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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口腔修复学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入手,实施“教、学、做、练、考”一体化,整合口腔修复学实
训内容,课岗融合,模块化教学,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等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通过对口腔修复学信息化
教学平台的完善建设,提升口腔修复学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及独立工作的临床思维,
提高口腔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基于这些目标,口腔修复学科的教学应关注当前存在的教学问题,探索教学
改革模式,并通过不断建设口腔修复学信息化教学平台,拓展临床开发信息化教学资源,实现让学生掌握
口腔医疗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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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teaching of prosthodontics and implement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doing, practicing and testing",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practical training content of prosthodontics, integration of classes and posts, modular teaching, and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eaching platform of prosthodontic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rosthodontic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of analyzing, problem solving and independent working should be cultiva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omatology personnel training. Based on these goals, the teaching of prosthodontic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blems, explore the teaching reform mode, and through
continuously building an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platform for prosthodontics, expand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students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practical work of or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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