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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的同步练习促进心肺复苏教学效果评价
袁小丽，王 晶，安 莹，张 蕴
[ 摘 要 ]目的 探讨传统心肺复苏培训方法和视频引导的边看边练的心肺复苏培训模式的效果，以便改进教学
质量。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20 年和 2021 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心肺复苏
考核结果，2020 年采用传统的心肺复苏教学方法，共 45 名，作为对照组，2021 年采用视频引导的边看边练（practice
while watching, PWW）教学方法，共 48 名，作为观察组，分析两组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成绩、合格率以及优秀率并调
查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理论成绩均分为（93.50±4.64）分，对照组理论成绩为（92.36±6.485）分，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理论成绩合格率 97.9%，对照组为 9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的理论
成绩优秀率为 79.2%，对照组为 6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技能操作成绩均分为（91.73±3.36）
分，对照组技能操作成绩为（90.98±4.4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技能操作合格率 98.0%，对照组
9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技能操作优秀率 83.3%，对照组为 6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对教学方式满意度为 62%，观察组为 81%，两组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对于沟通满意度，对照组为
51%，观察组为 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视频引导的边看边练分步心肺复苏 PWW 教学培训和
传统的心肺复苏培训相比，前者能提高技能考核均分分值，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的优秀率；住院医师对视频引导的
边看边练分步心肺复苏培训这种教学模式的满意度高于传统的心肺复苏培训，同时在师生沟通满意度方面也优于
传统心肺复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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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 G42; R459.7
[ 文献标志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5-3097（2021）04-252-4
doi: 10.3969 / j. issn. 2095-3097.2021.04.011

The effects of video-guided Practice While Watch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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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730, 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methods and vid‐
eo-guided Practice While Watch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modeforresidents. Methods 45 three-year
residents tr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48 three-year residents were trained by the video-guided Practice While Watching training method were se‐
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kill assessment, Passing Rate, Excellence Rate, and Satisfac‐
tion Survey were analyz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theoretical
scores, theoretical Passing Rate, and the skill Passing Rate (P>0.05).However, the theoretical excellence rate was 79.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6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kill perform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91.73±3.36)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90.98±4.44) (P<0.05). The excellence rate of
skill was 83.3%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trol group (64.4%, P<0.05). The satis‐
faction survey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in the con‐
trol group (81% vs 62%;67% vs 51%; P<0.05, P<0.05).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ardiopulmonary re‐
suscitation training, the video-guided Practice While Watch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skill assessments, 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nd the excellence rate of the skill assessment. the res‐
idents were more active in the video-guided Practice While Watching training than in traditional cardiopulmonary resus‐
citation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preferred to communicated with teachers under Practice While Watching 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 Key words ]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Practicing while watching teaching method; Video guid‐
ance; Satisfact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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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熟练地进行心肺复苏操作是每位临床医

苏 ，单 人 和 双 人 婴 儿 心 肺 复 苏 评 分（满 分 为 100

师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在 2014 年，卫生部印

分），然后计算技能平均分。并分别计算合格率（80

[1]

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办法》 提出心肺

分以上合格）和优秀率（90 分以上优秀）。

复苏培训是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必修课程，

1.2.3 满意度调查 调查住院医生对心肺复苏两种

是医学生毕业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心肺复

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按照满意情况分为非常不满

苏培训和考核是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必要

意，记为 1，不满意记为 2，一般记为 3，满意记为 4，

条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住院医

非常满意记为 5；满意度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人数

培训的基地之一，连续多年进行心肺复苏的培训和

的和占接受调查总人数的百分比。

考核，我们一直在探索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来提高

1.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

规培医师的心肺复苏水平，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020 年和 2021 年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心肺复

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两组间比较

苏的培训方式和考核结果，现汇报如下。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2 结 果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了 2020 年和 2021 年首

2.1 两组理论成绩、合格率、优秀率对比情况 观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三年住院医师规范

察组理论成绩均分为（93.50±4.64）分，对照组理论

化培训，选取 2020 年在我院进行住院医规范化培

成绩为（92.36±6.485）分，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理

训的三年住院医生，共 45 例作为对照组，男性 23 例

论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理论

（占 51.1%），女性 22 例（占 48.9%）；选取 2021 年在

成绩合格率 97.9%，对照组为 95.6%，差异无统计学

我院进行住院医规范化培训的三年住院医生共 48

意义（P>0.05）；观察组的理论成绩优秀率为 79.2%，

例，作为观察组，男性 22 例（占 45.8%），女性 26 例

对照组为 6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占 54.2%），两组比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和图 1）。
表 1 两组理论成绩、合格率、优秀率对比情况

1.2 研究方法

理论成绩（分） 合格率（%） 优秀率（%）

1.2.1 两组教学方法比较 2020 年三年住院医师

对照组（n=45） 92.36±6.485

95.6%

60.0%

心肺复苏培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大课讲解

观察组（n=48）

93.50±4.64

97.9%

79.2%

（单人和双人成人心肺复苏、单人和双人婴儿心肺

t/X

0.983

0.415

2.499

复苏）—模拟培训（同前）—操作考试（单人和双人

P

0.069

0.520

0.044*

成人心肺复苏、单人和双人婴儿心肺复苏技能操作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考试）—理论考试（心肺复苏相关理论知识，25 道选
择题，满分 100 分）—满意度调查；授课教师根据
2020 年最新版心肺复苏流程采用多媒体课件讲授
心肺复苏的基本知识，在教学模拟人上演示心肺复
苏操作，然后学生自行练习，老师点评和纠正错误，
培训 3h 后进行操作和理论考试，并填写满意度问
卷调查记录。2021 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果 ，采 用 美 国 心 脏 病 协 会 推 荐 的 PWW（practice
while watching）教学法[2]，统一录制心肺复苏教学视
频，根据视频老师讲解，同时分步根据视频边看视
频边实践，然后根据视频再综合练习，最后也是操
作考试，理论考试（同 2020 年）和满意度调查，培训

图 1 两组理论考核分值的单值比较

时间 3 h。

2.2 两组技能操作成绩、合格率、优秀率比较 观

1.2.2 心肺复苏掌握情况 教学后通过理论考试

察组技能操作成绩均分为（91.73±3.36）分，对照组

和技能操作的分值调查两组学生对心肺复苏的掌

技能操作成绩为（90.98±4.44）分，观察组的技能操

握情况，技能考试分别记录单人和双人成人心肺复

作考核成绩较对照组升高，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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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观察组技能操作合格率 98.0%，对
照组为 9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技能操作优秀率 83.3%，对照组为 64.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 2 和图 2）。

图 2 两组技能考核分值的单值比较

2.3 两组对心肺复苏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对照
组对教学方式满意度为 62%，观察组为 81%，差异
有 统 计 学（P<0.05）；对 于 沟 通 满 意 度 ，对 照 组 为
51%，观察组为 67%，差异有统计学 P<0.05，表 3）。
3 讨 论
通过视频引导的边看边练分步心肺复苏培训
和传统的心肺复苏培训比较，能提高技能考核均分
分值，同时提高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的优秀率；住
院医师对视频引导的分步心肺复苏培训这种教学
模式的满意度高于传统的心肺复苏培训，同时在师
生沟通满意度方面也优于传统心肺复苏培训。
3.1 通过视频引导的边看边练分步心肺复苏培训
能提高理论和技能成绩 心脏骤停（cardiacarrest，

CA）是危及生命的急危重症，如果在 4~6 min 内不
能及时给予正确的处理会造成心脑等重要脏器的
不可逆损害[3]；超过 6 min，生存率降到大约 20％，超
过 10 min，生存率则降至 1％~2％[4]，因而必须马上
给予正确处理。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及心血管
急救指南》多次强调了实施高质量心肺复苏的重要
性[5]，因此高质量心肺复苏是每个临床医师必须熟
练掌握的急救技能，对于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也
是必备技能。但是心肺复苏不是一种单一的技能，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住院医师容易流程不熟悉、出
现遗漏和操作规范性欠佳等，我们在工作中探索更
好的心肺复苏培训模式以期住院医师能熟练规范
掌握心肺复苏的技能，因此，高质量心肺复苏教学
是实现高质量心肺复苏的基础[6-8]，能否规范进行心
肺复苏操作直接决定了临床预后和效果[8-10]。
关于心肺复苏的理论培训，传统的心肺复苏培
训和视频为导向的分步练习两种模式没有统计学
差异，可能和理论绝大多数源于记忆和理解效能，
无论是幻灯授课还是视频引导讲授理论课程，对此
影响不明显。
3.2 通过视频引导的边看边练分步心肺复苏培训
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满意度 通过视频导向的
PWW 心肺复苏培训，先看视频，然后根据视频进行
单项训练，包括按压速度，按压深度跟着视频节奏
进行练习，更容易掌握技能操作的规范，因此技能
操作的均分更高；两组的合格率没有统计学差异，
但是优秀率存在统计学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传统
的教学方法强调按压深度、按压频率，但传统的方
法只是听和练习，机械的重复上述过程，不像视频
引导的，形象化程度更高，在视频引导带领下更容
易形成正确的精准的按压频率，按压深度。视频引

表 2 两组技能操作成绩、合格率、优秀率比较

对照组（n=45）
观察组（n=48）
t/C

单人成人
心肺复苏

双人成人
心肺复苏

单人婴儿
心肺复苏

双人婴儿
心肺复苏

技能考核
平均分（分）

合格率
（%）

优秀率
（%）

90.76±5.597

92.18±4.448

91.20±5.957

90.13±6.341

90.98±4.44

95.6%

64.4%

0.874

1.005

0.497

1.084

0.917

0.415

4.328

91.75±5.373

91.13±5.549

0.722

P

91.79±5.535

0.051

0.860

91.50±5.816

91.73±3.36

0.490

0.041

98.0%

83.3%

0.520

*

0.037*

表 3 两组对心肺复苏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教学方式
组别

非常
不满意

%对照组（n=45）

0

观察组（n=48）
χ
P

*表示 P<0.05。

0

不满意 一般
2
1

15
8

有效沟通

满意

非常
满意

满意
度

27

1

62%

12

27

81%

5.944

0.021*

非常
不满意
不满意
4
2

10
4

一般

满意

非常
满意

满意
度

16

13

2

51%

10

24

8

67%

13.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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