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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ing Learning教育思想指导下生理学实验课
五段教学方式的构建及评价

李 丽，高 波，刘梅芳*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 目的:探讨 Blending Learning教育思想指导下生理学实验课五段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选
定实验组和对照组班级，分别采用五段教学方式和传统的三段教学方式，并比较两种教学方式的教师、学生认
可度。结果:实验组比对照组学生具有更好的成绩和满意度。结论: Blending Learning教育思想指导下的五段
教学方式在生理学实验课教学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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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各自主导。然而，这两种教育思想各
有利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师为主导，
将知识灌输给学生，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化的知识，但不
利于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1］。“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思想则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独立思
考，培养创新思维，但不利于掌握系统化的知识［2］。在生
活信息化的今天，Blending Learning( 混合式学习) 将传统
教育思想的优势和 E-Learning(数字化学习) 相结合，将微
课、智能手机和网络应用于教学，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又要体现学生作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3-4］。以往，
生理学实验教学主要分原理讲解、教师示教、学生操作三
段来完成，为更好的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我们构建了
Blending Learning教育思想指导下的五段教学，并在教学实
践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将教学效果展示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 一)研究对象。
选取我校 2016级药学专业 2个班级，分别作为对照

组( 1个班)以及实验组( 1个班) ，两组共 96人，两组入学
成绩无显著差异( P ＞0． 05)。

( 二)研究方法。
1．教学方式。对照组:实行原理讲解、教师示教和学

生操作三段教学方式。实验组: 实行五段教学方式。
( 1)微视频发放:微视频包括实验原理的讲解和操作视频
两部分。操作视频只包括基本操作，并不示教各观察项目
及其结果。微视频于上课前一天通过微信发放给学生。
( 2)分组讨论并汇报:针对各观察项目的结果，结合实验原
理进行讨论，并随机抽取小组成员汇报。( 3) 学生实验操
作:对于首次出现的实验操作，由教师示教并强调操作注
意事项，然后学生分组实验。对于已经出现过的实验操

作，教师无需示教，只强调操作注意事项，学生根据微视频
进行分组实验。( 4) 结果展示:随机抽取各小组成员进行
结果展示，学生比较实际结果和理论结果，并分析不一致
的原因。( 5) 教师总结和点评:点评学生操作和实验分析，
并根据表现给各小组打分，以作为该小组成员的平时
成绩。

2．评价方式。通过问卷星制作调查问卷，统计学生反
馈数据。根据我校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的实验教学效
果评分量表，通过同行听课得分、实验组和对照组随机抽
取 10名学生自评分以及派到其他组互评分以及期末实验
考核(期末实验操作考核成绩 70%，平时成绩 30% ) ，对教
学效果进行评价。实验组的平时成绩根据上述方案给出，
而对照组的平时成绩根据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给出。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期末实验操作考核成绩均根据学生随机
抽取实验操作项目完成情况给出。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7． 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以数

据用( x ± s) 表示，统计学方法包括 t 检验，χ2 检验，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 一) 教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同行的教学效果打分成绩，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0． 05)。比较同行的评分量表，实验组主要在实验指
导针对性强、效率高、注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对学生实验
情况进行总结等方面高于对照组( P ＜0． 05) ，见表 1。

表 1 同行对两组教学评分量表单项及
总评分比较( 分，x ± s)

组别 指导针对
性、效率 学生能力 实验总结 总评分

实验组 9． 6 ±0． 5 9． 2 ±0． 5 9． 6 ±0． 4 95． 6 ±8． 4
对照组 7． 9 ±0． 5 8． 0 ±0． 4 8． 4 ±0． 3 86． 9 ±7． 8

t 7． 60 5． 93 7． 59 2． 40
P 0． 000 0． 000 0． 000 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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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10名学生自评分以及互评分成绩，实验组均高于对

照组( P ＜0． 05) ，见表 2。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
在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高综合能力、课堂学习
时间分配合理等方面有更高的认可度( P ＜0． 05) ，见表 3。
表 2 学生对实验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分，x ± s)
组别 人数 自评分 互评分
实验组 10 97． 5 ±5． 4 98． 3 ±4． 9
对照组 10 92． 3 ±5． 1 89． 9 ±5． 7

t 2． 21 3． 53
P 0． 040 0． 002

表 3 两组学生调查问卷比较［n( %)］
评价内容 实验组( n =48) 对照组( n =48) χ2 P
提高学习热情 44( 91． 7) 31( 64． 6) 10． 30 0． 000
提高学习效率 42( 87． 5) 29( 60． 4) 9． 14 0． 000
提高综合能力 45( 93． 8) 27( 56． 3) 18． 00 0． 000
时间分配合理 40( 83． 3) 29( 60． 4) 6． 24 0． 010
实现教学目标 46( 95． 8) 45( 93． 8) 0． 21 0． 700
学习压力大 27( 56． 3) 25( 52． 1) 0． 17 0． 750

(三)两组学生实验成绩比较。
两组学生期末操作考核成绩及平时成绩实验组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 P ＜0． 05) ，见表 4。
表 4 两组学生期末实验考核成绩比较( 分，x ± s)

组别 人数 期末操作考核成绩 平时成绩 总成绩
实验组 48 84． 5 ±10． 7 82． 6 ±12． 5 83． 9 ±11． 9
对照组 48 71． 4 ±11． 7 62． 6 ±14． 3 68． 8 ±12． 3

t 5． 72 7． 30 6． 11
P 0． 000 0． 000 0． 000

三、讨 论
在传统的实验课教学中，讲解实验原理后提问学生，

很多学生依然不能掌握，而且原理讲解、课上提问占用了
比较多的课堂时间，减少了学生实验操作的时间。而在五
段教学模式中，原理讲解视频提前发放给学生，学生可以
提前预习，也可以随时、反复查看，提高了学习效率。在五
段教学模式中，学生分组讨论各实验项目的结果时，你一

言，我一句，有利于学生相互学习，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发散
思维以及综合能力。在教师示教环节，传统教学每个实验
都要示教，占用了大量的课堂时间。而在五段教学方式
中，如果是首次出现的实验操作，操作视频和教师示教双
管齐下，操作视频可随时反复观看，提高了学习效率。对
于非首次出现的实验操作，教师无需示教，为学生操作赢
得了更多时间，也避免多组需指导时教师分身乏术。在
结果展示和汇报环节，培养了学生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团
队协作能力。因为五段教学方式合理地分配了时间，所
以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总结和点评，教师可以总结重
点和学生的操作问题，有利于下次操作改正。而在传统
教学方式，教师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总结。

五段教学方式将微课、网络、智能手机巧妙地用于教
学，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更加合理地安排了教学
时间，在突出学生为主体的同时，教师的主导作用从线上
到线下，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既有利于学生系统、高效
率的学习知识，又能很好地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综
合能力，教师的指导作用针对性更强，教学效率明显提高，
因此，Blending Learning教育思想指导下的五段教学方式
是一种可推广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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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blending learning to construct and assess lab sessions of physiology
Li Li，Gao Bo，Liu Meifang

(Jining Medical College，Ｒizhao 276826，Shandong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5 stages model under the guidance of blending learning educational thought
in physiology experiment． Methods: Classe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elected，5 stages model of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3 stages model of teaching were applied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Ｒesults: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better scores and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5 stages model of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blending learning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physiology experiment．

Keywords: Blending Learning; Physiology; teaching lab sessions; The five-phase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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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学习引导图”用于生理学线上教学的实践研究
刘梅芳１，范素芳２，丁　林１，李　丽１，王慧云１＊

（１．济宁医学院药学院；２．济宁医学院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要］　为提高生理学线上教学效果，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生理学思维导图为基础制作多功能“学
习引导图”辅助线上教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习引导图”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生理学知识，降低学习负

担，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对思维导图的理解和运用。利用“学习引导图”辅助线上教学，可以起

到“授鱼”兼“授渔”的效果。
［关键词］　学习引导图；生理学；线上教学；自主学习能力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７０１．２０２１．０５．０５９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１７０１（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１７－０２

　　２０２０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国。在

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指导方针下，我校积

极响应，大部分课程由原来的线下教 学 转 为 线 上 教 学。
生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内 容 丰 富，逻 辑 性

强，需要系统化的学习才能深刻理解。但是在线上教学

件下，学生活动自由，对于课程的专注力较低，还有很多

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知识摄入零散，学习效果

较差。为提高生理学线上教学效果，降低学生学习负担

的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制作“学习引导图”辅助线

上教学，并通过问卷调查观察其实际作用效果。
一、“学习引导图”的制作

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将按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将每章内容划分成几个主题，采用ｉＭｉｎｄ　Ｍａｐ软件以每个

主题为中心，制作图文并茂的思维导图。将最能代表 主

题的图片作 为 中 心 图 像，将 相 关 联 的 知 识 点 用 主 干 引

出，实现知识内容的全景可视化。在此基础上，对 学 生

将要学习 的 新 内 容 和 需 要 记 忆 的 知 识 点 采 取“部 分 留

白”的方法，保留主体框 架 和 结 构 性 知 识，做 成“学 习 引

导图”。
二、将“学习引导图”用于线上教学

生理学线上教学的课程形式是录播课，学生在前３
周已通过超星尔雅课程平台完成绪论、细胞的基本功能、
血液、循环和呼吸系统的理论学习。“学习引导图”辅助

教学在第４～６周进行，授课内容包括消化、泌尿、神经和

内分泌系统。针对以上内容共制作１３幅“学习引导图”，
试用对象为药学院２０１９级８个班级，包括中药学、药物制

剂、药学三个专业，共３７０名学生。教学实施过程如下：按
照教学日历，教师提前一周将教学视频、课件和“学习引

导图”上传至课程平台。其中视频以任务点的形式上传、
课件放在资料区供学生下载，“学习引导图”以通知附件

的形式发布给学生。为观察学生自觉使用“学习引导图”
的情况，教师在教学视频中不提及“学习引导图”，只借用

思维导图的原理和形式讲解生理学内容；在通知中预告

新课内容，推荐学生使用“学习引导图”，但 不 做 强 制 要

求。教师每天通过学习通答疑，并敦促学生完成视频的

观看；每一章节结束后，以作业的形式发放习题，期间并

未布置过任何思维导图形式的作业。３周后采用问卷星

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反馈信息。
三、“学习引导图”的效果观察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７０份，收回问卷３７０份，
其中有效 问 卷３５９份，有 效 回 收 率９７．０％，问 卷 信 度 为

０．７３５。从学生答题时所在地理位置看，在山东境内的学生

占７５％，在四川、湖南、黑龙江、贵州、江西、安徽、辽宁、河
南、湖北、甘肃等省的学生占２５％，此结果与本校招生计

划一致；问卷男女比例约为１２，与真实情况相符。
（一）“学习引导图”的下载率和使用率较高。
学生自觉下载和使用“学习引导图”的情况如表１所

示，全 部 下 载 和８０％～１００％下 载 的 学 生 占 总 数 的

６９．６３％，使用率达６０％的学生占总数的７９．３９％。此外，
问卷结果还显示，下载率较高的学生使用率也较高。

表１　“学习引导图”的下载率和使用率（％）

项目 全部 ８０％～
１００％

６０％～
８０％

４０％～
６０％

１０％～
４０％

低于
１０％

下载率 ３７．８８　 ３１．７５　 １８．６６　 ４．１８　 ４．７４　 ２．７９

使用率 ２６．１８　 ３２．５９　 ２０．６１　 １０．８６　 ５．５７　 ４．１８

（二）“学习引导图”对学生学习具有较大帮助。
如表２所示，８９．９７％的学生认为“学习引导图”可以

帮助学习生理学知识，８６．９１％的学生认为“学习引导图”
可以降低学习负担，９０．５３％的学生认为“学习引导图”可

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我们还观察 到，使 用“学 习 引 导

图”数量越多的学生认为其对生理学学习的帮助越大，对
降低学习负担以及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作用越强。进一

步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引导图”可以帮助理

解和记忆知识，促进知识系统化，并且帮助提高分析和归

纳能力（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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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学习引导图”对学生学习的帮助（％）
项目 很有帮助 有帮助 帮助很小 没有帮助

学习生理学知识　 ４２．３４　 ４７．６３　 ８．６４　 １．３９
减轻学习负担　　 ３４．８２　 ５２．０９　 １１．７０　 １．３９
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２２．０１　 ６８．５２　 ９．１９　 ０．２８

图１　“学习引导图”对学生的具体帮助

（三）“学习引导图”促进学生对思维导图原理的理解。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表示对思维导图感兴趣。

表示很感性趣和感性趣的学生分别占总数的３７．０５％和

４４．５７％，表示兴趣一般的学生占总数的１７．２％，表示不感

兴趣的仅占０．５６％。从学生对思维导图原理的理解情况

看，８０．１１％的学生表示理解思维导图的原理，还有１８．５５％
的学生表示部分明白，表示依然不明白思维导图原理的

学生仅占１．１２％。此外，“学习引导图”使用率高的学生对

思维导图原理的理解程度也较高。
（四）多数学生希望其他科目的教师采用“学习引导

图”辅助教学。
调查结果显示，２３．６８％的学生前期已将思维导图用

于各科学习；４４．０１％的学生最近开始自己绘图用于平时

学习；３０．０８％的学生仅使用教师绘制的思维导图；还有２．
２３％的学生既未使用教师绘制的思维导图，也未自己绘

图。这一方面说明，学生现阶段使用思维导图的情况差

异较大；另一方面提示，通过“学习引导图”的使用，很多

学生开始通过绘制思维导图来帮助学习。此外，虽然学

生对思维导图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但８１．３４％的学生希

望其他科目教师也能制作“学习引导图”辅助教学（图２）。

图２　学生对其他科目教师使用“学习引导图”的希望度

四、教学反思

思维能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思维导图作为一种高

效学习工具和思维训练工具［１－２］，已经对中国的教育教学

产生广泛影响。生理学是医学生的重要基础课程，结构

完整，逻辑性强，知识点之间联系密切，特别适合用思维

导图来帮助学习。目前，思维导图在生理学教学中的应

用还处于初级阶段［３－５］。为提高生理学线上教学效果，增

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生理学思维导图的基础上制作

出“学习引导图”辅助线上教学。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
部分学生自觉下载并使用了“学习引导图”，并认为其可

以帮助学习生理学知识，利于知识系 统 化，降 低 学 习 负

担，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此外，“学习引导图”可帮助学生

理解思维导图的原理，并促进其自觉运用。这说明，“学

习引导图”辅助线上教学符合大部分学生的实际需求，可
以起到增效减负，“授鱼”兼“授渔”的效果。

“学习引导图”是教师专业知识体系的外显，是教师

的思维产品，其不仅包含学生需要掌握的具体知识，而且

包括知识的脉络以及引导学生理解和记忆的思维过程。
“学习引导图”不同于普通的导学案，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学习知识，而且可以作为测验工具和系统性复习工具，实
现有针对性的自测和高效复习。更重要的是，在教师思

维产品的引导下，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训练，自觉产出自己

的思维产品，实现知识迁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因此，
“学习引导图”具有“学习支架”与“思维产出媒介”的双重作

用［６］，可能成为教学由“以知识传授为主”到“思维与能力提

升为主”转变的有力工具。本研究得到的调查结果仅能反

映学生对“学习引导图”的主观评价，在后续研究中将选取

本底相同的班级进行分组对照实验，以平时测验成绩和课

程考试成绩等客观指标评价“学习引导图”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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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在人体
解剖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李　丽，高　波，刘梅芳＊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山东 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要］　目的：探讨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

法：选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和传统的ＬＢＬ教学法，比较两种教学模式教

师、学生认可度，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归因分析。结果：实验组比对照组学生具有更好的成绩和满意

度。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教学方式与成绩的提高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

模式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　人体解剖生理学；ＣＢＬ；ＰＢＬ；ＬＢ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７０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５６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１７０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２

　　目前，ＣＢＬ（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案例为基础的学

习）和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 问 题 为 基 础 的 学

习）等教学法日益受到各院校的重视。然而，ＰＢＬ教学法

通常是以“问题提出→查阅资料→小组讨论→问题再提

出→查阅资料→班级讨论→总结反馈”的周期进行［１－２］，
ＣＢＬ也是一种以“案例为先导，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３－４］，
这两种教学法每堂课都有数次课堂讨论，不适用于我校

人体解剖生理学这门课时量较少的大班理论课教学。因

此，如何结合教学现状，充分发挥ＰＢＬ和ＣＢＬ教学法的

优势，同时又能保证课堂教学效率，是人体解剖生理学教

学工作的关键。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采取ＣＢＬ、ＰＢＬ
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以期充分发挥ＣＢＬ、ＰＢＬ教

学法的优势，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我校２０１６级药学专业２个班级。一个班作为

对照组（采用ＬＢＬ教学），另一个班为实验组（采用ＣＢＬ、
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两组共９６人，两组入学成

绩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二）研究方法。
１．教学方式。对照组给予ＬＢＬ的教学法；对实验组，

理论课给予“案例下发→问题提出→学生回答→ＬＢＬ讲

解知识点→问题再提出→学生回答→形成反馈”的ＣＢＬ、
ＰＢＬ、ＬＢ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讲解血型时，先给

出一个外伤出血的案例，并针对案例提出问题：（１）患者

出现血压下降、心跳加速等表现的原因是什么？学生答：
外伤；（２）大夫对患者采取的紧急救治措施是什么？学生

答：输液或输血；（３）大夫能否随便拿来血液输给患者，为
什么？学生答：不能，因为血型不同。通过案例引出血型

的概念，然后再以ＬＢＬ的模式对血型的概念、如何判定血

型进行讲解。再提出问题：如果患者的红细胞与含抗Ｂ
抗体的标准液发生凝集反应，而与含抗Ａ抗体的标准液

不发生凝集反应，患者为何种血型？学生答：Ｂ型血，从而

巩固已讲知识点，反馈学生掌握情况。整堂课这样的模

式数次重复。两组均在每次课结束前５分钟，对课堂内

容进行提问，并随机抽取学生回答，教 师 进 行 打 分 并 记

录，作为平时成绩。
２．评价方式。根据我校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效果评分量表，通过７名专家及同行听课得分、实验组

和对照组随机抽取１０名学生自评分以及派到其他组互

评分、学生调查问卷以及期末总评成绩（期末机考成 绩

９０％，平时成绩１０％）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以均

数±标 准 差 表 示，统 计 学 方 法 包 括ｔ检 验，χ
２ 检 验 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教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专家及同行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评价显示，实验组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教师教学效果评价比较（ｘ±ｓ，分）

组别 人数 专家评分 同行评分

实验组 ７　 ９４．３±５．７　 ９５．６±４．２
对照组 ７　 ８６．４±３．６　 ８８．９±３．７

ｔ　 ３．１３　 ３．１６

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二）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学生自评及互评分成绩，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同时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教学效果

的评价指标分为２类，有效和无效，问卷回收率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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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高

综合分析能力等方面有更高的认可度（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ｘ±ｓ，分）

组别 人数 自评分 互评分

实验组 １０　 ９７．３±３．６　 ９８．５±３．９
对照组 １０　 ９２．４±４．１　 ９１．７±５．１
ｔ　 ２．８３　 ３．３５
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表３　两组学生调查问卷比较［ｎ（％）］
评价内容 实验组（ｎ＝４８）对照组（ｎ＝４８） χ

２　 Ｐ
提高学习兴趣 ４６（９５．８） ３０（６２．５） １６．１７　０．０００
提高学习效率 ４４（９１．７） ２７（５６．３） １５．６３　０．０００
课堂学习时间充足 ３５（７２．９） ３６（７５．０） ０．０５　０．８５０
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３８（７９．２） ２５（５２．１） ７．８０　０．００５
实现教学目标 ４５（９３．８） ４６（９５．８） ０．２１　０．７００
学习压力大 ２６（５４．２） ２８（５８．３） ０．１７　０．８００

（三）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两组学生期末均采用机考的形式进行考核。实验组

期末机考成绩及平时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ｘ±ｓ，分）
组别 人数 期末机考成绩 平时成绩 总成绩

实验组 ４８　 ７８．３±１１．７　 ７１．６±１４．２　７７．６±１１．９
对照组 ４８　 ６３．７±１０．９　 ５５．３±１１．５　６２．８±１３．３
ｔ　 ６．３２　 ６．１７　 ５．７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四）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
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影响学生成绩的

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学评价。结

果显示：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学评价的ＯＲ均为正值

（０．１８７，６．７４２，０．１１５），而其中教学方式具有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３３），而与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不具有显著相关

性（Ｐ＝０．３０７，Ｐ＝０．１６２）。
三、讨　论

在教学改革的洪流下，ＰＢＬ、ＣＢＬ、三明治等教学方法

我们都尝试过，然而，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刚推行时，学生

的学习热情非常饱满，久而久之，学习动力会大打折扣，

成绩也并没有节节高升，反而有的班级还不如传统教学

模式成绩高，这样的结局引发了笔者深入的思考。经调

查发现，医学院校的课程非常多，白天几乎是满堂课，约有

２／３的课程在进行教改，光靠晚上去预习、查资料、准备各科

的问题根本应付不了，学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几经思考

和实验，最后实行了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

式。从同行、专家、学生评分、调查问卷认可度以及考核成

绩来看，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提示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

结合的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

率、提高学习成绩、学生认可的值得推广的教学模式。
人体解剖生理学是药学专业基础课，理论课只有４８

学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点，同时

学习兴趣、学习效率以及综合能力有所提高是教学的初

衷。在ＣＢＬ、ＰＢＬ与ＬＢＬ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中，将案例

和问题贯穿于教学内容的始终，在案例及问题中学习知

识、又将学习的知识运用于案例及问题，在课堂上实现了

知识的举一反三，学生随堂掌握的知识明显增加，学习效

率明显提高，学生学习起来相对轻松又饶有兴趣，所以收

到了良好的教学 效 果。因 此，在 教 改 过 程 中，不 盲 目 模

仿，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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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非常重要。另外，非常关键的
一点是教师事先必须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设计，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

对职业院校来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一个重要问题，课
中尽可能让学生多参与，多进行师生互动，让课堂活跃起来，要
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之，混合式教学模式
对高职药理学教学有一定促进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不管采取什么教学模式，最终目的都是培养学生终
身学习意识，毕竟教师教授的知识是有限的，学生将来只有不
断进行自主学习，才能更好地成长。

参考文献：
[1]宋安国.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云宇.药理学学习指导[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3]杨亚楠，邵红英，张宗建，等.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免疫学检验》教学设
计与实践[J].医学理论与实践，2020，33（4）：674-676.
[4]韦国兵，胡奇军，廖夫生.“PBL-Seminar”教学法在药学专业《分析化
学》课程教学中的探索[J].宜春学院学报，2016（9）：110-112.
[5]徐春岳.外科护理实训教程[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6]苏雪梅.广告英语双语教学中进行“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的探索[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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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维导图的概念及形式
思维导图是 1971 年英国教育家托尼·博赞创立的高效学

习法，符合构建主义认知和学习理论，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学习
和思维能力，当前已经对我国教育教学产生广泛的影响[1-2]。思
维导图作为一种先进的学习方法对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作用
显著[3]，但是现阶段大学生对思维导图的理解和使用情况参差
不齐。笔者对某校药学院二年级正在学习生理学的学生进行调
查，结果表明，仅有 23.66%的学生明白思维导图的原理，并且能
将其自觉运用到学习中。生理学内容丰富，逻辑性强，知识点之
间存在广泛联系，特别适合用思维导图来学习。近年来，已经有
部分生理学教师将思维导图用于教学中[4-8]。而如何结合生理学
知识特点，借助现代化工具，挖掘思维导图的实用价值，采用合
适的方式实现有效教学，值得深入探讨。笔者用 iMind Map软件
绘制高质量生理学思维导图，并将其用于课堂教学。经过多年
的教学实践，总结出几种形式的思维导图并贯穿于课堂教学全
过程，不仅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能够
传授给学生思维导图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和
自主学习能力。本文举例说明在生理学课堂教学中将知识传递

与学习方法传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1.1 引导式思维导图

医学生课业繁重，大多数学生不能做到课前预习[9]。设计引
导式思维导图用于课堂预习。引导式思维导图以章节题目为中
心，只显示知识框架（见图 1），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阅读课
本，补充细节内容；学生补充结束后，教师出示完整的思维导
图，让学生自行比对，然后教师通过对图的讲解导入新课。实践
表明，在引导式思维导图的指引下，学生能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搜索和摄取信息的效率明显提升。经过预习引导，学生在新课
开始时对内分泌系统的本质、组成、功能以及与神经系统的关
系有了明确认识，在后续听课中有纲可循，能及时与教师进行
交流和互动，使教学更具针对性。此外，学生在补充引导式思维
导图的过程中，逐渐了解思维导图的基本原理和规则。
1.2 剖析式思维导图

新知识的学习大多从基本概念开始，生理学的基本概念很
多，也是学习的重点。大多数学生采用背诵的方法记忆概念，这
不仅增加记忆负担，而且不能灵活运用，容易忘记[9]。绘制剖析
式思维导图能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同时教会学生提取关键词，

利用思维导图实现生理学有效教学的探索
刘梅芳 1，刘文彦 2，王慧云 1

（1.济宁医学院药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2.济宁医学院基础学院，山东 济宁 272067）

摘 要：生理学是医学生的重要基础课程，具有逻辑性强和记忆量大的特点。思维导图是一种高效的学习工具和思维训练工
具。为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笔者绘制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思维导图并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导入、概念剖
析、知识点关联、内容小结、章节复习等环节。实践证明，将思维导图用于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理解学
习内容，加强记忆，而且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思维导图的原理和方法。本文通过举例说明在生理学课堂教学中如何将知识传递
与方法传授相结合。
关键词：思维导图；生理学；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1246（2021）01-00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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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济宁医学院 2018 年校级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利用思维导图实现有效教学的实践研究”（18067）；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学习
引导图’深度融合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认知能力的实践与研究”（2020ZC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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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用关键词启动记忆的方法。例如：受体是位于细胞膜上或
细胞内能与某些信息物质结合，并能产生生物学效应的功能蛋
白。首先利用思维导图的分类思想，启发学生从本质、位置、功
能 3 方面对受体的概念进行思考，学生很容易就能理解并记住
概念。“受体的本质是蛋白”“位于细胞膜上或细胞内”“功能是
结合信息物质并产生生物学效应”。启发学生思考后，将受体概
念的剖析图呈现给学生（见图 2）。剖析式思维导图显示思维的
过程，这种呈现形式和记忆方法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实
践表明，经过几次概念剖析，大部分学生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
利用关键词对生理学名词进行描述和归纳。

1.3 结构式思维导图
脑科学的研究认为，利用结构性知识框架对信息进行分类

处理，可以弥补大脑存储过程中路径编码不足的缺点，并且充
分激发大脑潜能，促进知识摄入的模块化[10-11]。但是大多数学生
注重知识点的学习，忽略结构性知识的作用，因而获取的知识
比较零散，容易遗忘。在讲解甲状腺激素的作用时，我们先将结
构性知识形成框架，然后再对具体的知识进行分类归纳。学生
前面已经学习过激素的调节作用（包括生长发育和代谢调节等
方面）。依据这些已有的结构性知识，我们将甲状腺激素的作用
分成 3个方面，“生长发育”“代谢”和“其他”。其中“代谢”又可
以分为“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两个方面，而“物质代谢”又可
以与三大营养物质进行关联。在结构性知识形成的框架下，零
散的知识点被分类贮存，梳理形成知识块。实践表明，通过对甲
状腺激素作用的知识梳理，学生能够利用结构式思维导图对胰
岛素、糖皮质激素等激素的作用进行归纳和整理，自主学习能
力显著提高。
1.4 知识点关联思维导图

根据艾宾浩斯记忆曲线，新知识学完后 20分钟左右回顾

一次，可以达到很好的复习效果[12]。绘制知识点关联思维导图用
于课堂小结，例如：用以激素为中心的知识点关联思维导图呈
现所学相关内容，并用问题串的方式引导学生看图，凸显知识
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什么是激素？按照化学成分激素可以分成
哪几类？激素如何到达靶细胞？激素与受体结合之后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每种激素有各自的功能，它们作用有什么共同点？实
践表明，使用知识点关联思维导图对内容进行小结，不仅可以
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促进知识的系统化，而且能使学生逐
渐掌握将知识点关联起来的思维方法。
1.5 全景式思维导图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对构成部分的恰当认识有助于形成整
体的意义，了解各结构之间的联系[13]。在一章的内容学习完后，
我们将整章内容绘制在一张思维导图上，实现章节内容“全景”
的可视化（见图 3），把图的电子版发给学生，帮助学生看到知识
的全貌。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巩固知识，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利用思维导图学习的热情。我们观察到，只需要 2～3周的生理
学课程学习，很多学生就能自觉绘制思维导图，并将思维导图
运于其他科目的学习。
2 结语

思维导图已经对整个医学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学教育
也正经历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思维与能力提升为主的变革。
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高效的学习方法，提高其自主学习
能力是每位教师的职责。生理学是医学生较早学习的重要基础
课程，其内容特别适合用思维导图来学习。生理学教师应该发
挥学科优势，利用思维导图传授生理学知识，并让学生在学习
知识的过程中掌握思维导图的原理和方法。这不仅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学习效率，促进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东尼·博赞.思维导图———大脑使用说明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05.
[2]阳雨君.构建主义学习观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
2013（17）：106-108.
[3]李玉，柴阳丽，闫寒冰.思维导图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近
十年国际思维导图教育应用的元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18（1）：16-
28，79.
[4]赵堃，肖宇，王月飞，等.基于思维导图的“混合式教学”在医学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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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迎春，袁艺标，周蓉，等.思维导图在生理学“教”与“学”中的应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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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分泌系统引导式思维导图

图 2 受体的概念剖析式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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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内分泌系统全景式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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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基础是中医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其系统
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

机等基础理论，以及中医病情的诊察和判断、辨别证候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疾病的防治原则与中医养生方法等。传统的
课堂讲授式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师

基金项目：2020 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2020A-257）；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2020 年度校级课题（202003）

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
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张玉香，王一强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207）

摘 要：中医学基础是中医、中药、针灸推拿、中医康复保健等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其他中医基
础课程和临床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运用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自主性，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最终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中医学基础；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1246（2021）01-00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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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功能活动及其规律的科

学，具有逻辑性强和记忆量大的特点。近年来，

由于课时压缩，《生理学》课堂节奏加快，学生在

课堂上忙于记笔记，对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课

堂学习效率较低。此外，由于大部分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较差，未能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对

生理学知识的掌握普遍不够系统和深入。本研

究以生理学思维导图为基础设计新型“导学案”，

辅助《生理学》课程的线下教学，并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观察其促进有效教学的实际效果。

1 新型“导学案”的制作与教学实施

依据教材、教学大纲及课程学时，对神经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的授课内容进行规划。将神经系

统划分为“神经元活动的一般规律”“反射活动的

一般规律”“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和“神

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4个主题；将内分泌系

统划分为“内分泌总论”和“胰岛、甲状腺和肾上

腺”2个主题。以各个主题为中心，采用 iMindMap

软件制做图文并茂的学科思维导图，实现知识框

架和细节内容的全景可视化。在此基础上将核

心知识点的关键词部分留白，保留相应的线条，

制作成以思维导图为基础的新型“导学案”（此后

简称“导学案”）。

本研究制作的“导学案”旨在帮助学生理清知

识结构，降低认知负荷，促进深度学习和知识迁

移，因此，制作时保留3类知识。第1类是帮助理

解新知识所必需的前摄知识，不仅可帮助学生完

成新、旧知识链接，而且能弥补部分学生前摄知

识的不足；第 2 类是帮助学生进行知识串联和迁

移的结构性知识，包括知识框架和分类关键词；

第 3 类是以“例如”为代表的拓展性知识，可帮助

学生对知识进行意义建构，促进应用。“导学案”

核心知识点的留白遵循“少而精”的原则，并保留

能启动思维和记忆的线索信息，例如，配图、平行

分支关键词、分类关键词及引号前后的提示词

等。图 1 为神经系统第 1 节“神经元活动的一般

规律”的“导学案”。此图中留白的内容是课堂上

学生必须理解和掌握的分类、概念、名词、功能和

特点等。

利用思维导图促进《生理学》
有效教学的实践研究∗

刘梅芳 1 丁 林 1 范素芳 2 杜 晶 1 李 丽 1∗∗

（1济宁医学院药学院 山东日照 276826 2济宁医学院管理学院 山东日照 276826）

摘要 以思维导图为基础制作新型“导学案”辅助《生理学》线下教学，在授课前一天将

“导学案”发给学生，并建议学生将其用于课前、课中和课后。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喜欢

并自觉使用“导学案”辅助学习，认为其不仅可帮助理解和记忆生理学知识，节约课堂记笔记

的时间，提高课堂学习效率，而且有助于节约预习时间，提高复习效率，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以思维导图为基础的新型“导学案”可促进《生理学》有效教学，其可能成为传统课堂模式下提

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实现教师引导学生高效自主学习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 思维导图 导学案 生理学 线下教学 有效教学

中国图书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济宁医学院2018年校级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利用思维导图实现有效教学的实践研究”（18067）；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自筹）“‘学习引导图’深度融合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认知能力的实践与研究”（2020ZC320）；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岗位胜任力的药学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YC2019042）；

2020年第 1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借助‘真实情景+思维支架’构建《生理学》思维发展型课堂的改革研究”
（202002086006）∗∗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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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导学案”示例（神经元活动的一般规律）

使用幅数

人数

占比（%）

5~6

35

44.87

3~4

33

42.31

1~2

9

11.54

0

1

1.28

受试对象为本校生物科学学院2019级生物工

程和生物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共78名。教学实施

过程如下：教师在授课前一天，通过超星课程平台

将“导学案”以通知附件的形式发布给学生，并推

荐使用。上课前，教师提前10 min达到教室，提醒

学生将“导学案”下载到手机上，并简单介绍使用

方法，但不做强制要求；上课过程中，教师通过对

教学重点和难点的提问与学生进行互动，了解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控制课堂节奏；课

后，教师通过超星学习通发放习题和答疑，告知学

生可借助线上课程视频帮助学习，但不做强制要

求。授课结束后2周，采用问卷星进行调查，收集

学生的反馈信息。78名学生全部参与此次调查，

问卷有效回收率100%，信度为0.949。

2 利用“导学案”辅助线下教学的效果观察

2.1 学生对“导学案”的态度和使用情况 统计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喜欢教师下发的“导学

案”，其中表示非常喜欢和喜欢的学生分别占

58.97%和 35.90%。学生自觉使用的情况如表1所

示，使用 5~6幅的学生占 44.87%，使用 3~4幅的占

42.31%，使用1~2幅的占11.54%，没有使用的学生

仅为1.28%。
表1 学生自觉使用“导学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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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导学案”帮助学生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如

表 2 所示，大部分学生认为“导学案”有助于学习

生理学知识，其中认为非常有帮助和有帮助的学

生分别占 51.28% 和 42.31%。认为其可降低学习

难度、帮助理解、帮助记忆、促进知识系统化的学

生分别占88.46%、97.44%、93.59%和 96.15%，认为

其可有效节约记笔记时间的学生占 85.90%。更

重要的是，94.87%的学生认为“导学案”可有效提

高课堂学习效率。此外，从学生的课堂表现分

析，“导学案”使学生的参与率极大增加，大部分

学生能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
表2 “导学案”对学生课堂学习的影响

2.3 “导学案”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效率 大部

分学生认为“导学案”有助于提高自主学习效率，认

为其可有效节约预习时间、提高复习效率、减轻学

习负担的学生分别占92.31%、94.87%和93.59%；认

为其对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非常有帮助和有帮助

的学生分别占 51.28% 和 39.74%（表 3）；此外，有

91.02%的学生希望其他科目教师也能制作“导学

案”辅助线下教学（图2）。
表3 “导学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影响

图2 学生对其他科目教师制作“导学案”辅助线下教学的期望

3 教学反思

我国教育改革正处于从“知识灌输为主”到

“思维与能力提升为主”的巨大变革中。课堂教

学是思维培养最好的场所，是人才培养的主渠

道[1]，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传递学科知

识，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值得深入探讨。思维

导图作为一种思维可视化工具、高效学习方法和

思维训练工具[2]，符合建构主义认知和学习理论，

可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业成就[3-6]。近年

来，思维导图已受到国内、外教育工作者的广泛

重视，但其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应用还处于

初级阶段[7-8]。

笔者曾尝试利用思维导图辅助线上教学，取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获得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

联盟“优秀教学案例”三等奖。前期研究结果显

示，大部分学生认为利用思维导图辅助线上教学

不仅能帮助学习生理学知识，而且能帮助掌握思

维导图的原理和方法，起到“授鱼”兼“授渔”的作

用[9-10]。本研究详细介绍了以思维导图为基础制

作新型“导学案”的具体方法，并且将“导学案”融

入《生理学》线下教学中，通过问卷调查观察其实

际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喜欢并自觉

使用“导学案”，认为其不仅可节约记笔记的时

间、帮助理解和记忆生理学知识、降低学习难度、

提高课堂学习效率，而且可节约预习时间，提高

复习效率，降低学习负担，促进知识的系统化，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结果还显示，大部分学生

希望其他科目教师也能制作“导学案”辅助线下

教学。这些结果表明，本研究制作的“导学案”，

符合大部分学生的实际需求，其不仅帮助学生提

高课堂学习效率，而且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效

率和能力。

此外，实践表明，本研究制作的“导学案”可用

于线下教学的课前、课中和课后 3 个阶段。学生

在课前浏览“导学案”，可快速了解课堂内容概貌，

理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在教学

过程中使用，可节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使学生能

专注于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减轻记忆负荷，提高课

堂学习效率；课后使用，不仅可帮助学生快速查漏

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并且可让学生在更高的水平

题目

节约预习时间

提高复习效率

降低学习负担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非常有帮助

35（44.87%）

42（53.85%）

37（47.44%）

40（51.28%）

有帮助

37（47.44%）

32（41.03%）

36（46.15%）

31（39.74%）

一般

6（7.69%）

4（5.13%）

5（6.41%）

7（8.97%）

没有帮助

0（0%）

0（0%）

0（0%）

0（0%）

题目

学习生理学知识

降低学习难度

帮助理解知识

帮助记忆

促进知识系统化

节约记笔记时间

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非常有帮助

40（51.28%）

36（46.15%）

37（47.44%）

45（57.69%）

47（60.26%）

38（48.72%）

39（50.00%）

有帮助

33（42.31%）

33（42.31%）

39（50.00%）

28（35.9%）

28（35.9%）

29（37.18%）

35（44.87%）

一般

5（6.41%）

9（11.54%）

2（2.56%）

5（6.41%）

3（3.85%）

9（11.54%）

4（5.13%）

没有帮助

0（0%）

0（0%）

0（0%）

0（0%）

0（0%）

2（2.5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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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主动意义构建，促进深度学习。此外，学生

通过使用“导学案”对学科知识内在的结构、规律

和特点会有更高水平的认识，并且学会思维导图

的原理和方法，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制作的“导学案”是一种集

学习导航、课堂笔记、系统化复习工具，以及意义

构建支架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新型智慧型教学

媒介，其可能成为传统课堂模式下提高学生课堂

学习效率，实现教师引导学生高效自主学习的有

力工具。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得到的调查结果

仅能反映学生对新型“导学案”的主观评价，在后

续研究中将选取本底相同的班级进行分组对照

实验，以平时成绩和课程考试成绩等客观指标评

价“导学案”促进有效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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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密叶红豆杉

密叶红豆杉（Taxus contorta Griff.），英文名为

West Himalayan Yew，直译为“西喜马拉雅紫杉”，是

对应喜马拉雅红豆杉（East Himalayan Yew）取名

而来。该种仅分布于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

西喜马拉雅区域。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

组织开展的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中，中国

境内的密叶红豆杉标本在吉隆县被首次采集到，

因此后再无其他地区的标本记录，学界一直认为

该种在中国境内仅分布于吉隆县吉隆镇海拔

2 500~3 100 m 的山地森林中。该种在 1999 年、

2021 年均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的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2012年被国家林

业局列为 120 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之一。

2019—202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

院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了“珠

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密叶红豆杉所处群

落多样性、保护策略和潜在分布区”的调查项目，

项目组对保护区密叶红豆杉的潜在分布区进行

了全面调查，历时 30 余日，终于在定日县绒辖沟

内发现了密叶红豆杉在国内的第 2 个种群，据初

步估算，定日县绒辖沟内密叶红豆杉的分布区面

积达500万m2，个体数量多达3 000株以上。定日

县绒辖密叶红豆杉种群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该

物种在喜马拉雅区域的最东缘边界在东经86°附

近，相比最初记载的吉隆沟又向东推进经度 1°

多。与我国喜马拉雅红豆杉分布的最西端定结

县陈塘沟直线距离约 100 km，进一步明晰了这

2种红豆杉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分布区界线。定日

县绒辖沟种群的新发现，大幅度提升了该种在我

国的资源蕴藏量，为该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

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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