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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培训在提高医院职员制人员应对

门诊晕厥意外事件急救能力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对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综合大楼的 80 名职员制

医务人员进行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演练培训。在培训前、后分别

对职员制医务人员进行急救理论知识、急救能力及徒手心肺复苏

术操作考核，比较培训前、后的考核结果。

结果：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急救演练培训后职员制医务人员应对

门诊晕厥突发事件发生时的急救理论知识、急救能力及徒手心肺

复苏术操作的考核成绩均高于培训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结论：对综合医院门诊职员制医务人员进行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培

训可以提高他们的急救知识、徒手心肺复苏术操作水平及急救能力，

最终提高门诊医疗护理工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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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training on the role of staff-
based medical staff in emergency response to outpatient 
fainting accidents

Y. M. Fan, L. Y. Wang, H. X. Ma, L. T. Song, Y. Y. W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training in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ability of hospital staff to cope with 
outpatient syncope accidents. 

Methods: A case-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exercise was conducted for 80 
staff medical staff of the Outpatient Clinic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the staff medi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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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given first-aid theoretical knowledge, first-aid ability 
and free-hand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peration 
assessment,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case-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first-aid 
exercise training, the staff-based medical staff responded 
to the first-aid theoretical knowledge, first-aid ability, and 
free-hand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peration when 
the outpatient syncope emerged, and the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the training,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eaning (p<0.01). 

conclusion: Case-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training 
for outpatient staff in general hospitals can improve their 
first aid knowledge, freehand CPR operation and first 
aid capabilities,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outpatient medical care.

Keywords: case; scenario simulation training; staff-based 
medical staff; outpatient fainting accident; patient safety;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的挂号员、收费

员、药房人员、功能科室的职员、检查、化验等

医务人员占门诊出诊医生护理人员的一半以上，

因为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在患者突发意外事件时，

往往是需要现场救护的第一发现者，由于所学专

业限制，致使医学急救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经验

缺乏 , 容易延缓救治，门诊患者多、病情复杂、

变化快，经常会遇到各种原因引起的晕厥意外事

件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正确处理会给患者造

成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且有可能发生医疗

纠纷。因此对他们而言 , 加强对他们的急救知识

培训，培养他们的急救意识，提高他们的急救能

力显得尤为重要，而情景模拟是运用场景、语言、

道具创造一种接近真实场景的教学环境，从中锻

炼考察演艺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使其在体验中

把理论知识有效地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1]，目前，

此教学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急诊科患者的护理与管

理中 [2]，本研究运用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培训

的模式来提高职员制医务人员的急救能力。

1一般资料

2015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在本院门诊工作的职员

制医务人员 80 名，年龄在 20-50 岁之间，高中

毕业3名，初中专毕业的10名，大专毕业的30名，

本科 25 名，硕士 12 名。情景培训前，按传统的

培训方法对职员制医务人员组织学习急救理论知

识，把有关理论知识的重要细节、流程及要求编

写成书面文字的形式供大家熟记，然后，进行急

救的理论和情景实践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对照

组；在传统培训的基础上，请急诊科医师结合模

拟人讲解心肺复苏术，熟悉掌握主要细节、流程，

门诊的护理骨干负责对职员制医务人员进行“一

对一”练习操作，具体采用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

演练教学法，要求她们会判断患者意识状态，熟

记所在区域的急救电话，会呼救，掌握徒手心肺

复苏术操作技能及患者的平车转运等基本知识，

学习结束后进行理论考核和情景实践考核，成绩

作为观察组。

2方法

2.1 培训团队的组建 

团队成员由总负责人、急诊科的医生和具有丰富

工作经验的护理骨干组成，负责进行理论知识培

训，情景模拟急救演练。

2.2 情景设置

2.2.1 撰写模拟案例 团队负责人根据日常工作中

遇到的低血糖晕厥、晕血、癫痫、体位性低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晕厥及休克等病例，整理、

分析结合急救流程撰写成模拟病例，并按照患者

真实的病情发展变化过程，提出相应的诊疗方案

[3]，内容以情景剧的形式进行，包括两方面：

第一、贴近临床，符合逻辑  门诊工作中的患者

安全问题 , 如急危重患者、采血时晕针、糖尿病

患者空腹时间长引起的低血糖、候诊区域的癫痫

发作、高峰期的人员分流等等，要求施救者学会

评估患者的病情，采用“一问二拍三摸四喊”的

方法，判断患者的神志、意识状态、面色、颈动

脉搏动情况，在确定患者晕倒时，一边施救一边

呼救，并要求所在区域的值班保安配合患者的转

运工作；第二、特殊情景时的应对及沟通协调，

如咨询、行动不便需要帮助、对医务人员的工

作不满引起的投诉与争吵、抢救物品的缺失或损 

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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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设计门诊意识丧失抢救流程图：根据

晕厥患者的抢救重点，按照护理程序的评估、诊

断、计划、实施和评价进行生命体征监测及抢救，

设计出非医护人员甚至不懂医的人员应对晕厥意

外发生时的抢救流程，并将晕厥抢救流程应用于

临床实践。

2.3 组织培训 

聘请有急救经验的医师及门诊护理骨干分别对职

员制医务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如晕厥的常见病因、主要

临床表现、急救流程、注意事项、与患者及陪同

人员的沟通技巧等。

2.4 演练培训方法  

根据模拟病例编排，扮演者自然、有科学性、情

景逼真。

2.4.1 熟悉场景：每 5 人为一个小组，选定

1 名小组长负责，每次 3 小时，要求人人明确、

熟悉扮演的角色特点与职责。每个小组按照所给

的病例为依据，根据理论知识，在培训老师的引

导下针对问题讨论演练，同时，有什么问题都可

以随时提出给与答复。每个案例包括病情判断、

应急处理、抢救流程及护理转运操作技能等内容，

并把每个病案的关键点确定为掌握的内容，作为

以后培训的依据。

2.4.2 进行模拟演练：按照要求每个小组进

行2个情景模拟，其他现场观看，提出异议，总结。

然后，更换另一个小组进行演练，同时更换病例，

以此类推。以心源性晕厥为例：一名就诊人员呼

喊有人晕倒了，负责超声预约的工作人员职员制

1 听见呼喊第一个冲到现场，原来是在等待做心

脏超声的过程中患者突然晕倒，急忙上前询问、

拍打患者没有反应，摸颈动脉搏动消失，急呼快

来人啊！有人晕倒了救命呀 !，（此时群众演员

围观），使患者平卧头偏向一侧、用手清理口、

鼻分泌物、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此时，

负责超声预约的职员制 2 已经到现场，拨打邻科

室重症监护室 87679633 电话，说明超声候诊室

一名男性患者心脏聚停，他们正在进行徒手心肺

复苏术，请求立即携带急救药品用物支援，职员

制 1 心外按压 30 次后停，接着职员制 2 口对口

吹气 2 次，以此循环五次；职员制 1 复测颈动脉

没有搏动，医生职员制 3 到现场评估病情，没有

听到心率，替换职员制 1 继续心肺复苏术，并一

边询问家人患者有什么病；护士职员制 4 已经接

上氧气、并用 5%葡萄糖 500毫升建立静脉通路；

职员制 3 口述肾上腺素 1 支静脉注射，职员制 4

配药并做治疗；职员制 2 配合职员制 4 连接心电

监护仪，疏散围观人员，做好患者家人心理安慰；

职员制 1 记录时间、病情、生命体征、医嘱给药

及护理措施等；心电监护仪提示室性心率30次…

60 次，氧饱和度最高 87%，血压 90/60mmHg, 患

者有反应，心肺复苏成功；保安职员制 5 平车已

经送到，职员制 3 下达医嘱将患者送重症室继续

救治，职员制 3、4、5 一起将患者抬上平车送患

者到重症室，职员制 1 到重症室交接病情、用物

及药品使用情况。其中职员制 1、2 在演练时注

意在做不同情景演练时，需要更换位置，易于了

解 [4]，在演练过程中由考核者根据每个不同模

拟演练场景进行考核，包括：团队的应急能力、

分析判断能力、团队的配合能力、急救流程掌握

程度、心肺复苏术及平车转运的运用操作能力。

并定期组织职员制医务人员做情景模拟演练，对

其应急能力进行考核，以提高急救的实际操作能

力 [5]。

2.4.3 总结 演练结束后总负责人进行演练

的自我评价，对于优点予以肯定，提出演练中的

不足之处，分析原因，征求大家的意见及建议，

提出整改方案，规范应急程序，必要时再次重复

演练，直到熟悉，正确运用，从而提高职员制医

务人员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应急能力。

3效果评价 

采用相同的评分标准来设计演练考核，对 80 名

职员制医务人员进行应急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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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考核，考核要求 90 分为合格。①理论

考核：内容主要是由总负责带教的老师根据培训

讲解内容拟定理论考试试题，共 50 道单选题，

满分 100 分； ②操作考核：每位职员制心肺复

苏术是必考项，满分 100 分；③急救能力考核：

职员制小组长抽取 1 项案例，开始进行临床情景

模拟演练考核，全小组人员参与，考核职员制医

务人员急救模拟演练前后能力考评评分标准自行

设计，每个病案采用百分制，内容包括 : 急救

意识、病情判断、急救流程考核三个方面，每一

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00 分。具体要求：所有工作

人员发现意识丧失患者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

助，发现意外事件，分析判断准确、尤其是突发

事件发生后处理流程正确。

80 名职员制医务人员急救模拟演练前、后综合能力评分掌握情况（x ± s）

组别 理论知识 徒手心肺复苏术 急救意识 病情判断能力 急救流程

对照组 83.21±4.33 77.10±8.90 75.53±9.40 85.53±5.81 74.97±9.66

观察组 95.46±3.12 92.60±2.70 93.68±4.70 93.64±1.95 93.79±7.08

t 值 13.41 10.72 11.02 7.50 9.84

P <0.01 <0.01 <0.01 <0.01 <0.01

4 结果

比较培训前后职员制医务人员病情判断能力、急

救意识、急救流程考核成绩，见上表。职员制医

务人员在培训前后的综合能力变化有显著差异（p

＜ 0.01）。培训后职员制医务人员对急救理论知

识、急救能力及徒手心肺复苏术操作考核三个方

面的成绩均明显高于培训前。

在两年门诊实际工作中，门诊人次 360 万，

有 110 例突发急救事件，其中有职员制医务人员

发现并及时处理 18 件，有 43 件在候诊区域由值

班导医及收费人员配合处理，均由于处理及时，

抢救措施得当，患者生命得以保障。

5讨论

5.1 对综合医院门诊职员制医务人员进行急

救能力培训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各种自然灾

害、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加强应急救护技

能培训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急救

模拟培训在国际上已广泛应用，综合医院门急诊

患者日益增多，病种多，病情复杂，急、重、危

患者随时在门诊大楼可见，患者病情变化快，职

员制医务人员也担负着传播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

的使命，他们的急救能力高低决定了门诊医疗工

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就要求门诊工作人员有

较强的急救能力，包括快速识别、正确的科学处

理流程、良好的协调能力等。由于用工体制的改

变，使职员制医务人员的流动性增大，难以适应

门诊发展的需要。传统的带教模式 , 以带教老师

讲授为主 [6]，这种培训方式经验积累慢而且效

果差，很难适应当今门诊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

提高门诊职员制医务人员的应急能力，使其尽快

胜任一名医务人员的角色，保障患者安全，显得

十分重要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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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于案例的急救演练激起职员制医务人

员学习医学知识的兴趣及急救意识，实现了

自我

情景模拟演练对职员制医务人员来说具有生动

性、好奇性、完整性、戏剧性等特点，它营造了

一个生命在突发状态下需要紧急急救的紧张气

氛，有利于扮演者的角色适应，有利于掌握医学

知识的基本理论和常规技能。基于案例的急救演

练，使职员制人员回忆、结合工作实景提出问题，

通过专业指导解答，丰富了相关医学知识，在提

升自学的主动性外，懂得了患者需要救助时，应

该怎样科学地去帮助患者，为患者的生命财产安

全负起责任并落实在实处，实现了“我”在医院

工作的自我价值。

5.3 基于案例的急救演练能提高综合医院职

员制医务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   

情境模拟教学法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医学护理领

域、管理领域等课程中，尤其是医学护理领域使

用最为广泛 [7]。职员制医务人员通过亲身体验

或观看情景剧，了解在不同情景下的急救流程及

处理措施，这种培训方式避免了单纯理论学习的

枯燥，使医学知识缺乏的职员制医务人员可以直

观地从不同角度学习，加深记忆直到掌握，提高

了他们的应急反应能力；工作岗位的特殊性限制

了职员制人员与患者及家人的沟通，而情景模拟

演练将他们置身于特殊环境中，主张语言、思维

推断的准确性，通过演练无形中培养了医患沟通、

同事工作协作的形式；在演练中他们扮演不同的

角色，肩负不同的职责，使他们充分意识到急救

时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4 基于案例的急救演练培养了职员制医务

人员的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在情景演练的全过程中，通过对扮演者的病情观

察、分析判断、病情演变、处理流程、协调技能

等进行考核，使他们掌握正确的急救分析判断方

法，掌握抢救时机、流程，在演练的过程中体现

出的条理性、灵活性，协作性，也增强了观看者

的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及记忆力。

5.5 基于案例的急救演练提高了门诊医疗护

理工作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挂号员、收费员、药房人员等职员制医务人员在

门诊发生突发应急事件时，是需要现场救护的第

一发现者，为了保障救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8],

采取情景模拟演练的方式，使他们明确掌握在发

现患者需要急救时：施救是自己的职责、准确的

病情判断、快速的急救才能为抢救生命赢得时间。

综上所述，对综合医院门诊职员制医务人

员实施情景模拟急救演练，可以使他们和导医护

理人员抓住门诊急救的关键流程，主动积极配合

抢救，不再被动的接受咨询或指引，他们的观察

问题能力及学习兴趣等方面进步显著 [9]；在提

高他们急救知识的同时有利于巩固导医的专科理

论知识，提高应急能力的同时患者生命安全得到

保障；在此过程中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得

到无形的锻炼 [10], 培养了工作人员的团结协作

精神，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自信心；降低了新员工

的工作压力和对工作的负面情绪 , 有利于他们的

身心健康；最终提高了门诊医疗护理工作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每年进行一次，为院前急救工作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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