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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R/AR 技术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
护理培训系统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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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虚拟现实渊VR冤和增强现实渊AR冤技术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训系统的临床应

用价值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首次来本院手术室轮转的护士 40 名为对象袁随机分为两组袁每
组 20 名袁对照组采用常规老师带教袁VR/AR 组在常规老师带教的基础上采用基于 VR/AR 技术的白内障超声乳
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训系统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培训袁每周 2 次袁连续培训 4 周遥 比较两组现场操作评分

考核成绩尧 手术医师对学员手术配合满意度及学员对培训过程满意度遥 结果 两组学员培训前的操作评分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培训后两组操作评分均较培训前显著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VR/AR
组培训后操作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手术医师对 VR/AR 组学员手术配合的满意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VR/AR 组学员对培训过程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基于 VR/AR 技术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训系统能显著提高专科护士手术
配合技巧袁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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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nursing training system for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surgery based on VR/AR technology
SHEN Ping

Operating Room, Hu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full -process nursing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VR)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 technology. Methods From July 2018 to Au鄄
gust 2020, 40 nurses who came to the operating room of our hospital for rot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selected as sub鄄

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a regu鄄
lar teacher. The VR/AR group adopted the VR/AR technology-based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full-process nursing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regular teachers to conduct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training. They were trained twice
a week for four consecutive weeks. The two groups忆 on-site operation scoring and assessment results, the surgeon忆s sat鄄

isfaction with the trainee忆s opera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trainee忆s satisfaction with the training proces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perating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trainees before the training(P>
0.05). After the training, the operating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operation scores of the VR/AR group after training were signifi鄄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surgeon忆s satisfac鄄

tion with the operation cooperation of the VR/AR group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participants忆 satisfaction in the VR/AR group with the training
proce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鄄

clusion The whole-process nursing training system of phacoemulsification surgery based on VR/AR technology can sig鄄
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rgical cooperation skills of specialist nurses, and has a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Training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重袁白内障已成为眼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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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疾病袁而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

术已经发展成为临床上治疗白内障疾病的首选技术[1-3]遥
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具有数量多尧节
奏快尧专业性强尧无菌要求严尧手术时间短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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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等特点遥 每台手术平均仅需 10 min袁需要每位配合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护理培训目标将训练的任务

手术 遥

将制作的手术室基础操作 DVD 内容导入 VR/AR 软

护士熟悉手术流程袁紧跟手术进程袁才能较好地完成

分为初级尧高级两种遥 初级界面分为观看框和操作框遥

[4]

虚拟现实渊Virtual reality袁VR冤技术袁是一种采用

件中袁供培训护士反复观看袁操作框可供反复练习遥 高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生成逼真的视觉尧

级为设置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场景袁培训护士配合提

听觉尧触觉一体化的虚拟环境袁用户借助必要的设备

示语框袁模拟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各项护理配

对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操作袁产生如同在真实环境

合操作遥 每项操作还可通过高速追踪设备定位真实环

中操作的感受和体验[5]遥 增强现实渊Augmented reality袁

境物体袁使用真实设备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反复练习袁

AR冤是广义上虚拟现实的扩展遥 增强现实允许用户看

达到虚拟与现实的互动性遥 每项操作均限定完成时

到真实世界及融合于真实世界中的虚拟对象袁因此增

间遥 学生可根据课程进度选择需练习的项目袁逐级完

目前袁在国内外报道中袁VR/AR 技术仅用于在校学生

取得进入高级任务的资格遥 带教老师随时可登陆平

强现实是野增强冶了现实中的体验袁而不是替代现实[6]遥

成任务袁但不可越级袁即每项操作达到 90 分以上才能

层面教学袁还未发现用于眼科专科护理培训教学的报

台袁发现成绩不理想的培训护士及时给予指导遥

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训系统对手术护士进行专科培

短尧节奏快尧连台手术多等特点袁所以对巡回护士的职

道[7-8]遥 本研究采用基于 VR/AR 技术的白内障超声乳

1.2.2 系统模块流程 由于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时间

训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袁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遥 根据

1 资料与方法

模块袁具体模块的流程如下院渊1冤患者管理模块院淤患

手术配合的需要将规范化流程分成 3 个相对独立的

1.1 一般资料

者的准备院患者进入手术室后袁根据手术安全核查表袁

选取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首次来本院手

由手术医生尧护士尧患者三方按安全核查单严格核查

术室轮转的护士 40 名遥 纳入标准院淤首次来本院手术

患者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诊断尧手术名称尧手术眼别袁双

室轮转的护士曰于年龄 20耀30 岁曰盂学历大专以上曰

方确认无误后签名遥 严格用 1颐10 的聚维酮碘冲洗结

榆对本研究知情袁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院淤非

膜囊遥 检查患侧瞳孔是否到达手术要求袁保证瞳孔散

大在 7 mm 以上遥 于体位管理院协助患者取平卧位袁额

首次来手术室轮转的护士曰于不愿意参加本研究的学
员遥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袁每组各 20 名袁

部与颌部在同一平面袁头部枕头圈处固定袁眼球固视
正上方遥 患者胸部放置托盘袁防止敷料紧贴于患者口

两组学员年龄尧性别尧学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鼻部袁造成呼吸不畅及莫名的紧张而影响手术袁必要

1.2 方法

时可以给予氧气吸入遥 盂监护管理院连接心电监护仪袁

讲解袁跟台手术实践操作讲解及训练袁每月 1 次的综

术物品管理模块院淤仪器物品准备院眼科手术包及白

检查术前准备工作是否完善袁确保手术顺利进行遥 渊2冤手

对照组采用常规老师带教袁包括每周 1 次的理论

内障专用显微器械尧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柄尧白内障超

合考核曰VR/AR 组在常规老师带教的基础上采用基
于 VR/AR 技术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

声乳化手术专用耗材及药品曰严格按照仪器操作流

训系统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培训袁每周 2 次袁

程袁提前 30 min 接通电子显微镜尧超声乳化仪电源袁

连续培训 4 周遥

检测仪器性能袁保证处于备用状态遥 准确连接超声乳

1.2.1 系统设计 VR/AR 技术以教学管理系统为平

化手柄及注吸管道袁协助医生进行超声乳化仪器的测

台袁根据本院手术室的真实环境设计袁通过虚拟现实

试遥 根据患者晶体核的硬度渊1耀5 级冤袁设置合适的超

头显尧数据手套及高速追踪设备袁采用数据手套抓取

声能量尧吸引负压尧每分钟灌注流量尧灌注液的高度遥

改装器械设备的方式模拟真实操作中手拿物品移动袁

术中进行各种参数的动态调节遥 密切关注灌注液不能

护理人员可在场景中随意移动袁完成各项操作遥根据

突然中断袁手术中冲洗液管道要保证无菌通畅袁确保

表 1 两组学员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对照组

20

VR/AR 组
t/字2 值
P值

20

年龄

性别

学历

渊x依s袁岁冤

男

女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

23.5依2.9

4

16

8

7

5

22.4依2.5
1.285
0.207

3

17
0.000
1.000

8

8

0.174

4

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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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液的量和高度都适合袁眼球与瓶口的距离一般为

意义渊P>0.05冤袁培训后两组操作评分均较培训前显著

顺利完成袁减少手术并发症曰于人工晶体准备院根据患

操作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

60耀110 cm袁熟练操作仪器袁缩短手术时间袁确保手术
者需求选择不同型号的人工晶体袁与术者共同核对人

工晶体的型号尧度数和手术眼袁确保无误遥 人工晶体上

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VR/AR 组培训后
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学员培训前后操作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台后袁将人工晶体度数单和标签粘贴在手术记录单上遥

渊3冤仪器保养模块院全部手术完成后袁按先后程序关闭

组别

的冲洗干净袁洗完之后用气枪吹干遥 超乳手柄相对比

t值

n

仪器电源备用遥 I/A 手柄及管道都要采用蒸馏水彻底

对照组

较昂贵袁一定要注意轻拿轻放袁千万不能发生碰撞遥

P值

显微器械比较精细袁价格也十分昂贵袁要进行严格的
查对保养袁避免出现丢失损坏的现象袁术后器械都应
采用水洗-酶泡-清洗-干燥-润滑程序进行保养以备
再用遥

VR/AR 组

20
20

培训前

培训后

75.4依12.4 86.1依13.1
76.2依13.8 95.3依14.5
0.193
0.848

2.106

t值

2.653
4.267

P值

0.012
0.000

0.042

2.2 手术医师对学员手术配合满意度比较

经过对手术医师问卷调查袁问卷回收率 100%袁该

问卷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946袁手术医师对VR/AR
组学员手术配合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现场操作评分考核 在培训前和培训 4 周后袁由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带教老师现场观看学员手术配合的操作袁并从操作

规范尧动作稳定性尧准确性尧能否顺利完成手术及操作

表 3 手术医师对学员手术配合满意度比较

发生的失误等方面进行评分袁总分 100 分袁得分越高

组别

1.3.2 手术医师对学员手术配合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U值

表明学员操作越优秀[9]遥

在培训 4 周后发放调查问卷袁调查手术医师对学员手

术配合的满意度袁调查问卷包含手术物品准备尧手术
配合熟练程度尧失误率尧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等 4 个项
目综合评判袁每个项目 5 分袁按照总分将满意度分为

非常满意渊16耀20 分 冤尧满意渊12耀15 分冤尧一般渊8耀11
分冤尧不满意渊0耀7 分冤4 个等级遥

1.3.3 学员对培训过程的满意度问卷调查 在培训
4 周后发放调查问卷袁调查学员对培训过程的满意

度袁调查问卷包含培训难度尧培训频率尧培训效果情况
等 3 个项目综合评判袁每个项目 5 分袁按照总分将满
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渊12耀15 分冤尧满意渊9耀11 分冤尧一般
渊6耀8 分冤尧不满意渊0耀5 分冤4 个等级遥

对照组

VR/AR 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20

5

10

6

6

3

20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2.062

2

1

0.039

P值

2.3 学员对培训过程满意度比较

经过对学员问卷调查袁问卷回收率 100%袁该问卷

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931袁VR/AR 组学员对培训
过程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表 4 学员对培训过程满意度比较
组别
对照组

VR/AR 组
U值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20

9

15

5

3

3

20

3

1.967

1

1

0.049

P值

1.4 统计学方法

7

3 讨论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具有数量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 检验袁

多尧节奏快尧专业性强尧无菌要求严尧手术时间短尧安全

义遥 内部一致性采用 Cronbach忆s 琢 信度系数法评价量

配合护士熟悉手术流程袁紧跟手术进程袁才能较好地

2

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表的信度袁当 Cronbach忆s 琢逸0.7 时表示该问卷内部
一致性信度较高遥

隐患多等特点遥 每台手术平均仅需 10 min袁需要每位

完成手术[4]遥 由于目前医患关系复杂袁加上白内障手术
采用表面麻醉袁患者全程处于清醒状态袁对外部刺激
较敏感袁害怕尧焦虑尧紧张尧失去控制是手术患者常见

2 结果
2.1 两组学员培训前后操作评分比较
两组学员培训前的操作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6

的情绪障碍[10]遥 因此术中需要配合护士在短时间内将
手术配合做到野稳尧准尧快冶袁而且不便在手术过程中进
行操作教学[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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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一名合格的白内障手术配合护士进行规范
的护理配合操作袁需要有经验的眼科专科护士利用几
个月的时间进行言传身教[12-13]遥 而眼科医生专科化的
深化袁对眼科护士要求更高袁特别是目前国内眼科专
科护士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袁专科护理人力不足袁导致
大多数综合医院眼科手术护士在没有接受规范化培
训的情况下袁就进入眼科专科工作袁所以护士在配合
手术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操作不熟练袁工作效率差的弊
端袁不仅影响手术的进程和质量袁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14]遥
近年来袁有多位学者先后对如何高效尧高质量尧规
范化地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配合做出了大量
研究袁既可缩短手术室护士在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中
护理培训时间袁又可达到熟练尧高效尧规范化的配合[15-16]遥
虽取得一系列的成果袁但还不够理想遥 从术前充分准
备尧合理安排手术顺序和人员分工尧人工晶体的规范
管理尧术中精细的配合模式尧掌握仪器设备的操作程
序袁到手术患者的安全管理措施等均需做到衔接紧凑袁
忙而不乱袁使连台手术能够在平静而有序的状态下进
行[17]遥 因此袁找寻更高效的训练方法袁缩短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术护理配合的培训时间袁顺利完成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术培训任务袁具有实际的临床意义和经济效益遥
VR/AR 技术在美国尧日本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早且
较成熟袁基于 VR/AR 技术的培训系统已被加入到手
术培训课程袁显著地提高了手术质量[18-21]遥我国在这方
面起步晚袁有学者通过对 VR/AR 技术在高等职业教
育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发现袁VR/AR 技术
有利于丰富教学资源袁提升实践教学效率尧转变教学
模式袁实现现代化教学与激发学生学习潜能袁提升学
习效果[22]遥 也有学者发现将 VR/AR 技术引入实践性
较强的基础护理学教学袁不仅可促进实践教学向网络
化尧智能化尧互动化方向发展袁而且对于提高教学水
平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3-24]遥
因此袁VR/AR 技术可应用于临床干预尧临床诊断尧医
疗培训尧健康保健等多个医学领域遥
在手术专科培训方面袁虽然角色扮演法及情景模
拟式教学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袁但这些模式是多人合
作性质的袁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和精力[25]遥 而常规
的带教模式袁以教师常规讲授和示范的机械式教学弊
端更明显袁理论丰富袁操作贫乏袁无法快速培养出符合
手术要求的护理人才遥 而利用 VR/AR 技术建立白内
障超声乳化手术的配合操作系统袁其仅需要一台电脑
配合一套虚拟现实设备袁即可做到真实环境和虚拟对
象的融合互动遥 术前在虚拟或现实的三维环境中进行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护理配合的培训练习袁通过现实
与虚拟世界的物体进行互动曰激发护士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性袁将枯燥的手术操作和配合游戏化尧简单化[26]遥
目前袁在国内外报道中袁VR/AR 技术仅用于在校
学生层面教学袁还未发现用于眼科专科护理培训教学
的报道[7-8]遥白内障手术具有节奏快尧无菌要求高尧专业
性强等特点袁对手术护理配合要求高袁迫切需要解决
护士在短时间内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规范化培
训难的问题袁因此袁VR/AR 技术也将成为培养手术室
护士单独操作常规化训练的理想平台遥
本研究发现袁接受了基于 VR/AR 技术的白内障超
声乳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训系统培训的学员较接受
常规带教培训的学员能更好地达到熟练尧高效袁规范
化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护理配合流程袁在手术操
作评分尧医生满意度及学员自身满意度方面均得到明
显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本研究通过与眼科护理专家尧虚拟现实领域专家
联合攻关袁通过运用 VR/AR 技术进行白内障超声乳
化手术配合的教学遥 首先袁以临床真实白内障手术护
理配合案例为依托袁将枯燥的手术室护理技能训练内
容编写成可电脑操作的尧护士参与不同角色来完成的
一项培训任务遥 其次袁在尽可能贴近临床的手术场景
中袁护士通过重复练习教师编写的标准化案例袁运用
VR/AR 技术在探索的过程中强化理论知识与实践技
能袁达到专科护士培训层次遥 因此袁基于 VR/AR 技术
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护理培训系统具有良
好的临床应用前景袁并能为其他专科护士培训系统的
开发提供良好的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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