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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卷分析谈核医学教学质量改进 

王松润，于烻彬，成 娟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核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 目的 研究试卷分析法对核医学教学质量改进的影响。方法 选取 86 名临床专业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学生均在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10 月期间在我校临床学习，运用分组式结果分析，需要研究人员

将学生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n=43 例）与对照组（n=43 例），对照组临床专业学生运用常规教学方式，

观察组需要对临床专业学生试卷进行分析，采用教学质量改进措施，对比两种学生非显像类题目失分率、

显像类题目失分率、选择题成绩、英文题成绩以及简答题成绩。结果 观察组临床学生非显像类题目失分率

为 6.98%，对照组临床学生非显像类题目失分率为 23.26%，对照组学生失分率明显高于观察组，数据对比

存在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05）。观察组临床专业学生对试卷分析后，运用教学质量改进措施选择题

成绩为 92.13±6.28 分、英文题成绩为 93.24±3.75、简答题成绩为 90.13±2.37 分，而对照组临床专业学生

用常规教学法选择题成绩为 81.65±4.25 分、英文题成绩为 73.25±4.69 分、简答题成绩为 71.36±4.25 分，

观察组学生分数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对临床专业学生试卷进行分析，运用教学质

量改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学生专业水平，提高学生考试成绩，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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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teaching quality from the analysis of tes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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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est paper analysis on the improve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teaching quality. Methods: 86 clinica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tudents were 
clinically studied in our school from January 2019 to October 2019. Using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researchers 
need to divide students into observations group (n = 43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n = 43 cases), according to a 1: 1 
ratio. The clinical stud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us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need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students ‘test papers and adopt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compare the two 
students’. The loss rate of image problems, the loss rate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the results of English ques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short answer questions. Results: The rate of 
non-imaging problems of clinical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98%, and the rate of non-imaging 
problems of clinical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3.26%. The rate of los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Observation 
group clinical students analyzed the test paper, us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multiple 
choice score was 92.13 ± 6.28 points, the English question score was 93.24 ± 3.75, the short answer question 
score was 90.13 ± 2.37 poin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clinical students us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Th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score was 81.65 ± 4.25 points, the English question score was 73.25 ± 4.69 points, 
and the short answer question score was 71.36 ± 4.25 points. Th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of clinical professional students' test papers and the use of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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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vel and improve students' test scores,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use. 

【Keywords】 Test Paper Analysis;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 
 

现阶段，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对教育事业的关

注度也随之增高，教育部门越来越重视高等学校的

教学质量。把考试作为检验学校教学质量的基本手

段，通过查看考试成绩可以分析学生学习状况，教

师的教学水平。其核医学为一种新兴学科，主要涉

及核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化学技术，

学习涉及范围广，需要学校不断调整学习方案，促

进教学质量的提升。本次研究对临床专业学生试卷

进行分析，根据试卷分析结果进行教学质量改进，

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86 名临床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学生均

在 2019年 1月到 2019年 10月期间在我校临床学习，

运用分组式结果分析，需要研究人员将学生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n=43 例）与对照组（n=43 例），

对照组临床专业学生运用常规教学方式，学生年龄

≥20 岁，≤22 岁，平均年龄（21.02±0.45）岁，学

生男女比例（20:23）例；观察组需要对临床专业学

生试卷进行分析，采用教学质量改进措施，学生年

龄≥19 岁，≤22 岁，平均年龄（21.68±0.36）岁，学

生男女比例（18:25）例，两组学生基础资料差异较

小，不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临床专业学生运用常规教学方式，主要

为教师课堂理论知识传授。 
观察组需要对临床专业学生试卷进行分析，采

用教学质量改进措施，具体实施如下:（1）需要依

据试卷分析结果，适当调整显像类与非显像类教学

方案，教师可将教学重点调整为代表性较高、有一

定挖掘潜力的显像[1]。此外，还需要对非显像类教

学内容传授方式进行整改，教学内容可由简单到难

循序渐进，对其进行理论知识讲解后，需融入实际

案例，让学生知识点掌握更加牢固[2]。在试题中增

加非显像类题目的数量，既能够显示出教师的教学

质量，还可以检测出学生学习状况。（2）对临床专

业学生试卷进行分析后，发现试卷本身存在较多问

题，比如题目出错、与实际教学内容不符、题目难

度较大等。因此，为了改善该种状况，需要全面清

除试卷中出现的低质量题目，分析类、研究类题目

可适当增加，对学生专业能力培养具有一定帮助[3]。

（3）加强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目前，教育部

门对医学院校提出学生早尽接触临床知识，增加接

触临床知识的机会，达到充分利用临床知识的效果，

通过对本次试卷分析可以看出试卷内容与临床知识

具有一定关系。因此，在进行教学内容调整时，需

要融入实际临床知识[4]。（4）需要定期组织学生进

行培训，培训内容具体包括放射性理论知识、防护

原则以及核素治疗方法等，从而提升学生对核医学

的认知度，在实际操作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进

而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为了提升培训效果，需要

对培训内容进行考核，考核成绩与学生学分挂钩。

（5）核算常规操作程序，注射室护理与常规病房操

作存在一定差异，学生在行注射时需要按照流程穿

戴防护装备，并将注射器皿放于铅注射器中。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专业学生观察指标为非显

像类题目失分率、显像类题目失分率、选择题成绩、

英文题成绩以及简答题成绩。 
1.4 统计学处理 
需要将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专业学生观察指

标、计数资料以及一般资料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

两组学生研究数据需要通过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n）表示本次研究的计数资料，非显像类题

目失分率、显像类题目失分率使用（%）来表示，

选择题成绩、英文题成绩以及简答题成绩使用（ 分）

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差异时，

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表 1 两组学生相同题目失分率（n/%） 

组别 例数 
非显像类 显像类 

选择题 简答题 选择题 简答题 

观察组 43 3（6.98） 5（11.63） 4（9.3） 6（13.95） 

对照组 43 10（23.26） 11（25.58） 9（20.93） 15（34.88） 

X2  1.986 2.147 3.145 2.658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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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一所示，观察组临床专业学生非显像类选

择题失分率为 6.98%，简答题失分率为 11.63%，对

照组临床专业学生非显像类选择题失分率为

23.26%，简答题失分率为 25.58%，观察组学生失分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

外，观察组学生显像类选择题、简答题失分率均低

于对照组学生，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对比（分） 

组别 例数 选择题成绩 英文题成绩 简答题成绩 

观察组 43 92.13±6.28 93.24±3.75 90.13±2.37 

对照组 43 81.65±4.25 73.25±4.69 71.36±4.25 

X2  4.126 3.698 4.257 

P 值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临床专业学生选择题成绩、

英文题成绩以及简答题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学生，组

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目前，医学教育事业正处在综合改革阶段，学

校临床教学体系、教育部门教学要求以及学校教学

模式均发生转变。而我校临床教育专业在教育部门

的审核评估下，正在为教学质量提升不断努力，通

过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专业能力以及教学方式等方

面，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5]。本次研究对临床专业

学生试卷进行分析，根据试卷分析结果进行教学质

量改进，具体分析如下:（1）通过试卷分析可以看

出学生试卷难度整体偏低，选择题数目的占比较高，

其难度低，进而使学生区分度也较小。此外，选择

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多为强化记忆力类内容，分析、

研究类题目涉及减少，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6]。（2）选择题、简答题难度较高，进而导致好学

生、差学生都不会，不利于教学内容的调整，此外，

还有部分试卷题目质量过低，主要为题目阐述不够

详细，选项内容出错等状况。（3）学校未对基础专

业学生与临床专业学生进行区分考试，该部分学生

基础知识掌握不同，其考试成绩也存在差异[7]。基

础专业学生学习内容与核物理、实验内容物密切相

关，对显像类学习兴趣较高。而临床专业学生已经

掌握基础知识，学习难度更低。对临床专业学生提

出教学改进措施后，观察组临床专业学生选择题成

绩、英文题成绩以及简答题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学生，

组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对临床专业学生试

卷进行分析，运用教学质量改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

学生专业水平，提高学生考试成绩，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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