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间手术病房在研究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徐斌, 徐洪港, 郭瑞鹏

引用本文:
徐斌,  徐洪港,  郭瑞鹏.  日间手术病房在研究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8): 1139-1141.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8.041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日间病房内多媒体健康教育 在大隐静脉剥脱术围手术期内的应用

Effect analysis of multimedia health education in day war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great
saphenous vein stripping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44(3): 396-39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3.033

膝关节镜下保留与未保留残端单束重建治疗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临床对比

Clinical comparison of the treatment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between with and without
preservation stump single bundle reconstruction under arthroscopy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8): 1055-105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8.017

阶梯式康复护理在半月板关节镜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43(6): 827-82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6.037

关节镜辅助下关节清理术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Effect of arthroscopic debridment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43(2): 174-177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2.010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消化内镜教学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实践及体会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eaching mode of digestive endoscopy based on cognitive load theory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 physician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6): 818-820,824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6.032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8.041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3.033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8.017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6.037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2.010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6.032


[收稿日期] 2020 - 05 - 18摇 [修回日期] 2020 - 06 - 01
[基金项目]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808085MH243)
[作者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运动创伤与关节镜外科,

安徽 合肥 230032
[作者简介] 徐 摇 斌(1964 - ),男,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

师,副教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0)08鄄1139鄄03 ·医学教育·

日间手术病房在研究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徐摇 斌,徐洪港,郭瑞鹏

[摘要]目的:探讨日间手术病房在研究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方法:将 30 名骨科专业型研究生随机分为日间组和对照组,每
组 15 人,分别在日间手术病房和普通病房完成为期 6 个月的临床技能培训。 对 2 组研究生参与的 356 例膝关节镜半月板手

术进行基本信息和疗效比较,并对 2 组学生进行临床技能进行考核。 结果:日间手术病房手术病人住院时间及手术费用均少

于对照组(P < 0. 05)。 2 组病人术后 6 个月膝关节功能评分均较术前改善(P < 0. 05),术后 Lysholm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2 组研究生理论知识、体格检查和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日间组研究生术中操作得分优于对照组

(P < 0. 05)。 结论:日间手术病房在研究生临床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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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ay surgery unit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XU Bin,XU Hong鄄gang,GUO Rui鄄peng

(Department of Sports Trauma and Arthroscop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ay surgery unit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Thirty
orthopedic postgraduat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day surger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15 students in each group),which
received six鄄month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in day surgery unit and general ward,respectively.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rative effect of
356 cases of arthroscopic meniscus surgery participated by two groups of graduate students were compared,and the clinical skil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operative costs of patients in day surgery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The knee function scores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ere improved in two groups (P < 0. 05),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ysholm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 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oretical
knowledge,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otal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 05). The intraoperative operation score in day surger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Conclusions:The day surgery unit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effects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orthopedics;sports medicine;arthroscopy;day surgery

摇 摇 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是研究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

一环,既是国家临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硬性要求,也
是研究生毕业后开展临床工作的基本能力要求。 目

前临床上对于骨科运动医学专业型研究生的临床培

养以理论教学和观摩手术演示为主,手术中由于手

术时间及手术复杂程度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生

动手镜下操作的机会十分有限[1]。 如何在保证手

术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更为高效地培养专业型研究

生的镜下操作能力是困扰目前骨科运动医学研究生

临床教学的一大难题[2]。
相较于传统的膝关节镜手术,日间手术具有病

人身体情况良好、病种单一和手术相对简单等特点,

适合年轻医生观摩学习及实际操作[3 - 4]。 我们尝试

将部分研究生的临床技能培训教学放到日间病房和

日间手术室进行,通过与普通病房研究生带教效果

对比,探讨将日间手术病房作为骨科运动医学研究

生临床培养基地的可行性。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以我科室 2017 级和 2018 级总计

30 名骨科专业型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

日间带教组(日间组)和普通对照组(对照组),每组

15 人,分别在日间手术病房以及普通病房完成为期

6 个月的临床技能培训教学。 2 组学生年龄、性别及

平时成绩均具有可比性。 2 组研究生同期总计参与

膝关节镜半月板手术(普通半月板损伤、盘状半月

板损伤和半月板损伤伴囊肿)356 例,其中日间组在

日间病房手术 176 例,对照组在普通病房手术 180
例,2 组病人性别和年龄亦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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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研究方法摇 2 组临床型研究生在上级医生的

带领下分别在关节镜外科日间手术病房以及普通病

房参与日常的临床工作,时间为 6 个月。 工作内容

包括临床病人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例书写、术
前准备、手术、围手术期管理以及术后的康复指导和

随访等。
1. 3摇 评价指标摇 手术相关的评价指标包括 2 组病

人平均住院时间、平均住院费用和术后 6 个月膝关

节功能评分(Lysholm 评分)。
2 组研究生在为期半年的研究生临床技能培训

结束以后,进行统一的测试和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

识(40 分)、临床体格检查(30 分)和术中操作考核

(30 分)三项,满分 100 分。 理论试卷内容为膝关节

大体解剖、镜下解剖、半月板损伤的相关理论知识;
临床体格检查内容为膝关节常规的体格检查以及半

月板损伤的体格检查;术中操作考核内容为膝关节

镜下探查、关节滑膜清理以及初步的半月板成形。
所有测试和考核由同一名高年资医生(非导师组成

员)负责。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手术情况比较摇 日间组病人住院时

间和手术费用均少于对照组(P < 0. 05) (见表 1)。
2 组病人术前 Lysholm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术后 Lysholm 评分均较术前升高 ( P <
0. 05),2 组术后 Lysholm 评分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2)。
2. 2摇 2 组研究生临床技能培训效果比较摇 2 组关节

镜专业型研究生理论知识、体格检查和总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日间组术中操作得分优

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3)。

表 1摇 2 组病人住院时间和手术费用比较(x 依 s)

分组 n 住院时间 / h 手术费用 / 元

日间组 176 43 依 1. 5 14 750 依 45

对照组 180 80 依 2. 3 17 100 依 22

t — 56. 45 236. 30

P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关节镜作为目前骨科运动医学专业最为核心的

诊断与治疗手段,是现代骨科精准化微创化发展理

念的杰出体现。 其中,膝关节镜发展最早,是临床上

最为成熟的关节镜技术,镜下治疗常见的膝关节疾

病如半月板、软骨以及韧带损伤,创伤小,恢复快,疗
效确切,也是骨科运动医学专业年轻医师和临床研

究生应当掌握的专业技术。 然而熟练掌握膝关节镜

技术要求学员精准掌握膝关节的解剖结构,拥有出

色的三维方向感和双手配合能力,才能在有限的镜

下视野内完成诸多高难度操作。 传统的临床培训侧

重于对理论知识的教学,学员难以获得足够的镜下

操作机会,导致知识掌握难度增加和学习曲线变长。
运动医学应届研究生普遍存在临床基本技能薄弱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体格检查的能力不足、手术基本操

作不规范等[5]。

表 2摇 2 组病人 Lysholm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术前 术后 t P

日间组 176 62. 15 依 2. 64 94. 50 依 1. 75 57. 03 < 0. 05

对照组 180 61. 77 依 1. 95 93. 45 依 2. 15 60. 09 < 0. 05

t — 0. 85 1. 00 — —

P — >0. 05 > 0. 05 — —

表 3摇 2 组研究生各项测试考核成绩统计分析(x 依 s;分)

分组 理论知识 体格检查 术中操作 总分

日间组 34. 7 依 2. 2 24. 8 依 3. 1 25. 1 依 1. 6 84. 5 依 4. 9

对照组 34. 3 依 2. 7 24. 9 依 3. 0 16. 0 依 3. 0 75. 1 依 3. 9

t 0. 45 0. 06 10. 29 5. 81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日间手术一般指的是在 24 h 或 48 h 内完成从

病人入院到出院的所有治疗项目[6]。 日间手术以

其规范、高效的流程,极大缩短了平均住院时间,节
约了病人的住院费用,并且符合加速康复外科的理

念,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发展。 我国于

2012 年 3 月由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组织成立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冶,日间手术是国家卫健委

大力要求实施的一项内容,对于缩短平均住院时间,
减少病人住院费用,节约医疗资源,都有着重要的意

义[7 - 8]。
在目前国家逐步将日间手术纳入医保支付的范

围内的大背景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

2018 年开始日间病房和日间手术室的筹备工作,运
动创伤与关节镜外科自 2019 年开始进行膝关节镜

日间手术。 基于近两年的日间膝关节镜手术的临床

实践,本研究中我们创新地将日间手术病房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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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临床培训教育进行结合,对手术效果及学员培训

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日间手术在病人住院时间明显

缩短,手术费用明显下降的前提下,显著改善了半月

板病人的膝关节功能,与常规手术取得相当的术后

疗效,同时日间组研究生的术中镜下操作能力明显

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日间膝关节镜手术疗效确切,并且可

以有效节约医疗资源。 日间手术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优化管理效率,需要医护团队增强团队合作意

识和服务病人意识,需要医护患三方的密切沟通和

配合。 日间手术病房作为新的临床研究生培养基

地,可以显著提高培训效果,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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