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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区公众急救技能及培训需求调查研究
武继文 员袁徐安琪 圆袁薛

晨圆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袁圆援 第一临床医学院袁江苏
摘

要院

南京

了解南京地区公众基础急救技能的掌握情况与培训需求。

方式，
组织大学生对南京城区 源圆圆 名公众进行院前急救相关抽样调查。

圆员园园圆怨冤
采取方便抽样的
各单项基础急救知识

的知晓率均在 员怨援苑豫耀猿苑援圆豫，
公众对整体基础急救技能的知晓率约为 员员援远豫；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有

必要掌握基础急救技能；认为培训最佳场所是医院或急救中心的比率相对较多，大多数人选择利
用专门的人体模型模拟练习作为培训最佳方式。

南京地区公众的急救知识还十分匮乏，公众

掌握急救技能的比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公众十分渴望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媒体和学校应大力宣
传急救知识；
培训场所的选择可以多元化，培训讲座结合模拟练习应是最佳培训方式。
关键词院急救技能曰培训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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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遥城市
工业化尧人口老龄化以及家用轿车的普及等使各种心
脑血管疾病尧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发生率呈明显上
升趋势袁公众对院前急救的需求急剧上升咱员原圆暂遥 院前急

救的主要特点是野急冶和野救冶袁例如院对于心脏骤停的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员原园圆怨原园园猿

学生对南京城区公众进行院前急救相关抽样调查袁
以期达到了解现状和寻求有效培训方式的目的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圆园员缘 年 愿 月 圆园 日至 猿员 日采取方便抽样的方

患者袁在 源 分钟内进行徒手心肺复苏渊悦孕砸冤救活的概

式调查了南京城区公众 源圆圆 人遥 抽样中尽量兼顾不

以救活曰超过 远 分钟存活率仅 源豫 遥 而国内外医疗救

好的代表性遥调查对象标准院身体健康袁头脑清醒袁有

钟冶袁这就需要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院前急救遥 目前袁发

岁袁生活或工作在南京城区遥 调查地点选择地铁站尧

率为 缘园豫曰在 源耀远 分钟开始进行徒手 悦孕砸 有 员园豫可
咱猿暂

同性别尧不同年龄公众的数量分布袁以期样本具有较

护人员到达急救现场的时间均很难进入 野黄金 源 分

一定的阅读能力渊能看懂调查问卷冤袁年龄在 员愿耀远园

达国家公众参与院前急救的比率远高于我国袁 导致

超市入口尧肯德基店等人员较多且流动较快的地方遥

遥

咱源原缘暂

最终治愈率也远高于我国

渊二冤调查方法

公众参与院前急救的前提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基

调查采取匿名问卷调查方式遥 在广泛参考国内

本的急救技能袁因而对公众急救技能的培训是解决

外相关调查的基础上 咱远耀愿暂袁自行设计问卷袁调查内容

我国院前急救困境的重中之重遥 关于南京地区公众

包括四部分院淤人口学基本信息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社

基础急救技能的掌握情况与培训需求的调查尚未见

会身份尧学历曰于基础急救技能袁涵盖急救电话选择

报道遥 为了解和提高公众的急救技能袁促进公众参

以及心肺复苏尧止血与包扎尧固定与搬运尧气道异物

与院前急救袁提高城市的幸福指数袁本课题组组织大

阻塞和烫伤等急救技能的自评曰 盂急救培训相关需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野关于公众参与院前急救的社会调查与可及性研究要要
要以南京

城区为例冶渊圆园员源杂允月员远猿冤曰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渊圆园员源员园猿员圆园源猿再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园怨原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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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袁有各种基础急救知识掌握的必要性尧急救知识来
源尧最佳培训场所选择尧最佳培训方式选择曰榆急救
意愿调查遥 问卷共有 圆员 道选择题袁全部采取单选形
式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调查结果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软件进行录入和统计分

析袁统计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统计遥

二尧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急救技能掌握情况
这部分内容有 远 道选择题袁调查结果见表 员遥 南

京城区 怨圆援圆豫的公众知道急救电话是 员圆园袁 低于佛
山市 圆园园愿 年的比率咱远暂袁这可能与佛山市开放程度较
高袁民众更早接受新鲜事物有关遥 自评会操作 悦孕砸

的公众比率为 员员援员豫袁初步知道如何操作 悦孕砸 的比

率也达到 圆远援员豫袁均高于止血与包扎尧固定与搬运尧

气道异物阻塞和烫伤等的相应百分比遥 这可能与近
年来电视媒体中经常指导民众如何进行 悦孕砸 有关袁
使得民众对 悦孕砸 的知晓度上升遥 当然袁调查结果也

显示绝大多数公众的急救技能都停留在野听说过冶或
者野知道怎么回事冶的层次上袁其他 源 项急救技能自
评会操作的比率都只有 缘援园豫耀远援源豫袁 实际考核能合

格的比率可能低遥 表 员 中选项 猿尧源 均属于知晓相应
急救知识袁可见南京城区民众各单项基础急救知识

表员

调查内容
急救电话选择
心肺复苏渊悦孕砸冤
止血与包扎
固定与搬运
气道异物阻塞
烫伤尧溺水等

基础急救技能掌握情况

选项 员

圆愿渊远援远冤
员远远渊猿怨援猿冤
员源员渊猿猿援源冤
员苑源渊源员援圆冤
员员圆渊圆远援缘冤
源远渊员园援怨冤

选项 圆

猿渊园援苑冤
怨怨渊圆猿援缘冤
员源怨渊猿缘援猿冤
员源猿渊猿猿援怨冤
圆圆苑渊缘猿援愿冤
圆缘猿渊远园援园冤

选项 猿

咱人渊豫冤暂

选项 源

猿愿怨渊怨圆援圆冤 圆渊园援缘冤
员员园渊圆远援员冤 源苑渊员员援员冤
员园缘渊圆源援怨冤 圆苑渊远援源冤
园愿源渊员怨援怨冤 圆员渊缘援园冤
园远圆渊员源援苑冤 圆员渊缘援园冤
员园园渊圆猿援苑冤 圆猿渊缘援缘冤

野急救电话选择冶选项中第 猿 项是正确答案 员圆园袁另外 猿
项分别是 员员园尧员员怨 和 员圆圆曰其他 缘 个调查内容中选项 员 是野听
说过袁知道一点冶袁选项 圆 是野知道怎么回事冶袁选项 猿 是野初步
知道如何操作冶袁选项 源 是野会操作冶遥
表 圆 急救技能需求情况
有必要
没必要
调查内容
心肺复苏
猿怨愿渊怨源援猿冤
员员渊圆援远冤
止血尧包扎尧固定尧搬运 猿怨愿渊怨源援猿冤
员园渊圆援源冤
气道异物阻塞
员员渊圆援远冤
猿怨远渊怨猿援愿冤

咱人渊豫冤暂

无所谓

员猿渊猿援员冤
员源渊猿援猿冤
员缘渊猿援远冤

淤急救知识来源袁选项 员 为网络尧电视尧广播袁选项 圆
为报刊尧书籍袁选项 猿 为朋友尧家人袁选项 源 为培训讲
座尧学校曰于培训的最佳场所袁选项 员 为工作单位袁选
项 圆 为学校袁选项 猿 为社区袁选项 源 为医院或急救中
心曰盂培训的最佳方式袁选项 员 为急救知识讲座袁选
项 圆 为利用专门的人体模型模拟练习袁 选项 猿 为发
放视频资料袁选项 源 为发放书本资料渊小册子等冤遥调
查结果显示袁 公众现有急救知识的来源前两位分别

的知晓率在 员怨援苑豫耀猿苑援圆豫遥 设定选项 员尧圆尧猿尧源 分别

是网络尧电视渊远猿援缘豫冤以及培训讲座和学校渊圆员援员豫冤袁

合得分达到 远园 分以上的民众为 员员援远豫袁即基础急救

培训是目前公众获得急救知识的主要途径遥 因此袁加

对应知晓度的 圆园尧源园尧远园 和 愿园 分袁杂孕杂杂 软件计算综

而选择报刊书籍的只有 猿援远豫袁说明网络尧电视和学校

技能知晓率为 员员援远豫袁这与佛山市 圆园园愿 年的调查数

强网络尧 电视宣传和学校培训是提高公众急救知识

公众自评已掌握 缘 项基础急救技能遥

救中心的比率相对较多渊猿远援缘豫冤袁但选择工作单位尧

据相近遥 选项 源 属于掌握该技能袁统计可得 圆援源豫的
渊二冤急救技能需求程度

此部分有 猿 道选择题袁分别针对 悦孕砸尧创伤急

知晓率的有效途径遥 认为培训最佳场所是医院或急
学校尧社区的也都在 圆园豫左右袁说明培训场所的选择

应以经济方便为主袁公众无特别明显倾向遥 选择利用

救中的止血包扎固定和搬运尧 气道异物阻塞的需求

专门的人体模型模拟练习为培训最佳方式的占

程度进行了调查渊表 圆冤遥 南京城区公众认为有必要掌

缘源豫袁说明公众也认识到必须实际操作才能真正掌握

能的比率均在 怨源豫左右袁 略高于佛山市的 怨圆援苑豫 遥

握急救技能遥 选择急救知识讲座为培训最佳方式的

认为有必要的人数远高于认为没必要和无所谓的人

居第二位渊圆苑援苑豫冤袁在实际培训中采取培训讲座加模

数袁这说明随着近几年社会经济尧文明程度的发展袁

拟练习应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方式遥

握 悦孕砸尧 创伤急救基本技能和气道异物阻塞急救技
咱远暂

绝大部分公众已经认识到掌握急救技能的重要性遥
公众的重视为卫生行政部门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打下
了群众基础遥
渊三冤急救培训方面
公众对急救培训方式尧方法以及地点的需求信
息将给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提供
重要参考遥 本部分调查有 猿 道选择题袁内容分别为院

急救技能袁 仅看书本资料或者宣传手册不能真正掌

三尧讨

论

南京城区 怨圆援圆豫的公众知道急救电话是 员圆园袁

虽然低于佛山市 圆园园愿 年的调查数据袁 但也远高于

圆园园源 年的上海市渊缘园援源豫冤和承德市渊源圆援员员豫冤袁说明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袁 社会信息化程度和文
明程度的提高袁公众急救意识急剧增强遥南京城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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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各单项基础急救知识的知晓率在 员怨援苑豫耀猿苑援圆豫袁

易出错而不自知遥 选择急救知识讲座为培训最佳方

为 员员援远豫袁相较于发达国家袁如澳大利亚接受过急救

习的重要性遥 在实际培训中采取培训讲座加模拟练

悦孕砸 的培训 袁南京地区公众的急救知识还十分匮

基础的教育渊悦月耘 教育冤理念融入心肺复苏教学中

握 缘 项基础急救技能袁但必须强调的是自评掌握和

能力相结合在急救技能学习中的优异表现遥

其中 悦孕砸 的知晓率最高袁基础急救技能总体知晓率

式的居第二位渊圆苑援苑豫冤袁说明公众也认识到理论学

培训的公众就有 缘园豫袁 瑞典有 源缘豫的公众参加过

习应是最佳方式遥 我校外科总论教研室将以能力为

乏遥 另外袁由统计得到南京地区 圆援源豫的公众自评掌

取得了出色的教学效果咱员园暂袁这正是理论学习与动手

咱怨暂

实际掌握之间必然存在明显差距袁尤其是对于几项
实际操作有一定难度的急救技能袁因此可大致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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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公众真正掌握急救技能的比率应在 圆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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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遥 这相较于美国已培养了 苑 园园园 万合格的野第一目
击者冶还有很大差距遥

南京城区公众认为有必要掌握基础急救技能的
比率均在 怨源豫左右袁 远高于认为没有必要的比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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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几乎所有公众都渴望急救知识和技能袁政府卫
生部门应立即推广急救技能培训遥 调查中发现公众
现有急救知识来源的前两位分别是网络尧电视以及

工作中袁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遥 政府宣传部门应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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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知识袁提高公众的整体急救意识袁为有效开展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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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尧社区的也都在 圆园豫左右袁说明培训场所的选择

可以多元化袁应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袁以就近尧方便

应被授予培训资格开展针对大学生和高中生渊或中

选择野利用专门的人体模型模拟练习冶为培训最
佳方式的占 缘园豫以上袁说明技能培训关键在于动手
能力袁理论知识再丰富而不会操作最多属于野知晓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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