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致辞

尊敬的与会者们：

感谢您拨冗莅临挪度医疗第五届模拟用户交流会（Simulation User Network，

SUN）。挪度 SUN 会议旨在为广大医学教育工作者们提供最佳实践经验交流分享的平台，

以帮助推进模拟医学教育的可持续实施。

挪度在全球范围内举办 SUN 会议已超过 10 年，触及到的模拟用户已逾 2 万多人，会

议汇集了业界领袖和领域及学科专家，共同探索最佳实践方案，以帮助在所有医疗学科中推

进模拟培训。加入挪度 SUN，您将能发现创新策略 / 团结用户和行业领袖，学习最新技术。

本次 SUN 会议将围绕“通过模拟教学提升患者安全”之主题，由国内外知名模拟教学

专家为您带来医学模拟教学的最佳实践及前沿经验分享，为您拓展领域内的交流机会和关系

网络。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在医学模拟教育的前进路上，我们将始终坚定地与您同行。

Dear Sir or Madam:

We sincerely welcome and appreciate your participation in our Simulation User Network Conference 

in Beijing, which is themed in “Improving Patient Safety with Simulation Education”. We bring together 

industry leaders and subject matter experts to explore best practices and help advance simulation 

training across all healthcare disciplines with YOU!

The SUN was created to facilitat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users at all levels in the field of healthcare 

simulation. It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and simulation advancements that lead 

to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delivery. 

Laerdal have hosted SUNs for over 10 years and touched 20,000 simulation users. We understand 

your challenges - we have solution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mulation education with you all TOGETHER!

SUN Affairs Group, Laerdal China

挪度中国，SUN 会务组







医学博士、戈登医学教育教授、戈登医学教育模拟创新中心主任、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医学

教育研究高级副院长，其主要专业领域为：1) 研究、开发、运行，及评估基于模拟和计算机的教

学系统；2) 开发及评估基于模拟的测评方法，用于衡量学生及医师的竞争力；3) 开发及运行针对

教学和科研的师资培训项目。Issenberg 教授是心肺模拟病人哈维（获 2008 年共有专利）及基

于计算机的培训考核系统技术课程研发项目主任。此外，Issenberg 教授领导由临床医生、护士、

教学专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国际协会。该协会已经设计、运行并出版了若干项多中心的研究成果，展

示了模拟技术在临床技能教学与考核中的作用。Issenberg 教授以作者或合作作者身份，发表了

175 余篇论文、书籍、书籍章节，以及电子读物，与模拟和技术加强版学习系统的开发、使用与

评估相关。

S.Barry Issenberg

导师介绍 （按照嘉宾出场顺序排序）

姜冠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处处长，临床能力培训中心主任。

社会兼职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模拟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中国

医药教育协会医学模拟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专家《中华医学教育

杂志》编委

主要教学工作

2013 年带领人民医院模拟中心团队通过 SSH 认证；2017 组织全国专家制定医学模拟中心建设

标准专家共识（2017）；2018 获得教学相关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生物仿真材料及增强

现实技术的腔镜训练平台建设；2018 卫健委“十三五”住院医师规范化教材《模拟医学》主编

2009-2018 多次担任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命题专家及分赛区裁判长。

马来西亚妇产科协会前任主席

马来西亚围产儿协会前任主席

现任马来西亚妇产科协会受托人

现任职于 KPJ Damansara Specialist Hospital

马来西亚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在妇产科和母婴医学领域有突出贡献；马来西亚医学法律协会成员；

马来西亚医学超声协会终生会员；RCOG 国际会议（2012）主席；ICOE 项目领导成员；产科急

救重症课程区域主任。

Gunasegaran P. T. Rajan



Buffy Allen, 美国注册护士，护理学硕士，自 2002 年起一直专注于健康教育领域，在应用和认

可将高仿真模拟作为跨学科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的教学工具方面取得了长足性的进展。Allen 女士

在奥斯汀社区学院 - 护理学院，阿森松塞顿医院的跨学科区域模拟中心以及挪度医疗的工作期间，

潜心于通过使用高仿真模拟对创新教学策略的设计，开发，实施及评估的研究工作。Allen 女士非

常乐意分享新鲜观点及创新理念来推动模拟产业的发展。

Buffy Allen

导师介绍 （按照嘉宾出场顺序排序）

徐爱京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护理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从事模拟教学工作八年，负责实验中心的日常管理和模拟教 学工作，

参与国家继续教育项目“模拟案例设计及应用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并组织7年的全国培训班的授课，

2018 年参与美国护理大联盟（NLN）模拟教学课程，并成为核 心导师之一，在护理模拟案例设

计及实验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尚少梅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护

理分委会牵头人，中华护理学会第 27 届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北京护理学会副会长，国家

卫生标准委员会护理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护理分会副会长，北京护理工作者协会

副会长。尚少梅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康复院、护理院等中间医疗机构以及养

老机构的护理服务与管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的质量评价；长期护理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人员培训体系的设计、教材建设与培训实施；医疗、护理服务的质量评价等。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科技项目、卫生部、中国社会福利协会、首都医学发展基金、北京市卫

生局、北京市医管局等课题项目。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编及参编护理教材 40 余部；

带领研究团队完成的“老年人护理服务模式”的研究课题 2015 年获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二等奖。

获全国医学教育系统师德师风风范奖、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创新争优活动先进个人、北京市教育教学

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医学部师德先进奖等奖项。



医学博士、美国内科医师协会会员、美国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副教授、戈登医学教育模拟创新中

心教学技术开发部主任。作为执行教师课程督导委员会的成员，Scalese 教授负责医学院的主要竞

争力评估项目，同时是米勒医学院医学教育专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Scalese 教授取得了美国内科

学委员会的资格认证，同时是美国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Scalese 教授目前仍担任临床工作，同时

是医学生和住培生在心内科与临床技能方面的带教老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型模拟教学方法在

以竞争力为基础的培训和考核中的应用。作为特邀嘉宾，Scalese 教授在多次国际大会上就模拟医

学教育相关话题发表了演讲；作为合作作者，发表了若干篇引用次数最多的模拟医学教育论文，包

括研究高仿真模拟技术的哪些特征可以提高学习有效性的“最佳循证医学教育”系统类综述。

Ross J. Scalese

导师介绍 （按照嘉宾出场顺序排序）

高雨松
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急诊住院医师项目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模拟教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RC 毕业后医学教育合作中心外科学校教师。2006-

2007 巴黎 pitie-salpetrere 集团医院急诊科住院医师，同期获得法国巴黎第六大学急诊医学硕士。

同时担任：北京急诊医学学会危重症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鉴定专家。北京医学专家志愿服务团成员。

中国医学模拟教学联盟委员，中国健康医学教育 PBL 联盟理事，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模拟医学

教育分会理事。美国 UPtodate 中文版翻译及审稿专家。2011 年始至今担任北京市中法急救与

灾难医学合作中心高级模拟培训教师。2014 年巴黎笛卡尔大学高级模拟培训教师证书；2015 年

美国 iSIM master 导师证书。2018 年美国 Umaster 模拟核心导师培训课程助教。《急救医学高

级模拟培训教程》（副主编，人卫出版社），2014-2018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优秀教师。2017-

2019 继续教育项目《基于情景的模拟师资培训班》（国家级）负责人。

梅雪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急诊党支部书记，2004

年—2005 年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及 PITIE-SALPETIERE 医院做访问学者；在心肺复苏、多脏器

功能衰竭救治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科研和教学经验，特别是在床旁血液净化技术救治危重病方

面，有很深的造诣；主持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课题、睿 -e 基金等科研基金的研究，第一作者

发表 SCI、核心期刊论文 20 篇，主编、副主编论著 3 部，近年来积极倡导医学模拟培训，并创

建“Simteacher- 医学模拟导师课程”，享誉全国。2011 年荣获“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称号， 

2018 年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同时担任：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

学会急诊信息化建设学组副组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痛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急救医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师委员会委员、AHA-

ECC- 朝阳医院培训基地副主任、中法急诊培训中心模拟教学组组长。《中国急救医学》编委。



导师介绍 （按照嘉宾出场顺序排序）

方雅璇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美国护理大联盟中国护理模拟教学导师，JBI循证护理临床研究员，

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培训导师。主要从事护理管理、外科护理学和护理 教育研究，发表

CSCD论文多篇。曾师从FACN Tracey McDonald，并在JONM上发表SCI论文一篇。

杨冰香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博士，讲师，美国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社区精神和老年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 

际荣誉护士学会会员（Gamma Pi-At Large chapter），湖北省护理学会精神、心理专业委 员会

委员，护理学杂志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模拟教学与护理课程体系的整合、模拟教学的实施与评价、

精神健康。有十年模拟教学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教学经验。参与国家继续教育项目“模拟案例设计及

应用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并参与 7 年的全国模拟培训 班的授课。模拟教学领域发表相关文章 7 篇，

国际会议收录摘要 4 篇，参编专著 1 部，参与省部级项目 2 项，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1项。其他学术成果包括：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项目负责人），发表译著1部，

参编教材 3 部，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科研及教学论文 20 余篇（SSCI/SCI 论文 3 篇，CSCD 期

刊论文 6 篇）。

李婷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广东省学术与对外交流工作委员会委员。先后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大学 HOPE

护理学院，师从美国护理科学院院士 Marcia A. Petrini, 主要从事模拟教学和护理教育研究。迄今

为止，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等在护理学 SCI TOP 期刊等学术期刊和会议上 发表模拟教学相关

SCI-TOP 期刊，CSCD 论文等多篇。



田京
教授，硕士生导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关节骨病外科副主任、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外科教研

室主任，临床技能中心主任；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毕业后与继续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常务

委员、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模拟医学教育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学模拟教学专委会

委员、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学模拟教育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广

东省骨质疏松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2018 年获第二届羊城好医生称号。率

先在学校开展 PBL 教学和医学模拟教育，规范医学生实践教学，深受广大师生好评，获得“南方

医科大学首届优秀本科教师”、“南医优秀教师”，“南医教学名师”，“南粤优秀教师”等多项

荣誉称号。十二年来，坚持 PBL 教学及临床技能学改革，由其主持的“新型 PBL 教学法”荣获南

方医科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其指导下，本科生完成 SCI 写作并发表 9 篇，发表北大核心期刊

100 余篇。作为导师，指导本科生参加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实验设计大赛，获得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5 项，三等奖 9 项。

导师介绍 （按照嘉宾出场顺序排序）

Programs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 Manager Asia Pacific, Laerdal Medical

曾担任护理专业讲师，教授本科生临床护理课程。这就是我对基于模拟的学习方法产生兴趣和欣赏

的地方。我曾在大型三级转诊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和冠状动脉监护病房担任过临床工作。我还完成

了助产士培训，并在英国皇家飞行医生服务中心 (Royal Flying Doctors Service) 工作，担任航

空医学检索服务中心 (aeromedical retrieval Service) 的飞行护士。我于 7 年前加入拉达尔，最

初从事教育服务工作，目前担任亚太地区教育服务经理，并在该地区发展教育服务，同时管理澳大

利亚的教育团队。

Amy Dearsley

达娜·卡托
卡托博士拥有 24 年护理相关工作经验，曾就职于不同模式的医疗机构，担任多个专科部门的临床

和管理职位。近两年来，卡托博士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到中国培训，对中国的医疗和护理现状也有更

深的理解。卡托博士拥有 Grand Canyon 大学的护理学学士学位和护理教育硕士学位；Capella 

大学的护理教育博士学位。她在当地，州，国家乃至国际级别的专业协会担任要职，参与一系列咨

询服务，同时也致力于在不同级别的平台上发表刊物和演讲。卡托博士的激情是促进组织变革，推

动护理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卡托博士运用了最佳实践策略，以提高患者的临床结果。运用美国护

理认证中心 (ANCC) 的标准，设计和实施了手术室专科和心血管专科培训项目。2017，卡托博士

创办了针对中国护理管理人员的“美国 CNO 浸润式培训计划”，随后在《美国护理季刊》杂志发

表。她运用 SBAR 有效沟通工具的培训明显提高了医护沟通，双方的满意度，以及患者的临床结果。

这项成果得到医疗改进协会（IHI）的关注，受邀参与了 2017 年全国峰会的分享。

卡托博士目前担任 ANCC 认证专员 ; 亚利桑那州护理协会护理教育者专项团体主席；亚利桑那州

心脏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大峡谷大学和 Aspen 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导师介绍 （按照嘉宾出场顺序排序）

陈婕
美国优选医疗临床事务部总监

医疗英语培训师

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拥有超过 16 年的医疗工作经验，曾就职于上海公立医院和多家外资医院，

熟悉中美两国的医疗护理体系，能结合中国国情，熟练将美国护理管理理念运用于国内护理管理和

培训。

现担任美国脊柱和运动医学专家随行翻译，包括门诊，手术室，学术会议翻译

担任美国护理专家随行翻译，负责中方合作医院的护理培训，护理学术和管理会议翻译

拥有丰富临床经验，曾就职于新加坡百汇医疗，上海美华妇产医院

管理经验：曾任职外资诊所护士长，协助诊所筹建和护理部的管理工作



复苏培训产品系列更新
高效团队心肺复苏培训系统

发展高质量公众救生员

挪度复苏安妮系列产品模型旨在为医疗专业人员提供 BLS 和 ALS 培训。对于高级生命支持课程，团队培训在场景模拟过程中很重要。场景

模拟教学包含许多不同的挑战，超出了复苏的“按压和通气”技能。比如插管、药物治疗和除颤，以及像沟通和领导这样的软技能。挪度最新发

布的复苏安妮 SimPad Plus 新增与 AHA 联合开发的团队 CPR 评分功能，满足客户高效心肺复苏团队训练流程评估需求。

我们知道通过心肺复苏术培训可以发展更多救生员。但多年来，对学员表现提供准确和客观的反馈对导师而言是一项挑战，现在依旧如此。

QCPR Classroom 应用程序现在提供适用于小安妮 QCPR 的反馈技术和游戏元素。这有助于导师提升心肺复苏术培训质量、课堂效果和学员参

与度——可同时管理多达 42 个模型。

QCPR Classroom App 为我们的小安妮 QCPR 添加了客观反馈和竞赛元素。这大大提高了心肺复苏培训质量、课堂效率和学员参与度，

而且 导师可同时掌控多达 42 个模型的状况。同时所有培训数据可上传到中 心账户，方便培训中心进行持续性改进，复盘及管理。





我们引进了经 NLN 认证的护理模拟教育工作者和精通改进护理教育成效的行业专家。此系列模拟教学工作

坊采用主动式学习策略，令参与者沉浸到模拟教学法的学习当中，并参与到针对在模拟教学理论、引导性反馈、

课程整合和模拟教学评价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讨论和学习当中。

美国护理大联盟 (NLN)	
护理模拟规范化师资培训班



Laerdal.com/cn/SuccessfulSimulation

模拟教学理论
模拟教学理论是为管理者、师资和模拟团队设计的为期一天的工作坊。模拟教学

理论为师资发展和将模拟纳入到课程中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工作坊有助于在整

个组织内创造一个共同的愿景，以及对基于模拟的培训达成一致见解。此工作坊互

动程度很高，学习内容包括模拟的理论基础、可衡量的目标以及模拟团队的角色。

引导性反馈
这个为期一天、由 NLN 认证的护理模拟教学导师主导的工作坊将引领大家了解

基于循证的医疗模拟引导性反馈方法。在此过程中，学员将被分成小组互动协作，

体验许多小场景。该课程互动性很高，要求学员合作并且参与各种技能培训活动。

教学的重点在于提高包括角色扮演在内的引导性反馈质量。

模拟课程整合
这个为期一天、由 NLN 认证的护理模拟教学导师主导的工作坊将为学员创造机

会，与导师一起分析本单位特定的培训项目和 / 或课程设置，从而系统地将模拟教

学活动与项目和整体课程学习目标整合到一起；从而将全面的模拟场景，虚拟操作

和评价，与教学目标、知识点、技能和态度有机结合起来。

模拟教学评价
这个为期一天、基于循证且高度互动、并由 NLN 认证的护理模拟教学导师主导

的工作坊，将向学员介绍所有的模拟评价元素，包括模拟、引导和学习结果等。互

动式练习将指导参与者分析自己当前的评价实践，以及制定未来的评价方案。







挪度医疗 Laerdal Medical

•	挪威基因，北欧品质
•	品质来源于坚持，专注医学模拟领域
•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
•	全球领先的医学模拟教学解决方案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