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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二级学科住院医师轮转
内分泌科的差异化培训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现状 

日益重视，有待完善 

对不同学员的现状缺乏充分有效的评估 

不同临床基地沿袭既往培训思维和方法 

轮转的住院医师承担相同的临床工作 

对大纲的理解尚待时日 

大纲本身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 



差异化培养的必要性 

学员学科背景：内科，全科，神经内科，眼科，
急诊，皮肤，麻醉，检验，核医学，医学遗传，

预防医学（湖北省大纲） 

临床工作的性质
不同 

服务对象不同 

工作场所不同 

对于临床技能的掌握范
围和程度不同 

接受培训的时间不同
（1-3个月不等） 



内分泌科轮转住培医师性别和年龄构成 



参加规培之前是否工作过 



住培医师来源构成 



住培医师来源科室 



住培医师在内分泌科轮转时间 



住培医师期望在内分泌科轮转时间 



差异化培养的研究方案 

基于现行大纲要求 

    了解不同学科教师和学员的实际需求 

针对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员 

   设立差异化的培养目标 

建立差异化的培训模式以及考核手段 

   适应不同二级学科学员培训的要求  



 

研究内容 

针对不同专业的要求制订差异化的住院医师培训目

标；本研究将通过对不同专业的责任导师和带教老

师以及往届学员进行标准化问卷调查，了解根据不

同学科特点对于轮转内分泌科期间期望达到的目标

进行修正 

在建立差异化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经验，制订差异化的培养过程，

并拟订相应的教学方法 

根据差异化培养目标的需要，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

和制度，在基础理论，实践能力诸方面进行有针对

性的，符合不同学科要求的考核方式 



研究目标 

培养目标 

差异化 

训练过程 

差异化 

考核方式 

差异化  



问卷了解学生状况和需求      
规培医师内分泌科轮转问卷 

 

1. 您的性别：男，女 

2. 您的年龄段：20-25, 25-30, 30-35，>35 

3. 参加规培之前是否工作过 是，否 

4. 如果工作过，在什么科室？ 

5. 您现在是哪个科室的规培医师？ 

6. 按照您的轮转计划，内分泌科轮转多久？<1 月，1 个月，2 个月，3 个月，>3 月 

7. 填表时您是否已经转过内分泌科？刚刚进科（不到 2 周），正在轮转，即将（2 周内）或

者已经出科，没有转过 

8. 除了内分泌科，您还计划轮转那些内科专业？心血管，呼吸，消化，肾病，血液，风湿 

9. 您认为以下哪些内容是您在内分泌科轮转所必需了解的？（可以多选，不要全选） 

A． 内分泌激素实验室检查的标本采集 

B． 内分泌激素实验室检查的结果解读 

C． 内分泌功能试验的操作 

D． 内分泌功能实验的结果解读 

E． 内分泌腺的影像学检查 

F． 常见内分泌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 

G． 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相关药物的药理学 

H． 常见内分泌代谢病的诊断标准 

I． 常见内分泌代谢病的治疗原则 

J． 常见内分泌代谢病诊疗指南 

10. 除了以上内容，您认为还有哪些内容是您在内分泌科轮转所必需了解的？ 

11. 您认为以下哪些内容对未来您从事您的专业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多选，不要全选） 

A． 内分泌激素实验室检查的标本采集 

B． 内分泌激素实验室检查的结果解读 

C． 内分泌功能试验的操作 

D． 内分泌功能实验的结果解读 

E． 内分泌腺的影像学检查 

F． 常见内分泌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 

G． 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相关药物的药理学 

H． 常见内分泌代谢病的诊断标准 

I． 常见内分泌代谢病的治疗原则 

J． 常见内分泌代谢病诊疗指南 

12. 除了以上内容，您认为还有哪些内分泌代谢病的知识对未来您从事您的专业工作具有重

要价值？ 

13. 结合您未来的专业工作，您认为哪些内分泌代谢病的知识对您十分重要？ 

 

 



问卷了解学生状况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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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内分泌之外还将轮转的科室 



您认为以下哪些内容是您在内分泌科
轮转所必需了解的？ 



还有哪些内容是您在内分泌科 

轮转所必需了解的 

糖尿病相关并发症 

糖尿病 

糖尿病，甲亢 

内分泌疾病的皮损表现 

甲亢，嗜铬细胞瘤等 

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糖尿病，甲亢， 

内分泌相关激素的作用及代谢调节 

常见内分泌疾病的常规用药及急诊处理 



以下哪些内容对您未来的专业工作 

具有重要价值？ 



您认为还有哪些内分泌代谢病的知识对未来
您从事您的专业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糖尿病相关并发症 

内分泌疾病的饮食 

内分泌疾病的皮肤表现 

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合并其他疾病时，内分泌系统疾病的特殊用药 



差异化培养的实施细则 

按照目前湖北省住院医师培训大纲，共有十

一个学科的学员安排轮转内分泌科 

必须轮转内分泌科的学科7个 

内科，预防医学，检验，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个月 

全科，神经内科，眼科：1个月 

可选轮转的学科4个 

急诊，皮肤，医学遗传，麻醉可选1个月 

在保证培养大纲所要求的规定动作基础上，结合不同学科背
景学员的需求，有所侧重的实施差异化培训方式  



差异化培养目标（一） 

内科：完成大纲要求的相关病种的管理，掌握糖尿病、常见甲
状腺疾病的处理；具备初步诊治其他内分泌代谢病的能力 

全科：按照大纲要求完成相关病种的管理，熟练掌握糖尿病，
常见甲状腺疾病的处理 

检验科：大纲要求内容之外，能够解读内分泌代谢病实验室检
查项目的临床意义 

核医学科：大纲之外，掌握核医学检查在不同甲状腺疾病诊断
中的意义，并能够结合临床加以选择和解读；了解核医学检查
在其他内分泌代谢病诊断中的价值 



差异化培养目标（二） 

麻醉科：大纲之外，掌握常见内分泌代谢病围手术期的处理，
掌握糖尿病患者术中血糖控制的原则和方法 

急诊科：大纲之外，熟练掌握糖尿病急诊的处理以及常见内分
泌危象的识别和初步处理 

眼科：大纲之外，熟练掌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诊断和
治疗；掌握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的诊断，熟悉其内科治疗 

皮肤科：掌握糖尿病和甲亢皮损的诊断和处理原则；了解其他
内分泌代谢病的皮损特点（如皮质醇增多症，胰高糖素瘤） 



差异化培养的实施举措及信息化管理 

混合式教学 
 

差异化培养 

在线文档 
 

管理个人信息 

微信平台 
 

管理日常事务 



微信平台管理日常事务 

 



石墨共享文档的信息登记和管理 



云班课平台进行差异化培养 



01 

入科教育 

02 

专业知识 

03 

临床技能 
培训 

04 

医患沟通 
人文关怀 

05 

拓展学习 

教学资源库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分类及分层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分层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分层-入科教育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入科教育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专业知识 



针对同一专题实施差异化培养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临床基本技能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 



云班课平台教学资源-拓展学习 



线上适时了解学员学习状态和需求 



鼓励自主学习并根据反馈内容对培训计划
加以调整并形成有关规范 

 



线下病例讨论时，亦充分

展现出不同二级学科住培

医师的专业特点 

线下线下教学活动进行差异化培养 

每周一次教学查房或者病例讨论，由二年

级住培医师或者在我科轮转第2个月的内

科专业住培医师提出病例，并贴到云班课

活动里 



心内科住培医师讲解高

血压的急症处理 

核医学科住培学员在

进行同位素治疗碘131

的专题讲座 

鼓励规培学员根据学科特点参与小讲课 



在线学习 
 40% 

出科考试 
40% 

在线测验 
 20% 

临床技能考核 
70% 

平时表现 
10% 

护理部评分 
 20% 

理论考核 技能考核 

    项目研究进展情况-差异化考核 

在出科考核（理论试卷）实行不同学科背景规培学员
的不同试卷，侧重考查与该学员学科背景有关的内容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 内科 

请结合中外指南和临床实际谈谈如何给不同
的糖尿病患者设立个性化的血糖控制目标 

一名十八岁的女性大学生，诊断弥漫性毒性
甲状腺肿，在外院用甲硫咪唑治疗一个月，
血白细胞降低，ALT由正常升高到150，医师
建议行同位素治疗。患者本人及家人担心放
射治疗的副作用。请你结合指南向患者和家
人就不同治疗的禁忌症、适应症以及同位素
治疗在副作用和致畸、致肿瘤方面的情况进
行解答。 

1 

2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超声医学 

请结合中外指南和临床实际谈谈超声检查在糖
尿病大血管、微血管并发症筛查中的作用及价
值 

请结合中国、国际关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谈
谈超声检查在甲状腺相关疾病中的主要作用及
价值 

 

1 

2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眼科 

请结合中外指南和临床实际谈谈如何给不同的
糖尿病患者设立个性化的血糖控制目标。 

请结合中外指南和临床实际谈谈Graves眼病的
诊断和治疗。 

1 

2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核医学科 

请你结合中外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谈谈如何用核医
学及体外免疫相关检查鉴别高甲状腺激素血症患者
的诊断  

一名十八岁的女性大学生，诊断弥漫性毒性甲状
腺肿，在外院用甲硫咪唑治疗一个月，血白细胞
降低，ALT由正常升高到150，医师建议行同位素
治疗。患者本人及家人担心放射治疗的副作用。
请你结合指南向患者和家人就不同治疗的禁忌症、
适应症以及同位素治疗在副作用和致畸、致肿瘤
方面的情况进行解答。  

1 

2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皮肤科 

请结合中外指南和临床实际谈谈如何给不同的
糖尿病患者设立个性化的血糖控制目标 

请阐述甲亢患者可能出现的皮肤、毛发及指甲
等相关改变及治疗原则 

1 

2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检验医学科 

试结合中外指南共识及临床实践谈谈血糖监测
（包括静脉血糖，手指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浆白蛋白等等）在糖尿病防治中的应用
及影响检测结果的技术因素 

请你结合中外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谈谈如何用
核医学及体外免疫相关检查鉴别高甲状腺激素
血症患者的诊断 

1 

2 



差异化考核-出科理论考试试题-急诊科 

请通过一个你经治过的临床病例，并结合糖尿
病诊治指南详述DKA的急诊处理。 

请查阅文献和中外指南，并结合病理生理及临
床实践谈谈甲亢危象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措施。 

1 

2 



    总结及体会 

由于住培医师来自不同的二级学科，对内分泌科的学
习有不同的要求，有必要差异化培养 

我们分别从培养目标、训练过程以及考核方式等三个
方面进行了差异化培养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获得了多数住培医师的认可，但还需要总结经验和进
一步完善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利用云班课平台对住培医师
实施混合式教学的培养模式，在住培医师的差异化培
养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更
好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