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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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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超声可视化技术辅助教学在重症医学科进修医师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回
顾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重症医学科进修医师作为研究对象，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进修医师作为传统教学组；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进修医师作为超声
辅助教学组，每组 30 人。超声辅助教学组采用超声辅助教学；传统教学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比较两组医师
培训前后专业理论成绩、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和对临床教师教学的满意度。结果  超声辅助教学组理论考核成
绩、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理论考核成绩（分）：84.00±6.12 比 78.00±5.22，
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分）：88.00±4.54 比 81.00±6.43，教学满意度（分）：95.00±3.82 比 81.00±4.24〕，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超声可视化技术辅助教学可明显提高基层进修医师专业理论水平及临床操
作能力，有助于临床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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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visualized  ultrasonic  technique  to  assisting  clinical 
educ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for refresher physician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and the 
refresher physicians  in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Zhuji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The refresher physicians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chosen  into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and  those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arranged  into ultrasonic 
assisted  teaching  group,  30  physicians  in  each  group.  The  ultrasonic  assisted  teaching  group  adopted  a  visualized 
ultrasonic  technique  teaching  mode,  whil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applied  a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theoretical test score, clinical skill score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with th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teacher edu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test  score,  clinical  skill  score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with teaching in the ultrasonic assisted teaching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theoretical  test score: 84.00±6.12 vs. 78.00±5.22, clinical skill score: 88.00±4.54 vs. 81.00±6.43,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95.00±3.82  vs.  81.00±4.24),  the  difference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visualized  ultrasonic  technique  assisting  critical  care  medicine  education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refresher physicians at primary level hospitals, and effectively 
elevat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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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重症医学被国家批准成为临床医学的独立二级

学科，并由原卫生部列为一级重点学科，成为众多医院共同

的选择［1］。但目前基层医院重症医学科医师大多由麻醉科、

呼吸科、急诊科、心血管科乃至外科等其他科室的医师转岗

而来［2］；同时许多年轻医师有关重症医学专业的知识和各

种救治技能相对缺乏，综合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独立执业

前均需经过规范化的重症医学专业培训［3］。而医务人员业

务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各专业的继续教育，因此继续教育已成

为基层医院发展的重要一环［4］，这使得重症医学进修医师的

带教工作比其他传统科室具有更大需求与紧迫性。

  重症医学涉及多系统、多器官，是一门综合性、复杂性

和整合性极高的学科，教学要求高。而重症医师工作繁忙，

培训教学任务重，压力大。如何协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之

间的关系是重症医学临床教学的难点之一。进修医师如果

在培训过程中得不到系统、有效的学习，对基本理论及临床

技能掌握不到位，在工作中就会给危重患者的救治带来不良

后果。自 2018 年以来，本科室根据重症医师培训大纲的内

容要求，结合科室已有的条件开展重症医师培训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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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培训方法两组重症医学进修学员
培训结束后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比较（x±s）

组别
人数
（人）

专业理论
考核成绩（分）

临床技能
考核成绩（分）

教学满意度
评分（分）

传统教学组 30 78.00±5.22 81.00±6.43 81.00±4.24
超声辅助教学组 30 84.00±6.12 88.00±4.54 95.00±3.82

t 值 5.450 4.160 5.790
P 值 0.043 0.021 0.011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人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表 2 结果显示，超声辅助教学组专业理论考核成绩、临

床技能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采用超声可视化设备进行辅助教学，结果显示效果良好，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及分组：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6 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重症专科培训班

进修医师为研究对象。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参加

进修的医师作为传统教学组；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参加进修的医师作为超声辅助教学组，每组 30 人。两组均

由临床经验和教学能力水平相同的重症医学科高年资执业

医师带教。两组进修医师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1），说明两组资料均衡，具

有可比性。

表 1 不同培训方法两组重症医学进修医师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人）

性别（人） 年龄 
（岁，x±s）男性 女性

传统教学组 30 16 14 30.38±5.27
超声辅助教学组 30 17 13 29.40±4.31

1.2  教学方法

1.2.1  传统教学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理论课常规课内集

中统一教学，技能操作以临床示范为主。临床教学中通常由

带教老师组织床边查房，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介绍对应疾病

的理论知识，逐一对其概念、临床症状和体征、诊断及鉴别

诊断、治疗措施、疾病预后进行系统讲解。授课完毕进行提

问，进修学员回答问题，最后由带教老师结合病例对疾病内

容进行归纳总结。每次查房教学后学员对带教老师进行表

格式评价，提出改进的建议。

1.2.2  超声辅助教学组：通过集中统一理论小班授课后，采

用超声辅助可视化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案例实操讲解。以重

症超声目标导向超声心动图方案（FATE）评估患者心功能，

分析血流动力学；急诊床旁肺超流程（BLUE）了解肺部情况；

采用目标导向超声评估流程（FAST）方案进行创伤患者重点

器官流程化检查；采用膈肌超声评估呼吸功能和困难撤机

呼吸锻炼效果；采用超声进行胃部检查，引导空肠置管，评

估胃残余量等；中心静脉穿刺、胸腔 / 腹腔 / 心包积液穿刺、

置管、引流等操作均在超声引导直视下进行；气管切开前常

规行超声探查、定位；颅脑病变患者通过经颅彩色多普勒超

声检测技术（TCCD）观察颅内组织及血流情况。每次查房

教学后学生对指导老师采用表格式评价，提出改进的建议。

1.3  结果评估：成绩考核分为专业理论考核成绩和临床技

能考核。理论考核包括选择题、病例分析题及演示文稿个案

汇报；临床技能考核包括气管切开、动脉穿刺置管、深静脉

穿刺置管、胸腔 / 腹腔穿刺等常规操作，以操作技能直接观

察（DOPS）量表进行考核，考核穿插于整个培训期间。于培

训结束后以调查表的形式对进修医师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

包括带教方法吸引力、课堂氛围调节能力、引导思维发散、

课后延伸学习共 4 项，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

高。比较两组医师专业理论考核成绩、临床技能考核成绩

和对临床教师教学的满意度。

3 讨 论 

  近年来重症医学快速发展，各种新技术和监护手段广泛

应用于临床，因此对临床医师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ICU

进修医师大部分来自基层医院，临床能力参差不齐，对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能力也不尽相同，选择大型三甲医院进修已成

为基层医务工作者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5］。对于

教学医院来说，为基层医院提供良好的教学平台成为目前

临床教学的重要任务，调查显示，大医院对基层医院在学习

最新医疗技术和医学前沿知识、规范诊疗流程、培养临床思

维、传授手术及其他操作技能方面有较大需求，教学培养合

格的卫生人才是基层医院发展的关键，根据基层医院需要，

因地制宜，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才能全面提高基层医务人员

的职业素养，提高基层医院的综合实力［6］。赵志伶等［7］研

究认为，加强住院医师自身学历提升，完善医院教学制度，加

强教学管理，针对临床思维和临床技能培训是基层医院目前

规范化培养的主要问题，加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善住

院医师向中级医师的转化，改善不合理医师结构是基层医院

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更好地对进修医师进行教学培养，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主题。

  重症医学发展至今，其理念已转变为以病理生理为目标

导向的治疗，先稳定生命体征，争取时间度过最危急状况［8］。

重症医学临床教学的重点在于提高进修医师全面系统的器

官功能监测和评估能力，并给予相应器官功能支持治疗。与

之相对的是在临床专科学习时采用的传统模式，即病史采

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明确诊断、针对性治疗。新的模式

需要带教老师改变以往的教学思维方式以适应教学的要求，

因此有必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临床教学中

有很多抽象概念只凭文字、口述表达甚至是影像、模型等可

能难以准确让学员理解到位。许多器官、系统随病情变化的

病理生理改变如能有清晰的视觉印象理解起来往往更容易，

而超声在此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超声具有方便、安全、无创、

显像实时动态直观、可重复性高等优点，已经在临床上广泛

应用于各种诊疗行为中［9］。研究表明，教学中辅以可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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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显著缩短学

习时间，因效果显著而受到各界的重视，并不断得到推广与

应用［10］。

  目前重症超声已经成为临床诊疗的核心技术之一，广

泛用于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在重症理念以病理生理为

目标导向的治疗指引下，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超声的实时优

势，将其作为一种可视化信息获取手段，连续、动态、多角度

地获取患者器官结构、血流、病理生理状态信息及其他参

数。与此同时还可以对一些散在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综

合解读；结合其他临床资料进行诊疗决策，从而提升诊治

水平、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11］。通过重症超声可清晰观察

患者各系统的病理生理改变，使临床医师在短时间内分析

出患者病情变化的原因进而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 ［12］。这

些优势在临床诊治中为患者带来的良好效果是任何单一检

查方法都无法达到的。同时在教学中，超声的使用为临床

带教提供了极大便利，学员通过直观的视觉刺激，迅速对

患者病理生理状态作出评估，也加深了其对知识点的记忆

和理解。利用超声可视化技术来辅助教学，除了能让进修

医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疾病的病理生理状态，也可直接地观

察到操作成功的过程或失败原因，更容易进一步掌握操作

流程，从而有利于教与学的经验总结和改进，提高教学效 

果［13］。可视化教学目前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教育教学中，

通过使用新型设备实况辅助教学，真实反馈操作中的实际情

况，使学生能更直观、具体地观察到所需掌握的知识点从而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14］。此外，可视化教学还能促进学员

对各种操作的掌握程度，同时提高他们参与教学活动的积 

极性［15-16］。

  本研究显示，使用超声可视化技术辅助教学的超声辅助

教学组进修医师不论是最终理论考核、临床技能考核成绩

亦或是对带教的满意度均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通过超声

可视化设备辅助临床教学，使重症医学科基层医院进修医师

加深了理论知识的理解，实际操作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值得

在临床教学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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