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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2018年1月13日，来自全球的一组医学模拟专家共赴

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峰会，共同探讨医学模拟专业

人员应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工作组成员来自全球六大洲，具有丰富的模拟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他们代表着一系列医学模拟组织的领导和企业伙伴。

通过与伦理学家的共同探讨，并参考其他规范，工作组成员制定出

医学模拟专家们应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医学模拟专业人员的道德

规范体现了模拟实践的目标价值观：诚实正直、公开透明、互相尊

重、专业素养、责任感、和结果导向。该规范确定了对医学模拟实

践中各方利益非常重要的价值，也明确了我们作为医学模拟专业人

员的身份和承诺。

工作组将医学模拟道德规范提供给专业协会、学会和机构使用，各

组织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注释。



规范适用人员: 该道德规范是对所有医学模拟专业人员所制定的最高

层次的普适性目标价值观。

规范的应用: 和其他道德规范一样，该规范遵循自愿原则。因此各协

会、学会和机构可自行决定是否使用和推广。

规范注释: 各组织机构可能希望根据需要对该规范进行注释。例如，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总体上采用了美国医学会的道德规范，又根据精神
病学照护的特殊考虑对规范的原则进行了细化。

规范的翻译: 我们鼓励对该规范的翻译，以便促进世界范围内对该规范

中所涉及概念的理解和应用。有关该规范的翻译信息可在网上获取。

规范的文件来源: 该规范见 ssih.org/Code-of-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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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模拟专业人员道德规范: 序言

从事医学模拟的人员和机构致力于医疗安全的实践、医务人员的能力

和医疗质量。该道德规范适用于所有从事医学模拟实践的人员。

作为医学模拟专业人员，我们认为模拟实践会对医疗的很多方面产生

影响。鉴于这一责任，我们承诺遵守该道德规范。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道德规范旨在促进、加强和支持所有从事医学模拟

的人员和组织的道德文化。该规范强调了医学模拟专业人员对最高标

准诚信的承诺

本道德规范旨在确保医学模拟专业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最高的道德

标准开展所有活动。该规范借鉴并发展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专

业协会所表达的基本价值观和做法。 



• 尊重并营造符合道德的组织环境。

• 酌情提供模拟活动设计的前提、限制、变更和存在问题的说
明。

• 根据现有证据清晰并明确地说明具体模拟活动和方法的适用
性。

• 尽力消除对人、动物以及环境不必要的伤害。

• 尊重个人和组织的隐私权，对数据和结果适当保密。

• 尊重并承认所有的知识产权，并恰当地注明出处。

I.诚实正直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应保持最高标准的诚信，包括在所有影响

其职责的活动中保持正直、诚实、公平和公正。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的道德规范: 价值标准



• 在模拟活动的文件编写、分析、设计、开发、实施以及评价过
程中，应遵守公认的标准。

• 对任何已有或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活动进行说明。

• 清楚模拟活动的本质和目的，包括研究活动。

• 限制涉嫌欺瞒的模拟活动，确保将欺瞒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并
规避隐藏的风险与伤害或惩罚的意图。

II. 公开透明

在医学模拟活动的设计、交流、以及决策过程中，医学模拟

专业人员应确保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应该做到：



III. 互相尊重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应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具有

同理心和同情心，对参与模拟活动的所有人保持善意，避免

伤害。应该做到：

• 尊重学习者和同事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可能所处的弱势。

• 倾听他人观点，尽量理解他人。

• 展现人性化，尊重多样性、促进包容、避免偏见。

• 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躯体和心理的风险。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的道德规范: 价值标准



• 展现专业能力和态度。

• 不断追求个人和专业发展。

• 鼓励并发展同事和新人进入医学模拟专业。

• 为医学模拟专业前进创造机会。

IV. 专业精神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的行为应遵循医学模拟固有的专业标准。

应该做到：



V. 责任心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在履行责任与义务时应当对其决策和行为

负责。应该做到：

• 持续寻求、反思、并整合反馈意见。

• 根据要求接受专业评审。

• 成为道德行为的榜样。

• 为了医学模拟团体、雇主和自身的信誉展示专业行为。

• 识别并告知相关方不安全、不道德或不专业的行为。

• 命制地利用现有资源设计并实施模拟活动。

• 对模拟活动的预期结果，以及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保持警觉。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的道德规范: 价值标准



• 确保以正确可靠的方式应用医学模拟，符合公认的实践标准。

• 致力于质量持续改进。

• 创立并衡量力所能及成果范围内所产生的效应，包括模拟实
践、人员表现、系统改进，以及对患者结果的直接影响。

• 将道德规范融入并落实在医学模拟和组织文化中。

• 通过道德规范影响相关领域的道德实践。

• 通过促进获取和共享知识与经验，提高公众对医学模拟的认
识。

VI. 结果导向

医学模拟专业人员应当服务于支持提升专业与医疗卫生体系

质量的活动。结果应将医学模拟的全过程包括在内，而非仅

仅是最终的产出。应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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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模拟专业人员道德准则

体现模拟实践中的

重要价值标准：

I. 诚实正直

II. 公开透明

III. 相互尊重

IV. 专业精神

V. 责任心

VI. 结果导向

中文版由以下人员翻译：

• 李海潮教授 (Prof. Li Haichao)

• 申锦兰 (Laura Shen)

• 李力  (Dr. David Li Li)

Translations of the Healthcare Simulationist Code of Ethics are prepared by volunteer translators. 
No liability is assumed by SSH or the code of ethics authors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ambiguities in the translations provided. Any person or entity that relies on translated content 
does so at their own risk. Neither SSH nor the code of ethics authors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on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timeliness of translated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