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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医学物理学教学，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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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医学物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对医学物理学教学思想、内容、方法、实验和考试等方
面进行了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医学物理学；教学改革；医学人才
文献标识码：Ａ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２０２Ｘ（２００６）０６－０４７０－０３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啪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ｂｉＨｔｙ

ＹＵ Ｄａ·ｋｕｎ，ＢＡＯ Ｙａｎ，ＬＩ Ｙｉ－ｂ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７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ｅｘｐｅｆｉｍｅｎ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ｌｉｔｙ

视思想和方法教育的现象；对于不同课程的教学也是
各自为阵，缺乏沟通、衔接。另外，很多教师由于自认

前言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现在物理

为不受重视，对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总是过多地寻

学与医学相结合，已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

找客观原因，而不是从自身出发主动地去研究课程、
研究学生、研究教法，积极地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

学科，医学物理学已成为现代医学基础研究、临床诊
断治疗不可缺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特别是高科技
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如ＣＴ、ＭＲＩ、ＰＥＴ、Ｘ刀、７刀

（２）学时方面。医学类专业的医学物理学学时少，这在

等，把医学推向了新的高度。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物
理学就没有现代医学。但目前物理教学在医学类专业

样，医学院校更是如此。并且，每当教学改革呼声高涨
时，非物理专业就要求砍杀物理课程的学时。这个问

处于次要地位，物理教学必须改革。

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广大的物理教育工作者。（３）经费
方面。由于经费不足，致使全国各医学物理实验教学

１

医学物理学教学现状

全国各高校非物理专业是个普遍现象，工科院校是这

普遍存在实验仪器老化、实验内容陈旧的现象。这种

医学物理学是对各医学类专业开设的一门必修

情况使得实验教学计划很难完成，同时也极大地影响

的基础课程，理论及实验教学一般都安排在大学一年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物理实
验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是培养学

级上学期进行，其教学一般由医学物理学教研室（或
物理学教研室）承担。但由于师资队伍、学时安排、经
费投入、学生认识等方面的困难，使得各医学物理学

生动手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的重要手段，这些愿

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着问题：（１）教师方面。从事医学物

学生方面的问题首先表现在认识不到物理学的重要

理学教学的教师大多是物理专业出身，医学知识掌握
较少，教学中容易出现与医学脱离的现象；并且过于

性，认为医生没有必要懂得物理，学习目的大多是为
了学分。另外，由于受中学物理学习的影响，很多学生

注重物理学科的整体性、完美性，完全忘记了自己所

认为物理学得好不好完全由做习题决定，从而忽视了

培养的是医学专门人才；存在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忽

概念、原理的理解，致使学习非常吃力【４】。

望的实现都离不开经费支持。（４）学生方面认识不足。

２

医学物理学教学改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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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过程，努力提高教师的素质，尤其是转变教师的
教育思想、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培养高素质的医
学人才的关键。教师除了具备系统的物理专业知识
外，还要系统学习医学知识，学习由物理学和医学交
叉所形成的新的交叉学科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知识，
掌握物理学的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方法在医学中的应
用。在教学中，既要遵循理工科普通物理学内容和方
法，又要考虑到物理学与医学的结合。医学类专业的
物理学教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强调医学物理教学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２１。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重要性【２Ｊ。
２．３改进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
（１）精编实验内容，注重实验的医用性，删除其中
物理基本原理和规律验证性的与中学物理实验中重
复的实验，增加与医学有密切联系的实验，增加结合
医学的物理实验，增强其医用性，提高学生的兴趣。实
验课改革的方向是在保持物理实验课的基础性上，加
强它的医用性，如显微摄影、流体粘滞系数的测量、超
声波探测物体厚度等。设计一批象《人体若干参数的

２．２改革教学内容，注重医用性

测量及回归分析》、《人体阻抗的测定》、《膜电位的测
定》、《液体、血浆粘滞系数的测定》、《医用传感器的原

长期以往，我们的物理教学内容和理工科大学的
模式基本相同，显然在几十个学时内要学习物理学众

理及应用》ｊ《分光仪原理及光谱分析技术》等等，有效
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发展能

多的内容实在是不可能，而且学生们普遍反映不结合

力；（２）分小组循环实验，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３）

医学实际，难以学以致用，学习缺乏动力，对后继课程
帮助不大。我们认为，医学物理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一

改进实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可建立“开放性”
实验室，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点是在保持物理课基础性的同时，突出其医用性。在

（４）加强考勤管理，规范实验成绩评定１３］。
２．４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效果

讲课中，如能把物理学与医学结合在一起，用物理学
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就会受学生欢迎。为此我们
平时注意多与临床医生交流，查阅有关学术期刊，在
讲课中穿插一些临床实例，通过这些实例，让学生了
解理论知识在临床中的具体应用，使学生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掌握。如在讲人体力学时，着重讲解人在搬
重物时，为什么第五腰椎易损伤，而形成椎间盘突
出。在讲液体的流动时，着重讲解在微循环中，红细
胞（ＲＢＣ）为什么会轴向集中，而在血管边缘形成血浆
层。在讲液体的表面现象时，着重讲解气体栓塞的成

因及治疗措施等等。在讲声波的反射系数公式、透射

物理学包括力、热、光、电等许多分支，各分支之
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它们构成了一个系统性很
强的物理学体系。要在有限的学时里让学生掌握较为
系统的知识，并且具备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医学问

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要站在整个物理学
体系的高度上，重点向学生传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然而，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知
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能力以及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因此，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分析对比和归纳总结，引导学生发现物理

系数公式时，着重讲解在超声检查时，为什么要在探

知识的内在联系，加强实验教学，使物理理论与实践

头和体表之间涂抹油的道理。在讲Ｘ射线透视成像
时，着重讲解半影对成像质量的影响，如何消除半影

相结合。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适应当代青年强
烈的求知欲和多角度求知的心理特征。

等。在讲Ｘ射线球管阳极效应时，着重讲解在拍腰椎

为培养医学院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在讲授医学

正位片时，为什么应把腰椎的上部置于Ｘ射线球管
阳极端，腰椎的下部置于Ｘ射线球管阴极端，这样才

物理知识如Ｂ超、ＣＴ等之前，可以适当安排几次临
床见习，使学生通过见习对医学诊断与治疗所使用的

能拍出浓度均匀的照片的原理。

仪器和设备的性能、原理及使用方法等有一个直观的

另外，将高科技内容引入教学中来。物理学是一
门蓬勃发展的科学，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总有一部、

认识。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师所使用的教学手段有着

分内容变得陈旧，有一些内容变得重要或代表前进的

２０％，对于看到的材料能记住３０％，同时昕和看则记

方向，所以课程本身的内容应不断有所增减。现代科

住５０％，若在听、看的同时去做则可以记住９０％。现代

技日新月异，一些高科技在医学上的应用，把医学推
向了新的高度，如能把最新发展介绍到物理教学中

科学技术革命为现代教育提供了光学、声像、电子媒
体等方面的技术，它们的运用，使得抽象的物理概念、

来，那么我们的教学就会充满活力，更加朝气蓬勃，也

现象和过程变得具体、形象，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这

更具吸引力。在授课时可重讲解Ａ超、Ｂ超、Ｍ超、彩

对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教学内容、拓宽知识面、缩短学

超、Ｘ．ＴＶ系统、Ｘ－ＣＴ、ＤＳＡ、７刀、Ｘ刀、ＰＥＴ，使学生掌
握这些高尖端医疗仪器的物理原理。比如７刀与Ｘ

时、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

直接的关系。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听到的内容能记住

刀使“不开刀医脑瘤”成为现实，这些仪器刚从国外引

在课堂教学中，既要重视传授知识，也要教育学

进，教科书中找不到这些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很受同

生掌握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引导学生分

学们的欢迎。此外还有必要让学生到附院参观ＣＴ、
Ｘ．Ｔｖ系统、Ｂ超、彩超，学生身临其境，身感物理学的

析、归纳，进行知识的延伸，突出启迪学生思维这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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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学时的课或每一章的教学中，应安排１－２学时的

至认为医生没有必要懂得物理，学习目的大多是为了

课堂讨论，提供师生对话的环节。讨论的问题可以是
学生提出的问题、例题和教师提出的问题，运用这种

学分。另外，由于受中学物理学习的影响，很多学生认
为物理学得好不好完全由做习题决定，从而忽视了概

模式，活跃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心
智参与度，通过不同见解的争辩，加深了对物理概念

念、原理的理解，致使学习非常吃力［２－４ｔ。另外，当前考
试成绩是评价学生的重要标准，传统的考试形式使学

和规律的理解深度，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口才和综合
素质。开设医学物理专题讲座或选修课，贯彻因材施

生负担过重，疲于记忆书本知识，不顾及科学发展的
现状，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潜力。应该进行考试形式和

教的原则。为了增强医学物理学医用性教学效果。在
完成了医学物理学教学任务后，我们可以开设医学物

内容的改革，注重考察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加重课
外论文和开卷考试的成绩比例，通过考试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自学能力、解决问题的综合能

理专题讲座或选修课，如：生物力学概论、医学影像诊
断原理及技术、放射生物效应、激光的医学应用、自由
基及其检测以及荧光分析技术等，拓宽学生的知识

力。
总之，医学物理学的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面，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前沿和物理新成就的医学应
用。

重在改革，贵在坚持。大学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
是一种指导思想，它强调的是一种基础，是一种素质，

计算机多媒体教学以其形象、直观、信息量大、交

是一种做人或做学问的功底。它着眼于受教育者的全
面、和谐、可持续性发展，体现着教育指向的价值目

互性强等优势已被教育界人士认可、接受和使用，并
呈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之势。在教学中，计算机多媒
体为学生提供多重刺激，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
率。在实际教学中，可充分运用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ｒｅ、Ｆｌａｓｈ、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等软件制作了教学课件教学，如各类ＣＴ
扫描过程、Ｘ刀、心电向量环、频率编码、相位编码等，
虽然加大了备课难度，但增加了每节课的信息量，声、
光、投影和动画有助于学生理解其所学内容，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普遍反映效果良好【２ｊ。
２．５提高学生认识，注重学生平时成绩，加强考试内
容和方法的改革
由于学生认识不到物理学的重要性，部分学生甚

标。大学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这就要求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有
深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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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变化和因果关系，才有可能建立准确、有效的胃
动力学信息提取与评价方法。本检测系统的实现，为

后期进行胃动力研究实验提供亍仪器支持，从而为建
立一种全新的胃动力检测与与评价方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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