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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满意度调
查分析

摘  要

目的：调查北京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满意度情况，了解培训实施现状，发

现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改良住院医师培养模式、提高培训质量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制调查问

卷，对北京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 142 名住院医师进行问卷调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住院医师对培训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为（4.68±0.51）分；学员普遍认为“临床技能”、“临床思维”、

“专业理论知识”、“医患沟通与交流”、“职业精神”等能力在培训中得到提高；个别学员提出可“适

当提高培训待遇”、“强化住院医师归属感”等建议。结论：加强科研与英语能力训练，进而提高住院

医师综合素质；提高学员待遇和归属感，以进一步提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和学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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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是

指医学专业毕业生在完成医学院校教育之后，以住

院医师的身份在认定的培训基地接受以提高临床能

力为主的系统性、规范化培训 [1]。2013 年底，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等 7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1]，标志着我国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正式全面启动。随着住培

制度体系建设的逐步到位，质量建设成为住培管理

研究的重点 [2]。及时掌握住院医师的培训情况，了

解住院医师对住培工作的看法，发现培训中存在的

不足之处，对于改善住培管理模式、提高临床工作

质量和培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北

京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满

意度进行调查与分析，旨在发现口腔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为改良住院医师培养模式，

提高培训质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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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 2017 ～ 2019 年从北京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

培训基地结业的口腔科住院医师进行调查。因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口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

转受到影响，故 2020 年不纳入分析。为了保证调

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求培训基地所有符合

条件的住院医师必须参加，共计 142 人。

2.2  调查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并咨询相

关专家，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四部

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性别、年

龄、学历等）；第二部分为满意度评价内容，包括

培训管理、支撑条件、科室管理与师资带教、过程

考核管理满意度等 4 大类 16 个项目，该部分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根据同意或满意的情况由高顺次

到低，分别赋值 5、4、3、2、1 分；第三部分是能

力提高情况自我评价；第四部分是对住培工作的建

议。调查问卷采用度量分析法进行可靠性分析，结

果表明，所有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6，

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可信度。

2.3  统计学分析 

问卷数据采用 Epidata 3.1 建立数据集，采用

Excel 2010 和 SPSS24.0 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

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非参检验，

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本次共发放问卷 142 份，有效回收 142 份，

有效回收率 100%。调查对象中，男性学员 48 人

（33.8%），女性学员 94 人（66.2%），平均年龄

（28.9±2.5）岁，男性（28.8±2.6）岁，女性

（28.9±2.4）岁。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

3.2  总体满意度

调查问卷的满意度评价主要包括培训管理、支

撑条件、科室管理与师资带教、过程考核管理等 4

大类 16 个项目，见表 2。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评价

满意度得分为（4.68±0.51）分，介于 Likert5 级

量表中“满意”与“非常满意”之间；4 大类项目

的满意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培训管理”、“过

程考核管理”、“科室管理与师资带教”、“支撑

条件”，分别为（4.84±0.42）分、（4.72±0.51）分、

（4.67±0.61）分、（4.53±0.97）分，均介于“满

意”与“非常满意”之间，其中“支撑条件”类的

5个项目间满意度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参与调查问卷的所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中，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方面对住培总体满意度

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3  能力提高情况自我评价

在能力提高情况自我评价调查中，学员普遍认

为住培过程中有所收获的是“临床技能”，有 128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类别 项目 人数（n） 百分比（100%）

性别 男 48 33.8%

女 94 66.2%

年龄 ≤ 25 3 2.1%

26-30 104 73.2%

≥ 31 35 24.6%

学历 大学本科 4 2.8%

专业学位硕士 16 11.3%

学术学位硕士 7 4.9%

专业学位博士 87 61.3%

学术学位博士 2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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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住院医师满意度评价结果

类别 项目 得分（分） F/X2 P 得分排序

培训管理 培训基地重视住院医师培训工作 4.82±0.41 7.16* 0.07  6

培训基地有健全的培训组织体系 4.78±0.51 7

培训工作由医院行政部门专人管理 4.90±0.32 2

培训主管部门对住培相关信息传达及时性较高 4.86±0.42 5

合计 4.84±0.42

支撑条件 培训基地综合实力强，科室配置齐全 4.92±0.30 266.02* 0.00  1

硬件配备完备、设施先进 4.89±0.33 3

培训师资力量雄厚 4.87±0.38 4

病种、病例数充足 4.77±0.48 8

培训待遇满意度 3.21±1.40 16

合计 4.53±0.97

科室管理与师资带教 轮转科室及负责人对规培重视 4.61±0.59 12.90* 0.05  15

轮转科室管理严格、科学规范 4.77±0.49 9

轮转科室临床技能操作的条件充足 4.68±0.78 13

轮转科室带教老师总体满意度 4.63±0.55 14

合计 4.67±0.61

过程考核管理 培训考核方式科学合理 4.68±0.52 0.67  0.52  12

培训考核过程公平公正、严谨规范 4.74±0.50 11

按时组织出科考核并及时反馈考核情况 4.75±0.50 10

合计 4.72±0.51

总体评价 总体满意度 4.68±0.51 　 　

注 : 无 *表示方差分析，*表示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检验。

  表 3  不同性别、年龄、学历间的总体满意度得分情况

类别 项目 得分（分） t/X2 P

性别 男 4.73±0.49 0.77 0.44

女 4.66±0.52

年龄 ≤ 25 5.00±0.00 1.31* 0.52

26-30 4.68±0.51

≥ 31 4.66±0.54

学历 大学本科 5.00±0.00 4.48* 0.35

专业学位硕士 4.56±0.51

学术学位硕士 4.86±0.38

专业学位博士 4.61±0.57

学术学位博士 4.70±0.51

注：因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为方差不齐，故 *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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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90.1%），其次为“临床思维”、“专业理论知识”、

“医患沟通与交流”、“职业精神”，分别有 102

人（71.8%）、95人（66.9%）、88人（62.0%）、

43 人（30.3%）选择。而选择“临床科研”、“专

业外语”人数较少，均低于20%，具体情况见表4。

3.4  对住培工作的建议

在对住培工作的建议方面，大部分学员表示“无

意见”，有 86 人（60.6%）；其次个别学员建议可

“适当提高培训待遇”、“强化住院医师归属感”等，

分别为 29 人（20.4%）、18 人（12.7%），具体情

况见表 5。

4  讨论与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本基地住培工作得到住院医师的

普遍肯定，总体满意度得分较高，为（4.68±0.51）

分。满意度排名前5位的项目分别为“培训基地综合

实力强，科室配置齐全”、“培训工作由医院行政部

门专人管理”、“硬件配备完备、设施先进”、“培

训师资力量雄厚”、“培训主管部门对住培相关信息

传达及时性较高”，显示了培训基地具有良好的软硬

件设施，管理规范。北京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于2014

年获批国家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作为医学

院校附属医院，秉承优良教学传统，严格落实“一把

手”负责制，实行培训基地与专业基地、培训科室分

层管理，建立了完善的住培管理制度文件，内容涵盖

招生录取、培训实施、考试考核、评优奖惩、待遇保障、

教学管理、经费管理等多个方面。培训期间，高度重

视师资队伍建设，制定出台师资管理办法，严格准入

标准，并加强师资培训与评价考核。注重过程考核管

理，加强出科考核监控，规范考核流程，定期召开工

作研讨会对培训过程进行督导和反馈。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住院医师对福利待遇满意

度相对其他项目较低。多项研究表明，我国医务工

作者的薪酬水平往往偏离其市场劳动价值，医务人

员对薪酬的满意度普遍偏低 [3-5]。近年来，国家和

省市级财政和院级经费加大支持力度，学员待遇补

贴包括国家和北京市经费补助、院内经费补贴、科

室绩效补贴、过节生活补贴等多项，医院也设立评

优奖励金。但考虑到本基地近 81% 的住院医师为博

士研究生毕业，学员本身对福利待遇水平期望较高，

加之本地物价水平、住房成本、家庭压力等负担，

表 4  住院医师能力提高情况自我评价

项目 选择人数（人） 占比

临床技能 128 90.1%

临床思维 102 71.8%

专业理论知识 95 66.9%

医患沟通与交流 88 62.0%

职业精神 43 30.3%

临床科研 9 6.3%

专业外语 6 4.2%

表 5  对住培工作的建议 

项目 选择人数（人） 占比

无意见 86 60.6%

适当提高培训待遇 29 20.4%

强化住院医师归属感 18 12.7%

加强临床科研训练 11 7.7%

加强英语训练 9 6.3%

增加外出学习机会 8 5.6%

丰富培训形式 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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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员的福利待遇在逐年提高，但与学员的期望

值仍有一定的差距。作为培训基地，一方面，可参

考同级同类人员收入水平，适时调整提高住院医师

的生活补助及待遇。另一方面，制定激励政策，定

期开展文献综述、演讲比赛、临床技能操作展示等

活动，对表现突出的学员予以奖励，推荐其参加国

内外学术会议，选派优秀学员到国外访问学习等，

从物质和精神双重方面进行激励，提高住院医师的

归属感和满意度。

学员自评结果显示，其认为培训过程中自身“临

床技能”、“临床思维”、“专业理论知识”、“医

患沟通与交流”、“职业精神”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此调查结果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初衷——提高

住院医师的临床实践能力相吻合。同时，调查发现，

学员在培训过程中除临床实践能力提升的需求外，

还存在希望“加强临床科研训练”、“加强英语训练”

等的实际诉求。口腔医学知识更新速度快，随着新

技术、新材料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对住院医师的学

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学习吸收国内外先进

理念，加强科学研究，并应用于临床诊疗中，对于

口腔专业住院医师临床能力的提升，乃至住培质量

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为了培养住院医

师的综合素质，本培训基地会定期组织开展英文文

献汇报和病例汇报会，指导学员针对疑难问题进行

研讨，锻炼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

不定期举办“医学人文讲堂”，加强学员的个人素

养。为了切实促进住院医师综合能力提升，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本基地的培养方案，从制度上明确住

院医师各方面的学习要求，并加强过程考核与管理，

全面促进住院医师综合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进

一步组织开展培训基地内的科研讲座与学习交流，

组织例如英文读书分享会、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

设立科研专项基金等，帮助住院医师加强学习，促

进学员综合素质提升，全面提高住培管理质量。

综上所述，基于本次调查结果，在今后的工作

中需要加强住院医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学员待

遇和归属感，以进一步提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

量和学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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