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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需求调查分析
吴冰1，王一托1，马小虎1，吴新淮1，张源波2，高铭3，裴志勇4，韩运峰2
【摘要】目的 调查住院医师（内科、儿科、全科）规范化培训的教学需求，指导教师针对个体提
高培养质量。方法 对同一医院内科、儿科及全科基地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临床诊疗与操作
技能学习、科研技能学习需求和医技科室选择偏好3方面。并对学员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所在规
培基地、年级等因素进行量化比较。结果 共纳入3个基地的77名学员（其中内科30名、儿科36名、全科
11名）。量化结果显示，相比于内科、儿科基地学员，全科学员较少选择某种疾病的诊疗进展；相比非
在读研究生，在读研究生学员更倾向于选择科研论文撰写发表及课题基金申请、统计学方法与制表制
图；相比未拿到执业医师证的学员，已获得执业医师证的学员更倾向于选择学习某种疾病的诊疗进展，
而较少选择医患沟通技能、操作视频与局部解剖讲解；女性学员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投稿技巧与杂志
选择。学员的年龄段与选择某种疾病的诊疗进展、科研设计与立项呈正相关。结论 不同年级、不同基
地、已获得的最高学历、是否获得执业医师证、是否为读研究生、所处年龄段、甚至性别等都是影响规
培学员教学需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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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structional needs for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internal

medicine, pediatrics and general medicine), and instruct teachers to improve training quality for individual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residents of internal medicine, pediatrics and general medicine
bases in the same hospital. The content mainly included 3 aspects: learning needs of clinical diagnosis-treatment
kills and research skills, and choice preference of medical technology departments. The gender,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tandardized training bases, and grades were quantitatively compared in the residents. Results A total
of 77 residents from 3 bases (30 in internal medicine base, 36 in pediatrics base, and 11 in general medicine base)
were enrolled.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less residents in general medicine base selecte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gress for certain diseases compared those in internal medicine base and pediatrics
base. Compared with non-graduate residents, graduate residents tended to choose the writing and publish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project funding application,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tabulation.Compared with the
residents who did not obtain certificates of medical practitioner, those who obtained the certificates preferred to learn
the progr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some certain diseases, rather than choos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video operation and regional anatomy explanations. Female residents tended to choose contribution skills
and journal selection compared with male residents. The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the choosing
to learn the progr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some certain disea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 and project
establishment. Conclusion Different grades, training bases, obtained the highes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whether
to obtain certificates of medical practitioner, whether to be a graduate student, age, and even gender all can b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on instructional needs for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Key words] Residents;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structional needs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毕业后教育阶段的重
要形式，已成为培养优秀医师的有效途径和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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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1,2] 。近十年来，随着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模的扩
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成为我国医疗体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深入了解学员的教学需
求、提高住院医师的培养质量就成为带教老师和
规培基地所关注的重点问题[3-6]。本研究采用问卷
调查的形式，对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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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科、儿科及全科基地的学员进行线上自填式
问卷调查，整理、分析调查结果，对不同学员的
性别、年龄、以及个人教育背景、所在基地、所
在年级等诸多因素进行量化比较，以期进一步了
解他们在规范化培训中不同时期的教学需求、为
带教老师针对不同学员的特点进行个体化带教提
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调查对象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
学中心2016~2019级的内科、儿科及全科住院医
师基地在培及已结业住院医师，共77名。其中，
内科住院医师基地30名（38.96%），儿科36名
（46.75%），全科11名（14.29%）。第1年住院
医师共31名（40.26%），第2年6名（7.79%），
第3年23名（29.87%），已结业住院医师17名
（22.08%）。本调查中，男性17名（22.08%），
女性60名（77.92%）；其中59名（76.62%）最
高学历为大学本科，18名（23.38%）为硕士研究
生；9名（11.69%）为在读硕士研究生。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法，通过各
个基地的教学秘书分别召集各规培基地的住院医
师学员，使用手机微信客户端“问卷星”小程序
中集中线上填写。填写前由负责人通过在线方式
讲解填写方法与注意事项，以保证调查标准统
一，学员通过回顾培训历程，依据自身感受填
写后在线提交。内科住院医师基地线上发放调
查问卷30人，收取问卷30份；儿科住院医师基地
线上发放调查问卷36人，收取问卷36份；全科住
院医师基地线上发放调查问卷11人，收取问卷11
份；有效率均为100%。使用在线SPSS分析软件
（SPSSAU 20.0）完成数据汇总及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方法主要采用卡方检验和Kendall相关分析
（表1）。
1.2.2 调查内容 问卷由1道填空题及14道选择题
构成。前8题采集学员的基本信息。第1题为填空
题，自行输入姓名。第2~8题为单选题，内容包
括：性别、年龄段、所在规培基地、所在规培年
级、已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是否为在读研究
生、以及是否已获得执业医师证。
后7道题是调查学员的教学具体需求。调查
内容包括了培训的临床诊疗与操作技能学习需
求、科研技能学习需求和医技科室选择偏好三大
方面。具体内容为：①第9题，整体课程设置。
选项有常见病的诊疗、某种疾病的诊疗进展、操
作视频讲解、临床技能实操、科研论文撰写发表
及课题基金申请和医患沟通技能评价研究。②第
10题，操作技能需求。选项有操作视频与局部解

剖讲解、穿刺等模拟器培训、上级医师手把手教
学和增加独立操作机会。③第11题，科研课程需
求。选项有实验室数据收集、临床数据库建立
和维护、统计学方法（Meta分析）与制表制图、
投稿技巧与杂志选择、文章书写与语言修饰和国
内外文献检索。④第12题，科研基金申请方面。
选项有科研设计与立项、标书的书写与投标、申
报流程与申报建议和课题管理与项目运行。⑤
第13题，是否愿意加班做科研。⑥第14题，最希
望轮转的医技科室。选项有放射科（X线、CT、
MR）、病理科、超声科、心电图室、核医学和
介入科。⑦第15题，如轮转放射科，最希望学习
的内容。选项有X线的胸片和腹片、CT胸部、CT
腹部、MR脑神经和MR腹盆腔。在第9~15题中，
除第13题为单选题外，其余6道题均为多选题。
第9、11题各有6个选项，各选取其中3项；第
10、12题各有4个选项，各选取其中2项；第13题
为单选题；第14题有6个选项，选取其中2项；第
15题有5个选项，选取其中2项。
2 结果
此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于男性学员，
女性学员更倾向于选择投稿技巧与杂志选择
（χ 2=4.638，P=0.031）；相比于内科、儿科基
地学员，全科基地学员较少的选择了某种疾病的
诊疗进展（χ 2=6.049，P=0.049）；相比于最高
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学员，已经获得硕士学历的学
员在选择医技科室进行学习时，更倾向于选择心
电图室（χ2=5.711，P=0.017）和放射科的CT胸
部知识（χ2=11.023，P=0.001）；相比非在读研
究生，在读研究生的规培学员更倾向于选择科
研论文撰写发表及课题基金申请（χ 2 =7.974，
P=0.005）和统计学方法与制表制图（χ2=4.848，
P=0.028），而较少选择了放射科的MR脑神经方
面知识（χ2=4.194，P=0.041）；相比没有拿到执
业医师证的学员，已获得执业医师证的学员更倾
向于选择学习某种疾病的诊疗进展（χ2=8.948，
P=0.003），而较少选择了医患沟通技能评价
（χ 2=4.014，P=0.045）及操作视频与局部解剖
讲解（χ2= 5.946，P=0.015）。对第一年、第二
年、第三年、已毕业学员进行了分析，大部分各
选项中的年级差别都不够显著，只有是否选医技
科室的心电图室有差异（P＜0.05），其他的选项
在各个规培年级之间没有体现出显著性差异。尝
试了将一、二年级合成一个组，三年级和毕业学
员合成一个组进行两组间的比较，结果没有明显
的差别。
此外，学员的年龄段与选择某种疾病的诊
疗进展（r=0.255，P=0.025）和科研设计与立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10月第12卷第10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October,2020,Vol.12,No.10

项（r=0.237，P=0.038）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学员所在规培年级与选择心电图室（r=0.216，
P=0.059）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趋势，尽管未达到
显著的差异的统计标准（表1）。
3 讨论
如何对规培学员进行个体化教学是每个规培
基地、每名带教老师需注意的问题 [7]。尤其是越
来越多的基地尝试引入“导师制”来提高教学的
责任心和连贯性，个体化教学显得尤为重要[8,9]。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给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也是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
毫无疑问，不同阶段的学员对于教学需求是
有所差异的，但在我们的统计中并未体现出绝大
多数的问题在不同年级间有明显差异，只发现在
是否选择心电图室作为医技科室学习时有统计学
差异，似乎可解释为毕业后学员感到了心电图知
识的重要性。但通过与多名学员交流，发现更可
能的原因是各个年级学员们的教学需要尽管有差
别，但该因素的影响可能小于已获得的最高学
历、是否获得执业医师证、是否是在读研究生、
实际的年龄等影响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获得硕士学位的学员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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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CT胸部的相关知识，也更愿意学习心电图知
识。胸部CT在儿科和内科基地学员的需求更为普
遍。经过与学员讨论，儿科先心病对心电图结果
有一定依赖性，内科患者中胸部CT是基础检查，
所以相比全科规培基地，儿科、内科基地学员对
胸部CT及心电图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
女性学员对于投稿技巧与杂志选择更关注，
考虑可能是男性学员更相信科研文章的内容本身
比投稿技巧等因素更重要。在年龄影响因素中，
随着学员年龄增长，对于科研论文撰写发表及课
题基金申请、CT胸部方面的知识更为认可，考虑
主要是随年龄增长，更多感受到科研文章和课题
的压力，对于CT胸部知识的重视程度超过CT腹
部知识及磁共振。
学员所属基地的差异体现在，对于某种疾病
的诊疗进展，内科、儿科学员的关注程度超过了
其他选项，如常见病诊疗、医患沟通、操作技能
及科研论文方面的知识。提示内科、儿科对专科
疾病更加关注，而全科基地的规培学员对具体某
种疾病的诊疗进展关注度偏低。儿科基地规培医
生对X线胸片、腹片方面知识及对核医学知识比
内科规培医生更关注，考虑胸腹片对于患儿的疾

表1 Kendalls相关系数及统计学差异
项目
常见病的诊疗
某种疾病的诊疗进展
操作视频讲解
临床技能实操
科研论文撰写及课题申请
医患沟通技能评价研究
操作视频与局部解剖讲解
穿刺等模拟器培训
上级医师手把手教学
增加独立操作机会
实验室数据收集
临床数据库建立和维护
统计学方法与制表制图
投稿技巧与杂志选择
文章书写与语言修饰
国内外文献检索
科研设计与立项
标书的书写与投标
申报流程与申报建议
课题管理与项目运行
是否愿意加班做科研
放射科（X线、CT、MR）
病理科
超声科
心电图室
核医学
介入科
X线的胸片、腹片
CT胸部
CT腹部
MR脑神经
MR腹盆腔
注：aP＜0.05；bP＜0.01

所在基地
-0.065
-0.154
-0.055
0.019
0.04
0.235a
0.231a
-0.032
-0.044
-0.161
0.043
-0.078
-0.112
-0.092
0.131
0.108
-0.098
-0.205
-0.038
0.113
-0.128
-0.065
-0.137
0.187
-0.146
0.234a
0.017
0.148
-0.132
-0.129
0.165
-0.081

最高学历
0.153
0.08
-0.025
-0.039
-0.063
-0.103
-0.078
0.007
0.065
-0.002
-0.007
-0.065
0.134
-0.078
0.095
-0.08
0.022
0.134
-0.003
-0.05
0.13
-0.042
-0.167
0.001
0.272a
-0.129
-0.05
-0.059
0.378b
-0.049
-0.168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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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年级
0.033
0.133
0.005
-0.048
-0.089
-0.062
-0.165
0.144
0.042
-0.044
0.136
-0.133
-0.076
-0.09
0.127
0.035
0.127
-0.078
-0.017
-0.087
0.107
-0.05
-0.065
-0.001
0.216
-0.015
-0.144
0.024
0.176
-0.011
-0.192
0.008

是否在读研究生
0.178
0.152
-0.204
0.026
-0.322b
0.208
-0.038
0.117
-0.002
-0.096
0.045
0.002
-0.251a
-0.031
0.061
0.175
0.038
-0.17
-0.161
-0.007
0.201
-0.061
0.056
0.041
-0.007
0.085
-0.083
-0.002
-0.125
-0.051
0.233a
-0.083

是否获执业医师证
-0.072
-0.341b
0.014
0.13
0.118
0.228a
0.278a
-0.046
-0.137
-0.083
-0.009
0.082
0.045
-0.026
-0.045
-0.048
0.052
-0.12
-0.084
0.155
-0.2
-0.014
0.045
0.007
-0.202
0.08
0.179
0.084
-0.105
0.125
-0.119
0.022

年龄段
0.121
0.255a
-0.072
0.03
-0.132
-0.202
-0.117
-0.058
0.129
0.042
-0.033
-0.109
0.042
-0.069
0.039
0.13
0.237a
0.06
-0.068
-0.087
0.133
0.022
-0.062
0.029
0.15
-0.032
-0.184
-0.089
0.146
-0.139
0.13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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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判断要比成人内科更为重要，同时核医学在先
心病诊断的作用，也促进了儿科学员是比其他学
员对核医学知识的重视。
是否为在读的研究生对于科研论文撰写发表
及课题基金申请、统计学方法与制表制图、MR
脑神经学习共 3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意
味着在读研究生更关注科研文章和课题申请，对
统计分析也更关注。作为在读研究生，对于科研
文章的需求明显，同时在读研究生对放射科MR
脑神经方面的知识关注度偏低，通过讨论，考虑
是了解相关病种的病例较少有关。
是否已获得执业医师证样本对于某种疾病的
诊疗进展，医患沟通技能评价研究，操作视频与
局部解剖讲解共3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
只是前一项和后两项的相关方向正好相反。考虑
这一结果意味着获得执业医师证的医生更愿意了
解某种具体疾病的诊疗进展，同时获得执业医师
的学员对医患沟通技巧及操作视频的关注度减
低，考虑与他们对自身医学知识更为自信有关。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①样本来源于同一家医
院，受医院政策影响较大，是否具有代表性仍值
得商榷；②样本数不均，如第二年学员数偏少，
主要是受到儿科规培基地审批在该年度出现断
档、学员总数较少；③问卷调查本身主观性较
强，测量的重复性也会出现波动，在研究过程
中，对部分学员进行了重复填表，发现对部分题
目两次选择并不一致。
总之，所在年级、基地、已获得的最高学

历、是否获得执业医师证、是否是在读研究生、
实际年龄、甚至是性别等都是影响规培学员教学
需求的因素，基地秘书、带教老师和学员导师应
根据学员个体化情况进行细致了解，有针对性的
满足学员的合理需求、同时又要注意调整和引
导，才能高效提升规范化培训的实际效果、发挥
“导师制”等规培设计的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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