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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探讨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学位研究生（MDPM）教学案例库的建设。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教育
教学改革，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势在必行。MDPM 教学案例库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可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提高研
究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
锻炼临床思维，
提高临床能力，
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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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of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MDPM）teaching case bas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model a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a new
training mod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MDPM teaching case base is a critical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which can consolidate theoretical knowledge，boost the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of postgraduate study，train clinical
mindset，strengthen clinical skills，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Psychiatry；Teaching case base；Mindset

精神病学是研究精神疾病病因、发病机制、临
床表现、发展规律及治疗和预防的二级医学学科，
与神经病学心血管内科和急诊医学科联系密切。
精神科医师的培养涉及心理学、人文医学、伦理、法
律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研究生教育培养模

professional，MDPM）在认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以在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科室轮转的方式完成
培养任务，轮转时间为 33 个月，其中在精神科轮转
24 个月。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变、教学方式的

［1］
改革（如采用 CBL、PBL 教学）
以及临床实践教学，

均以临床案例为基础。MDPM 的培养要求临床与科

式改变，我国目前实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研并重，需对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和科研进行统筹

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的模式，依据

安排，时间紧、任务重，因此，提高培养质量和学习

《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细则》，精神病与

效率是关键。已有研究对精神病学专业学位研究

精神卫生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master’s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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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培养模式进行探讨［2］，其中建设 MDPM 教学案
例库是提高学生临床能力的有效方法。目前对精

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教学案例库建设进行探讨的文献
不多［3］。本文通过探讨 MDPM 教学案例库的建设，
为
MDPM 的培养提供参考，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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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PM 培养目标

现疾病症状的复杂性，演绎疾病的动态发展，使学

培养目标：掌握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具备较强的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以及良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能独立、规范地承担
精神科和相关专业的常见病、多发病诊治工作；掌
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有一定的临床研究
能力和临床教学能力等。

MDPM 是在本科以全科理论知识为主、侧重于

学习和积累知识的基础上的继续学习。MDPM 培养

虽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二者有相似的培养
内容和目标，均强调要有较强的临床医学实践能

生有深刻的印象，并可举一反三。由于临床实习和
见习时间短，学生在此期间不一定能接触到部分罕
见病，或者只见到疾病的某个“断面”而非整个疾病
的全貌，缺少对疾病的动态整合性理解。此外，由
于轮转时间短、学习或临床任务重、患者不配合等，
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掌握诸多信息，案例库则
有助于学生查漏补缺、全面了解、反复学习。案例
库可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以具体、生动、形象的
案例形式展现出来，理论联系实际，体现临床思维
过程［5］；学习时间灵活、学习方式多样，增加学生学

力，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

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提高临床能力为主、培养精神科医生的一般临床诊

4

治能力；而 MDPM 培养更具系统性、针对性，目的是

培养具有较强临床分析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科研能
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精神科专业人才。

2

MDPM 培养现状

MDPM 教学案例库建设
目前精神科尚无体系完整、科学合理、操作性强

的教学案例库，依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参
照医学专业案例库建设的方法［10-11］，建设 MDPM 教
学案例库。教学案例的选择及编写质量是关键。应

目前尚缺少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科医

构建案例库建设的可行性标准，建立参评机制，加强

师培养方案［4］，教学模式较单一，承担住院医师规范

案例编写人员的理论学习，
规范编写行为。

化培训的单位医疗水平和带教师资不均衡，学生基

4. 1

础参差不齐，住院医师培训难以同质化、优质化［5］。
同时，轮转过程中可能由于知识储备不足［6］、医患关
系紧张、患者不配合或部分学生无执业医师证等，
研究生难以真正开展临床工作。临床专业硕士研
究生实践操作机会不足、自评临床综合能力（基本

建立教学案例编写专家团队
项目负责人为团队组长，同时纳入团队成员包

括副高（2 分）及正高（3 分）职称、硕士研究生（2 分）、
博士研究生（3 分）以及从事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临
床和教学工作（10 年记为 1 分、10~15 年记为 2 分、大

诊 断 技 术 、临 床 处 理 能 力）较 低［7］，这 些 均 影 响

于 15 年记为 3 分）的具有突出带教能力的精神科医

3

4. 2

MDPM 的培养质量。

MDPM 教学案例库建设的必要性
医学是一门经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精神

师。本次团队成员评分均在 5 分以上，共 12 名。
构建建设案例库的可行性标准及参评机制

根据 MDPM 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通

病与精神卫生学尤其如此。精神疾病的诊断因缺

过理论学习、查阅文献、讨论反馈等，设计与教学目

少阳性体征、实验室或影像学检查等客观指标而主

标相匹配的教学案例库，确定案例编写的标准，制

要依赖于病史的采集与精神状况检查，临床诊断往
往与疾病本质偏离而发生误诊、漏诊、病因判断错

订教学案例评价指标［12］，每一疾病确定 3~5 个案例。

选择临床中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及疑难教学案例。

误、疾病性质判断错误以及诊断的分歧等。精神疾

典型案例有助于学生对精神科疾病的症状、综合征

病误诊的原因很多，如病因复杂、疾病表现差异性

进行总体把握，训练临床诊疗思维；疑难教学案例

大、诊断指标特异性差等，其中因诊断思维不当所

则强调临床诊疗的复杂性、多变性、不典型性，打破

［8］

致的误诊比例较大 ，因此有必要重点培养精神科
［9］

医生科学的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多采用传、帮、带的形式，

学生先入为主、惯性思维，培养学生从繁杂的临床
资料中获取关键信息、抓住疾病本质进行综合分析
的能力，从而提升临床诊疗水平。通过对一个有价

缺少可回顾的、可重复的、相对标准的、操作性强的

值的教学案例进行阐释，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相关知

人才培养模式。单纯的症状学描述较抽象，学生难

识的把握，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

以理解并形成直观深刻的印象。以案例的形式展

批判性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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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案例库教学案例编写
基本疾病种类包含脑器质性精神疾病所致精

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中毒所致精神障
碍、精神活性物质与行为成瘾所致精神障碍、精神
分裂症及其他妄想障碍、心境障碍、应激相关障碍、
神经症及癔症、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心理生理障
碍、儿童期心理发育障碍。案例来源于真实的临床
病例或做适当改编或公开发表的病例报道，应具有
典型性、代表性、科学性、丰富性、准确性、启发性。
案例编写的内容应包括背景介绍、病例摘要、病例
解析、治疗原则、风险评估以及治疗过程中需注意
的问题、预后、治疗效果和随访，同时提供疾病诊治
的最新研究进展等相关知识介绍。其中病例解析
为重点，包括症状的分析确认、综合征分析、诊断和
鉴别诊断，体现临床思维过程。
首先按诊断、疾病病种分类，某一疾病下按症
状特点、诊断亚型、治疗特点等进行分类编写，既有
典型症状和典型的疾病演变规律，亦有不典型症状
和不典型的演变规律。同时考虑可影响疾病表现形
式和诊疗方式的因素，如人格特征、受教育程度、个
体经历、社会文化背景，即从不同侧重点阐述、编写
案例。例如，精神分裂症为一组异质性疾病，可从偏
执型、青春型、单纯型、紧张型以及是否伴有焦虑、抑
郁的角度编写教学案例，尽量将临床表现和疾病的
特征完全展现出来。同时精神疾病常合并躯体疾
病，在病例解析时要全面考虑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
应和个体化差异等，按临床指南和循证医学证据规
范临床诊疗，体现临床思维的动态过程。附案例库
中抑郁发作一例诊疗思路，
详见 OSID 码中附件。

对案例进行规范、严谨、系统地编写，根据病情

变化提供临床相关信息，提出问题、予以分析。可
从影响临床诊疗的相关因素如法律、医保、医患关
系、医学模式及循证医学与临床决策等方面展现教
学案例。编写完成后采用自查、集体讨论等方式进
行再评价、修改。案例库目前主要以纸质的形式呈
现，可辅以音频、视频资料，并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记
录并上传至网络平台，动态维护和发展。
4. 4

案例库运用及要求
学生可以随时进行案例学习，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查阅文献、解决问题。为验证案例库在研究
生培养中的应用效果，可先在小范围内运用，并根
据实践效果和带教老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秘
书、研究生的反馈等对案例库进行修改、完善，形成
体系并加以推广，实现资源共享。教学案例库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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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出典型病例和疑难病
例，由浅入深、以问题为导向、环环相扣，逐步展现
精神疾病的诊疗思路和疾病的演变过程。MDPM 教
学案例库可增加研究生接触临床病例的机会，锻炼
临床思维，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只有在真实
的临床情景中反复锻炼、思考、修正，才能真正将知
识内化、融会贯通，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5

案例库建设效果及不足
本次案例库经过建设与运用，对 MDPM 培养效

果明显，具体应用效果将另文报告。在建设案例库

的过程中亦发现一些问题，如案例库中的病种主要
依据教学大纲，对发生率低、罕见的精神疾病纳入
相对较少；同时以典型重型疾病为主，对身心疾病
纳入相对较少，更突出精神医学经典的症状与理
论，对有争议的病例未纳入。此外，目前主要以纸
质形式呈现案例，资源共享性相对较差，需加强网
络平台建设，发挥更大的教学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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