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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临床实践教学是培养医学生的重要环节，
而传统教学模式囿于观念陈旧、资源不足、患

者维权意识等因素，临床医学教育发展缓慢。临床模拟教学有利于实现临床教学目标，有利于医疗
资源合理分配，有利于患者得到最佳治疗，也是临床教学适应法律、道德和伦理学的要求，促使临
床教学走出困境。比较分析中美临床模拟医学教学，中国确实存在不足与差距，需要从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教学模型、培训场地、师资水平、标准化病人等各方面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努力提高医
学生临床技能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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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能力培养受到严重影响遥在这种情况下袁模拟教学
应运而生袁 这种更符合医学伦理学的模拟教学方式

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现在却面临诸多困

是医学教育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袁 是医学

难遥 首先袁叶执业医师法曳规定袁医学生必须取得医师

教育自身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咱圆暂遥 发展临床模拟教

资格才能合法从事医疗操作遥 医疗资格必须获得临

学有利于实现临床教学目标袁 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

床医学专业学士学位后在有医师执照医师的指导下

分配袁有利于患者得到最佳治疗袁有利于临床教学适

参加临床工作一年以上袁然后通过国家医学考试中

应法律尧道德和伦理学的要求咱猿暂遥

心组织的操作和理论考核袁并在合法医疗机构注册

模拟教学渊泽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 贼藻葬糟澡蚤灶早冤是指在一种人

才能获得遥 其次袁患者维权意识加强袁对临床教学的

造仿真的情境或环境里学习某职业所需的知识尧技

配合程度相比以前大幅度下降袁有时会拒绝教学示

能 和 能 力 遥 临 床 模 拟 教 学 渊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泽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

范袁实习医生则陷入缺乏临床实践对象的困境曰而实
习生刚到医院实习期间袁从理论学习阶段没有中间
过渡直接跳到实践操作阶段袁不会或不敢在患者身
上动手操作袁这种情况称之为野实习休克冶袁患者碰见

贼藻葬糟澡蚤灶早冤 就是利用各种模拟手段及软硬件设备袁再
现临床工作场景袁 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无风险的学习
临床知识和掌握技能的条件与环境咱员袁源袁苑原愿暂遥 临床模拟
教学倡导利用人体模型和虚拟系统创建模拟病人和

技能生疏不自信的学生也强烈反对其在自己身上进

临床环境袁 以尽可能贴近临床真实和更符合医学伦

行有创操作 遥 再次袁医疗纠纷诉讼实行野举证责任

理袁架起理论通往实践的桥梁袁全面提高临床综合诊

倒置冶袁临床教师对于医疗纠纷讳莫如深袁因此尽量

断能力袁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袁从而有效减少医疗事

减少实习生进行有创操作来避免纠纷遥 最后袁高校

故和纠纷咱源暂遥

咱员暂

招生规模的增加使得可以利用的临床教学资源相对
不足遥 凡此种种袁导致临床实习困难重重袁学生的临

模拟技术最早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的飞行员训

练遥医学模拟教学早期兴于解剖模型的设计袁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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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橘子练习注射尧用动物皮肤练习缝合尧采用角色扮

模型主要用于训练临床操作技能袁练习特定的任务袁

演练习问诊尧扮演患者练习查体等等都是模拟教学

比如外科缝合皮肤模型尧打结训练模型尧静脉输液训

的方式 遥 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模拟医学教学

练模型等曰 这两种国内医学模具厂家已能大规模生

创设仿真临床情境袁直观尧清晰尧可多次重复地学习

计算机交互式模型依靠强大的软件自主设置病

临床操作袁具体优势体现在 院淤训练真实遥 这是最

例实现完整的诊疗过程袁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和独立救

主要特点袁也是内在要求袁尽可能贴近真实机体构造

治能力遥 朱卫国等咱缘暂认为袁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匀怎则造藻赠

和临床环境袁借助仿真模拟人使学生身临其境学习袁

酝赠藻则泽 教授开发的 阅曾砸 悦造蚤灶蚤糟蚤葬灶 虚拟病例系统软件

咱猿暂

注入了新鲜活力遥 模拟教学通过模拟教学软件设备
咱源暂

更能融入临床实际遥于时间方便遥临床教师与学生可
以完全根据自身需求灵活安排时间训练和学习袁而
不必等待合适的患者出现遥盂病历多样遥传统临床教
学是医学生通过观察和重复教师的操作积累经验袁

产袁性能尧材质接近国外水平袁成本更低遥

体现了较好的实用性和易用性袁 有利于临床思维的
培养遥 陆耀红等咱远暂 研究发现袁 大部分学生对 阅曾砸

悦造蚤灶蚤糟蚤葬灶 虚拟病例软件用于模拟教学给予了肯定的

评价袁认为其适用于我国的临床教学袁可以成为传统

接触过的病例印象深刻袁而未遇到过的病例只能通

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教学的有效辅助手段遥 但是

过课本尧视频来想像咱怨暂袁每一位医生一生中能够见到

阅曾砸 悦造蚤灶蚤糟蚤葬灶 软件以欧美人种为模型袁三大常规尧生

的典型病例反复训练诊疗技能袁可以避免出现不典

需要开发适合国人的虚拟诊疗病例遥 南京医科大学

型病例而手足无措的情况发生遥榆可调节遥可以调节

开发了诊断学自主学习平台袁该仿真电子模拟人以听

训练科目和难度袁适合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遥 虞病

诊尧 触诊及四大穿刺等常用诊疗技术的操作练习为

的病历是极其有限的袁如果利用电脑模拟出更全面

化等指标不尽相同袁并且费用昂贵袁成本太高袁因而

员安全遥 学生操作模拟系统袁即使出错也无害遥 愚允

主袁能够模拟常见或少见的异常心音尧异常呼吸音等袁

许出错遥模拟系统的最大优势就是允许医学生犯错袁

而且学生操作手法正确或者错误时袁模拟人会给出相

就是要通过学生犯错袁然后纠正袁犯其他错误再纠

应的反应袁可以作为技能考核模具咱苑暂遥 叶剑英等咱愿暂也发

正袁不断提高临床技能遥 舆过程可控遥 模拟系统可以
根据某种疾病的症状出现尧诊断治疗等过程的需要

进行减缓尧停止或重新操作遥 余记录和回放遥 训练过

现袁 参加临床模拟训练的实习生技能考核成绩要高
于没有经过模拟教育的实习生遥
虚拟操作训练系统主要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

程可以记录袁训练结束后学生和老师可以观看或检

核心袁构建虚拟环境袁使学生置身其中袁实现人机互

查记录并进行点评袁有利于发现优点和不足遥 俞低

动袁完成预定教学项目袁优化教学过程袁提高教学质

成本消耗遥 各种虚拟训练设备及模型袁依靠先进的

量遥 目前国内虚拟操作系统以二维为主袁南京医科

电子成像以及触觉感知技术袁可以满足无数次的高

大学开发了虚拟无菌术尧虚拟阑尾切除术尧虚拟乳

质量训练要求而无损耗遥逾团队协作能力遥学生可以

腺癌的诊疗等袁主要用于训练医学生掌握外科操作

利用模拟教学训练团队协作袁培养团队精神遥

的程序步骤袁使得实验不再受时间尧空间尧实验动
物尧实验器械等的限制袁突出了实验的自主性袁增强

二尧中美临床模拟教学的比较

了人机互动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袁再结合实验

在医学生临床模拟教学方面袁美国主要培养医

动物手术教学以及新鲜冷冻尸体手术解剖袁显著提

遥

高医学生及专科医生的手术准确性与教学效果咱怨暂遥

法科学袁注重教学科研曰模拟教育师资投入力度大袁

虚拟人体解剖袁 可显示人体器官解剖结构和立体图

学生动脑能力袁 中国更加侧重学生的动手能力

咱员园暂

美国模拟训练中心设施配备合理袁使用率高曰授课方
效果逼真遥 国内则存在临床模拟教学中心低水平重
复建设和利用不足袁教学思维和教学方式保守陈旧袁
培养目标过于笼统概括等现象遥

欧美目前主要开发三维软件袁 微软开发的 匀燥造燥蕴藻灶泽
像袁并可以任意旋转进行准确定位遥 酝葬早蚤糟 蕴藻葬责 公司
主要研发三维图像投射入人的视野袁 而且不需要戴
特殊眼镜袁虚拟模拟医学也将因此进入全新时代遥

医学模拟系统按功能分为基础解剖模型尧局部

生理驱动型模拟系统为目前最高端的模拟系

功能训练模型尧计算机交互式模型尧虚拟操作培训系

统袁它集人体生理功能性尧软件操作便携性及知识体

统以及生理驱动型模拟系统遥 按规模可分为临床技

系贯通性于一体袁 借助计算机软件功能的整合性以

能模拟实验室尧医学模拟中心和模拟医院 遥

及数字模型技术对整个医疗环境包括患者尧 病情和

系袁比如解剖模具尧病理切片标本等曰局部功能训练

酝葬灶 综合训练模拟人袁能真实呈现出急尧重症患者的

咱源暂

基础解剖模型用来研究人体各器官组织间的关

治疗环境进行全面的模拟遥 常见的为美国产 杂蚤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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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变化或用药后生命体征的变化袁具有高度仿真

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融会贯通的思维和能力袁同

效果袁医用设备可以直接连上并显示出测量数据遥

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医患沟通方法以及关爱患者的人

临床技能模拟实验室尧医学模拟中心和模拟医

文情怀遥 临床模拟教学要发展袁 师资培养要优先考

院均是临床模拟教学场所袁只是规模不同遥 模拟医

虑袁国外有许多著名的模拟中心袁比如美国匹兹堡大

院有两种类型院一是虚拟模拟医院袁二是实体模拟

学模拟医学研究中心尧 威斯康辛大学模拟医学教育

医院遥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

中心尧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等都有专门针对教

心 咱员园暂 整合内科学尧外科学尧妇产科学尧儿科学等学

师的各种培训袁国内武汉大学尧复旦大学也开设改进

科袁 利用模拟病人代替真实患者进行临床实践教

模 拟 教 学 方 法 渊蚤皂责则燥增蚤灶早 泽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 蚤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葬造

学袁不仅是医学生进入临床实践的必要手段袁更是
专业型研究生临床技能培训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皂藻贼澡燥凿泽袁蚤杂陨酝冤师资培训班袁野请进来冶与野送出去冶相
结合袁多途径提高模拟教学师资水平遥

的重要途径袁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遥

临床模拟环境或模拟病人毕竟不是真实的环境

临床模拟教学不仅包含以上模拟教学软硬件

或患者袁 它只是复杂临床环境和复杂病例病种的简

及教学场所的建设袁 而且也包括模拟教学课程设

单再现袁缺乏医患沟通双向性袁同时存在费用昂贵袁

置尧教学方法改革尧标准化病人培训等遥 南京医科大

无法实现本土化等问题袁 必须重视临床模拟教学与

学 圆园员园 年开始实行野以器官系统为基础冶的课程整

传统实践教学的结合袁取长补短袁合力推动临床医学

合袁搭建了临床课程整合的基本框架袁教学方法有

教育的发展遥

建成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学习渊韵杂月蕴冤尧以问题为
中心的学习渊孕月蕴冤尧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渊砸月蕴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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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尧迈向成功的有效手段袁被医学教育界推至医学教
育的前沿遥医学教育改革应看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袁
逐步走向模拟教学袁科学整合课程与教学内容袁更多
开发实体尧虚拟模拟教学软硬件形式应用于教学袁使
学生处于接触野患者冶的情境之中袁有效训练医学生

然趋势咱允暂援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袁圆园园怨渊圆冤院猿苑原猿怨
李剑援 医学模拟教育与医学教育革命 咱允暂援 中国医院袁

圆园园源袁愿渊苑冤院苑猿原苑源

朱卫国袁 刘继海袁 赵晓辉袁 等援 虚拟病例教学软件
孕哉酝悦原阅曾砸 悦造蚤灶蚤糟蚤葬灶 的初步试用和评估咱允暂援基础医学
与临床袁圆园员缘袁猿缘渊怨冤院员圆愿怨原员圆怨圆

咱远暂

陆耀红袁邹扬袁施丹丹袁等援 阅曾砸 悦造蚤灶蚤糟蚤葬灶 在国内医学模

咱苑暂

陈红袁陈丽灵援 浅谈模拟教学在临床诊断学教学中的应

咱愿暂

叶剑英袁 黄光生援 发展医学模拟教学 提高临床技能水

咱怨暂

黄华兴袁张永杰袁沈历宗袁等援 整合外科与解剖教学袁架

动手操作能力方面袁临床诊疗思维方面有所欠缺袁逼
真的临床模拟软件系统有待开发袁可利用后发优势

改革的必由之路咱允暂援 江苏高教袁圆园园远渊缘冤院苑怨原愿员

拟教学中的应用咱允暂援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袁圆园员源袁员猿
渊源冤院源园圆原源园远

用咱允暂援 中国医学创新袁圆园员猿袁员园渊猿冤院员源远原员源苑
平咱允暂援 赣南医学院学报袁圆园员源袁猿源渊缘冤院苑园苑原苑园愿
构临床与基础桥梁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
版冤袁圆园员猿袁员猿渊猿冤院圆苑猿原圆苑缘

咱员园暂 周卫红袁周玉皆袁沈艳袁等援 附属医院临床模拟训练中心

的建设与管理探讨 咱允暂援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袁圆园员猿袁圆源
渊员冤院愿远原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