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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国超声技师教育培训委员会在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发表了一篇关于心脏超声

检查技师培训的推荐报告。之后，随着技术上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加复杂的诊断应用软件的

开发，超声心动图检查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这些新近的变化不但体现在超声心动图的

临床应用方面，也应包括在所有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培训教育计划中。作为一个当今代表约

2500名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专业学会，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将提出更新的操作指南。 

超声心动图是公认的对心脏解剖结构、功能及血流动力学非常有价值的诊断评价方法。

因此，它是最常用的诊断心脏疾病的影像学手段。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在这个诊断过程中起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检查操作过程中，要求具有独立判断、解决问题、获得并整合准确的诊

断信息的能力。超声心动图技术对操作者的依赖性和实践的复杂性，要求心脏超声检查技师

必须达到专业水平。详细的专业描述请见文献“诊断超声的执业范围”。培训教育要达到专

业的水平，就必须有详细的、结构化的和全面的培训课程。随着超声心动图仪器的日益复杂

化，以及对心脏评估的复杂性，在职培训作为主要教育途径显得愈加不足。为了行业和患者

的终极利益，我们推荐进入心脏超声检查技术领域的工作人员要参加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认

可和支持的教育计划，诸如那些被联合健康教育计划评审委员会（CAAHEP）、心血管技术联

合评审委员会（JRC-CVT）和医学诊断超声联合评审委员会(JRC-DMS)认可的教育计划，并获

得相应的心脏超声检查证书或学位。 

本报告是为了更新1992年的推荐文献，“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教育培训指南：美国超声

心动图学会超声检查技师教育培训委员会的报告”，整合了新的诊断模式、技术和操作规程，

并解释说明这些新的内容将如何影响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教育过程。本次修订的具体目标包

括以下方面： 

定义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职责；  



提供推荐的教育途径； 

提供推荐的在职定向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 

超声心动图包括以下补充技术：二维超声心动图成像，取源于二维成像的M型描记曲线，

连续和脉冲多普勒血流速度记录和彩色血流多普勒成像。造影剂可应用于上述任何成像模式

中。药物负荷试验和运动试验进一步扩大了超声心动图的诊断能力。其他技术，如经食管超

声、血管内超声、心腔内超声、术中心外膜超声检查等，主要是由受过训练的心脏内科医师

来完成。尽管如此，依然推荐心脏超声检查技师了解这些技术在评估心脏解剖结构、心脏功

能和血流动力学等方面的诊断价值。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职责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属于医护从业人员，经过心脏超声诊断医学和技术方面的综合专业教

育，有资格进行符合技术规范的超声心动图检查。超声心动图室跨学会认证委员会出版之《标

准及精要》中有该规范概述。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主要职责是获取心脏超声图像和多普勒血

流动力学数据方面的诊断资料。这项技术极具操作者依赖性，技师需要接受正规教育，具有

高度熟练的技巧，能够连续整合已知的临床信息、超声影像和相关生理指标来进行调整，才

能确保超声检查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以得到该检查的最佳效果。检查过程中，对超声物理学

和仪器原理的熟悉和熟练运用也是获得最佳数据所必需的。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在检查中承担

着重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必须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和应用临床心脏病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需具有高级的认知技能，并能熟练地使用超声技术来取得准确、合理的解

剖学和生理学的信息，以供临床医师回放观看，以便做出诊断学解读。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需要详细了解心脏和胸部的解剖学、生理学、血流动力学、组织胚胎

学、断层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这些知识是理解超声心动图数据及其衍生定量参数的基本前

提。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能够发现异常、进行初步鉴别诊断，并相应地扩展检查范围以探

究可能的病理情形。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应该能够从患者及接诊医生方面获得相关临床资料和病历记录，包括

相关的心脏体征和实验室检查数据，并应用必要的超声技术获得综合的、有诊断价值的超声

心动图信息。如果未能很好的获得和整合这些数据资料，可能会导致检查不完整或者临床解

读有误。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需具备与患者沟通的技巧，能够向患者充分解释检查程序，但不

涉及检查的临床所见。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熟练选择相关的超声心动图数据和定量计算，

并与解读检查结果的医师及时沟通。超声检查操作各个部分的聚焦和整合，要求检查技师对

心脏的病理生理、疾病的转归和严重程度的评估有一定了解，但是临床诊断性解读仍为医师



责任范围，并不能由超声检查技师提供。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应在3年住院医师或是在3年住院医师带教的2年住院医师指导下工作。

在检查操作过程中，遇到技术困难、诊断不明或者需要辅助技术和介入技术帮助时，指导医

师必须提供有效的协助。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应当与指导医生一起参与对检查结果的解读评估，

提供评估数据和有帮助的相关技术信息。这种协同合作是确保诊断信息的获取和报告尽可能

完整的必要手段，也是由国际社会超声心动图实验室认证委员会（ICAEL）推荐的质量保证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对超声的物理原理、诊断仪器的操作和超声波的生物学效应有完

整的了解，还应负责超声仪器的定期安全检查和质量保证。超声检查技师需对患者暴露于超

声能量中的问题有所意识，并要了解超声能量对人体组织的影响，才能做到在不牺牲检查质

量的情况下保证患者安全。 

另外，心脏超声技师必须能够胜任心肺复苏术，这是由患者群体的特性所决定的。 

专业实践 

成人经胸超声心动图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广泛了解成人患者人群的心血管疾病和非

心源性疾病所导致的心脏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的检查所见。此外，广泛了解成人先天性心脏

病的表现也是必要的。成人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时，当遇到体型或体位因素造成探查受限时，

适当调整探查方式以优化图像质量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心脏超声检查技师也必须了解各种心

脏外科和介入手术后的预期结果和潜在的并发症，以及导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影响，

并能适当地调整相应所需的检查内容。  

小儿经胸超声心动图 对儿科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疾病的评价，需要具备心肺循环系统胚

胎发育方面的专业培训，还要求掌握先天性心脏异常的发病率、病因学、遗传方式和病理结

果等方面的知识。能够运用节段探查法，逻辑性、系统性的剖析心脏及相关结构，评价心脏

功能状态，也是儿科心脏超声检查技师所必需掌握的。节段探查法包括对以下解剖结构的逐

步分析： 

胸腹内脏位置 

心脏位置 

心房位置 

房室连接 

心室形态 

心室大动脉连接 



大血管位置关系 

儿科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需要了解先天性心脏病的修复或部分修复外科手术方式，以及不

同的先天畸形所对应的术式调整。包括三大类主要纠治手术方式（完全矫治术，部分矫治术

和姑息治疗术）及其相应的术式调整。所有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都应当能够提供相应的图像资

料，协助医师诊断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例如：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对复杂性先天性

心脏病的评价应该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儿科心脏超声检查技师来完成，在之后详述。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过程中，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作用通常仅

限于操纵和控制超声仪器。标准切面的获取和理解以及检查的潜在并发症是超声检查技师需

要掌握的重要方面。超声技师需要参与患者的检查前准备，包括对检查的解释说明、获取知

情同意、给予口咽部麻醉喷剂以达到局部麻醉效果并抑制呕吐反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监测

需要所有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如在手术室进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时，参与人员还需要无

菌技术与外科手术方面的知识。 

负荷超声心动图 负荷超声心动图在心脏超声实验室中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技术。心脏

超声检查技师应该具有丰富的评估缺血性心脏病的经验，以及对室壁运动异常及其对应的冠

状动脉灌注区的深入认识。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能够记录和捕捉相关二维图像，以显示3

支主要冠状动脉中每一支供血对应的左心室节段。多普勒超声可用于特定患者的负荷中和/

或负荷后检查。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需熟练使用专业的数据化超声心动图设备，并能够获得最

佳的左心室心内膜边界的高分辨率图像。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需能够应用数字成像采集系统,

在药物负荷试验和仰卧位蹬车负荷试验中，以及跑步机、踏车负荷试验后即刻进行采集，有

效记录有代表性的图像。在运动结束后60到90秒之内获得高质量的图像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

经验。 

造影超声心动图 造影超声心动图包括在静脉或动脉内注射无菌微泡剂，提高心腔内或

心腔间血流的检出和心脏靶向信息的确定。指导医师和/或心脏超声检查技师首先需要决定

患者是否有造影指征。随着造影技术在超声心动图检查中应用的不断发展，超声检查技师在

造影注射和成像技术方面保持高专业水平变得越来越重要。超声检查技师需要确定哪些图像

能够反映造影剂的注射过程，并选择获得最佳显影的造影剂注射时间。这项技术中,需要全

面了解超声的物理原理，包括它对微气泡的各种影响，以及可以优化图像衰减、谐波成像和

气泡破坏的超声控制设置等。因此，超声检查技师参与建立静脉通道和注射造影剂前,应当

进行相应的培训和资格认证。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推荐教育途径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职业教育和资格认证在未来领域中非常重要，以确保有胜任能力的

从业人员获得适当的专业地位，并提高超声心动图的实践标准。这些标准反过来能够改善患

者医疗护理的质量和成本效益。 

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ASE）承认目前使用的几种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培养途径：心脏

超声检查的专项培训项目，心脏及综合超声诊断的培训项目，以及针对心血管专项技术的培

训项目。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推荐，承担此类教育项目的机构应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培训课程，

以促进心脏超声检查技师教育培训的质量统一化和一致性。所设课程应包括全面而严格的课

堂教学，以及至少6个月的指导临床实习。在进行之后所述超声培训课程之前，首先需要成

功完成下列包含大学水平综合课程的先修科目：  

解剖学与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 

代数和三角学 

基础科学（例如，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为理解更高级的概念提供必要的基础）。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实习生应当完成至少12个月的全日制超声心动图检查培训的完整教

育项目。该课程内容应当包括理论基础、实验室操作及临床实践等方面。实验室及临床的实

际操作实践是必需的。对于儿科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建议至少有额外6个月的儿科基本临床

知识的培训。 

提供优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教育机构需遵守实质性的承诺，提供严格的教育培训，

并且保证专业化的实践水平。虽然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ASE）指南中有建议的培训小时数

和病例数，但是必须认识到，教育过程具有固有的多变性，包括受教育者的背景限制，教育

工作者的经验和教学兴趣，以及培训机构的专业标准。许多因素都会显著影响教育计划的质

量和效果。这些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入学资质/准入标准 

教科书的知识水平 

教学方法（必须有正规的练习，以提高判断思维和整合能力） 

针对学生学习进展、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知识技能掌握的正式评估方法 

集中，全面，详尽，严谨的教学课程 

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力的重视 

教学形式和培训的教育绩效性 

课堂教学和临床课程的有效性，以及毕业资格的评估方法 



正式的临床教育：评价学生的进步与胜任能力 

使用正规的项目和练习来强调并整合临床和课堂教学，并且使学生熟练运用文献及其他

资源和检索方法 

教育人员的资质和能力（进行培训的临床基地应该有具备心脏超声检查技师资质的指导

人员） 

下面的概述作为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培训的课程内容指南。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ASE）

出版的《教育大纲-超声心动图及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作为一个全面的大纲，推荐教育人员

不断审核自己的课程，以确保它能够包括该文件所提出的所有相应内容结构。 

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推荐的心脏超声检查技师教育课程 

鉴于上述因素，以下课程指南的目的是为教育项目的设计提供综合辅助。下述每个主题

的详细展开内容,可以在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出版的《教育大纲-超声心动图及多普勒超声心

动图》中查到。整个课程必须保证学生能够胜任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各个方面，表现在相应

的超声心动图专业资格认证的获得。 

课堂教学 该课程的前提是已完成大学水平的先修科目：  

心脏解剖学和生理学 

超声物理学原理 

心脏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 

医学伦理和法律 

医疗保健服务的职业素养 

药理学 

特殊操作技术 

心肺复苏术 

隔离技术 

全面防护技术 

无菌技术 

基础病例采集和心脏体格检查 

心电图解读 

超声心动图模式：技术和应用 

超声心动图定量方法 

超声心动图图像质量的决定因素 



基本掌握和理解其他的心脏诊断方法 

了解心血管治疗与干预技术及其超声心动图评价 

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 

持续的专业发展 

临床实习 临床实习期应该为最低6个月的全日制专职指导课程。在临床实习部分，心脏

超声检查实习生应当完成超声心动图的优化检查操作（例如实际动手操作采用二维和M型超

声成像扫描，以及频谱多普勒和彩色多普勒记录），包括每个月至少40例患者的测量和初步

诊断（每天2例），以及6个月中额外240例超声心动图的观察见习（每天2例）。最佳的临床

实习期应延长至12个月，包括检查至少480例患者（每天实际动手操作2例），以及额外480

例超声心动图的观察见习（每天2例）。心脏超声检查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应当独立完成至

少10例负荷超声心动图检查操作，可以在其他学生、志愿者或是进行负荷超声心动图检查的

患者身上进行该操作，但实习生获取的图像不能成为诊断解读依据。心脏超声检查实习生在

临床实习期，应该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参与和完成50例负荷超声心动图的诊断说明。 

超声心动训练基地的推荐标准 

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超声医师教育和培训委员会推荐，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培训教育要

在一个具备广泛教育经验的基地中进行。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优质教育将提高超声心动图的

实践标准，这种教育模式对这个领域的未来极其重要。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ASE）推荐心

脏超声检查学生加入被联合健康教育计划评审委员会（CAAHEP）、心血管技术联合评审委员

会（JRC-CVT）、以及医学诊断超声联合评审委员会 (JRC-DMS)认可的教育项目。 

具体准则在联合健康教育计划评审委员会（CAAHEP）的标准和指南文件中能够查到。最

佳的培训基地应当包含以下方面： 

综合的心血管医学机构，可提供全方位的心血管诊断技术 

病人的综合评估和护理 

能够接触到心脏外科术前、术后患者 

患者人群具有丰富的疾病谱，从新生儿心血管畸形到老年人的心血管异常，可能影响或

不影响心血管动力学的其他疾病，以及儿科疾病 

用于培训的超声检查设备具备多种超声成像方式，包括M型、二维、多普勒（连续多普

勒波，脉冲多普勒波，彩色血流，组织速度）、谐波以及先进的自动成像技术 

有资质的超声心动图从业者，包括医师、心脏超声检查技师、超声物理学、仪器学、解

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领域的专家 



一个超声心动图实验室每月至少应有100例超声心动图的操作和解读 

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超声医师教育和培训委员会推荐,教学项目和教育基地每年应当进

行一次评估，确保既定的课程能够反映超声心动图技术实践的最先进状态。 

推荐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入职培训 

超声心动图技术的操作者依赖性表明，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在这项检查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新毕业的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和雇用新毕业生的机构必须意识到，超声技师需要一个全面的入

职培训过程，才能熟悉该超声心动图实验室以及该机构的所有技术方面。这个入职培训周期

至少需要持续6个月，最理想的应该是9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或多个技术员工和/或技术指导

直接督导下完成。所有临床研究都应该在专业人员的督导下完成。推荐每一个超声心动图实

验室对每项类型的检查操作,都应当有相应的清晰明确的操作规程。新毕业的心脏超声检查

技师应当按照明确的操作规程熟练掌握所有的检查操作过程。超声心动图技术的复杂性和快

速的发展,需要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具有高度理解能力。熟悉和掌握超声心动图实验室所有仪

器设备的使用，包括紧急情况仪器设备，是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入职培训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

分。 

每一个超声心动图实验室及其机构对患者的医疗护理,都应该有书面的规程和具体的实

行措施。心脏超声检查技师毕业生在完成入职培训之前还应该熟知所有这方面的规程和措施。

在超声心动图实验室中，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和医务人员或是指导人员之间的互动沟通在不同

机构有不同的体现。沟通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应该有明确的界限，并能被新入职的心脏超声

检查技师所了解。 

继续教育 

心脏超声检查资格认证和实习毕业证书,需要累积特定的继续教育学分。随着专业化技

术的发展，建议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应当一直保持在领域前沿，因为各种新技术正逐渐成为日

常操作的一部分。心脏超声检查技师认证机构已经规定了继续医学教育的最短学时，以保证

学习教育的成效。国际社会超声心动图实验室认证委员会（ICAEL）要求，每个技术职员每

三年期间要获得至少30小时的与超声心动图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学时，该实验室方可获得并

保持认证。重要的是，每一个超声技师要为自己的教育负起责任，组织机构在其中只能起到

促进作用。 

操作需求 

身体需求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实践过程需要全身范围的运动，包括搬动和抬高患者，手的灵巧性

和眼手配合的协调性。超声心动图的操作中需要长时间站立，行走，偶尔要移动沉重超声设



备。应当通过调整患者体位，最大限度地减少超声检查技师的身体负担，避免肌肉骨骼伤害。 

心理需求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负责解决有关超声心动图日常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包括设备故障维修。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能够识别任何可能对健康或生命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无论是在超声

心动图检查中所见还是观察患者行为所见，并能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处理。由于超声心动图操

作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技术图像质量，心脏的意外发现等），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必须具有

灵活性，独立判断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结论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是一种富有挑战性并且有意义的职业，需要具备个体能动性，临床的

职业判断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能够在迅速发展的超声心动图技术领域中保持持续专业发

展的能力。通过对心脏超声检查技师作用的定义和推荐的教育标准，本委员会希望这种高度

专业的医学领域的人员教育和培训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委员会认识到目前临床需要大量高

度合格的心脏超声检查技师，希望本报告中推荐的教育大纲能够提供指南，协助建立和维护

心脏超声检查技师的教育纲要。最后强烈建议每个超声检查技师应当获得相应的超声心动图

检查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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