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关于印发全科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2019 年修订版〉和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2019 年修订版〉的通知

医协函 (2019) 1001 号

各有关单位 :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

发(2 0 1 1) 23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

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 (2018J 3 号)要求，

进一步加强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高培训质量，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的委托，中国医师协会组织修订了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2019 年修订版)))

和《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2019 年修订

版))))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两个标准可从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网站下载，

网址为 http : //www . cmda.net/ 。

附件 : 1.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2019 

年修订版)

2 .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 2019 年修订版)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5号楼10层 邮编 100073



(此页无正文)

报送.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

抄送 : 各省(区 、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科教处。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与继教部 2019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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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2019 年修订版）

全科专业基地细则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19 年修

订版）——全科培训细则》要求和培训基地标准总则规定，制订本细则。

一、全科临床轮转基地

（一）基本条件

1. 医院规模

基地所在医院规模年门诊量≥ 40 万人次，年急诊量≥ 2 万人次，年出院

病人数≥ 1 万人次。

2. 科室规模及要求

（1）全科医学科独立设置，总门诊诊间≥ 2 间，其中一间为全科教学门诊；

病床数应满足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培训教学需求（20~40 张为宜）；有独立的

示教室。

（2）全科医学科年门诊量≥ 2 万人次；年收治病人数≥ 500 人次。

（3）各项诊疗活动及病历书写规范。

（4）全科医学科牵头负责落实培训任务，包括全科专业住院医师管理、

轮转计划安排、考勤考核管理和教学质量控制等。

3. 诊疗疾病范围

（1）收治的病种数及病例数能够满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2019 年修订版）——全科培训细则》的要求。

（2）临床技能操作数应满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19 年

修订版）——全科培训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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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设备

（1）全科诊间应配备检查床、血压计、便携式血糖仪、检眼镜、检耳镜

等设备。

（2）轮转科室配备的医疗设备应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2019 年修订版）》相关专业细则中的各项要求。

（3）有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具备可满足教学、实践操作等使用的临

床技能训练模拟设备，见表 1。

表 1　临床技能训练模拟设备数量及功能

设备名称 数量 基本功能

医学临床思维模拟训练系统 1 临床思维训练计算机虚拟病人系统，案例信息包括
病人资料，诊治过程，各项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诊断入院过程。以症状分类依据，训
练临床思维及鉴别诊断能力

心肺复苏模拟人 2 解剖标志明显，可进行心肺复苏术

儿童心肺复苏模拟人 1

心肺音听诊操作模型 1

气道管理模型 2

胸腔穿刺模型 2 体表标志明显；叩诊双侧背部，可获实音处确定穿
刺部位；完全的穿刺部位；皮肤和各种穿刺囊腔均
可更换

腹腔穿刺模型 2 体表标志明显；穿刺部位可模拟腹腔给水； 皮肤
和各种穿刺囊腔均可更换

骨髓穿刺模型 2 体表标志明显；可行髂前上棘穿刺术训练、胸骨柄
穿刺术训练，刺透模拟骨髓腔有明显落空感，并可
抽取骨髓

婴儿骨穿模型 1

腰椎穿刺模型 2 标准的穿刺体位；可行腰椎穿刺术：棘突间隙、髂
后上棘骨性标志明显，进针落空感明显，穿刺正确
有模拟脑脊液流出；可反复进行练习，皮肤和各种
穿刺囊腔可更换

婴儿腰椎穿刺模型 1

新生儿护理模拟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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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数量 基本功能

鼻胃管模型 2

男、女导尿模型 1

缝合练习模型 2

妇科检查模型 1 包含正常子宫和附件、带有卵巢囊肿的子宫、子宫
积瘤的子宫、后倾位的子宫和宫颈等不同病症

灌肠训练模型 1

肩、 肘、 膝、 腕、 踝 等 各
关节穿刺模型

1

肛门指诊训练模型 1

多功能透明洗胃模型 1

骨折固定训练模型 1

5. 相关科室及实验室

（1）科室设置齐全，至少设置以下科室：全科医学科、内科、神经内科、

儿科、外科（普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妇产科、急诊科、皮肤科、五

官科（眼科、耳鼻喉科）、传染科（感染疾病科）以及中医科、康复医学科、

医学影像科、检验医学科等。

（2）设立全科教研室（含基层实践基地成员）并开展相关教学活动，包

括：全科教研室召开的相关会议，如布置工作会、总结会、指导医师座谈会等，

以及相关教学工作如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等，上述活动应有基层实践基地指

导医师参加。临床培训基地主要科室（全科医学科、内科、神经内科、外科、

急诊科、儿科等）分别设立全科教学小组，明确相应成员的职责，定期组织

研究全科教学工作。

6. 医疗工作量：全科医学科、内科、神经内科、儿科和外科、妇科、急

诊科等主要培训科室的指导医师应保证一定的工作量，其中在病房工作的应

管理 2~5 张病床，在门诊工作的平均每日接诊 20 名以上患者，在急诊工作

的平均每日接诊 15 名以上患者。

7. 医院主管教学的院级领导需经全科医学相关知识培训，对全科医学有

较清晰认识、熟知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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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医师条件

1. 人员配备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比例为 1∶2。

（2）指导医师总人数至少 15 人，其中内科、全科医学科至少各 3 人，

神经内科、外科、儿科、急诊科至少各 1 人；师资队伍中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比例不少于 1/3。

（3）全科医学科设置专职教学主任岗位，负责全科专业基地教学工作的

组织实施。

（4）设置专职教学秘书岗位，负责落实全科专业基地教学工作。

2. 指导医师条件

（1）指导医师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全科医学科指导医师执业注册范围均应含“全科医学专业”。

（2）全科医学科和内科从事全科带教的指导医师均应参加过省级及以

上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其他轮转科室至少各 1 人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

师资培训，并获得全科师资培训证书；其中经过骨干师资培训的人数不低于

1/5；所有指导医师均参加过院级及以上全科师资培训。

（3）有临床带教经验，掌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19 年

修订版）——全科培训细则》要求。

（4）熟悉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情况，在基层实践基地承担以教学为主的专

家门诊、会诊及示范教学等工作。其中，全科医学科指导医师至少每月 1 次，

其他科室指导医师至少每年 1 次。

（5）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与教学能力。

（6）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能指导学员进行科研工作。

（7）热心于全科医学教学工作。取得全科医学师资资格后能够保证指导

培训对象的教学时间，全科医学科指导医师每年带教至少 2 人次。每年必须

参加全科医学师资继续教育、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3. 专业基地负责人条件

（1）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全科执业资质，

从事全科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至少 5 年；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师资

培训或全科基地管理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2）具有良好的教学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实行专业基地主任负责制并

切实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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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师资评价与激励制度

建立指导医师激励机制，将教学工作与绩效考评、奖金、评优等挂钩并

切实执行，并对指导医师实行动态管理。

（三）全科临床轮转基地对基层实践基地的职责要求

1. 负责培训基层实践基地指导医师。

2. 临床轮转基地教学管理部门每年到基层实践基地指导、督查教学工作。

3. 联合开展教学活动，临床基地教学管理部门召开的教学相关会议，如

布置工作会、总结会、指导医师座谈会等需有基层基地师资参加。

（四）保障措施

基地所在医院应加大对全科医学科的投入，保证全科医学科医、教、研

工作持续有效运营。建立完善对全科医学科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在医院内部

分配中，合理核定全科医学科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水平，全科医学科医护人员

收入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人员收入平均水平，并在职称晋升、岗位聘

用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吸引和稳定优秀专业人员从事全科医教研工作。

二、全科基层实践基地

（一）基本条件

1. 基层实践基地规模

为辖区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在当地具有示范作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或乡镇卫生院及诊所。辖区服务人口数原则上不小于 5 万，每名指导医师管

理的慢性病病人数不少于 200 人。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

能完善。与上级医院建立有定点协作关系或双向转诊关系。

2. 医 疗 设 备 应 满 足《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内 容 与 标 准（2019 年 修 订

版）——全科培训细则》的各项要求。

3. 科室或其他配置

（1）必备科室：全科、预防保健科、中医科、康复科、精神疾病管理科（或

精防科）、检验科、医学影像科。能够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

准（2019 年修订版）——全科培训细则》的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2）设立全科教学小组（或教研室），明确小组成员职责，定期组织研

究全科教学工作。

（3）有教室（会议室）、图书室、黑板、投影仪、计算机等必要的教学

设备条件。

（4）图书室至少有 10 种以上全科医学、社区卫生及临床医学相关领域

学术刊物 20 种以上常用参考书或工具书，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信息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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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管领导需经全科医学相关知识培训，对全科医学有较清晰的认识，

对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熟知；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师资培训

或全科基地管理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二）师资条件

1. 人员配备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比例为 1∶2。

（2）指导医师总人数至少 5 人，其中全科医学科至少 3 人，预防保健科

至少 1 人；一般应有至少 1 名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师资。

（3）设置专职或兼职教学主任岗位，负责全科专业基地教学工作的组织实施。

（4）设置专职或兼职教学秘书岗位，负责落实全科专业基地教学工作。

2. 指导医师条件

（1）具有医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并有 3 年及

以上社区工作经历；全科医学科师资执业注册范围含“全科医学专业”。

（2）至少有 5 人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并获得师资培训

证书；其他所有指导医师均参加过临床轮转基地的院级及以上师资培训。

（3）指导医师应当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4）指导医师每日平均服务量不低于 20 人。

（5）保证教学时间，全科医学科指导医师每年带教至少 2 人次。每年必

须参加全科医学师资继续教育，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3. 基层实践基地负责人条件

（1）医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并有 5 年及以上

社区工作经历；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或全科基地管理培训，

并获得培训证书。

（2）具有良好的教学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实行专业基地主任负责制并

切实落实。

4. 师资评价与激励制度

建立指导医师激励机制，将教学工作与绩效考评、奖金、评优等挂钩并

切实执行，并对指导医师实行动态管理。

三、培训容量测算参考方法

（一）测算方法

1. 按床位数

全科医学科总床位数 × 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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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临床指导医师人数

（1）临床全科基地：全科医学科注册（或加注）全科医学执业范围且取

得省级及以上全科师资合格证人数 ×2×8；

（2）临床基地其他主要科室（内科、神经内科、外科、儿科、急诊科等）：

指导医师人数 ×2；

（3）按基层实践基地指导医师人数：符合带教条件、注册全科医学执业

范围且取得省级及以上全科师资合格证人数 ×3.5。

最大培训容量为以上 4 个数值的最小值。

（二）说明

（1）“全科医学科总床位数 /3×8”中的“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19 年修订版）》的全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

轮转全科医疗科管床数至少 3 张；“×8”是根据临床轮转期间全科医学科

要求病房轮转 3 个月，集中或分散在 3 年安排，全年可安排 4 ～ 12 轮次，

取中间值 8 次。

（2）“临床基地指导医师人数 ×2×8”中的“×2”是根据临床轮转期

间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不超过 1∶2；“×8”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19 年修订版）》的全科培训细则中要求住院医师在全

科轮转 3 个月，集中或分散在 3 年安排，全年可安排 4 ～ 12 轮次，取中间

值 8 次。

（3）临床基地其他主要科室（内科、神经内科、外科、儿科、急诊科等）

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也为 1∶2，可按全科医学科核定方法确定该科指

导医师数量，数量不足的相应减少基地招生人数。

（4）“基层实践基地的指导医师人数 ×3.5”是根据基层实践期间指导

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不超过 1∶2，全科医疗服务时间 7 个月，全年约安排

2 轮次。

（5）一个临床轮转基地可根据培训需求遴选基层实践基地，临床基地的

招收数量为其所有基层实践基地核定招生数量之和；当一个基层实践基地有

多个合作的临床轮转基地时，则各临床基地的招收数量平均分配该基层实践

基地核定招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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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2019 年修订版）

全科培训细则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

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临床医学二级专业学科；其范围

涵盖不同年龄和性别、各个器官与系统、各类疾病及健康问题。

一、培训目标

为基层培养具备高尚职业道德和良好职业素养，掌握全科专业知识、基

本技能及沟通合作技巧，能够在基层独立开展全科医疗工作，以人为中心、

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向个人、家庭与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性、协调性、

连续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合格全科专业住院医师。

以独立承担全科医疗工作为主线，在不同阶段的培训目标如下：第一年，

系统学习全科医学核心问题的诊疗技能，在上级医师指导下不断提高全科临

床诊疗能力；参与指导医师在基层实践基地的全科医疗工作。第二年，横向

拓展相关专业临床技能，奠定扎实的临床医疗工作基础；在上级医师指导下

完成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第三年，掌握全科临床思维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独立完成全科医疗相关工作；参与科研及低年资住院医师教学工作，培

养基本带教及终身学习能力；培养科研素养和健康素养。

二、培训时间和方式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包括全科医疗实践和其他临床科室轮

转培训。

（一）全科医疗实践

全科医疗实践（以下简称“全科实践”）总计培训时间为 10 个月。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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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包括临床基地的全科医学科和基层实践基地。培训建议由基层实践基地

全科医学科开始，最后在基层实践基地完成全部培训。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接受全科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卫

生管理等技能训练。

临床基地全科医学科轮转时间为 3 个月（可分散或集中安排）。安排临

床基地全科病房或全科门诊；病房轮转期间管理床位数 3~5 张，同时参与临

床基地全科门诊工作。

基层实践基地轮转时间为 7 个月，其中全科医学科（含中医、康复）5 个月，

预防保健科 2 个月，安排相关科室的门诊为主。基层实践基地因培训条件、

师资及患者数量达不到培训要求时，可弹性安排在临床基地相应科室或由其

他相关专业机构共同完成，但基层实践基地总轮转时间不得少于 4 个月。第

一年、第二年采取临床基地的科室轮转与基层实践基地的全科实践相互穿插

形式，第三年以在基层实践基地连续实践为主。

全科实践由临床基地的全科医学科和基层实践基地共同完成相关培训工

作。培训期间，每周应安排不少于 4 学时开展全科相关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

学习形式包括接诊示范、全科教学查房、小讲课、病例点评、案例讨论、专

题讲座、社区卫生调查及自学读书笔记等。

（二）其他临床科室轮转培训

其他临床科室轮转培训（以下简称“科室轮转”），总计培训时间为 23 个月。

轮转地点为临床基地各相关科室。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参加临床基地主要临床科室的诊疗工作，接受临床基

本技能训练，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

内科轮转时间总计为 10 个月，病房轮转安排在心内科、内分泌科、呼吸

科、消化科等与全科密切联系的三级学科病房，病房轮转时间不少于 8 个月，

管理床位数 2~3 张；其余时间可选择内科其他三级学科门诊或病房；病房轮

转期间可同时穿插安排专家门诊及普通门诊参与接诊。

儿科轮转时间为 2 个月，安排病房时间不少于 1 个月，管理床位数 2~3 张；

病房轮转期间可同时穿插安排专家门诊及普通门诊参与接诊。

神经内科轮转时间为 2 个月，安排病房时间不少于 1 个月，管理床位数

2~3 张；病房轮转期间可同时穿插安排专家门诊及普通门诊参与接诊。

其他科室轮转安排在门诊完成。同时，应保证全科住院医师在门诊轮转

期间一定的接诊量（建议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诊不少于 5 人次）。

科室轮转期间，每月应安排不少于 2 天时间参与基层实践基地全科医

学科实践。每周应安排不少于 4 学 时 学 习 相 关 学 科 知 识，学 习 形 式 包 括

教 学 查 房、小讲课、病例点评、案例讨论、专题讲座、相关学术会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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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读书笔记等。少见病种、地方病、传染病及季节性较强的病种 , 可采用

病例分析、讲座等形式进行学习。

培训最后 1 年安排 3 个月的选修时间，住院医师根据其轮转期间的学习

情况、基层工作的实际需求和当地疾病谱发病情况（如乙肝、丙肝、儿童肿瘤、

血液病等），选择临床培养基地的相关轮转科室及基层实践基地等相关科室

轮转。

轮转安排建议见表 1。

表 1 轮转安排建议表

年度 培训内容 培训基地 轮转科室 培训地点
时间
分配
（月）

第一年 全科实践 基层实践基地 全科医学科 门诊为主 1

临床基地 全科医学科 门诊或病房 1

科室轮转 临床基地 内科 ( 心内、呼吸、消化、内分泌 ) 主要在病房、门诊补充 8

神经内科 主要在病房、门诊补充 2

第二年 全科实践 基层实践基地 全科医学科 门诊 ( 含中医、康复 ) 1

临床基地 全科医学科 门诊或病房 1

科室轮转 临床基地 内科 ( 肾内、血液、风湿、肿瘤 ) 病房或门诊 2

儿科 主要在病房、门诊补充 2

外科、普外、泌尿、骨科 门诊 2

妇产科 门诊 1

皮肤科 门诊 1

五官科（眼科、耳鼻喉科） 门诊 1

精神科 门诊 1

第三年 科室轮转 临床基地 传染科 门诊 1

急诊内、外科 门诊 2

全科实践 临床基地 全科医学科 门诊或病房 1

基层实践基地 全科医学科 门诊为主 3

预防保健科 门诊 2

选修科室 临床基地或基

层实践基地

临床科室、影像科或基层

实践基地

门诊或病房 3

合计 36

注：1. 各基地可根据本标准适当调整轮转顺序。

2. 临床基地为综合医院，临床科室轮转期间，每月至少安排 2 天基层实践基地培训（建议固

定在同一基层实践基地的全科门诊）。

3. 基层实践基地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4. 轮转建议由基层实践基地开始，第 3 年在基层实践基地结束。

5. 基层实践基地部分培训内容不达标的，可弹性安排临床基地完成。原则上同一基地轮转计

划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6. 选修科室重点考虑当地疾病谱发病情况与住院医师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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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内容和要求

内容包括理论培训、临床技能培训和基层医疗卫生实践。理论培训内容以

临床实际需要为重点，主要包括：①医德医风、思想政治、医学人文；②医学

伦理与医患沟通；③有关法律、法规（具体见相关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推荐目录）；

④临床科研设计与方法 ；⑤临床专业相关理论及相关医学英语知识 ；⑥全科医

学、社区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时间安排可集中或分散在 3 年培训过程中完

成，可采用集中面授、远程教学、临床医学系列讲座、专题讲座、临床案例讨论、

读书报告会等多种形式进行。理论和临床技能培训内容见各科室轮转具体要求。

第一部分　全科医疗实践

通过在临床基地全科医学科和基层实践基地参加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居民健康管理实践，树立以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基础的

观念，培训为个体与群体提供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人性化服务的能力，

增强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居民常见健康问题的能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综

合管理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不断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开展科研教学工

作的能力。

具体要求如下：第一年，采取跟随指导医师门诊、管理病床、出诊等方式，

参与指导医师在临床基地和基层实践基地的全科医疗相关工作。重点掌握常见病、

多发病诊治；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特点，如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沟通方法等。

第二年，采取由指导医师指导的方式完成在临床基地和基层实践基地的全科医疗

相关工作。重点掌握全科思维模式和接诊技巧等。第三年，采取重点问题、疑难

问题向指导医师请示的方式，独立完成临床基地和基层实践基地全科医疗相关工

作。重点培养独立接诊能力、团队服务与协调管理能力，参与科研及教学工作。

在临床基地全科医学科培训期间，可由指导医师带到基层实践基地参与

相关医疗教学活动，如以教学为主的专家门诊、查房、会诊及示范教学等工作，

至少 2 周 1 次。培训安排建议参考表 1。

（一）临床基地全科医学科

1. 轮转目的

通过全科医学科培训，系统学习全科医学基本理论、培养全科临床思维，

并应用于基层常见病与多发病处理中。掌握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

诊断与鉴别诊断、疾病治疗、随访管理等临床技能。

2. 基本要求

（1）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理论

①全科 / 家庭医学的主要概念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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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医学模式转变与健康观的理论，全科医学、全科医疗、全科医生

概念；全科医学对个人、家庭和社区进行综合性、连续性、协调性一体化照

顾的理论。

熟悉：全科医生的角色与素质要求、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和联系。

②全科医生的临床思维与工作方式

掌握：以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基础、预防为导向的基本原则

和方法；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原则和内容。

熟悉：生命周期各阶段主要健康问题的社区照顾。

（2）症状学

掌握：常见症状如发热、乏力、消瘦、肥胖、淋巴结肿大、头痛、头晕、

眩晕、发绀、结膜充血、视力障碍、耳鸣、耳聋、口腔溃疡、牙痛、咽痛、胸闷、

胸痛、胸腔积液、咳嗽、心悸、吞咽困难、呕吐、腹痛、黄疸、腹水、腹泻、

便秘、血尿、蛋白尿、关节痛、水肿、贫血、腰腿痛的病因分析、诊断与鉴

别诊断、处理原则、生活方式指导；常见急危重症状如晕厥、意识障碍、咯血、

呼吸困难、鼻出血、呕血与便血、尿潴留的紧急处理与急救措施、病因分析、

诊断与鉴别诊断、进一步处理原则、生活方式指导。

熟悉：其他症状的判别、初步处理与转诊；常见症状在特殊人群中的

特点。

（3）主要疾病

①疾病早期与健康问题

掌握：常见疾病的早期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生活方

式指导；常见健康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熟悉：生命周期各阶段常见健康问题与周期性健康体检建议。

②基层常见病与多发病

掌握：基层常见病与多发病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生活方式指导。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科医疗管理技能，包括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

因素及评价、筛检方法、防治原则、健康管理。

熟悉：疑难病例的临床诊断思维模式，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双向转诊与

会诊的内容与方式。

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工作内容。

③合并多种疾病的临床情况

掌握：合并多种疾病特别是慢性并发症患者的综合治疗。

熟悉：多病共患时主要处理原则。

了解：与各临床科室分工协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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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2。

表 2　全科医学科学习内容和例数要求

学习内容 最低例数

　常见症状 30

　疾病早期与健康问题 20

　基层常见病与多发病 20

　合并多种疾病的临床情况 20

（4）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3。

表 3　全科医学科基本技能要求

基本技能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全科接诊流程训练 20

　　　多病共患案例分析 20

　　熟悉：

　　周期性健康体检

（二）基层实践基地

1. 全科医疗服务技能（含中医及康复 1 个月）

（1）掌握

①全科医疗接诊方式的特点，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居民建立和谐信任关系

的技巧，逐步培养独立接诊能力、应对出诊时常见健康问题。基层实践基地

实践期间，要求平均每日接诊≥ 10 人、每周出诊≥ 2 次，有接诊和出诊记录。

②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急危重症的识别与转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规范化管理，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肾脏疾病、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特点与治疗原则，一、二、三级预防措施

及基层管理方法；依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

患者各 10 例。

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及家庭访视与家庭病床管理技能。培训期间每位全

科专业住院医师至少与 10 个家庭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该家庭中至少应

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妇女、慢性病人等中的两类人，对家庭进行评估

并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照顾，对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家庭访视；协助管理家庭

病床 2 张。

④健康档案（SOAP）的书写与使用。培训期间每人至少完成 10 份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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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档案（SOAP），其中应包含基层常见健康问题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脑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脏疾病、肿瘤、骨关节病与骨质

疏松症等，并能实行动态管理。家庭健康档案 10 份，并进行连续管理。

⑤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肺结核的临床表现、检查方法、治疗原则和基

本治疗药物，常见药物不良反应的识别；肺结核患者转诊指征；根据《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规范管理肺结核患者 2 例，包括服药督导、随访评估、

分类干预、结案评估。

⑥健康教育技能（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能培训结合）。健康教育的基

本概念，健康教育常用方法及其特点；培训期间参与至少 5 个健康问题的健

康教育方案设计、实施、咨询、评价等活动，其中独立完成健康教育课≥ 2 次，

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听众不少于 15 人。

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的用法、用量、常见的不良

反应、药物的相互作用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常用中成药的适应证、常见副作

用和使用注意事项。合理用药原则。

（2）熟悉

①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脑血管病所致功能障碍、骨关节病及各种

常见损伤等疾病的康复评定、康复的最佳时间、康复指征、转诊指征。

②肿瘤、帕金森病、老年期痴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的临床特点、

治疗原则、预防措施及基层管理。

③常用中医适宜技术；中医的饮食、养生常识。

（3）了解

1）中医全科医学概论；中医基础理论在临床实践的运用，中医诊断思维

和治疗的基本规律及技巧，临床常见症候的辨证施治方法。

2）常用物理因子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的方法和康复注意事项。

全科医疗服务主要技能要求，见表 4。

表 4　全科医疗服务主要技能要求

主要技能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

　　　接诊 平均每日≥ 10 人

　　　出诊 平均每周≥ 2 次

　　　健康档案的书写与使用 10

　　　家庭访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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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能名称 最低例数

　　　规范管理高血压 10

　　　规范管理糖尿病 10

　　　规范管理肺结核 2

　　　健康教育 5( 独立健康教育课≥ 2 次 )

　　　管理家庭病床 2

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能（2 个月）

掌握《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主要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1）预防接种门诊

掌握：

①预防接种的对象与流程。

②疑似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监测与处理。

熟悉：疫苗管理与冷链管理。

（2）儿童保健门诊

掌握：

①新生儿访视的内容和技巧；儿童体格检查操作技术（测量身高、体重、

头围、胸围等），并能针对体检结果进行评价和指导。

②婴儿喂养指导和儿童营养咨询技术，辅助食品添加的顺序及原则。

③有关视力及听力筛查、牙防工作流程和口腔问题的健康教育。

④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和其他疫苗预防接种方法、注意事项及不

良反应处理。

⑤儿童系统管理方法。完成新生儿访视及儿童智力发育测量、跟随指导

医师完成儿童预防接种工作。

熟悉：各年龄儿童保健原则、具体措施及小儿保健组织机构。

了解：学校卫生、安全教育、性教育内容。

（3）妇女保健门诊

熟悉：经期卫生及劳动保护；婚前检查及生育指导；孕期饮食、营养、

起居环境、性生活、胎动自我监测和乳房护理；产褥期的产后访视、产褥期

卫生、乳房护理及母乳喂养相关知识；产后抑郁症筛检；孕产妇常见问题的

指导；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预防与诊治、激素替代疗法的适应证；妇科常见疾

病（宫颈癌、乳腺癌）普查的意义和方法。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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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要求

①传染病管理

掌握：法定传染病的报告和处理方法、传播途径及预防原则。

熟悉：常见传染病的检测方法和基层用药原则，传染病病人基层随访管

理方法。

②老年人保健（与全科医疗服务技能培训结合）

掌握：老年人健康综合评估的内容和方法；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熟悉：影响老年人功能减退的因素及其预防措施；运动锻炼的积极作用

与方式；老年家庭安全问题与老年营养的要求；生命质量的概念、内涵、测

定方法。

了解：健康预期寿命的内涵和表达方法；老年人常见负性情绪及其表现

特点；老年人心理问题及处理；老年口腔问题的健康教育；老年人分级护理

的概念及护理需求的评估；临终关怀的概念，镇痛，心理与社会等方面的照

顾原则。

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掌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常见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和常见药物不良反

应的识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转诊指征。

熟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内容，包括随访评估、分

类干预、监护人管理、社区及家庭康复的原则及方法。

④残疾人保健

熟悉：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有关政策，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流程及特点，

社区康复的实施与转介。

了解：残疾人心理特点及其需求、咨询与康复指导。

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程序、防疫原则。

熟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措施、处理原则。

⑥卫生监督协管

熟悉：《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的内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技能要求，见表 5。

表 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技能要求

主要技能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儿童预防接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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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能名称 最低例数

　　　新生儿访视 5

　　　儿童智力发育测查 5

　　　老年人健康综合评估 5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技能

了解：

（1）本地区和本机构卫生服务信息系统的内容及管理程序。

（2）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团队合作的服务模式（尤其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模式），团队建设的意义和方法。

（3）人际沟通技巧，包括与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沟通技巧。

（4）参与社区卫生诊断，建立合理利用社区资源的意识。

第二部分　其他临床科室轮转培训

（一）内科（10 个月）

1. 轮转目的

（1）通过内科培训，系统学习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

识，掌握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等临床技能及心电图检查等必要的

诊疗技术；培养缜密的临床思维；掌握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急危重

症的处理原则及转诊指征，专科治疗后的社区照顾与随访；在上级医师指导

下，培养独立接诊及处理健康问题的能力。

（2）内科学习结束时，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应具有正确评估及处理内科常

见疾病的能力，及时识别急危重症并给予正确的急救与转诊。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发热、头痛、头晕、眩晕、

晕厥、意识障碍、咳嗽、咯血、呼吸困难、胸腔积液、胸痛、心悸、吞咽困难、

腹痛、腹胀、黄疸、呕吐、腹水、腹泻、便秘、呕血与便血、腹部肿块、血尿、

蛋白尿、水肿、贫血、关节痛、淋巴结肿大、消瘦、肥胖。

（2）主要疾病

①心血管系统疾病

a. 高血压

掌握：正常血压值，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分型，高血压的分级及危险分层，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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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与继发性高血压的鉴别诊断，高血压的急、慢性并发症，老年

高血压的临床特点，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高血压急症的治疗原

则，高血压一、二、三级预防原则，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熟悉：高血压诊断及治疗进展。

了解：高血压流行趋势及发病机制。

b. 冠心病

掌握：冠心病的诊断，心绞痛的临床分型、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稳定

期的治疗、急性期的处理及转诊指征，心肌梗死的诊断依据、心电图特征、

与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处理原则与院前急救处理、转诊指征及注意事项，

介入治疗后基层照顾与随访，冠心病一、二、三级预防原则及康复措施。

熟悉：心肌梗死的康复治疗。

了解：缺血性心脏病的临床分型；冠心病介入治疗与外科治疗的方法和适应证。

c. 心力衰竭

掌握：心力衰竭的定义、分型、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心功能分级，

急性心力衰竭的急救与转诊，常用药物的作用机制、适应证、禁忌证，药物过量

的临床表现与处理原则，心力衰竭的预防原则，慢性心力衰竭的基层管理与康复。

熟悉：慢性心力衰竭的病因、诱发因素。

d. 心律失常

掌握：常见心律失常的临床表现、心电图诊断及处理原则，高危心律失

常的识别、急诊处理及转诊、介入治疗后基层照顾与随访。

熟悉：抗心律失常药物的分类、作用特点和临床应用。

了解：常见心律失常的病因、血流动力学改变，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

术的适应证及术后注意事项，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②呼吸系统疾病

a. 上呼吸道感染

掌握：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诊断及处理原则，抗生素合理使用原则。

熟悉：上呼吸道症状的鉴别诊断。

了解：上呼吸道感染常见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b. 支气管哮喘

掌握：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重症哮喘

的诱因及临床表现、急救原则，缓解期基层防治与康复措施。

熟悉：支气管哮喘的病因、流行病学特点。

了解：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峰流速仪和呼吸机的使用。

c. 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掌握：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分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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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与鉴别诊断，急性发作期及慢性迁延期的治疗，三级预防原则与康复措施。

熟悉：肺功能测定方法及结果判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家庭氧疗方法。

了解：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

d. 肺炎

掌握：肺炎的病因、临床表现与诊断，常见肺炎的鉴别和治疗原则，抗

生素合理使用原则。

熟悉：急性并发症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e.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掌握：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分型、常见病因、临床

表现及并发症。

熟悉：睡眠呼吸监测（多导睡眠图）判读，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的防治原则，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机的操作和使用。

了解：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发病机制。

f. 急性肺栓塞

掌握：急性肺栓塞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急诊处理原则。

熟悉：急性肺栓塞的防治原则。

了解：急性肺栓塞的发病机制。

③消化系统疾病

a. 急、慢性胃炎

掌握：急、慢性胃炎的分型及临床表现、鉴别诊断和常用治疗方法。

b. 消化性溃疡

掌握：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药物治疗，并发消化

道大出血的急救处理及转诊措施。

熟悉：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制、并发症及处理，溃疡病的手术治疗指征。

了解：各项辅助检查的临床意义及检查前的准备。

c. 急、慢性腹泻

掌握：急、慢性腹泻的常见病因及鉴别诊断、常规治疗、特殊治疗和预

防原则。

熟悉：感染和非感染性肠道疾病的鉴别诊断，肠道传染病报告程序及消

毒处理措施。

了解：结肠镜检、钡灌肠的适应证及检查前的准备工作。

d. 胃食管反流病

掌握：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熟悉：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机制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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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肝硬化

掌握：肝硬化的病因、肝功能代偿期与失代偿期的临床表现、肝性脑病

的诱因及预防。

熟悉：肝硬化的发病机制、辅助检查的临床意义、治疗要点。

④泌尿系统统疾病

a. 泌尿系统统感染

掌握：急、慢性泌尿系统统感染的诱因、临床表现、鉴别诊断、常规治

疗及预防措施。

b. 肾小球肾病

掌握：急、慢性肾小球肾炎临床特点、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和预防原则。

熟悉：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抗凝剂的应用，急、慢性肾炎并发

症的处理，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损害）的诊断与处理原则。

c. 慢性肾功能不全

掌握：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诊断、治疗原则、预防及早期筛查。

熟悉：非透析疗法，腹膜透析的适应证及实施步骤。

了解：血液透析的适应证。

⑤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

a. 糖尿病

掌握：糖尿病的分型与诊断标准、药物治疗、非药物疗法特别是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低血糖、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渗状态诱发因素、诊断及救治

措施、转诊指征；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熟悉：糖尿病慢性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肾病、神经病变、周围血管病

变及糖尿病足）处理原则及转诊指征。

了解：糖尿病流行趋势及发病机制。

b. 血脂异常和脂蛋白异常血症

掌握：脂蛋白异常血症的分类，血脂异常的各项实验室检查标准，药物

与非药物治疗方法，血脂异常的筛查方法。

熟悉：血脂异常治疗进展。

了解：血脂、脂蛋白、载脂蛋白及其代谢。

c. 痛风

掌握：痛风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防治原则。

了解：痛风的病因、发病机制、分类。

d. 甲状腺功能亢进

掌握：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判读、诊断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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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药物治疗，甲状腺危象的临床表现、紧急处理及转诊原则。

熟悉：甲状腺危象的诱因。

了解：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因学、分类、放射性碘治疗、手术治疗的适

应证、禁忌证及副作用。

e. 甲状腺功能减退

掌握：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

熟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病机制与并发症。

⑥血液系统疾病

a. 贫血

掌握：缺铁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营养不良性贫血的病因、临床表现、

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预防和筛查方法。

熟悉：各类贫血的实验室检查。

b. 出血性疾病

掌握：过敏性紫癜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病因、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

原则。

c. 急、慢性白血病

掌握：急、慢性白血病的临床表现。

熟悉：急、慢性白血病的实验室检查、诊断、药物治疗原则。

⑦风湿免疫性疾病

a. 系统性红斑狼疮

掌握：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

熟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免疫学检查指标、疾病活动度的判定、药物治

疗及预后。

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因、发病机制、诱发因素。

b. 类风湿关节炎

掌握：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

熟悉：类风湿关节炎的实验室和辅助检查、治疗方法及康复原则。

了解：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发病机制。

⑧老年疾病与老年问题

掌握：常见老年疾病与老年问题的诊治（骨质疏松、跌倒、前列腺增生、

痴呆、尿失禁、便秘等），老年人患病的特点，老年人合理用药的原则，老

年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了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老年人药物代谢特点（包括药物在体内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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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代谢和排泄特点、药物耐受性、组织感受性、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药

物与疾病相互作用等），老年人心理与沟通。

⑨各系统常见肿瘤

掌握：各系统常见肿瘤的筛查方法、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

原则及转诊指征。

熟悉：各系统常见肿瘤的实验室和辅助检查、治疗原则、康复及安宁疗法。

了解：各系统常见肿瘤的病因、发病机制。

⑩地方病

熟悉：常见地方病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监

测和防治措施。

内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6。

表 6　内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心血管系统疾病

　①高血压 10

　②冠心病 10

　③心力衰竭 10

　④常见心律失常 10

呼吸系统疾病

　①上呼吸道感染 5

　②支气管哮喘 5

　③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5

　④肺炎 5

　⑤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5

　⑥急性肺栓塞 5

消化系统疾病

　①急、慢性胃炎 5

　②消化性溃疡 5

　③急、慢性腹泻 5

　④胃食管反流病 5

　⑤肝硬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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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 最低例数

泌尿系统统疾病

　①泌尿系统统感染 5

　②肾小球肾病 5

　③慢性肾功能不全 5

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

　①糖尿病 10

　②血脂异常和脂蛋白异常血症 5

　③痛风 5

　④甲状腺功能亢进 (Graves 病 ) 5

　⑤甲状腺功能减退 3

血液系统疾病

　①贫血 5

　②出血性疾病 2

　③急、慢性白血病 5

风湿免疫性疾病

　①系统性红斑狼疮 5

　②类风湿关节炎 3

各系统常见肿瘤 10

（3）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7。

表 7 内科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系统查体和物理诊断 10

　吸痰术 10

　胸部 X 线、肺部 CT 读片 10

　心电图机操作，书写心电图诊断报告 10

　临床常用检验正常值及临床意义 10

熟悉：

　胸腔、腹腔及骨髓穿刺技术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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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输液的操作方法、步骤以及注意事项

　导尿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灌肠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各种注射操作方法、适应证及注意事项
　标本 ( 粪便、尿、痰、血液标本 ) 采集方法、步骤

　肺功能测定方法

了解：

　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测定、超声心动图、颈动脉超声结果判读

　心电图运动试验的适应证、禁忌证及结果判读

　支气管镜的适应证、禁忌证

　CT 检查的适应证、禁忌证

　磁共振检查的适应证、禁忌证

　胃液、十二指肠液分析

　胃镜、结肠镜、消化道 X 线检查的适应证、禁忌证及结果判读

　超声和核医学检查的适应证、禁忌证

　三腔两囊管插管术的适应证、禁忌证、操作方法

　骨髓穿刺的适应证、禁忌证及操作方法 ; 输血的适应证

（二）儿科（2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儿科培训，学习儿科常见疾病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儿科病

史采集和体格检查的特殊性，小儿用药特点、药物剂量的计算方法以及正确

配奶的方法，小儿生长发育指标的正常值和测量方法，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断

和处理原则；了解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和影响因素。儿科轮转结束时，应具备

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处理儿科常见病的能力。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小儿发热、咳嗽、气促、

喘息、呕吐、肥胖、婴儿哭闹、青紫、头痛、小儿高血压、腹痛、肝脾肿大、

腹部肿块、便血、血尿、智力运动发育落后。

（2）小儿生长发育与主要疾病

①小儿生长发育与评估

掌握：体重、身长、头围、前囟、牙齿、体格发育指标正常值及测量、

计算方法。

熟悉：小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尤其是小儿神经、精神发育规律）及其临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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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意义和影响生长发育的因素。

了解：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②新生儿常见疾病

a. 新生儿窒息

掌握：Apgar 评分法，新生儿窒息的复苏以及转诊指征。

熟悉：新生儿窒息的临床表现（青紫窒息、苍白窒息）及诊断。

了解：新生儿窒息的病因、并发症及后遗症。

b. 新生儿肺炎

掌握：新生儿肺炎的预防措施及转诊原则。

熟悉：新生儿肺炎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了解：新生儿肺炎的病因及治疗原则。

c. 新生儿黄疸

掌握：新生儿黄疸的分类诊断及鉴别诊断。

熟悉：新生儿生理性黄疸的发展过程。

了解：新生儿时期胆红素代谢的特点，高胆红素血症、胆红素脑病的临

床表现、危害性及防治方法。

e. 新生儿败血症

熟悉：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与防治原则。

了解：新生儿败血症的病因。

f. 新生儿出血症

了解：新生儿出血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③营养性疾病

a. 营养不良

掌握：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原则与预防措施。

熟悉：营养不良的病因、病理生理。

b. 单纯性肥胖症

掌握：单纯性肥胖症的临床表现、诊断、防治措施。

了解：单纯性肥胖症的定义、病因及病理生理。

c. 小儿贫血

掌握：小儿贫血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及预防原则。

熟悉：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及营养性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病因、发病机制

及临床表现。

了解：小儿铁代谢及小儿叶酸、维生素 B12 代谢的特点。

d. 佝偻病及婴儿手足搐搦症

掌握：佝偻病及婴儿手足搐搦症的临床表现、各期的诊断、治疗及预防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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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佝偻病及婴儿手足搐搦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了解：维生素 D 主要生理功能，维生素 D 过量或中毒的临床表现、防治

措施。

④各系统疾病

a. 呼吸道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哮喘、喉炎、肺炎）

掌握：呼吸道疾病的诊断、处理原则及转诊指征。

熟悉：呼吸道疾病的临床特点。

b. 小儿腹泻

掌握：小儿腹泻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及治疗原则（包括液体治疗）。

熟悉：小儿腹泻的病因、发病机制及鉴别诊断。

c. 小儿腹痛

掌握：小儿腹痛的病因、检查方法、鉴别诊断、处理原则及转诊指征。

d. 小儿惊厥、癫痫

掌握：高热惊厥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急救措施和预防原则；癫痫的治疗

原则，常用抗癫痫药的使用方法。

熟悉：高热惊厥的临床表现；各型癫痫的诊断要点。

了解：高热惊厥的病因、发病机制；癫痫的病因、临床分型及各型特点，

癫痫持续状态的定义、危害性及治疗原则。

e. 急性肾炎及肾病综合征

掌握：急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的诊断要点和转诊指征。

熟悉：急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了解：急性肾炎重症病例（高血压脑病及急性肾衰竭）、慢性肾炎急性

发作及泌尿系统统感染的诊断要点与鉴别。

f. 先天性心脏病

熟悉：各年龄段心界、心率和血压正常值，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分类及

特点。

了解：小儿循环系统解剖生理特点，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

管未闭、法洛四联征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及转诊原则。

g. 病毒性心肌炎

掌握：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及转诊原则。

熟悉：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及预防原则。

h. 小儿糖尿病

掌握：小儿糖尿病的诊断、治疗原则与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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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小儿糖尿病发病特点及实验室检查，酮症酸中毒早期发现和紧急

处理。

i. 小儿急性白血病

掌握：小儿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表现及转诊指征。

熟悉：小儿急性白血病的诊断方法及治疗原则。

⑤小儿常见急性传染病（包括脊髓灰质炎、麻疹、水痘、风疹、流行性

腮腺炎、猩红热、手足口病等）

掌握：小儿常见急性传染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要点。

熟悉：鉴别诊断、防治原则及常见并发症。

了解：小儿常见急性传染病病因、流行病学特点、监测与报告及随诊要求。

儿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8。

表 8　儿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新生儿常见疾病

　①新生儿窒息 2

　②新生儿肺炎 2

　③新生儿黄疸 2

营养性疾病

　①营养不良 2

　②单纯性肥胖症 2

　③小儿贫血 2

　④佝偻病及婴儿手足搐搦症 2

各系统疾病

　①呼吸道疾病 5

　②小儿腹泻 5

　③小儿腹痛 5

　④小儿惊厥、癫痫 2

　⑤急性肾炎及肾病综合征 2

　⑥病毒性心肌炎 2

　⑦小儿糖尿病 2

　⑧小儿急性白血病 2

小儿常见急性传染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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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9。

表 9　儿科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小儿生长发育与评估 10

　小儿查体方法 5

　婴儿配奶方法 5

　小儿用药特点、药物剂量计算方法 5

了解：
　小儿股静脉穿刺、头皮静脉穿刺、肌肉注射、

　皮下皮内注射、儿童心肺复苏等

（三）神经内科（2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神经内科培训，系统学习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掌握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等临床技能；了解 CT、MRI 等必要的诊

疗技术；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掌握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处理。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意识障碍、认知障碍、

构音障碍、眼球运动障碍、面肌瘫痪、听觉障碍、眩晕、头痛、晕厥、癫痫发作、

感觉障碍、瘫痪、肌肉萎缩、步态异常、不自主运动、共济失调、尿便障碍。

（2）主要疾病

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掌握：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院前处理及转诊指征。

熟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治疗进展、血管介入治疗。

了解：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②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

掌握：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院前

处理及转诊指征，缓解期的治疗，针对可干预危险因素的处理原则，康复指征。

熟悉：急性期的处理原则。

了解：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的病因、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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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脑栓塞

掌握：脑栓塞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院前处理及转诊指征，

缓解期的治疗，针对可干预危险因素的处理原则，康复指征。

熟悉：脑栓塞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④腔隙性脑梗死

掌握：腔隙性脑梗死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腔隙性脑梗死的常见综合征。

了解：腔隙性脑梗死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⑤脑出血

掌握：脑出血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院前处理及转诊指征，

针对可干预危险因素的处理原则，康复指征。

熟悉：脑出血的病因。

了解：脑出血的发病机制、病理机制。

⑥蛛网膜下腔出血

掌握：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院前处理

及转诊指征，治疗原则，康复指征。

熟悉：急性期的处理。

了解：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机制。

⑦高血压脑病

掌握：高血压脑病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院前处理及转

诊指征，治疗原则和处理方法，恢复期的预防，康复指征。

了解：高血压脑病的病因。

⑧其他疾病：如血管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面神经麻痹、

偏头痛、脑肿瘤、脑膜炎等。

熟悉：上述疾病的诊断要点、治疗方法及康复措施。

了解：上述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

神经内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10。

表 10　神经内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5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 5

腔隙性脑梗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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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 最低例数

脑出血 5

脑栓塞 2

蛛网膜下腔出血 2

高血压脑病 2

（3）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11。

表 11　神经内科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体格检查 5

头颅 CT 阅片 5

了解：

头颅 MRI 阅片腰椎穿刺

椎穿刺

（四）急诊科（2 个月）

1. 轮转目的

（1）通过急诊科培训，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诊治急诊患者，学习常见急症

的诊断方法与抢救治疗，掌握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等临床技能及心电图检查

等必要的诊疗技术；掌握心肺复苏术、电除颤术、洗胃、包扎、患者搬运等

急救技能；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掌握基层常见急症的诊断、处理与转诊。

（2）急诊科学习结束时，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能独立承担院前急救任务，

具有正确评估及处理基层常见急症的能力，及时识别急危重症患者并能给予

正确的急救与处理，同时能精准转诊。

2. 基本要求

（1）基本理论

掌握：突发急症主要判断方法及紧急处理原则；常用急救药物的作用、

副作用及使用方法；生命体征的观察方法、记录及临床意义；院前急救流程。

熟悉：高级心肺复苏术的步骤和条件；心肺复苏的终止指征。

了解：现代急诊医学主要内容；现代急诊医疗体系基本组织形式；灾难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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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重大交通事故、地震、水灾、火灾等重大抢救处理及防疫原则。

（2）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头痛、晕厥、意识障碍、

胸痛、咯血、呼吸困难、腹痛、呕血与便血、腰痛、血尿、惊厥。

（3）主要疾病

①心脏骤停

掌握：心脏骤停的快速判定、初级心肺复苏（BLS）、电除颤与简易呼

吸器的使用。

熟悉：心脏骤停的高级心肺脑复苏。

了解：心脏骤停的定义、病因、病理生理。

②急性气道梗阻

掌握：急性气道梗阻的判断与处理方法。

熟悉：急性气道梗阻的常见原因。

了解：环甲膜穿刺术的指征。

③急性呼吸衰竭

掌握：急性呼吸衰竭的临床表现、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

熟悉：急性呼吸衰竭常见病因。

了解：呼吸机的使用指征及基本原理。

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熟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了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常见病因与影像学特点。

⑤自发性气胸

掌握：自发性气胸的临床表现、体征及影像学特点。

熟悉：自发性气胸的病因及处理方法。

了解：自发性气胸的发病机制。

⑥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

掌握：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表现、心电图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

急救及转送方法。

熟悉：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临床意义。

了解：冠心病的溶栓治疗，冠心病介入治疗与外科手术治疗的方法和适

应证。

⑦休克

掌握：过敏性休克、低血容量性休克和感染性休克基层急救技术处理及

转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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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休克的临床表现、诊断和防治。

了解：休克的病因、病理生理变化。

⑧上消化道出血

掌握：上消化道出血的诊断、救治及转送方式。

熟悉：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病因、失血量估计、是否继续出血的判断方法。

了解：上消化道出血的内镜治疗与外科手术原则。

⑨急腹症

掌握：急腹症的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

熟悉：急腹症的诊断方法和转诊指征。

⑩急性肾衰竭

熟悉：急性肾衰竭的常见病因、诊断要点及血液透析的指征。

了解：急性肾衰竭的病因、发病机制及分类、早期治疗和进一步治疗的

原则。

k 中毒与意外伤害

a. 常见中毒

掌握：常见中毒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急救处理及转送原则。

了解：毒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及中毒机制。

b. 中暑

掌握：中暑的紧急处理方法。

了解：中暑的病理生理及临床分类。

c. 淹溺

掌握：淹溺的现场急救方法。

了解：淹溺的病理生理。

d. 动物咬、蜇伤

掌握：动物咬、蜇伤的紧急处理方法。

熟悉：动物咬、蜇伤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了解：主要毒理作用机制及预后。

l 癫痫持续状态

熟悉：癫痫持续状态的分类及临床表现、紧急救治及搬运方法。

了解：癫痫持续状态的病因。

m 创伤

掌握：多发创伤现场急救及转送原则；颅脑外伤诊断程序、现场急救原

则及转送指征；气胸、肺挫伤、肋骨骨折的诊断、现场急救及转送指征；骨

折急救方法以及颈椎外伤、脊椎外伤、合并截瘫、四肢骨折患者的搬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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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伤口紧急处理方法及断指保存方法；烧伤现场急救原则及转送指征。

熟悉：多发性创伤诊断程序；骨折伤情判断程序。

了解：颅脑外伤分类；胸部外伤分类；骨折分类；手外伤诊断要点；烧

伤进一步治疗原则。

n 其他相关理论与知识

掌握：呼叫“120”急救电话要点；使用救护车转运患者指征和转运前

准备。急诊医学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12。

表 12　急诊医学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心脏骤停 5

　休克 5

　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 5

　自发性气胸 2

　急性呼吸衰竭 2

　急性气道梗阻 2

　上消化道出血 2

　急腹症 5

　创伤 5

　中毒与意外伤害 5

（4）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13。

表 13　急诊医学科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初级心肺复苏技术、电除颤术、简易呼吸器的使用 5

　洗胃术准备工作及操作方法 5

　创伤的包扎止血固定 5

　伤口的清创、缝合 5

　小夹板及石膏固定 5

了解：

　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术、环甲膜穿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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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科（2 个月）

1. 轮转目的

（1）通过外科培训，学习外科（主要为普通外科、骨科及泌尿外科）常

见疾病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等临床技能及清创

缝合、引流、换药、拆线等必要的诊疗技能；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掌握外

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处理原则。

（2）外科学习结束时，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应具有正确评估及处理外科常见

疾病的能力，掌握危重症患者的识别及转诊指征，并能给予正确的急救与处理。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体表肿物、颈部肿物、

乳腺肿物、腹部肿块、腹痛、呕血与便血、腰腿痛和颈肩痛。

（2）主要疾病

①外科感染

掌握：常见软组织感染的病因、临床表现、防治原则，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熟悉：常见软组织感染的概念和转归，败血症、脓血症、破伤风、局部

化脓感染的临床表现、防治原则和转诊指征。

了解：气性坏疽的临床表现和转诊原则。

②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

熟悉：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的临床表现、防治原则和转诊指征。

了解：体液平衡及渗透压调节、酸碱平衡的维持。

③颈部疾病

掌握：甲状腺肿物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颈部肿块的鉴别诊断。

④乳房疾病

掌握：乳房检查方法；急性乳腺炎的诊断、预防和治疗；乳房脓肿的切

开引流、注意事项和并发症；乳腺增生的分型、临床表现和鉴别诊断。

熟悉：乳房肿块、乳腺增生、乳头溢液的诊断；乳腺癌的临床表现、诊

断方法和防治原则。

⑤腹部疾病

a. 腹外疝

掌握：腹外疝的诊断、鉴别诊断要点、治疗原则及转诊指征。

了解：腹外疝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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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阑尾炎

掌握：急、慢性阑尾炎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转诊指征。

熟悉：特殊类型阑尾炎的临床特点。

了解：手术治疗的方法和并发症。

c. 肠梗阻

掌握：单纯性与绞窄性肠梗阻的临床特点、治疗原则与转诊指征。

熟悉：急性肠梗阻的病因、临床分型和治疗原则。

d. 溃疡病穿孔

掌握：溃疡病穿孔的临床表现、诊断与转诊前救治原则。

了解：溃疡病穿孔的外科手术方法和并发症。

e. 胆囊炎、胆石症

掌握：急性胆囊炎、急性化脓性胆管炎、胆石症、胆道蛔虫症的临床表现、

诊断，有关外科黄疸型疾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原则。

熟悉：胆囊炎、胆石症超声检查的诊断依据。

了解：T 型管放置、护理、造影及拔管适应证；经皮肝穿刺胆管造影

（PTC）、经皮肝穿刺置管引流（PTCD）、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RCP）

的适应证。

f. 胰腺疾病

掌握：急、慢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判读、诊断治疗原

则及转诊指征。

熟悉：急、慢性胰腺炎的病理；胰腺癌和壶腹部癌的临床表现和诊断

方法。

了解：慢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

g. 胃癌、结直肠癌与肝癌

掌握：胃癌、结直肠癌与肝癌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预防原则。

熟悉：胃癌、结直肠癌与肝癌的处理原则和手术适应证。

⑥肛门直肠疾病

掌握：肛裂、肛瘘、痔的临床表现与防治原则。

⑦周围血管疾病

掌握：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表现、特殊检查、防治措施、手术的适应证。

了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深部静脉炎、囊状淋巴瘤的诊断要点和

治疗原则。

⑧泌尿系统结石与前列腺疾病

掌握：急性尿潴留的病因、治疗原则；泌尿系统结石和前列腺炎的临床

诊断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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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泌尿系统结石的病理；前列腺增生症、前列腺癌的诊断要点、治

疗原则和预防。

⑨腰腿痛和颈肩痛

掌握：腰腿痛和颈肩痛的临床特点、诊断、治疗和康复原则；疼痛封闭

治疗的适应证、方法和注意事项。

了解：腰腿痛和颈肩痛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各关节穿刺部位和方法。

⑩骨关节病与骨肿瘤

熟悉：急、慢性血源性骨髓炎的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退行性骨关节病

的诊断与治疗。

了解：骨结核的好发部位、病理变化特点、诊断与治疗；良性与恶性骨

肿瘤的临床特点、治疗、康复原则。

k 其他相关理论与知识

掌握：外科常用的消毒剂、消毒方法及注意事项，无菌操作原则。

熟悉：清创原则与方法。

了解：灭菌的常用方法及灭菌后物品的使用期限。

外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14。

表 14　外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外科感染 5

颈部疾病 5

乳房疾病 5

腹部疾病

　①腹外疝 5

　②阑尾炎 5

　③肠梗阻 3

　④溃疡病穿孔 3

　⑤胆囊炎、胆石症 3

　⑥胰腺疾病 3

　⑦胃癌、结直肠癌与肝癌 3

肛门直肠疾病 3

周围血管疾病 3

泌尿系统结石与前列腺疾病 3

腰腿痛和颈肩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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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15。

表 15　外科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外科疾病的查体和物理诊断 5

　无菌操作 5

　各种伤口换药与拆线 5

　体表肿物切除 3

　浅表脓肿的切开引流 3

　疼痛封闭治疗 3

　肛门指诊操作

了解：

　关节穿刺方法

　肛门镜的使用方法

（六）妇产科（1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妇产科培训，熟悉门诊常见妇科疾病的处理流程；掌握围生期保健

的主要内容和相应的处理原则；对常见妇产科问题做出正确的诊断和评估，

恰当转诊。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白带异常、阴道异常

出血、急性腹痛、慢性腹痛、盆腔肿物、腹胀。

（2）主要疾病

①常见宫颈和阴道炎症

熟悉：各种阴道炎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学习阴道分泌物悬滴检查

方法和宫颈细胞学筛查的方法和结果判读。

②阴道异常出血

了解：导致阴道异常出血的常见疾病及其特征；β-HCG 指标的临床意义、

妇科 B 超检查的临床应用、宫颈癌普查的宫颈涂片方法及病理结果的判读等。

③子宫肌瘤、卵巢囊肿

熟悉：子宫良性肿瘤的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包括适时转诊的指征。

了解：妇科窥阴器的使用方法和双合诊技术、妇科 B 超检查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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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导致急性腹痛的疾病

熟悉：异位妊娠、急性盆腔炎、卵巢囊肿蒂扭转的临床表现、常用辅助

检查方法、适时转诊的指征。

妇产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16。

表 16　妇产科学习病种要求

病种 病种

　　常见宫颈和阴道炎症 　　异位妊娠

　　阴道异常出血 　　急性盆腔炎

　　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蒂扭转

　　卵巢囊肿 　　其他疾病

（3）基本技能要求

①围生期保健

掌握：妊娠早、中、晚期诊断及早孕 HCG 试纸的使用方法；孕期保健的

检查内容和意义；临产表现及护理；产后保健内容等。

熟悉：高危妊娠的识别、诊断及转诊适应证；异常产褥的诊断、处理原

则和转诊指征；产后抑郁症的诊断处理原则。

②更年期保健

掌握：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及诊断；常见健康问题及预防。

熟悉：更年期骨质疏松症的预防与治疗。

③生育指导

掌握：各种避孕方法的适应证和禁忌证，避孕失败后补救措施的适应证

和禁忌证；优生优育的指导及内容。

熟悉：人工流产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处理原则；药物流产常见的并发症

及转诊指征。

妇产科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17。

表 17　妇产科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围生期保健 5

　更年期保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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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生育指导 5

熟悉：

　孕期四步触诊检查法

　骨盆外测量

了解：

　妇科检查双合诊技术

　窥阴器的使用方法

　子宫颈涂片技术

　阴道分泌物悬滴检查

（七）皮肤科（1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皮肤科培训，学习皮肤科常见疾病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病

史采集、体格检查等临床技能；掌握皮肤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处理原则；了

解皮肤科常用的诊疗技术；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斑疹、丘疹、风团、水疱、

脓疱、浸渍、糜烂、溃疡。

（2）主要疾病

①湿疹

掌握：湿疹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重症湿疹的处理原则。

了解：湿疹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②接触性皮炎

掌握：接触性皮炎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重症接触性皮炎的处理原则。

了解：接触性皮炎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③药疹

掌握：药疹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预防方法。

熟悉：重症药疹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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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药疹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④荨麻疹

掌握：急、慢性荨麻疹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重症荨麻疹的急救处理。

熟悉：特殊类型荨麻疹的临床表现与治疗原则。

了解：荨麻疹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⑤日光性皮炎

掌握：日光性皮炎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了解：日光性皮炎的病因、发病机制。

⑥银屑病

熟悉：寻常性银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原则。

了解：银屑病的病因及诱发因素；特殊类型银屑病表现。

⑦皮肤真菌感染、癣

掌握：手足癣及体股癣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头癣、甲癣及花斑癣的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

了解：浅部真菌病的常见病原菌及检查方法。

⑧单纯疱疹和带状疱疹

掌握：单纯疱疹和带状疱疹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⑨疣：

掌握：各种疣（寻常疣、扁平疣、传染性软疣）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原则。

⑩性传播疾病

掌握：梅毒、淋病、尖锐湿疣的病因及传播途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

疗原则。

熟悉：性传播性疾病概念及目前我国性传播性疾病的概况；其他性传播

性疾病如非淋菌性尿道炎、生殖器疱疹等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则。

k 痤疮

掌握：寻常性痤疮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

了解：痤疮的病因、发病机制。

皮肤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18。

表 18　皮肤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湿疹 5

接触性皮炎 5

药疹 5

荨麻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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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 最低例数

皮肤真菌感染、癣 5

单纯疱疹和带状疱疹 5

痤疮 5

性传播疾病 5

疣 5

日光性皮炎 3

银屑病 3

（3）基本技能要求

了解：皮肤活检方法，冷冻、激光的治疗适应证。

（八）五官科（眼科、耳鼻喉科）（1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五官科（眼科、耳鼻喉科）培训，学习眼科、耳鼻喉科常见疾病的

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等临床技能；掌握眼科、耳

鼻喉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处理原则；了解眼科、耳鼻喉科常用的诊疗技术；

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视功能障碍（视力障碍、

夜盲、视野缺损、视疲劳）、眼分泌物、眼球疼痛、流泪、眼球充血、白瞳征、

视网膜出血、眼睑痉挛、鼻阻塞、鼻音、鼻漏、鼻出血、嗅觉障碍、鼻源性头痛、

咽痛、咽感觉异常、声音异常、吞咽困难、饮食反流、耳痛、耳流脓、眩晕、

耳鸣、耳聋。

（2）主要疾病

①睑腺炎（麦粒肿）

掌握：睑腺炎（麦粒肿）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睑腺炎（麦粒肿）的局部治疗方法。

②睑板腺囊肿（霰粒肿）

掌握：睑板腺囊肿（霰粒肿）的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睑板腺囊肿（霰粒肿）的局部治疗方法。

③结膜炎

掌握：结膜炎的分类、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结膜炎的病因、治疗用药。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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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白内障

掌握：白内障的分型、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老年性白内障的分型、分期。糖尿病性白内障的临床特点及手术

适应证。

⑤青光眼

掌握：青光眼的分型、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青光眼的分期、治疗用药。

⑥鼻外伤及耳鼻喉异物

掌握：鼻外伤及耳鼻喉异物的临床表现、紧急处理原则。

了解：鼻外伤及耳鼻喉异物的进一步处理方法。

⑦鼻出血

掌握：鼻出血的紧急处理原则。

熟悉：鼻出血的常见病因。

了解：鼻出血的进一步处理方法。

⑧鼻炎、鼻窦炎

掌握：鼻炎、鼻窦炎的临床表现、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

熟悉：鼻炎、鼻窦炎的特异性治疗方法。

⑨扁桃体炎

掌握：急、慢性扁桃体炎及并发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扁桃体炎的局部治疗方法。

⑩突发性耳聋

掌握：突发性耳聋的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突发性耳聋的病因、诱发因素。

k 中耳炎
掌握：中耳炎常见类型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

熟悉：中耳炎局部治疗方法。

l 腺样体肥大、耳鼻喉常见肿瘤

熟悉：上述疾病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眼科、耳鼻喉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19。

表 19　眼科、耳鼻喉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睑腺炎 ( 麦粒肿 ) 3

　睑板腺囊肿 ( 霰粒肿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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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 最低例数

　结膜炎 3

　白内障 3

　青光眼 3

　鼻外伤及耳鼻喉异物 3

　鼻出血 3

　鼻炎、鼻窦炎 3

　扁桃体炎 3

　突发性耳聋 3

　中耳炎 3

（３）基本技能要求：见表 20。

表 20　眼科、耳鼻喉科学习基本技能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掌握：

　外眼一般检查 3

　视力检查 3

　眼底镜的使用及正常眼底的识别 3

　结膜异物处理方法 3

　眼冲洗治疗 3

　外鼻、鼻腔、鼻窦、外耳、鼓膜及咽喉的检查方法 3

　鼻镜、耳镜的使用方法 3

了解：

　眼压测定

　音叉检查方法、语言测听法

　间接喉镜的使用方法

　纤维鼻咽镜、鼻内窥镜使用方法

　外耳道疖切开术、鼻腔异物、咽异物取出术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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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传染科（1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传染科培训，学习传染科常见疾病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病史

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等临床技能；能够对常见传染科问题做出正确的

诊断、评估和转诊；掌握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原则和方法、法定传染病的报告

程序和随访管理。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发热、头痛、乏力、

发疹、腹泻、黄疸、出血（皮肤瘀点和瘀斑、鼻出血、咯血、呕血、黑便、

血尿等）。

（2）主要疾病

①细菌性痢疾及其他感染性腹泻

掌握：细菌性痢疾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与方

法、转诊指征及预防措施。

熟悉：细菌性痢疾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的病因、流行病学特点和发病机制。

②病毒性肝炎

掌握：病毒性肝炎的诊断及鉴别诊断、预防原则，肝功能及各种实验室

检查的临床意义。

熟悉：病毒性肝炎的分型、病原学、传染途径，各型临床表现、治疗原则。

③结核病

掌握：结核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常用药物的不良反应及处

理方法。

熟悉：预防控制结核病的基本原则、疫情报告与转诊，结核病患者的督

导治疗管理。

了解：结核病病因、发病机制和流行趋势。

④艾滋病

掌握：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原则和治疗方法。

熟悉：艾滋病的咨询检测方法、随访管理。

了解：艾滋病的流行趋势。

⑤其他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包括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出血热、霍乱、

麻风病、常见寄生虫病等。

熟悉：上述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转诊指征、预防与治疗原则。

了解：上述疾病的病因、流行病学特点及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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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21。

表 21　传染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细菌性痢疾及其他感染性腹泻 5

　病毒性肝炎 5

　结核病 5

　艾滋病 3

　注：在高发病地区根据发病率掌握一定的病例数。非高发地区可通过讲座等
形式学习。

（3）基本技能要求

熟悉：常规消毒、隔离、自我防护方法，传染病基层管理方法。

（十）精神科（1 个月）

1. 轮转目的

通过精神科培训，学习精神科常见疾病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病史
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等临床技能；能够对常见精神科问题做出正确的
诊断、评估和转诊；掌握常见精神问题的预防原则和方法以及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健康管理。

2. 基本要求

（1）症状学

掌握以下常见症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原则：感觉障碍、知觉障

碍（错觉、幻觉）、思维形式障碍、思维内容障碍（妄想、强迫观念）、

注意障碍、记忆障碍、智能障碍、情感障碍（抑郁、焦虑）、意志行为障碍、

意识障碍。

（2）主要疾病

掌握：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的常见临床表现、检查方法、治

疗原则和基本治疗药物，常见药物不良反应的识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转

诊指征。

熟悉：焦虑症、抑郁症的诊断与处理；常见身心疾患的识别与处理；常

见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基层常见心理问题及睡眠

障碍的问诊技术及处理原则；接诊精神疾病时的注意事项。

了解：酒与药物依赖的识别、处理原则和转诊指征。

精神科轮转期间学习病种及其例数要求，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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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精神科学习病种和例数要求

病种 最低例数

精神分裂症 5

焦虑症 5

抑郁症 5

（3）基本技能要求

熟悉：常用筛检量表，如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

等的使用指征与结果判读。

（十一）选修科室（3 个月）

根据参加规范化培训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实际需求和当地疾病谱发病情

况，如乙肝、丙肝、儿童肿瘤、血液病等，选修临床基地全科医学科、相关

临床科室、医学影像科、检验科、药剂科等科室或基层实践基地相关科室培训。

总时间为 3 个月，具体可由各培训基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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