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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BAＲＲOWS 在南加州大学提出

了标准化病人 ( standardized patient，SP) 的概念，定

义为“受过良好培训，能够用标准化及无差别的方

式准确模拟某些特定疾病特征的健康人或真实患

者”［1］。此后，SP 逐渐在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

的医学教育中得到推广。1991 年，STILLMAN 将 SP
引入中国，随 后 浙 江 医 科 大 学 ( 现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华西医科大学( 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和

九江医学专科学校( 现九江学院) 在美国中华医学

基金会 的 支 持 下 培 养 了 国 内 第 一 批 SP［2］。2003
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上海率先组建了 SP 团

队，建立了一系列与招募、培新、考核及管理等相关

的规章制度，撰写了高质量的 SP 案例，并建立了专

题网站和 SP 网络论坛［3］。虽然 SP 引入国内的时间

不长，但随着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患者维权意识的

增强，以及对临床医师和护士等要求的提高，其重要

性越发凸显，逐渐成为临床教学改革的热点之一。
1 SP 的应用现状

1． 1 SP 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1994 年的一项

研究显示，北美地区 80% 医学院校将 SP 运用于培

养问诊、体格检查和交流能力，其中以“教学”和“评

价”两方面为主［4］。作为医护专业学生教学中的常

用工具，SP 主要用于内外科、妇产科、儿科和精神科

等的教学工作，旨在培养学生的沟通技巧和临床技

能［5］。在考核评价方面，SP 有助于统一医学教学考

核标准，以实现评分的客观性［6］。因此 SP 是客观

结构化临床考试(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

nation，OSCE) 的重要部分。在 OSCE 中，SP 根据事

先准备的剧本进行表演，按照评分标准对临床医学

生接诊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分。因 SP 模拟的病史和

体征具有统一标准，故能保证考核中评价的相对公

平、稳定和真实［7］。
1． 2 SP 在临床药学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除了医学

教育外，SP 还被广泛地运用在临床药学专业的教育

和考核中，用于帮助提高并评估学生的临床药学实践

能力［8］。美国许多药学院校已将 SP 运用于临床药学

专业课程中进行教学、考核，并拓展到临床药学学生

与医护人员的跨专业教育 ( interprofessional educa-
tion，IPE) 中，效果明显。明尼苏达大学药学院( Uni-
versity of Minnesota College of Pharmacy) 在其药学监

护学习中心第五学期的技能培训课程中加入了 SP 场

景，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必要的药学监护技巧［5］。匹

兹堡大 学 药 学 院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Pharmacy) 三、四年级学生通过与 SP 的互动，学习与

患者沟通的技巧［9］。雪兰多大学邓恩药学院( Ber-
nard J． Dunn School of Pharmacy，Shenandoah Univer-
sity) 从 2004 年秋季开始在教学中应用 SP［10］。俄克

拉荷马大学药学院(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Pharmacy) 在其“临床沟通”课程中应用沟通技巧发

展系统，让学生与 SP 进行面谈并提供咨询［11］。
至于 IPE 中应用 SP，马里兰大学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与

护理学院合作进行 IPE，临床药学、护理系学生和执

业医师一起参与 SP 场景［12］。明尼苏达大学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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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明尼苏达大学杜鲁斯医学院 ( University of Min-
nesota Duluth Medial School) 与圣斯考拉斯蒂卡学院

( College of St． Scholastica) 护理系合作举办了跨专

业 SP 体验 ( Interprofessional standardized patient ex-
perience，ISPE) ，由药学生与医学生以及护理学生

组队完成 SP 场景［5］。
在考核中加入 SP 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能

力。亚利桑那大学药学院(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College of Pharmacy) 面向一年级药学生开设了“面

谈与咨询技巧”课程，其考核由 2 个 SP 考试( stand-
ardized patient examinations，SPEs) 组成，由一位教

师扮演 SP，学生的 SPEs 成绩必须达到 75%，否则需

重考［13］。阿肯色医科大学药学院( University of Ar-
kansas for 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Pharmacy ) 于

2001 年开设了针对三年级药学生的“高级非处方药

物课程”，OSCE 占 33% 的考核分数，学院从社区中

聘请 SP，每位 SP 根据案例独立的 OSCE 评分准则

实时给学生打分，而 SP 跟学生之间的互动会被记录

并用于评分［14］。美国中西部大学药学院( Midwest-
ern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armacy) 增加了抗凝实践

考试，学生需对 SP 复诊并且找出药物相关问题、调
整剂量及分析检测指标［15］。
1． 3 SP 在医学和临床药学教育中应用的区别 无

论在医学教育还是临床药学教育中，SP 都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它在培养临床实践能力、思维能力、提高

沟通技巧和加强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等方面具有相似

的作用，在考核中也体现着相似的客观性、公平性和

稳定性。但由于专业性质不同，临床医师和临床药

师在实际的工作中的角色不同，因此 SP 在医学和临

床药学教育中的应用也存在区别。
对于临床医师来说，通过问诊了解患者病情十

分重要，这就要求 SP 熟记病史、临床表现、相关的阳

性体征等重要内容，交流方式贴近生活，避免使用专

业医学术语。例如 SP 在模拟急性牙髓炎的剧本时，

应描述为“半边脸疼”，而不能说“疼痛向同侧颌面

部放射”［16］。此外，临床医师还需要进行体格检查

能力的培养和考核。例如在内科中，需要 SP 对诸如

肋间隙、锁骨中线、肩胛骨等重要的体格标志较为熟

悉，所以培训时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17］，SP 需通

过观摩临床真实病例、感受患者实际的肢体语言，才

能更真实地模拟出真实患者的症状。
在临床药学方面，药师的任务主要是根据 SP 的

疾病诊断和用药情况，作出相应的用药指导，提出用

药时的注意事项，并解答患者的疑问。例如，慢性持

续性房颤患者在服用国产华法林后，INＲ 不达标且

增量后效果不明显，因此向临床药师咨询是否需要

换进口药。临床药师通过询问患者的饮食习惯后，

发现药效不佳的原因是患者进食的香菜中含有维生

素 K 抑制了华法林的作用，因此给出饮食的调整建

议［18］。再如，哺乳期女性向临床药师咨询是否可以

服用麦克洛吉诺 ( Microgynon) 进行避孕，临床药师

需要通过询问，获得关于患者的哺乳情况等相关信

息，并据此向患者提供建议［19］。对于临床药学教育

来说，由于较少涉及疾病诊断、患者的体格检查等方

面，所以 SP 在模拟症状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而更

加侧重于详细地描述病史、用药史、药物不良反应和

用药期望，以考核临床药师正确指导用药、帮助患者

解决用药的相关疑问、避免不良反应等方面的能力。
2 SP 剧本的构成以及评分标准———以 OSCE 案

例［19］为例

2． 1 OSCE 病例

2． 1． 1 临床症状 干咳。
2． 1． 2 需评估的能力 ①整体表现、基本问诊技

巧、对患者进行重点问诊( 包括主要和相关病史) 的

技能;②针对患者的病史、体征进行具体分析，考察

药学基础知识及临床思维; ③与患者讨论初步诊断

和进一步诊疗计划，评估交流沟通技能;④考核结束

后完成相关问卷，反映相关专业知识水平。
2． 1． 3 考试时间 15 min 重点问诊和体格检查，5
min 笔试。
2． 1． 4 接诊地点 药房。
2． 1． 5 SP 的选择 ①女，25 岁左右; ②持续干咳;

③无痰;④没有感冒、喉咙痛或任何其他病毒感染症

状;⑤过去三星期都出现以上症状;⑥针对新诊断高

血压，过去 6 周正在服用雷米普利片( 5 mg·d －1 ) 。
2． 2 任务 ①有重点地进行问诊; ②作出初步诊

断，给出合理用药方案或建议;③离开检查室后完成

答卷。
2． 3 人员组成 剧本的实施需要 SP、被考核学生以

及考核组的参与，其中考核组可包括培训老师和专

家组。
2． 4 SP 剧本( P: SP; S: 学生)

P: 你好，我想买止咳药。
S: 是您咳嗽吗? 可以描述一下您的症状吗?

P: 我最近老是咳嗽，一直好不了。
S: 您有咳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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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没有。
S: 您有没有感冒、喉咙痛，或者其他感冒症状?

P: 都没有。
S: 您的症状出现多久了?

P: 持续三个星期了。
S: 您有没有吃过止咳药?

P: 没有

S: 那您这几个礼拜有没有吃过别的任何药物?

P: 有，我上个月体检发现有高血压，医师给我

开了雷米普利片，每天 5 mg，我吃了大概 6 周了。
S: 您的症状可能是因为服用了雷米普利片，干

咳是这类药物常见不良反应之一，建议您复诊时向

医师反映具体症状，让医师确认一下您的干咳是否

由药物引起。针对您现在干咳的症状，可以先服用

……( 具体的产品) 来缓解。
2． 5 评分标准

2． 5． 1 问诊内容评分 分别对 9 个项目( 检查者自

我介绍、询问患者的姓名、询问患者的主要症状( 主

诉) 、询问患者有无别的感冒症状、询问干咳的持续

时间、确认患者有无服用止咳药、确认患者有无其他

用药史、提出可能的发病原因和提出具体的缓解干

咳的方法 /产品) 的实施情况( 已实施、部分实施、未
实施、不明确) 进行逐一评分。
2． 5． 2 沟通能力评分 沟通能力从共鸣、非语言沟

通、语言沟通、提问等进行评分，具体评分标准见

表 1。

表 1 沟通能力评分标准

项目 优秀 合格 勉强合格 不合格

共鸣 一直可以理解 大体上理解 大体上无法理解 根本无法理解

非语言沟通
一直保持适当的眼神接触和
身体语言，能够找出线索

大体上能够保持适当的眼神
接触和身体语言，并且能够
找出线索

大体上无法保持适当的眼神
接触和身体语言，或无法找
出线索

根本无法保持适当的眼神接
触和身体语言，并无法找出
线索

语言沟通 能够一直用通俗的语言和患
者对话

大体上能够使用通俗的语言
和患者对话

大体上使用医学词汇而没有
用通俗的语言和患者解释

一直在使用医学词汇，完全没
有用通俗的语言和患者解释

提问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开放性和
封闭性问题进行适当的询问

大体上能够运用各种开放性
和封闭性问题进行适当询问

大体上可以运用封闭性问题
进行有限的询问

一直提出封闭性问题，询问
太少

积极聆听
能够一 直 确 认 对 方 是 否 理
解，在适当的时候复述患者
的意思，且不中断患者讲话

大体上能够确认对方是否理
解，在适当的时候复述患者
的意思，且不中断患者讲话

大体上无法确认对方是否理
解，无法在适当的时候复述
患者的意思，且可能会中断
患者讲话

一直无 法 确 认 对 方 是 否 理
解，无法在适当的时候复述
患者的意思，且会中断患者
讲话

组织
整个流程自然、有逻辑、交流
充分

流程大体上自然、有逻辑、交
流充分

流程稍微不连贯且松散 整个流程不连贯并松散

适当的自信
一直表现出坚定自信来提升
患者的依从性，但并不咄咄
逼人

大体上表现出坚定自信来提
升患者的依从性，但并不咄
咄逼人

大体上太咄咄逼人或者太被
动

一直表现得太咄咄逼人或者
太被动

3 案例解释和分析

3． 1 SP 的要求 国内 SP 的招募主要通过媒体宣

传、校园广告或 SP 工作者的自我推荐等方式［20］。
SP 需满足以下几点条件: ①满足实际角色的性别、
年龄;②良好的表演能力，能准确模拟出患者的表

情、声音和动作;③良好的交流和沟通能力，且能在

面谈后详细地回忆出学生的表现，给出正确的反馈

意见;④守时、可靠、工作责任心强［21］。在教学或考

核中，SP 应做到表演忠实于案例，适当给予学生回

馈，保持中立等要求［20］。
3． 2 剧本特点和重点 SP 剧本首先应具有客观

性，编写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模拟的是真实存在的

病例。其次，SP 剧本应完整地提供包括患者目前症

状、病史或已有诊断、服药史、希望获得的效果等在

内的所有相关信息。上述案例为一较简单的例子，

实际考核可能还涉及到既往病史、复杂病历、紧急情

况等，故要求学生具备快速准确填写病历、合理给出

健康建议、良好沟通等技能［19］。SP 剧本还应具有

代表性。由于 SP 的招募、培训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

力［5］，一个有代表性的 SP 案例应该具有很好的经

济效益，容易在实际教学和考核中运用和推广开来。
此外，当学生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而 SP 的剧本

或评分细则上注明允许提示时，SP 也可以进行一定

的提示［14］。因此剧本的灵活性也很重要。
完善的 SP 剧本能够提升 OSCE 的质量［8］，增加

情景的真实感［10］，更准确地对学生的临床表现能力

进行评估，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22］。SP 剧本的重

点在于改善学生多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包括沟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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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育患者技巧、问题解决能力、专业技巧、药物相

关问题评价、收集患者信息的技巧 、批判性思维能

力等。在 IPE 中应用 SP 可以增加药学生对别的专

业角色的认知和提高团队协作能力［5］。另外，SP 的

应用也能增强学生的伦理观念［23］。
3． 3 存在的问题 SP 本身的缺陷在于模拟的都是

典型病种［24］，而难以模拟真正患者的所有临床症状

及体征。SP 需要与教师就学生的沟通能力进行评

分，因此，受训练程度不同的 SP 之间或 SP 与教师之

间会产生评分差异，影响 OSCE 的评分客观性。在

OSCE 正式进行前对 SP 和评分者进行包括讲解评

分细则、观看视频进行模拟评分等训练，可有效减小

SP 与教师之间的评分差异［25］。
4 展望

在中国，SP 已逐渐被医学教育者所了解和认

识，但在临床药学教育中尚属于起步阶段，可参考借

鉴的例子还很少。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不断推

进，而临床药学学生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需求，

加之中国具有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明显等特色，临

床药学人才的培养模式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欧美国

家，直接套用他们的经验。因此，SP 在中国临床药

学教育的应用需要在借鉴国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出合适而长远的发展模式，并在

实践中不断探讨、更新。我们可以预期，SP 会在未

来的中国临床药学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

这也需要中国临床药学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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