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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医学教学模式在急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邱兆磊1,赵小彦2,王振杰1,程摇 峰1,李摇 磊1,张振海1,窦贺贺1,宋摇 琦1,徐志鹏1,张福龙1,赵摇 亨1,王世杰1

[摘要]目的:探讨整合医学教学模式在急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教学效果。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

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学员 50 名,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5 名。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采用整合教

学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实践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比较 2 组学员临床技能考核结果和教学效果满意度评价。
结果:观察组学员清创缝合术、洗胃术、气管插管术、留置鼻胃管术、心肺脑复苏术、病例分析能力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学员健康意识、急救技能、科研创新能力、沟通能力、问题解决与分析能力、知识掌握程度、激发学习兴趣、提高

临床思维能力方面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在急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采用整合医

学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员的科研创新能力、急救技能、知识掌握程度、沟通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教学效果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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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edical teaching mode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emergency medical residents

QIU Zhao鄄lei1,ZHAO Xiao鄄yan2,WANG Zhen鄄jie1,CHENG Feng1,LI lei1,
ZHANG Zhen鄄hai1,DOU He鄄he1,SONG Qi1,XU Zhi鄄peng1,ZHANG Fu鄄long1,ZHAO Heng1,WANG Shi鄄jie1

(1.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04;2.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integrated medical teaching mode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emergency
medical residents. Methods:Fifty trainees from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base for emergency medical resident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25 trainees in
each group.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the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ractical skill
assessment. The clinical skill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scores of debridement and suture,gastric lavage,endotracheal intubation,nasogastric tube intubation,cardiopulmonary

摇 摇 摇 cerebral resuscitation and case analysis ability of the traine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teaching effect in health awareness, first aid skil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communication ability,problem
solving and analyzing ability, knowledge mastery,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ing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the
traine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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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edical teaching mode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emergency medical residents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trainees忆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first aid skill,knowledge mastery,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emergency medicine;teaching mode;teaching reform

摇 摇 在新形势下急救医学教学模式面临着新的挑

战,迫切需要提升学生科研能力、急救实践技能、健
康意识等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1]。 在“健康中

国冶国家战略指引下,现代医学教育旨在培养学生

健康意识、科研创新能力、临床思维能力、沟通能力

等,但在实际教学中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实行、如何

实行,仍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 我们在前期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整合教学模式(将急救医学、医学统计

学、科研思路等相关知识融合于教学之中),并将其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对比,评价整合教学模式在急诊

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的效果,探索新的

教学模式。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以我院急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培训学员 50 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8 名,
女 22 名。 将 50 名学员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25 名。 观察组男 13 名,女 12 名,年龄 21 ~ 32
岁;对照组学男 15 名,女 10 名,年龄 21 ~ 30 岁。 2
组学员性别、年龄均有可比性。
1. 2摇 教学方法摇 2 组学员由教学经验丰富的相同

老师(讲师及以上职称)授课。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法,授课内容包括:急救技术(包括心肺脑复苏

术、清创缝合术、洗胃术、气管插管术、留置鼻胃管

术)。 观察组采用整合教学法,仅理论教学部分整

合,在讲授急救技术的过程将统计学部分内容(如
统计学方法等)、临床研究设计原则和方法等科研

思路融合于整个教学之中,同时强调健康意识。 该

教学方法为教学改革的一部分,具有可行性,能促进

课程间的衔接,拓宽知识范围。 整合教学第一步介

绍科研思路训练内容[2],第二步介绍统计学相关知

识,第三步讲授急救知识。 建立以“学生冶为中心的

教学思想,改变过去以“老师冶为中心单一的授课模

式,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1. 3摇 评价方法摇 授课后采取相同的考核标准对 2
组学生在模拟人上进行技能考核,包括急救技能评

价(见表 1)、心肺脑复苏考核、病例分析考核。
摇 摇 心肺脑复苏评价标准: (1)心肺脑复苏判断 5
分,包括生命体征判断 3 分、环境判断 2 分;(2)呼

救 2 分,安置体位选择 3 分;(3)胸外按压标准 40

分,包括术者体位 5 分,按压 /通气 10 分,胸外按压

部位选择 10 分,按压频率 5 分,按压深度 5 分,放松

时掌根不能离开按压部位 5 分;(4)开放气道并建

立人工呼吸 30 分,包括颈椎的保护 5 分,清除口腔

异物 5 分,开放气道 10 分,人工呼吸 10 分;(5)心肺

脑复苏效果评价 10 分;(6)心肺脑复苏后与家属沟

通情况 10 分。

表 1摇 急救技能评价指标

技能 20 分 20 分 10 分 40 分 10 分

清创缝合术 适应证 术前准备 麻醉 操作 清创后处理

洗胃术 适应证 禁忌证 术前准备 操作 注意事项

气管插管术 适应证 术前准备 注意事项 操作 并发症

留置鼻胃管术 适应证 禁忌证 注意事项 操作 并发症

摇 摇 病例分析能力评价标准:(1)文辞通顺正确、结
构清晰 20 分;(2)涵盖病例主要内容 20 分;(3)正
确提出初步诊断及依据 20 分;(4)正确提出鉴别诊

断及依据 20 分;(5)正确提出治疗措施 20 分。
1. 4摇 教学效果满意度调查摇 向学员发放纸质问卷

进行教学效果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健康意识、急救

技能、科研创新能力、沟通能力、问题解决与分析能

力、知识掌握程度、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临床思维能

力等方面,每项评分 1 ~ 5 分。 共发放问卷 50 份,
回收50 份, 其 中 有 效 问 卷 50 份, 问 卷 回 收 率

100. 0% ,有效率 100. 0% 。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临床技能考核结果比较摇 观察组学员清

创缝合术、洗胃术、气管插管术、留置鼻胃管术、心肺

脑复苏术、病例分析能力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2)。
2. 3摇 2 组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比较摇 观察组学员

健康意识、急救技能、科研创新能力、沟通能力、问题

解决与分析能力、知识掌握程度、激发学习兴趣、提
高临床思维能力方面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健康中国冶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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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技能,而且

要有良好的科研能力、健康意识、沟通能力等,这些

都迫切需要深化教学改革,把教学改革作为新时代

人才培养的重要策略[4],同样,急诊医学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教学模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
求积极完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学员的急救技能,不

断增强医生科研能力、健康意识、沟通能力、问题分

析能力等,因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显得越来

越重要。 如何提高我国急救医学教育水平,拓宽教

学模式,培养出更加适合新时代中国社会需要的新

型急救医学人才至为重要。

表 2摇 2 组临床技能考核结果比较(ni = 25;x 依 s;分)

分组 清创缝合术 洗胃术 气管插管术 留置鼻胃管术 心肺脑复苏术 病例分析能力

观察组 92. 58 依 2. 66 86. 70 依 2. 89 94. 82 依 3. 06 91. 37 依 2. 74 95. 54 依 3. 18 96. 25 依 1. 56
对照组 70. 25 依 2. 76 72. 80 依 2. 65 73. 25 依 2. 07 75. 26 依 3. 31 77. 23 依 2. 36 76. 38 依 1. 87

t 29. 13 17. 72 29. 19 18. 75 23. 12 40. 80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表 3摇 2 组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比较(ni = 25;x 依 s;分)

分组 健康意识 急救技能 沟通能力
科研

创新能力

问题解决

与分析能力

知识

掌握程度

激发

学习兴趣

提高临床

思维能力

观察组 4. 63 依 0. 52 4. 27 依 0. 65 4. 46 依 0. 52 4. 57 依 0. 34 4. 73 依 1. 84 4. 59 依 1. 25 4. 71 依 1. 37 4. 80 依 1. 29
对照组 3. 12 依 0. 26 3. 18 依 0. 32 3. 51 依 0. 79 3. 09 依 0. 68 3. 13 依 1. 29 3. 36 依 0. 87 3. 55 依 1. 25 3. 62 依 1. 13

t 12. 99 7. 52 5. 02 9. 73 3. 56 3. 26 3. 13 3. 44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医务人员要牢记“疾病救治,重在预防冶理念,
提高应用医学统计学和相关科研能力,但是在实际

教学中怎么实行,以何种模式来实行仍没有统一模

式。 大多数院校在急救专业、医学统计专业等方面

学时偏少,无法有效地满足培养医生疾病防控一体

化的理念[5]。 统计学专业讲授统计学知识,临床医

学技能强调疾病诊治等,如何将它们有机地融合从

而提高科研能力值得我们深思,如何促进教学模式

的改革,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6]。 笔者教学团队

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7 - 9],提出整合型急诊医

学教学模式,采取跨专业整合以及学科间的融合以

提升教学效果[10]。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

比,采取整合教学模式,住院医师在病例分析能力和

常用急救技能考核结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在科研

能力、沟通能力、知识掌握程度等情况方面的得分和

总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教学满意度亦明显高于

对照组。 整合型教学模式能提高急诊医学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教学效果,提高住院医师科研思维能力,
有助于急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践培养体系

的建立,同时亦为其他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可

靠依据。
但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不足,如怎样整合,用什

么方法整合,没有完善的评价系统,缺乏统一的教学

体系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深思。 将多学科相关

专业知识融入医学教育之中可能是将来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教学改革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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