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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医学生志愿教学在中学生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应用效果ꎬ为对中小学生进行有效的急救教育提供

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新乡市某中学初中一年级 ４ 个班 １９６ 人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班级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ꎮ 两组学生进行统一的理论培训后ꎬ对照组学生由医院医护人员培训学生的技能操作ꎬ实验组学生由经过严格培训并

考核合格的医学生志愿者进行技能训练ꎮ 培训结束后发放问卷调查培训效果ꎮ 结果　 培训前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１８ꎬＰ＝ ０.２４)ꎻ培训后实验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和技能成绩[(１１.４３±１.５３) (５.６８±１.８０)分]均略高于对照组

学生[(１１.３５±１.７７)(５.３０±１.７６)分]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３４ꎬ１.４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医学生志愿教学

应用于中学生心肺复苏培训中可以提高心肺复苏普及率ꎬ有效节省医疗资源ꎬ还能提高医学生的实践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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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护理管理及外科护理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０.０１２

　 　 心肺复苏(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ＣＰＲ) 是

抢救生命最基本、最关键的技术[１] ꎬ能有效提高抢救

成功率、降低院前死亡率ꎬ因此在第一时间进行心肺

复苏是无可替代的急救技术[２] ꎮ 许多发达国家从中

小学就开始对学生进行急救教育ꎬ从而有效普及学生

的急救知识和技能[３] ꎮ 目前我国主要由医护人员或

红十字会进行心肺复苏的培训[４] ꎬ普及的速度和广度

远远不够ꎬ因此急需探讨一种低成本和高普及率的培

训模式ꎮ 本研究通过比较医学生志愿教学与医护人

员带教中学生心肺复苏的培训效果ꎬ为提供中小学生

效的急救教育作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选取新

乡市某中学初中一年级 １ ~ ４ 班 １９６ 名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ꎬ按照班级随机分为实验组 ９７ 名(男生 ４７ 名ꎬ女
生 ５０ 名)ꎬ对照组 ９９ 名(男生 ５８ 名ꎬ女生 ４１ 名)ꎮ 纳

入标准为自愿参加本研究ꎮ 排除标准为不能完整参

加培训和调查者及接受过相关培训者ꎮ

２８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理论培训　 均依据 ２０１５ 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

救指南[５] ꎬ由课题组成员共同制定ꎬ主要包括:(１)院

前急救的重要性、生命链的内涵、正确呼救的方法ꎻ
(２)心肺复苏的主要内容ꎬ包括意识的判断ꎬ心跳呼吸

停止的判断ꎬ打开气道的手法ꎬ人工呼吸的方法、频

率ꎬ重点讲解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频率、深度、手

法等ꎮ
１.２.２　 技能培训 　 对照组学生由医院医护人员培训

学生的技能操作ꎮ 实验组学生由经过严格培训并考

核合格的医学生志愿者进行技能训练ꎮ 医学生志愿

者选自医学院校临床专业大二和大三的学生ꎬ经过专

业的技能培训和教学能力培养ꎬ经考核组考核合格后

进行技能课程辅导ꎮ
１.２.３　 评价工具　 (１)一般情况调查表ꎬ包括中学生

的年龄、性别、是否了解心肺复苏等ꎮ 在培训前发放ꎬ
并由学生自行填写ꎮ (２)心肺复苏知识测评卷ꎬ由课

题组成员根据青少年认知特点和 ２０１５ 心肺复苏及心

血管急救指南ꎬ 结合其他研究者的调查表自行设

计[６－８] ꎬ内容包含 １４ 个条目ꎬ主要包括判断患者意识

的方法ꎬ正确呼救ꎬ人工呼吸的方法ꎬ胸外心脏按压的

方法、部位、频率、深度等ꎬ答对得 １ 分ꎬ答错不得分ꎮ
在培训前后发放ꎬ由学生自行填写ꎮ (３)心肺复苏技

能评分由课题组成员设计[９] ꎬ内容包括中学生心肺复

苏技能掌握情况ꎬ包含环境评估ꎬ判断患者意识和呼

吸ꎬ正确呼救ꎬ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手法、深度、频

率ꎬ打开气道ꎬ人工呼吸ꎬ按压与人工呼吸配合共 １０ 个

条目ꎬ技能掌握得 １ 分ꎬ未掌握得 ０ 分ꎮ (４)培训满意

和急救信念调查表ꎬ在培训后由学生填写ꎬ包括对培

训老师、形式、时间等的满意度ꎬ对急救的信念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法计分ꎬ从“非常不满意” 到“非常满

意”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１.２.４　 组织实施　 通过与学校相关部门沟通ꎬ相关老

师协助安排培训场地和组织学生参与ꎮ 根据培训目

的和学生的需求ꎬ选择在学校多媒体教室进行培训ꎮ

先组织 ２ 个学时的理论培训后ꎬ再实施 ４ 个学时的技

能培训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培训前对学生进行课题介绍ꎬ并征得

学生的同意ꎮ 理论授课由同一位老师严格按照培训

方案进行理论培训ꎮ 进行技能带教的医护人员和医

学生志愿者在进入学校前ꎬ规范培训的内容和手法ꎬ
统一进行试讲且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带教ꎮ 问卷由

课题组成员进行统一发放和宣讲填写指导语ꎬ问卷回

收时检查问卷填写的完整性ꎮ 应用心肺复苏教学模

型 ２０ 余个ꎬ安排医学志愿教学人员或医护人员一对一

进行指导ꎬ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和教具进行学习ꎬ以保

证技能培训的效果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整理问卷后采用双人录入到 Ｅｘｃｅｌ
并核对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ꎮ 心

肺复苏理论得分、技能得分等以(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

采用 ｔ 检验ꎻ学生的一般情况资料等以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培训前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对

ＣＰＲ 的了解程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

为 ２.０２ꎬ６.１３ꎬ８.８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学生对 ＣＰＲ 的了

解程度很低ꎬ１２.７５％的学生不知道心肺复苏是什么ꎬ
２１.４３％的学生只知道名称ꎬ４１.３３％部分了解心肺复苏

但不会操作ꎬ２３.４７％能实施简单的操作ꎬ只有 １.０２％
的学生认为自己掌握了心肺复苏ꎮ
２.２　 培训前后两组学生心肺复苏理论知识得分比较

培训前后实验组(１.０５±０.７８ꎬ１１.４３±１.８３)与对照组学

生理论成绩(０.９２±０.７９ꎬ１１.３５±１.７７)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１８ꎬ０.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实验组与

对照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培训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５９.３９ꎬ－５３.５８ꎬＰ ＝ ０.００)ꎮ
２.３　 培训后两组学生心肺复苏技能得分比较　 在技

能评分的 １０ 个项目及技能总分ꎬ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培训后两组学生肺复苏技能成绩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评估环境 判断意识 电话呼救 按压部位 按压手法 按压深度 按压频率 打开气道 人工呼吸 按压呼吸比 技能总分
实验组 ９７ ０.５５±０.５０ ０.７２±０.４５ ０.７７±０.４２ ０.８１±０.３９ ０.６７±０.４７ ０.３９±０.４９ ０.３９±０.４９ ０.３９±０.４９ ０.４５±０.５０ ０.５３±０.５０ ５.６８±１.８０
对照组 ９９ ０.５１±０.５０ ０.６８±０.４７ ０.７５±０.４４ ０.７８±０.４２ ０.６５±０.４８ ０.３６±０.４８ ０.３４±０.４８ ０.３５±０.４８ ０.３９±０.４９ ０.５０±０.５０ ５.３０±１.７６
ｔ 值 ０.５８ ０.６８ ０.４２ ０.６３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７０ ０.５５ ０.８４ ０.４３ １.４８
Ｐ 值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６８ ０.５３ ０.７３ ０.６９ ０.４９ ０.５８ ０.４０ ０.６７ ０.１４

２.４　 学生对培训的满意度比较　 学生对于医学生志

愿者带教和医护人员带教的培训满意度得分均较高ꎬ
两组学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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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培训后两组学生对培训的满意度和态度信念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对培训老师满意度 对培训内容满意度 对培训形式满意度 对学习急救的兴趣 学习急救的必要性认识
实验组 ９７ ４.５８±０.８３ ４.４７±０.９４ ４.７３±０.４５ ３.８５±０.８５ ４.４８±０.５０
对照组 ９９ ４.６７±０.６９ ４.６１±０.７８ ４.７９±０.４１ ３.８８±０.９４ ４.６２±０.６０
ｔ 值 －０.８２ －１.０７ －０.９１ －０.２６ －１.８０
Ｐ 值 ０.４１ ０.２９ ０.３６ ０.７９ ０.０７

３　 讨论
研究表明ꎬ学生在培训后的理论知识得分高于培

训前ꎬ说明对中学生进行心肺复苏理论教学能够快速
提高学生对急救知识的掌握ꎬ有助于进一步学习相关
技能ꎮ 在我国传统的心肺培训模式中ꎬ基本都是先进
行理论培训[１０－１１] ꎬ运用问卷调查或者理论考核的形式
对学员进行掌握程度评价ꎮ 也有很多学者在探索新
的方法ꎬ如视频辅助培训[１２－１３] 、参与式教学联合视频
反馈[１４]等ꎬ运用方便快捷的互联网推广和普及ꎬ但该
方式在中学校园中使用有一定的局限性ꎬ中学生在主
动获取相关知识方面与成年人相比相对不足ꎮ 本研
究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情况ꎬ仍然采用传统的课堂理
论授课ꎬ培训效果显著ꎮ 心肺复苏是一门操作性很强
的技术ꎬ要想掌握必须动手实践ꎬ因此大多数相关研
究者都会对学员进行技能实践和考核[１５－１６] ꎮ 本研究
借助心肺复苏高仿真模型ꎬ对学生进行技能指导ꎬ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ꎮ 此外ꎬ４ 个学时的
技能培训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模拟训练ꎮ

本研究发现ꎬ实验组心肺复苏技能得分高于对照
组ꎬ可能与在校医学生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比较扎
实ꎬ培训时态度更加认真有关ꎮ 但从培训的满意度调
查结果看ꎬ医学生带教的试验组学生对培训老师、内
容和形式的得分低于对照组学生ꎮ 可能与医学生在
教学技巧上的不足有关ꎬ对培训的方式和与学生交流
的技巧方面仍有缺陷ꎬ需要在以后的培训中加以完
善ꎮ 本次担任培训教师的医学生志愿者ꎬ心肺复苏技
能考核未经过相关权威部门考核认定和获得心肺复
苏相关急救证书ꎬ以后需提前进行美国心脏协会救援
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ꎮ 此外对于培训工作的具体组
织实施方法ꎬ培训方案的具体环节安排不够细致ꎬ需
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ꎮ

我国医疗资源缺乏ꎬ医护人员或志愿者在进行急
救知识普及的范围远远不够ꎬ国外一些研究为提供培
训效果和降低培训成本ꎬ采用同伴教育培训模式对学
生进行基本生命支持培训ꎬ其效果与专业人员培训的
学生无差异[１７] ꎮ 有研究者通过调查专业培训和同伴
教育的两组学生 ３ 个月后 ＣＰＲ 掌握情况ꎬ发生两组学
生无差异[１８] ꎬ可见同伴教育的模式与专业培训都能够
使学生掌握 ＣＰＲꎬ且该模式成本较低ꎬ对于我国来说ꎬ
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ꎮ 我国学者也在同伴教育方面
进行过研究[１９－２０] ꎬ该培训方式效果明显ꎬ学生满意度
高ꎮ 本次研究采用的培训老师均为医学专业学生ꎬ参
加志愿培训不仅能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ꎬ也能迅速扩
大培训师资ꎬ对于心肺复苏的快速普及具有很重大的

意义ꎮ 综合评价该方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ꎬ建议进一
步推广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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