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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探讨

虚拟仿真的定义

虚拟仿真的分类

在住院、专科医生培训中的应用

危机资源管理



医学虚拟仿真

医学虚拟仿真：

就是利用各种模拟手段，再现临床医学的工

作场景，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无风险的学习临床知

识和技能的条件与环境



虚拟仿真的国家需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

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

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节和实验对象

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

依据

定义

原则：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

宗旨：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核心：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重点：建设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

任务

资源

平台

队伍

重
点
开
展

制度



基础医学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临床医学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口腔医学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

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年入选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基础医学系 临床医学系 口腔医学系

协同共建

中心概况



“重基础、求创新、厚人文”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一体化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以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

临床实践教学：以基本实践技能、团队协作和人文素质培养为重点

动物实验或者PBL教学 思维训练 高级模拟人或标准化病人

基础 临床

VR场景虚拟

医学虚拟仿真分类

一代 二代 三代 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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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验室实景制作，真实再现

实验对象、装置、仪器设备、方法技

术和实验过程

一代



PBL教学一代



DXR虚拟仿真临床思维训练系统

美国DxR 发展集团

临床思维：教学、学习与考核

虚拟病人：典型病症采自真实患者并由专家编写
涵盖广泛的临床问题

全过程评价：记录临床诊疗全过程，全方位评价

基于网络平台

二代



三代

SP



四代



Simulation-based training in anesthesiology: systematic review & meta-analysis

Lorello-G, et al. BJA, 2013

区域阻滞：神经阻滞；
围术期医学：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
肺泡灌洗液、经食管超声、病人评估。
罕见事件：高级心肺支持、休克、恶性高
热等。
危急重症管理：强调非操作性的技能。

区域阻滞、全身麻醉、围术期管理、
罕见事件、急重症处理

虚拟仿真培训在各学科中应用



Time：虚拟或理论教学后掌握某
种技术、技能的时间；
Skill：为虚拟环境中的技术、技
能的准确性
Teamwork: 受训者在真实病例临
床决策力、团队协调等的准确性。

虚拟仿真”对住院医生基本理论、知识、技能及
临床救治能力的提升

Lorello-G, et al. BJA, 2013



重复接受虚拟仿真培训对医师急救能力的影响

Background: Critical incident reporting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nontechnical skills that are vital to successful anesthesia crisis management. Examples of 
such skills include task management, team working,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decision 
making. These skills are not necessarily acquired through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may 
need to be specifically taught.This study uses a high-fidelity patient simulator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repeated exposure to simulated anesthesia crises on the nontechnical skills 
of anesthesia residents.
Methods: Afte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board approval and informed consent, 20 
anesthesia residents were recruited. Each resident was randomized to participate as the 
primary anesthesiologis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ree different simulated anesthesia 
crises using a high-fidelity patient simulator. After each session, videotaped footage was 
used to facilitate debriefing of their nontechnical skills. The videotapes were later 
reviewed by two expert blinded independent assessors who rated each resident’s 
nontechnical skills by using a previously validated and reliable marking system.
Result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nontechnical skills of residents was 
demonstrated from their first to second session and from their first to third session 
(both P < 0.005).However from their second to third session,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observed. Interrater reliability between assessors was modest (single 
rater intraclass correlation 0.53).
Conclusion: A single exposure to anesthesia crises using a high-fidelity patient simulator 
can improve the nontechnical skills of anesthesia residents. However, an additional 
simulation session may confer little or no additional benefit.

 非操作性技能，如任务管

理，团队合作，急救意识

和应急决策等不一定通过

临床经验获取，需要通过

学习。

 模拟仿真教学，上述技能

很快得到明显提升。

 20名麻醉住院医生，3次

虚拟仿真培训，全程

Video实时记录，2名教

师评估。Yee B, et al. Anesthesiology, 2005



接受虚拟仿真培训1-2次
即可明显提升医师急救处理能力！

非操作性技能的分类

分派的任务执行力 团队合作 急救意识 应急领导决策能力

医生在第二、三阶段结

束后，非技术性的技能，

比如任务管理，团队合

作，急救意识和应急领

导决策能力等平均分数

（平均分有两位盲审专

家根据医生表现的视频

记录打分）明显提升。



穿刺类

标准流程化的穿刺练习
分解各个步骤
给予临床病例
生命体征参数
客观量化的评价体系



麻醉：病人评估、诱导、困难气道、气切等

病人评估流程
诱导流程

困难气道流程
气切操作



心肺复苏：BLS/ACLS



超声。。。。。。



非操作
性技能

临床

决策

任务

管理

团队

合作

情景

意识

危机资源管理

综合性临床情景模拟



非操作技能评估
技术类别 技能元素 评分 观察

任务管理 规划和准备
主次分明
提供和坚持标准
识别和利用资源

制定方案、更新方案、实施
根据重要性安排任务、识别关键点
按照指南、清单
建立必要的完成那个任务的要求（人员、设
备）并让他们完成各自任务

团队合作 与团队成员协调活动
交换信息
领导
评估能力

了解成员的责任，团队协调、合作
提高、接受数据、协调完成任务
自信，有担当，提供明确指令、陈述理由
判断成员能力、知道限制团队有效的因素

情景意识 支持他人
收集信息
认识和理解
预测

为团队成员提供帮助
不断观察环境并收集数据
及时发现问题、告知团队成员
思考可能结果、预测可能发生什么

临床决策 识别其他选择
考虑不同治疗选择的优缺点
重新评估

考虑到代替方案
平衡风险、备选方案
不断检查、评估



剧本示例

教学主题：感染性休克

场景设定：手术室

教学对象：外科住院医师、麻醉科专科医师、普
外科专科医师、手术室护士及相关带教老师。

预计病例运行时间：15-20min

引导性反馈时间：20-30min



危机资源管理演练

【教学目标】

1.掌握危重病的应急领导决策能力、分派任务执行力

2.感染性休克的诊断救治能力提升

3.多学科医生、护理人员进行高效的团队协作

4.人文关怀：与家属进行有效沟通



男，68岁，直肠癌根除术后半年、腹胀不适一天急诊入院。既
往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病史。

入院体格检查：神志清，精神差，体温（T）38.5℃，心率
（HR）108次/min，呼吸频率（R）30次/min，血压（BP）
130/88mmHg，腹部膨隆，移动性浊音（+），叩诊鼓音，肝脾肋
下未及，双下肢无水肿，神经系统检查阴性。腹部可见约10cm陈
旧疤痕。肛门指诊距肛5cm可触及肿块，质硬，食指未能通过。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18.4×109/L，中性粒细胞84.6%，血
红蛋白70 g/L ，血小板计数203×109/L。

胸片：双肺呈弥漫性、渗出性改变，肺部阴影有大片状融合。

诊断：直肠癌术后复发；
吻合口梗阻;

sepsis导致ARDS?

【案例一信息】



次日因神志不清、休克，急诊静脉快诱导气管插管
全麻下行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小肠肠段切除+小肠

造瘘术。手术操作顺利，术中出血少，术中患者循
环不稳BP78/40mmHg，采用乳酸林格液3000ml、
5%人血白蛋白200ml积极扩容，并输血浓缩RBC2U。

术后PACU复苏拔管送外科普通病房，3h后再次出现
神志不清，血气分析显示CO2蓄积（101mmHg），
紧急气管插管+PCV转ICU，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
素0.01ug/kg/min维持血压。



• 第1场景：交接班、核对、监护

• 第2场景：麻醉方案选择、诱导插管等完成

• 第3场景：手术开始、各种麻醉有创操作继续

• 第4场景：患者突发低血压

• 第5场景：抢救过程

• 第6场景：家属沟通

• 第7场景：转运病人至ICU

情景设置



模拟场景



感染性休克的三阶段（微循环）

失代偿：淤血缺氧期

器官功能衰竭期

微循环示意图

代偿：缺血缺氧期



仿真的几个关键问题

诊断？抢救前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

麻醉管理？

处理核心、原则？

有无指南？存在哪些不足？





小结

定义

医学虚拟仿真是对临床的模拟。

分类

以思维、技能、团队合作等分为四代。

作用

能提高医师的临床水平、急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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