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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切片在组织学实验考试中的应用

医学教育

仇文颖，徐园园，陈咏梅’，钱晓菁+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北京100005)

摘要：目的探讨虚拟切片在组织学考试中的应用方法，评价应用效果。方法组织学实验考试采用传统切片拍照

(PDF形式)，混合切片与虚拟切片结合的方式。通过各部分考试试题分析与成绩计算统计，比较虚拟切片部分的难

度、区分度与其他两种方法的差异。结果通过两年的实践和对考试试题、成绩的分析显示，虚拟切片试题难度系数

0．67，较传统的切片观察、混合片考试为高，平均成绩显著低于这两种考试形式(P<0．01)。区分度计算显示虚拟切

片试题区分度为0．51，高于另两种实验考试形式。虚拟切片成绩与理论考试成绩呈中度正相关。结论虚拟切片用

于实验考试具有一定难度，但有良好的区分度，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不失为一种好的考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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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isual slides in experimental exam of histology

QIU Wen—ying，XU Yuan·yuan，CHEN Yong—mei+，QIAN Xiao-jing‘

(Dept．of Human Anatomy，Histology＆Embryology，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PUMC and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CAMS，Beijing 100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slides in experimental exam of histology．Methods

Visual slides were used in addition to the picture of traditional slides and mixed slide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exam

of histology for two years．Difficulty eoe佑cient and discrimination index were calculated．Students’scores of diffe卜

ent parts were compared．Results Difficulty coefficient of visual slides is 0．67，higher than traditional slides and

mixed slides(P<0．01)．Discrimination index of visual slide is 0．5 1，higher than that in classical and mixed

examinations．Scores of visual slides appears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scores of theoretical exam．Conclusions

Visual slide is worthy of use in exam because of its difficulty and good discrimination．

Key words：visual slide；histology；expefimental exam

组织学是医学生必修的核心基础医学课程。教

学目标是使学生获得有关人体微细结构的基础理论

与基本知识，了解它们与功能的关系。观察切片是

组织学教学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的显微镜教学起

始于1846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展，实现了高

分辨率数字图片的无级放大，并能够通过网络浏

览旧j，虚拟切片开始应用于形态学教育。2002年部

分虚拟切片、部分真实切片结合的办法进入组织学

实验教学和临床应用"J。由于具有能够进行远程

教育、交互教育的优势，虚拟切片越来越广泛地应用

于组织学、病理学等的教学。国内也越来越多地开

展了虚拟切片的应用‘4。5 J。多数学校是利用虚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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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作为展示方式，辅助学生了解及掌握组织器官的

形态，而忽视了形态与功能的联系。

随着医学教育理念的进步，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愈

来愈受到重视[6 J，甚至提前到医学基础课阶段。既往

的基础课教学更多的强调由因及果的推导，临床工作

中更重视由果及因的判断。对于组织学教学来说，需

要从强调单纯记忆形态结构过渡到形态结构与功能

的联系。在考试过程中也需要体现这一点。但传统

的组织学实验考试受条件所限，全部采用先观察后辨

认的方式，不能考察学生对组织结构与功能联系的掌

握。北京协和医学院自2011年开始自行扫描、创建

虚拟切片辅助组织学实验考试，尝试将对这种联系的

考察引入实验考试。本文对虚拟切片在组织学实验

考试中的应用效果及体会进行了总结。

1材料方法

1．1受试对象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系2009级和2010级

学生，共156名，分别在课程结束时接受组织学实验

考试。

1．2考试方法及资料收集

实验考试分为3部分：第1部分简称PDF部

分，将待考器官、组织切片的电子图片制作成PDF

文件，箭头指示需辩认的细胞等结构，学生通过电脑

观察辩认。第2部分为混合片，一张切片上多个器

官组织，学生通过传统显微镜观察辨认器官。第3

部分为虚拟切片，学生根据考试题目在虚拟切片上

寻找相应的细胞或结构，截图上交。其中考试题目

有两种类型，1)为单纯记忆题，直述细胞或结构名

称要求学生寻找；2)为综合题，题干叙述某细胞或

结构的功能，要求学生在虚拟切片上找到相应的细

胞或结构。举例来说，如果想要考察浆细胞，单纯记

忆题题干中会直接出现“浆细胞”名词，学生只需掌

握浆细胞的形态特征，在虚拟切片中找到该细胞即

可；而综合题题干不出现“浆细胞”名词，而是要求

寻找“合成、分泌抗体的细胞”，学生首先要了解具

备此种功能的细胞是什么，其次要掌握这种细胞的

分布与形态特征，才能在数张虚拟切片中迅速而准

确地找到。

3个部分的考试时间共计50 min，各部分时间

由学生自由分配。

考试结束后，计算学生总成绩及3部分成绩进

行统计分析，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学生反馈意见。

1．3统计学分析

计算并比较实验总成绩和各部分平均成绩、正

确率，组问使用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试题难度依公式P(难度指数)=试题答对人

数／考生人数计算。P值越高难度越低，一般认为：

P≥0．7的试题难度为易；0．4≤P≤0．69为中；P≤

0．39为难。

为了考察试题区分度，将全体考生总分从高到低

排列，将总分最高的25％考生定为高分组，总分最低

的25％考生定为低分组，分别计算两组考生在某道

题目上的通过率，两个通过率之差就是这道题的区分

度。计算公式为：D=PH—PL PH和PL分别为高分

组和低分组的通过率。试题的区分度在0．4以上表

明此题的区分度很好，0．3—0．39表明此题的区分度

较好，0．2—0．29表明此题的区分度不太好需要修改，

0．19以下表明此题的区分度不好应淘汰。

为了解实验考试与理论考试的关联，对各部分

实验考试成绩与相应的理论成绩进行相关性检验

(SPSS 13．0)，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大

于0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小于0．5时为

低度相关，大于0．8时为高度相关。

2 结果

2．1实验考试平均成绩比较

实验考试成绩经百分标准化后平均为77．7±

13．6，其中PDF部分成绩最高，为86．6±10．9；虚拟

切片部分学生考试成绩最低，为68．4±23．1。经配

对t检验，虚拟切片成绩显著低于其余两部分的考

试成绩(P<0．01)。比较虚拟切片考试中单纯记忆

题与综合题成绩发现，单纯记忆题正确率为

64．4％，而综合题正确率仅45．2％。

2．2各部分实验考试试题难度

实验考试各部分试题难度计算显示，PDF部分

难度指数(P)为0．81，混合片为0．76，虚拟切片为

0．67。虚拟切片难度在三部分中难度最高，PDF部

分最容易。

2．3各部分实验考试试题区分度

比较总成绩前25％和后25％学生的平均成绩，

分别计算实验考试各部分试题的区分度(D)，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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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总体区分度为0．33，PDF为0．17，混合片为

0．35，虚拟切片为0．51。虚拟切片部分中单纯记忆

题区分度为0．44，而综合题区分度为0．56(图1)。

total score PDF mixed slides visual slide

图1 总成绩前25％与后25％学生各部分平均成绩比较

Fig 1 Compare of average score of top 25％and

bottom 25％students

2．4相关性分析

对各部分实验成绩与理论考试成绩做相关性检

测，显示PDF部分与理论考试成绩的相关系数为

0．54，混合片为0．33，而虚拟切片为0．62(P<

0．01)。

2．5问卷调查反馈

考后问卷调查显示，84％的学生认为虚拟切片

的考试难度高，而认为PDF部分难度高的只有

53％，与试题难度值相符。其中综合题更具挑战性，

难度在于需要结合结构与功能，迅速在数张虚拟切

片中找到相应的结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软件不熟

悉，造成时间不足。

3讨论

为了引导学生重视结构与功能的联系，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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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试题结合了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学生的分析、思

维能力也同时得到锻炼。而这种考试方式还未见

报道。

通过两年的实践和改进，学生考试成绩及试题

分析数据显示这种考试方式效果良好。虚拟切片部

分成绩显著低于其余两部分，其中综合题正确率最

低。说明虚拟切片考试具有一定难度，且其中综合

题难度更高。试题难度系数计算也显示了同样的结

果。区分度计算显示，PDF部分区分度最差，虚拟

切片部分最好，而综合题具有最佳的区分度。以上

数据说明虚拟切片考试既有一定难度又有良好的区

分度，是良好的考试方式。相关性分析显示虚拟切

片与理论考试成绩呈中度正相关，说明虚拟切片的

考试形式能够部分反映与理论知识的掌握隋况。学

生问卷调查反馈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

理论上，普通显微镜也可以采取这种综合题考

试方式，但需要教师考前保证所有切片结构清晰典

型，工作量极大，而虚拟切片的均一性避免了这一

缺陷。

问卷显示，部分学生认为考试时间不足，但增加

虚拟切片使用，督促学生日常课程中熟悉软件后，依

然反应同样的问题。原因可能在于综合题难度高，

加之考试心情紧张使然。因此这种考试形式在整个

实验考试中比例不宜过高。

尽管虚拟切片用于实验考试还有它的局限性，

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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