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结业考核考场指南

内科专业

一、考试注意事项

1、所有考生需现场提交或查验下列项目，请提前做好准备，缺项不得进入

考试。

（1）核酸检测结果：考生需在考核前 1 周内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并在

考核报到时提交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检测报告，核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2）《2020 年湖北住培结业临床实践技能考核学员健康声明及安全考核承

诺书》：考生需提前打印和填写完成学员健康声明及安全考核承诺书，在考核报

到时提交签字原件。

（3）居民电子健康码为绿码。

（4）国务院客户端行程卡：考核报到时现场查验当天行程卡显示为绿色（微

信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中的“防疫行程卡”）。

（5）身份证和准考证：考生需提前在省住培平台下载打印准考证，并于考

核当日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需在有效期内）和准考证。

2、如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

（1）近 1 月内有出境史；

（2）近 14 天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

（3）有发热、咳嗽、乏力、咽痛、腹泻等相关症状，且不能排除新冠肺炎；

（4）居民健康码非绿码。

3、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无呼吸阀）、帽子、清洁工作服（遮挡工作单位标

志）、黑色中性笔，考试全程佩戴口罩。按照考点安排配合考务工作安排。

4、操作考核部分项目将通过手机考核的形式进行，请自备手机及耳机，并

提前调试，具体操作提示见文后“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实践技能（内

科）手机在线考试（模拟练习与考试）指引”。

5、技能考试时考生统一收取考生手机等通信设备，考核后返还。

6、各考点具体要求，详见下述及准考证要求。



二、考点分布及路线

（一）协和医院考点

1、考试时间：8 月 20日-8 月 21日。

按照分组时间进行报到，具体报到时间见准考证，注意合理安排时间，请勿

迟到以免影响考试；

2、报到地点：综合楼 2 八楼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所有考生先到报到地

点集合后听从安排。

3、考试地点：

操作考试：综合楼 2八楼；

手机考试：内科 2号楼（教学楼）5 楼。具体位置见附图：

3、考场联系电话：02785726935；



4、推荐住宿：

（1）美联假日酒店（市中心店），汉口解放大道 868 号，预订电话：

02785867888；

（2）汉庭酒店（武汉广场店），江汉区新华路 19号，预订电话：02782725757；

（3）莫泰酒店（中山公园地铁站店），解放大道 557 号中山广场 1 层，

02785780333。

5、交通信息：

乘坐地铁二号线至中山公园站，C 出口；乘坐武汉轨道交通 1 号线到友谊

路站；乘坐公交至“解放大道新华路站”或“协和医院中山公园”站。



（二）武汉中心医院考点

考核安排表：

专业 日 期 报到时间 报到及考核地点

内

科

8 月 20 日

第一批 1-27 号，07:30
武汉市中心医院

南京路院区门诊楼五楼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第二批 1-27 号，13:00

8 月 21 日

第三批 1-27 号，07:30

第四批 1-19 号，13:00

1、考场考点：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

2、考点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 26 号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门

诊楼五楼临床技能训练中心。地理位置见下图：

3、考场联系电话：027-82201738，027-82211260

4、推荐住宿：

①七天连锁酒店（武汉江汉路地铁站店），武汉江汉路 47 号，电话：

027-82757188；②如家酒店，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41 号（世通物流院内），



电话：027-59207111-9；③武汉江滩 6+1 假日宾馆，武汉市江岸区上海路声直大

厦 A 座（武汉市中心医院行政楼对面），电话：027-82611661。此外，医院周边

的胜利街、鄱阳街、南京路、上海路也有较多其他可选择的住宿酒店。

5、交通信息：

乘坐地铁二号线或地铁六号线至江汉路站，A出口右转,沿中山大道前行300

米至南京路，南京路右转前行 180 米；或乘坐公交至“南京路武汉市中心医院站”

或“沿江大道武汉港”站。

备注：考点提供隔离衣，不需考生自备工作服。



（三）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报到地点：三峡大学中区.

2、报到时间：上午 7:30，下午 13:30，具体分组及时间安排见准考证。

3、三峡大学中区院内 Z4 号楼(三峡大学临床医学技能培训中心,胜利 3 路

33号）。

4、 公共交通:

公交：在宜昌东站乘坐 B9 在 BRT 北山坡下车，步行 595米至目的地。（目

的地地图导航为：三峡大学中区。）

5、考场联系人：陈 平 13581494677

6、住宿推荐 （以下 2 家酒店距离考场大概 200米左右）

（1）宜昌市胜利三路 16号“桃花之星大酒店”，联系电话：0717-6282000。

（2）宜昌市胜利三路 14 号“首旅如家酒店”，联系电话：0717-7254998。



（四）黄石市中心医院

1、考试时间及专业：8 月 21日，内科。

2、报到地点：黄石市中心医院急诊综合大楼（6 号楼）23楼

3、考场地点：黄石市中心医院临床技能训练中心（黄石市中心医院急诊综

合大楼 22-23 楼）（ 即黄石市中心医院 6 号楼 22-23 楼），黄石港区天津路 141

号，见附图：

4、考场路线：乘坐下列公交车：2 路,3 路,5 路, 9 路，11 路，18路到中心

医院站下车； 14 路，19路，25 路，55路，62 路到黄石摩尔城站下车。

5、考场联系电话：0714-6258695；

6、推荐住宿：①城市便捷酒店(金汇店)，黄石港区武汉路金汇大厦(中心医

院东门对面)，联系电话：0714-6554777；②黄石兰欧摩尔城店（中心医院南门

外），摩尔城 D 座，联系电话：0714-6286788；③雅斯特酒店（黄石摩尔城店），

湖滨大道 38 号，联系电话：0714-6516688。



（五）荆州市中心医院

1、报到时间：2020年 8 月 20日 7:30。

2、报到地点：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城中院区教学楼，荆州市荆州区人

民路 4号，见附图：

3、考场路线：乘坐下列公交车：15 路,25 路,101 路,103 路到荆州花台中心

医院站下车；

4、考场联系人及电话：何文婷，18627231207；

5、推荐住宿：①速 8 酒店（荆州古城店），荆州区荆州中路 79 号，

(0716)8999988；②茉莉花开连锁酒店(荆州花台一店)，荆州区荆州中路 57 号，

(0716)8497138。



（六）襄阳市中心医院

1、考试时间及专业：8 月 20日（全天）--21 日（上午）。

2、考场地点：襄阳市中心医院临床实践技能培训中心 OSCE 考站（襄阳市

襄城区襄阳市中心医院鼓楼巷小区）（ 即临床实践技能培训中心 3 楼），襄城区

荆州街鼓楼巷 88号，见附图：

3、考场路线：乘坐下列公交车：1 路，14路,512路,G03 路到东街站（襄阳

四中）下车；13路、K11路十字街站（鼓楼商场）下车，下车后按导航引导方向

行走约 8-10分钟到达考场。

4、考场联系电话：07103524426。

5、推荐住宿：府都宾馆，襄阳市襄城区东街 27号（中心医院斜对面、四中

旁边），联系电话：罗经理 13986311895。





三、考核方案

站点设计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及方法 时长（分钟） 分值（分） 备注

第一站：

门诊接诊

病史采集的内容和相关技巧，

以及诊断及鉴别诊断

利用标准化病人（考官担任）模拟门诊接诊情境进行考核，要求完

成病史采集，重点查体，并结合所给阳性体征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

评价病史采集和重点查体的内容和相关技巧，以及进行初步诊断和

鉴别诊断的能力。

15 15

第二站：

急诊处理

病史采集的内容和相关技巧、

诊断及鉴别诊断以及急诊处理

能力

利用标准化病人（考官担任）模拟急诊情境进行考核，要求根据患

者临床情况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理，包括必要的重点病史采集，简要

查体，以及急诊处理。考核学员处理急重症患者的合理临床程序。

15 15

第三站：

综合技能
临床常用诊疗操作

根据提供的临床情境，选择检查方法，并和“患者”（考官担任）

进行沟通；利用模具进行相关操作考核。考核内容为四大穿刺（胸

腔穿刺术、腹腔穿刺术、腰椎穿刺术、骨髓穿刺术）相关知识、医

患沟通及技术操作。

15 20

第四站：

临床思维 1

诊断及鉴别诊断思路、初步诊

断、辅助检查和治疗计划制定

通过纸质试卷进行笔答，给出病史、重点体检、辅助检查等结果。

重点考核病例特点总结、诊断与鉴别诊断思路、初步诊断、辅助检

查及治疗计划的制定。

15 15

第五站：

临床思维 2

搜集信息、病例特点总结和诊

断及鉴别诊断思路、初步诊断、

辅助检查和治疗计划制定

机考。利用 CCS，采用自主分步搜集信息（病史、重点体检、辅助检

查）的方式，通过标准化问题模拟临床分析和决策经过。重点考核

信息搜集能力、病例特点总结、诊断与鉴别诊断思路、初步诊断、

辅助检查和治疗计划的制定。

40 15
手机

考试

第六站：心电图

及影像判读

考核常见重要心电图、X 线及

CT

机考。根据所提供的简要病史及心电图（8 例）和影像（X线和 CT

共 12 例）进行诊断。
15 20

手机

考试

合计 115 100



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实践技能（内科）

手机在线考试（模拟练习与考试）指引

★请在考试中保持手机电量充足，4G 信号稳定。

★考试过程中若出现特殊情况者，请及时向监考老师报告。

第一部分：心电图及影像判读（在线答题）

进入方式：微信扫码后，再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

1、建议用手机上的浏览器打开，才能放大题中的图片，以利观察细节。方法为：长按

题中的图片后，再选择可放大图片的选项。（微信及 QQ 的内置浏览器不支持图片放大功能）

2、本套模拟练习试卷可反复练习，并可核查成绩和答案。

第二部分：临床思维（虚拟病例）

采用“临床思维综合训练系统”进行基于虚拟病例的考核。为了避免在正式考核时因系

统不熟悉而延误考试时间，现将该系统的操作方法告知，考生可以提前在手机上进行模拟练

习和考试。

1、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临床思维综合训练系统”App（安卓版和苹果版）。



2、用“身份证号”和初始密码“123456”登录（登录后可自行修改密码）。

3、选择“练习”按钮进行练习。考前的模拟练习中，已布置了三个自由练习的虚拟病

例供考生提前熟悉，可反复练习，无时间限制。

4、选择“考试” 按钮进入后，再输入“考试码”进行考试。请输入正确的考试码，勿

多次反复输入。考前的模拟考试中，也布置了二个虚拟病例模拟考试。考试会有时间限制（本

次虚拟病例的考试时间为 40 分钟，倒计时显示），请考生们一定提前熟悉操作。二个虚拟病

例的考试码分别为：1064、1065。

5、练习或考试结束后，需用电脑打开 http://cta.tellyescloud.com/ 网址查询答案（练习

成绩即得分可用手机直接核查，但考试成绩、练习和考试的答案均只支持电脑网页核查）。

6、考试过程中若中途意外退出了系统，请马上重新登录后继续考试。

http://cta.tellyesclou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