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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学实验的兴趣
王建茹，乔灵宝，白翠珍（山西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ｔｈｅ太原０３０００１）
摘要：目的：提高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学实验的兴趣．使其在科学实验能力和方法上得到系统的训练和培养，为

学习后续课程和将来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方法：针对目前医学院校学生普遍不重视物理实验的情形，首先使
学生认识到医学物理及实验的重要性，医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想学好医学就必须学好医学物理。然后
通过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尽可能增加与医学有关的实验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将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模式有机结合；注重教
师的指导方式，秉承“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等手段进行改革。结果：医学生开始重视医学物理实验，并
对其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结论：通过改革实验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及教师的指导方式等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医
学物理及实验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实验的兴趣和实验教学质量，使医学物理实验教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关键词：医学物理学实验；兴趣；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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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系统的实验技能和方法训练的开端，目的是使医学

前言
医学物理学实验是医学院校学生进入大学后受

生在科学实验能力和方法上得到系统的训练和培养，
为学习后续课程和将来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然而由于医学物理学实验一般是在一年级第一学
期开设，新生刚入学，对课程设置不了解，普遍对医学

基金项目：山西医科大学教学改革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物理学实验这门课不重视，认为可有可无。直接影响
了医学物理学实验的教学质量。因此如何让医学院校

作者简介：王建茹（１９７８一）．女，硕士．山西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助教．

的学生体会到医学物理实验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学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主要从事医学物理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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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实验的兴趣．是每一个医学院校物理教师面

少有机会遇到或使用，从而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

临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教学和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物理实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实验
教学质量，应该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在实验项

验教学质量。

目里删去与医学联系不大的实验内容，尽可能增加与
医学有关的实验内容，如与Ｘ射线内容有关的“光电

ｌ在理论课中强调医学物理及实验的重要性
医学生在学习医学物理学时，最常提出的一个问
题就是“医学生学习物理有什么用”，学生们认为医学
物理学在医学院校就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因此，
作为医学院校的物理教师，在开学的第一节理论课
中．就要明确地指出物理学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使学
生对物理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
而认真积极对待医学物理学这门课程。
医学物理学是物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是现代
物理学与医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医学和物理
学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医学所研究的生命活
动虽然复杂。但任何生命过程和物理过程都是密切相
联系的，物理学知识是揭示生命现象不可缺少的基
础。诸如能量的交换、信息的传递、体温控制和调节、
疾病发生机制、物理因素对机体的作用等，都必须应
用物理学规律。近１００年来，物理学所提供的新发现、
新理论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之中，为医学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ｎ。物理学家伦琴Ｘ射线的发现，使医

效应的研究”、与超声波有关的“Ｂ超的原理及使用”、
与核医学有关的“放射性测量”、与波动光学有关的
“衍射光栅测光波波长”、与近代原子结构理论相联系
的“核磁共振”等实验。通过这些设计巧妙的实验，把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医学与物理相结合，使学生实
实在在体会到医学实验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做物理实
验的热情。

３丰富教学手段
医学物理学实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１：３授，学
生听讲。简单地把一些实验仪器、原理、现象靠教师在
黑板上给学生勾画和讲解。而医学物理学是一门以实
验内容为主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对于一些抽
象的概念和实验。学生单凭听老师讲授难以获得直观
的感性认识以及清晰的物理图像，从而无法对物理概
念真正理解和掌握。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教
学工具和手段．改变了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利用把

学影像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ｌ枷利略在实验基础上推

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一身的多媒体课件使实验教
学更简单、生动。实验现象更加直观，能有效地克服传

导出的单摆周期和摆长的关系，在医学中被用于测量
人的心率；应用物理学中核磁共振理论而产生的核磁

统教学方法所带来的局限。使学习内容变得生动有
趣。如在用光栅测光波波长的实验中，分光计是基本

共振成像技术：应用光学理论设计的光学显微镜、激
光断层扫描显微镜：应用量子力学理论设计的扫描电

物理实验仪器，但调节步骤多、难度较大，授课时如果

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等都是建立在物理学基础
之上。另外物理学所提供的技术和方法也为生命的研
究、临床实践开辟了许多新的途径，如在非典期间用
来测量体温的红外热像仪就是物理和医学有效结合
的产物。这为阻隔ＳＡＲＳ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全部都是建立在物理学原理的
基础之上。由此可见，物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已经和医
学形成了功能性的有机整体。通过了解物理与医学的
关系，学生就会明白要想学好医学，必须学好物理，而

仅仅依靠老师的讲解，一般很难引起学生兴趣，达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若采用多媒体实验教学方法则能使
复杂问题简单化，降低教学难度，提高教学效率。另外
物理实验中的许多基本仪器、仪表。本身较小，刻度也
小．能见度差，演示很不方便。如螺旋测微器、游标卡
尺、万用电表等的使用和读数，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教
学，教师好讲解，学生好观察，且容易掌握它们的正确
使用方法，还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模拟准确的读
数练习。可以看出多媒体教学手段能调动学生运用多
种感官参与教学活动，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的注

物理又是一门实验科学，所以必须重视物理实验，从
而激发了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学及实验的兴趣。

意力，同时使抽象的概念直观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改革实验教学内容

４注重教师的指导方式

目前各医学院校均开设物理学及物理实验作为
公共基础课，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及实验能力。然
而医学院校的物理课教学与理、工科非物理专业的物
理课教学相比，更加不受重视。原因之一则是所开
设的多数物理实验仪器设备陈旧、老化，且实验内容
与医学应用联系偏少，落后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学生
在物理实验中使用的仪器、学到的实验方法毕业后很

万方数据

一项关于“医学专业学生对物理实验课学习兴趣
的调查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教师的指导方
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耐心指
导及成绩认定标准的提高都是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加
强的重要因素［２１。由于教学的对象是有思想、有头脑、
有感情的学生，这就决定了师生感情交流以及教师的
指导方式对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思维的活跃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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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课程的喜好程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有一个真实
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位同事的女儿在上初中
时，不喜欢学物理。然而到了高中后，由于教物理的是
一位很善于表达，又能和同学融洽相处的教师，她就
喜欢上了物理，大学考的还是物理系，而且后来考取
了研究生ｐｌ。因此提高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学实验的兴

２０１０年５月

趣，提高了教学质量。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深刻体会到教师在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还必须深入了解学生，包括他
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理解能力、专业情况及未来发展
需求等．注重实用性，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
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

趣，不能忽视教师的指导方式。要秉着“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对待每一节实验课。实验前
注重学生对实验原理的认识和掌握，通过提问等形式

学习医学物理及实验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让学生了解如何根据理论知识设计物理实验，如何设
计实验步骤；实验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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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啪．大学物理实验．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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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自我测试过程中的答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从而
可以掌握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可以评价教师的教学
效果，并及时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反馈与提高。三、系统
的安全防范。系统的安全由两部分组成：分级管理的
用户权限和数据库的加密。用户权限的设置用来防止
非法人员访问系统和部分合法用户越权使用某些功
能，如修改试卷只允许出卷教师访问。数据库加密用

学形式，充分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教学
的时空限制。为教学双方提供了方便和效率的同时，
也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使用并
充分发挥该系统的作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改
进。相信在教研室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医学图像处理
课程在线学习试题库系统的建设必定能够顺利进行。
医学图像处理的整体课程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效。

来防止数据库内容被其它工具非法访问而泄密，合法
用户被划分为多级，如某些用户只允许进行查询，某
些用户可以对数据库进行修改，某些用户只能输入成
绩等等，而系统管理员可以随时更换数据库的密钥。

４结束语

参考文献：
【ｌ】陆华娟．医药信息检索课程试题库的建设与应用叨．医学信息学杂
志，２００８，９：２５—２７．
【２】徐欣．网络试题库与自动阅卷系统的设计与操作叨．呼伦贝尔学院
学报，２００９，１７（３）：９９一１０１．
【３】李晓寒，宁旭，马显光．提高医学物理学教学质量的探索田．中国医

建立以试题库为主体的学生在线学习与考试相
结合的模式，是一种创新的教学形式，该模式的实行
将大大改进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改革、规范教学
管理过程，更能适应现代学生的学习特点，提高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与学习热情阁。作为一种创新的辅助教

万方数据

学物理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５（１）：５４６—５４７．
【４】邵颍．食品工程专业生物化学课程试题库建设的探讨叨．产业与科
技论坛。２００９，８（３）：１８１—１８２．
【５】周险峰．科学教学认识论下的教学文本理解及其变化叨．大学教育
科学。２００８．１：５７—６０．

如何提高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学实验的兴趣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王建茹， 乔灵宝， 白翠珍， WANG Jian-ru， QIAO Ling-bao， BAI Cui-zhen
山西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山西,太原,030001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PHYSICS
2010,27(3)
1次

参考文献(3条)
1.郭庆;陈尚松 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相互配合
2.梁路光;付妍;于国伟 医学专业学生对物理实验课学习兴趣的调查研究
3.杨雪磊;吕明赫;祝颖 物理学在医学中的重要性[期刊论文]-中国科技信息 2009(11)

引证文献(1条)
1.武杰.聂生东.张学龙.陈家璧 医学影像物理学的课程教学策略及实践[期刊论文]-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2010(5)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yxwlxzz20100303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