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MPT Flex 系列及其模块是
与临床医生合作设计，人体 解剖 
结构精准，可帮助训练和练习正
常分娩和难产（包括肩难产），
从而改善分娩期间母婴状况。

PROMPT FLEX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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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从未如此逼真



PROMPT FLEX 标准版和高级版 
是独立的任务训练模型，包含 

具有关键解剖特征的产妇和婴儿 

PROMPT Flex 
增强版婴儿肩关节和髋关
节 的铰接范围非常逼真， 
并且胸腰椎部位可弯曲。

* 仅限标准版

PROMPT Flex 
产妇的特征包括女性骨盆、

弹性产道、扩张宫颈、
柔软逼真的骨盆底和有关节

的大腿。 

有关节的大腿

可拆卸的
扩张宫颈

耻骨

IM 注射

女性骨盆

*



模块化设计赋予这个平台真正的灵活性， 
可根据所需技能的需要纳入额外的训练。 

有两种不同的肤色可供选择

PROMPT Flex 标准版是全球分娩课程不可缺
的一部分，非常适合正常分娩和难产场景的
教学和练习。

设置简单，既适合课堂使用，也适合团队训
练，包括模拟患者的使用。它可以在很多分
娩体位使用，包括四肢着床和屈大腿法的体
位。

PROMPT FLEX - 标准版

此型号具有标准版型号的特征，但在婴儿内
增加了拉力监控，在执行肩难产练习时可测
量施加的拉力。 

可下载的软件在训练期间提供三个主要测量
参数：施加给婴儿头部的力、分娩期间做的
干预以及分娩婴儿所用的时间。 

PROMPT FLEX - 高级版

80200

80206

80100

80106

技能 8010680100

• 沟通和团队工作技能 (SP) ✓	 ✓
• 正常分娩 ✓	 ✓
• 臀位分娩 ✓	 ✓
• 肩难产管理 ✓	 ✓
• 器械（产钳和真空设备） ✓	 ✓
• 胎盘娩出 ✓	 ✓
• 脐带脱垂 ✓	 ✓
• 导尿管放置 ✓	 ✓
• IM 注射垫 ✓	 ✓
• 婴儿头部拉力反馈 ×	 ✓
• 带场景和力监控的应用程序 ×	 ✓

包装清单 8010680100

80120   产妇（+大腿）
80121   标准婴儿
80122   无线拉力监控婴儿
80123   胎盘
80124   用于 PROMPT Flex 的腹腔
80125   会阴和产道
80130   病床束带
10193 润滑剂
01000 带轮手提箱

✓		 ✓
✓		 ×
×	 ✓
✓		 ✓
✓		 ✓
✓		 ✓
✓		 ✓
✓		 ✓
✓		 ✓

* 不提供平板电脑

* 



PROMPT FLEX - 宫颈环扎术模块

8028080180

本模块是支持产科学员培养选择
性和紧急宫颈环扎术技能的理想
工具。  

额外模块 
适于标准版或高级版训练模型 

易于使用的设计提供逼真的宫颈向
阴道穹窿下降的运动，让学员能
够在宫颈尽可能高的位置进行环扎
术，从而支持学习 McDonald 技
术。

选择性 紧急

新



PROMPT FLEX - 宫颈扩张和消退模块 

宫颈扩张 
(1-10 cm)

胎儿位置 
（-3 至 +3）

这是一套完整的训练解决方案，可为分娩潜伏期
和活跃期的宫颈扩张进行评估和打分。 

8020280102

PROMPT FLEX - 剖腹产模块  

预切开腹腔

PROMPT Flex 剖腹产模块可使用预切开皮肤和可调
整子宫反复练习常规和更复杂剖宫产所需的技能，
包括头部嵌塞解除或横位。

8020380103

手术衬垫

对于学习实际剖腹产切口技能的学员来说，人体结
构精准的衬垫可用于练习执行横切（Joel-Cohen 
或 Pfannensti 切口）以及后续缝合。

为了进行全面的训练，我们设计了 6 个可更换的
宫颈（1-10 cm 不等）和羊膜以呈现逼真的宫颈
扩张和消退。 



此多功模型号可让学员学习如何执行会阴修复。一
个通用支架包含一个肛门括约肌修复模块和可选的
两个不同会阴修复模块以适应不同部位偏好。未切
开模块是额外选件，可满足定制的训练需求。 

会阴修复及会阴切开术 
可用作独立训练模型或 

与 PROMPT FLEX 搭配使用

重要标志清晰可见，有助于识别撕裂
的严重程度。可伸缩的外部肛门括约
肌可让学员识别和解剖肌肉层。 

图示包

6112361103

未切开模块

侧切

6112161101

6112061100

6112261102

中线

肛门括约肌

新



PROMPT FLEX - 产后出血模块

此模块提供子宫乏力和收缩的模拟，以便练
习管理产后出血。 

8020180101

会阴切开术训练模型模块

此经济高效的模型设计为在课堂上与会阴修复训
练模型搭配使用，从而确保获得有关会阴切开术
训练的信心。

6112461104

它提供可重复的训练，并包含图示包，可让学
员获得执行此程序的信心。

模拟血液流动和失血让学员有一种真正的紧迫感并提
供一种逼真的训练环境。 



临床报告显示，将 PROMPT 与有效的专业训练相结合：
 

可减少 50% 的脑损伤
可减少 45% 的学龄脑瘫
可减少产妇死亡 来源：https://www.promptmaternity.org/publications

PROMPT FLEX - 压迫缝合子宫

易于安装的模块包含所有必要的解剖部位，
让学员能够执行动脉结扎和子宫压迫。

与 80171/80271 预切开分娩皮肤搭配使
用，可提供理想的训练平台，反复练习
子宫压迫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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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PT Flex 适于在产科培训课程上使用，包括：

ACOG Course – ECO (Emergencies in Clinical Obstetrics) MORE OB (Managing Obstetric Risks Efficiently)

ALARM (Advances in Labor and Risk Management) - Canada PROMPT (PRactical Obstetric Multi Professional Training)

ALSO (Advanced Life Support in Obstetrics) PRONTO International

BEOC (Basic Essential Obstetric Care) REOT (Rural Emergency Obstetrics Training) 

BLSO (Basic Life Support in Obstetrics) ROBUST (RCOG Operative Birthing Simulation Training)

Care Team OB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 SCOTTIE (Scottish Core Obstetric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Emergencies)

CEOC (Comprehensive Essential Obstetric Care)
TeamSTEPPS (Team Strategies and Tool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Patient Safety)

MOET (Managing Obstetric Emergencies and Trauma)

8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