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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本位视角下混合教学模式

在内科学住院医师规培中的应用

杨艳丽1,刘摇 磊2,黄宇理3,王启之4,于摇 磊5,王摇 涛6,李殿明7

[摘要]目的:探讨能力本位视角下微信群联合基于案例教学法(CBL)混合教学模式在内科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中
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专业基地规培的规培学员 60 名,其中 2019 级 30 名,2020 级 30 名。
随机分为能力本位视角下微信群联合 CBL 混合教学模式组(观察组)和传统带教组(对照组),每组 30 人。 经过 1 学年的带

教,对所有规培学员按能力本位教育下的要求进行教学效果考核,包括临床及理论知识考核,并对临床能力有无提高和规培

学员进行满意度调查。 结果:观察组规培学员在临床病例分析能力和理论知识考核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规

培学员在对临床疾病的诊断能力、临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诊疗方法的规范化选择能力和对病人的临床人

文关怀能力 5 个方面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观察组规培学员对带教的满意度 93. 3% 优于对照组的 73. 33%
(P < 0. 05)。 结论:能力本位视角下微信群联合 CBL 混合教学模式能够激发规培学员的主动参与性,师生互动性好;能够提高

规培学员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独立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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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xed teaching mode
in internal medicine resident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standard

YANG Yan鄄li1,LIU Lei2,HUANG Yu鄄li3,WANG Qi鄄zi4,YU Lei5,WANG Tao6,LI Dian鄄min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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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partment of Digestive,5. Department of Endocrine,6. 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7.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group combined with case鄄based learning(CBL) mixed teaching
mode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standard. Methods:The 60 regular
training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internal medicine regular training base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including 30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30 in grade 2020. Thes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WeChat group combined
with CBL mixed teaching mode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control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standard,3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After teaching for one academic year,the teaching effect of all training students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bility鄄based education,including the assessment of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ability,the satisfaction of regular training students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The clinical analysis ability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amination were improved in the regular training students from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1). For these five aspects ability—the ability to diagnose clinical diseases,the ability to solve clinical practical
problems,the ability of clinical thinking,the ability to standardize the selec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nd the ability of
clinical humanistic care for patients,these abilities improvement in the regular training students from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5 to P < 0. 01).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regular train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5) . Conclusions: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WeChat group combined

摇 摇 摇 with CB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standard can stimula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se regular training students,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good, it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solving
clinical practical problems ability, so as to better adapt to
clinical work.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 ability鄄based education;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WeChat group;case鄄based learning;standardized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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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能力本位教育是“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冶,最早

起源于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我国,最早应用

于职业教育领域,并得到充分肯定。 其核心思想是

培养出满足岗位需要的职业综合能力,更好地适应

岗位要求[1]。 近年来,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使人

们对能力本位教育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其方法也被

应用到更多学科领域,如医学教育等。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何培养出适

应临床岗位能力的医生是当前医学教育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目前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规培)是医

学生从事临床医师工作必经途径,在培养方法上大

多数规培基地采用临床相关科室轮转和传统授课相

结合模式。 规培学员往往是被动学习,主动参与程

度不高,加之临床工作繁忙,老师理论教学时间相对

较短,且各学科知识更新较快,需要讲授的内容较

多,造成学员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严重影响学

习效果[2],胜任临床岗位能力也大打折扣。 而能力

本位教育是从职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确定

能力目标和对岗位所需要的能力进行培训,组织相

关的教学人员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并进行

考核,从而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该工作的能力。 在

国外,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已经在护理教育中广泛应

用,且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3 - 4]。 因此本研究对我

院内科专业基地的规培学员采用能力本位视角下微

信平台联合 CBL 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进行培训,经
过一年实践,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专业基地规培的学员 60 名,其中 2019 级 30
名,2020 级 30 名。 随机分为能力本位视角下混合

教学模式带教组(观察组)和传统带教组(对照组),
每组均为 30 人。 所有规培学员均自愿参加且知情

同意。
1. 2摇 教学方法摇 2 组规培学员均选择 1 名教研副

主任负责临床教学的带教。 同时在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心血管科、消化科、血液科、肾病科、内分泌科、
风湿免疫科等 7 个亚专科各选择 2 名责任心强、热
衷于教学的高年资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负责该研

究的实施。
1. 2. 1摇 观察组摇 能力本位教育用于规培学员,其培

训的目的是使规培学员在临床工作中应具备的一定

临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过程包括三个方

面:(1)设定培养目标,从易到难,掌握临床工作应

具备的岗位能力;(2)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充分

调动规培学员的主动参与意识;(3)教学方法要灵

活、多样[5]。 因此采用能力本位视角下微信平台联

合 CBL 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规培学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及主动性,同时突出临床

思维的培养,从而更好地适应临床工作。 具体如下。
1. 2. 1. 1摇 以微信平台建群摇 由教研副主任负责,请
30 名规培学员和亚专科带教老师入群,并要求所有

人员进行实名认证。
1. 2. 1. 2摇 具体方法摇 每周选择 1 ~ 2 晚,在规定时

间,以微信群直播的方式,要求所有的老师和规培学

员必须实时在线。 首先由本次负责带教的亚专科老

师根据要学习的理论内容认真备课,精心选择典型

病例,并且提前 1 周在微信群发布要学习的理论和

要讨论的疾病内容,规培学员可利用教材、上网查阅

文献等方式熟悉掌握该病的相关知识。 接着将临床

病例资料(按由易到难顺序)提前发至微信群。 病

例资料包括:(1)一般情况、主诉、现病史、体检(可
以是视频资料)和辅助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

检查结果)等。 其中部分检查结果可以在后续的讨

论中相继给出。 (2)要讨论的问题,如影像学如何

描述,该病人的初步诊断、鉴别诊断及依据,下一步

检查等。 对于一些病例本身特殊的症状和体征也可

以进行细致的讨论。 一般情况下,所有规培学员都

能踊跃发言,尽管部分规培学员发言可能不全面,但
通过相互补充,直到大家对这一问题充分认识、了
解,有了理性认识,这时老师再做总结并进行补充和

针对性的点评,哪些思路正确,哪些有失偏颇,进而

锻炼规培学员的临床思维能力,同时要在诊疗过程

中体现人文关怀,直到对本病例及相关理论知识获

得正确的认识并全部掌握。 对一些诊断或治疗方法

的选择也可以进行讨论,首选是什么检查或治疗,哪
些可以选择,哪些绝对不可以选,必须说明理由及风

险评估。 然后再给出下一个问题,如该病例的治疗

是否规范、预后等。 中间穿插该病指南推荐的治疗、
进展及相关的最新文献综述等。 最后所有的问题讨

论完成,老师再进行总结,并且可以课后留一些问

题,让学生查阅文献,从而不断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1. 2. 2摇 对照组摇 按 7 个亚专科轮流每周进行小讲

座,采 用 传 统 授 课 模 式 ( lecture鄄based learning,
LBL),小讲座内容自定,但必须在规培大纲要求掌

握的范围内。
1. 2. 3摇 培训时间摇 培训 1 年后对所有规培学员进

行教学效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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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教学效果考核指标摇
1. 3. 1摇 临床能力及理论考核摇 具体包括:(1)医德

医风和病历书写考核(10 分)。 (2)带教老师平时

考核(10 分)。 因“医德医风和病历书写考核冶及

“带教老师平时考核冶 主观性大,未做统计分析。
(3)出科考核(40 分):采用国家统一的内科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考核软件进行,内容有临床病例分析

能力和理论知识考试,各 40 分。 总分 100 分。
1. 3. 2摇 临床能力提高情况调查摇 包括对临床疾病

认识能力有无提高、临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有无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有无提高、诊疗方法的规范选择

能力和临床人文关怀能力有无提高共 5 个方面,每
项满分均为 20 分。 再根据没有提高、轻微提高、提
高和明显提高,分四档,分值依次设定为 5 分、10
分、15 分和 20 分。
1. 3. 3摇 满意度调查摇 所有规培学员学习结束后,进
行满意度调查,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
满意度(% ) = (非常满意 +满意)人数 /所有调查人

数 伊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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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规培学员临床能力及理论考核结果比较

摇 出科考核方面,观察组规培学员在临床病例分析

和理论知识考核均优于对照组 ( P < 0. 01 )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规培学员考试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临床病例分析能力 理论知识考核

观察组 30 35. 18 依 2. 65 36. 56 依 2. 38

对照组 30 31. 36 依 3. 10 32. 80 依 2. 24

t — 5. 13 6. 30

P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规培学员能力提高结果比较摇 观察组规

培学员在对临床疾病的诊断能力、临床实际问题的

解决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诊疗方法的规范化选择能

力和对病人的临床人文关怀能力提高得分均高于对

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规培学员能力提高结果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对临床疾病的

诊断能力

临床实际

问题的解决能力

临床

思维能力

诊疗方法的规范化

选择能力

临床人文

关怀能力

观察组 30 18. 83 依 2. 79 18. 50 依 2. 93 18. 66 依 2. 87 18. 17 依 3. 02 17. 50 依 3. 60

对照组 30 15. 17 依 3. 53 15. 33 依 4. 07 15. 67 依 3. 82 15. 50 依 3. 95 14. 83 依 4. 91

t — 4. 46 3. 46 3. 43 2. 94 2. 75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2. 3摇 2 组规培学员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摇 观察组

规培 学 员 总 体 满 意 度 ( 93. 33% ) 优 于 对 照 组

(73. 33% )(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规培学员对带教方法的满意度调查比较

分组 n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

[n;百分率(% )]
字2 P

观察组 30 24 4 2 0 28(93. 33)

对照组 30 19 3 5 3 22(73. 33) 4. 32 < 0. 05

合计 60 43 7 7 3 52(86. 67)

3摇 讨论

摇 摇 能力本位教育核心是从职业需要出发,根据要

求掌握的教学内容,设计相应的教学方法,并进行教

学效果评价,从而培养学生获取职业所要求的各种

能力[6]。 从错综复杂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中运用所

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是临床医生

的核心能力。 包括对临床疾病的认识能力、解决临

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诊疗方法的规范

选择能力和临床人文关怀能力。
内科学作为临床医学最重要的一门学科,涵盖

呼吸、心血管、消化、肾病、内分泌、血液和风湿免疫

疾病等 7 个学科,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具有知识

点多、专业性强、学科交叉多,且相互渗透,临床病例

复杂多变等特点。 早前我们采用“互联网 + 冶背景

下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融合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在《内科学》教学中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7]。
但在规培中又有很大的不同。 当前大多数医院(专
业基地)对规培学员的培养主要以传统的理论讲座

和教学查房相结合的带教模式。 这种模式以老师理

论讲授为主,教师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及思维模式传

授给规培学员,虽然对住培大纲要求培训内容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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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理论整体性、全面性等存在一定优势,但该教学

方式相对单调枯燥,因缺乏规培学员的主动参与,也
就激发不了规培学员的主动性、探索性,因此在有限

时间内的专科学习中对知识记忆不牢固,理论知识

熟练运用到临床的能力欠缺。 这种传统的“填鸭

式冶带教模式已经显示出一系列问题[8 - 11]。
因此如何在能力本位视角下采取合适的教学方

法,提高规培学员的临床核心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力本位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冶是主体,“教师冶为主

导,是“教冶与“学冶的融合过程,重点培养学生的职

业综合能力。 国内已有学者在护生[12 - 14]、实习护

士[15 - 16]和在职护士[17 - 18]的教育中对能力本位教育

理论进行探索,结果显示能力本位教育能够缩小岗

位需求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使护生和实习护士

能够尽快适应临床工作,完成角色转化,实现由学生

向临床护士的转换;对于在职护士的再教育,应用此

方法也能够激发受培训护士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了其解决临床护理实际问题和人文关怀的

能力,教学效果明显改善。 因此本研究采用能力本

位视角下微信群直播联合 CBL 的混合教学模式对

内科专业基地的规培学员进行临床带教,以临床实

际病例为切入点,由易到难,既有典型病例,亦可有

疑难危重病例,既有成功病例,也可有失败的病例,
针对病例设计问题,层层递进,不断把规培学员引向

深入,切实加深了规培学员对临床检验结果和影像

学等的分析,将其理论知识由一般再到特殊,最终使

临床问题得到完美解决,既有成功的分享亦有失败

教训的总结,拓宽了规培学员的知识面,也做到多学

科的融合贯通,为他们以后的临床综合知识应用及

开放的科研思维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一年的临床

实践,对所有规培学员进行教学效果考核,结果显

示:观察组规培学员在临床基础理论成绩、病例分析

考试结果均优于对照组。 同时观察组规培学员在对

临床疾病的认识能力、临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临
床思维能力、诊疗方法的规范选择能力和临床人文

关怀能力 5 个方面均明显高于传统带教组,满意度

方面也明显优于传统带教组。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无“专用的微

信群冶,功能也不够太完善;微信群作为辅助教学手

段开展时间还不是很长,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教学

效果究竟如何还没有明确的统计学资料支持[19]。
另外有些规培学员过于依赖微信群,沉溺于网络;同
时易受到各种微信群里信息的干扰,而有些规培学

员仅认为这是个任务,被动的完成而已[20]。 以后我

们将进一步推广,走入教室,切实加强师生交流,相
信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能力本位教育尽管不是一个新事物,但在

能力本位视角下微信群联合 CBL 混合教学模式能

够激发规培学员的主动参与性,师生互动性好;能够

提高规培学员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独立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临床工作。 因此该方

法值得在住院医师规培临床带教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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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T 教学模式在血液病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摇 凤1,朱摇 凯1,刘摇 林1,李佳佳1,陈卫东2,陈摇 辉3,高摇 涌4

[摘要]目的:临床病理、病理生理及治疗(CPPT)教学模式在血液病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在血液科实习的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 109 人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 54 人和对照组 55 人。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观察组组采用 CPPT 教学模

式。 比较 2 组学生考试成绩和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学生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和临床技能及总成绩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学生对理论课讲解、病例分析能力、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理论知识掌握能力、课时分配、细胞

涂片识图能力、临床技能、获取有效信息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学习兴趣增强的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结

论:CPPT 教学模式在血液病教学中的应用,可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值得在临床教学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医学教育;血液病;临床病理、病理生理及治疗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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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PPT teaching mode in clinical hemopathy teaching
ZHANG Feng1,ZHU Kai1,LIU Lin1,LI Jia鄄jia1,CHEN Wei鄄dong2,CHEN Hui3,GAO Yong4

(1.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2.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4. 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3. School of Clinic,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linical pathophisiology and therapy ( CPPT)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hemopathy. Methods:One hundred and nine students from clinical medicine practicing in hematolog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 n = 54) and control group ( n = 55).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CPPT teaching mode. The examination scores and students忆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od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case analysis,clinical
skill,and total scores of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oretical class explanation,case analysis ability,diseas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level,theoretical knowledge mastering ability,class time allocation,cell smear reading ability,clinical skill,ability of obtaining
effective information,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interest enhancement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application of CPPT teaching mode in hemopathy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hemopathy;clinical pathophisiology and therapy teaching mode

摇 摇 越来越多的医学教学人员开始将综合课程计划

融入到临床医学教学中,希望以此提高学生全面化

的临床思维能力,并以知识集约化的形式将医学课

程进行组合。 在这一背景下,临床病理、病理生理及

治疗(CPPT)为整合课程的教学模式便以其独有的

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重点的启

发式教学方式出现[1]。 CPPT 教学模式将众多基础

课程与相应临床实践课程进行整合,形成以学科为

基础的课程体系[2]。 CPPT 的核心内容是对某个系

统疾病从基础理论知识到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同时

采用多学科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此,
本研究在立足于 CPPT 教学模式发展的基础上,将
其与血液病教学进行结合,希望可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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