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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液检查》教学设计

泪液检查是《接触镜验配技术 2》课程项目二配前检查的任务五，

共 2学时，用时 90分钟。

一、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通过操作细节，培养学生“洞微察幽、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通过分组练习，提高团队合作、沟通交流等职业岗位素质；

3.通过对比检查结果与产品验配条件，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精

神；

4.通过分角色练习，培养学生换位思考、人文关怀、顾客至上的

职业精神；

5.通过标准技术流程考核及素质考核，培养学生的职业规范；

6.通过下课后按实训室 6S 管理要求整理实训室，对学生进行劳

动教育，培养学生 6S管理理念。

（二）知识目标

1.掌握泪膜的组成；

2.掌握干眼的概念；

3.熟练操作常用泪液检查设备进行泪液功能评估。

（三）能力目标

1.掌握使用荧光素钠染色测量泪膜破裂时间；

2.掌握使用 Schirmer 试验测量泪液分泌量；

3.能够为顾客提供泪液问题咨询。



2

二、学情分析

（一）学习者基础

通过前期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学生掌握了泪器的组成及泪液的基

本知识，掌握了裂隙灯显微镜的使用方法，了解了泪液检查的相关方

法，能够使用裂隙灯显微镜对泪器进行检查。

在前期的课程教学中，通过不间断的职业素质培养，学生具备了

较为完善的职业规范和职业素养。

（二）学习者特征

学生对技能的学习兴趣浓厚，但对理论知识的吸收能力有限。泪

液检查作为接触镜验配岗位中配前检查的重要检查环节，需要学生有

一定的医学知识储备、眼科检查设备的操作能力及与顾客的沟通能

力。

学生对单一仪器的使用学习尚可，但要转换角色像一名真正的接

触镜验配师一样接待顾客，进行检查，并为其说明检查的重要性及解

释检查结果，还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和针对性的训练。

在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后，学生将会具备接待顾客的技术能力，但

职业规范及职业精神还有待加强，需要在课程教学中着重培养。

三、教学内容

本节课使用教学做的方式开展教学，内容包括两方面：

（一）检查前的理论学习

1.泪膜的组成；

2.干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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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能训练

1.使用荧光素钠染色测量泪膜破裂时间并正确记录；

2.使用 Schirmer 试验测量泪液分泌量并正确记录；

3.检查结果判断；

4.使用 PIIE 沟通模型（Perception 观察到的情况+Implication

原因+Impact 将带来什么影响+Expectation 建议）与顾客进行检查后

的沟通。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重点

1.泪液检查：侵犯性泪液检查和非侵犯性泪液检查；

2.泪液与接触镜配适关系：眼干、干眼。

解决措施：教师讲解，学生体会；视频观摩，教师演示，情境创

设，学生分小组、分角色相互练习。

（二）难点

1.使用荧光素钠染色测量泪膜破裂时间（BUT）；

2.使用 Schirmer 试验测量泪液分泌量。

解决措施：1.教师使用职教云的视频演示功能，为学生分步骤进

行演示，在演示过程中强调操作规范与注意事项；2.学生通过角色扮

演进行相互练习，助教角色使用考核表给接触镜验配师进行打分；3.

检查结束后按要求记录；4.教师使用示教镜或数码裂隙灯对学生的检

查过程进行观察并指导；5.检查学生的实验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

五、教学策略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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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隐形眼镜验配流程，融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对接全国

验光与配镜职业技能大赛标准，依据学生的专业认知规律和思想政治

工作规律，以工作任务为驱动，解决本次课程的教学重点与难点。教

学策略如下图所示：

教学方法以情境设计法、角色扮演法及案例驱动为主，使用信息

化教学手段，达成教学目的。

六、教学思政设计

（一）课前

通过全国眼视光技术职业教育资源库“职教云”发布“泪液检查”

相关学习任务；

（二）课中

1.引入环节，通过调研身边或班内配戴接触镜的同学，在长时间

配戴接触镜后是否出现眼部问题，让同学们提前进入接触镜验配师的

角色，提升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及专业自豪感；

2.讲到干眼时，通过让同学分享自己查阅的论文，培养学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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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态度，通过文献了解干眼对人群的影响，培养学生人文关怀、

爱岗敬业、责任担当的精神；

3.讲到检查泪液的先进设备，目前以国外进口设备为主，国内自

主研发设备性能较弱，从而提升学生国际视角，激发学生科技兴国的

家国情怀；

4.实践操作时，通过视频演示及角色扮演等形式，强调操作细节，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5.在检查中体现人文关怀，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6.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对实验着装、6S 整理等要求，强化职业

精神；

7.通过梳理总结知识脉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综合、逻辑

思考、语言表达等能力。

（三）课后

通过线上线下作业练习，理论与实操相结合，巩固知识与技能，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七、教学流程

根据本次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流程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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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导学

通过职教云下发 4 个任务：

1.通过全国眼视光技术职业教育资源库“职教云”发布“泪液检

查”相关学习材料，学生阅读学习资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2.调研同学或朋友等（不少于 10人 ），重点调研家人的眼睛状

态，是否有眼干的症状，并形成简单的调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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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研配戴接触镜的同学或朋友等（不少于 5 人 ），在长时间

配戴接触镜后，是否有眼睛干涩、眼红的表现，并形成简单的调研结

论；

4.查阅我国干眼人群现状及治疗新进展的文献，查阅隐形眼镜相

关泪液问题的文献。

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通过职教云反馈，老师收集，在

备课中重点解决。

课程思政融入：通过调研，提升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及专业自豪感；

通过查阅论文，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课中教学

本次课程围绕泪液检查来开展，重点是泪液检查方法、泪液与接

触镜配适关系，难点是两种检查方法的练习。

1.引入问题

（1）以小组为单位，提问课前布置的调研任务：调研身边或班

内配戴接触镜的同学，在长时间配戴接触镜后，是否有眼睛干涩、眼

红的表现。通过学生回答与讨论，教师加以引导说明，明晰本次课程

的教学内容——泪液检查。

（2）教师简要说明长时间配戴接触镜后出现眼睛干涩、眼红与

泪液质量有关。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帮助周边的同学解释泪液相关

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从而

课程思政融入：通过调研与讨论，提升学生专业兴趣及专业自豪

感，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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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思考泪液检查的必要性：为什么

检查？如何检查？使用的设备？流程？记录方法？正常值？你的顾

客是否正常？诊断、分析和处理？

2.分析问题

（1）泪膜的组成：通过观看微课大赛获奖作品《泪液检查概述》，

哈利波特能否配戴隐形眼镜的案例，进行学习；之后在教师的引导下，

通过 PPT 和板书，对该部分内容进行补充总结梳理，使学生掌握泪膜

概念、泪膜分层及来源。

（2）干眼的概念：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干眼的概念、发病原

因、临床表现，了解治疗方法。2-3 位同学分享自己查阅的我国干眼

人群现状及治疗进展相关论文，让同学们了解干眼的现状及对人群的

影响。

课程思政融入：通过查阅论文与分享，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爱岗

敬业与责任担当的精神。

（3）常用泪液检查设备：通过 PPT 展示，让学生了解干眼检测

仪、裂隙灯显微镜、角膜曲率仪、电脑验光仪在泪液检查中的作用及

方法。

课程思政融入：在讲解过程中，学生发现检查泪液的先进设备多

数是国外进口设备，国内自主研发设备性能较弱，激发学生科技兴国

的家国情怀。

3.解决问题

（1）使用荧光素钠染色测量泪膜破裂时间（BUT）：



9

1）通过观看视频，学习检查方法，强调正常值及注意事项；

2）教师使用职教云投屏功能，演示实操过程；

教师使用职教云投屏功能演示操作过程

3）3 名同学一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练习，一名同学扮

演隐形眼镜验配师，一名同学扮演顾客，一名同学扮演助教，分角色

相互练习并在实验报告中规范记录。教师使用示教镜或数码裂隙灯，

对学生的检查过程进行观察，批阅学生实验报告，并提出改正意见。

学生分工如下图所示：

通过相互练习，学生不仅体会到了接触镜验配师的检查过程，更

体会到了作为被检者的感受。提醒学生疫情期间需要的特别防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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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在检查中规范操作。

课程思政融入：通过检查细节的把握与沟通话术，让学生关爱顾

客，加强仁心教育，强化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爱岗敬业，把眼睛健康

放在首位，尊重顾客，善于沟通，做合格的隐形眼镜验配师。

学生分角色相互练习

教师入组核对学生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11

（2）使用 Schirmer 试验测量泪液分泌量：

1）通过观看视频，学习检查方法，强调正常值及注意事项；

2）教师使用职教云投屏功能，演示实操过程；

3）以小组为单位，分角色互相练习并在实验报告中规范记

录。同第一个实验过程。

（3）检查结果分析判断：

将检查结果与正常值进行对比，得出结论：

1）泪液是否问题；

2）如果有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如果不处理，会对眼睛造成什么影响；

4）验配师的建议。

（4）使用 PIIE 沟通模型（Perception 观察到的情况

+Implication 原因+Impact 将带来什么影响+Expectation 建议）与

顾客进行检查后的沟通，沟通话术结构如下：

我观察到……（表现），是因为……（原因）造成的，就好像……，

长期如此，可能会出现……（症状或影响），所以我建议……（治疗

方式/产品选择）。

课程思政融入：通过使用沟通话术，强化职业素养，使学生认识

到尊重顾客，保护顾客隐私的重要性，学习到沟通技巧，能与顾客有

效、和善沟通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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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巡视指导

（5）列表比较 BUT 与 Schirmer 试验的异同点，让学生明晰两

种检查方法各自的优缺点，对顾客可以选择性使用。

4.成果展示

（1）通过职教云摇一摇的功能，随机抽查学生完成指定操作

内容；

（2）对学生的操作进行考核、评价，纠正不规范的做法，并

示教。



13

抽查练习结果

5.评价反馈

（1）总结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标准操作方法；

（2）引导学生梳理本节课程的重难点，使用思维导图整理。

（三）课后拓展

通过职教云发布作业：

作业 1：完成职教云本次课程练习题，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与

理解；

作业 2：完成泪液检查实验报告，从职教云提交，从细处着手培

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作业 3：每组同学约 1-2 名配戴接触镜的同学到实验室进行泪液

检查并详细记录，判断其泪液情况，并给出合理建议（泪液是否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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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原因、是否可以继续配戴隐形眼镜、配戴哪种隐形眼镜更好）。

课程思政融入：引导学生诚实守信，尊重科学数据，实事求是的

进行镜片推荐。案例报告通过职教云上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

专业自豪感，增强使命担当意识。

九、教学评价

（一）评价方式

本次课程注重考核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操作过程中的细

节、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等综合素质。

（二）评价内容

序号 工作内容 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 得分

1 在检查过程中正确

的指导患者。

20 与顾客沟通流畅，指令明确，指

导顾客正确配合检查，否则酌情

扣分。

2 整个检查步骤流畅

有效。

10 泪液检查过程流畅自如。

3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

做到清洁卫生。

40 1. 操作前充分洗手；

2. 湿润荧光素钠试纸时在垃圾

盒垂直上方，不降护理液或生理

盐水滴在外面；

3. 瓶口不与试纸接触；

4. 使用荧光素钠试纸后，对折竖

放，多余液体不滴在操作台上；

5. 检查结束后将实验耗材收拾

干净放入垃圾盒。

4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

有没有导致患者不

必要的痛苦或不适。

20 1. 染色时拉开眼睑动作轻柔；

2. 使用 Schirmer 试验时，动作

轻柔。

5 实验报告 10 实验报告内容完成，实验结果记

录正确。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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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反思

（一）教学亮点

1.课前通过调研任务及查阅干眼相关文献，使学生对干眼现状有

相对深入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的专业使命感，在学习中提高主动性，

提升学习效率；

2.课中通过 3人分角色相互练习，从不同的角度感知岗位需求：

（1）从隐形眼镜验配师的角度学习了技能，有助教及“专业”

顾客帮助改正；

（2）从助教的角度，使用打分表逐条对照操作要点，观察了在

练习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在后续练习中改进；

（3）从顾客的角度感受检查过程与沟通方式，让学生换位思考，

自己作为验配师的工作方式是不是能给顾客带来很好的检查体验，并

且能帮助顾客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人文关怀、仁心仁术的精神；

3.课后通过预约同学到实验室检查并给出合理建议的方式，即练

习了技能，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自豪感；

4.通过信息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

5.通过课程思政融入，提升学生专业自豪感，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诚实守信精神，加强仁心教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使命担当意

识。

（二）不足改进

1.学生在练习时，太过谨慎小心，不敢下手做，导致检查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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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检查手法不到位。在练习过程中，教师入组示范，让学生作为顾

客感受教师的操作手法，从而提高学生操作手法的准确性。

2.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较弱，英文文献的阅读能力更弱，还需逐

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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