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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泌尿外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管理实践与探索
秦

超袁华立新袁王增军袁顾

民袁殷长军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医学研究生是我国高层次医学人才遥 文章通过回顾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

尿外科近几年在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教育工作袁体会到充分利用临床科室的优势袁不断
加强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管理袁可以更好地培养高质量尧高素质医学科研人才袁以适应当
前社会对医学人才的要求袁同时对科室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遥
关键词院研究生曰泌尿外科曰科研创新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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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教育促进了生物医学研究的进步和
专科医师培养水平的提升袁担负着为我国培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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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袁保证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袁同时
科室的专科研究水平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遥

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任务遥 这些医学人才将担负

一尧对象与方法

起祖国医学的发展袁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医
学事业发展的脚步 咱员暂遥 医学研究生学习期多分为两

阶段院 基础理论课学习阶段和实验研究工作阶段遥
在理论学习阶段袁各校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袁开设了
各门必修与选修课程袁并指导研究生根据自己专业
特点选择课程袁学生一般均能顺利修满基础理论课
程的学分遥 但是进入专科学习及实验研究阶段袁由
于各学科的师资配备尧研究生能力及思想的多样化
个性化袁导致一些研究生主观能动性较差或者功利
思想严重袁从而使得研究生的管理难度加大袁管理模
式日趋复杂化遥 同时作为野医教研冶一体的综合性医
院袁作为医科大学的附属教学医院袁科研任务亦较
重袁 在各项科研创新任务中医学研究生做了很多的

渊一冤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 为南 京医 科大 学 圆园园圆耀圆园园缘 级 七年

制专业进入泌尿外科专科学习的学生 员怨 人曰圆园园远耀
圆园园怨 级泌尿外科研究生 源缘 人袁 其中硕士生 猿苑 人袁
博士生 愿 人遥 于 圆园园怨 年开始对 圆园园源耀圆园园缘 级七年
制及 圆园园愿耀圆园园怨 级研究生进行全面的科研管理袁加
强创新能力的培养袁 将这两届学生作为实践组袁共
猿猿 人袁 其中博士生 缘 人袁 硕士生 圆愿 人遥 而 圆园园圆耀
圆园园猿 级七年制尧圆园园远耀圆园园苑 级研究生两届学生作为
对照组袁共 猿员 人袁其中博士生 猿 人袁硕士生 圆愿 人遥两
组研究生的导师均相同遥
渊二冤科研管理方法

工作袁如何充分发挥医学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袁提高

总结目前研究生科研存在的问题袁 进行针对性

他们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袁同时为科室整体的科研发

的改善袁并针对实践组中不同学制尧不同能力的学生

展做出贡献袁是导师及指导小组人员进行管理时需

制定具体的科研计划袁 并对每一步科研进展进行质

要思考的问题遥

量控制遥

泌尿外科作为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优
势学科袁是国家重点专科及江苏省重点学科袁一直以

员援进入亚专科参与科研

研究生进入实验研究工作阶段后袁 即根据导师

来都是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报考的热门专业遥 近年

的专业方向袁分别进入相关亚专科参与科研袁并在亚

来我科通过加强研究生的全面管理袁特别是对其科

专科的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指导下确立课题遥 课题

研创新能力加以重点培养袁使得研究生的教育工作

需根据必要的预实验或前期研究结果袁 充分考虑可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愿原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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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渊员怨愿员原 冤袁男袁江苏吴江人袁讲师袁主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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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并结合博士尧硕士及七年制的具体要求尧实验时
间和每个学生的能力情况袁因人而异地确立袁可以是
相关亚专科研究方向的一个或数个子课题遥
圆援科研实验阶段

分升为 愿援愿 分袁平均影响因子也由 员援愿 分升为 圆援远 分袁

人均影响因子更是由 园援缘源 分上升到 猿援猿远 分袁 可以看
出经过科研管理实践后袁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科
研创新能力被充分激发和调动袁从而带来了科研水平

在正式进行实验后袁通过技术员和高年级研究

的上升袁 申报成功的国家和省厅级课题数量明显增

生的带教袁迅速掌握各自研究需要的技术和相关仪

加遥 进一步分析显示袁在各亚专科的研究中无论文章

器的使用方法尧操作流程遥 加强研究过程中的管理袁

或者申报的课题数量均有长足的进步渊表 圆冤遥

每 圆 周向导师及亚专科指导老师尧实验室技术管理

通过对研究生毕业后状况的分析袁两组学生毕业

员汇报工作进度和遇到的困难袁集思广益加以解决

后在就业及继续深造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遥 但是就

并确立后续实验计划遥

业的毕业生中袁在三级医院的人数实践组较对照组略

猿援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质量控制

注意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研作风袁并加强实验
室结果真实性的核查遥 分析结果时研究小组中需有
熟练掌握常用的统计知识和软件的人员尧熟悉相关
亚专科的临床医师尧具体完成实验的研究生袁并将实
验结果放入亚专科系列研究中进行分析袁从而指导
临床相关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遥
源援充分利用实验室及临床资源

通过实验室统一订购试剂及检测分析袁避免重
复购置袁降低检测费用遥 并充分利用临床资源袁对亚
专科的研究方向及相关研究生的课题进行设计袁努
力把临床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创新优势袁同时也把
科研创新中的进展努力向临床医学应用转化遥 同时
加强了与南京医科大学国家尧省级重点实验室以及
兄弟院校尧科室的合作袁实现优势互补尧资源共享袁保
证和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地完成课题遥
渊三冤比较方法
比较实践组与对照组研究生的科研成果袁包括
发表的 杂悦陨 论文数及影响因子尧核心期刊论文数尧参

与申报的国家尧省厅级课题项目数袁并对各亚专科的
文章及课题数进行分析遥

二尧结

果

实践组中 猿猿 位硕士研究生袁以第一作者共计发

表 杂悦陨 收录文章 源猿 篇袁总影响因子达到 员员园援怨 分袁人
均 员援猿 篇袁人均影响因子为 猿援猿远 分袁国内核心期刊发
表文章 猿怨 篇袁人均 员援员愿 篇袁所进行的科研项目参与
申报成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 员园 项袁 省厅级课题
员员 项遥 对照组中 猿员 位研究生袁共计发表 杂悦陨 收录论
文 怨 篇袁总影响因子为 员远援远 分袁人均 园援圆怨 篇袁人均影
响因子为 园援缘源 分袁 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圆苑 篇袁人
均 园援愿苑 篇袁 所进行的科研项目参与申报成功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有 源 项袁省厅级课题 缘 项渊表 员冤遥 由此

可见袁无论是科研发表文章的数量及质量袁实践组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袁杂悦陨 论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由 猿援圆

多而二级医院的人数则略少曰而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
中袁可以看到实践组的毕业生更多地选择了到国外的
知名大学继续相关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渊表 猿冤遥
表员

两组研究生在文章发表及参与成功申报课题的数量

比较指标
实践组渊灶越猿猿冤 对照组渊灶越猿员冤
发表 杂悦陨 收录文章渊篇冤
怨
源猿
总影响因子渊分冤
员远援远
员员园援怨
人均 杂悦陨渊篇 辕 分冤
园援圆怨 辕 园援缘源
员援猿园 辕 猿援猿远
单篇最高 杂悦陨渊分冤
猿援圆
愿援愿
平均影响因子渊分冤
员援愿
圆援远
发表核心期刊收录文章渊篇冤
猿怨
圆苑
核心期刊人均渊篇冤
员援员愿
园援愿苑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项冤
源
员园
参与省厅级课题渊项冤
缘
员员
表圆

两组研究生在各亚专科发表文章及参与成功申报课
题的数量

专科研究
泌尿系肿瘤
文章渊篇袁杂悦陨 辕 核心冤
课题渊项袁国家 辕 省厅冤
男生殖系肿瘤
文章渊篇袁杂悦陨 辕 核心冤
课题渊项袁国家 辕 省厅冤
男科学
文章渊篇袁杂悦陨 辕 核心冤
课题渊项袁国家 辕 省厅冤
泌尿系结石
文章渊篇袁杂悦陨 辕 核心冤
课题渊项袁国家 辕 省厅冤
肾移植
文章渊篇袁杂悦陨 辕 核心冤
课题渊项袁国家 辕 省厅冤
表猿

组别
实践组
对照组

实践组渊灶越猿猿冤

对照组渊灶越猿员冤

圆园 辕 愿
园源 辕 圆

源 辕 缘园
园 辕 圆园

员猿 辕 怨
园圆 辕 猿

源 辕 猿园
园 辕 员园

园员圆 辕 员园
园猿 辕 圆

员 辕 员圆
猿 辕 员园

园员 辕 源
园园 辕 员

园 辕 猿园
园 辕 园园

园员 辕 远
园员 辕 猿

园 辕 源园
员 辕 员园

两组研究生毕业后的情况

就业医院等级

渊人冤

继续深造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国内重点院校 国外知名大学
员猿
员园

苑
远

愿
怨

员
圆

员
猿

猿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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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讨

论

渊一冤亚专科指导下的课题确立
研究生虽然经过了医学本科阶段和研究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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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实验进度袁并可以对研究生给予表扬和批评袁使
其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袁 以保证实验准时且保证质量
地完成遥
渊三冤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和质量控制

课程的学习袁对自己的专科也有一定的了解袁但是毕

课题的设计需要尊重研究生教育规律袁 建立科

竟还是初涉科研领域袁也缺乏相关专科的知识和必

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机制非常重要 咱猿暂遥 我

要的科研思路遥 如果指导不足袁就可能出现如下情

们把科研内容有机组合为相关亚专科研究的课题袁

况院长时间无法确定选题曰选题随意而缺乏新意曰立

在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同时袁 对于各亚专科的研

项依据不足或题目过大尧眼高手低袁对实验经费和自

究也有促进作用遥因此当实验结果出来后袁由导师组

己的研究时间没有充分考虑而导致实验中断尧换题曰

织相关亚专科研究小组成员指导研究生对结果进行

关注追求新技术尧新方法袁反而忽视了研究的创新性

分析袁这样既可以避免研究生对于统计尧制图软件的

和实用性才是课题的根本遥

不熟练或者对于数据的分析方法理解有误而造成分

针对这些情况袁我们对于研究生科研管理进行

析的错误袁 又可以将相关实验结果放在体系化的科

了一定的细化和探索遥 将泌尿外科研究分为泌尿系

研系列中分析袁 一些本来阴性的结果可能会有新的

肿瘤尧男生殖系肿瘤尧男科学尧泌尿系结石尧肾移植等

发现袁进而有机整合到系列研究中袁指导相关课题实

研究亚专科袁 在每个亚专科设立 员耀圆 位指导老师袁

现更深入的研究遥此外袁在分析结果的同时也要加强

包括各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袁均具有讲师以上职称袁

真实性的核查袁 虽然定期汇报制度可以使造假发生

有丰富的相关亚专科专业知识袁并在长期的临床尧科

的可能性降低袁 但也不排除有些研究生对自己要求

研工作中发现问题进而进行系统的研究遥 研究生进

不严袁或实验结果并不理想袁为应付检查或答辩而拼

入实验研究工作阶段后袁分别由导师安排在各亚专

凑尧编写数据指标袁弄虚作假遥在研究生的教育中袁培

科进行科研工作遥 指导人员根据硕士尧博士以及七

养严谨的科研作风应该与创新能力同样重要遥

年制研究生的具体要求袁结合每个学生以前接触科
研的经历和能力袁确定相关的研究方向袁并指导其收

渊四冤充分利用实验室及临床资源袁把临床资源
优势转化为科研创新优势

集相关文献资料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全面系统地了

这是本项实践中的重点探索方向遥 既往研究生

解后完成读书报告袁进行必要的预实验袁评估可行

对于实验室及科室的资源利用度不高袁 很多都是独

性袁从而做到选题新颖尧具有可行性而实验完成时间

立订购试剂尧使用标本尧联系检测分析袁造成了试剂

和难度适宜遥

重复订购尧实验结束时试剂丢弃尧标本浪费尧检测价

渊二冤 加强研究过程中的管理
很多硕士研究生以及七年制学生很少甚至没有

格过高等情况 咱源暂遥 通过亚专科分组袁导师尧指导小组
成员及实验室技术管理员定期与研究生沟通袁 了解

接触过科研袁因此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了摸索实验技

实验进度和需求后袁可以在各实验室之间互通有无袁

术上袁从而耽误了实验的进度遥 我们安排实验室技

许多试剂共同使用袁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重复购置袁节

术员或对仪器操作熟练的高年级研究生对刚开始实

省经费遥对外联系检测分析时袁将共同需要的检测分

验的研究生进行关于实验室的设施尧各项基本操作

析渊如 阅晕粤 测序尧质谱分析尧引物合成尧基因分型冤集

流程的带教袁介绍实验室的仪器使用方法尧操作流程

中到一个公司进行袁获得大样本量的优惠袁从而降低

等袁这样既提高了研究生课题研究的效率袁也有利于

价格遥研究生离科时袁剩余的试剂尧耗材袁所保管的细

实验室设备的正规使用及维护遥 此外袁很多实验室

胞株尧质粒尧品系动物尧标本等均统一妥善交给亚专

均采取每周汇报的制度 袁考虑到临床科室承担繁

科负责人及实验室技术管理员遥此外袁我们还加强了

咱圆暂

重的临床工作袁我们采取了 圆 周 员 次的定期汇报制

实验室的网络建设袁 研究生可以随时通过无线网络

度袁由导师按亚专科召集相关研究生和实验室技术尧

搜索文献尧实验技术相关文献袁查找科室相关样本信

管理人员定期召开实验工作会议袁由研究生报告实

息及随访资料袁 并发布实验中的一些进展及遇到的

验进程及相关实验结果袁 提出遇到的困难或疑惑遥

一些问题袁教师及其他研究生可以给予指导和建议遥

导师尧相关指导人员尧技术员和有经验的研究生可以

这些措施可以保证实验室运作始终处于一个高效而

根据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验经验对学生进行详细指

经济的状态遥

导袁提出合理建议袁并提出下一步的实验计划和拟取

此外袁更重要的一点探索是在课题设计尧实验技

得的实验结果遥 这样导师和管理人员可以第一时间

术的选择尧 结果的分析及验证中充分利用科室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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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遥 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袁无论是科学学位还是
专业学位袁无论是临床专业还是其他专业袁都有趋同
于基础医学的倾向 遥 泌尿外科研究生与基础医学
咱缘暂

生 的 能 力 获 得 了 包 括 允燥澡灶泽 匀燥责噪蚤灶泽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尧

悦造藻增藻造葬灶凿 悦造蚤灶蚤糟 在内的多所国外医学院校的认可袁

走出国门进一步深造袁继续相关的研究遥通过进一步

研究生的最大区别袁是他们在导师和指导老师的带

加强研究生科研的管理实践与探索袁 可以使研究生

领下袁可以进行大量与临床相关的研究遥 通过临床

在有限的学习期间学到更多的知识尧 提高自身的科

活动袁可以发现很多临床上亟待解决的科研问题袁同

研创新能力袁 同时也对科室的临床科研工作起到了

时也有大量的临床样本及资料以验证科研上 的发

促进作用遥

现遥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临床专科研究的重要特点袁把
临床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创新优势袁同时也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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