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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线上 + 线下课堂在 
急危重症护理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及评价

裔雅萍  何文霞  周茜  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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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云课堂在急危重症护理学本科教学
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就读的 35 名护理专业大四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
究组），开展急危重症护理学线上云课堂 + 线下操作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采用线上课程教学（教学视频）、辅
助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课件、教学笔记、自我测试题、案例库）、参与课堂（包括答疑环节、翻转课堂）、实践工
作坊四位一体的教学新模式。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以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大纲为指导的理论知识测试及操
作考核，将其成绩与 34 名 2019 年同期学生（对照组）比较，同时向研究组学生发放线上云课堂教学满意度调查
问卷并统计调查结果。结果  研究组的主观题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分：33.42±2.99 比 31.36±4.74，P＜0.05）， 
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理论成绩（分）：84.99±7.21 比 85.06±6.86，操作
成绩（分）：83.34±5.92 比 82.67±4.76，均 P＞0.05〕。共回收有效问卷 35 份，回收率为 100%。34 名（97.1%）
学生表示接受云课堂教学模式，33 名（94.3%）学生表示线上云课堂学习较传统课堂更便利，30 名（85.7%）学
生赞同采用协作学习的组织形式，31 名（88.6%）学生对线上云课堂的资源配置表示满意，26 名（74.3%）学生
认为此模式有效促进了其对急救护理学的学习，32 名（91.4%）学生认可教师的教学质量。结论  疫情期间线
上云课堂体现出移动教学的特性，在提升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效果方面有积极作用。学生通过手机实现随身
课堂获取学习资源，便捷高效，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明显提高；由教师引导、学生主导、团队协作的翻转课堂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职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沟通协作能力的发展，与线下操作实践结合可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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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cloud  classroom  in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critical care during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epidemic.  Methods  The 35 senior nursing 
students  from Kangda  College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in  2020  (study  group)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carry  out  online  cloud  classroom  +  offline  operation  practice  combined  teaching  activities  of  critical 
care. The new quaternity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course teaching (teaching video), auxiliary teaching resource base 
(including  teaching  courseware,  teaching  notes,  self-test  questions  and  case  base),  participation  in  class  [including 
questions and answers  (Q&A) session and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actice workshop was adopte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were tested for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eaching 
syllabus of critical care, and their score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34 students in the same term in 2019 (control 
group).  Meanwhil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students  in  the  study  group  to  assess  their  satisfaction 
degree with the online cloud classroom teaching.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score of subjective 
questions in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ame term in control group (points: 33.42±2.99 vs. 
31.36±4.74, P < 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scores between 
the  study  and  control  groups  [theoretical  score  (points):  84.99±7.21  vs.  85.06±6.86,  operational  score  (points): 
83.34±5.92 vs. 82.67±4.76, both P > 0.05]. Totally, 3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100%. Thirty-four students (97.1%) accepted the clou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33 students (94.3%) said that 
online cloud classroom learning was more convenient than traditional classroom learning, 30 students (85.7%) agreed 
to  adopt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31  students  (88.6%)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online 
cloud classroom resource allocation, 26 students (74.3%) believed that this mod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ir learning 
of emergency nursing, and 32 students (91.4%) approved th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Conclusion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online cloud classroom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teaching and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ritical care. The students can obtain learning resources in classroom portable 
through mobile phones, which is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and promotes their independent learning; the teacher-guided,  
student-led and teamwork flipped classroom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logical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bil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offline oper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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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为配合国家和江苏省

防疫工作的总体安排和部署，确保疫情期间教学工

作不断线，我院在本科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积极

开展线上云课堂 + 线下操作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

动。急危重症护理学是一门覆盖了临床常见急危

重症救治理论、常用救护和监测技能的实践性较强

的综合性应用学科［1-2］，其对教学也提出了较高要

求。疫情期间，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实现传统课堂教

学。考虑到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及沟通、协

同多端平台的丰富和普及，移动教学开始被广泛应 

用［2-3］，《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

出积极发展“互联网 + 教育”，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4］。因此我们将线上教育引入

急救护理学，不仅保证了教学进度，还因其便利的形

式、多元化的模式和群体化的参与度颇受学生及教

师好评。该教学形式为探索教育新模式，推动移动

教学改革做出了尝试，也为寻求促进护理本科生能

力提升的途径提供了参考，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17级 

护理 6 班的 35 名护理专业大四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即研究组）。

1.2  研究方法：本课程总课时为 33 个学时，其中线

上课程教学 24 个学时、参与课堂 3 个学时、实践工

作坊6个学时。两个教学环节按教学进度交叉进行。

任课教师为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附属常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相关专业的临床护理专家。

1.2.1  线上课程教学：线上课程教学通过钉钉手机

软件平台开设在线直播课程（SOC），共 8 个单元，内

容涵盖：急危重症护理概述；急救医疗服务体系；

急诊分诊、护理评估；心搏骤停；严重创伤；常见急

诊；环境及理化因素损伤；急性中毒和常用急救技

术等。根据教学大纲，任课教师整理各单元教学内

容，把教学内容中专科性强、抽象化的理论与形象、

丰富、具体的临床实践进行融合，帮助学生深入浅

出、循序渐进地学习相关知识。在线课程可提供随

时回看功能，以方便学生课后复习查阅。

1.2.2  辅助教学资源库

1.2.2.1  教学课件：任课教师针对教学大纲及教学

内容制作课件，以演示文稿形式系统、详尽地阐述

学生所要掌握的知识点。

1.2.2.2  教学笔记：教学团队对每周教学内容进行

高度概括，尤其突出对关键知识点的梳理、归纳和

总结，体现教师对相关部分的理解和反思，可让学生

快速高效地领会每周的教学重点及难点。

1.2.2.3  自我测试题：针对每单元学习目标，由教学

团队撰写相关客观题库，学生在教学活动后于规定

时间内完成对应测试并获得评分，错误试题可查阅

试题解析。教师可在后台查阅学生完成情况。

1.2.2.4  案例库：为强化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及

团队协作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临床模拟案例，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团队设置 3 个讨论主题，由学生

进行课后成组化讨论，完成实训报告并上传。

1.2.3  参与课堂

1.2.3.1  答疑环节：教师公布自我测验答案，并对重

点问题、错误率较高的问题及有疑义的问题进行详

细解答，并进一步巩固相关教学内容，让学生查漏补

缺。同时收集学生在课后学习过程中发现的难以理

解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回答，通过“一对一”或“一

对多”的互动实现及时有效的沟通。

1.2.3.2  翻转课堂：教师针对已发布的翻转课堂案

例及学生实训报告完成情况，结合教学大纲要求，引

导学生以团队为单位围绕知识点进行讨论，将模拟

脚本演练、读书报告会、辩论等生动的教学形式引

入课堂，加深学生的印象，让学生们消化吸收线上视

频内容，最后任课教师再次针对教学目标及大纲进

行整理、汇总、分析，并适当加以拓展。如在完成心

肺复苏术及常用急救技术的学习后向学生介绍呼吸

心搏骤停患者的团队急救配合，通过生动的实例让

学生更系统地熟悉相关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单纯掌

握某项技能的操作。

1.2.4  实践工作坊：待学生返校后，组织学生根据

教学要求完成相应的操作实践课程，结合案例库的

案例实际演练，完成实训报告，由教师进行点评并对

重点环节加以强调，以工作坊的形式巩固理论教学

中涉及的急救技术。

1.3  评价方法

1.3.1  考试成绩：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以急危

重症护理学教学大纲为指导的理论知识测试（客观

can guarantee the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  Cloud classroom;  Critical care;  Online teaching;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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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0.0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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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值占 60%，主观题分值占 40%）和操作考核，内

容覆盖急诊分诊与护理评估、急危重症转运、心肺

脑复苏、常见急症的处理、常用急救技能、环境及

理化因素损伤和急性中毒等重点章节。并以 34 名

2019 年同期学生作为对照组，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

学生考试成绩的差异（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1.3.2  线上云课堂教学满意度评价问卷：结合实际

授课情况及相关研究［2，5］，设计了 5 个问题，包括学

生对线上云课堂教学模式的态度、对协作学习的支

持度、对该模式功能设置的满意度、教学效果及教

学质量评价等，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了解学生对线

上云课堂教学的评价。

1.3.3  统计学方法：使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

整理，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均为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表示。检验水平 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教学模式两组护理专业学生考试成绩比

较（表 1）：研究组的主观题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研究组学生对急救护理学线上云课堂模式的

评价：共回收有效问卷35份，回收率为100%。34名 

（97.1%）学生表示接受这种教学模式，其中 27 名

（77.1%）喜欢移动教学模式，7 名（20.0%）认为一般，

另有 1 名（2.9%）表示不喜欢；33 名（94.3%）学生表

示线上云课堂学习较传统课堂便利；30 名（85.7%）

学生赞同采用协作学习的组织形式；31 名（88.6%）

学生满意线上云课堂的资源配置。在教学评价方面，

26 名（74.3%）学生认为此模式有效促进了其对急

救护理学的学习，7 名（20.0%）认为效果欠佳，2 名 

（5.7%）认为没有效果；32 名（91.4%）学生认可教师

的教学质量，其中 30 名（85.7%）认为演示文稿制作

更新及时，26 名（74.3%）认为可理论联系实际，27 名 

表 1 不同教学模式两组护理专业学生考试成绩比较（x±s）

组别
人数
（名）

理论成绩
（分）

主观题成绩
（分）

操作成绩
（分）

对照组 34 85.06±6.86 31.36±4.74 82.67±4.76
研究组 35 84.99±7.21 33.42±2.99 83.34±5.92

t 值 0.041 2.165 0.517
P 值 0.967 0.033 0.606

（77.1%）认为课堂互动好。此外，学生 1 周内在线

学习时间可反映线上云课堂的使用情况，其中 23 名

（65.7%）学生为 1～2 h 内，10 名（28.6%）为 2～3 h

内，2 名（5.7%）为 3 h 以上。周平均浏览量为 85 人

次，总访问量为 1 016 人次，平均每名学生浏览每个

线上课程视频 2.4 次，单个视频首次浏览完整观看

率达 91.8%，测验完成率为 100%。

3 讨 论 

3.1  线上 + 线下课堂可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成绩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技能的熟练程

度，同时亦反映了课程教学的效果［2］。本研究表明，

研究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

异，由此可见，网络化教育较传统教学同样可达到教

学目的，使学生扎实掌握相关知识结构。另一方面，

云课堂的资源配置也受到超过 85% 学生的肯定，

学生可获取教学相关的有效资源，辅助理解课程内

容，提高教学效果。急诊护理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和

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需要临床实践操作的辅助强化

教学效果，网络教学在此方面呈劣势。实践工作坊

的教学安排有效填补了这种缺陷，本研究数据表明，

学生在操作技能方面的掌握程度与传统教学一致。 

3.2  线上 + 线下课堂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本研

究分析线上云课堂使用情况发现，学生每周至少进

入课程学习 2～3 次，测验完成率为 100%，说明学生

能通过视频学习掌握知识，在课后通过有效复习完

成自我测验并发现问题，保持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

同时基于临床案例的翻转课堂及实践工作坊，进一

步促使学生形成多人协作团队，强化了学生的参与

意识，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赞同采用协作学习

的组织形式，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种教学方式将学生

转变为教学主体，使学生们专注于某一主题的深入

研究及分析探讨，从而摸索出成体系的学习逻辑和

学习策略。不同于机械式“填鸭”教育，在这种教学

方式下学习氛围相对轻松自由，学习者有很大的自

主空间，学生通过发散性和评判性思维，互相补充，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主动积极思考，将枯燥

的理论变得生动，将死板固定的标准和方法融入到

真实的临床情境中，锻炼了学生的多元化临床思维

能力；教师针对知识点进行举例与拓展，可引发学

生思考，加深学生理解和知识内化，提升学生运用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7］。本研究中侧重考察临

床思维的主观题成绩的差异正好证明这一点，这也

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移动教学或翻转课堂

的优势所在［2，8］。此外，课堂上师生互动、学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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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交流及表达能力。

3.3  线上 + 线下课堂可促进教师成长：在此教学

模式下的教学过程中，任课老师实现角色转变，发挥

了启发、指引、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8-9］，促进

了教师能力的提高。从课程准备和设计等方面都不

能简单复制传统课堂的灌输式教学法，教师团队需

要及时更新视频，紧扣新动态、新发展，激发学生的

参与热情，及时给予评价及总结［10］。同时，由于线

上学习缺乏传统课堂上教师的监督，自主学习能力

差的学生往往需要高水平学习动机的驱动与维持才

能成功完成学习任务，教师要重视与此类学生的积

极互动，活跃课堂气氛，给予学生有效正确的反馈与

鼓励，以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及价值成就感，确保线上

学习质量［8］。另外，针对学生的测验结果以及对线

上提问、翻转课堂和实践工作坊的反馈等，教师应

考虑构建更有效、更灵活、更深层次的学习方法，改

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本次问卷调

查显示，学生对教师优化课程设计、积极组织互动、

侧重临床应用的教学安排均表示认可。

3.4  线上云课堂可体现移动学习的特性：移动教学

模式打破了时空限制，凸显了线上云课堂的优势，实

现了学习时间、地点及资源的可移动性，教学空间

从教室延伸至移动互联网，学生可利用零散时间通

过手机等无线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获取信息［11］，视频

始终可供学生反复回看，有利于学生加深对难点重

点的理解，这正是绝大多数（97.1%）学生接受该教

学模式最直接的原因。此外，线上云课堂可通过后

台提供数据化信息，便于分析和统计，大大优化了教

学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3.5  线上云课堂尚存不足：有研究显示，移动教学

在护理教育中刚起步，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和发展阻

力，如网络通信费用、移动教学平台的维护成本、学

生自控力不强等；同时学生可能会因过度使用手机

而造成身心疾患，如手机依赖症、颈椎病、视力下降

等［2］。此外，教师在使用网络资源时，需要遵守我

国现行相关法律［12］规定，避免著作权纠纷。

4 小 结 

  疫情期间线上 + 线下课堂的教学模式在提升

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效果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学生通

过手机实现随身课堂获取学习资源，便捷高效，其自

主学习能力得到提高；由教师引导学生主导团队协

作的翻转课堂及实践工作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

生的职业能力、实践操作技能、逻辑思维能力及沟

通协作能力的发展与提升。本研究仅针对特定专业

学生应用，未对其他院校或专业进行大范围开放，样

本量较小。另外，如何保证学生对移动教学的学习

热情，进一步与临床实践课程有机结合，需在后期进

一步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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