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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高原完成持续３个月产前超声培训
项目可行性评估
王卫云１　陈宇２　徐书真３　李建华２　拉姆次仁４　尼玛玉珍５
次仁玉珍４　旺久６　陈佩文１　陈欣林１
（１．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超声科，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２．湖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西藏
山南　８５６０００；３．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西藏总队医院，西藏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４．拉萨市妇幼
保健院，西藏拉萨　８５６０００；５．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拉萨　８５０００；６山南市妇幼
保健院，西藏山南　８５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西藏山南产前超声培训基地首次承担２０２０年中国出生缺陷基金会持续３个月高原
培训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可行性评估。方法　①组建中国产前超声领域强大的师资团队；②按照中国出
生缺陷基金会培训大纲，结合高原学员特点，编制理论授课教材与实际操作训练方法，学员上机训练采
用带教老师手把手带教的方式；③线上与线下培训相结合；④建立严格培训管理制度和编制培训手册，
记录每位学员的学习轨迹；⑤建立适合高原超声医生的理论考试题库和实际操作考试方法。结果　此
次培训学员３４名，第一阶段理论培训７４．５ｈ，上机训练１６０ｈ；第二阶段线上复习每位学员自主学习时长
平均２８ｈ；第三阶段提交中孕期系统筛查和妇科标准扫查病例，每名学员８份，共计２７２份；学员理论考
试、实际操作考试，出勤率达到了预期目标，综合考试成绩：优秀（≥９０分）１３人，占比３８．２％，良好（８０～
８９分）１４人，占比４１．２％，及格（６０～７９分）７人，占比２０．６％，全部获得结业证书。结论　本次培训是
中国产前超声专家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中国出生缺陷基金会持续３个月高原培训项目。制定适合高原医
生产前超声理论培训教材与全套的实际操作训练方法，是逐渐在西藏自治区推广普及产前超声规范标
准指南、完成基础训练的重要保证。本项目的师资组建、严格管理体系、编制教材及实际训练方法、线下
与线上授课交融的培训方式和获得的培训效果均展示了我们所建立的高原培训模式是可行的，圆满完
成了３个月高原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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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是出生缺陷二级预防最重要的筛查及诊断
手段，随着国内和国际超声检查指南的持续推广与
培训，早、中孕期的胎儿心脏、超声多普勒、双胎妊娠
等超声检查技术在内地普及多年［１５］。西藏地广人
稀，超声医生奇缺，一个县可能只有一名超声医生，
产前超声医生更是凤毛麟角［６，７］。２０１６年西藏地区
只有拉萨市妇幼保健院一家医院做非常少的切面，
大多数地区产前超声筛查仍然是空白［８］。虽然多年
来有不少内地专家团队走进西藏进行学术交流和培
训，但培训时间短且内容泛，成效甚微。２００４年湖
北省妇幼保健院作为卫生部首批产前超声培训基
地，拥有１７年产前超声专业化培训经验，每期培训
班培训时长需要３～６个月时间。多年培训经验告
诉我们，在一个区域实现产前超声规范标准推广普
及至少需要用２～３年时间做持续的培训。但在高

原做产前超声专业化培训，西藏特殊的人文环境难
以照搬内地经验，对于产前超声专题培训没有现成
的经验可以遵循。２０２０年中国出生缺陷救助基金
会（简称“基金会”）３个月培训项目首次进入西藏，
本研究针对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与评价，分析
高原产前超声培训基地完成本项目的可行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１０日，西藏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湖北省西藏山南产前超声培训
基地、山南市卫生健康委、拉萨市妇幼保健院和山南
市妇幼保健院联合，承接了基金会３个月培训项目，
对来自西藏自治区７个地市２６家医院的３４名超声
医生进行了为期３个月的产前超声培训。
１．２　方法　①集国内产前超声诊断领域优秀的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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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成进藏培训师资，其中９０％为（基金会）培训
项目国家师资，保证了高质量的师资队伍。②根据
（基金会）教学大纲紧密结合高原产前超声医生特
点，编制专门的培训教材，结合高原医生特点制定实
际操作训练方法及要求。③为充分利用师资资源，
同时解决部分专家不能耐受高原反应的客观情况，
采用进藏现场培训为主，线上培训为辅的培训方式。
④建立严格的培训管理制度和编制学员培训手册，
记录每位学员３个月学习轨迹。⑤实际操作训练是
非常重要的环节，西藏只有拉萨市妇幼保健院可以
承担上机操作训练，为了让学员能尽快熟悉中孕期
胎儿超声基础切面，同时开４台彩超机器进行产科
超声练习，每天上午安排８名孕妇，下午安排６名孕
妇。训练方法是手把手教学员操作练习，在５ｍｉｎ
内至少要完成３个标准切面，保证每个学员每天２
次上机操作机会。根据学员基础不同提出不同的操
作要求，初学者要求打出头围、腹围及四肢切面，有
一定基础的学员要求打出颜面、鼻骨和肾脏，基础更
好学员打出心脏的４个标准切面，每５个学员练习
完后由指导老师上台复核检查。⑥第二阶段巩固第
一阶段的培训课程，每周老师上线售中辅导１～２
次，第一月８０个学时的课程全部放到线上，学员自
主选择课程打卡完成，要求每位学员完成不少于
２０ｈ的课程，每周老师线上集中辅导１～２次，保证
理论培训知识反复强化。⑦高原学员实际操作考试
一次性完成产科筛查３４张图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制
定了特殊的考试形式，把胎儿３４张图分成胎儿各个
器官，如脑、胸腔、心脏、腹部、肾脏、肢体、胎儿附属
物等，做成抽签形式，每个学员按照抽签完成考试。
⑧第三阶段为学员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按照第
一、二个月培训基础指南完成产科中孕期超声系统
筛查和妇科子宫附件基础检查共计８份，并提交图
片，由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培训基地老师进行远程审
核并打分。⑨３个月培训结束后实行综合考评：理
论考试、上机考试、出勤率、学习手册、中孕期系统筛
查提交作业分、妇科标准扫查作业分，分别按照
２０％、２０％、１５％、１５％、１５％、１５％的比例计算总成
绩。

２　结果

２．１　培训师资　本次培训第一次建立了梦圆雪域
志愿者专家团队，培训师资共计２０名，均以志愿者
身份参与本次培训项目。其中１４名主任医师、５名
副主任医师和１名主治医师。他们来自武汉、成都、

上海、北京、西安、重庆、江西、苏州，湖北夷陵９个省
市及直辖市，９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出生缺陷
人才培训项目和各省级产前超声诊断骨干培训师
资，１１名专家进藏现场授课及指导，９名专家远程线
上授课，培训专家详见附表１。
２．２　培训学员分布　此次培训学员３４名，来自西
藏２６家医院，遍布西藏全区，其中藏族学员２７名，
汉族学员７名。拉萨市和山南市分别在培训人数和
培训医院数居于首位。学员分布详见表１。

表１　参培学员分布
项目 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昌都那曲林芝

人数（名） １３ １２ ２ ２ ２ ２ １
医院数（家） ５ １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２．３　理论授课及上机操作情况　此次培训第一阶
段理论授课７４．５ｈ，其中线下授课４４．５ｈ，线上授课
３０ｈ。培训总计完成１６０ｈ的上机训练，３４名学员累
计完成实操训练１９２次，报告书写２０６份，观看正常
与阳性病例４８３例。学员通过上机操作培训后，２１
名学员能够独立完成一个胎儿的３４个标准切面操
作，余下１３名学员在老师或其他学员帮助下也能打
出３～２０个标准切面。第二阶段线上复习视频在线
培训时长累计８５ｈ，专设妇科超声专项课程、儿科超
声和乳腺超声课程供学员学习。线上学员自主学习
视频播放时长累计９５２ｈ，每位学员平均完成２８ｈ。
２．４　学员考核情况　理论考试制定了适合高原学
员特点的试题题库，考题尽量切合编制的培训教材，
按照每堂课的知识点出题：理论考试最低分７６分，
最高９８分，优秀（≥９０分）学员１９人，占比５５．９％；
上机操作考试及格（６０～７９分）１６人，良好（８０～８９
分）１２人，优秀６人，占比１７．６％；学员线下和线上
综合出勤率达到８５％以上。第三阶段平均每名学
员提交中孕期系统筛查和妇科标准扫查病例８份，
共计２７２例，中孕期系统筛查作业分及格１５人，良
好９人，优秀１０人，占比２９．４％；妇科标准扫查作
业分及格１０人，良好２人，优秀２２人，占比６４．７％。
学员综合考评成绩平均（８５．６±８．４）分，优秀１３人，
占比３８．２％，良好１４人，及格７人。

３　讨论

在高原做培训能借鉴的模式几乎没有，此次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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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借鉴中国出生缺陷救助基金会湖北基地超声专项
部分培训经验［９］，同时也借鉴了我们过去几年在西
藏开展产前超声培训的经验［１０，１１］。此次培训的专
家均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培训，他们不计报酬，努力克
服高原反应，因为志同道合走在一起，成立梦圆雪域
志愿者专家团队。此次培训９０％师资是基金会项
目培训国家师资，他们以梦圆雪域专家团队的身份
首次承担３个月高原培训项目，强大的师资团队是
项目顺利完成的核心所在。

西藏自治区产前超声和内地差距大，参加培训
的学员很少有专业超声医生，当地接受过规范培训
的医生极少，水平层次不齐，这对完成培训项目是极
大的挑战。每位授课专家在准备自己的课件时都牢
牢把握基础理论和基础训练这一要点，结合西藏实
际情况专门编制了为高原学员授课的教程，课程以
国际妇产科超声指南、国际妇产超声基础理论和基
础训练为主导，每一个课程从基础理论开始进行深
入浅出的讲解，课程涵盖人类胚胎学、产科危急重
症、早孕期胎儿检查、胎儿生长参数评估、中孕期胎
儿检查方法，中孕期胎儿异常涉及到胎儿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颜面部、神经系统、肢体畸
形、骨骼异常、胸腔畸形、胎儿附属物异常、胎儿染色
体异常等，把握最常见和最基础的课程。每节课开
始有课程的知识点，方便学员把握整体课程，结尾有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结业理论考试题库来自于每节
课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西藏高原医生大部分是第一次接触产前超声专
项培训，很多课程几乎从来没有听过，许多知识点也
几乎没有接触过。即使培训现场用非常慢的速度讲
解，通过一次授课，能够理解的学员仍然非常少，所
以知识反复强化和反复训练在西藏培训中格外重
要，在培训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设计了远程线上课程，
８０个小时的课程全部放到线上，实现了反复点播和
多次学习的目的，学员根据自己的需求点播课程，每
个学员平均完成２８个小时的课程，每周老师上线集
中辅导１～２次，对知识的巩固与强化有显著的成
效。线上培训是对现场理论培训后的一种很好的补
充形式，值得在高原培训中借鉴推广，后期对线上知
识进行定期更新和与学员在日常工作中实现相互交

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实际操作训练对于学员如何把理论课程运用到

实际中非常重要，也是学员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
能不能完成高原孕妇胎儿筛查最重要的环节。高原
培训条件和师资无法和内地相比，几乎每个培训知
识点我们都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按照高原特点制定
操作训练方案，在老师和学员的共同配合和努力下，
我们摸索出有效的上机训练方法：短时间、少的切
面，反复循环上机，受到学员的好评，取得了良好效
果，顺利完成了高原的实际操作训练任务。培训第
３个月学员回到各自的岗位后，要求每个学员提交
妇科与产科标准化图像，检验学员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程度。３４名学员总计提交了２７２份基础训练病
例，取得了好的成绩，进一步说明了此次培训效果显著。

此次培训建立了严格和细致的管理体制，制定
综合考评方式，除了理论考核、上机考试、出勤率和
提交作业分外，专门为西藏学员设计培训手册，做好
细节管理，记录学员每天学习理论课程的内容、体
会、建议、上机操作训练进程及每日、每周小结等，作
为综合考评的标准之一。学习手册有助于学员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留下每位学员的培训足迹和
档案，后期经验总结是必要的。

这种全新的培训模式是首次用于西藏，３４名学
员综合考评成绩全部合格，圆满完成了３个月的培
训任务。来自雪域高原专家的肺腑之言：“是西藏的
学员们让我更加理解了生命的价值，他们对专业知
识的渴望就是我此行的使命所在”。学员用朴实的
语言给予此次培训高度的评价，那曲的学员说：“你
们了解西藏，知道高原的医生需要什么，回去了我一
定要慢慢地开展产科筛查”；阿里的财旺主任说：“老
师让我明白侧脑室增宽不全是脑积水”；日喀则的贡
桑医生用不流利的汉语说：“老师让我学到了很多很
多……”。这次学员虽然只有３４名，他们却来自西
藏７个地市，他们是火种，相信他们必将形成燎原之
势！本次培训根据高原特点量身定制的培训方案，
从师资、教学大纲，学员管理模式、课程设计、实际操
作训练，远程训练巩固知识、考试模式和综合评分方
法，在３个月培训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检验。３
个月的培训模式是成功的，值得在高原培训中推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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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参加本项目培训的梦圆雪域志愿者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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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分析［Ｊ］．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１４，１２（３３）：４６４８．
［７］　任建委，拉巴桑珠，扎西达娃．西藏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分

析［Ｊ］．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１９，１２（３８）：３７４０．
［８］　郭蕾，边巴卓玛，普布卓玛，等．拉萨市人民医院７０１４例围产

儿出生缺陷的回顾性分析［Ｊ］．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７，３
（１８）：２４６２４７．

［９］　王卫云，陈欣林，马全福，等．湖北省产前超声诊断专业人员培
训情况分析［Ｊ／ＣＤ］．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９，４
（１１）：２０２４．

［１０］　黄君红，陈欣林，次仁玉珍，等．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拉萨市妇幼保健
院产前超声筛查培训效果评价［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２０，１５
（３５）：２７４６２７４９．

［１１］　黄君红，陈欣林，徐书真，等．在西藏自治区首次推广规范化产
前超声筛查的效果评价［Ｊ］．妇产科超声影像学，２０２０，５（１７）：
４５７４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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