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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既是医学科技创新的起点，又是医学科技创新的

终点，在医学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研

究型医院是当下大型医院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着眼于在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一批支撑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高峰高原学科，上海市教

委从 2014 年底推出了《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

局规划（2014—2020 年）》，并依据规划于 2015 年启动了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

学学科作为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第一的医学学科点，成为

上海市重点支持的一类高峰学科。在具体建设的过程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努力

提升学科、人才、科研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开展了积极

并卓有成效的工作。

研究型医院是指以新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产生

为使命，坚持临床和科研并举，在自主创新中不断催生

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成果，推动临床医疗水平持续提高，

为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流医院 [1]。

其建设理念最早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姜

昌斌等人 [2] 提出，后经秦银河、孙颖浩、连斌等大批医

院管理者不断探索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共识的

研究型医院理论体系。研究型医院中包含 2 类研究人员：

研究型医师和临床专职研究人员。研究型医师主要基于

临床诊疗工作开展临床医学研究。而临床专职科研人员，

即指医院里的医学科学家；他们拥有生物、医学或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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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等相关学科背景，能够将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

并围绕这些问题专职从事基础研究；这些科研人员更多的

是从事实验室研究工作，相对较少或者基本不参加临床

诊治工作。

本文拟从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论述建立临床专

职科研队伍对于建立研究型医院的意义；并以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例，介绍当前医院临床专职科研队伍

建设的现状，深入剖析其原因，最终针对医院专职研究人

才队伍的建设提出相关的工作建议。

1    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对建立研究型医院
的意义

临床专职科研队伍是研究型医院学科和人才建设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建设

临床专职队伍对推动研究型医院建设的意义可从以下几方

面阐述。

从医学科研路径来看，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有利

于构建医院内部的科研环路 [3]。医院的高水平医学科研成

果体现主要有 2 类：一类是研究型医师通过开展临床医学

研究所发表的文章；这类文章是国际认可的最高等级的循

证医学证据，可以转化为临床诊疗手段、方法或者卫生政

策，有效提高医院的临床诊治水平。第二类是兼具临床研

究能力和基础生物医学研究能力的医师，或者研究型医师

和专职科研人员开展联合攻关，通过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发

现致病和治病的机制所发表的文章；这类文章为解决临床

诊疗提供基础生物医学的证据，可以重点解决未来医学发

展中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

从医院科研人员的合作模式来看，建设临床专职科研

队伍有利于整合构建交叉研究团队。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是

近百年来自然科学类创新成果的主要方向，发展交叉学科

和建设交叉人才队伍是今后研究机构发展的主流。就医院

而言，现有的交叉科研合作模式主要有 2 种，即跨单位合

作和单位内部合作。跨单位合作是由医院的研究型医师和

大学（或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基于共同项目或者兴趣开

展合作，合作松散且短暂，往往会因研究热点或研究兴趣

的变化而变化。而单位内部合作模式是基于某些具体临

床问题，在医院内构建临床专职科研队伍与研究型医师

的合作；相比于跨单位合作模式，其研究目标更加固定且 

聚焦。

从研究成果的转化路径来看，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

有助于缩短临床和实验室之间的距离。医学科研成果的转

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反复

和迁延。在医院构建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将大大缩短临床

和实验室之间的距离，从而有效地提高医学科研成果的产

出效率和转化效率。

从医院的自身发展需求来看，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

有助于提高医院的整体学术影响力和声誉。设置专职队伍

的根本思路是细化医院人才发展方向，鼓励各司其职、术

业专攻，通过临床诊治与基础研究相促进的方式，做到

“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这种模式更加有利于同时提

升学科建设水平和临床诊治能力，真正实现医院内的科学

研究组织模式“从个体研究向团队攻关”[4] 转变，从而扩

大医院的综合影响力。

从卫生系统的发展趋势看，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符

合未来不同机构间分工协作的服务模式。目前，我国几

乎所有大学附属医院都在追求医、教、研全面发展，并

已建成了兼备临床诊治技能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医师队伍。

随着整体医疗体制改革工作的推进，分级诊疗逐步建立，

大量的基础医疗任务将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大学附属

医院繁重的临床工作量可得到缓解，急危重症和疑难病

症的诊疗工作可得到加强。因此，加强医学科技创新将

成为未来大学附属医院的重点任务。而通过加强临床专

职科研队伍建设来提高医院的科研能力，将成为医院发

展的必然选择。

2  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有利于医院学科发展，增强医

院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临床诊疗水平。但目前国内各家

大型医院的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总体发展缓慢。以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例，2014 年至 2017 年的 3 年

建设过程中，其中 11 家附属医院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占在编

职工总数的比例，最高的不超过 5%；综合性医院中仁济

医院最高，2017 年为 4.04%；专科性医院中儿童医院最高，

为 4.98%。截至 2017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临床专职科研队伍人员的占比只有 2.94%（表 1）。

对比国外水平，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院

为例，其人才队伍除了 4 200 多名临床医师之外，还聘用

了 2 300 多名临床专职科研人员；专职科研人员在医院总

员工中的占比达到 35%，远远高于国内水平。

探索国内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缓慢的原因，笔者认

为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对研究型医院的建设缺乏正确认识。如前所

述，研究型医院中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思路是建立专职科

研队伍，合理分工人员的临床和科研职能，建立“临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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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型医院的卫生人力资源总体配置不足。政策

对于三级医院人力资源配比的要求规定，医师与医院实际

开放床位的比例只需满足 0.3:1[5]。这与国外一流的医院如

麻省总院、梅奥诊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医师的床位比

（分别为 4.2:1、5.1:1、3.1:1）相比是非常低的 [6]。此外，

医院在人员聘用上缺乏充分的人事自主权，始终受制于人

事编制的规定。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开展至今，

分级诊疗制度虽然一直作为重点工作在不断试点，但是总

体进程缓慢，大型公立医院仍然承担了繁重的临床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必须把有限的人力资源优先安置到临

床诊疗岗位上，难以留出资源组建专职科研队伍。

第三，医院的研究环境对较高层次研究人员缺乏足够

的吸引力。为保证临床专职科研人员工作的正常开展，医

院必须有基本的科研配套措施，包括科研平台建设、人事

制度管理、独立财政投入等。然而目前情况下，一部分医

院仅停留在建立研究平台，人事制度管理和财政预算政策

均不到位。医院科研环境的局限性难以吸引到较高层次的

专职科研人员，客观上阻碍了临床专职科研队伍的建设。

第四，临床专职科研人员的培养缺位。临床专职科研

人员既需要临床医学背景，又要有基础生物医学的思维和

知识背景。然而，目前我国医学院校还没有针对该类人员

的学位设置和认证。现有的临床专职科研队伍更多来源于

化学或生物学等相关专业，“半路出家”的学科背景可能

会使这类人员的医学临床技能不足。

3  加快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对策

一流的科研工作需要一支具规模、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来支撑 [7]。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临床专职科研队伍是创建研

究型医院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世界一流临床医学学科的

关键。从临床型医院向研究型医院转型必然经历一个渐进

的过程，管理者需要从转变医院管理理念、完善医学人才

培养体系、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寻求建立临床

专职科研队伍工作的对策。

第一，要转变医院管理理念，适应研究型医院转型需

要。当前，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已经优于中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 [8]。分级诊疗体系建成后，随着普通患者

下沉到社区，大型医院的工作将以高难度和疑难杂症的诊

表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专职科研人员现状（n）
Tab 1  Status quo of professional research staff in hospitals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

医院
2014 年科室中临床

专职科研人数

2017 年科室中临床

专职科研人数

2014 年研究所临床

专职科研人数

2017 年研究所临床

专职科研人数
在编职工总数 2017 年占比 /%

瑞金医院 55 58 40 44 3 023 3.37

仁济医院 66 72 11 17 2 202 4.04

新华医院 20 17 46 59 2 429 3.13

第九人民医院 42 54 4 5 2 759 2.14

第一人民医院 12 26 8 18 2 343 1.88

第六人民医院 8 13 28 39 1 919 2.71

儿童医学中心 0 1 16 20 940 2.23

儿童医院 1 3 32 41 884 4.98

胸科医院 0 17 1 1 826 2.18

精神卫生中心 0 0 34 34 1 153 2.95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6 6 16 16 626 3.51

合计 210 267 236 294 19 104 2.94

朱丽君，等       研究型医院构建过程中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思考

题—实验研究—临床治疗”的循环新机制。

目前对医院人才建设的认识有 2 类误区：第一类观点

认为医院的主业是临床，科研可有可无。众所周知，基础

研究工作是推动临床诊疗能力进一步提高的基础；倘若缺

乏足够的科研能力的支撑，医院的临床诊疗水平就很难得

到长久稳定的发展。第二类观点认为所有临床医生都应该

双管齐下，临床和科研“两手抓”。这也是当下大型医院

人才队伍管理最常见的模式。但是，这种人才队伍建设模

式对医生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挑战，也是造成临床医师职

业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所谓术业有专攻，“两手抓”

的后果往往演变成“两手都不硬”，反而不利于医院的长

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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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为主。建设研究型医院，强化科研与临床的转化交叉，

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政府和医院的管理者需

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需要认识到建设研究型医院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的方

式，强调分工合作，促进具有临床医学研究能力的医师和

临床专职研究人员的相互合作，从而构建“临床问题—实

验研究—临床治疗”的学科发展循环新机制，推动医学学

科整体建设的发展。

第二，要拓宽医学人才培养渠道，培养临床专职科研

队伍人才。要实现加快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目标，一

方面需要不断加大优秀临床专职科研人才的引进力度，吸

引国内外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人员加盟；另一方面需要从

人才培养的源头开始，完善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

案。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培养工作可以考虑 2 种方式：一种

是在医学院校增设或者完善医学技术、基础医学等专业，

配套完善相关培养方案，培养更多的 Ph.D 学位的学生，

让学生既理解临床问题，又具有基础研究思路，从源头培

养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另一种方式是在硕士生、博士生培

养阶段，加大对生物、物理、化学等相关专业学生的招生

力度，让更多学习基础学科的学生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具备理解临床问题的能力。

第三，要认准医院学科发展趋势和瓶颈，明确临床专

职科研队伍建设重点。研究型医院建设瞄准的是急危重症

和疑难病症的诊疗和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因此医院管理者

要高瞻远瞩，可在大器官联合移植、肿瘤综合治疗、干细

胞移植等重点学科方向，结合国际医学前沿和国家健康战

略的重大需求，全面准确地分析医院自身学科发展现状，

把握学科优势和发展瓶颈，实施精准引才、靶向育才的策

略，有针对性地引进和培养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同时，管

理者要支持跨学科交流合作，促进临床医学学科与基础医

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的交叉，构建多中心研究平台，提升

综合研究能力。医院要做好相关体制机制的设计，临床

专职研究人员可依托科室而建，也可以整合相关资源成

立研究中心、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充分吸收 2 种方式的

长处，扬长避短。

第四，要加大政府对医院的支持力度，保障临床专职

科研队伍工作的开展。融合学科优势，在医院里建设交叉

学科平台尤其是科学研究平台，有助于提高承担重大科研

项目能力，获得原创性科研成果，满足学科自身发展的需

要 [9]。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研究型医院的投入：一方面加大

对医院开展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让医院有场地、有仪

器、有设备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加大对医院开展

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如人员经费的投入和科研项目的投

入，稳定专职科研人员队伍，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通过

不断优化完善医院科研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加入，来

提升医院基础科研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要完善医院相关管理制度，推动研究型医院内

涵发展。大型医院向研究型医院的转型，需要在医院内

部增加专职科研力量，有效提升医院学科水平，从而实

现“健康服务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转变到质量效益提

升的绿色集约式发展”[10] 的总体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要

完善并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适应创新人才发展的

制度体系，完善人才激励评价制度和科研管理制度，创造

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在科研管理方面，减少不必要的审

批环节，建立更加适合科研工作开展的经费使用和管理制

度；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建立系

统完备的人才综合评价体系，有效激发研究型医师队伍和

临床专职科研队伍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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