至减少到相当于停开或实际

已停开这门课. 

区分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所涉及的是人体物理问题的理论知识还是其技

术知识是正确阐明此课题的关键.此前笔者没有发现这个关键,以致关于三五年

制物理课教改研究存在偏颇之处.只有坚持这个关键认识才能阐明全国各医学院

校物理课学时为什么会如此参差的真谛所在. 

2 物理课学时多少不影响医学课程教学效果 

2.1 医学课程不要求物理课为其提供理论 

1964 年笔者教首届三年制物理课为 54 学时,80 年代教五年制物理课为 126

学时,为什么安排如此多学时呢? 人们看到,无论三年制还是五年制,也无论基础

课程还是临床课程都广泛涉及物理学(实质是人体物理学)内容.而且长期以来人

们并不分所涉及的是技术知识还是理论知识,一概认为是本专业不可少的,企图

要求学生通统学懂弄通,以便掌握相关医学知识,那必然需要学生掌握相应广而

深的物理学理论, 54、126 学时就不为多了.那时是在三不明确的情况下安排物

理教学的:一不明确学生必须掌握的医学内容中包含哪些人体物理问题;二不明

确要学生掌握这些医学内容必须具备其包含的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还是理

论知识,多宽多深; 三不明确除人体物理知识较集中的一些课程自行讲授相关物

理基础之外,物理学课还必须讲授哪些理论,多宽多深,才能使学生学懂弄通所必

须的人体物理问题.长期以来物理教学实践表明,三不明确情况下安排的物理教

学不可能实现其预期目标.与其他课程相比物理教学盲目性最大. 

仔细研读各门医学课程教科书不难发现其中虽然存在很多人体物理问题,但

所涉及的是其技术知识而非理论知识.可将这些知识划分成如下四类:  

其一,具备高中物理基础就能听懂授课或自学掌握的人体物理问题技术知识.

如教科书中的正常眼成像原理,异常眼缘由,异常眼矫正原理,膜电位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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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传输信息的简单电学原理,耳朵传声的波动学、振动学原理,前庭器感受变速

转动的运动相对性原理,等等.教科书是借助高中物理基础阐明的,学生有了高中

物理基础也就能学懂弄通了。 

其二,稍具备某些局部大学物理基础就能听懂授课或自学掌握的人体物理问

题技术知识.一些人体物理问题技术知识较集中的课程,如核医学、医学影像学中

的人体物理问题技术知识就是依赖相应核物理基础理论、相应成像技术物理基础

理论阐明的.学生有了相应的物理基础也就能学懂弄通了.不过这些物理基础历

来由该课程自行讲授,即使物理课讲过了他们还会重讲一轮.这类课程对物理基

础理论的需要也是相当简浅.  

其三,只要求学生承认记住的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如教科书只陈述胸

膜腔存在负压及其变化规律的实验事实 [1],只陈述红细胞向轴集中效应的定义[25],

只提及血液流変学、血液黏度、剪变率,连定义都未下[26],只用两三句话述及前庭

感受变速转动原理,只提及蹲着不要猛然立起否则会导致体位性贫血,只告诉大

动脉压降很小可将肘动脉血压当作主动脉血压,等等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在

医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概不述及为什么,不阐明其机制、原理、内涵.学习这

样的知识只能承认、记住, 无从理解,还需要什么物理理论作为基础呢?  

其四,写在教科书中并非－定要学生掌握的人体物理技术知识.长期存在只

附曲线图加两三句话或几行文字述及诸如听觉等响曲线,血液黏度与红细胞压积

成指数关系曲线,外耳道声音的共振曲线,内耳基底膜上形成的行波等内涵丰富

表述简略的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这类知识学生能看得懂吗?教师有时间讲

授清楚吗?笔者猜想将这类知识写在教科书中並非非要学生掌握不可.这就形成

写在教科书中不－定要求学生掌握的第四类人体物理问题技术知识. 

从以上四方面论证表明,学生学习掌握医学课程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技术知

识不需要物理课为其提供什么物理基础.笔者行教 40 年真的从未见过医学课程

教师、教研室主动提岀需要为其讲授什么物理内容.曾多次登门征求各教研室意

见也未见有教研室提出任何要求. 

笔者较多咨询基础教师、临床医生,他们对物理课持两种看法:－有高中物理

基础就可以了不必开物理课,连几位生理学教师都持这－观点.二应根据专业培

养目标需要而确定开与否,学时多少.这句话很含糊,大概就是指 20 多年来由各

院校自行安排物理课呈现的学时如此参差的情景吧.安排 50 及其以下学时的院

校占相当大比例.专业涉及如此广泛的人体物理问题,去了 1/3 的实验剰下 30 多

点及其以下学时,杯水车薪,讲何物理理论好呢?, 能讲多少呢?与停开物理课相

差无几. 

由于医学教科书存在上述四方面的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朮知识,使学生产生物

理课无的放矢,物理“无用论”,学生怎能下功夫学好物理呢? 以致物理学课成为

此专业所有课程中学习效果最差的.如此而言,20 多年来一、二、三流医学院校

竞相大减学时甚至取消物理课则是客观的必然,笔者关注 20 多年了,除物理教师

外不曾有哪位医学课程教师撰文提出诸如物理学时太少影响基础、临床课程教学

效果的观点.关键在于三五制临床医学专业需要的是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而

非其理论知识.学不懂弄不通对学医行医毫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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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学教科书人体物理学理论错误毫无影响 

笔者查阅本院图书馆藏相关图书 19 种.凡写有水平半规管感受器受刺激最

大的有 11 种, 写的都类似于“绕人体直立时的身体纵轴旋转,水平半规管感受

器受刺激最大” [5].凡写有上半规管和后半规管受剌激最大的有 7种,写的都类似

于“头部绕冠状轴或矢状轴旋转时,上半规管和后半规管受到的剌激最大”[6].这

些书都认为“作用于鼓膜的总声压力集中于脐部,施于锤骨柄游离端”,进而用杠

杆平衡公式计算鼓膜经中耳传输到卵圆窗膜的声压力.一些书认定“……根据力

学原理,作用于鼓膜上的总声压力应该与作用于卵圆窗膜上的总声压力相等(微

量的机械摩擦损耗不计) ”[2-4].这些都是错误的甚至是世界性错误.凡述及半规管

感受变速转动的运动相对性原理的都这样写:头转动起始阶段,内淋巴因惯性而

朝头转动的反方向冲击感受器,……转动终止阶段,内淋巴又因惯性而朝头转动

方向冲击感受器.这句话只在特定条件成立[5],是不确切的,严格讲是错误的.这

些错误的,不确切的内容长期写在教科书上,还年年有成百上千教师向学生讲授,

居然没有教师从科学、教学上发现其错误、不确切所在，也没有医生从医疗中发

现因这些错误、不确切内容的存在而影响诊治.这表明: 

之一,这些错误内容除了写在书上,讲在课堂上外再也没有人应用过,只要有

人应用,这些内容就不能自圆其说,错误必然暴露,不会存在几代人之久.这些是

耳朵传声、前庭器感受变速转动的人体物理学内容,是教学与临床最常涉及的,居

然无人应用那本专业涉及的其他人体物理学内容更无需应用了.  

之二, 从这些错误内容长期存在而未引起各课程教师和临床医生任何反应

可见一斑: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长期以来对常涉及的人体物理学内容的教学

要求实在不高, 教师对教学内容掌握与否,学生学与不学,懂与不懂,掌握的是对

是错对学医行医都无关要紧,连行教学督导的教师也熟视无睹.虽然各门课程涉

及人体物理学内容不少但实际并不被看重,并非一定要求学生掌握,否则学不了

医.  

之三,本专业涉及的人体物理学内容不被看重还表现在无人深究.哪有几代

人的教科书都照抄照搬,毎上一轮课教师都照本宣科,对教材内容不加质疑,不思

改善教法.稍注重教学研究,这些错误早就克服了.作为教师笔者深感教研十分必

要,可使错误及时纠正,讲授方法随时改进,悬而未决的问题及早解决,缺乏的教

学内容可及时提供[27-31].由这一部分论证表明,人体物理学内容在三五年制临床

医学专业中作用不大,似乎可有可无,物理课的作用更是微不足道. 

2.1、2.2两部分协同证明:  

之一,学医行医最常涉及的人体物理学内容——中耳传声理论、前庭感受变

速转动理论错误长期存在却不引起医学界任何反应,可见本专业涉及的人体物理

学理论在专业教学和疾病诊治中都没用上,学生掌握与否不影响学医行医. 

之二,各门医学课程实际不应用物理课讲授的理论,也从未要求物理课为其

讲授什么物理基础. 

之三,不管学校如何大砍物理课学时,着急的倒是不懂医学的物理教师,又是

要求增加学时,又是怕物理内容讲少影响医学课程教学效果,但基础教师、临床医

生却不为此着急,从不吱声.这表明在基础教师、临床医生眼里物理课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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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生诊治疾病不用人体物理学理论 

3.1 诊治疾病依赖的是人体物理学技术 

找医生诊治疾病的经验告诉人们,医生诊治疾病大致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

通过观察、询问、听诊等掌握基本病情，作出初步诊断; 第二步，提请检查科室

进行一项或多项检查，根据检查诊断报告对疾病作出诊断; 第三步，确定治疗方

案.其中任何一步都不存在非要医生用可能牵涉的人体物理学理论进行分析、推

理以致得出个什么关于人体物理方面的认识后才能完成诊治疾病的全过程。如诊

治冠心病, 还需要医生用血流动力学理论进行一番分析而推理出冠状动脉就是

这样変狭窄的,这样被堵塞的吗？没有任何一门课程讲授过血流动力学理论，医

生怎么用得上其理论呢?又如诊治前庭器病变还需要医生用前庭器感受变速转动

的动力学理论来分析、推理一番吗？这一理论笔者刚发表[5,6]，此前医生谁也没有

掌握，不可能用上.再如胸膜腔负压、肺泡内压形成机制的论文近年笔者才发表
[1]，若此前医生诊治相关疾病也是用不上的。实际上医生是依赖“检查诊断报告”

确诊疾病的，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检查诊断报告”具有法律性依据.只要“检

查诊断报吿”确定为某种癌症,某段冠脉高度狭窄……，医生就下诊断结论并开

处方治疗了，还有什么必要再行相关人体物理学理论的什么论证吗？一般医生也

无此能力.只要医生知道这种物理因素能治疗那种疾病,开处方治疗就是, 医生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非要把各种物理因素治疗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原理何在？弄清

楚不可。物理因素治病是别人的研制成果，已是成熟的技术了，像药物一样还需

要开处方的医生再去论证一番吗？即许从事检查的医生一般也是凭借诊断规范

和经验进行诊断，没有必要也不可再开展关于检查结果形成的人体物理学机制的

论证,尤其高尖精设备的检查更是如此，实际上也无此必要.笔者曾有意识地问过

一些高年资医生,你在诊治何疾病时开展过涉及人体物理学原理、机制等相关内

容的分析、论证吗？均未能举出一例.半个多世纪了,只有一位眼科医生问过笔者

压强的单位是什么？ 

由以上论证表明，临床医生从事医疗不依赖人体物理学理论,只依赖其技术

成果——检查诊断报告和物理因素治疗的实施.否则临床医生的人体物理学、物

理学理论不知比现在要长多少倍.  

3.2 缺乏人体物理学理论照样当医生 

笔者很想了解物理课教学效果如何？医学人士用所学的物理理论阐明行医

常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的能力如何？因此而进行了“10 题调查”.这 10 题都是

学医行医最常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10题如下:  

1 人从下蹲状态突然立起，脑部因缺少什么而容易造成眼发黑头发昏？引起

所缺的动力学原理如何？ 

2 动脉硬化最易患血流什么参数增高的什么疾病？试用泊肃叶定律就其发

病原因作出解释。 

3 红细胞在直血管段中会沿何方向変长？如何利用相关定律阐明作用于红

细胞与血流平行的两侧面上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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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会裂解脱落吗？会否均请阐明其力学原理是什么？ 

5 测血压时套着加压袋的手臂应放在何高度？要放在此高度的血流动力学

原理是什么？ 

6 何谓膜电位？膜电位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7 冠脉造影为什么要给冠脉注入特定的液体介质？这种介质能造影的原理

是什么？ 

8 据说往往给刚生下的婴儿揑一下臀部,目的是什么？实现此目的的机理是

什么？ 

9 肝脏患肝脓疡,根据 B超图像能诊断出吗？能诊断与否的超声学基本原理

是什么？ 

10 放射性核素能放射出哪三种基本射线？这三种射线作用于人体(物质)能

发生那些基本作用,为什么？ 

笔者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作咨询式调查.向本院、本地相关医生调查,

借着到各地讲学、参加学术会向出席者调查,逐一询问其一个或多个问题.累计被

调查者达 76人，均为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中老年，正、副高级职称,几乎各临床

内科均有.对这 10题的第一问，基本上能正确回答，但对第二问则几乎不能正确

回答.这表明，一般临床医生对学医行医常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是什么？是基本

了解的，但再问为什么？亦即涉及问题中的原理、机制等理论是什么？就不了解

了.这个调查揭示:  

之一,临床医生很缺乏人体物理学和相关物理学理论.可是他们照样当临床

医生、临床课程教师,而且相当一部分还当上正、副高级职称,硕土、博士研究生

导师,知名医学专家.这表明临床医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可以不用人体物理学

和相关物理学理论, 只用其技术知识就行了. 

之二,文化大革命前不仅物理课学时多,是现在绝大多数医学院校的两倍甚

至多倍,而且那时的中学生数理基础又很扎实，怎么当了二三十年医生了人体物

理学和相关物理学理论如此欠缺呢？只能说:一当年上大学就不重视物理课,也

不重视学习医学课程如生理学中渉及的人体物理学技术知识，以致没有真正学到

这两门学科多少知识; 二由于医疗、教学、科研可以不用人体物理学和相关物理

学理论, 在繁忙的医疗、教学、科研过程中有谁还会坚持这两门学科理论的自学、

应用与提高呢?从根本上讲，这两门学科理论的欠缺对临床医生毫无压力. 因为

没有丝毫压力反过来才造成一般医学人士这两门学科理论很欠缺. 这说明当医

生不需要具备什么人体物理理论,这一结论与 3.1部分的结论是一致的. 

3.3 不开物理课照样当医生 

在全国各地的行医者中有两个时期培养出来的是没有或近似于没有开设物

理课的.  

之一,上世纪 70 年代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期多有院校不开设物理课.即许开了

物理课的, 因各院校学时数参差不齐，学生入学时的数理基础各自相差又很大, 

且远不及现在高中毕业水平, 他们又能学到多少物理理论呢？与没有开物理课

相差无几.这样持续多年, 培养出大批医学人士. 

之二,自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绝大多数医学院校物理课学时减少超过一

半,甚至仅剩 1/4, 除去 1/3 实验课学时, 绝大多数医学院校理论课学时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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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每学时 50 min 计) 或 40以下,有些院校干脆改为选修课. 过去安排物理课

学时如此多,如 126,实施结果都不奏效, 教出来的医学人士人体物理学、物理学

理论仍很缺乏, 致使 2.2 部分指出的错误长期存在而无人发现. 现在仅安排这

点学时能有什么作用呢?这两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医学人士不都成为全国各地不可

或缺的医生, 在医学科研上也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他们当中很大一批还成长

为正副主任医生，正副教授，本地有名医学专家.尤其大减物理学时后培养出来

的医学人士正蓬勃向上, 逐渐成为教学、医疗、科研领域的主力军.我院近年科

研课题立项经费创新高, 这批人功不可没.这表明培养三、五年制临床医生并非

一定要学多少物理不可,非要把各门课程和诊病治病牵涉的人体物理学知识从理

论上学懂弄通不可。这是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也是医学界所公认的。医学界包

括生理学教师普遍认同——有高中物理就行了.笔者已 80 有余,关心物理教学超

过半个世纪，凡有机会就咨询医学人士，却从未听到哪位肯定说, 不开物理课将

使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培养出来的人士教学、行医、科研能力明显降低. 这

两个时期不开物理课或者物理课学时大减已有力证明不影响专业培养目标的实

现, 反倒能腾出时间学习其他课程.欢迎相关人士研究证明不开或少学时开物理

课影响培养医学生质量. 这一部分是 3.1部分观点的左证. 

3.4 诊治疾病不等待掌握人体物理学理论 

一位资深生理学者说“总不会要等到把所牵涉的物理理论弄清楚了才诊病治

病的”。 这句话中的“物理理论”实际是指“人体物理学理论”.笔者对这句话

思考很久,还进行过多方咨询,深深感到它很富有事实依据, 广大医生确实是这

样做的, 这是医学界的普遍共识.这句话包含病因病理、物理检测、物理治疗三

方面广泛牵涉的人体物理学理论. 医生确实不等具备了相关人体物理学理论才

诊治疾病。其原因有三. 

其一，许多疾病所牵涉的人体物理学理论尚未构建起来,医生无法掌握.如心

梗脑梗牵涉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阐明其成因有多种学说，多与血液流态和血流

参数分布状态有关
[7]
，但具体成何关系尚无理论阐明.如胸膜腔内为负压,肺泡内

有压强且随呼吸而变化，这是实验事实但其原理如何呢？长期以来未解决，很可

能有某些肺部疾病会牵涉这一原理.医学上病因病理、物理检测、物理治疗牵涉

人体物理学理论但又未创建起来的例子并不少。这临床医生当然无法掌握. 

其二，在医学教科书中一些人体物理学理论是错误的，医生无法掌握正确的.

如 2.2部分列举的错误、不确切的问题长期存在，几十届学生都只可能掌握这些

错误、不确切的人体物理学内容.这使临床医生无法掌握正确的。 

其三，即使一些疾病的病因病理、物理检测、物理治疗牵涉的人体物理学理

论已经构建起来,但临床医生实际未必掌握.原因不外乎:一未列入在校教育或列

入了但教或学不到位; 二从医之后没有自学掌握，提高; 三医疗、教学、科研不

需要，不掌握也毫无压力.关键原因还是后者。 

这部分论证表明，临床医生实际没有掌握诊治疾病所牵涉的人体物理学理论，

但哪个医生不在救死扶伤中大显身手,保障着人类的健康呢？也就是说，“总不

会要等到把所牵涉的物理理论弄清楚了才诊病治病的”这句话实际是长期以来无

数医生行医经验的总结，是正确的。表明,诊治疾病不依赖人体物理学理论, 所

依赖的是其技术. 对其技术记住、懂用就行, 用不着再开物理课打什么物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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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这句话的正确性又成为 3.1部分观点的事实依据. 

4 结论 

经过以上三部分研究可获得如下结论: 

结论一:明确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是技术或工程专业,对所渉及的人体物

理学理论以及相应的物理学理论的要求比基础医学专业大为降低,明确三五年制

临床医学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所涉及的是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而非理论知识,

是使本课题研究获得符合本专业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关键前提.此前笔者未明确这

两点以致一些研究结论偏颇. 

结论二: 经历 40 年教学,退休十几年人体物理问题研究和本文的探讨,笔者

认为鉴于人体物理学在三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中作用不大地位不高,处于从属地

位的物理学作用更低下, 以致长期以来无论学时多少物理课学习效果均差,学生

能真正掌握在学医行医中能用以解决相关人体物理问题的物理学理论实在不

多.2.2 和 3.2 两部分充分揭示这－论断的正确性. 根本缘由还是在于学医行医

并非一定得把所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学懂弄通,阐明清楚,学不懂弄不通,阐明不

清楚,毫无压力,照样当教授、主任医生,当硕士、博士生导师. 

结论三: 由三大部分的论证表明,学医行医需要掌握或解决的是人体物理问

题的技术知识而非理论知识,许多人体物理问题的技术知识不掌握,不解决照样

当高水平医生,那从属于所涉及的人体物理问题需要而存在的物理课不就可有可

无,学时可多可少了.本文论点鮮明,论据充分,论证方法科学,结论正确,合情合

理,有说服力.近 20 多年来各院校大减物理课学时,互相之间学时相差甚大,正是

本文观点的践行.20 多年了未见有哪位医学人士撰文指岀物理课学时太少,影响

医学课程教学效果,影响诊治疾病水平,表明广大医学人土对现在物理课的安排

是认可的,对本文的观点是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中青年不妨试一

试,将学生分组进行对比性研究,观察其学业职业成长－二十年,相信会得出符合

本专业实际的结论.  

5 小结 

若从相关调查起算,本研究已历时 30 余年.期间,进行咨询式调査获得 10 题

资料,掌握了医学人士对物理课开与不开的基本看法,研读了许多医学教科书得

以形成四类人体物理问题技术知识等－系列观点,为完成本研究奠定了基础.研

究细致且全面,从两个方面阐明不需要为医学课程提供什么物理基础,从四个方

面阐明临床医生诊治疾病不需要什么人体物理学理论和相应的物理学基础而需

要的是其技术.执教和研究 56 年结合本文顺理成章获得三项结论.本文所写实际

上是广大医学人士基本观点的集合,在医学教科书、医学教育、医疗实践中早已

充分体现,只是缺乏研究未能揭示岀来,故而本文会获得广大医学人士认同.一些

医学院校物理教师可能对本文一些观点持相左看法.不过大家都来积极讨论,分

歧总会被统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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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中央对于新时代高校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非思政类课程的课程思

政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大学物理课程是医药类专业

一门必修的基础课，有着科学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是开展课程思政的良好载

体和平台。本文从教师队伍建设、教材编写、教学过程设计等医用物理学课程教

学的三个重要环节出发，对教师如可开展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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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n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ducation. Medical physic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in 

med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scientific nature and wide 

coverage, and is a good carrier and platform for carrying out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Based on the three important links of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am,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eaches carry out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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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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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同时，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2020年 5 月，在教育

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3号文件中

明确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

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的号召对于新时代高校课

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非思政类课程的课程思政也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

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医用物理学课程是医药类专业一门必修的基础课，有着科

学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是开展课程思政的良好载体和平台。以下我们将从课

程教学的教师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及教学过程设计等教师教学活动环节出发，探

索教师在进行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1 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课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思想价值观建立过程中的引路人。完成课程

思政建设，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实现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功能，教师队伍建

设是关键环节。目前而言，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和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教师

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3]

。 

1.1 提升教师队伍课程思政认识  

由于对于课程思政认识不足，部分教师难免对课程思政存在误解。而医用物

理学内容多课时少这一现状加剧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反感和不认同，认为思想政

治教育会干扰专业课程自身的教学活动、减弱教学效果并且加重了教学负担。教

师认识不足，主动性不高，往往形成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无法融合，导致被动生

硬引入，达不到课程思政教育的效果。所以提升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消

除思想误区是十分必要的。 

可以通过校内外培训，讲座，讨论等多种途径，分析当前的教育形势，通过

正反案例教育广大专业教师明确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理清思政教育

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课程思政可以提升专业教学的思想性、人文性，

提升教师的自身魅力，名师的课堂无一不充满着思想火花的点缀，提升学生的认

同感，从而提升教学效能。同时，帮助教师加深对教书育人的理解，明确课程思

政对于学生科学思维和价值塑造的重要性。只有教师转变了思想，认识到了课程

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化外力为内需，化被动为主动，提升教师自身的思

想政治素养和课程思政的能力。 

1.2 提高教师队伍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提高教师队伍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既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亦是难点。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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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思政教育同知识传授兼容并蓄，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这些对教师的道德修养、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医用物理学是医药类院校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基础课，教师课上课下良好的师

德师风，对人对事的价值理念，以及个人对待教学科研的工作热情等，都将言传

身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所以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行为规范，自律慎独。

其次，教师应培养主动累积学习的习惯。现在处于一个信息大爆发的时代，国家

主流的理念，教育教学相关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教高[2020]3号）、《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

思政[2020]1 号）等，在网上都可以查阅。甚至很多与物理学、医学以及与之相

关的思政元素等教学素材，如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或是一段文献等，会无意间

推送出现在眼前。这需要教师始终保持教书育人这根弦，不断吸取营养，在生活、

教学、学习中不断累积，反复咀嚼，从而内化。再次，教师还需要借助教育专家，

优秀同行等外部力量。鼓励教师走出去，多交流。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交流平台，

参加教学研讨，教师教学培训，典型经验交流等，增加与专家、同行的交流，吸

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开展教研室的教法活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群策群

力，打造一支专业和思想都过硬的教师队伍。同时，教师还应积极参与教育教学

研究活动，如申报教学立项，撰写教学文章等。实现以教育研，以研促教的良性

循环，推进课程思政的实施和教师个人的发展。 

2 教材编写 

医用物理学教材不仅是物理学知识的载体，同时也承载着物理学思想，物理

学方法等，是教师学生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医用物理学教材的建设也是课程思政

建设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 

2.1 教材形式 

作为基础课，医用物理学普遍存在课时少，内容多的现状，同时面临着纸质

教材篇幅受限等实际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微课、二维码等为代表的新技术

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方便之门[4]。医用物理学教材的编写形式不再拘泥于纸质教

材本身，“文本+”的形式将成为常态。例如：可以在每章加入二维码链接，而

二维码对应的形式可以是微课、动画、文本等，这也正是课程思政内容的理想载

体。 

2.2 教材内容 

传统的纸质教材更注重物理知识的讲述及推导过程，而对知识的发现历程，

历史中的突破性进展，前沿应用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等很少提

及[5]。这使得很多学生一提起物理首先想到的就是抽象的概念以及复杂的推导过

程。而以之为讲授蓝本的医用物理课堂亦是如此。这不利于医用物理学的教学。 

在纸质教材思政内容的引入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思政内容不能独立于专业知识之外，防止出现“两张皮”问题。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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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医学和思政元素有机结合，避免“水中掺沙”，努力做到“盐溶于水”

的效果。 

（2）思政内容应多从自然科学入手，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引入。 

（3）根据物理课程特点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史观和科学态度，使其逐

步建立良好的科学素养。 

（4）教材中的思政内容要做到 “一少两多”，即在知识点阐述过程中少引

入，在理论应用部分和知识拓展部分可多引入。 

同时，教材线上资源部分的内容可以是物理学史，科技前沿介绍，医用案例

分析等等。引入这些的目的，绝不仅仅简单的增加兴趣，或者是帮助知识的理解。

物理学史的介绍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精神[6]。

例如一个物理理论发展到现在的样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

提出质疑，再不断尝试用尽一切办法寻找答案，逐渐形成当前认知下的正确理论。

学生在了解物理发展的过程中，会明白其中所蕴含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同

时也会明白物理观点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从而润物细无声的培养学生正确认识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科技前沿的

介绍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而中外科技现状的对比，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同时培养学生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医用案例分析既可增

加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同感，同时培养学生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 

新形势下医用物理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同时对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一项

具有挑战的工作。打造一本具有思政内涵的新时代医用物理学教材需要积聚更多

医药院校力量，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教材建设团队，以培养怎样的人为导向，遴选

教材的知识点和思政元素，构建深度融合的知识体系，实现线上线下内容一体化

设计。为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提供行之有效的助力。 

3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环节，而如何发挥这一环节作用，让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和思政教育有机融为一体，让学生获得物理知识的同时又潜移默化

地接受精神的洗礼，一个好的教学过程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3.1 改变传统课堂的教学方式，扩展课堂存在维度  

疫情的突然出现，强行推进了线上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的实施，打破

了传统教学模式，同时也打破了课堂的空间局限和时间局限。这对课堂思政的实

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课堂不再拘泥于上课的 45 分钟，教师线上可以通过各种

学习软件、各种群上传一些阅读资料，微视频，推荐一些影视作品等。比如一些

物理学家的传记，物理学发展中的探索故事，物理前沿尤其当今中国在物理学领

域取得的成就等。线下可以充分利用课前和课间 5分钟播放一些与课程内容紧密

联系的视频，使学生在较为放松的环境和心态下接受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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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整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在过去的教改过程中，一直强调教学方法的改革。课程思政也应如此，摆脱

以教师为主的灌输式讲授，应多加入引导式、发问式和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达成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例如可以预留一部分内容给学

生自学，有问题可以在群里或学习软件进行提问，鼓励学生间讨论和解答。将所

有问题集结成调查问卷，由学生投票选出 2 到 3个最有疑问的和最好的问题，然

后线下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可以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氛围，鼓励学生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互相学习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方式方法。同时医

用物理课程开始时，可以给学生进行分组，布置一个小作业，讲述与物理有关的

一个小故事。每节课预留 5分钟，由学生进行讲述等等。期末可以将所有小故事

集结成册，既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丰富了教师的素材。 

3.3 丰富讲课内容  

不断充实具有本课程特色的思政教学案例，围绕“通识课程、能力培养、基

础教育”等课程特点结合本专业学习和工作目标设计出有系统分类、有主题的思

政内容体系，并体现在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课件和课堂设计中。案例选择尽可

能在知识点或教学过程中体现物理、医药应用和思政元素三者相结合的特点。例

如，介绍刚体转动时，可以将转动惯量与人体手臂结构相结合，提出问题，手臂

是费力杠杆，人类进化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构，有什么好处？引入思政内容，人体

手臂是费力杠杆，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性，为灵活性而牺牲了省力。引出人

生道理，如何看待得失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讲解声波时，可以将听阈

曲线与声波在医学中的应用联系在一起，临床利用物理学中测量听阈曲线的方式

来测量患者的听力，使得听力的诊断从定性的判定到定量的测量，对生命现象的

认识是从简单到复杂，而一切事物的认知过程亦是如此。也可强调在听力测试过

程中，明确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关系以及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引导学生学会用自然

科学包括哲学原理来获得探索观察事物的新方法。同样，介绍液体表面现象时，

可以讲述血管栓塞的原理，强调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可以从科学角度向患者解

释少量气泡进入血管是无碍的，将随着肺循环排出体外，消除患者在静脉注射时

的心理顾虑，从而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教育。再如，在实验绪论课中，要介绍实

验过程要求，强调试验报告中数据真实性，杜绝造假，从而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端正学术作风。 

3.4 测试考核  

（1）应该把与课程内容关系紧密的思政内容纳入学生课程成绩中，占有一

定的分数比例。 

（2）形成性评价 课程考核避免以往只注重知识考核、只有期末考试的形式，

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从以结果考核为主向“结果

+过程”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具体评价方式可由授课教师自行设计。 

（3）结业考核 为了督促学生对思政内容摄入重视，同时调整优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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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内容，在学生结业考试中引入一定的思政问题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可分为

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非正式问题可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体现在期末考试卷上。如

你觉得与课程内容关系最紧密的思政内容、课堂上老师讲过的最触动你对于人生

的理解的故事等。此类问题多是由任课教师自行设置的，内容设计应以掌握学生

思想动态，调整下一步思政教学内容为目的。正式考试题目则应更科学、更全面

反应学生对平时所学思政内容的掌握。应占一定比例的分数，计入总成绩。问题

选择一定是课堂讲过并且和医用物理学课程内容相关联的。问题形式应体现在平

时练习的习题集中。 

4 小结 

医用物理学不仅是一门培养医药类大学生物理知识的基础课程，还应充分发

挥其隐形的课程思政功能。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物理所蕴含的科

学精神，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

爱国主义精神和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挖掘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功能，

探索适合医药类院校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新途径，践行立德树德理念，还将是每

位医用物理学教师应该长期坚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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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接受《医疗仪器的临床应用》 

课程的调查 

包家立，朱朝阳 
（浙江大学医学院浙江省生物电磁学重点实验室生物物理与医学工程研究组，杭州 

310058，中国） 

摘要：《医疗仪器的临床应用》课程已经开设多年，为识别该课程教学效果的影

响因素，提高教学质量，进行学生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三届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选修该课程的学生 150人，调查内容开课意义、课程结合性、课程应用性、教学

效果、学习方法、课程难度等 6个方面，测算认知百分率。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

认为本课程能更好地帮助学习相关临床医学课程，将临床与数理知识结合起来，

有较强的逻辑性。教学中采用的理论讲授、实物示范、短视频演示、数据计算支

持、实验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便于理解，提高了逻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

合大多数医学生的学习。 

关键词：医学物理；医疗器械；教学方法；临床医学 

 
 

A survey of the course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from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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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has been opened for 

many yea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cours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students. The respondents were 150 students who had taken this course for three 

undergraduate courses of clinical medicine. The survey content was from 6 aspects, 

including course significance, course combination, course application, teaching effect, 

learning method and course difficulty, and the percentage of cognition was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think this course can help them to learn 

relevant clinical medicine courses bette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knowledge 

an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has a strong logic.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ory 

teaching, object demonstration, short video demonstration, data calculation suppo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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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teaching are easy to understand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logical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which are suitable for most medical students to learn. 

Key words: medical physics; medical device; teaching method; clinic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医疗仪器应用于临床，医生护士是这些先

进医疗仪器的使用者和实践者。因此，医生护士学习医疗仪器专业知识对掌握先

进医疗技术是非常必要的。2010年始，浙江大学在临床医学专业中开设了《医疗

仪器的临床应用》专业选修课。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实验教学等。为了，进一步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本文在三届选

修该课程的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识别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因素，提高该

课程的教学质量。 

1 开课意义 

随着医疗器械在临床应用愈来愈多，合理应用医疗器械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第 6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医疗器械使用状

况的议案(60.29号决议)。这个决议中指出了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不合理或不

正确地应用医疗器械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医疗费用难以控制[1]。有调查表明目

前医生护士接受医疗仪器培训的途径大多数的同事指导(占 80%)，比较认同的是

规范化培训(占 96%)[2]。大学教育的优势在于系统化和专业化，在大学医学生中

开展医疗仪器的专业教育有利于学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实现对医疗仪器的本

质掌握。 

2 课程概况 

《医疗仪器在临床中》是临床医学专业一门新型课程，其教学目标是通过本

课程学习，使医学生正确理解医疗仪器的工作原理、特性特点，掌握临床应用，

培养具有安全、有效、经济地应用医疗仪器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能力，以及医疗技

术的创新能力。课程内容包括电子医疗仪器、电磁治疗仪器、电磁成像设备、生

命支持系统、医用超声仪器、放射成像设备、核医学设备、微创与手术导航设备

等。安排在大四阶段授课，为任意选修课，供有对医疗仪器有兴趣和学习能力的

学生自由选择，共 24学时。课程也设置了心电图机、监护仪、除颤器、超声仪、

呼吸机、X线机等仪器的实验和实验视频。 

3 调查对象 

选择 2013-2015 级选修本课程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共 150 人进行问卷调

查。发出 150份问卷，回收 150份，回收率 100%。 

4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从开课意义、课程结合性、课程应用性、教学效果、学习方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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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难度等 6 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各项调查内容的认知程度分为很强、强、

一般、弱、很弱等 5个等级。认知百分率=(很强+强)人数/总调查人数。 

5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结果如表 1，结果表明：在开课意义上，95.3%受调学生认为本课程

对学习相关医学课程具有意义。在课程结合性上，90.0%学生认为与临床结合紧

密，96%认为与数理结合紧密。在课程应用性上，72.7%认为本课程所述的医学问

题与所学习的医学课程关系密切，并且有 93.3%认为所述的医学问题逻辑性强。

在教学效果上，98.0%认为本课程学习有助于医疗器械原理的理解，91.3%认为有

助于医疗器械正确使用。在学习方法上，有 88.7%认为有助于拓宽诊疗思路，80.7%

认为学习方法不用死记硬背。在课程难度上，49.3%的学生认为本课程有难度，

但是有 84.7%的学生认为本课程还是适合自己学习。 

表 1 调查结果 

问题 很强 强 一般 弱 很弱 

1. 你认为本课程对你现在学习医学课程有

意义 
101 42 6 1 0 

2. 你认为本课程与临床结合 91 44 15 0 0 

3. 你认为本课程与数学物理结合 99 45 6 0 0 

4. 你认为本课程所述医学问题与所学习的

医学课程关系 
55 54 40 1 0 

5. 你认为本课程所述医学问题的逻辑 88 52 8 2 0 

6. 你认为本课程有助于医疗仪器原理的理

解 
113 34 3 0 0 

7. 你认为本课程有助于医疗仪器的正确使

用 
95 42 12 1 0 

8. 你认为本课程有助于你开拓解决医学问

题的方法 
77 56 16 1 0 

9. 你认为本课程的学习方法是掌握原理、

推导结果、不必背诵 
54 67 27 2 0 

10. 你认为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对自己是适

合 
35 92 20 3 0 

11. 你认为本课程难度 6 68 49 13 14 

 

总体上，大多数学生认为本课程能更好地帮助学习相关临床医学课程，很好

地将临床与数理知识结合起来，所授内容有较强的逻辑性。教学中采用的理论讲

授、实物示范、短视频演示、数据计算支持、实验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能更好地

学习理解，并且提高了逻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部分学生认为本课程有难

度，但适合自己学习。调查很多学生反映本课程很有用，建议出版该课程的规划

教材、建立实验教学、设为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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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6.1 课程的意义 

近年来，有医学教育研究提出实施跨学科融合课程[3]，培养交叉学科视野下

的复合型医学人才[4]，培养医学生医工结合创新能力[5]等等。在当代科技高度发

展的大趋势下，医学生学习一些交叉课程有助于面对未来医学新挑战[6]。《医疗

仪器的临床应用》有强烈的数理与医学交叉特征，在知识学习、逻辑思维训练、

应用实践等个方面对医学生都是有帮助的。 

6.2 教学方法改进 

调查结果显示在与医学结合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在教学方法上，应加强数

理知识与医学知识相结合，采用以医疗仪器为主线，用物理知识阐述生理学和医

学问题，加强阐述医疗仪器效应。以事实为依据描述基本概念，摒弃基本概念的

词条式论述。强化医学生逻辑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增强用物理理论为依

据的医学应用计算。强化对比性教学，如比较 X 线、CT、超声、MRI、PET/CT

等各种成像技术特点，选择个例临床诊断的最佳应用。课堂演示、微视频是一种

很好的教学方法，可以弥补实验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 

6.3 实验教学 

有研究表明医学生，甚至是精英医学生辅助检查能力较弱[7]。这与学生医疗

器械理论不学、实践操作少有很大关系。《医疗仪器的临床应用》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最佳教学方法是理论+实验。然而，所需的教学设备价高、单台，

不能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实践到。一方面，有条件的学校应建设医疗仪器实验室，

另一方面，利用附属医院资源，开展医疗仪器实践，可与临床技能训练结合起来。 

6.4 创新意识的培养 

研究表明有 60%的医疗器械原创者是医师，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理工

的本科教育背景[8]，对医疗问题有天然的思考和创新能力。中国医生在原创医疗

技术及其相关医疗器械的发明上还需进一步提高，需要有相应的课程和教学支撑。 

7 结论 

本课程可以帮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医疗仪器的临床应用，提高医学生

逻辑分析的能力，适合大多数医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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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大学物理课程中的 

实践与反思 

葛美华 1，于淑云 1，姜丽丽 2，刘建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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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翻转课堂的实施，来研究翻转课堂模式对教与学

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翻转课堂从课前预习、课上讨论和课后反思三个方面出

发，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分工合作，有助于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对教师教学素材的搜集也有帮助；但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多数

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对翻转课堂有抵触和畏难的情绪，笔者在课堂的设

计和实施等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提升的方面。 

关键词：大学物理课程；翻转课堂；SPOC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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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centered flipped classroo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three aspects— preview before class, discussion in class and 

reflection after class, flipped classroom can enhance class participation,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tudents, help them to 

develop their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help the teacher to collect teaching 

material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Most students are accustomed to passively 

accepting knowledge and have a feeling of resistance and fear to flip the classroom.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here are many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college physics course; flipped classroom; SPOC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0Y032， 2019Y058）；山东大学“课程思

政”示范立项建设课程项目（大学物理 I（1）课程思政建设）；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20180213603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 年“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

究”专项课题资助（2020JXD02）  

通讯作者：葛美华（1979-），女，副教授，主要从事物理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研究方向

是分子动力学(Phone: 15275144814, E-mail: mhge@sdu.edu.cn). 



翻转课堂在大学物理课程中的实践与反思 

150 

 

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讲授模式受到越

来越多的挑战，很多国内、外学者都致力于向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因为符合数字

时代学习者的学习方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一经推出[1]，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

用[2-7]。有研究者认为：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认为翻转课堂更有效率，能

够提升学习效果[2-4]。然而，翻转课堂一定可以有效地提升学习效果吗？文献[5-7]

指出，目前仍然没有更为严谨的研究结果证明翻转课堂能真正有效地提升学习效

果。 

此外，由于手机、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变得更为丰富，

传统的讲授已经不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课堂实践以及学生的反馈

结果，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已经不满足于纯粹地、被动地听课，他们希望有更多的

互动，希望有更多的锻炼机会，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才华。为了提升教学效果，

尤其是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满意度，在 2019 年大学物理的教学过程中，我们

对部分内容实施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课前预习、课上讨论、

课后反思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设计，研究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翻转课堂模式对教

与学两方面的影响。 

2 研究方法和实施过程 

我们采取了行动研究法进行研究，通过设计、行动、观察、反馈、反思、修

改再行动的历程，进行小组学习、小组讨论和小组评议等内容为主的翻转课堂，

探讨其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面的影响。 

学习成绩一般分成两部分：平时成绩和期末试卷成绩。为了调动更好地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我们加强了过程的考核，提高平时成绩的占比至总成绩的一半，

并将平时成绩分为两个部分：SPOC的成绩占 20%；课堂表现（包括翻转课堂展示

与讨论、随堂测试、课堂参与情况等）占 30%。我们将学习内容划分为两部分，

重点和难点部分为教师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高中就接触过大学课程中有所拓展

的部分以及一些科普性质的部分为翻转课堂内容。按照自由组合的原则，提前将

学生划分为 3-4 人的小组，并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展示的内容，为了促进讨论、

加强交流，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要求学生提前准备好问题，鼓励他们积极提

问。课前预习主要通过 SPOC 来实现，在线上，学生可以提前学习相关视频和课

件，并通过单元测试和作业等检测自己的学习成果；教师通过后台数据，可以观

察学习参与情况以及测试和作业的成绩。翻转课堂要求学生讲解主要内容和知识

点，并回答同学们或者教师的问题，展示的成绩通过各小组分别讨论后进行投票

来确定。为了检测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我们对学生展示的主要内容设

置了部分后测试题；并对翻转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典型例题进行解析和

小结；同时，我们提供了相关思考题，让学生课后进行思考、讨论，加深对相关

知识的理解并进行巩固和复习。大多数组进行翻转课堂的展示时表现较好；但也

有部分组表现得差强人意；极个别的组表现不佳，或者没有讲解主要内容，或者

讲解不清晰，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在讨论环节，提问和回答的内容，大

多表现得比较机械、生硬和刻意；学生提问的总体活跃度不够。部分学生的测试

题成绩很不理想，没有掌握主要知识点。对于思考题，有学生反映个别题目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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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无从下手。针对这些现象，对后期的展示内容，我们列出了相关的学习要点

和学习目标，帮助展示的学生确定讲解的重点，也方便听讲的学生确定学习的重

点；在提问环节也加强了引导，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强调预习和认真听讲的重要

性；对于较难的思考题，我们提供了解题思路，方便学生进行自我评估。经过调

整之后，我们发现学生的展示水平得到了提升，学生提问的活跃度略有改善，后

测试题中关于主要知识点的题目出错率明显降低，学生反映处理思考题时比以往

更加顺利。 

结合学生的表现，有关 SPOC 的进度以及关于翻转课堂内容的设置，我们进

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图 1所示，结果表明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喜欢利

用 SPOC 自学，超过一半的学生希望所有的学习内容都不进行翻转。为此，我们

对部分同学进行了访谈，了解到：翻转课堂促进了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

使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堂学习；很多学生认为课前复习有助于学习，但大多没有课

前预习的习惯，也不喜欢自学，因此他们更喜欢在老师讲授完相关内容后再进行

SPOC的单元测试和作业环节；有些学生喜欢翻转课堂，觉得这是一种挑战，因此

很有兴趣；有些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而不是自主地进行学习；大概由于

性格和习惯等原因，部分学生喜欢跟别人讨论，有些学生喜欢保持沉默；有部分

学生认为课程对专业有帮助，或者对课程有兴趣，课后喜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进行学习；有部分学生对课程没有兴趣，或者认为本课程与他们的专业相关度

不是很大，因此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因为高等数学基础不好、高中物理学习

成绩不够理想等原因，部分学生认为课程过难，因此越学越没有兴趣。对此，我

们在后续课程中，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有趣的应用实例，增加课程的趣味

性和吸引力；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自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图 1 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3 研究结果与反思 

从学生的层面：翻转课堂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交

流和分工合作，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但也反映出很多问题。因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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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生习惯被动地学习，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很多学生不希望开展翻转课堂，

因此对翻转课堂有一定的抵触。具体表现在，在课前预习环节，很多学生并不习

惯自学；在课上讨论环节，多数学生喜欢保持缄默，只有少数学生喜欢提问和讨

论；课后反思环节：只有部分学生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大学物理课程上。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引导，增强学生自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对学生的过程

性评价和真实性评价。从教师层面：通过翻转课堂，教师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影

像资料，可以丰富 ppt内容，学生的讲解也可以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但也增加

了教师的课堂调控难度，对教师个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可以看出，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实施翻转课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

参与度，促进了合作、交流、表达等能力的发展，受到了部分同学的欢迎，但仍

有很多学生对其有抵触和畏难的情绪、积极性不够、主动性不高。研究者刚开始

实施翻转课堂，在设计方面和实施方面有欠缺，应该是翻转课堂效果不佳的其中

一条重要原因。另外，班级人数较多，超过了 100人，属于超大班级。众所周知，

人数比较多时，实施翻转课堂的难度加大，这也是实施效果不好的一个原因。如

何对超大班级的翻转课堂进行更好地设计？如何在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更好地

运用各种技巧和技术？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以期尽可能实现所有学生的自主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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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理工医科专业低年级学生的必修基础课，肩负着培养学生科

学思维方法、科学素养以及科学创新能力的重任。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以培养创

新型人才为目的，对非物理专业的大学物理课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方

面进行改革实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互联网+教育；创新能力；大学物理；微课；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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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Physics, a public basic cours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ability of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we have carried out reform practice i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odes for non-physics majors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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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创新成为各国竞

争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

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高等

院校唯有积极主动地实施创新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理工医科专业低年级学生的必修基础课，肩负着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方法、科学素养以及科学创新能力的重任。但是面对大学物理教学内容多而学时数

相对不足的矛盾，教师“满堂灌”的教学弊端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教学活动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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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乏味，不仅使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锐减，而且扼杀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

发展，违背了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理念。因此，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

改革刻不容缓，而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也促使我们需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在大学物理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以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谈谈

体会和看法，不妥之处敬请同行和专家批评指正。 

1 整合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 

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教学资源的丰富是教学改革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的基础与前提。 

大学物理覆盖经典力学、热学、机械振动与机械波、光学、电磁学和近代物理学等

内容。在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同时，整合优化大学物理课程中的经典内容，提高

讲课起点，使学生感到内容新颖，有学头。经典力学内容多年来总给人老面孔的感觉，

一些教材[1-2]是把质量、力作为动力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以牛顿三大定律为核心导出动量、

能量的概念以及相应的守恒定律。然而从现代物理的高度来看，在描述物质的运动和相

互作用时，动量、能量的概念要比力的概念更基本、更深刻。因此，对经典力学的教学，

我们以动量、能量和角动量三个守恒定律为核心来组织教学，用现代物理的观点引入质

量、力、质心、势能、振动等概念。例如，对于势能的概念，我们强调一维势能曲线的

运用，从势能的极小值引入振动的概念。同时，从时空对称性[3]的角度阐明三个守恒定

律的物理渊源，例如，动量守恒定律源于空间的均匀性，具有参考系空间平移的对称性；

角动量守恒定律源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具有参考系空间转动的对称性；而能量守恒定律

则具有时间平移的对称性。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体会到，正是源于时空对称性，动量、

能量和角动量三个守恒定律不仅适用于宏观领域，也适用于微观领域和宇观领域，而对

称性原理是物理世界以至自然界迄今为止认识到的最高层次的普遍规律，当代物理学家

正在高度自觉地运用对称性法则和相应的守恒定律去寻求物质结构更深层次的奥秘。 

由于物理学科前沿的发展，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要用前沿研究的成果充实基础内容，

将前沿成果融入教学中，增强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与先进性。例如，联系开普勒定律介绍

星系冕和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联系迈克尔逊干涉介绍引力波探测和 LIGO，联系超

导现象介绍拓扑绝缘体[4]等，开阔学生眼界，启迪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一步创新性探

索；在讲述干涉、衍射后介绍相控阵雷达、光学相干 CT 等，既可反映基础内容的现代

应用，又将基础内容得到深化和延伸，帮助学生加深对光的传播和衍射过程的认识和理

解。  

根据教学内容，适当介绍重要的规律、理论发现及建立的过程，重视科学思想和科

学方法的渗透教育，对学生实施科学素质的培养。在电磁学的教学中，通过法拉第电磁

感应现象的发现，场概念的提出与力线的引入，安培“分子电流”假说的提出，麦克斯

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与电磁波的发现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事例，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

生的兴趣，让学生具体了解到物理学中的科学规律是怎么发现的，科学家们在遇到一个

具体问题时是怎么思考、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的。在内容安排上，我们留出让

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空间，启发他们对物理概念、物理定律和学说的形成进

行深层次的思考和主动探索。只有当学生有意识地感知到科学家们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即“悟理”，才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才会通过科学探索的方法不断地获

取新知识、创造新知识，成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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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理论教学与课堂实物演示实验、虚拟仿真实验和开放性演示

实验相结合 

我校非物理专业学生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比理论课滞后一个学期，实验项目较少。

实验课与理论课教学脱节，不能有效地起到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思

维的作用。 

因此，我们适当加入随堂实物演示实验项目，将物理现象、多媒体动画演示、虚拟

仿真实验与实物演示实验相结合。按照教学内容，为学生精选覆盖力学、电学、磁学、

波动光学等方面的部分演示实验项目在课堂上直接演示，如刚体转动定律、陀螺进动、

驻波、电磁感应、涡流管、单缝衍射、双缝干涉、等厚干涉、偏振光等。通过生动、直

观的实物演示实验，不仅加深学生对物理概念、内容和本质的思考和理解，而且提高教

师授课的科学性、精彩性和趣味性，提升教学质量。 

在波动光学教学过程中，为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我们向学生开放由中山大

学物理学院和广州中科院软件所合作开发的 SeeLight 光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5]。学生

选取感兴趣的光学问题进行仿真实验、演示，在设计实验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发现问题，

开展研究性、探索性学习；学生将自己搭建的光学设计作业提交给教师，我们根据设计

工程的元件搭建、仿真效果给出相应的评价。这种个性化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以及激发创新潜能和创新思维。 

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我们与物理学院演示物理实验室联系，组织学生到示教实验

室观看实验演示、听讲解，以弥补因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不能随堂演示的缺欠，实行开放

式教学；对物理探索有兴趣的学生，可以自己动手完成实验过程，真实地看到物理规律

的实际应用，有益于学生活化知识、锻炼实践能力。 

同时，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因材施教、优生优培，增设一些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项目，

如声光、电光和旋光实验等，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进一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 

3 教无定法，多种教学方法融合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要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应根据实际情况，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发挥教学方法的整体功能。教无定法，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采

用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和探究式等教学方法，鼓励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形成“勤

于思考，乐于探索”的学术氛围，促使学生克服应试教育下养成的被动学习的惰性，变

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 

在讲述物理基本规律时，我们不急于给出抽象的数学公式，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物理现象去启发学生思考蕴含的物理原理。例如，在讲授利用光程差理论研究等厚

干涉时，我们首先提出问题：遗洒在地上的油膜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表面出现彩色的花纹；

吹起的肥皂泡在光照下表面也出现彩色花纹。花纹的形状与什么有关？彩色花纹中的颜

色是怎样分布的？为什么？ 

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思考，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在此基础上，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主动思考的能力，进而启迪学生的创新潜能。在教学效果上，由于

从日常现象引入物理问题，提起了学生兴趣，学生能较好地掌握教学内容。 

在学生掌握基本的教学内容后，我们一般采用组织讨论、进行举一反三，深化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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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同方向具有微小频率差的 2个简谐振动合成的拍现象后，我

们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若同方向具有微小频率差的 3个简谐振动合成时，结果如何？这

在教科书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一提出，学生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在课堂上开始

讨论交流，平且利用数学知识作理论推导，最后集思广益，得到这一问题的结果：在引

入第 3个简谐振动后，合成的结果变为 3个“拍”的叠加，即 3个简谐振动两两合成的

结果，每一个拍的振幅相比原来 2个简谐振动形成的“拍”振幅减小了一半。 

在教学过程中，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由于突出了学生的主动地位，促使学生由

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不仅加深学生对相关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同时学生的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 

4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融合 

近年来，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网络教学和传统课堂相结合的信息化多维教

学方式受到高等院校的重视和师生的欢迎，成为教学改革的潮流和趋势。 

“微课”[6]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是一种革新式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技术，具有教学

目标明确、教学内容简化、资源使用方便和制作成本低廉等特征。我们尝试在与传统教

学模式相结合的基础上，将“微课”应用于翻转课堂[6]。翻转课堂是促进学生个性化学

习的创新教学模式，它颠覆了传统课堂与课下的教学流程，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课前教师将制作好的“微课”视频发送给学生，学生借助“微课”视频以及多种教学资

源、慕课[6]等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查阅资料而获取知识；在课堂教学实施阶段，教

师根据学生在自主学习时出现的普遍问题进行答疑或组织讨论，也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

需要，提出一些新问题组织学生交流讨论、探究学习，帮助学生内化知识，提升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例如转动定律、平面简谐波、驻波、等倾干涉、单缝衍射、

光栅衍射、RLC电路等都可以作为“微课”视频的内容。 

光栅衍射是波动光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光栅衍射实验，可以深入理解光的波动性。

光栅的衍射条纹受光栅常数、入射光波长、缝数、透光缝宽、入射方向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其谱线特征变化丰富，表现在主极大明纹、次极明纹的产生，谱线强度的变化，主

极大明纹的缺级等。通常的光栅衍射实验难以充分展示这些特征，成为教学难点。而在

光栅衍射教学内容中，“光栅衍射谱线的特点”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知识点，可

以设计成微课。 

利用录屏软件 Camtasia Studio，将光栅衍射实验的实物装置的照片，基于 Matlab 

GUI仿真的光栅衍射实验[7] 的操作（具体控制相应的实验参数，观察光栅衍射谱线的特

点），拍摄成视频，嵌入 PPT（Power-Point）之中，再通过 Camtasia Studio 将 PPT以

及教师的讲解录制成“微课”视频。 

在翻转课堂前期的自主学习阶段，将微课视频“光栅衍射谱线的特点”提前３～５

天，发送给学生，要求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自主学习，并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在翻

转课堂的课堂教学实施阶段，可以采用答疑或组织讨论，也可以设置一些问题，例如“推

导光栅衍射光谱的光强分布”，“光栅衍射有哪些应用？”等，引导学生协作式学习和

探究式学习，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随后再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传统的课堂讲授，最后

进行例题讲解和课堂小结。 

在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指导下，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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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对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大有益处。 

5 结束语 

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通过对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的改革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成效；同时唤醒学生的自

主探索精神，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课后，学生主动阅读参考书和查阅文献，

撰写课程论文，如《从一个佯谬看宇宙体积与其质量的相关性》、《为什么无法直接观

测黑洞》、《物理与风能开发应用》等。 

实施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

断地探索，总结经验，使大学物理课程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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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习迁移规律在医药院校基础物理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马骄，李辛 
（沈阳药科大学，沈阳 110016，中国） 

摘要：“学习迁移”指的是已经获得的知识、方法、技能对学习新知识的影响[1]。

在教学工作中创造一定的条件，控制和调整有关影响因素，就能够促使正迁移产

生，从而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效果。本文从知识储备、学生心理发展水平、

知识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教师在医药类大学物理教学中有意识进行正向学习迁

移能力训练的可行性，并结合实践总结出了引导知识正向迁移，促进教学工作提

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学习迁移能力的一些经验方法。 

关键词：学习迁移；正向迁移；物理学；医药院校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er of learning in physics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Jiao Ma, Xi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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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fer of learning occurs when people apply in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skills they have learned to a new situation or context.[1] Transfer is not a discrete activity, 

but is rather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teaching, we should create 

some conditions, control and adjust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er,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teacher's 

role in positive transfer of learning ability from training in physics teaching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Then the author sums up some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for guiding the 

positive transfer of learning, promoting the teaching work,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rain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transfer of learning. 

Key words: transfer of learning; positive transfer; physics; medical college 

 

“学习迁移”指的是已经获得的知识、方法、技能对学习新知识的影响。按

不同学习的相互影响，我们可以把学习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也叫“助

长性迁移”，是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希望能够利用的一种因素，它指的是一种学习

对另一种学习起到积极促进作用。[2,3]我们可以按照学习迁移的规律，在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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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创造条件，控制和调整有关影响因素，促使正迁移产生，从而促进教学工

作，提高教学效果。医药类院校基础物理课程普遍面临学时不断减少的问题，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努力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利用各种方式方法使学生在有限

的学时内掌握更多的物理学基础知识和物理学基本思想方法。在教学中遵照心理

学中学习迁移中正向迁移产生的规律能够促进教学工作，同时不断引导学生进行

正向学习迁移，教会学生通过迁移掌握新知识的方法能够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科

研都产生正向的影响。 

通过对医药院校大学物理课程特点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大学物理课程中按照

学习迁移的规律进行教学是可行的。 

首先，大学阶段学生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包括物理学科的基础性

知识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初级知识，因此学习迁移容易实现。我们知道学生对已

有知识的概括程度是影响学习迁移的重要因素，概括水平越高就越能抓住事物的

本质特征，越容易实现迁移。学生解决问题时将原有的概括的知识具体化，根据

当前的问题进行类比，根据本质特征去解释新事物，把他们纳入已有的知识体系

中去，也就是实现了知识的迁移。而经过高考的沉淀大学学生的知识脉络一般都

是比较清晰的，学科内部和学科间的知识点关系网络相对完整的，迁移过程一般

比较顺利。 

其次，大学阶段学生心理发展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思维逻辑，

具有对知识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梳理的能力。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影响学习迁

移的重要因素，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越强，对事物之间的关系认识越敏锐就越容

易产生学习迁移。 

另外，目前的医药院校物理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有利于大学物理教学中使用

学习迁移的方法。物理学课程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基本上是按照螺旋式上升的

规律来设置教学内容的。每一个层次都包含力、热、电、光、原几部分基础内容，

但是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逐渐增加。医药类院校基础物理学课程内容一般都难度较

低，与中学知识联系紧密，比如在大学物理中我们学习质量连续分布的带电体在

空间形成的场强的分布规律是以中学过的点电荷场强在空间中分布规律为基础

的。中学我们定性的学习光的干涉、衍射等现象，在大学物理则会深入研究其原

理并对其进行定量的描述。这使得我们在教学中的顺向迁移变得清晰明了。 

那么我们怎样在教学中更好的利用学习迁移规律并培养学生学习迁移能力

呢？笔者在实践中得到了以下经验： 

1 优化认知结构，实现正向迁移。在教学中我们尽量在讲授新知识时要理清

脉络形成体系并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网络，并把新知识嵌入其中。大学物理就要

在中学物理的平面网络基础上提升高度构建立体的知识网络。合理利用“先行组

织者”策略[4]， 也能够增强认知结构。设计适当的先行组织者以影响原有认知结

构，不仅是研究学习迁移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教学策略。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连

接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和新的学习任务，使得新知识的学习更加高效，促进更多

的迁移产生。这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充分挖掘新教材的内涵，精心设计。 

2 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创设问题情境，以促进迁移能力的提升。迁移并

不总是自动的，所学的知识与规律并不能保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得到

正向迁移。教师应该引导正确的迁移方向，培养学生学习迁移能力。教师在课堂

上应运用具体的案例，分析学习迁移的具体运用，而通过提问的方法，引发学生

的思考，毫无疑问是促进学生迁移能力提高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学习新知识时可

以引发学生思考其与之前所学的知识的联系，在这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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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理解还巩固了以前学过的知识，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掌握不同知

识间的联系还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3 注意知识的应用，引导学生做好大学物理的基础理论知识向医药方向顺向

迁移的工作，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比如在学习流体力学知识时可以引导

学生研究血液流变学内容，电磁场的相关知识可以向生物磁场方向进行迁移，波

动学知识向医用超声波诊断和治疗方面迁移。由于医药物理课程学时数普遍较少，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讲授基本知识以外还可以通过专题讲座、课堂讨论、分组课后

活动等方法来进行物理学基础知识向专业知识方面的迁移。学生能够看到物理学

与专业之间的关系，通过逆向迁移提高物理教学效果，产生正向作用。 

4 掌握知识应用的方法，促进高级教学迁移模式。所谓高级迁移教学模式，

即物理问题与物理创新思维整合的迁移教学模式。“迁移”体现在思维和知识两

个侧面：在物理知识教学中，物理概念、物理规律、问题解决三者之间相互交叉

重叠，即存在学习的迁移；在物理思维教学中，物理形象思维、物理抽象思维、

物理创新思维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也产生思维学习的迁移。笔者尝试使用 TRIZ

等创新方法理论解决问题，学生开拓思维突破障碍，利用现有知识和方法创造性

的解决问题，综合运用同化性迁移、顺应性迁移与重组性迁移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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