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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iefing---What？Topic 1



Debrief (Debriefing)\ dēˈbrēf \ 名词 (\ dē ˈbrē-fiŋ\动词)

词源 debrief由de-+brief（动词）组成，表示“在任务结束时从某人得到什
么信息”。相关词汇：Debriefed； debriefing。

定义

• （名词）模拟学习活动中一个正式的协作式反思过程

• 模拟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发起的讨论

•（动词）在模拟活动之后举行的环节，教育工作者/指导者/导师和学员重
新审视模拟过程，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和适应未来情境（Johnson-Russell

& Bailey, 2010; NLN-SIRC, 2013）； debriefing过程能够促进临床思维和批
判式思维的发展（Johnson-Russell & Bailey, 2010）。

• 鼓励学员对其在模拟活动中的各种表现和情况进行反思并提供反馈

• 与学员一起探究他们的情感以及通过提问，反思等给他们提供反馈（例如，
引导反思）

Debriefing的概念



Debriefing-Why？Topic 2



为何要进行Debriefing？

➢ 单纯的模拟体验并不足以改变行为

➢ 缺少debriefing的模拟培训，学员的非技术技能难以改进Savoldeili

(2006)

➢ 模拟培训和讨论中，学员分享逻辑推断是学习的要素之一

Ruldoph 2007

➢ 反思（Reflection）或自省有助于学员省视自己的行为并以此自我更正

Schon (1983)



Debriefing中核心环节---反思的重要性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Debriefing中核心环节---反思的重要性

➢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知道

…You lead me on by means of things I know, point to things 

that resemble them, and persuade me that I know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had no knowledge of.”

你通过我所知和类比引领我，说服我知晓我所不知

（色诺芬《经济论》）



Debriefing的价值

➢ Debriefing是模拟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 导师对学员表现的期望水平与观察到的水平进行含蓄的比较

➢ 发现表现不足之处

➢ 导师积极地尝试帮助学员填补知识与技能的不足之处

➢ 在导师的引导下，学员回顾发生的事件，进行反思，给予学员反馈，

帮助学员在思维层面认识到发生事件的根本原因，从而促进学员行

为的改变



Debriefing的理论基础：
体验式学习理论（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

大卫·库伯
（David Ko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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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iefing-How？Topic 3



问题理想
标准

现实
状况

Debriefing-回顾-反思-反馈-发现问题明确任务



影响Debriefing质量的因素

学习目标

团队vs个人

可用空间

中途

暂停反思

事后

立即反思

可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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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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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ohn O’Donnell, Debriefing in Healthcare Simulation: Helping 
Faculty Develop Skills 2018年香港大学工作坊



有效Debriefing的策略—INACSL最佳实践标准

1. Debriefing由胜任Debriefing流程的人员来进行

2. Debriefing在利于学习，支持保密性、信任、开放式

交流、自我分析、反馈和思考的环境下进行

3. Debriefing由模拟期间集中注意力观察并能进行有效

Debriefing的人员来引导

4. Debriefing应基于有目的性的Debriefing理论架构进行

5. Debriefing与模拟体验的目标和结果一致

INACSL Standards Committee (2016, December). INACSL standards of best practice: SimulationSM Debriefing. Clinical Simulation in 
Nursing, 12(S), S21-S25. http://dx.doi.org/10.1016/j.ecns.2016.09.008.



Debriefing的要素

目标

内容

人员

时间

时机
地点

方法

架构 Debriefing



1.Debriefing的目标与内容的确立

1. 内容（What）：

• 知识（K）、技能（S）、行为与态度（A）

2. 与模拟案例预设学习目标（learning objectives）保持总体一致

3. 剧本运行中新出现的不足/差距

• 与学习目标有关 纳入本次Debriefing

• 与学习目标无关或关联度不大 记录并找其他机会处理

4. 讨论Debriefing的反应期暴露的问题



2.参与Debriefing的人员

1. 引导讨论的人（Who）

a. 导师引导：

• 一位导师

• 多位导师协同引导（co-debriefer）

a. 学员引导：需要培训与工具

2. 参演者

3. 观摩者：视而不见的情况如何处理？



Debriefing的时机与时间
1. Debriefing的时机（When）

a. 模拟案例结束后立即进行Debriefing（Post- Scenario Debriefing）
• 最常见、使用最多

• 常有预先设计与安排

• 有充足的观察时间

b. 案例中（In-Event）模拟暂停（Simulation Suspended）
• 在指定好的时间点暂停案例，Debriefing后继续案例

• 充分规划整体模拟与Debriefing，按照计划进行，Debriefing中的提问经过事先设计

• 相对少见

c. 模拟冻结（Frozen）
• 观察到明显不良表现时，为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而进行的未经预先设计的案例终止

• 避免出现尴尬

• 强调教学



3.Debriefing的时机与时间
2. Debriefing的时间长度：

• 根据教学目标/内容与学员层次决定

• 没有绝对的时间计算公式

• Debriefing时间会随着学员能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少，但绝不会出现不需要
Debriefing的时候

学员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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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 专家

图片来源：迈阿密大学戈登医学教育研究中心



4.Debriefing的地点

1. In-situ 原位

• 场景干扰

• 下一个剧本准备延迟

• 整理房间会让学员分神

• 每个人可能都还站着，这样不会太舒服

2. 另一房间：“出戏”



4.Debriefing的地点



4.Debriefing的地点



5. Debriefing的方法架构：做好准备

➢ 确定使用一个Debriefing框架

➢ 提前准备好一些Debriefing脚本（scripted debriefing）

➢ 多次演练

➢ 做好模拟前的简介（briefing）环节

• 建立某种联系与信任的时期

• 缓解对未知的压力

• 直接影响学员如何融入到模拟中

• 影响debriefing质量

模拟体验前不对学员进行简介其危害堪比模拟后不进行debriefing！



《模拟Debriefing口袋书》（中文翻译版尚未出版）

5. Debriefing的方法架构：不同的模型

本质上是在执行
库伯学习环

➢ 三阶段模型：
• 反应、分析/理解、总结

• RUST模型

• GAS模型

• 3-D模型

• “钻石”模型

• 3-R模型

➢ 多阶段模型：
• Mitchell模型、四个E、

GREAT、TeamGAINS、
DEBRIEF、LEARN、
DML



GAS-Debriefing模型（结构化支持性，SSD）

Gather （时间比例25%）

• 释放学员的压力

• 通过倾听学员的议论，发现和提炼讨论的要点

• 范例问题：

1. 你感觉怎么样？

2. 刚才发生了什么？

3. 请你回顾一下刚才的经过？



GAS-Debriefing模型（结构化支持性，SSD）
Analysis（时间比例50%）

• 回顾观察到与期望的表现间的差距，并对差距给予反馈

• 探明导致差距的深层原因

• 通过对话与讨论消除差距

• 范例问题：

1. 我注意到……

a.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b. 你对……感觉怎么样？

c. 当发生……你是怎么想的？

d. 我理解，但是请谈谈刚才演练中……的问题。

2. 应对冲突

a. 让我们再明确一下，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怎样做对患者正确



GAS-Debriefing模型（结构化支持性，SSD）

Summary（时间比例25%）

• 学员自己从模拟学习中总结提炼收获

• 范例问题： ：

1. 自己觉得做的好的部分

2. 可以改进的部分

3. 哪些可以应用到今后的临床实践



Debriefing的模型与其特点
1. 优点/改变（Plus/Delta）

• 优点：易用、能快速发现很多要点

• 缺点：可能忽略掉了其内在原因；要点太多，不能都涉及，跑题

2. 指令性反馈（Directive Feedback）
• 优点：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适用于知识（K）和技术（S）的问题

• 缺点：学员参与少，缺乏沟通讨论，难以挖掘深层次原因

3. （好奇-）主张-探询（(Curious-)Advocacy-Inquiry，AI）
• 哈佛大学-波士顿CMS发明，开诚布公地Debriefing（Debriefing with 

good judgement）

• 优点：可挖掘深层次，高度互动，容易促进学员行为改变

• 缺点：耗时长，精力消耗多



Debriefing的模型与其特点

4. 迂回提问（Circular Questioning）

5. 音视频辅助Debriefing（Audio/video-assist Debriefing）

6. 行动后回顾（After Action Review, AAR）

7. 假设法（What If）

8. 其他……

Debriefing过程中常综合使用各种Debriefing模型与方法



总体特点

指令性反馈 Plus /delta 主张-探询

导师为中心
导师引导

学员为中心
导师引导或学员自导

学员为中心
导师引导

导师角色
作为导师，积极提供指导，提供正确

的信息、解决方案，并弥补不足
提问，弥补大部分不足 提问，想要了解行为背后的原

因(心理框架)。

学员角色
被动的，很少或没有机会互动 积极参与，给予大多数解决方案 非常积极的参与，提供解决方

案，弥补所有的不足

反馈的基础
根据观察提出大体的结果 确定预期的和现实发生的之间的区

别
确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学员）

优势
快速

解决知识或技术问题

快/容易实施
学员驱动/多种解决方案

互动

学员驱动
探索学员个体的意图和框架

非常互动

缺点

对行为的意图或理由不作任何探索
有倾向于判断的风险

学员没有参与
沟通中没有讨论

很难跟踪进程
对行为的意图没有探索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可以使用的
情景和领域

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
适用于解决知识和技术问题

已经分配了一些时间来进行汇报，
并且导师仍然能够及时结束汇报的
范围广泛的方面(认知/行为/技术)

充分的时间分配给反思讨论，
这样导师可以花一段时间来引
导学员进行反思，涉及主要的

知识/认知和行为问题

三种常用Debriefing的模型的比较



PEARLS模型的各个环节



困难的Debriefing情况

➢ 困难的Debriefing情况（Difficult Debriefing Situation）——

挑战性学员

• 害羞（安静、沉默寡言）的学员（未激活的）

• 心不在焉的学员（未激活的）

• 喜欢主导话语的学员（激活的）

✓ 见地、知识水平较差

✓ 见地、知识水平较好

• 情绪化的学员（激活的）

• 抵触的学员（激活的）

困难的不是Debriefing或学员本身，
而是debriefing当时所处于的情况



困难Debriefing情况的应对



困难Debriefing情况的应对



Debriefing的引导讨论技巧
➢ 创造并维持让学员参与的安全学习环境

• 介绍：老师、学员和学习环境

• 定好基调：专注于学习，而不是找错误

• 提开放性的问题、邀请学员参加讨论，激励规则，引发兴趣

• 真正的聆听：反馈&8秒钟原则

• 尽量由学员来判断对错

• 通过提问，让学员自己思考发现优点和问题，进而改进

• 利于学习，支持保密性、信任、开放式交流，自我分析、反馈和思考

➢ 导师控制讨论的内容及方向：围绕教学目标



Debriefing—Who？Topic 4



Debriefing导师的角色

➢ 是引导者、激励者与促进者

➢ 以语言及非语言方式参与讨论

➢ 是讨论学习流程的维护者

➢ 危机处理者

➢ 反馈与总结者

➢ 教导者

➢ 领导者

➢ 是非评判者

➢ Debriefing导师

• 需要基础培训、不断练习实践、持续教育学习、Debriefing技能维持



下列哪位导师进行Debriefing的能力更强？
教学年限 授课对象 接受师资培训 教学角色

A
7年

本科
毕业后

临床从业人员

基础课程
+

进阶课程

给其他老师反馈
+

接受其他老师的反馈

B
10年 本科 基础课程 接受其他老师的反馈

C
20年

毕业后
继续教育

无正式培训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反馈



Debriefing导师的成长

成熟期成长期发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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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iefing导师的成长

发现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决策制定 按照规则执行 模式识别 凭直觉

复杂管理 几乎无法应对 刻意性应对 能充分适应

知识基础 基本 良好 充分

关注内容
证据、方法

心理安全
所用工具

学员、情绪
协同引导

各方各面



Debriefing-How much？Topic 5



DASH-Debriefing评价工具

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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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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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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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小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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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最重要的技能？收获？



临床医师→ 临床教师→精准有效教学→教育专家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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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用心与您分享--因为--明天，你将用心培养能照顾我们的明日良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