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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膜氧合模拟课程用于
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培训效果分析

张悦玥，毛雯婷，王胜军，王　 伟

［摘要］：目的　 分析体外膜氧合（ＥＣＭＯ）模拟课程用于心血管重症监护室（ＣＩＣＵ）护士培训的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探
讨更好开展培训的方法。 方法　 对 ５８ 名接受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的 ＣＩＣＵ 护士进行测试。 运用配对 ｔ 检验的方法分析培训前后

理论成绩的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影响培训后理论成绩的主要因素，并描述性分析了学员对模拟课程的态度。
结果　 经过培训，学员理论成绩得到了提高，“学历”、“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是影响培训后理论成绩的主要因素，学员对模拟课

程的评价较高。 结论　 相关部门和临床科室应该结合自身需求设计多样化的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课程，用以提高相关护理人员

关键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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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ＥＣＭＯ）技术是指将血液从静脉引出，经过膜肺

氧合后排出二氧化碳从而形成动脉血，在泵的推动

下回到静脉或动脉，常用于体外呼吸支持和心脏支

持，成为了严重心肺功能衰竭患者在常规治疗无效

情况下挽救其生命的重要急救措施之一，在此次新

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２］。 但是 ＥＣＭＯ 技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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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风险高，需要加强对相关护理人员理论知识与

实践操作的培训，用以保障医疗质量，而模拟教学具

有安全性、可重复性等优势，是开展培训的良好选

择。 本文以上海儿童专科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

（ＣＩＣＵ）护士为研究对象，分析 ＥＣＭＯ 模拟课程应用

于 ＣＩＣＵ 护士培训的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相

关得对策建议，为更好的开展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提供

一定的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该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课程的培训对

象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专科医院 ＣＩＣＵ 护理人

员，本研究对象为参加过课程培训的 ５ 期学员，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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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 １１～１２ 人，由护士长从本科室护理人员中随机

选出，共计 ５８ 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课程的组成及实

施：① 前后理论测试：由专家根据授课内容设计了

难度系数相近的 ＥＣＭＯ 基础与操作相关前测题与

后测题各 １ 套，每套题包含单项选择题 １５ 道，满分

１００ 分，分别在培训前与培训后独自完成，运用统计

学方法对前后测成绩进行分析比较。 ② 理论课程

包括“ＥＣＭＯ 的设备与组成”、“ＥＣＭＯ 的置管方法

和特点”、“ＥＣＭＯ 的生理”、“ＥＣＭＯ 的护理”４ 节内

容，每节授课时长为 ４０ ｍｉｎ。 ③ 情景模拟部分包括

“环路打折”、“泵失灵”、“氧合器血栓”、“低血容量

休克”４ 个病例，每个病例环境介绍、运行、复盘所需

时间为 １ ｈ，每期学员分为 ４ 组，抽签选择病例，当某

组学员进行演练时其他学员观摩。 ④ 学员在课程

结束时填写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 对研究对象的性别、学历、工作年限等基

本情况以及对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课程的态度进行描

述性分析，运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的方法对前后测得

分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可能影响

培训效果的因素进行分析。 Ｐ ＜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５８
人。 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详见表 １。
２．２　 前、后测成绩分数情况 　 前、后测成绩分数分

布发生了变化。 前、后测理论成绩分数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培训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对

ＥＣＭＯ 的认识。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表 ３。
２．３　 影响学员后测成绩分数的主要因素 　 将可能

影响学员后测成绩分数的 “学历”、 “职称”、 “工

龄”、“前测成绩分数”、“看护过 ＥＣＭＯ 患者”、“接
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 ６ 个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 结果表明“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学历”是影响

学员后测成绩分数的主要因素，可以认为学历高、接
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的学员后测成绩分数更高，即培训

效果更好。 具体结果见表 ４。
２．４　 学员对模拟培训课程的满意度 　 在课程内容

的设计、导师的授课、模拟病例的运行、满足学习需

求、推荐他人等方面，５８ 名学员的评价均是“赞同”
或“比较赞同”；“不太赞同”和“不赞同”评价均为

零。 具体结果见表 ５。

表 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表（ｎ＝ ５８）

基本情况 人数［ｎ（％）］

性别

　 男 ４（６．９）

　 女 ５４（９３．１）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１２（２０．７）

　 本科及以上 ４６（７９．３）

职称

　 初级 ５２（８９．７）

　 中级及以上 ６（１０．３）

工龄

　 ５ 年及以下 １５（２５．９）

　 ５ 年以上 ４３（７４．１）

看护过 ＥＣＭＯ 患者

　 是 ４３（７４．１）

　 否 １５（２５．９）

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

　 是 １８（３１．０）

　 否 ４０（６９．０）

表 ２　 前、后测成绩分数分布情况表［ｎ＝ ５８，ｎ（％）］

分数段 前测成绩人数 后测成绩人数

≤５０ 分 ２９（５０．０） ２（３．４）

＞５０ 分且≤６０ 分 １５（２５．９） ５（８．６）

＞６０ 分且≤１００ 分 １４（２４．１） ５１（８８．０）

表 ３　 前、后测成绩分数比较表（ｎ＝ ５８，ｘ±ｓ）

项目 均值 ｔ 值 Ｐ 值

前测成绩分数 ５４．３±１５．０

后测成绩分数 ７５．８±１１．９
８．４０７

＜０．００１

表 ４　 影响学员后测成绩分数主要因素表

因素 回归系数（Ｂ）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量 ７８．０８０ １．８２１ ４２．８８１ ＜０．００１

学历 ６．９３５ ２．８３７ ０．２５６ ２．１３７ ０．０３１

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 ７．３５２ ３．２６９ ０．２８８ －２．２４９ 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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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学员对模拟培训课程的满意度［ｎ＝ ５８，ｎ（％）］

评价内容 赞同 比较赞同

本课程教学目标清晰 ５１（８７．９） ７（１２．１）

本课程进度适当 ５４（９３．１） ４（６．９）

本课程拓展了我的知识面 ５４（９３．１） ４（６．９）

导师授课清晰明了 ５４（９３．１） ４（６．９）

导师提供了有效的反馈 ５５（９４．８） ３（５．２）

情景模拟病例的运行及复盘增强了我的学习体验 ５５（９４．８） ３（５．２）

情景模拟课程有利于学习 ５６（９６．６） ２（３．４）

情景模拟教学资源（模拟人、仪器设备、场景布置等）运用合理 ５６（９６．６） ２（３．４）

相比理论授课，模拟课程更能提高学习效率 ５５（９４．８） ３（５．２）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通过模拟课程提高专科技能水平（如 ＣＲＲＴ、急救培训等） ５５（９４．８） ３（５．２）

本科课程满足了我的学习需求 ５８（１００） ０（０）

我愿意将本课程推荐给他人 ５６（９６．６） ２（３．４）

３　 讨　 论

３．１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能够有效提高学员的知识水平

　 情景模拟教学被证实在麻醉和急救领域能较好提

高学员的临床能力，本项目设想将情景模拟教学应

用于 ＥＣＭＯ 教学中，通过问卷调查和集体备课系统

确定教学内容和目标，利用情景模拟教学手段，再现

临床医学的工作场景，设定 ＥＣＭＯ 运行中可能出现

的种种情景，为学员提供安全、无风险、可重复的

ＥＣＭＯ 运行环境。 通过授课前后学员理论知识的测

评，评估情景模拟教学在 ＥＣＭＯ 教学中是否有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培训后理论测试成绩处于“＞６０ 分

且≤１００ 分”的人数明显高于培训前，培训前、后理

论测试成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培训后得分高于

培训前得分，提高了学员的知识水平。 这是因为理

论授课与情景模拟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为学员提供了

安全的学习环境，不会因为操作不当而造成患者的

损伤，当出现错误时给予反馈和纠正，有利于增强记

忆，积累经验，胡强等［３］在对 ２３０ 名学员的研究中也

表明，通过 ＥＣＭＯ 情景模拟培训后学员的知识水平

得到了提升。 邱果［４］对 ＣＩＣＵ 护士的研究结果显示，
ＥＣＭＯ 情景模拟培训为学员提供了拟真的临床环

境，提升了操作能力水平，加深了印象，提高了相关

知识水平，为实际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谢庆等

对 ＩＣＵ 护士的研究表明，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使急救现

场得以重现，处于抢救状态的患者需要更流畅的配

合，让学员亲身实践，使其印象更加深刻，对其相关

知识掌握更加牢固［５－７］。 刘慧等［８－９］ 对某三甲医院

１１６ 名 ＩＣＵ 护士的研究表明，参加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

后，学员对 ＥＣＭＯ 护理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得到了

提高。 这就提示，可以借助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的方式

加强对 ＩＣＵ 相关护理人员培训，通过营造逼真的模

拟场景，加深学员对关键知识点的印象，提高其 ＥＣ⁃
ＭＯ 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
３．２　 学历和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是影响理论成绩的

主要因素　 “学历”和“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是影响

后测成绩的主要因素，学历高、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者

后测得分更高。 这是因为学历较高者知识基础更加

扎实、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学习能力更强［１０－１１］。 韩凯

丽等［１２］的研究表明，学历是影响心外科护士 ＥＣＭＯ
相关护理知识掌握水平的重要因素。 李珞畅等［１３］

对 ２９５ 例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的研究也表明，学
历水平与理论考试分数成正比。 接受过 ＥＣＭＯ 培训

的学员理论成绩更好，这可能是因为接受过相关培

训后，对此类培训模式更加熟悉，知识基础更加扎

实，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学习动力更强，导致学习效

果更好［１４－１６］。 刘慧等［８］ 的研究也发现，每年参加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及学术交流的次数是影响监护室护

士相关知识掌握水平的关键因素，参加培训次数与

知识掌握水平成正相关。 相关管理部门及科室应该

针对相关护理人员，积极开展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以提

高其关键知识掌握水平，同时应根据培训学员学历

水平的不同，设计不同难度系数、多元化的培训课

程，以提高培训效率。
３．３　 学员对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课程的满意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学员对内容的设计、导师的授课、模
拟病例的运行、满足学习需求、推荐他人等方面的评

价为“赞同”的比例超过了 ８５％，说明学员对模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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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满意度较高。 这是因为授课老师精心设计了课

程内容，并多次演练，提高了该模拟课程的科学化、
知识性水平，同时，授课老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扎实的模拟教学基础，能够很好的掌握学员心理，灵
活运用授课技巧，提高了学员学习兴趣。 情景模拟

教学为学员设定了临床场景，通过角色扮演去模仿

诊疗过程，提供一个安全、真实、可控的环境，提升学

员的学习兴趣及综合能力水平，从而提高学员满意

度［１７］。 王雅依等［１８］ 对 ８６ 名全科医师的研究显示，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模拟教学的手段能够更有效

的提高学员的主动性和参与度，进而提高学习兴趣

和满意度。 危娟等［１９］认为，情景模拟可以将抽象的

知识具体化、形象化，直观的反应抢救时的紧迫感，
反复演练有利于消除护士在陌生抢救环境中的恐

惧，帮助其尽快融入抢救工作中，同时有利于提高学

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让培训过程由被动灌输知识

转为主动学习，得到护士的认可。 相关部门和临床

科室，可以利用模拟教学的优势和手段，结合自身临

床需求，设计多元化的模拟课程，增强学员的沉浸感

和参与度，提高学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满意度，进而

提高学员学习效果和综合能力水平。 然而，由于时

间的限制，研究对象相对不足，缺少对操作能力及团

队合作情况的客观化评价，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扩大

研究对象群体，设计情景模拟评分表格，对操作水平

及团队合作情况进行客观化评价，进一步提高研究

的科学化水平与说服力。

４　 总　 结

ＥＣＭＯ 模拟培训课程能够有效提高学员的知识

水平，同时内容设计、授课方式、有效性等方面也得

到了学员的肯定。 相关管理部门和临床科室应该结

合自身实际需求，面向不同学员开发多样化的模拟

课程，并持续开展，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其

知识水平、技能水平和综合能力水平，更大可能发挥

ＥＣＭＯ 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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