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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反馈型客观结构化临床教考模式对提高实习生
自信的实证研究
梁岳龙

岑栋

目的

[摘要]

茅棋江

沈波

杨瑾

虞洪

探究即时反馈型客观结构化临床教考模式（即时反馈型 OSCE）对提高临床实习生的自信力和临床

技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30 名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医学生分别进行即时反馈型 OSCE 和传统培训考核模式，1 个月

后考察临床实习生的自信力水平、临床技能出科成绩、患者满意度、带教老师评价。结果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临

床实习生在训练后的自信力水平显著高于训练前（t 分别=-2.85、-3.75、-3.67、-3.98、-3.54、-5.26，P 均＜0.05）。即
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患者各方面满意度、带教老师对各方面能力的评价均明显优于传统培
训组（t 分别=2.35、2.82、2.48、2.07，4.71、2.42、4.77，2.07、3.04、3.62、2.98，P 均＜0.05）。结论

即时反馈型 OSCE 有利

于提升临床实习生自信力和临床技能，增加患者的满意度，对其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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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th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based on immediate feedback
on improving the confidence of interns LIANG Yuelong，CHEN Dong，MAO Qijiang，et al.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Zhej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zhou 3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instant feedback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instant

feedback OSCE） on improving the self-efficacy and clinical skills of clinical interns. Methods Totally 30 pre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in groups of instant feedback OSCE and traditional training model respectively. After 1
month of clinical interns，the self-efficacy level，clinical skills，patients’satisfaction scores，teachers’evaluati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fter the instant feedback OSCE training，the self-efficacy of clinical interns was significantly im-

proved and the improvement level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group. Meanwhile，clinical
skills examination results，patients’satisfaction and teachers’evaluation of the instant feedback OSCE group were all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group（t=2.35，2.82，2.48，2.07，4.71，2.42，4.77，2.07，3.04，3.62，2.98，P＜0.05）.Conclu⁃
sion

Instant feedback OSCE can improve clinical interns' confidence，clinical skills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showing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interns.
[Key words]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instant feedback； clinical interns； confidence； patients'

satisfaction

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是 由
以知识为导向的院校教育向以能力为导向的临
床教育过渡的重要一环，是获得临床实践技能的
关键时期。在临床实习中，客观结构化临床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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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作为一种教学和考核模式，已在世界范围广

泛应用[1] 。OSCE 这一概念始于 1975 年，由英国邓
迪大学的 Harden 教授提出，旨在通过模拟临床场
景来测试学员的临床能力，是从知识、技能和态度
三个维度评估临床能力的方法 [2] 。相较于传统考

核方式，OSCE 更具客观性和准确性，能够帮助学

员发现自身在临床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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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针对性地弥补[3]。
对于初入临床实习的医学生，面对陌生的环
境、尚不熟悉的诊疗流程、繁重的考核压力，基于正
确自我评估的自信显得尤为重要，自信也被视为预
[4]

测医学生学业成就的最佳因素 。然而有研究表
明，90% 的医学生并未对实习工作做好足够的心理
[5]

准备 ，普遍有畏难、焦虑不安、心理负担重等表现，
这一状况可能会影响临床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还可能对医学生的学习成效、今后的工作成就与职
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为在短期内切实提高初入临床实习医学生的

自信力，助其尽快融入临床工作，在 OSCE 的基础

实习。
1.3 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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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较即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

经训练前后的自信力水平差异，自信力按照 1～

5 分赋分，自信力越强分数越高；②实习 1 个月后，
比较两组学员的出科技能考核成绩，设置问诊、体
格检查、病例书写、换药 4 站出科考核，每站满分为
100 分，每站均由同一位老师对两组学员进行打分

评价；③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30 名学员参与管

理的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包括 5 个问

题：您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是否满意？您遇到问题
时医生是否能及时耐心帮您解决？您在住院过程
中医生与您的沟通满意？您对医生的医疗技术是

上，本次研究提出了即时反馈型客观结构化临床教

否满意？医生是否能耐心地向你解释病情并倾听

强调在考核过程中发挥标准化模拟病人（standard⁃

高分数越高；④比较带教老师对两组学员的评价

考模式（即时反馈型 OSCE）。即时反馈型 OSCE 更
ized patients，SP）和监考教师的作用，为学员提供更
为积极正面但又不失中肯的指导，缓解学员因惧怕

您的需求？每个问题按照 1～5 分赋分，满意度越
情况。具体评价包括 5 个项目：能展示床边问诊，
查体与患者互动的技能；能汇报病例关键信息，并

面对不熟悉的真实医疗环境和诊疗过程而带来的

完成格式完整的医疗记录；能分析现有病例信息

焦虑情绪，
提升内生自信。

并形成鉴别诊断；提出初步诊断，并给出下一步原

1

则性诊疗计划；能复述基本操作的相关要求，并能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项目招募了 30 名自愿报名的学

展示操作过程；能与患者充分沟通交流，具备敏感

员进行研究，学员均为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

的职业观察力与同理心，关注患者的需求。每个

邵逸夫医院参加临床实习。招募的 30 名学员被随

1.4

5 年制在读本科生，即将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机分为即时反馈 OSCE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名学
员。即时反馈 OSCE 组男生 7 名，女生 8 名，平均年

龄为（22.33±0.49）岁，对照组男生 8 名，女生 7 名，
平均年龄为（22.27±0.46）岁，两组学员基本情况比
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1.2.1

方法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教学和考核均借用浙

项目按照 1～5 分赋分，
完成度越高分数越高。
统计学方法

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配对 t 检验。设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训练前、后的自信力

水平对比见表 1

表 1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训练前、
后的自信力水平对比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技能培训中心标准

OSCE 考场，相关训练共设 6 站，分别为问诊、体格检
查、病例书写、换药、心肺复苏和沟通技巧。问诊、
体格检查和沟通技巧 3 站由 SP 和监考教师共同给
予学员反馈，病例书写、换药、心肺复苏 3 站由监考
教师给予学员反馈。即时反馈型 OSCE 组的学员在
进 入 正 式 临 床 实 习 前 1 周 ，安 排 进 行 即 时 反 馈
OSCE 1 次。其余仍按照浙江大学医学院 5 年制本
科生临床实习教学大纲在邵逸夫医院进行轮转
实习。
1.2.2 对照组：按照浙江大学医学院 5 年制本科
生临床实习教学大纲在邵逸夫医院进行轮转

利用 SPSS 26.0 进行统计学分

即时反馈型 OSCE

即时反馈型 OSCE

训练前

训练后

问诊

2.40±0.91

3.47±1.12*

体格检查

2.27±0.88

3.60±1.06*

病例书写

2.80±0.77

4.00±1.00*

换药

2.40±0.74

3.80±1.15*

心肺复苏

2.40±0.74

3.67±1.18*

沟通技巧

1.73±0.70

3.27±0.88*

考核项目

注：
*：
与即时反馈型 OSCE 训练前比较，
P＜0.05。

由表 1 可见，即时反馈型 OSCE 训练后，实习生
在综合问诊、体格检查、病历书写、换药、心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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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沟通技巧换药 6 站训练的自信力较训练前均有

表2

明显增加（t 分别=-2.85、-3.75、-3.67、-3.98、-3.54、

考核项目

2.2

-5.26，
P 均＜0.05）。

两组的出科技能考核成绩比较见表 2

由表 2 可见，
参加即时反馈型 OSCE 组的实习生

在问诊、体格检查、病例书写、换药出科技能考核成
绩明显优于对照组（t 分别=2.35、2.82、2.48、2.07，P
均＜0.05）。

表3

两组的出科技能考核成绩比较/分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

对照组

问诊

88.67±5.19*

81.93±9.79

体格检查

84.40±6.47*

77.13±7.59

病例书写

88.27±6.19*

82.80±5.86

换药

89.33±5.81*

83.87±8.40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两组实习生的患者满意度比较见表 3

两组实习生的患者满意度比较

调查条目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

对照组

您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4.47±0.64*

3.47±0.52

您遇到问题时医生是否能及时耐心帮您解决？

4.33±0.72

3.80±0.94

您在住院过程中医生与您的沟通满意？

4.13±0.74*

3.40±0.91

您对医生的医疗技术是否满意？

4.53±0.74*

3.00±1.00

医生是否能耐心地向你解释病情并倾听您的需求？

4.13±0.83

3.53±1.13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3 可见，在服务态度、医患沟通、医疗技术

三方面，参加过即时反馈型 OSCE 组的实习生的患
者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t 分别=4.71、2.42、4.77，P
表4

均＜0.05）。
2.4

两组实习生带教老师的评价情况比较见表 4

两组实习生带教老师的评价情况比较/分

条目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

对照组

能展示床边问诊，
查体与患者互动的技能

3.73±0.80*

3.07±0.96

能汇报病例关键信息，
并完成格式完整的医疗记录

4.20±0.77*

3.20±1.01

能分析现有病例信息并形成鉴别诊断；
提出初步诊断，
并给出下一步原则性诊疗计划

2.93±0.59

2.40±0.91

能复述基本操作的相关要求，
并能展示操作过程

3.73±0.96*

2.67±0.62

能与患者充分沟通交流，
具备敏感的职业观察力与同理心，
关注患者的需求

4.00±0.76*

3.13±0.83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4 可见，带教老师认为参加过即时反馈型

各项训练后的自信力水平明显高于训练前，且自信

临床操作能力、医患沟通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时，
即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的出科技能考核成绩同

OSCE 组的实习生在床位问诊能力、汇报病例能力、
（t 分别=2.07、3.04、3.62、2.98，
P 均＜0.05）。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即时反馈型 OSCE 这一创新教学、

考核模式，融合问诊、体格检查、病例书写、换药、
CPR 和沟通技巧等基础培训科目，客观、真实、全面
地反映了临床实习生的临床技能掌握情况，并对 SP

力水平明显高于传统培训考核学员（P＜0.05）。同
样明显优于传统培训考核学员（P＜0.05）。问诊、体
格检查、病例书写、换药、心肺复苏和沟通技巧等基

础培训科目均在即时反馈型 OSCE 模式中，
对实习生
的出科技能考核具有重要提升作用。即时反馈型
OSCE 组的管理患者的满意度、
带教老师的评价均优
于传统培训组，其中患者满意度评价的及时耐心解

进行改进，使其为实习生提供相对积极的客观指

决问题与耐心解释病情并倾听需求两项调查条目不

导，
帮助实习生在短期内树立自信。

具备统计学差异，带教老师评价中学员的病例分析

本次研究共选取 30 名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医

学生分别进行即时反馈型 OSCE 教考训练和传统培

训考核模式，结果表明，即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在

能力亦无明显差异。耐心解决问题与实习生的医患

沟通有关，
需要进一步在反馈型 OSCE 教考训练中有

所反馈或重点提醒学员。而病例分析需要在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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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不断积累。并且由于实习生轮转时间有限，病
例分析与鉴别诊断能力较为薄弱，是目前实习生的
通病之一，
需要进一步提升。
基于结果和相关理论，我们认为在临床实习教
学中引入即时反馈型 OSCE 教考训练有如下优势：
①平衡评价的“柔性”和“刚性”，切实提升学员自信
力。自信与能力并无绝对的关联，自信更多是一种
自我评估[6,7]。本研究参加即时反馈型 OSCE 的学
员，其自信力水平均有显著提升。在教考过程中，
SP 以一种相对积极的方式将考核结果与评价即时
传达给学员，我们要求 SP 在教考过程中兼顾“客观
中肯”和“恰当鼓励”，帮助医学生在临床实习早期
率先建立对临床实践技能的自信心。②凸显教学
质 量 优 势 ，充 分 保 障 教 学 实 效 性 。 即 时 反 馈 型
OSCE 能锻炼学生的临床思维，并为学员人文素养
及应变能力的培养提供平台[8]。初入临床实习的医
学生正在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转化，这一过程
需要其做出及时的适应和调整。另外，即时反馈型
OSCE 在客观上能增大教学案例的典型性，使教学
案例的性价比最大化[9]。即时反馈型 OSCE 组学员
更优的出科技能考核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教
学方法的优势。即时反馈型 OSCE 中，SP 同时扮演
“教师”、
“考官”和“患者”三个角色[10]，可为学员提供
全面、系统、逼真的临床情景，这是理论和实践之间
的理想衔接。同时，即时反馈型 OSCE 也强调培养
学员的人文关怀，以及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应变能
力，这些都是当代医务工作者的必备素养。本次研
究发现即时反馈型 OSCE 训练后的学员能得到更高
的患者满意度，这同样能反映 OSCE 教学的实效性。
③设置“安全缓冲”，引导学生反思。初入临床实习
的医学生缺乏实战经验，面对特殊情况时缺乏准
备。与此同时，在当前医疗环境下，患者及其家属
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正不断提高，愿意被当成
“教材”用来“练习”的患者越来越少[11]，这就导致留
给学员的犯错空间逐渐缩小，试错成本则进一步加
大。在这种情况下，即时反馈型 OSCE 为学员提供
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缓冲地带”，在教考中出现的失
误会让学员避免错误的一再发生，并正视自身能力
的局限，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帮助其更好、更快
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评价。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选取的样
本量有待扩大，将来期待在不同学制的医学生中进
行此类研究，以确保相关结论的普适性。第二，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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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的即时反馈型 OSCE 教考训练模式尚未成熟，
因
此相关配置还有待完善，如配备更加充裕的场地资
源和人力资源，
对教学案例进行优化和创新设计，
对
标准化模拟病人进行精细化培训，进一步提升其专
业素养等。第三，
目前使用的评价量表条目仍较少，
我们将进一步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尽可能客
观准确地反映被试者的意志，
减少偏倚。
综上所述，即时反馈型 OSCE 教考模式在医学
生临床实习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可帮助学员在
实习早期充分建立自信，并显著提高问诊、体格检
查、病例书写、换药、心肺复苏和沟通能力，增加患
者的满意度，从而有助于学员临床技能的提高，对
其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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