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 年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二）

实践技能操作考（口腔类别）安排的通知

一、指导思想

以落实医教协同要求为目标，以临床岗位胜任能力考核为导向，

规培结业考指南结合口腔各专业规培大纲要求，通过更加贴近口腔各

专科临床诊疗规范的考核内容及形式达到全面综合评价学员临床技能

的目的。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根据《云南省医师协会关于 2021 年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安排（西医类）的通知》，此

次考试分三站进行。

（一）第一站：临床技能综合考核

按照口腔临床各专科诊疗工作的培训目标要求分 5 个专业

进行真实患者的椅旁考核。综合考核学员的临床岗位胜任能力，

考核内容包括：接诊及病史采集—专科临床检查—专科临床技

能操作—专科门诊病历书写——医患沟通能力六个方面的临床

综合技能。考核权重：60%。

1. 考核地点：各规培单位口腔专业基地。

2. 考核时间：2021年5月30日-6月4日

3.考核方式：由各规培单位口腔专业基地主任负责，组成2-

3人考官小组（有省级规培师资证或副高以上职称者），按临床技

能评分标准进行考核。考核过程要求全程录音录像，以备抽查。



（二） 第二站：临床病例综合考：

学员集中于省口腔医院进行分专业的临床病例现场答辩考核，

重点考核学员的临床思维能力及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

权重：30%

1. 考核地点：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2. 考核时间：2021年6月6日

3.考核方式：按规培专业方向分成5个专业组，由2-3名考

官组成考核小组对学员的现场病例答辩进行综合评分。考核命

题工作（含评分标准）由该站负责人组织安排。

（三） 第三站：徒手心肺复苏，权重10%

1.考核地点：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2.考核时间：2020年6月6日

3.考核方式：现场操作考核。

三、各专业考核流程及标准

（一）口腔全科（2800）

考站及考核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时间

（分钟)

分值

（分)
备注

第一站：临床综合技能

病史采集+专科检查

+诊断建议+治疗计划+医患沟通

真实病人

牙椅旁考

15 2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专科临床操作：

●下颌前磨牙拔除术

●手工龈上洁治术

●邻牙合洞树脂粘接修复

●上下牙列印模制取

15 30

书写专科门诊病历 5 10

第二站：综合病例分析 全科综合病例 现场口答 15 3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第三站：公共技能 徒手心肺复苏 模拟人 3 1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合计 —— —— —— 100 ——



（二）口腔内科（2900）

考站及考核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形

式

时间

（分钟)

分值

（分)
备注

病史采集+专科检查

+诊断建议+ 治疗计 15 20

划+医患沟通

专科临床操作：

●磨牙根管预备

第一站：临床综合技能 ●手工龈上洁治术

●超声龈下刮治术

●窝沟封闭术

真实病人

牙椅旁考

核

15 3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书写专科门诊病历 5 10

第二站：综合病例分析 口腔内科综合病例 现场口

答

15 3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第三站： 公共技能 徒手心肺复苏 模拟人 3 1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合计 —— —— —— 100 ——

（三）口腔颌面外科（3000）

考站及考核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时间

（分钟)

分值

（分)
备注

口外病史采集+专科

体格检查+诊断建议

+治疗计划+ 医患沟
15 20

通

第一站：临床综合技能 真实病人

牙椅旁考核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专科临床操作：

●上颌第一、二磨

牙拔除术

15 30

住院病历书写 5 10

第二站：综合病例分析 口腔外科病例 现场口答 15 3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第三站： 公共技能 徒手心肺复苏 模拟人 3 1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合计 —— —— —— 100 ——



（四）口腔修复科（3100）

考站及考核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时间

（分钟)

分值

（分)
备注

第一站：临床综合技能

病史采集+专科检查

+诊断建议+治疗计

划选择+医患沟通

真实病人

牙椅旁考核

15 2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专科临床操作：

●后牙烤瓷全冠牙

体预备

15 30

书写专科门诊病历 5 10

第二站：综合病例分析 全科综合病例 现场口答 15 3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第三站： 公共技能 徒手心肺复苏 模拟人 3 1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合计 —— —— —— 100 ——

（五）口腔正畸科（3200）

考站及考核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时间

（分钟)

分值

（分)
备注

第一站：临床综合技能

病史采集+专科检查

+诊断建议+治疗计

划选择+医患沟通

真实病人

牙椅旁考核

15 2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专科临床操作

●头影测量
15 30

书写专科门诊病历 5 10

第二站：综合病例分析 综合病例 现场口答 15 3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第三站： 公共技能 徒手心肺复苏 模拟人 3 10 考官按评分标准评分

合计 —— —— —— 100 ——



四、组织安排

五、考生须知

1. 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或相关身份证明以及准考证，考前

半小时到达考场并找各专业规培秘书核对个人身份。考试开始半

小时后，不允许进入考场。如有替考者，一经发现，当场取消考

试资格，并上报云南省卫健委和医师协会。

日期 时间 考核内容 考核地点 考生人数 负责人

5月30
日-6
月4
日

各基地
负责人
安排具
体考试
时间

第一站
临床技能综
合考核（真
实病人椅
旁）

昆医附属口腔医院（46 人）

口腔全科（4 人）

杨春

口腔内科（15 人）
口腔颌面外科（8人）
口腔修复科（10 人）
口腔正畸科（9 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11 人）

口腔全科（8 人）

李启艳口腔颌面外科（3 人）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10 人）

口腔全科（5 人）

杨杨
口腔颌面外科（1 人）
口腔修复科（2 人）
口腔正畸科（2 人）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6 人） 口腔全科（6 人） 曹良菊
昆明市延安医院（9 人） 口腔内科（2人） 杨向红

口腔全科（5人）
口腔修复科（2 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2
人）

口腔全科（2 人） 张文云

大理州人民医院（1 人） 口腔全科（1 人） 汪湛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 人） 口腔全科（2 人） 王文革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3 人）
口腔全科（2 人）

王芬
口腔修复科（1 人）

普洱市人民医院（1 人） 口腔全科（1 人） 刘宏伟
玉溪市人民医院（4人） 口腔全科（4 人） 鲁伟

6 月6
日
（周
日）

8:30-

17:30
第二站

综合病例
考核

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5 楼特诊科 口腔全科（40人） 李启艳

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5 楼种植科
口腔正畸科（11人） 胡江天

省昆医附属口腔医院2 楼口外门诊会议室
口腔颌面外科（12

人）

黎明

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3 楼口内会议室
口腔内科（17 人） 雷雅燕

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4 楼修复会议室
口腔修复科（15 人） 林云红

8:30-17:30 第三站
心肺复苏

昆医附属口腔医院 6 楼报告厅 所有考生（95人） 肖力屏

备注 1. 各专业基地需组织完成第一站的临床诊疗技能综合考核（真实病人椅旁）；
2. 所有考生需到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统一进行第二站的临床病例综合分析考核及第三站徒手心肺
复苏操作考核；
3. 各专业考官组由医师协会统一审核认可，按以上安排参加考核。



2. 操作考试按专业技能要求准备文具，各规培基地秘书合理

安排患者，准备相关操作设备和器械。

3. 修复专业需另准备：铅笔、橡皮擦； 正畸专业需另准备：

尺子、量角器、铅笔、橡皮擦、记号笔。

4. 考试过程中不准携带手机以及与考试相关的纸质材料，

一经发现，当场取消考试资格，并上报云南省卫计委和省医师协

会。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科

2021 年5 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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