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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poisoning disease and toxicology is a strong professional course. At present, in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we faced that the content of course was more than teaching hours, how in the
limited class hours to achieve the ideal teaching effect becomes difficult problem. Therefore, to
break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thod,
practi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will be reformed in the new teaching model. In her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was based on micro class educational reform to explor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request for examination and apprais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icro class raised the effect
of animal poisoning disease and toxicology, student interest in learning, self-learning ability,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examination, etc. are improved obviously.

Keywords
Micro Course, Flipped Classroom, Animal Poisoning and Toxicology,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基于“微课”的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
“翻转课堂”教学研究
王

毅，赵宝玉，吴晨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陕西 杨凌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毅, 赵宝玉, 吴晨晨. 基于“微课”的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翻转课堂”教学研究[J]. 职业教育, 2018, 7(3):
92-95. DOI: 10.12677/ve.2018.73017

王毅 等

收稿日期：2018年5月26日；录用日期：2018年6月18日；发布日期：2018年6月25日

摘

要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课程，目前，在该门课程的讲授中面临课程内容较多但是
授课学时较少的困境，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便成为难题，因此，要打破传统常规的
授课模式，需要进行教学内容、授课模式、授课方法、实践模式、评价考核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改革。采
用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改探索，通过闭卷考试和考核综合评价教学效果。结果显示基于
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的效果，学生在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及考核平均成绩等方面均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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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课程是动物医学、动物性食品卫生及动物检验检疫专业的一门极其重要的
专业课程，是临床兽医学科开设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该门课程是在学习了动
物药理学及毒理学、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动物组织解剖学、动物病理学等基础课程之后而开设的一
门专业课程，同时又是临床兽医学科必须学习的核心课程。如何上好《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这一课程
一直是各高校从教人员在思考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改变着社会生产、商业运营的模式和人们日常
交流的方式，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趋向于情景化、趣味化和可视听化。为适应时代潮流，教育教学方式
也应发生相应改变，让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优化与共享，以满足“互联网+”时代下的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充分实现教育公平和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在新一轮教改的浪潮下，我院校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
研究也在不断进行试点和总结经验，期望通过应用新理念、新方法来改变原有的学习面貌，促进教学效
率的提高。

2.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发展史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1978 年以前，我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专业主要开设“家畜内科学”、“兽医临床诊断学”
和“兽医学”3 门课程，前 2 门课程为兽医专业开设，“兽医学”为畜牧专业开设。从 1978 年开始，由
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段得贤教授率先开创了家畜中毒性疾病研究方向，专业特色为有毒植物动物中毒病，
成为我国最早从事家畜中毒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培养出一大批动物中毒病方向的科研工作者。为
突出动物中毒性疾病的讲授，曹光荣教授将其内容从家畜内科学中独立出来开设了家畜中毒病学。上世
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畜牧业生产向集约化和产业化方向的不断发展，动物中毒病已成为危害动物健康的
主要疾病之一，给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直接影响了动物源性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为适应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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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巨大变化，兽医内科学的重点已经从一般器官疾病的个别病例诊疗转向以群发和多发为特点的
动物中毒性疾病的防治。为适应这门课程的教学需要，将最新的研究理论和生产实践应用于教学，1993
年王建华教授重新组织编写了动物中毒病学教材，并由台湾中草药杂志社出版，该书受到海峡两岸同行
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1996 年被动物毒物学分会和毒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共同评选为动物毒物学优秀图
书，为我国动物中毒性疾病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历经同仁们 10 余年的精心建设，目前已形成了
一套独立的教材及培养方案。
目前，教师在讲授“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的大学课堂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例如：教师与学生的
互动较少、课堂纪律不容易控制、学生出勤率较低、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聊天或是看与课堂无关的书
籍；教师讲授的课程学生几乎对此没有兴趣、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几乎不看、课堂上听课和记笔记的学生
寥寥无几；课堂上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回答正确率很低。应该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以获得最好的教学
效果成为该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难题。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本人在担任《动物中毒病与毒理
学》教学中，尝试着引入“微课”和“翻转课堂”对该门课程理论、实验、实践的学习，通过两年的实
践总结，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得到了绝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3.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的“微课”教学改革
“微课”指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内容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微
课”(Micro-lecture)的概念由美国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高级教学设计师 David Penrose 提出，他认为“微
课”的核心理念是将教学内容和目标紧密联系，通过声频或视频录像录制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
或教学环节的简短课程，以产生“聚焦式”学习体验[1] [2]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所讲授的《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课程的理论授课学时仅为 32 学时，
而该门课程内容较多，要使学生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掌握中毒病的相关理论知识，必须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方面进行改革。在教材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调整，教
学内容的选取应主要围绕中毒病治疗和预防两方面，因此，我们抓住每节课的重点内容，应用微课在 10
min 内就能让学生全面了解每种有毒化合物的中毒急救的方法以及如何进行预防中毒病的发生，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在微课中我们以动物医学专业教学大纲为依据，充分利用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软件功能，制作出图文并茂、素材丰富、形象直观的多媒体课件，并且搜集课程相关
视频播放，打破常规课堂沉闷的氛围，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4] [5]。
教学手段要多元化，除了将多媒体课件、传统板书有机结合起来，还可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平
台，建立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多种方式，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如网站交流系统、QQ、
微信等快捷方便的现代化沟通方式，将任务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发现的问题与教师、校内外技术人员进
行交流。

4. 动物中毒病与毒理学“翻转课堂”的课程设计
“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 或 InvertedClassroom)指将课堂的学习流程调转过来，相对于传统的
课堂上讲授知识、课后完成作业的教学模式而言，它指学生课前观看教师事先录制好的或是从网上下载
的教学微视频和拓展学习材料，而课堂时间则用来解答学生问题、修正学生作业、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
和运用所学知识。基于微课的基础之上我们采用“翻转课堂”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传统的
教学是教师先讲解后进行讨论和提问问题，导致学生对课程内容的重视程度和上课内容兴趣不高，并且
容易产生厌烦的心里，从而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我们基于微课的翻转课
堂为我们解决教与学存在的问题。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把知识传授过程放到课堂外，学生通过微课学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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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和课程中的主要内容，让学生在上课之前就开始预习本次课程中的课本内容，学生可
以了解其课堂上的各个知识点。而知识内化的过程放在教室，以便同学、师生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同时，在有限的学时内，我们以天然草地有毒植物和各大养殖场为依托，学生分小组对草原毒害草和养
殖场中毒情况进行调查与治理，采集病料，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中毒病的应用价值，为以后的就业打下
坚实的基础。实验中复制一些动物中毒模型，实验课上解剖动物，观察剖检变化和病理组织学变化，找
出特效解毒药和一般解毒药[6] [7]。课程组相关教师进行跟踪指导，记录每一个动物中毒病的病理变化和
治疗情况，做出评价，使学生在仿真的环境中提高实践能力。翻转课堂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
引导作用，重在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能力，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培养，这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
一致的。

5. 结语
通过微课视频自主学习，把学习场所扩展到课下，可以在有效的课堂时间内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通过翻转课堂，尤其是开设综合性实验，可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不增加课时的条件下，拓展了教学内
容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学生归纳能力和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提高其学习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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