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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Tayeeba时，
她是一个4周出生窒息的存
活者。与她在一起的是她的
母亲，Rikta，以及刚完成
帮助婴儿呼吸（HBB）项目
并拯救了她的生命的接生
员，Sakhina。Tayeeba的故

事激励了许多全国培训师，他们于2012年共同在东南
亚推出这项项目。

现在，Tayeeba是一名健康的5岁儿童；已有来自80
个资源匮乏国家的超过500,000名接生员参与这项项
目。未来还有许多类似Tayeeba的出生故事发生。

该手册报告了挪度于2013年确立的目标的进展：到
2020年，帮助拯救的生命人数每年增加500,000人。“
帮助”是核心。挪度并不直接拯救生命。旁观者、现
场急救员和医疗护理人员才是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提
供基本帮助来拯救生命的人。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教育
者并提高生命拯救者的工作成效。

以下各页中所述的联盟项目使我们坚信我们的目标有
望实现。我们传承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人才、我们
与环境接触的方式以及我们解决不断演进的需求和机
会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支撑。

从Tayeeba的故事开始

Tore Laerdal，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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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1940年2月，Åsmund S. Laerdal以上述理念创业，在斯塔万格
成为卡片和书籍的出版商，随后扩展到玩具生意。该理念至今仍
然是挪度的理念。Åsmund着眼于创新，认识到了利用自身专业
知识生产塑料玩具用于新用途的潜能，因而开发了逼真的人体模
型以进行口对口复苏法培训。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挪度开发了多种产品和项目来支持医疗护理
教育和紧急干预。随着对患者安全日益增长的重视，医疗模拟开
辟了新领域，引入了一系列的逼真患者模拟人，使无风险互动式
培训成为现实。

挪度现状

现在，挪度已经成为一家在24个国家有约1,500名员工的国际性
公司，致力于帮助拯救生命。公司一直是一家家族公司，长期专
注于自身使命。2010年，成立了独立的非营利性公司挪度全球医
疗，以开发影响力高、价格实惠的产品，帮助拯救低资源国家的
婴儿生命。 

挪度价值观
- 倾听的能力
- 无尽的好奇
- 实际问题解决
- 尊重客户
- 努力工作并致力于
 持续改进

Laerdal values

Pride in our history

A clear vision

A sound company culture

A willingness to learn

A passion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dedication to help improve global health 

“如果我们能够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并
出色完成自己的工作，一定

能够实现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
并建造更强大的公司。” 

Åsmund S. Lærdal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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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成功

以下“平衡计分卡”呈现了挪度的两个部分：挪度医疗和挪度全球医疗，如何以互补的方式创造价值，共
同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以任务为导向的组织。

财务业绩 任务实现
 

其他因素

经营业绩 拯救寿命数 品牌资产

* 参考资料参见www.laerdal.com/references

挪度医疗

挪度全球医疗

由三名员工组成的挪度董事会每年
将根据平衡计分卡评估业绩。

销售额 拯救生命数 员工激励

更多机会

目前仍有许多需要应对的拯救生命的重要机会，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下图显示了猝死主要类
别的相对死亡人数。*

院前
心跳骤停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

100万 200万

呼吸停止

创伤

患者安全

溺死 窒息 出生窒息 新鲜死胎

道路交通事故 跌倒 其他

其他

战争、地雷、灾祸

院内
心跳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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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社区
丹麦已经成为欧洲国家中实施最佳复苏实践的典范，并且过去
10年里已经实现入院前心跳骤停存活数增至三倍。2003年推出
了国家心跳 骤停目录。自2006年以来，开展了Trygfonden（丹
麦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国家学校心肺复苏（CPR）培训项目。已
将17,00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投入社区。一项研究项目帮
助衡量和改进实施。2017年秋季，该国所有五个急救医疗服务
（EMS）系统的重要代表参与了国家复苏研究院并致力于具体的
随访行动—2018年5月举行的国家会议中将回顾进展。

最新的发展是引入HeartRunner应用程序来激活接受过CPR和
AED使用培训的非专业志愿者来应对社区内的心跳骤停急救。最
初2个月内有16,000名公民加入了该系统。收到疑似心跳骤停紧
急电话后，调度员会立即通知距离呼叫者位置300米以内的所有
HeartRunner。然后任何能够应对的Heartrunner可在应用程序
上进行确认，随后可在手机上收到准确的地址和指示。调度员按
下按钮就能够通知应对者300米距离内的所有可用AED。

大哥本哈根地区共注册有5,000台AED。
调度员屏幕上会自动显示距离呼叫者地点180秒
以内路程的AED位置（屏幕中央红点）。

许多其他城市推出了与丹麦Heart-
Runner相似的应用程序，包括新加
坡、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许多美
国城市。

CPR培训的最近进展包括通过技术辅助反馈实现质
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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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70%的心跳骤停发生在家庭中，家人和朋友均可成为生命拯救
者。仅进行CPR培训并不够，因为接受过CPR培训的人中，每三
个中只有一个在遇到心跳骤停时会实施CPR。在社区内开展CPR
培训加上电话帮助——所谓的电话CPR（T-CPR），是最佳策
略。另外，随着移动电话的广泛使用，T-CPR正变得几乎随处可
用。西雅图、亚利桑那州、瑞典和挪威的旁观者CPR率现已超过
70%，在新加坡、韩国和丹麦正快速增加。这些案例中的三分之
二是T-CPR。

这个“第一复苏团队”中，呼叫者和调度员是在韩国取得成功的
关键。存活率正逐渐增加，在80%的案例中调度员可在救护车抵
达前实施CPR。2013年挪度帮助实施了调度员培训，2014年与
首尔国立大学医院和首尔市政府合作开发了互补式社区CPR培训
项目。该项目名为HEROS，可培训旁观者，使其可与调度员进行
互动。新加坡有相似的故事：在调度员进行完T-CPR培训后，他
们通过DARE项目为外行开展了T-CPR相关培训。他们最近的年
度报告显示在过去的3年内，社区CPR率有显著增长，且存活者
数量增加一倍以上。

亚洲国家的心跳骤停问题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相似，但是大多数
亚洲国家才刚刚开始开发救护车抵达之前的CPR项目和计划。
通过印度和中国的HeartRescue之类的倡议以及EMS亚洲协会
的成立加速这些举措。挪度正在支持泛亚洲心肺复苏结局研究
（PAROS），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亚洲院外心跳骤停的结局。

这些成功在挪威激起一项称为“Sammen redder vi liv”（共同
拯救生命）的国家活动。目标是将院外心跳骤停的年存活率增加
至每5000万至9000万中有200人存活，多数潜力来自首个复苏团
队优化CPR质量。

“电话沟通者是心跳骤停
生存链的真正第一反应人

员和关键环节。”
美国心脏学会

T-CPR建议

呼叫者和调度员角色扮演已经成为
CPR培训的重要部分。

动员第一复苏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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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it被她丈夫，Stein，发出的异常声音
吵醒了。她试图唤醒Stein，但是他并未回
应。Berit感到害怕。她的丈夫一定出了什
么问题。她决定呼叫急救服务求助。

“他有意识吗？他呼吸正常吗？”这些关
键问题决定Stein可获得的帮助。Berit没有
信心实施CPR，于是决定叫醒Sondre，他
们18岁的儿子。Sondre最近接受过CPR培
训，在调度员的指导下，他实施了CPR急
救，直至救护车抵达并接手。现在，Stein
非常健康，已经又开始跑马拉松。

Stein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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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心跳骤停生存的最佳
实践*

 1 心跳骤停登记处 
 
 2 通过电话CPR进行更多、
  更好的CPR

 3 高性能 EMS CPR

 4 迅速调度

 5 CPR性能数据

 6 现场急救员AED项目

 7 扩展CPR和公共获取除颤的 
  智能科技

 8 学校和社区CPR/AED培训

 9 问责制

 10 追求卓越文化

传播最佳EMS实践
根据一项研究，美国的院外心跳骤停的存活率范围是3%至16%。
鉴于基于医疗科学的复苏指南现已普及，存活差距的原因来自于
教育的质量以及成功经验的实施。

复苏学院于2008年成立于西雅图金县，旨在提供一个平台供美国
急救医疗服务（EMS）学习最佳实践。它现已成为独立的教育基
金会。将近1,000名EMS领导者参加过复苏学会项目。基于这项
开创性的工作，已启动了三项倡议来加深和扩大其影响：

•	 全球复苏联盟

 2015年6月，在挪威斯塔万格附近的Utstein修道院，来自全球 
 的36名EMS领导者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来应对如何实施最佳 
 EMS实践的挑战。借此契机成立了一个全球联盟，“国际复苏 
 联盟”，该联盟自成立以来已经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中 
 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典、丹麦、瑞士和英国举行了多次研 
 讨会。 

•	 复苏学会基金会、美国心脏学会（AHA）和挪度联盟

	 该联盟致力于创建综合性EMS项目，以帮助改进实施效果。措 
 施包括系统评估、调度员CPR培训、个人复苏技能复苏质量改 
 进以及团队CPR表现加强。2018年第1季度开始在5个社区内 
 试运行，美国3个，全球2个。

•	 全球复苏联盟	

	 推及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许多年来，心脏性猝死（SCD）一直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生活方式造成的结 
 果。这些国家中约有100万例SCD。我们知道现在SCD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也是一个重要且日益严重的问题，世界健康组织（WHO）估计每年SCD 
 的死亡人数至少250万人。为应对该问题，2017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了通过改 
 进的EMS系统提高这些国家存活率具体方法的专家会议。东南亚、中国和印度 
 也紧随其后。

“您的生命不应因为您生存的地点
而受影响”

Mickey Eisenberg

复苏学院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任

*Global Resuscitation Alliance
 http://www.globalresuscitationalliance.org/

ten-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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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Dispatcher
Assisted CPR

Early recognition
and call for help

Quality 
Pro CPR

Quality Post
Resuscitation Care

存活框架

“生存链”30年来一直让社区专注于关键活动，以连接这些活
动提高心跳骤停存活率。显而易见，为了将这种连接的影响最大
化，需要一个具有较强领导力、系统化复习培训和高质量改进系
统的框架来支撑，同时依靠卓越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框架
目前称为“生存框架”。根据西雅图金县、丹麦和韩国的心跳骤
停登记表所示，有效实施该框架显著提高了存活率。

领导力

质量改进

卓越文化 培训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存活显著增加

图表*显示了从2006年到2014年至2016年间西
雅图、丹麦和首尔的院外心跳骤停率，各地区
的主要EMS系统。三个系统均为全球复苏协会
（GRA）的创始成员，专注于采取最佳EMS实践
来提高存活率。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10年内首尔的存活率几乎增
加一倍，丹麦的存活率机会增加两倍。虚线表示
如果持续该趋势，到2020年存活率会进一步增加
50%。

几项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EMS系统心跳骤停的平
均存活率可能与韩国的相似，即每100万（/m）
人口中约有50人存活。假定这些EMS系统采取
GRA十个最佳实践步骤，存活率可增加50%，即
2020年达约75人/100万人。这是GRA设定的目
标，将达到每年增加35,000名存活者。

在全球82%人口生活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中，情况显著不同。仅有少量的心跳骤停目击者
接受过培训，能够识别和应对这种紧急情况，调
度系统尚未成熟，救护车（如果有）常常会迟
到，人员培训不充分且设备不足。因此，当前的
存活率可能低至1人/100万人。通过适度实施最佳
实践，2020年可实现从1人/100万人至6人/100万
人的目标，每年拯救人数增加35,000名。

每100万人存活人数

西雅图

丹麦

首尔

平均值
高收入国家

平均值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 参考资料参见www.laerdal.com/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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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以来，挪度在CPR开发和
紧急心脏护理教育方面一直是AHA
的战略联盟伙伴。

RQI项目的目标是到2025年时有90%
的美国医院参加该项目。

“这可能是20年来AHA所参
与的最令人兴奋和最重要的项
目，在未来10年内可能仍然如

此。”

Nancy Brown
CEO，美国心脏学会

医疗护理质量领域的革命
将院内心跳骤停的存活率提高一倍

For decades, healthcare providers have typically been 几
十年以来，医疗护理人员通常每一年到两年开展一次基础和高级
生命支持培训。但是，近年来，研究者表明，通常在培训3到6个
月后，复苏技能会迅速退化。为了保持和改进这些重要的生命拯
救技能，挪度与美国心脏学会（AHA）合作以开发复苏质量改进
（RQI）项目。该项目使学员每隔3个月进行一次10分钟至15分
钟时长的练习小节，无需讲师指导。

早期报告显示质量、合规性、成本以及最重要的患者存活方面有
显著提高。在早期采用者中，达拉斯德州卫生长老教会医院在
第一年的存活率增加了1倍。这些结果使AHA判定：典型的RQI
实施每年每个医院可多拯救10个人。美国有5,400家急性护理医
院，挪度和AHA认为完全采用RQI每年仅在美国医院内可多拯救
50,000名生命。自推出以来，美国约有300家医院采用了RQI项
目，涉及300,000多名学员。 

系统为学生培训和认证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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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强度、高频率复习培训*

该培训方法的主要优势是价值更高，成本更低。学习是正常的日
常活动的一部分，而非将医疗护理人员派至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
专门进行学习而产生的费用，还具有逼真场景的优势。因此，既
可改善患者护理、又可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低质量CPR应该被认为是可预
防的损伤” 

2013年AHA关于高质量CPR的共识声明。

0  1 2 3 4 

初始培训

初始培 传统培训获得的典型技能每2年即退化一次 训

年数

熟
练
度

培训强度小、频率高，效果改善

* 参考资料参见www.laerdal.com/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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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护理教育

2015年，美国国家护理委员会（NCSBN）发表了一项建议：在
护理课程中，高质量的模拟可替代多达50%的临床实践。最近一
项研究表明美国有96%的认证护理学校使用过某种形式的模拟，
并且许多遇到满足最佳实践指南的挑战。

为解决这个差距，美国国家护理联盟（NLN）和挪度共同开发了
护理模拟教育解决方案（SESN）项目。目前为止，在美国已有
100多个学校实施了SESN，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为护士进行临床实践准备

许多医院没有高效、有效的培训新护士的方案。这会影响患者安
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75%的新护士会犯药物错误。未准备好且
没有自信的护士更有可能离职。美国有34%的新护士在第二年结
束时会离职。更换护士的成本较高，患者安全也受到高离职率的
影响。

NLN和挪度也合伙开发了“加速实践”方案。这是一个混合学
习方案，采用了同行-至-同行培训、电子模拟和亲身团队模拟培
训。分析平台采集并整理了性能数据。这可帮助医院评估并保证
新护士在进行患者护理前能胜任且自信。

 

 确保模拟有效的
最佳实践* 

 
 1 协助汇报

 2 现场复习培训

 3 分散练习

 4 课程整合

 5 临床变化

 6 难度范围

 7 个性化学习

 8 多个学习策略

 9 定义的结果

 10 有效的模拟患者

* 医疗专业教育技术增强模拟。系统化评价和荟
萃分析。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2011，卷9，978-88

帮助增强中国和印度的护士教育

2017年，中国教育部与NLN联合开
发了一项多年方案，以在几百个护理
学校中引入基于模拟的教育。印度护
理委员会和卫生部也在讨论一项相
似的倡议。国际护士联合会和国际
助产士联合会举办的2017年世界大
会举行了关于模拟教育机会的专家
小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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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ley van der Zee Orms（RN、BSN）
刚完成医院实习，某天夜里遇到一例病
患，需要依靠她的模拟培训来确保患者存
活。患者刚完成急诊手术，因肺栓塞而出
现心跳骤停。

Ashley将她的成功归功于在华盛顿州立大
学儿童医院模拟训练期间开展的一次相同
的案例，Ashley拨打了紧急呼叫号码，
起了带头作用，并指导实施了30分钟的
CPR。患者存活。

Ashley的故事

Photo: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ursing



16

SAFER模拟中心

2006年，斯塔万格大学医院、斯塔万格大学和挪度共同合作创立了SAFER，以提高患者安全并增强这些合作伙伴员工的
能力。超过250多名引导师正为护理和医疗学生、医院各科室的人员等积极运行50多项教育项目。2017年，SAFER记录了
14,000多天培训天数，其中1/3是医院现场模拟。SAFER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现在运营的1000多个患者模拟中心之一。

患者安全 
自美国医学研究所1999年发布的标志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报
告以来，对患者安全的重视日益增加，即：在安全环境下治疗患
者并保护其免受可预防危害的影响。初始培训和继续医疗教育均
是建立安全的患者护理环境的前提条件。

美国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者最近估计美国医院中
每年有达250,000名患者死于医疗过失。全球范围内，因医疗过
失而死亡的人数达200万至400万。但是，医疗过失的原因不仅包
括犯错，还包括未能立即采取行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报告中将基于模拟的培训和复习实践确定
为增强患者安全的主要措施。继续医疗教育以及维持医疗护理提
供者能力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提高团队合作和沟通方面（将一组
专家凝聚成一个专家团队）。

16

护士培训 产妇和新生儿 急救护理和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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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运动	 
患者安全运动（PSM）成立于2012年，使命是到2020年时将医
疗过失引起的可预防性死亡数降低至0。

PSM已确立了15个可行的患者安全解决方案（APSS），包括新
生儿安全、最佳复苏、气道安全以及产科安全。

3,500多家医院（其中40%位于美国之外）现在已经致力于这些
APSS，目标是到2018年预防150,000例由医疗过失导致的死亡。
这方案包括挪度致力于至2018年实现通过模拟教育培训方案多拯
救25,000名患者—与合作伙伴美国心脏学会协作—通过复苏质量
改进方案多拯救5,000名患者。

安全手术和麻醉

根据柳叶刀国际外科委员会，50亿人（即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
无法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手术和麻醉服务。2016年，挪度成为
了世界麻醉医师学会联盟（WFSA）的重量级合作伙伴。同年9
月，挪度基金会授予了WFSA一项经费，以在未来2年内在以下4
个国家中推广提高麻醉安全的教育（SAFE）项目：坦桑尼亚、孟
加拉国、尼泊尔和赞比亚。

WFSA一直与各国协会以及其他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尤其是英国
皇家麻醉师学会，来支持该方案的实施。

每个生命活动

2017年，挪度发起了“每个生命活动”，
以收集医疗机构通过模拟培训课提高患者
安全的故事。

目前为止，200多家机构参与了这项活动，
他们的故事将被分享以鼓舞其他人。每提
交一个故事，挪度都会向美国国家患者安
全基金会做出一笔捐赠。

Courtney Lindley，模拟协调员——亚特
兰大儿童医院（右侧）
Nora Colman，急救护理研究员——亚特
兰大儿童医院（左侧）

优化院内脑卒中治疗

对于脑卒中患者，治疗时间至关重要。每
提前15分钟可将无残疾时间延长1个月。
为将该时间降至最低，挪威的斯塔万格大
学医院启动了每周跨学科团队培训，专注
于沟通、诊断、交接和管理。他们模拟从
救护车至导管室的完整患者路径。仅几个
月后，他们便成功将治疗时间从29分钟降
低至14分钟——是世界上最好的实践结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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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产妇和婴儿存活
自2010年挪度全球医疗成立以来，挪度一直是帮助婴儿呼吸
（HBB）联盟的一名专注的成员。坦桑尼亚、尼泊尔、乌干达和
加纳的研究表明该项目可将早期新生儿死亡率降低50%并将新鲜
死胎降低25%。当在低收入和中等国家充分实施后，联盟相信
HBB每年能够拯救约50万婴儿的生命。

HBB项目的成功促进美国儿科学会（AAP）开发了三个拯救新生
儿的教育项目并促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属的Jhpiego开发了四
个拯救产妇的项目。这些项目可共同解救约四分之三的300,000
名产妇以及每年至少300万意外死亡的新生儿。即使政策已经实
施，实践可能远远落后于基于证据的指南。确实存在提高服务质
量的需求，尤其是在医疗设施中，因为许多国家的机构分娩和病
患儿童的护理都在增加。

最佳实践
帮助儿童存活和帮助产妇存活项目的实施*

 1. 保障卫生部购入

 2. 建立一个计划、培训和监测工作小组

 3. 开发国家推广计划，用于职前和在职
  培训（公私部门）

 4. 培训时提供学习材料和设备

 5. 确定并支持当地领导者和领先者

 6. 确定低剂量、高频率复习培训

 7. 确定机构级别质量改进团队

 8. 监测表现

 9. 建立一个报告和反馈系统

 10. 助力医疗护理提供者、家庭和更广
  大的社区

*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 
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10178073

帮助产妇存活 帮助儿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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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以来，挪度一直是美国
儿科学会（AAP）的联盟伙伴，共
同开发新生儿复苏与儿科基础和高
级生命支持项目培训解决方案。这
些项目已经影响到130个国家超过
400万名医疗护理人员。联盟已经
开发了几款支持新生儿复苏项目的
模拟患者（SimBaby、SimNewB和
Premature Anne）以及电子模拟项
目的模拟患者。

Jhpiego是美国巴尔的摩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附属的一家非营利性
卫生组织，在150个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运营，预防产妇及家人发
生不必要的死亡。挪度与Jhpiego
及其他组织合作，共同开发了一系
列“帮助产妇存活”教育项目，并
且还开发了适应当地文化、价格合
理的分娩模拟病人，以确保在60多
个国家中扩展这些项目。

挪度全球医疗是2012年由USAID建
立的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包括专
业医疗协会、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性
伙伴。
该联盟与国家政府和医疗专业人员
合作，以提高产妇、新生儿和儿童
的健康结果，且其对扩展“帮助婴
儿呼吸”和“帮助产妇存活”教育
项目起了重要作用。

生存与发展是一项公私伙伴关系，包括美国儿科、妇产科学和助
产组织、私营部门、拯救儿童、Jhpiego、USAID等。伙伴关系
与全球和国家专业协会以及全球医疗学者合作，通过培训、质量
改进项目、有效的技术和评价来加强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
（MNCH）项目。伙伴关系调动并为专业协会会员提供了条件，
以提高卫生机构高效MNCH干预措施的质量。

帮助儿童存活（HBS）是AAP开发的一套实践培训模块，基于最
新的WHO指南。这些模块针对新生儿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主要原
因，包括：帮助婴儿呼吸、每个婴儿基本护理以及小婴儿基本护
理。

帮助产妇存活（HMS）是Jhpiego开发的一系列模拟培训模块，
获全球专业组织支持，如各助产士、产科医师和妇科医生以及护
士世界联盟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模块包括针对产后出血预防
和处理的“分娩后出血”、针对临床决策和快速治疗的“子痫前
兆和子痫”以及针对使用产前糖皮质激素准备和预防早产的“危
险早产”。

提高2500万次出生安全

帮助儿童存活和帮助产妇存活项目现已影响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500,000多名接生员，尤其是医疗护理中心。假设这些接
生员每年参加50次接生，则每年会促成2500万次更安全的分娩。
挪度提供了模拟患者，不仅可用于初始培训，而且价格合理，即
使农村医疗护理中心也可购买，用来开展定期复习培训。

                                                                                       

HBB有潜力每年拯救约500,000名婴
儿的生命。

每年有300,000名产妇和3,000,000
名新生儿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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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项目和产品

挪度开发了一系列价格合理的模拟病人，以支持“帮助婴儿存
活”和“帮助产妇存活”项目。这些解决方案也适用于高收入国
家用于低剂量、高频率培训。
培训项目结合实践培训产品可帮助医疗护理工作人员获得分娩
前、分娩期间以及分娩后一系列并发症处理的知识、经验和自
信。

Pre-eclampsia	&	Eclampsia	
training program addresse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maternal mortality globally.

子痫前期及子痫针对产妇死亡的第
二个主要原因。

危险早产专注于发现可能分娩早
产儿的产妇以及出生前可采取的
措施。

正常和产程延长专注于确保正常
分娩在整个分娩过程中一直保持
正常。

产前护理 分娩 管理

MamaBirthie MamaNatalie BabyBirt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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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婴儿呼吸教授新生儿复苏的初
始步骤，提高出生时呼吸困难的婴
儿的健康状态。

分娩后出血
教授分娩第三阶段的积极管理，以
及早期检测和基本管理，以降低产
后出血导致的产妇死亡。

每个婴儿基本护理
小婴儿基本护理教授基本新生儿护
理实践，确保所有婴儿从出生至出
院时保持健康。

出生 产后护理 新生儿护理 

NeoNatalie，垂直面罩式
人工呼吸器以及Penguin 
suction

MamaNatalie PremieeNatalie
以及Nifty喂药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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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训至存活

从培训过渡到临床结果尤其依赖于当地主人翁精神以及通过低剂
量、高频率复习训练来跟进初始训练。

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Haydom Lutheran医院开展的“提高分
娩安全”研究项目中，在6年中紧密监测和评价了逾30,000次分
娩。共有10名博士生参与该项目，进行了适应当地需求的4次创
新，普及了定期复习培训，同时提高了分娩护理水平。
婴儿死亡数量从2014年的181人降至2015年的90人。

2011年至2016年期间，在Haydom开展的“帮助婴儿呼吸”
（HBB）和“提高分娩安全”项目，共拯救了120名新生儿的生
命：相当于每位助产士每年多拯救1个生命。*

为提高分娩安全项目开发的“提高分娩
安全组合”包括Moyo胎心率监测仪、-
NeoBeat新生儿心率计、带正压阀的垂
直面罩式人工呼吸器以及带有可调节肺
顺应及心率功能的高级NeoNatalie新
生儿模型。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

40

60

80

100

120

* 参考资料参见www.laerdal.com/references

拯
救

更
多

生
命

每名助产士
每年多拯救
一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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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00次到50,000次安全出生

2014年，挪度与国际助产士联合会（ICM）合作发起了“10,000
次安全出生”活动，以在两个试点国家（马拉维和赞比亚）扩
展“帮助婴儿呼吸”和“帮助产妇存活”项目。两国的助产士协
会已将这些项目引入国内所有护士/助产士学校，并且已经实现
了培养10,000名接生员的目标。

Jhpiego和AAP最近在乌干达开展的一项关于这些项目的效果的
研究表明：这些项目对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和产后出血有很高积
极作用。

2017年，根据试点项目的积极结果，ICM宣布了“征求计划”倡
议，让更多国家参与该项目，目标是在2020年巴厘举行的ICM世
界大会上可以报告达成50,000次安全出生。已选择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和卢旺达将在项目下一个阶段加入马拉维和赞比亚。

基本生命拯救商品规模化

根据PATH（一家国际非营利性组织）报告，帮助婴儿呼吸是建
议的进一步规模化的十个突破性创新之一。其于2013年由当时的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截至2018年初，已经分销了逾500,000件Penguin 
Suction、250,000件面罩式人工呼吸器以及125,000件
NeoNatalie新生儿模拟病人。

2020年生育计划

更积极的生育计划对于通过降低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普及性与
生育保健服务，从而确保健康生命不可或缺。生育间2年间隔还
可能将产妇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将儿童死亡率降低10%。

印度将通过向4,800万新使用者提供避孕服务助力“2020年生育
计划”项目，至2020年可预防100万以上婴儿死亡以及42,000名
产妇死亡。在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的请求下，挪度与其合作设
计了针对大规模子宫内避孕器放置的价格合理、便携的模块化培
训解决方案。产品于2017年6月推出。

产后宫内避孕器（IUCD）放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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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研究
除了挪度自己的研究外，公司通过向挪度急性医学基金会捐款对
研究进行贡献，该基金会于1980年与奥斯陆大学共同创立。

目前为止，该基金会已经支持了1,800个研究项目。其中包括挪
威斯塔万格外Utstein修道院内举行的25次专家会议，会议涉及
急救医学和教育各方面评价和报告的建议。最近的会议专注于院
前复苏项目以及帮助儿童存活和帮助产妇存活项目的最佳实践实
施。

基金会还为美国和欧洲的8个卓越中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以更
好地验证模拟教育以及开发用于急救情况下调度员对呼叫者进行
援助的挪威医疗指数。

自2010年以来，该基金会累计提供4000万（670万美元）挪威克
朗的年度资金，并专项拨款50%用作未来低资源环境下出生时生
命拯救相关项目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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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Sur vival from Out-of-Hospital 

A Call to Establish 
a Global Resuscitation 

Alliance

目前为止，已经在Utstein修道院举行了25
次专家会议。2015年举办的2次会议分别
确立了实施心跳骤停以及帮助婴儿和产妇
存活相关项目实施最佳实践的10个步骤。



26

演变的需求和机会

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如色轮所示，指出了到2030年可实现更
健康、更绿色、更公平和更包容的社会。

挪度支持SDG：其使命与SDG 3，身体健康与福祉尤为相关，
专注于提高医疗专业、第一反应人员和公众教育质量的解决方
案。SDG 4（高质量教育）、SDG 9（创新）和SDG 17（伙伴关
系）也与任务实施相关。

挪度与多个联盟伙伴和用户组紧密合作，以确保新的解决方案能
够彻底解决实际需求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挪度还是UN全球契约的成员，该契约鼓励全球企业采用可持
续、对社会负责的政策并报告其实施情况。全球契约覆盖人权、
劳工、环境和反腐败领域的10个原则。以下各页将详细介绍这些
原则。

选择的SDG	3目标

3.1：到2030年，将全球产妇死亡率
降低至70人/100,000人。

3.2：到2030年，终止5岁以下新生
儿和儿童的可预防性死亡，所有国家
都致力于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至12
人/1,000人，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降低至25/1,000。

3.4：到2030年，通过预防和治疗将
非传染性疾病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
之一，以及促进心理健康。

3.6：到2020年，将道路交通事故的
全球死亡和受伤人数降低一半。

3.7：到2030年，确保性与生殖健康
服务的普及，包括生育计划、信息和
教育，将生殖健康整合至国家战略
和计划中。

3.c：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筹
资以及员工的招聘、发展、培训和保
留，尤其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
小岛国家。

2017年联合国发表了一项关于实现
SDG3目标的全球进展报告，详情
参见sustainabledevelopment.
un.org/sdg3

SDG 4目标包括大幅增
加有相关工作技能的成
年人数。这种高质量
教育是确保挪度实现
SDG 3目标的基石。

SDG 17强调政府间、
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间
伙伴关系对实现可持 
续发展日程的重要性。

SDG 9强调行业创新的
重要性。挪度有跨学
科和以客户为中心的
团队，以确保由拯救
生命和商业潜能驱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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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确定了展示重要拯救生命机会的医疗护理和教育趋势。挪度正积极探索并采用不断改
进的技术以满足这些需求。对于用户来说，这包括增强/虚拟现实；基于云计算的数据采集用
于反馈和学习管理系统；预测个人能力维持需求并为急救医疗护理人员提供建议的机器学习。
开发和制造过程包括自动化、数字化、3D打印以及全新基于云计算的客户资源管理和业务系
统。

2016年，挪度采用了一个新的开发流程，有跨学科和以客户为中心的团队，与合作伙伴和用
户共同设计和实施基于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医疗护理趋势

关注患者安全
提高护理质量
老龄化人口

个人健康跟踪
分散系统

缺乏提供者
成本控制

教育趋势

同伴学习
自我导向学习
快速反馈回路

适时复习
移动/远程学习

适应性学习
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拯救生命机会

实现伙伴关系
以影响为中心的商业模式

继续学习平台
整合的模拟解决方案
数据驱动决策支持

加速临床准备
远程护理辅导
衡量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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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招聘人才时牢记使命

挪度员工对公司使命的理解、对战略的了解以及对工作的参与度
对于实现客户和合作伙伴影响力至关重要。

左侧描述的研究，强调了需要招聘对使命有坚定承诺以及对本职
工作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

该研究表明公司的使命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动力源，可影响员工的
幸福感和工作表现。创造实现使命和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双赢”
局面。但是，结果也强调挪度需要担负起诚挚地培养使命的领导
责任。

绩效管理

挪度的绩效管理过程是经理与员工之间定期开展以下对话：工作
任务、责任范围、优先任务、目标和能力发展。2017年，将绩
效、能力发展和学习整合至一个系统中，以简化经理和员工的
流程。目标是增强有助于个人发展的个人责任；满足更有效
的战略需求并增加内部人才数量。

员工激励

挪度会开展年度调查，以了解员工对公司重要问题
的看法，包括价值观、领导力、战略认识和业务看
齐。2017年，84%的员工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鼓
舞，回应者报告称他们理解公司战略，并且对于帮助公
司实现目标非常有信心。

整合任务

两位研究者，来自中佛罗里达大学的
Steven W. Whiting和挪威经济学院
的Alexander M. Sandvik，正在进
行的研究项目确认挪度的使命整合良
好、具有真正的价值。

对员工个人的影响：
研究表明员工对挪度使命的认同度
越高，越理解挪度的使命意义，其
自我报告的工作满意度和主管报告的
表现越好。

对领导的影响：
他们发现领导者以任务为导向的动机
越高，其跟随者对其的客户和团队成
员重视程度的评价越高。

对客户的影响：
研究从挪度客户处收集了调查报告，
并将这些报告与同客户接触的销售人
员的调查进行了匹配。客户对亲社会
动机更高的销售人员的评价优于亲社
会动机更低的销售人员。

2017年有些问题的品均分 
（1-100的评分等级）
员工调查

我理解我的工作可帮助公司实现战略
目标。88%

85% 我相信我们可以实现帮助拯救
500,000条生命的目标。

87% 挪度使命对我个人来说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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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5,00名员工中女员工的比例。

我理解挪度行为准则中的关键元素。

46%

88%

36%

86%

85%

全球243名领导者中女性的比例。

当我遇到工作相关的道德困境时，我
会遵守挪度价值观。

 在过去6个月内，我在工作中未遇到
欺凌行为。

员工性别平衡	

近年来，更加重视员工性别平衡，以拓宽挪度的人才库，更好地
反映其用户需求及其需求。目前，1,500名员工有46%是女性。
在领导中，36%是女性，因此我们在某些业务领域有提高的空
间。

员工多样性

一个重要的领域是确保机会平等。在24个国家中经营突出了挪度
员工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在挪威公司，400名员工来自40个国
家。对于挪度来说，这种多样性有利于提高文化意识、差异敏感
性以及扩宽能力基础。

供应商多样性

Ruolin是中国苏州挪度制造厂的合作伙伴，Ruolin的所有员工
都是残疾人士，包括听力或视力障碍以及其他身体和精神残
疾。Ruolin强调雇佣这些人并不是为了慈善，而是因为其相信这

有利于实现良好的经营成果。

道德标准
挪度坚持只与根据行为准则展现出高标准的合作伙伴
合作。内部过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以确保所有
员工理解并遵守行为准则中制定的标准。

对抗贪污

2016年的可持续报告中，描述了中国的腐败问题。为避免
再次发生此类问题，挪度引入了改进的合同并加强对员工和

领导者的培训。

揭发

透明度对于确保没有骚扰和腐败的环境非常重要。挪度内部网站
上的揭发者热线是一个重要渠道，用以报告工作环境不符合挪度
价值观的情况。

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和市场领导地位。

2017年有些问题的品均分 
（1-100的评分等级）
员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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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挪度已经确立了流程，以确保内部和供应商各厂均符合全球环境
法规。挪度环境行为准则确立了公司的立场，致力于将不利影响
降至最低。

我们绘制了自2010年以来分销、制造和商务旅行领域运营时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数据表明整体排放量较2010基线年增加10%。同
期内，净销量增加了25%，这意味着排放量与活动的比例有所下
降。这些年来，我们降低了制造地点的能源消耗，同时降低了亚
太地区供应链对空运的依赖。

但是，过去2年内并未实现预期的提高。考虑了减排的机会和替
代方案后，我们设定了目标，到2020年将排放量降低30%。2017
年的项目和举措让我们坚信一定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挪度环境行为准则

商业和行业政策和运营十分重要，利
于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用的影
响。挪度致力于在其所有制造和分销
链和网络中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经营
活动。为了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挪
度在可行时使用了环保材料和环保的
制造工艺。

旅行排放量

一个关注的问题是商务旅行产生的排
放。挪度投资了通信设备，以鼓励有
效的跨境合作。但是，公司需要与
24个国家的外部合作伙伴和同事保
持客户亲密度和文化敏感度，这需要
面对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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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至2020年排放量

降低30%

直接排放（天然气）

其他非直接：商务旅行

能源非直接（电）

2018年-2020预测排放量

其他非直接：分销

净销量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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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太阳能

为减少我们的环境足迹，挪度计划
2018年在我们德克萨斯州盖茨维尔
的美国工厂投资太阳能。

工厂屋顶将安装一个282 kW的太阳
能系统。

运行后每年将发电约400Mwh，相
当于我们电力消耗的50%以上。

挪度和GRI标准

该表格引用了全球契约原则的页码索
引和GRI标准的相关绩效指标。根据
对挪度可持续性绩效的重要程度选
择指标和指标范围。报告与2016/17
有关。

亚太地区分销中心

随着挪度在亚太地区新兴市场销量的不断增长，该地区航空货运
的使用增加、排放量有所增加。为降低航空货运的使用，2017年
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新的地区分销中心，以服务整个地区。我们期
待实施该举措后，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降低20%。

环境废料

多年来，出于环保考虑，挪度抵挡住了开发单次患者使用产品的
诱惑，除非不可避免时。而且，我们开发了可重复使用和耐用的
解决方案，积极探索机会并投资创造数字解决方案。2017年，我
们创立了挪度Bangalore，加大努力在哥本哈根和斯塔万格增加
我们的数字解决方案组合。

2016年至2017年，工业废物减少20%。驱动因素之一是对产品
进行了设计变更以降低废品率。

全球契约

原则1和原则2，
人权

原则3-6，劳工

原则7-9，环境

原则10，反腐败
	

GRI标准

412-2，第28页
412-3，第28、29页
413-1，第26页

102-8，第28、29页
202-2，第29页
404-3，第28页

305-1，第30页
305-2，第30页
305-3，第30页
305-5，第30、31页

102-16，第29页
102-17，第29页
205-2，第28、29页



在挪度，我们致力于防止任何人因分娩或急病、创伤或医疗过
失而死亡或残疾。我们的解决方案用于急救和急诊护理-*高质量

教育和治疗。

www.laerdal.comwww.laerdalglobalhealt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