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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培训细则

放射影像学是一门涉及面广、整体性强、发展迅速、独立而成熟的学科,它主

要包括X射线诊断、X射线造影诊断、计算机体层成像(CT)、磁共振成像(MRI)、
介入放射学等临床应用方向.

一、培训目标

能够掌握正确的放射医学相关的临床工作方法.熟悉与放射医学领域相关

的临床知识,掌握最基本的相关临床急救技能和方法;明确放射医学在临床疾病

诊治过程中的价值和限度.了解以放射医学为主的医学影像学现状和发展前景,
建立较为完整的现代医学影像概念(包括放射影像诊断及其治疗).在初步掌握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熟悉放射影像诊断中各种常见病的临床表现(症状、体征和实

验室检查),掌握放射影像诊断对这些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了解适于影像介

入治疗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各种治疗方法.培训期间,住院医师应通过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际沟通能力.培训结束时,住院医师应具有

相当于本专业高年住院医师的水平,独立从事放射科临床工作的能力,参加地市

级及其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的放射医学工作人员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并通

过考核,获得证书.

二、培训方法

采取在放射科轮转为主,辅以在超声科、核医学科及其他相关临床科室轮转

的形式进行.通过书写病例报告,参加门、急诊工作和各种教学活动,完成规定的

病种和基本技能操作数量,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认真填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

记手册»;规范书写病例及影像报告;低年资住院医师参与见习/实习医生的放射

科临床教学工作,高年资医师指导低年资医师.
放射科住院医师培训分为３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第１－１５个月):在医学影像相关的各专业轮转,其中放射科９个

月、超声学科３个月、核医学科３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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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第１６－３３个月):在住院医师选定的执业方向相关的专业组内进

行培训.
各阶段轮转科室及时间安排如下.

阶段 轮转科室 时间(月)

第一阶段 放射科[神经(含头颈)、呼吸循环、消化泌尿(含生殖)及骨关节各

２个月、介入组１个月]
９

超声医学科 ３
核医学科 ３

第２阶段 放射科 １８

合计 ３３

　　注:第３４－３６个月可根据培训基地的具体情况和住院医师本人的需求,安排答辩或轮转

临床非指定科室.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一)第一阶段(第１－１５个月)
系统掌握和熟悉本专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初步掌握本专科

所涉及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诊断和治疗原则.了解这些专业组的日常工作程

序、内容及涉及的相关临床知识.

１放射科(共９个月,其中放射诊断学专业组８个月,介入组１个月).
(１)轮转目的

可根据培训基地具体情况选择下面两个轮转方案之一轮转放射科.
第一方案:神经(２个月)、心胸(２个月)、腹盆(２个月)、骨关节(２个月)、介入

(１个月).
第二方案:X射线普放(２个月)、X射线造影(２个月)、CT(２个月)、MRI(２个

月)、介入(１个月).
掌握:放射影像的基本理论,包括 X 射线、CT 和 MRI的成像原理和检查方

法;放射影像诊断报告书的书写原则.放射防护基本原则与措施.
熟悉:放射影像的观察和分析方法及其诊断原则,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
了解:介入放射学的基本理论和应用原则;介入放射学的基本操作技术;X射

线投照和CT、MRI检查操作方法;放射影像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和限度,工作场

所放射性水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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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基本要求

要求住院医师完成的工作量为X射线普放≥２０００份、X射线造影(在二线指

导下操作)≥１５０例、CT≥４００例、MRI≥１００例、介入观摩≥３０例,其中应包括但

不少于下表所列疾病报告书的建议书写例数.

系统(检查技术) 疾病名称 最低例次

神经系统 脑血管病(包括出血及梗死) ５
(以CT和 MRI为主) 脑肿瘤(包括脑膜瘤等) ５

脑外伤 ５
呼吸循环系统 肺部感染(包括肺结核等) ５
(以X射线片和CT为主) 肺部肿瘤(包括良性及恶性肺部肿瘤) ５

气管、支气管疾病(包括支气管扩张等) ５
纵隔肿瘤 ５
胸膜疾病(包括胸腔积液等) ５
主动脉疾病 ３
心包疾病(包括心包积液等) ５

消化、泌尿系统 肝硬化(包括食道静脉曲张) ５
(以CT和造影为主) 胰腺炎 ５

胆系炎症与结石 ５
肝脏肿瘤(包括良性及恶性肝脏肿瘤) ５
胰腺肿瘤(包括良性及恶性胰腺肿瘤) ３
胆系肿瘤 ５
消化道溃疡(包括造影检查) ５
消化系统空腔脏器肿瘤(包括造影检查) ５
泌尿系炎症与结石 ５
泌尿系肿瘤(包括肾、输尿管、膀胱等) ５

骨关节系统 骨折与脱位 ５
(以X射线片为主) 骨肿瘤(包括良性及恶性骨肿瘤) ５

骨关节炎性疾病(包括骨结核、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

脊柱炎)
５

退行性骨关节病 ５
放射性检测 工作场所放射性水平 ２

２超声医学科(３个月,应包括腹部、心脏、妇产、小器官及周围血管等亚专业

的轮转).
(１)轮转目的

掌握:超声医学基础知识,包括超声医学基本原理、超声诊断基础和诊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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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在临床的应用;超声常用术语;能基本正确书写诊断报告,并完成下表所列疾

病的报告书写.
熟悉:超声诊断的步骤、图像分析方法,包括检查前准备、操作程序和手法、观

察内容和指标、分析及诊断原则.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超声表现.
了解:超声仪器的类型、原理和结构.
(２)基本要求

轮转超声医学科书写报告包涵的病种及例数要求见下表.

系统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次

超声基础 超声基本原理、伪像、超声仪器及探头、超声诊断原则

腹部 肝弥漫性病(肝炎、肝硬化、脂肪肝) ６
肝局灶性病变(肝囊肿、肝血管瘤、肝细胞癌) ６
胆囊疾病(炎症、结石、息肉、胆囊癌) ６
胰腺(急慢性炎症、良恶性肿瘤) ３
脾脏(肿大、占位性病变) ３
泌尿系结石及梗阻 ３
泌尿系肿瘤(包括肾、输尿管、膀胱) ３
前列腺病变,残余尿测定 ３

妇产科 子宫疾病(肌层病变、内膜病变) ６
卵巢囊肿和肿瘤(常见类型) ６
正常早孕及孕１１~１４周超声检查 ６
正常中晚孕 ６
异常妊娠及妊娠合并症(流产、异位妊娠、羊水及胎盘异常) ３
常见胎儿结构畸形 ３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 １

心脏 先天性心脏病(常见类型) ６
后天获得性心脏病(瓣膜病、冠心病、心肌病、心包疾病,心脏肿瘤) １０

小器官及血管 甲状腺(炎症性疾病、甲状腺肿、结甲、甲状腺癌) ６
乳腺(增生、炎症、良恶性占位) ６
颈椎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支架) ６
四肢动脉(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瘤) ６
四肢静脉(血栓、静脉瓣功能不全、动静脉瘘) ６
腹部血管病变 ３

３核医学科(３个月)
(１)轮转目的

掌握:核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包括核医学的内容和特点;放射性核素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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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技术的原理;放射性核素显像的原理、类型和图像分析方法;核医学仪器设备的

分类,单光子显像设备(SPECT、SPECT/CT)和正电子核素显像设备(符合线路

SPECT、PET、PET/CT)的工作原理和临床价值;常用放射性药物的定位机制,放
射性药品临床使用的基本要求及制备的基本原理,放射性核素体内外治疗的基本

原理;核医学中的放射性污染及防护措施.
熟悉:常用核素显像的显像原理、显像剂、图像分析及临床应用,主要包括骨

显像、肾动态显像、甲状腺显像、心肌灌注显像、肺通气/灌注显像、正电子及单光

子肿瘤显像、脑血流灌注显像等.
了解:核素显像基本操作(包括放射性药物注射、图像采集及处理等);核医学

体外分析技术的特点和基本原理,体外放射分析的基本类型和基本操作技术;脏
器功能测定的原理及应用,甲状腺摄碘(１３１I)试验及有效半减期测定;放射性核素

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残留、复发或转移)和恶性肿瘤骨

转移骨痛的原理、方法及适应证和禁忌证;核医学常用检查和治疗方法与其他影

像技术诊断及治疗手段的比较;医学影像图像融合技术的优势.
(２)基本要求

要求正确采集病历、书写核医学影像诊断报告２００份,具体要求,见下表.

检查名称 包含主要疾病名称 最低例数

骨显像 骨转移瘤、骨关节病 ２０
心肌灌注显像 心肌缺血、心肌梗死 ６
肿瘤代谢显像 肺部肿瘤、淋巴瘤、消化系统肿瘤 ３
肾动态显像 肾衰竭、肾积水 １２
甲状腺显像 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 １２
肺显像 肺栓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３
脑血流灌注显像 脑血管病 ５
放射性检测 工作场所放射性污染水平 ２

(二)第二阶段(第１６－３３个月)
放射科住院医师应继续在本专业的头颈和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和循环系统、

消化及泌尿生殖系统、骨关节系统和介入诊疗五个专业组内轮转,每个专业组培训

时间为３~４个月.也可根据基地安排,按照X射线普放、X射线造影、CT、MRI、介
入的轮转方式轮转放射影像学专业,每个专业组培训时间为３~４个月.

１ 轮转目的

掌握:下表所列疾病的影像诊断和鉴别诊断要点;不同系统常见疾病多种影

像检查方法的优选;各种以X射线为基础的影像检查技术的理论知识,包括X射线

相关对比剂的成像特点及成像原理;自主操作完成多层螺旋CT的各种基本图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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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在二线医师指导下,自主操作胃肠造影机进行各种消化道造影检查.
熟悉:MRI基础检查序列的成像原理、方法及其临床应用;放射防护基本知

识、规则和要求;影像对比剂的使用规范及不良反应的相关基本知识.
了解:临床少见病或罕见病的影像特点;放射影像专业临床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

２ 基本要求

本阶段培训期间,住院医师完成的报告及操作总量要求:X射线普放≥３０００
例、X射线造影(在二线指导下操作)≥３００例、CT≥１２００例、MRI≥４００例,报告

书应包括的疾病种类和例数要求见下表.

系统 病种 最低例次

头颈和中枢神经系统

(MRI和 CT 检查为

主)

脑血管病:脑出血、脑梗死等 １０
神经系统肿瘤: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转移瘤等 １０
颅脑外伤:颅内血肿、脑挫裂伤等 １０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多发性硬化等 ５
颅内感染:脑脓肿、脑膜炎等 １０
脊髓病变:椎管内肿瘤等 ８
头颈部肿瘤(包括鼻咽癌、喉癌等) ８
中耳乳突炎症:急慢性炎症、胆脂瘤型中耳炎等 ８
鼻旁窦病变:鼻窦炎、鼻窦肿瘤等 ５
眶内病变:外伤、眶内肿瘤等 ５

呼吸和循环系统

(X 射线平片 和 CT
检查为主,纵隔病变

增加 MRI检查)

肺部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肺炎、肺脓肿、肺结核等 ２０

肺间质病变:间质性肺炎、肺间质纤维化等 ５

气道病变:支气管扩张、复发性多软骨炎、支气管异物等 ５

肺部肿瘤:错构瘤、血管瘤、肺癌 １５

纵隔肿瘤:胸腺瘤、淋巴瘤、畸胎瘤、神经源性肿瘤等 ８

胸膜病变:胸腔积液、气胸和液气胸、胸膜粘连、肥厚和钙

化等

１０

心脏病变: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等 １０

心包病变:心包积液、缩窄性心包炎等 ５

主动脉病变:真性及假性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等 ８

肺动脉病变:肺动脉高压、肺动脉栓塞等 ３

头颈及下肢动脉病变: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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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系统 病种 最低例次

消化系统(消化道造

影、CT 和 MRI检查

为主)

急腹症(以腹部X射线平片和CT为主要检查方法):胃肠

道穿孔、肠梗阻、阑尾炎、腹部外伤等

２０

食道病变:食管静脉曲张、食管癌、食道异物等 ５

胃及十二指肠病变:十二指肠憩室、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胃
癌、壶腹癌等

１０

空回肠病变:克罗恩病等 ３

结直肠病变: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等 ５

肝脏病变:肝细胞癌、肝囊肿、肝海绵状血管瘤、肝转移癌、
肝硬化等

１５

胆系病变:胆囊癌、高位胆管癌、胆总管恶性肿瘤(包括梗

阻性黄疸)、胆系炎症、胆系结石等

１０

胰腺病变: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腺瘤、胰岛细胞瘤等 ８

脾脏病变:脾梗死等 ３

泌尿生殖系统

(包括腹膜后病变,以

CT 和 MRI检 查 为

主)

肾脏病变:包括肾脏囊性病变、肾癌、肾盂癌、泌尿系结核

等

１５

输尿管及膀胱病变: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泌尿系结石等 １０

肾上腺病变:肾上腺增生、肾上腺腺瘤、嗜铬细胞瘤等 ８

前列腺病变: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 ５

女性生殖系统病变(以 MRI检查为主):子宫肿瘤(子宫肌

瘤、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卵巢肿瘤等

８

骨关节系统(X 射线

平片、CT 检查为主,
辅以 MRI检查)

骨关节外伤:骨折、关节脱位等 １５

骨肿瘤:骨瘤、骨软骨瘤、骨巨细胞瘤、骨肉瘤、骨转移瘤等 １５

骨关节炎症:化脓性骨关节炎、骨关节结核、类风湿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等

１０

退行性骨关节病:颈椎病、腰椎退行性变、膝关节退行性变

等

１０

骨代谢病:佝偻病等 ５

针对个人需求,住院医师可有选择性地轮转介入诊疗部分.对于接受此轮转

安排的住院医师,应达到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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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台上实习时应能够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对患者进行消毒铺巾、换药等简单操

作,作为一助或二助参与简单的介入操作.

②掌握穿刺插管,选择性动脉造影及穿刺活检等介入基本操作,了解导丝、导
管等各种介入器械的结构特点与使用方法.

③掌握常见疾病的造影表现、各种介入治疗方法.

④熟悉各项常见介入操作的适应证、禁忌证,介入导管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包
括消毒隔离制度.

⑤了解患者接受介入操作术后的注意事项、常见并发症及其处理原则.
介入轮转期间完成观摩或参与操作的介入技术及例数要求见下表.

血管介入技术 最低例数 非血管介入技术 最低例数

头颈部动脉造影 ３ 插管肠道造影 ３
胸腹部动脉造影 ３ 经皮穿刺胆道造影 ３
四肢动脉造影 ３ CT引导下肿物穿刺活检术 ３
上/下腔静脉造影 ３ CT引导下积液置管引流术 ３
动脉球囊/支架成形术 １
动脉栓塞术 １

３ 较高要求

①完成２次读书报告或病例讨论,作为平时的考核成绩.

②翻译１篇专业英文综述,并在科内报告,鼓励完成１篇综述、个案报道或原

著性论文.

③参加其他临床科室的病例讨论会１~２次.
(三)其他

第３４－３６个月可根据培训基地和住院医师的具体情况,安排答辩或轮转临

床指定科室.
可选择的临床科室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

咽喉科和口腔科等,可根据专业特点适当调整各科室轮转时间.

１ 基本要求

(１)内科:熟悉下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及临床治疗原则.具体要求见下表.

系统 病种

呼吸、循环系统 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肺结核、肺炎等)、肺癌、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冠状

动脉心脏病、心包炎

消化、泌尿系统 胃、十二指肠溃疡,消化道肿瘤(胃癌、胰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肝硬

化、胰腺炎、各种类型肾炎、肾衰竭、膀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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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外科:熟悉下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及临床治疗原则,具体要求见下表.

部位 病种

胸部 胸部恶性肿瘤(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或乳腺癌)、主动脉瘤

腹部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胆系肿瘤或肝细胞癌)、胆系

结石、泌尿系统结石、胃溃疡、胰腺炎、泌尿系统肿瘤(肾肿瘤、膀胱肿

瘤)

骨与关节 骨折、半月板撕裂、椎间盘脱出

(３)儿科:熟悉下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及临床治疗原则.具体要求见下

表.

系统 病种

中枢神经系统 颅内感染(如脑膜炎、脑脓肿)、颅内肿瘤

呼吸、循环系统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常见类型)
消化、泌尿系统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常见类型)、小儿急腹症(常见类型)、肾母细胞瘤

(４)妇产科:熟悉下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临床检查手段及治疗原则见下

表.

科别 病种

产科 早孕、异位妊娠、胎儿畸形、胎盘异常、妊娠合并症(常见类型)
妇科 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肿瘤(常见类型)、卵巢肿瘤和瘤样病变(常见类型)

(５)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熟悉下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临床检查手段及

临床治疗原则,具体要求见下表.

病种 病名

脑血管疾病 脑出血、脑梗死

脑变性疾病 Alzheimer病、Parkinson病

脱髓鞘疾病 多发性硬化

脑肿瘤 神经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转移瘤

颅内感染及外伤 颅内感染和寄生虫疾病、脑内血肿、硬膜外和硬膜下血肿

脊髓疾病 椎管内肿瘤、脊髓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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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耳鼻咽喉和口腔科:熟悉下列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临床检查手段及临

床治疗原则,具体要求见下表.

病种 病名

眼和眼眶 炎性假瘤、视网膜母细胞瘤、泪腺肿瘤、眶内异物

耳部 先天性中、内耳发育畸形、中耳乳突炎、颞骨骨折

鼻和鼻窦 急慢性鼻窦炎、鼻窦囊肿和息肉、鼻和鼻窦肿瘤(常见类型)
咽、喉部 咽和咽旁脓肿、鼻咽癌、喉癌

口腔颌面部 腮腺良/恶性肿瘤(常见类型)

２ 其他要求　
轮转各临床科室需完成病例摘要分析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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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

超声医学科培训细则

超声医学科是一门专业强、技术发展迅速、临床涉及面广泛的临床医学学科.
超声医学包括腹部超声、心脏超声、妇产超声、血管超声、浅表器官及肌肉骨骼超

声、介入及术中超声等.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超声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能独立和规范地承

担本专业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工作的临床超声医学人才.

一、培训目标

能够掌握正确的超声医学的临床工作方法,掌握超声医学领域各种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掌握最基本的临床急救技能和方法.熟练操作超声仪

器,并掌握正确的检查手法.了解超声医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熟悉相关影像学

知识,包括其适应证、检查方法及主要临床价值.培训期间,住院医师应通过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应获得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际沟通能力.培训结束时,住院医师

应具有独立从事超声医学科临床日常工作的能力.

二、培训方法

采取在超声医学科及放射科、核医学科、相关临床科室轮转的形式进行.通

过参加门、急诊工作及临床实践,参加各种教学活动,完成规定的病种和基本技能

操作数量,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认真填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记手册»;规范书

写超声报告;参与见习/实习医生的超声科临床教学工作.轮转科室及时间安排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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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轮转科室与时间安排

科室 时间(月)

超声医学科 ２２
放射科 ４
核医学科 １
临床科室 ６
合计 ３３

　　注:临床科室的轮转须安排在执业医师考试前完成;超声科的轮转建议安排在放射科和核

医学科之前进行.

三、培训要求与内容

(一)超声医学科(２２个月)

１ 轮转目的

第一时段(第１－３个月):为理论学习和记录报告时段,通过自学相关书籍及

观摩学习,了解超声医学的基础知识,包括超声基本原理、仪器类型和原理、诊断

基础和原则、检查步骤、图像分析方法等;考核合格后进入以下时段.
第二时段(第４－６个月):为带教学习时段,要求掌握检查前准备、操作程序

和手法,学习超声解剖学和常见病的超声表现,能基本正确书写诊断报告;考核合

格后进入以下时段.
第三时段(第７－２２个月):为学习操作检查患者时段,进一步深化掌握超声

诊断物理学基础,仪器的工作原理、性能和基本操作方法.掌握超声伪像的识别.
掌握腹部(含胸部)、心脏、妇产、浅表器官、周围血管的常见疾病超声诊断及鉴别

诊断.掌握超声报告规范书写方法.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参与门急诊、床旁检查

工作.了解介入超声的适应证、价值和限度,及其一般临床应用,如肝、肾囊肿穿

刺及超声引导下活检.

２ 基本要求

住院医师应在超声医学科各专业进行全面的轮转培训,缺一不可.时间安排

为腹部６个月、心脏４个月、妇产５个月、浅表器官３个月、周围血管３个月及介入

超声１个月,具体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２.

—３４２—

超声医学科培训细则



表２　超声医学科学习的病种及例数

系统/部位 病种 最低例数

超声基础 超声基本原理、伪像、超声仪器及探头、超声诊断原则 /

腹部(含胸部) 肝弥漫性病变(肝炎、肝硬化、脂肪肝、肝血吸虫病等) １００

肝局灶性病变(肝囊肿、肝脓肿、肝血管瘤、肝细胞癌、肝内血肿、
肝包虫病等)

１００

胆囊疾病(炎症、结石、息肉、胆囊癌、胆囊腺肌症等) １００

胆管疾病(肝外胆管癌、胆管扩张等) ５０

胰腺(急慢性炎症、良恶性肿瘤等) ２０

脾脏(脾大、副脾、脾囊肿、脾血管瘤、脾转移瘤、脾淋巴瘤等) ５０

泌尿系畸形(重复肾、异位肾、融合肾、肾缺如等) １０

泌尿系结石及梗阻 ５０

肾脏弥漫性病变及移植肾 ３０

泌尿系肿瘤(包括肾、输尿管、膀胱等) ３０

肾上腺肿瘤 ５

前列腺病变,残余尿测定 ３０

腹腔积液 １００

胸腔积液、胸壁Ｇ胸膜病变、周围型肺病变 ５０

妇产科 子宫疾病(子宫畸形、肌层病变、内膜病变等) ８０

卵巢囊肿和肿瘤(常见类型) ５０

盆腔炎性疾病 １０

正常早孕及第１１~１４周超声检查 ５０

正常中晚孕(含中孕胎儿结构畸形筛查等) ３０

异常妊娠及妊娠合并症(流产、异位妊娠、多胎妊娠、羊水及胎盘

异常等)
３０

常见胎儿结构畸形 ５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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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系统/部位 病种 最低例数

心脏 先天性心脏病(常见类型等) ３０

后天获得性心脏病(瓣膜病、冠心病、心肌病、心包疾病,心脏肿

瘤等)
５０

浅表器官 甲状腺疾病(炎症性疾病、甲状腺肿、结甲、甲状腺癌等) １００

甲状旁腺疾病 ５

乳腺(增生、炎症、良恶性占位等) １００

涎腺(炎症、肿瘤等) ５

淋巴结(良、恶性疾病) ３０

阴囊(阴囊急症、睾丸肿瘤、鞘膜积液、斜疝等) １０

周围血管 颈动脉、椎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支架等) ８０

四肢动脉(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瘤等) ５０

四肢静脉(血栓、静脉瓣功能不全、动静脉瘘等) ５０

腹部血管(腹主动脉瘤、门脉病变、布Ｇ加综合征、肾静脉疾病等) ３０

介入超声(上
级医师指导)

腹部脓肿穿刺抽吸置管引流,肝、肾脏穿刺活检,肾囊肿穿刺硬

化疗法,前列腺穿刺活检

各１

此外,还需翻译２篇专业英语文献,并提倡完成一篇综述或原著性论文.
(二)放射科(４个月)

１ 轮转时间　其中CT为１５个月、MR为１个月、普通放射为１个月、介入

放射０５个月.

２ 轮转目的

熟悉:放射影像学的基本理论,包括X射线、CT和 MRI的成像原理和检查方

法、放射影像学的观察和分析方法及其诊断原则、放射影像诊断报告的书写原则,
并完成表３所列疾病例数的诊断报告书写.

了解:介入放射学的基本理论和应用原则、介入放射学的基本操作技术、X射

线投照和CT及 MRI检查操作方法、放射影像学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局限性.

３ 基本要求

在放射科轮转期间,需要学习的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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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放射科轮转学习的病种及例数

系统(检查技术) 疾病名称 例数

神经系统 脑血管病(包括出血及梗死) ５
(CT和 MRI为主) 脑肿瘤 ５

脑外伤 ５
呼吸、循环系统 肺部感染(包括肺结核) ５
(以平片和CT 为主) 肺肿瘤 ５

支气管扩张 ５
纵隔肿瘤 ５
胸腔积液 ５
主动脉疾病 ２
心包积液 ５

消化、泌尿、生殖系统 实质脏器肿瘤(包括肝脏肿瘤、胰腺、胆系等) １０
(以CT和 MRI为主) 肝硬化 ５

胰腺炎 ５
胆系结石 ５
消化道肿瘤 ５
消化道溃疡(造影检查) ５
泌尿系结石 ５
泌尿系肿瘤(包括肾、输尿管、膀胱等) ５
子宫肿瘤 ５
卵巢肿瘤 ５

骨关节系统 骨折(以平片为主) ５
骨肿瘤 (以平片为主) ２
骨关节炎性疾病(包括结核、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５
退行性骨关节病 ５

(三)核医学科(１个月)

１ 轮转目的

熟悉:常用核素显像的显像原理、显像剂、图像分析及临床应用.
了解:核素显像基本操作(包括放射性药物注射、图像采集及处理等)、核医学

体外分析技术的特点和基本原理、体外放射分析的基本类型和基本操作技术、脏
器功能测定的原理及应用.

２ 基本要求

在核医学科轮转期间,需要学习的病种及例数要求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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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核医学科轮转学习的病种及例数

　　　　　　检查技术 例数

　　　　骨显像 ５
　　　　心肌灌注显像 ２
　　　　肿瘤代谢显像 ３
　　　　肾动态显像 ５
　　　　甲状腺显像 ２
　　　　肺显像 ２

(四)临床相关科室(６个月)
可选择的临床科室包括内科(２个月)、外科(２个月)、妇产科(１个月)、急诊科及

重症监护室(１个月)等.熟悉有关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及临床治疗原则,特别是心

肺复苏、各种休克等抢救措施.根据住院医师的具体情况和专业基地所在医院的特

点,适当调整轮转科室的类别和时间.学习的病种见表５至表８.

表５　内科学习的病种

系统 病种

呼吸系统 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肺结核、肺炎)、肺癌等

循环系统 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冠状动脉心脏病、心包炎等

消化系统 胃、十二指肠溃疡,消化道肿瘤(胃癌、胰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肝硬化、胰
腺炎等

泌尿系统 各种类型肾炎、肾衰竭、膀胱炎等

表６　外科学习的病种

部位 病种

胸部 胸部恶性肿瘤(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或乳腺癌)、主动脉瘤等

腹部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胆系肿瘤或肝细胞癌)、胆系结石、
泌尿系统结石、胃溃疡、胰腺炎、泌尿系统肿瘤(肾肿瘤、膀胱肿瘤)等

骨与关节 骨折、半月板撕裂、椎间盘脱出等

表７　妇产科学习的病种

科别 病种

产科 早孕、异位妊娠、胎儿畸形、胎盘异常、妊娠合并症(常见类型)等
妇科 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肿瘤(常见类型)、卵巢肿瘤和瘤样病变(常见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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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急诊科及重症监护室(ICU)学习的病种

部位 病种

胸部 急性心机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危象、心包压塞等

呼吸衰竭、肺栓塞、气胸、胸腔积液等

各种外伤、手术后等

腹、盆部 急腹症(胆系、胰腺、肠道、泌尿、妇科等)、各种外伤、手术后等

　　注:必须掌握心肺复苏、各种休克基本抢救措施,熟悉深静脉穿刺技术,这些要求也相应的

适用于其他轮转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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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

核医学科培训细则

核医学是一门应用放射性核素诊断、治疗疾病和进行医学研究的独立临床医

学学科.它分为实验核医学和临床核医学.核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

要内容是临床核医学,具体由影像核医学,包括伽马照相、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显像(SPECT 和 SPEC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PET/CT 和

PET/MR);治疗核医学,包括内照射治疗和外照射治疗;功能测定技术和体外分

析技术四部分组成.其自身特点是集功能/解剖影像、分子影像、靶向治疗为一

体.核医学科既与其他影像学科、临床各学科关系密切,同时又涉及核物理学、核
药学、计算机等多学科技术.

一、培训目标

能够掌握核医学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常规和临床路径;熟悉各轮转科室的诊疗

技术;了解核医学和放射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参加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医

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证书.培训结束时,住院医

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际沟通能力,具有独立从事核医学科临床日常工作的

能力.

二、培训方法

采取在核医学科及其他相关科室轮转的形式进行.培训内容和难易度逐步

递增.通过参加门诊、病房工作和各种教学活动,完成规定数量的病种和基本技

能操作,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认真填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登记手册»;规范书写

诊断报告及病历;低年资住院医师参与见习/实习医生的核医学科临床教学工作,
高年资医师指导低年资医师.

核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分为３个阶段进行,各阶段轮转科室及时间安排见表

１.
(一)第一阶段(综合临床能力培训)
第１－６月,在与核医学相关的临床科室轮转.要求在内分泌科、肿瘤科各轮

转２个月;根据住院医师和临床培训基地的具体情况,从心内科、呼吸科和神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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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选择一个科室轮转２个月.
(二)第二阶段(核医学与放射学知识基础培训)
第７－１６月,巩固在校期间已学过的理论基础,通读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专著１

~２本,阅读国内外核医学杂志,认真参加科内组织的业务学习与讲座.
在放射科和核医学科各轮转５个月.放射科轮转全部在影像诊断,包括神经、

骨关节组各１个月,胸部、腹部组各１５个月;核医学科包括核医学高活性室１个

月,体外分析１个月,核素治疗和功能测定１个月,SPECT或SPECT/CT２个月.
(三)第三阶段(核医学与放射学知识加强培训)
第１７－３３月,进一步深入学习核医学与放射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包括

图像采集与处理、图像融合技术、多模式分子显像.参加科室组织的有关业务学

习和专题讲座.
先在放射影像诊断科轮转５个月,包括神经组１个月,胸部、腹部组各２个月;

核医学科轮转１２个月,包括图像采集与处理１个月,SPECT或SPECT/CT５个

月,PET(含符合线路)或PET/CT３个月,核素治疗和功能测定３个月.

表１　轮转科室和时间安排表

阶段 轮转科室 时间(月)

第一阶段

(第１－６月)
内分泌科

肿瘤科

非指定科室(心内科、呼吸科和神经内科选其一)

２
２
２

第二阶段

(第７－１６月)
放射影像诊断专业组(神经、骨关节组各１个月,胸部、腹部

组各１５个月)
核医学科(高活性室１个月,体外分析１个月,核素治疗和

功能测定１个月,SPECT或SPECT/CT２个月)

５

５

第三阶段

(第１７－３３月)
放射影像诊断(神经组１个月,胸部、腹部组各２个月)
核医学科(技术组１个月,SPECT 或SPECT/CT５个月,

核素治疗和功能测定 ３ 个 月,PET(含 符 合 线 路)或

PET/CT３个月)

５
１２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一)第一阶段(第１－６个月)
根据住院医师和基地具体情况,安排到相关临床科室轮转,其中内分泌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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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肿瘤科２个月,非指定科室２个月).

１ 轮转目的

掌握:最基本的临床急救技能和方法;明确核医学在临床疾病诊治过程中的

价值和限度.
熟悉:与核医学影像领域相关的临床知识,核医学诊断中各种常见病的临床

表现(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明确核医学对这些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了解:适于影像诊断的各种疾病之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应用价值.

２ 基本要求

(１)内分泌科和肿瘤科:掌握常规问诊和物理检查技术;熟悉表２所列疾病的

临床表现、体征、实验室检查和诊断要点.

表２　内分泌科、肿瘤科学习的病种要求

科室 病种

内分泌科 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炎、甲状腺肿、
甲状腺腺瘤、甲状腺癌)、肾上腺疾病、糖尿病

肿瘤科 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淋巴瘤、食管癌、胃癌、肠癌、肝癌、胰腺癌

(２)非指定科室:掌握常规问诊和物理检查技术;熟悉表３所列疾病的临床表

现、体征、实验室检查和诊断要点.

表３　心内科、呼吸科或神经内科学习的病种要求

科室 病种

心内科 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高血压、心肌病、慢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常见

心脏病急诊的诊断与处理

呼吸科 肺动脉栓塞、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动脉高压、肺结核、肺炎、肺癌、支气管扩张、结
节病

神经内科 脑出血、脑梗死、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脑肿瘤、癫痫

(二)第二阶段(第７－１６月)

１ 放射诊断(５个月)
(１)轮转目的

掌握:诊断报告书的书写原则,并完成表４所列疾病报告书的书写例数,要求

住院医师每周至少书写诊断报告书５０份,不同地区和医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

当上调报告数量.
熟悉:放射学的基本理论,包括 X射线、CT和 MRI的成像原理和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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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图像分析及其诊断原则;放射性防护原则、外照射防护措施.
了解:X射线投照和CT、MRI检查操作方法;放射学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和

限度;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
(２)基本要求:见表４.

表４　第７－１１月放射诊断书写报告书的病种及例数要求

系统(检查技术) 操作技术名称　　　　 最低例数

神经系统 脑出血 １０
脑梗死 １５
脑肿瘤 １０
脑外伤 １０

呼吸、循环系统 肺结核 １５
肺肿瘤 １０
支气管扩张 １０
肺炎 １０
纵隔肿瘤 ５
胸腔积液 １０
心包积液 ５

消化、泌尿系统 肝肿瘤 ９
肝硬化 ８
胰腺炎及肿瘤 １０
胆系肿瘤 ５
肾肿瘤 ８
膀胱肿瘤 ５
消化道肿瘤及溃疡(造影检查) １０

骨关节系统 骨折 １５
骨肿瘤和结核 １０
骨关节病 ２０

放射性检测 工作场所放射性水平检测 ２

２ 核医学科(５个月)
(１)轮转目的

掌握:核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包括核医学的内容和特点;放射性核素示

踪技术的原理;放射性核素显像的原理、类型和图像分析方法;核医学仪器设备的

分类,SPECT和正电子核素显像设备的工作原理和临床价值;常用放射性药物的

定位机制,放射性药品临床使用的基本要求及制备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放射性核

素体内、外治疗的基本原理;放射防护基本原则,核医学中的放射性污染及防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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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高活性实验室的放射性药品、显像剂的制备、标记、分装和使用,活性实验室设

备操作,放射性废物、放射性污染的处理,开放性放射源防护.
熟悉:甲状腺吸碘(１３１I)率测定的原理、方法及临床意义;骨显像、甲状腺显像、

肾动态显像、心肌血流灌注显像和心肌存活检测、脑血流灌注显像、肺通气/灌注

显像、肝胆显像、涎腺动态显像、甲状旁腺显像和 FDG 肿瘤显像等核素显像的原

理、方法、图像分析及临床应用;碘(１３１I)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原理、方法及适

应证和禁忌证.
了解:核医学常用检查和治疗方法与其他影像技术诊断及治疗手段的比较;

核医学体外分析技术的特点和基本原理,体外放射分析的基本类型和基本操作技

术;医学影像图像融合技术的优势;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
(２)基本要求:完成表５所列的技术操作和报告书的书写例次.

表５　第１２－１６月核医学科书写报告书的项目和例数要求

技术操作或检查项目名称 最低例次

放射性核素分装 ５
显像剂制备 ５
放射性药物注射 ５０
每日工作场所污染检测 ５
参与全程碘(１３１I)治疗甲亢 ５
参与体外分析实验 ４００
甲状腺吸碘(１３１I)率测定操作及指导下书写报告 ２０
骨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５０
甲状腺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４０
甲状旁腺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５
肾动态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４０
心肌血流灌注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２０
脑血流灌注显像,或肝胆显像,或涎腺动态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２０
肺通气/灌注显像指导下书写报告 ５
工作场所放射性污染检测 ２

(三)第三阶段(第１７－３３月)

１ 放射影像诊断科(５个月,其中神经组１个月,胸、腹部组各２个月)
(１)轮转目的

掌握:放射学的基本理论,包括 X射线、CT和 MRI的成像原理和检查方法;
影像学图像分析及其诊断原则;本专科常见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并对本专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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