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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的出现对临床医疗和病人管理

过程产生了莫大影响，使医护人员可更

快更准作出临床诊断，尤其是在围手术

期、麻醉科、超声科、重症监护、急诊

内外科、心血管内科、心脏外科医生和

其他医疗专业上。 超声检查正急速发

展成为主流诊断做法，通过这套国际

标准的专科主题 《Micro临床超声短

训课程》，让各级别的医生可不受时

间和地点的限制，也能掌握到超声知

识和技术，从而提高临床医疗水平。

在阅读每篇教程章后，需要在网上测试区

中进行相关教程章测试和病例研究。试题

均为单选题，而合格分数是70%。若不

合格，系统会自动更新，提供若干重做机

会。而且，在通过测试后，将立即显示解

题部分，帮助巩学员固知识。

课程介绍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临床超声心动图
数字化教育模式 (eLearning) 

学习知识

互动电子教程章和在线病例研究， 

包含大量图片和演示视频

学习平台 

教材通过智能手机专备的 

iTeachU APP和电脑中的网页 

浏览器传送

巩固知识

阅读教程章后进行网上测试， 

考核教程章内的知识 

结业证书

经考核测试合格后可获发 

SCA结业证书

考核标准



图标

  建议学习时间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2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Micro 组合课程1: 临床超声基础

  94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2416 

本课程组合适合想学习基本临床超声知识的医生。课程组合概述了医

疗超声波的物理学、介绍经胸超声心动图的评估技术和 

iHeartScan™（实时血液动力学超声心动图评估）。而且亦介绍了

使用超声引导所进行的经皮手术（包括血管通路、神经阻滞和与创伤

相关的手术）。另外，肺部超声课程则讲解了相关的解剖学、超声外

观和执行肺超声的技术，并且教导如何进行超声引导胸膜引流插入。

iteachu.com/courses/package-1-cn

五个短训单元:

 – 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

 – 经胸超声心动图(TTE)介

绍和案例解读–系列1

 – 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 超声引导下的局部麻醉

 – 肺部超声

Micro 组合课程2: 局部超声、肺部超声和血管超声

  40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1104 

本组合课程概述了使用超声引导进行经皮手术的技术。手术包括血管

穿刺、神经阻滞和与创伤相关的手术。而肺部超声单元则讲解了相关

的解剖学、超声外观和执行肺超声的技术，并且教导如何进行超声引

导胸膜引流插入。

iteachu.com/courses/package-2-cn

三个短训单元

 – 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 超声引导下的局部麻醉

 – 肺部超声

Micro 组合课程3: TTE经胸超声心动图

  71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1824 

本组合课程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心脏，冠状动脉和心脏瓣膜的详细解剖

细节。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单元概述了超声物理学，基本超声模式，

以及如何优化图像。而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单元介绍了如何进行

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如何评估基本血液动力学状态、如何使用二维

和彩色血流多普勒识别重大瓣膜疾病，以及如何填写病例研究报告。

另外，肺部超声单元则讲解了相关的解剖学、超声外观和执行肺超声

的技术，并且教导如何进行超声引导胸膜引流插入。

iteachu.com/courses/package-3-cn

三个短训单元

 – 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

 – 经胸超声心动图(TTE)介

绍和案例解读–系列1

 – 肺部超声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package-1-cn/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package-2-cn/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package-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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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学习时间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3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Micro 组合课程4: TEE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94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2416 

本组合课程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心脏，冠状动脉和心脏瓣膜的详细解剖

细节。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单元概述了超声物理学、基本超声模式，

以及如何优化图像。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单元介绍了如何进行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如何评估基本血液动力学状态、如何使用二

维和彩色血流多普勒识别重大瓣膜疾病。而超声引导血管穿刺单元涵

盖了基本的超声引导血管穿刺技术和中心静脉通路技术（包括颈内静

脉和腋静脉插管、上肢动脉和静脉插管，以及股动脉和静脉插管）。

教程章内含演示视频，包括如何执行这些穿刺技术。

iteachu.com/courses/package-4-cn

三个短训单元:

 – 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

 –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

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1

 – 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Micro 组合课程5: 进阶临床超声

  101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2320 

此进阶课程组合是为具备一定临床超声和心超经验的医生设计，目的

是填补已有的基础知识，课程组合中的教程章专业性很高，包括收缩

和舒张功能评估相关学科的知识。

课程学习顺序建议︰先学习 Micro组合课程1: 临床超声基础 ，再学

习这进阶超声组合课程。

本组合课程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心脏，冠状动脉和心脏瓣膜的详细解剖

细节。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单元概述了超声物理学、基本超声模式，

以及如何优化图像。本课题将介绍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以补充基础经

胸超声心动图成像，并通过学习病理生理学和心室功能评估（包括舒

张功能）来拓展经胸超声心动图的知识。

iteachu.com/courses/package-5-cn

五个短训单元

 – 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

 – 心脏超声多普勒

 – 左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 右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 舒张功能评估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package-4-cn/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itucn-package1/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package-5-cn/


课程：经胸超声心动图 (TTE) 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 （1-6）

此系列总共有6个课程，第1个课程是介绍知识基础和理论，其后5个课程是延伸的病例研究。本系

列的内容包括如何操作经胸超声心动图 (TTE) 检查、如何评估基础血流动力学状态、以及如何使用

二维和彩色多普勒式来检测显著的瓣膜病变。经胸超声心动图解读系列2-6 内各有10份病例研究。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 普通外科

iteachu.com/catalogue/sca-sc

请注意: 因为经胸超声心动图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 2-6是TTE系列的延伸课程，目的是为了增加学员接触不同病例的机会。因此延伸课程
不包括任何关于经胸超声的理论知识。如果学员想要学习及较强其知识基础和理论，建议先学习经胸超声心动图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 1。

课程：经胸超声心动图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 1

  34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1000

在完成教程章的学习之后，本课程提供了20份 TTE 病例研究

供学员练习实践和运用知识。每份病例研究包括︰临床案例、

超声影像、空白报告表，单项选择测试题目（用于测试学员的

学习程度），以及超声心动图检查主要超声特征总结和由专业

导师所提供的报告。

教程章列表

 – 基础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简介 

 – 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

 – 基础血流动力学状态

 – iHeartScan™ 视图、瓣膜和心包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课程：经胸超声心动图案例解读系列 2-6

  8 小时   教程章   病例研究 学费 : ￥320

经胸超声心动图解读系列 2-6 内各有10份病例研究。每份病

例研究包括︰临床案例、超声影像、空白报告表，单项选择测

试题目（用于测试学员的学习程度），以及超声心动图检查主

要超声特征总结和由专业导师所提供的报告。

教程章列表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课程：超声物理与心脏解剖

  20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640 

本课程是短训课程的入门首选，教材涵盖了基本的超声知识。若您想

持续修读其他超声课程，本课程可为您打下良好基础。本课程着重于

学习心脏、瓣膜以及冠状动脉的详细解剖学。同时还会概述关于超声

的物理学和基本模式，以及如何可以优化影像。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急诊科  • 超声部门 • 重症监护 • 心脏科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0

教程章列表

 – 心脏和冠状动脉解剖结构

 – 瓣膜的解剖结构

 – 超声影像的生成

 – 超声检查的基本模式

与换能器的设计

 – 超声仪器的操作法

http://www.iteachu.com/catalogue/sca-sc/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0/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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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学习时间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5

课程：肺部超声

  17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640 

本课程着重于解剖学、超声影像、肺部超声操作的技巧，以及超声引

导下胸腔积液引流置管。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 普通外科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09

教程章列表

 – 肺超声诊断 iLungScan™

 – 肺超声操作与病例研究

课程：超声引导下的局部麻醉

  20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640 

本课程着重于解剖学，超声影像以及操作超声引导下的各种不同的神

经阻滞。具体包括上下肢神经阻滞、外周神经阻滞、腹胸部阻滞，以

及如何进行连续性外周神经阻滞。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08

教程章列表

 – 神经阻滞–上肢

 – 神经阻滞–下肢

 – 神经阻滞–外周神经

 – 超声引导的腹部

和胸部阻滞

 – 超声引导连续外

周神经阻滞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课程：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3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100 

本课程涵盖了超声解剖知识以及超声引导下的血管穿刺技巧。内容包

括如何超声引导下的血管穿刺的基本技巧；中心静脉穿刺（包括了颈

内静脉、腋静脉穿刺、外周上肢动脉及静脉穿刺和股动脉、股静脉的

穿刺）。教学内容中的演示视频会逐一示范这些技巧。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07

教程章列表

 – 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09/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08/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07/


图标

  建议学习时间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6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课程：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 （1-4）

此系列总共有4个课程，第一个课程是介绍知识基础和理论，其后三个课程是延伸的病例研究。 

系列1 将向学员介绍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内容包括如何操作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TEE) 检查、

如何评估基础血流动力学状态、如何通过使用二维和彩色多普勒的模式来检测显著的瓣膜病变。经

食管超声心动图解读系列2-3 内各有10份病例研究。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iteachu.com/catalogue/sca-sc

请注意:因为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2-4是TEE系列的延伸课程，目的是为了增加学员接触不同病例的机会。因此延伸课
程不包括任何关于经食管超声的理论知识。如果学员想要学习及较强其知识基础和理论，建议先学习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介绍和案例解读系列
1 。

课程：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介绍和案例解系列 1

  34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1000

在完成教程章的学习之后，本课程提供了20份 TEE 病例研

究供学员练习实践和运用知识。每份病例研究包括︰临床案

例、一系列的超声影像、空白报告表，单项选择测试题目（

用于测试学员的学习程度），以及超声心动图检查主要超声

特征总结和由专业导师所提供的报告。

教程章列表

 – 基础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简介

 –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检查

 – TEE 基础血流动力学状态

 – 评估瓣膜和心包-经食管

超声心动图 (TEE)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课程：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案例解读系列 2-4

  8 小时   教程章   病例研究 学费: ￥320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解读系列2-3内各有10份病例研究。每份病

例研究包括︰临床案例、一系列的超声影像、空白报告表，

单项选择测试题目（用于测试学员的学习程度），以及超声

心动图检查主要超声特征总结和由专业导师所提供的报告。

教程章列表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http://www.iteachu.com/catalogue/sc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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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学习时间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7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课程：心脏超声多普勒

  32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900 

本课程涵盖了超声解剖知识以及超声引导下的血管穿刺技巧。内容包

括如何超声引导下的血管穿刺的基本技巧、中心静脉穿刺（包括了颈

内静脉、腋静脉穿刺、外周上肢动脉及静脉穿刺和股动脉、股静脉的

穿刺）。教学内容中的演示视频会逐一示范这些技巧。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5

教程章列表

 – 血流原理

 – 多普勒的原理以

及影像稳定

 – 基础多普勒测量技术

 – 彩色血流多普勒

及影像稳定

 – 收缩功能的多普勒评估

 – 使用多普勒帮助

定级瓣膜病变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课程：左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18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500 

本课程著重在左心室收缩期功能上。在围手术期及重症监护的环境

下，左心室功能受损是造成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的一个常见原因。 

因此，课程內容涵盖了心动周期的基本知识和左心室收缩期的病理，

以及讲解如何通过超声心动图衡量左心室收缩期的功能。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6

教程章列表

 – 心脏和冠状动脉解剖结构

 – 瓣膜的解剖结构

 – 超声影像的生成

 – 超声检查的基本模式

与换能器的设计

 – 超声仪器的操作法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5/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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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学习时间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8

课程：右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13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360 

在本课程中，重点会放在右心室收缩期功能上。与左心室功能受损相

比，在围手术期及重症监护的环境下，右心室功能受损而造成血流动

力学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会相对罕见。但一旦发生，会导致更严重的后

果。本课程会涵盖右心室收缩期功能病理，以及讲解如何通过超声心

动图衡量右心室收缩期的功能。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7

教程章列表

 – 右心室收缩功能

及病理生理学

 – 右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课程：舒张功能评估

  18 小时   教程章   教程章测试   病例研究 学费 : ￥500 

在本课程中，重点会放在右心室收缩期功能上。在围手术期及重症监

护的环境下，左心室功能受损是造成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的一个常

见原因。在诊断是否存在临床意义的舒张性衰竭时，左心房压过高是

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本课程会教授如何估算左心房压，然后讲解如

何通过心动图影像估算左心室舒张期功能。

适合专科

• 麻醉科 • 重症监护 • 急诊科 • 心脏科 • 超声部门

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8

教程章列表

 – 心房功能和压力

 – 舒张功能病理生理学

 – 舒张功能评估

 – 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Micro 临床超声短训课程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7/
http://www.iteachu.com/courses/sca-sccn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