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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在 ICU 护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1 月在医院 ICU 实习的护生 93 人进行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培训，并评价培训及教学效果。
结果

培训后，ICU 护生简易呼吸气囊的使用、人工气道吸痰、心电监护、口腔护理、中心静脉压测量以及呼吸

机管路安装及参数设置等操作考核成绩均有较培训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且专科生在培训后
简易呼吸气囊的使用操作得分优于本科生（P>0. 05），其余操作考核成绩本科生与专科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 05）。护生对于带教满意度较高。结论

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可提高护生在 ICU 的实践能

力，增强适应 ICU 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实用型护理人才。
关键词：院校联合；临床教学；ICU；护生；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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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multi-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hospitalschool joint teaching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ICU）.
Methods Totally 93 nursing students were trained using multi-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hospi⁃
tal-school joint teaching，and the training and teaching effect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train⁃
ing，the operation evaluation results of simple respiratory balloon，artificial airway sputum suc⁃
tion，ECG monitoring，oral care，central venous pressure measurement，ventilator tube installa⁃
tion and parameter setting of ICU nursing students were improved（P＜0. 05）. The operation
score of simple respiratory balloon of nursing students from vocational school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P＜0. 05），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st of opera⁃
tion evaluation results（P>0. 05）.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with teaching was high.
Conclusion The multi-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hospital-school joint teaching can improve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ICU，enhance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ICU，im⁃
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and help to cultivate practical nursing talent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times.
KEY WORDS：hospital-school joint；clinical teaching；intensive care unit；nursing students；
nursing education

基金项目：昆明医科大学教研教改项目（2019-JY-Y-107）
通信作者：吴志群，E-mail：95436864@qq. com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2 ·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重症监护病房（ICU）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护

化：培训后由学生在模拟人上进行量化操作并考

理实习生（以下简称护生）尽早适应 ICU 并成功进

核，考核成绩＞85 分为及格，考核次数依据 ICU

行临床实践的困难性。ICU 是集患者病情危重，

的操作频率而定，即简易呼吸气囊的使用、口腔护

维持生命仪器多、护士工作压力大且繁忙的科室，

理、中心静脉压测量成绩合格次数>10 次，人工气

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护生在短暂的实习时段内

道吸痰成绩合格次数>20 次，呼吸机管路安装及

掌握常见的急危重症护理操作及护理知识的要

参数设置成绩合格次数>5 次方可进入 ICU 进行

求 ，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适应 ICU 护理工作，对

临床实践。

［1］

患者的病情变化做出判断并给予护理一直是
ICU 护理教学的研究内容 。
“ 致力于教育的病
［2］

1. 3

观察指标

1. 3. 1 重症医学科护生量化考核：根据“50 项

房”
（DEU ）教学法是澳大利亚某大学提出的一种

技能操作考核评分表”的评分标准对护生简易呼

教育理念，是指利用高校与临床资源营造一个改

吸气囊的使用、人工气道吸痰、心电监护、口腔护

进护生学习的环境，此教学法被推广应用，并在带

理、中心静脉压测量以及呼吸机管路安装及参数

教中结合多元的教学方法使护士的带教质量得到

设置等操作进行考核。

1. 3. 2 护理实习生满意度调查：自制实习护

［3］

了有效提高 。近年来，国内也开始运用基于院
［4-5］

校联合的教学模式

。本研究综合目前已有的

生对教学满意度调查表，包括入科培训、教师的理

带教方式并结合 ICU 环境的特点，旨在探究基于

论教学能力、教师的操作教学能力、教师的教学态

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在 ICU 护生临床实习教
学中的应用，建立适合我国 ICU 护生的临床实践
教学模式。科室对 ICU 护生采用基于院校联合
的多元培训方式，使理论与临床护理工作脱节问
题得以解决，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7 月—2020 年 1 月 ICU 实习护

生 93 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本科 58 人，专科 35
人；女生 85 人，男生 8 人，实习时间为 4 周。
1. 2

方法

本研究不另设对照组，采取自身前后对照的

方式评价此次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的效
果。对 93 名进入 ICU 实习的护生采用基于院校

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进行培训。①早期接触 ICU

环境：学生见习期及早安排《急危重症护理学》9

度、人文关怀等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有非常
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5 个
选项。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 0 软件，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

分位数间距）
［M（IQR）］表示，采用 Wilcoxon 秩和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
检 验 水 准 α =0. 05，P＜0. 0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义。

2
2. 1

结果
护生操作考核成绩
本研究结果显示，进入 ICU 实习的护生经过

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培训后，简易呼吸
气囊的使用、人工气道吸痰、心电监护、口腔护理、
中心静脉压测量以及呼吸机管路安装及参数设置
等操作考核成绩均有显著的提高，培训前和培训

课时的见习课，本课程由课题组专家甄选具有“危

后 的 得 分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 05）。

多元化：在带教过程中融合以问题导向的教学方

2. 2

重症专科护士”资格证的双师型教师负责；②培训

法（PBL）、以案例分析为基础的教学法（CBL）、情

见表 1。

本科与专科生的操作考核成绩对比

对本科与专科生的操作考核成绩进行对比后

景模拟、医护多学科合作教学法对 ICU 常规护理

结果显示，在简易气囊的使用上，专科生在培训后

操作如简易呼吸气囊的使用、人工气道吸痰、心电

简易呼吸气囊操作成绩提高幅度优于本科生（P<

监护、口腔护理、中心静脉压测量以及呼吸机管路
安装及参数设置等进行授课与操作示范，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模拟现场情景教学，录制教学
视频，要求护生反复观看并提出问题，讨论、分析、
总结，促进护生综合认知思维能力。③考核规范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0. 05）。见表 2。
2. 3

满意度评价

护生在 ICU 实习结束后，对 ICU 的带教模式

大部分均表示非常满意，但在科研能力、双语教学
能力方面护生的非常满意率相对不高。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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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护生临床实践培训前后操作考核成绩比较［M（IQR）］分

操作名称

培训前

培训后

Z

P

简易呼吸气囊的使用

83. 00（5. 27）

93. 00（4. 00）

-8. 24

<0. 001

85. 75（5. 64）

94. 00（3. 00）

-8. 23

<0. 001

85. 00（5. 52）

人工气道吸痰
心电监护

84. 40（5. 25）

口腔护理

85. 00（6. 46）

中心静脉压测量

84. 00（7. 14）

呼吸机管路安装及参数设置
表2

94. 00（3. 50）
93. 00（3. 00）
94. 00（5. 00）

-8. 23
-8. 32
-8. 31
-8. 29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操作名称

本科

专科

Z

P

简易呼吸气囊的使用

9. 00（6. 25）

11. 00（0. 50）

-2. 05

0. 04

7. 00（4. 02）

7. 10（5. 50）

-0. 05

0. 96

7. 32（4. 76）

心电监护

9. 27（4. 05）

口腔护理

8. 59（5. 79）

中心静脉压测量

9. 50（4. 71）

呼吸机管路安装及参数设置
表3

7. 00（7. 67）
8. 50（5. 30）
8. 60（6. 13）
8. 00（8. 00）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入科培训

69（74. 19）

23（24. 73）

1（1. 08）

38（40. 86）

51（54. 84）

4（4. 3）

21（22. 58）

1（1. 08）

教学查房
课内小讲座
教师理论教学能力
教师操作教学能力
教学态度
科研能力
双语教学能力
人文关怀

46（49. 46）
48（51. 61）
71（76. 34）
80（86. 02）
80（86. 02）
27（29. 03）
22（23. 66）
73（78. 49）

-0. 13
-1. 10
-0. 11
-0. 96

0. 89
0. 28
0. 92
0. 34

护理实习生满意度调查评价表［n（%）］

调查项目
科室实习环境

3. 1

93. 00（3. 00）

本科与专科护生培训前后临床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差值比较［M（IQR）］

人工气道吸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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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4. 09）
41（44. 09）
13（13. 98）
12（12. 90）

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是一提高 ICU

护生的操作能力的有利方法，这与余丽霞等［5］对儿
科护生实施院校联合模式带教提高了学生的理论
与操作能力结果一致。专科生在培训后简易呼吸

0

0

0

0

1（1. 08）

2（2. 15）

本科和专科 ICU 护生的操作能力

0

4（4. 3）

18（19. 35）

基于院校联合的多元教学模式可明显提高

0

1（1. 08）

13（13. 98）

讨论

非常不满意

5（5. 38）

53（56. 99）
56（60. 22）

不满意

15（16. 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适应不良或恐惧而没有进入角色，不敢动手操作。
郝彬等［7］对进入 ICU 实习的 17 名护生进行质性访

谈后，发现护生 ICU 临床实践中会出现心理恐惧、
专业理论与实践脱节、自主学习能动性缺乏等问
题，实习生进入 ICU 时存在恐惧的心理、理论与实
践脱节的问题影响其临床实践的效果和质量，本
研究利用院校联合办学模式即医院与学校联合的
优势，使学生尽早接触临床环境，解决护生理论与

气囊操作成绩优于本科生，
这可能与本次纳入的研

实践的脱节问题，有利于培养临床所需的素质高

究对象专科生占比少，
或者是专科生在校的培养更

和创新能力强的护理人才［8］。Laurence 等［9］认为

注重操作技能有关，
其余几项操作成绩本科生与专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需要在临床实践教育者和

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提示此教学模
式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其对于学历并无要求。

学校讲师等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目前 ICU 对于实习生的临床实践并未探索到

临床实践对护理学生的教育至关重要，有学

一种规范而有效的教学模式，而临床教学的不科

者认为 ICU 是最佳的临床实践环境，在这里学生

学及不规范很难使学生掌握 ICU 的专科知识及技

可练习到许多重要且难度大操作，从而增强学生

术，达到临床实践要求，所以在教学模式中应实现

对护理实践的信心，但 ICU 对专业技术要求高、工

多元化，改变传统的带教老师单纯灌输知识的方

作量大、抢救多［6］，在这种高压力环境下护生会因

式，采用 PBL、CBL、情景模拟、医护多学科合作等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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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及主动学习的教学法进行
［10］

带教，郝敬荣等

研究也证明了采用以问题和案

例为导向的带教方法调动了护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升了实践能力。在教学中采用真实的临床案例
并进行情景模拟，使护生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
进行操作，在学习新的高风险能力时不会对患者
造成伤害，可以及时提出问题并获得直观的示例，
增加自信心和适应力［11］，让学生参与到实践和学
习中，达到短时间内高效的掌握知识，基本的操作
掌握后才能为未来的就业提供保障。
3. 2

基于院校联合培养的多元教学模式能促进

教学相长

广到其他科室。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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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ICU 护生的临床操作能力，提升了 ICU 带教
质量，增加了护生的临床实践满意度，但本研究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学生进入 ICU 的时间不一
致，实习科室最后是 ICU 的护生可能在其他科室
已实践过本研究所培训的这些操作，以及样本量
少、未设置对照组。接下来的研究将增大样本量，
优化培训方案及改进评价方法，将此教学模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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