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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

总　则

根据«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为加强和规范住院医师培训工作,制订本标准.

一、培训目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标是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
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诊疗工

作的临床医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

热爱祖国,热爱医学事业,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弘扬人道主义的职业精

神,恪守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和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遵守医学伦理道德,尊重生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进审慎、
廉洁公正.

(二)专业能力

掌握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了

解和运用循证医学的基本方法,具有疾病预防的观念和整体临床思维能力、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和提升的能力.
(三)人际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

能够运用语言和非语言方式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善于协调和利用卫生系统的资源,提供合理的健康指导和医疗

保健服务.
(四)教学与科研

能够参与见习/实习医生和低年资住院医师的临床带教工作,具备基本的临

床研究和论文撰写能力,能够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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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内容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培育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依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内容与标准分专业实施.培训内容包括医德医风、政策法规、临床实践能力、专业

理论知识、人际沟通交流等,重点提高临床规范诊疗能力,适当兼顾临床教学和科

研素养.
(一)专业理论

专业理论学习应以临床实际需求为导向,内容主要包括公共理论和临床专业

理论.

１ 公共理论

包括医德医风、政策法规、相关人文知识等,重点学习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和标准,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重点和区域性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急处理以及预防医学、社区卫生、循证医学和临床教学、临床科研的有关

基础知识.

２ 临床专业理论

主要学习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应融会贯通于

临床实践培训的全过程.
(二)临床实践

住院医师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学习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

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处理方法和临床路径,危重病症的识

别与紧急处理技能,基本药物和常用药物的合理使用.达到各专业培训标准细则

的要求.
掌握临床通科常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临床合理用血原则、心肺复苏技

术、突发性疾病院前急救、姑息医疗、重点和区域性传染病的防治知识与正确处理

流程.在培训第一年能够达到医师资格考试对临床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熟练并规范书写临床病历,在轮转每个必选科室时至少手写完成２份系统病

历.

三、培训年限与方式

(一)培训年限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一般为３年(在校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际培训时

间应不少于３３个月).
已具有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和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医师参加

培训,由培训基地及专业基地依据本培训标准,结合其临床经历和实践能力,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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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培训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完成培训任务或考核不

合格者,培训时间可顺延.顺延时间最长为３年.
(二)培训方式

培训对象在认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完成培训任务.
培训基地负责住院医师的专业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培训,主要采取在本专业

和相关专业科室轮转的方式进行.
公共理论主要采取集中面授、远程教学和有计划的自学等方式进行,可分散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完成.

四、其他

(一)各专业按照相应专业培训细则实施.
(二)各省(区、市)可根据本地区疾病谱适当调整相关专业培训内容,原则上

不得低于相应专业培训细则的要求.
(三)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另行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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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细则(试行)

眼科培训细则

眼科学是研究视觉器官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诊断、治疗和预防的一门医学

科学,目前主要包括眼底病、青光眼、葡萄膜炎、眼肌病、角膜病、眼视光、眼眶病等

亚专业.

一、培训目标

能够掌握正确的临床工作方法,准确采集病史、规范体格检查、正确书写病

历,掌握大多数眼病的发病机制,独立诊治眼科常见病、多发病;准确、熟练地进行

眼部检查操作、比较准确和熟练地掌握眼科基本手术操作;基本掌握眼科显微手

术操作;能独立完成常见的外眼和内眼手术;正确地完成眼部特殊检查操作,如视

力检查、眼压测量、视野检查、眼部超声波扫描、超声活体显微镜检查、相干光断层

扫描、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和眼电生理检查等,并能正确出具诊断报告.培训结

束时,住院医师能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际沟通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眼科临

床工作的能力.

二、培训方法

采取在眼科各专业及其他相关科室轮转的形式进行.通过管理病人、参加

门、急诊工作和各种教学活动,完成规定的病种和基本技能操作数量,学习眼科的

专业理论知识;认真填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记手册»;规范书写病历;低年资

住院医师参与见习/实习医生的眼科临床教学工作,高年资医师指导低年资医师.
眼科内容的学习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年为感知期.初步了解眼科学及常见的眼部疾病,为进一步系统学习打

好基础.主要完成相关科室的轮转.参加培训基地的门诊活动,其中应有一定的

时间(如每周１５~２５天)跟随高年资医师参加眼科普通门诊的工作.５个月后,
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参加眼科急诊值班,并轮转以下眼科各部门:门诊部、门诊治疗

室、眼科急诊室、辅助检查室(视野检查、超声扫描、超声活体显微镜检查、荧光素

眼底血管造影、相干光断层扫描和眼电生理检查),以及参加眼科显微手术实验室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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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年为系统培养期.全面系统地掌握眼科学知识和技能,着重将知

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每年参加病房工作至少６个月,管理病床位数不

少于５张.轮转以下眼科各部门:白内障、角膜组、眼肌组、青光眼组、眼底病组、
眼外伤、眼整形、眼眶病与眼肿瘤、参加门诊和病房的手术.

３年中到基层实践基地参加防盲工作２个月,了解基层眼病发生情况,参与基

层扫盲工作.机动１个月.
相关科室主要轮转与眼科疾病密切相关的全身性疾病的科室,如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急诊科.每个科室１个月,共３个月,具体安排根据各培训基地的情况

而定,原则上在第１年完成.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一)第１年感知期(１０个月)

１ 相关科室轮转(共３个月,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急诊科各１个月)
(１)轮转目的

针对性地强化与眼科密切相关科室的轮转,加强住院医师对眼与全身性疾病

密切相关的认识,使住院医师能够从眼部的特征判断全身疾病的可能性,以减少

全身疾病的漏诊.

①学习相关神经眼科学知识,认识与眼科相关的神经系统病变;学习神经科

检查方法,初步掌握相关的影像学诊断.

②了解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身及眼部并发症的诊断标准、并发症及处理原

则.

③掌握常见急症的诊断与抢救方法,培养急症抢救思路.
(２)基本要求

相关科室的学习内容只要求疾病种类,不做例数要求.

①神经内科主要疾病:颅内占位病变、脱髓鞘病、球后视神经炎、三叉神经病

变、面神经病变、原发性遗传性视神经萎缩.

②内分泌科主要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③急诊科基本内容:心电图检查及诊断、心肺复苏步骤、创伤包扎固定及搬运

技能、急腹症临床表现与处理原则、颅脑损伤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２ 眼科各亚专业轮转(共７个月)
(１)目的

掌握:眼的解剖、生理知识.
熟悉:眼科常见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
了解:眼科常用检查的操作方法和临床意义,以及眼科门诊小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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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本要求

①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　种 最低例数 　　病　种 最低例数

睑板腺囊肿 １０ 睑腺炎 １０
睑缘炎 ５ 睑内翻 ５
睑外翻 ５ 上睑下垂 ５
泪道阻塞性疾病 １０ 细菌性结膜炎 １０
沙眼 １０ 病毒性结膜炎 １０
翼状胬肉 １０ 细菌性角膜炎 １０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２０ 并发性白内障 ５
急性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 １０ 虹膜睫状体炎 １０
屈光不正 ２０ 共同性斜视 １０
弱视 １０ 眼球表面异物 １０
眼球钝挫伤 ５ 电光性眼炎 ５

②临床基本技能要求.
掌握:远、近视力检查、眼压测量的方法;裂隙灯活体显微镜、直接检眼镜的使

用方法;验光、斜视和复视检查方法;手术显微镜的使用和维护方法;眼科手术室

的工作程序;通过动物眼的训练和模拟手术训练,掌握眼科显微手术基本技术并

通过考核.

③独立完成以下操作.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电解倒睫 ５ 泪道冲洗 １０
结膜下注射 １０ 结、角膜浅层异物取出 １０
睑结膜结石的去除 ５ 睑腺炎切开引流 ５
眼睑伤口的清创缝合 ３ 患眼包扎和术后换药 １０

④应掌握的手术种类及要求完成或参加的例数如下.

手术名称 完成最低例数 参加最低例数

睑板腺囊肿切除术 １０ １５
眼睑外伤缝合术 ３ ５
眼睑小肿物切除术 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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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较高要求:在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还应学习以下疾病和技能.

①病种及例数要求如下.

　　病　种 最低例数 　　病　种 最低例数

干眼病 １０ 过敏性结膜炎 ５
病毒性角膜炎 ５ 真菌性角膜炎 ５
角膜先天异常 ５ 表层巩膜炎 ５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５ 视神经炎 ５

②临床知识、技能要求:初步掌握前置镜、间接检眼镜检查方法.

③外语、教学、科研等能力的要求:掌握眼科常用英文词汇,能阅读国内外眼

科学文献.可以协助开展眼科临床研究,参与教学科研活动.
(二)第２－３年系统培养期(共２０个月,在眼科各亚专业轮转)

１ 轮转目的

掌握:眼的解剖、组织胚胎和生理生化知识;眼科常见病及部分疑难病的临床

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眼科常用药物的作用机制、用法和副作用;眼
科急诊(如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眼化学伤和穿通伤)的处置;眼科基本手术技能和

常用手术;全身疾病的眼部表现.

２ 基本要求

(１)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　种 最低例数 　　　病　种 最低例数

眼睑肿瘤 ５ 泡性角结膜炎 ５
角膜基质炎 ５ 神经麻痹性角膜炎 ３
先天性白内障 ５ 外伤性白内障 ５
并发性白内障 ５ 晶状体脱位 ５
玻璃体混浊 ２０ 继发性青光眼 １０
先天性青光眼 ５ 葡萄膜先天性异常 ３
视网膜动脉阻塞 ５ 视网膜静脉阻塞 １０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１５ 高血压视网膜病变 １０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１０ 近视性黄斑变性 ５
黄斑囊样水肿 ５ 黄斑裂孔 ５
黄斑部视网膜前膜 ５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１０
渗出性视网膜脱离 ５ 牵拉性视网膜脱离 ５
球后视神经炎 ５ 视盘水肿 ５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５ 外伤性视神经病变 ３
屈光参差 ５ 低视力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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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病　种 最低例数 　　　病　种 最低例数

非共同性斜视 ５ 眶蜂窝织炎 ２
眼球破裂伤 ２ 眼球穿通伤 ２
眼球内异物 ２ 眼眶肿瘤 ２
甲状腺相关眼病 ２ 眼化学伤 ２
物理性眼外伤 ５

(２)临床基本技能要求:熟练掌握以下检查方法.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球旁注射 １０ 球后注射 １０
间接眼底镜检查 ２０ 前房角镜 ２０
三面镜 ２０ 眼部超声扫描 ２０
视野检查

眼前后节照相

２０
２０

超声活体显微镜检查

眼相干光断层扫描

１５
１５

眼电生理检查 １５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１０
显然验光 ３０ 自动验光 ３０
视网膜检影 ３０ 角膜地形图 ５
斜视检查 ２０ 复视检查 ２０
眼眶CT和 MRI片的判读 ２０

(３)手术训练:住院医师应在通过眼科动物显微手术和模拟手术的考核之后,
才能进入临床参加眼科显微手术.应当在指导医师指导下完成或参加手术训练.

第２－３年应掌握的手术种类及要求完成或参加的例数如下.

年　度 手术名称 完成最低例数 参加最低例数

第２年 前房穿刺术 ５ １０
羊膜移植术 ２ ５
翼状胬肉切除术 ５ １０
睑内外翻矫正术 ５ １０
角膜穿通伤缝合术 ２ ５

第３年 泪道手术 ２ ５
睫状体冷冻或光凝术 ２ ５
斜视矫正术 ２ ５
手术虹膜切除术 ２ ５
激光虹膜切除术 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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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度 手术名称 完成最低例数 参加最低例数

小梁切除术 ５ １０
白内障摘除术 １５ ３０
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５ １０
义眼台植入术 无 ５
角膜移植术 无 ２
视网膜复位术 无 ５
玻璃体切除术 无 ５
激光晶状体后囊膜切开术 ３ ５
激光视网膜光凝术 ５

３ 较高要求

在完成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学习以下疾病和技能.
(１)病种及例数要求

　　病　种 最低例数 　　病　种 最低例数

干燥综合征 ５ 蚕蚀性角膜溃疡 ２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５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５
VKH 综合征 ２ Behcet病 ２
Fuchs异色性虹膜睫状体炎 ２ 视网膜静脉周围炎 ２
特发性脉络膜血管瘤 ２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５
视网膜母细胞瘤 ２ 脉络膜黑色素瘤 ２
脉络膜血管瘤 ２ 视网膜色素变性 ２
眼球突出 ２

(２)临床知识、技能要求

了解:超声活体显微镜、相干光断层扫描、视野、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的检查

方法,并能出具正确的诊断报告.
(３)外语、教学、科研等能力的要求

①能参与带教实习医师和低年资住院医师.

②掌握文献检索的功能和基本方法,了解科研选题、设计和具体实施的基本

程序,在临床工作中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进行病例总结,撰写临床综述１篇.

③参与教学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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