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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循证医学
教学内容探析
耿劲松，蒋葵，陈亚兰，吴辉群，施李丽，董建成*
南通大学医学院医学信息学系，江苏 南通 226001
摘要：目的

通过开展实证研究，为合理设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循证医学教学内容提

供借鉴。方法 以文献调研与咨询、课程教学实践、问卷调查与教学效果评价相结合的模式，探讨循证医
学课程教学内容。结果 循证医学教学能够显著提升研究生的批判性评阅文献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
问题能力。161 名研究生（90.5%）认为循证医学对于开展临床实践有重要意义，166 名研究生（93.3%）
认为循证医学对于今后的临床科研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生能够提出卫生技术评估报告的推荐意见并准确
指出循证决策依据。结论

科研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聚焦循证医学基本理论、证据分类分级、证据检

索、证据的评价与应用方法，才能够有效实现教学目标。
关键词：临床医学；循证医学；研究生；教学内容；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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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with Master of Clinical Medicine Science
GENG Jin-song, JIANG Kui, CHEN Ya-lan, WU Hui-qun, SHI Li-li, DONG Jian-che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nformatics, Medical Schoo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with Master of Clinical Medicine Science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teaching practic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eaching effect assessment were combined and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EBM.
Results EBM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ing, self-learning and
problem-resolving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90.5% (161) students considered that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linical practice. 93.3% (166) students convinced that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for clinical research. Postgraduates could propose the recommendation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report and point out the evidence-based decision basis correctly. Conclusion EBM
educ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y, methodology of evidence level and grade, evidence retrieval, and
evidence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Key words: clinical medicin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postgraduate; teaching contents; self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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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够熟练地搜集和处理资料，在临床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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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科学分析和总结，研究解决问题，探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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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看法直接体现循证医学的教学效果，通过调

有价值的临床现象和规律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查研究生对今后运用循证医学的态度间接反映循证

和选修课内容应涵盖循证医学、人文素养、临床科

医学的教学效果。研究生的看法和态度采用李克特

研方法等课程。本文将文献调研与咨询、课程教学

量表（Likert Scale）。

实践、问卷调查与教学效果评价相结合，探讨循证

本研究以南通大学医学院 2014 级临床医学硕士

医学课程教学内容，期望为研究生循证医学教学内

专业学位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讲授循证医学课程并

容设计和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在循证医学课程结束之前发放问卷，向学生讲解问

1 资料与方法

卷填写注意事项并现场回收问卷。通过课程考核和

1.1 教学内容设计

证据分析评阅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学效果进行

通过文献检索、网络检索和咨询，循证分析复

客观评价。课程考核内容的设计参考课题组前期研

旦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

究制定的循证医学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证据

学、中国医科大学的长学制和研究生循证医学教学

分析评阅实践则评价卫生技术评估报告的提取与分

大纲，结合国内外教学研究文献，为研究生循证医

析准确性。

学的教学内容设置提供实证资料。在循证分析国内

2 结果

6 所高校循证医学教学内容之后，通过授课教师集

2.1 循证医学教学内容

[2]

体讨论、专家咨询以及与临床医务人员沟通，从临

研究制定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循证

床科研和实践角度了解对研究生的要求，结合教学

医学教学内容包括：⑴总论（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

实际情况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在实践教学环节，结

与特点、研究方法进展、证据的分类分级与推荐），

合授课教师的科研项目，让学生自愿组合成为兴趣

在临床实践中提出问题（问题的基本成分与案例），

小组，参与加拿大药物和卫生技术局（ Canadian

循证临床实践的步骤；⑵以问题为中心的证据来源

Agency for Drugs and Technologies in Health,

与 检 索 实 例 探 讨 （ 根 据 临 床 问 题 检 索 PubMed 、

CADTH）以及英国国立卫生临床研究院（National

Cochrane 图 书 馆 、 各 种 指 南 与 卫 生 技 术 评 估 报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告）；⑶原始研究证据的评价与应用（诊断学/治疗

NICE ） 卫 生 技 术 评 估 报 告 的 提 取 与 分 析 评 价 工

学的临床研究设计、诊断学/治疗学研究证据的质量

作，通过科研提高研究生的创证用证和查证用证

评价方法、经济学研究证据概述、证据评价与应用

能力。

案例分析）；⑷二次研究证据的评价与应用（结合科

国内 6 所高校的长学制和研究生的循证医学教

研选题讲解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研究方法、软件

学内容涵盖总论、证据检索方法、原始研究证据和

制作森林图的方法、文献评阅）；⑸循证指南的制

二次研究证据的评价与研究方法。教学过程中通过

定、应用与评价（CADTH 与 NICE 卫生技术评估报告

以问题为中心和案例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循证实践能

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研究证据提取与分析、

力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各高校讲授的原始

循证指南的临床应用案例分析）；⑹临床试验注册和

研究证据的评价方法，包括病因学研究证据、不良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化（临床试验透明化、国际临床

反应研究证据、诊断学研究证据、治疗学研究证

试验注册信息分析、随机对照试验系列报告指南的

据、预后性研究证据和生命质量研究证据，通过让

解读）。

学生掌握原始研究证据的评价方法以及报告要点指

2.2 循证医学教学效果

导开展高质量的原始研究。上述高校通过让学生围

2.2.1

绕科研选题撰写系统评价/Meta 分析指导开展高质

178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100%。学习循证医

量的二次研究。

学的 178 名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本科

1.2 方法

毕业于 33 所医学院校。178 名研究生当中，100

问卷调查结果

共发放问卷 178 份，回收

设计“研究生循证医学教学调查问卷”，内容包

名 （ 56.2%） 在 大 学 阶 段 曾 系 统 学 习 循 证 医 学 课

括学生基本信息、对循证医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

程，其中 2 名还参加过系统评价培训班。研究结

的评价，以及对开展循证医学科研与实践的态度。

果发现，循证医学教学能够显著提升研究生的批

通过调查研究生对循证医学教学能否提升实践所需

判性评阅文献能力（159 人，89.3%）、自主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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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51 人，84.8%）和解决问题能力（151 人，

有限制条件的推荐），并且根据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84.8%），见表 1。

证据准确指出推荐意见的循证决策依据（系统评价/

表 1 南通大学医学院 2014 级 178 名研究生对循证医学教学效果评价

Meta 分析、随机对照试验、非随机临床对照试验、

[人数（%）]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报告、个人观点）。

评价条目

非常有帮助

有帮助

一般

没有帮助

无所谓

此外，研究生能够识别经济学研究证据的类型（成

提高批判性评

58

101

17

1

1

本最小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成本

（32.6）

（56.7）

（9.5）

（0.6）

（0.6）

47

104

25

0

2

（0.0）

（1.1）

0

3

医学实践，是一种新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0.0）

（1.7）

生教学模式。循证医学在培养临床医学类研究生的

阅文献能力
提高自主学习
能力

（26.4）

提高解决问题
能力

（58.4） （14.1）

43
（24.1）

108

24

（60.7） （13.5）

161 名研究生（90.5%）认为循证医学对于自己

效益分析）。
3 讨论
循证医学是利用最新最佳的临床研究证据指导

临床实践技能和科研能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4]

，

开展临床实践有重要意义，166 名研究生（93.3%）

把循证医学模式纳入专业学位医学研究生的教育体

认为循证医学对于今后的临床科研具有重要性（见

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循证医

表 2）。此外，84 名研究生（47.2%）通过学习循证

学知识和实践能力，合理设计循证医学教学内容和

医学课程产生发表系统评价论文的想法。

教学方法等问题亟待探讨。本课题基于循证医学理

表 2 南通大学医学院 2014 级 178 名研究生对运用循证医学的态度

念和自主学习理论，以循证医学课程为载体，以培

[人数（%）]

养研究生的创证用证和查证用证能力为目标，探讨
不太重要

无所谓

新时期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循证医学知

临床实践 72（40.5） 89（50.0） 15（8.4）

0（0.0）

2（1.1）

识和技能的培养方法。通过循证医学教学，使学生

临床科研 89（50.0） 77（43.3） 10（5.6）

0（0.0）

2（1.1）

在有限时间与无限知识的矛盾中实现学习的最优

运用目的

非常重要

重要

一般

调查问卷中提到研究生阶段需开设哪些循证医
学教学内容，160 名（89.9%）研究生认为非常有必

化，把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求索，把短期学习转变
为终身教育。
[5]

要或有必要讲授的循证医学内容包括循证医学实践

加拿大循证医学教育家 Sharon E. Straus 指

的步骤、怎样在临床实践中提出问题、临床研究证

出，循证医学核心理念是：⑴发现知识差距；⑵构

据的检索方法、治疗学/诊断学研究证据的质量评价

建临床问题；⑶查找并批判性评价研究证据；⑷将

方法、研究证据的关键信息提取方法、系统评价/

证据应用于临床实践；⑸评价循证医学实践的效

Meta 分析的研究方法、Meta 分析的统计学过程与结

果。本研究表明，循证医学基本理论，证据分类分

果解释、循证临床实践指南的应用方法。除了理论

级方法、证据检索方法、证据的评价与应用方法，

授课内容，研究生反映还需要通过循证医学课程学

以及二次研究证据尤其是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写

习的知识强化信息检索的案例式教学、学习循证医

作方法在研究生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循证医

学论文的写作方法，同时还建议增设上机实践操

学教师应该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循证医学知识解决临

作、讲解论文投稿技巧、探讨循证医学在临床实践

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学生为主体，最大程度地

中的应用实例、增加系统评价/Meta 分析的教学内

培养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能力和批

容以及临床实践指南的运用方法。

判性思维能力，让学生形成自主、开放和探究性的
研究生

学习能力，学会在研究中学习，并在研究中主动思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课程考试成绩占 60%。

考和创新，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课程结束后，108 人（60.7%）总评分 90～99 分，

程中提升循证临床实践和科研能力

58 人（32.6%）80～89 分，11 人（6.2%）74～79

学教师理论讲授与科研实践相结合，通过多途径、

分，68 分 1 人。

多方式教授循证医学知识，培养临床循证医学思

2.2.2

课程考核和证据分析评阅实践情况

科研实践教学情况表明，研究生能够提出

[6-7]

。建议循证医

维，促进学生开展循证临床实践与科研。

CADTH 和 NICE 卫生技术评估报告中关于医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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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信息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改选
暨第五届学术年会“大数据与中医药信息国际化”在深圳胜利召开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信息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改选暨第五届学术年会（2015）于 2015 年 11 月 19－
20 日在深圳召开。会议秉承国家高、精、简的要求，邀请了西班牙、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内外 40 余家中
医药大学、医疗、科研院所、企事业研究团体约 90 余人参加了大会。本次会议得到了环球医药控股集团的
积极支持与承办，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召开。
换届改选会议由世界中联学术二部刘香玉主持，会议推选崔蒙研究员为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张相勇研究
员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朝晖教授、乔延江教授、王映辉研究员、殷允录先生等 11 人当选为副会长。
第五届学术年会开幕式由张相勇秘书长主持，崔蒙会长对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
绍了世界中联信息专业委员会的建设发展成就；殷允录副会长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词，深圳市卫生计生委中
医处蔡本辉处长到会并致辞,宣传教育处廖利平处长莅临会场。会议邀请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苏
钢强司长对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与解读，苏钢强司长同与会者分享了近些年来我国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并对未来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进行了预测与分析；专题会议发言人 13 名，
分别从中药质量系统评价、全民健康及军人健康档案系统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化中医药信息系统的建设、中
医药信息本体及标准研制、中医药知识服务、以及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下各领域的应用实例分析等方面进
行了阐述。欧阳德方助理教授分享了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的中药质
量系统评价研究现状，王映辉研究员讲述了通过观念的转变、模式的创新籍以信息化手段和方法推动全民大
健康的发展，赵东升研究员以军人健康档案系统建设为例分享了大数据/云计算在健康档案中的应用方式与
方法，孙伟总监讲述了如何通过对认知的计算引领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倪荣研究员共享了浙江地区中医药信
息系统建设的经验，李海燕研究员、曹存根研究员及沈绍武研究员分别从中医药信息标准知识服务平台的构
建、中医药本体的研究及中医药信息标准制修订项目进展讲述了我国现有开展中医药信息标准研制的情况，
殷允录 CEO 向与会者实景展示了人参产业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吴辉坤教授、傅昊阳研
究员、张相勇研究员及赖锡振 CEO 分别向与会者展示了以人为中心的科研共享系统研究型门诊的建设、大数
据在中医院中的应用实践、欧洲中医药发展和促进中心项目概念性规划以及源于数据的精确医学暨实证中医
诊疗数据库的建设现状。参会代表围绕发言人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学术交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获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