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新模式数字多媒体教育

SCA-On-CUE
中文版
临床超声与超声心动图
方便使用
可在iOS和安桌（Android）电子
设备或网页浏览器上学习

学习知识
特定教程章排列有助理解专业知识
巩固知识
于网上测试区域里考核知识，包括教
程章测试题目、病例研究和考试
专业认证
完成学业后可获发SCA和iTeachU
超新教育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

中国电话:
+86 400 120 3154
香港电话:
+852 9227 3706
澳大利亚电话: +61 3 8344 5673

美国心血管麻醉医师协会（SCA）是一家
国际医生组织，大部分会员为心脏、胸腔
及血管麻醉师，协会致力于推动卓越的临
床护理、教育培训和专科研究。

超声心动图的技术对医疗环境和病人管理
产生了莫大影响，使医护人员可更快更准
作出临床诊断。超声技术影响了围手术期
的病人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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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医护人员可更
快更准作出临床诊断。
自2010年起，SCA与iTeachU超新教育携手
推出「临床超声与超声心动图在线课程 SCA On-CUE」。这个课程为医生提供超声
心动图(TTE和TEE)知识和临床超声的其他
用途，包括血管通路、肺超声检查、超声
引导下的局部麻醉、腹部创伤重点超声检
查 FAST和深静脉血栓评估。
SCA-On-CUE中文版已为中国医生翻译妥
当，让各级别的医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也能学习及掌握到超声知识和技术，
提高临床医疗水平。
SCA 会籍

iTeachU超新教育会帮助学员办理SCA两年
会籍。学员需在期内完成本课程。

iTeachU Limited 超新教育
电邮: support@iteachu.com
网站: iteachu.com

课程结构
科目
每个科目均可单独申请，但科目需按顺序完成。
申请时请小心留意科目顺序。
学习时间
SCA-On-CUE课程提供弹性学习方式，但建议学
员在十八个月内完成所有課目，每周建议学习时
间为十小时。若在两年内未能完成课程，需缴付
额外费用延长SCA会籍。
互联网
课程使用数字多媒体格式，教程章內有大量图片
和视频，而且所有测试题目均需在网上测试区
域页面里进行。因此学员必须使用高速和稳定的
网络来下载和学习课程，以避免网络拥堵或者限
制。
鉴于中国国内网络特殊情况，部分地区登录时会
出现加载不全或无法加载等现象，此时需要安装
VPN后再次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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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传送
通过iOS和安桌(Android)上的iTeachU应用
程序来传送教材，学员可使用合适的电子设
备或网页浏览器阅读教材，建议使用谷歌
Chrome浏览器。
学习流程
大部分教程章也有测试题和病例研究，在完
完一份教程章后，请即时在测试区域里回答
相关测试题目。测试题的合格分数为60%。若
低于60%，系统将会自动重置，需再次重做。
考试
在完成所有教程章测试和病例研究后，学员
可与iTeachU安排科目考试，科目考试也是
在网上测试区域页面里进行，需在一个星期
内完成。
颁发证书
在完成每科目里所有的教程章测试、病例研
究和考试后，学员会收到由SCA和iTeachU超
新教育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若单独申请个
别科目，则在每完成一个科目后获发修读证
明书，结业证书必须在完成所有科目后才会
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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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On-CUE 中文版
科目1:超声知识
介绍超声的基本原理 、物理学和换能器的设计及种类，
应用这些知识来获取最佳影像和各种伪像。

科目2:经胸超声心动图TTE

1. 超声iHeartScanTM的原理

介绍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知识，使用不同的技巧
进行TTE检查及训练技巧。学习超声解剖学（包括
掌握心脏、冠状动脉、瓣膜的解剖学知识）、如何
应用二维和彩色血流多普勒来识别不同的血流动力
学异常状态，和如何对瓣膜进行基本评估。

2. 超声影像的产生

教程章列表

3. 超声检查的基本模式与换能器的设计

1. 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

4. 超声仪器的操作法

2. 心脏和冠状动脉解剖结构

5. 伪像生成

3. 瓣膜的解剖结构

教程章列表

4. iHeartScanTM视图、瓣膜和心包
5. 基础血流动力学评估

科目3:超声引导 - 麻醉科目

6. 介绍iHeartScanTM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介绍体表超声下引导血管穿刺和神经阻滞的知识。学习
解剖结构，体表超声下引导血管穿刺和神经阻滞的操作。
教程章列表
1. 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2. 神经阻滞 - 上肢

科目4:超声引导 - 重症监护科目

4. 神经阻滞 - 外周神经

介绍体表超声下引导血管穿刺的知识，以及肺部、
深静脉血栓和颈静脉的超声诊断知识。学习解剖结
构，体表超声下引导血管穿刺的操作。

5. 超声引导下腹部和胸部阻滞

教程章列表

6. 超声引导下连续外周神经阻滞

1. 超声引导血管穿刺

3. 神经阻滞 - 下肢

2. 腹部创伤重点超声检查(FAST )
3. 肺超声诊断 - iLungScan
4. 肺超声操作与病例研究
5. 围手术期医学的诊断困境
6. 重症监护室(ICU)中的诊断困境
7. 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超声评估
8. 颈动脉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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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On-CUE 中文版
科目5:超声多普勒
介绍多普勒技巧的高级知识，使用多普勒的基础
知识来定量心脏功能和瓣膜病变。

科目6:进阶超声知识 - 心室功能

教程章列表

介绍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进阶知识，心室功能的高
级定量分析。学习评估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与舒
张功能病理生理学。

1. 用法指南 - 如何使用ProSolv

教程章列表

2. 血流原理

1. 心动周期查

3. 多普勒的原理以及影像稳定

2. 左心室收缩功能病理生理学

4. 基础多普勒测量技术

3. 左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5. 彩色血流多普勒及影像稳定

4. 右心室收缩功能

6. 收缩功能的多普勒评估

5. 右心室收缩功能评估

7. 使用多普勒帮助定级瓣膜病变

6. 心房功能和压力

8. 多普勒测量的TTE病例研究

7. 舒张功能病理生理学
8. 舒张功能评估
9. 舒张功能管理

科目7: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
介绍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知识。学习评估基本
血流动力学状态以及瓣膜病变。

10. 基础先天性心脏病和妊娠期心脏病
11. 心室功能TTE病例研究

教程章列表
1.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检查
2.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病例研究与填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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