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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 模式在常态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护理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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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究。方法

探讨 CDIO 模式提升常态化下以新型冠病毒肺炎疾病护理需求为导向的专项护理培训的效果研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制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项护理 CDIO 专项护理培训教学方案、包括

项目构思、项目设计、项目实施、项目运作等对护理人员进行理论、专项护理技能、临床综合实践能力培训。结
果

培训后护理人员理论、专项技能、临床护理能力显著提高（P <0. 01 或 P <0. 05）。结论

采用 CDIO 教学

模式对新型冠病毒肺炎疾病进行专项护理培训，有利于护理人员更好地掌握专科技能及相关知识，全面提升
其综合护理能力，使护理人员能尽快适应当前的护理形式。
关键词：CDIO 模式；以疾病护理需求为导向；新型冠病毒肺炎专项护理培训

Application of CDIO mode in nursing training of
normalized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ANG Bei，WANG Fengmei，ZHAO Qiaozhen，WANG Qi，
ZHOU Jian，CHENG Jingjing，LI Jianing
（Department of Nursing，Jiangsu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iangs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Nanjing 21002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DIO mode to improve the special nursing
training oriented by the nursing needs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disea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rmalizatio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a special nursing train⁃
ing program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for CDIO was developed，including project concep⁃
tion，project design，project implementation，project operation，etc. to train nursing staff in theo⁃
ry，special nursing skills，and clinical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bility. Results The theory，oper⁃
ation assessment，special skills and clinical nurs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P <0. 01 or P <0. 05）. Conclusion Using CDIO teaching mode to
carry out special nursing training fo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disease is conducive to nursing
staff to better master specialized skills and relevant knowledge，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nursing ability，and enable nursing staff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nursing form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CDIO pattern；disease-based care needs-oriented；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special care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护理专项培训中，我院采用传

性，已在全球范围内传播，WHO 将新型冠状病毒

统教学中侧重于以“教师为中心”，通过带教老师

［1］

肺炎列为“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在前期的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相关知识讲座和个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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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用 品（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操 作
示范，护理人员被动接受理论传授和操作模仿。
当护理人员被派往疫区开展工作时，也仅仅是机
械完成护理操作，短时间其主观能动性未能得到
激发，护理人员培训后的专科知识体系的掌握和
临床实践结合的磨合期延长，不能满足临床实践
能力的培养和发展的需要。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诊疗护理特

点，2020 年 7 月 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出台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进一步
提高院前医疗急救应对能力的通知》中要求各级
医疗单元“继续做好医护人员防护整合呼吸、重症
［2］

等相关科室，迅速开展救治，提高救治效率” 。
2021 年 4 月 29 日以来 ，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3］

化 ，境内疫情总体呈零星散发状态，局部地区出
现散发病例引起的聚集性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
［4］

弹的压力仍然存在 。因此，为了培养护理人员
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促进护理人员将系统化专
科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提高临床综合素
养，迫切需要探索一种合理的临床教学模式，构建
［5］

士 16 名，占 32. 00%；护师 25 名，占 50. 00%；主管

护师 8 名，占 16. 00%；副主任护师 1 名，占 2. 00%。
能 级 ：N1 级 20 名 ，占 40. 00%；N2 级 24 名 ，占

48. 00%；N3 级 6 名，占 12. 00%。轮转经历：重症

监护室/急诊重症监护室 19 名，占 38. 00%；呼吸科
10 名，占 20. 00%；急诊科 11 名，占 22. 00%；轮转
多科 10 名，占 20. 00%。婚姻状况：已婚 24 名，占
48. 00%；未婚 26 名，占 52. 00%。纳入标准：①所

在科室为呼吸科、重症监护室、急诊重症监护室，
或曾在上述科室轮转 1 年以上；②年龄＜40 岁；③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实

习、进修、产假或休假护理人员；②各护理单元护
士长。
1. 2

1. 2. 1

方法
前期调研

我院护理部 2020 年 2 月，对首

批到武汉支援的护理人员出发前进行有关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疾病相关知识和个人防护用品操作使
用培训现状及培训需求调查，结果发现：①培训师

资基本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控制专业人
员，更多的培训重点放在个人防护用品操作的使

新颖的带教方法 。

用和环境的消毒隔离上，对于参与临床护理的相

皇家工学院研发的 CDIO 工程教育模型，CDIO 即

平参差不齐，影响培训效果；③课程设置未进行集

CDIO 模式源于 2000 年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

构 思（Conceive）、设 计（Design）、实 现（Imple⁃
ment）、运作（Operate），它从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
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
联系的方式学习知识，注重提高学生人际沟通能
［6-8］

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在教学主体上，该模式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参与项目的构思、设计、
实施、运行，从而将所学理论知识转变为解决问题
的工具。由于 CDIO 理念对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
人才培养具有明显成效，已被广泛应用于应用型
人才培养领域。
我院借鉴 CDIO 模式进行以专科疾病需求为

关技能培训未能涉及；②培训老师、学员的专科水
体备课及预试验评估，存在着操作要领、程序、手

法不规范不统一；④考核无统一的评分表，考核结
果主观性强，其客观性及信度受到影响。为解决

以上问题，我院护理专项培训组在护理部的支持
下于 2020 年 2 月引进 CDIO 教学模式，实施重症
监护室或急诊重症监护室短期轮转和考核方案。
1. 2. 2

组建教学团队

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专项教学培训小组，通过自愿报名和技能筛
选的形式招募教学老师 12 名。培训小组下设危

重症专科培训分组 10 人和感染控制培训分组 2
人。其中危重症专科培训分组由重症监护室、急

导向的护理培训课程设计，对护理人员实施新型

诊重症监护室两名护士长负责，承担学员危重症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培训，取得良好效

专科临床护理技能的理论和考核；重症监护室、急

果。现报道如下。

1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2 月至 4 月我院 50 名护理人员为

研究对象。年龄 22～38（29. 60±4. 21）岁，均为女
性 。 学 历 ：中 专 1 名 ，占 2. 00%；大 专 22 名 ，占
44. 00%；本科及以上 27 名，占 54. 00%。 职称：护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诊重症监护室另分别配备危重症专科护士 4 名，
负责危重症专科临床护理技能临床培训。感染控

制培训分组由感染控制科科长承担（参与感染控
制相关课程设置和考核评分表的拟定），另 1 名

N3 级感染控制科护士负责个人防护用品操作技
术培训及情景考核。培训老师资质要求：①危重

症专科培训老师具有副主任护师及以上护理职称
或危重症专科护士资质；②在重症监护室、急诊重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症监护室或医院感染控制科工作＞5 年，且每年

修满相关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10 学时的理论和实践

课程；③护理部认定具备带教资格。培训开始前，
组织教学团队成员学习 CDIO 教学模式的教学理
念、教学过程及课程设计。

1. 2. 3 制订教学方案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的疾病特点和护理部教学大纲，
设定专项教学内

容及方法，
具体见表 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
［9］

用品使用范围指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重型、
［10］

危重型患者护理规范》 以及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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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医院2018 年11 月在腾讯视频上传的《医务人员职
业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操作视频［11］等规范的
带教重点设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项培训 CDIO

教学计划表，见表 2。 教学计划：培训周期为 2 周，
完成 95 学时的学习，
每一位学员必须从专科至专项
共完成4 个阶段的教学计划。 根据护理部教学轮转

表，
将同期参与培训的 2～3 名护理人员组成一个学
习小组，
期间要求学员轮流担任组长，
负责组内意见

的收集和组织讨论。护理部培训干事于培训开始当
日将表格发给带教老师和学员人手一份，
参课率要
求达到 10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项护理 CDIO 专项护理培训教学方案

项目

内容

相关知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国家抗疫政策、CDIO 教学思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等的护理评估、病情观察、治疗要点、护理措施、并发症的

专业知识

护理及中西医健康教育知识
个人防护用品操作、高流量氧疗、有创/无创机械通气护理、气囊测压护理、气管插管配合、拔除气管

专业技能

插管配合

考核

1. 2. 4

理论考核、专项操作考核

实施 CDIO 教学模式

第一阶段：项目构

思（Conceive）培训开始第 1～4 天（32 课时）理论

培训，授课老师通过制作多媒体课件，采用案例教
学法、小组讨论法等，传授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和危重症护理的相关知识。第 5～12 实践培
训中，5 名老师分别选择个人防护用品操作+高流
量氧疗护理、有创/无创机械通气护理、气囊测压

护理、气管插管配合、拔除气管插管配合 5 个新型
表2

项目

方法

课时

集中授课

3

CDIO 模式

30

CDIO 模式

56

笔试+现场考核

6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护理中常用的临床项目，将学
员分散安排至重症监护室/急诊重症监护室病区
进行实战训练，提前 3 天布置给学员。由学员通

过自主临床观察，然后在课堂上进行现场演示。
通过老师抛出问题，启发学员发现问题，引导学员
思考，课后自主查阅文献，构思解决方案。实践培
训项目案例，见表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项护理 CDIO 教学计划表

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1. 提 高 学 员 自 主 学 培训开始第 1～4 天理论培训，第 5～12 天实践培训中，5 名老师分别选择 5 个新型冠状 多 媒 体 教 学 、案

构思 习意识；2. 激发学员 病毒感染肺炎护理中常用的临床项目，提前布置任务给学员。由学员通过自主临床观 例 分 析 法 、小 组

设计

实现
运行

发散性思维

察，然后在课堂上进行现场演示。

讨论法

掌握疾病重点、难点

带教老师设计案例，学员进行练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个人防控 PPE 技术、高流量
氧疗、有创/无创机械通气护理流程及知识概念

学员独立完成临床
实践
总结并思考临床实
践中不足

带教老师指导学生参与患者管理，带领学员完成床边的实践操作
学员进行实践学习过程反思；带教老师进行教学反思

观 看 视 频 、现 场
演示、模拟训练、
问题纠错
临 床 实 践 ，带 教
老师及时指点
微 信 群 互 动 、学
习结束前考核

第二阶段：项目设计（Design）带教老师根据

频、现场演示、模拟训练、情景回放、问题纠错等方

新冠肺炎疾病的特点，融入护理的重点和难点问

式完成教学。学员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进行自主

题，把所有的知识、技能进行结合设置数个案例，
涵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发生发展的各个时

选择，分为 6 个小组，每组 8～9 人，小组自选组长，
实现学习期间统筹管理。依照项目分工，进行采

期，包括患者从入院至出院的整个护理过程的关

集病史、收集资料、体格检查。学员通过交流讨

键环节，组织学员进行模拟练习。 通过观看视

沦，借助教科书、文献查检等渠道进行自主学习，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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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寻求答案。模拟训练由学员 2～3 人一组，扮演

医生、护士和患者，进行角色体验，完成技能的演
练，进行自我评价和互评，指出模拟训练中缺陷，

分，考核合格分 80 分。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资料录入，SPSS22. 0 统

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点评，对关键性操作流程和

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人数、百分

知识点进行指导；观看视频、问题纠错等方法辅助

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描述，组间比较

护生理解，老师作为辅导员，学员扮演新冠肺炎患

采用 t 检验。

者参与分析讨论，答案由学员讨论揭示，带教老师

2

起到引导作用，最后根据学员的答案，形成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个人防护用品、高流量氧疗、有创/无
创机械通气护理等的正确流程或知识概念。

结果

2. 1

表1

第三阶段：项目实施（Implement）带教老师指
导学生参与患者管理，
完成床边的实践操作。每位

学员负责护理 1～2 名患者，
运用前期所学的知识，

理论、操作考核成绩提高（见表 1）

培训前后护理人员理论、操作考核成绩比较（分，x±s）

项目

人数（n）

理论考核成绩

操作考核成绩

培训前

50

89. 19±6. 78

88. 93±5. 83

培训后
t值

对患者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独立护理，
完成各

项危重症护理操作及健康教育，
每天护理工作完毕，
学员进行自我评价，
带教老师点评，
逐步完成第一、

2. 2

第四阶段：项目运作（Operate）临床实践学习

高流量氧疗护理

B. 临床实践学习过程中每天 8 h 实践班次结束，

无创机械通气护

临床带教导师通过微信群互动解答培训对象案例

理

护理中的焦点问题。

有创机械通气护

效果评价

理

理论考核

气囊测压

培训前后采用统一闭卷形式

气管插管配合

对护士进行理论知识考核，试卷从国家卫生健康

拔除气管插管配

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 1
～6 版中随机抽取相关内容。重点围绕新冠病毒
肺炎疾病流行病学特点、症状、治疗、防控等知识
为主。考卷采取百分制，以 80 分为合格。题型为

合

2. 3

表3

单选、不定项选择、多选。试卷批改全程保密，由

教学组成员集体按照标准答案进行评卷，专人负
责审核并签字。
1. 3. 2

项目
临床思维能力
病情观察评估能
力

技术、高流量氧疗护理、无创机械通气护理、有创

专业知识点掌握

机械通气护理、气囊测压、气管插管配合、拔除气

人际沟通能力

实践能力项目为临床思维能力（25 分）、病情观察
评估能力（15 分）、专业知识点掌握（20 分）、专项
护理技能（30 分）、人际沟通能力（5 分）、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能力

3
3. 1

0. 005

培训前（n=

培训后（n=

50）

50）

95. 69±3. 66 82. 11±6. 06

t值

P值

11. 327 0. 003

82. 75±4. 99 50. 15±19. 04 27. 392 0. 005
84. 79±6. 02 65. 00±14. 77 31. 251 0. 007
83. 63±5. 04 61. 00±15. 87 30. 269 0. 003
85. 79±5. 32 60. 92±18. 83 23. 168 0. 007
84. 48±6. 00 60. 88±17. 88 21. 655 0. 006
84. 29±5. 61 60. 02±17. 33 19. 634 0. 005

培训前后护理人员临床综合实践能力各维度得分比较
（分，x±s）

①

管插管配合。
。 ②临床综合实践能力：自行设计床

6. 104

临床综合实践能力提升（见表 3）

专项护理技能：采用实景案例考核内容包括：PPE

专项护理技能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

0. 006

80. 31±8. 27

培训前后护理人员专项护理技能成绩比较（分，x±s）

PPE 技术

对象对案例护理中不懂的内容，对问题进行分类。

1. 3. 1

7. 377

专项护理技能成绩提高（见表 2）
项目

结束前，通过两种形式调研培训效果 A. 征集培训

1. 3

81. 12±11. 33

P值

表2

二阶段的知识点和技能向临床实践的融合。

50

培训前（n=

培训后（n=

50）

50）

t值

P值

84. 13±4. 65 62. 63±14. 70 19. 322 0. 007
85. 40±5. 79 67. 23±15. 11 20. 687 0. 002
84. 50±5. 02 66. 44±13. 49 21. 326 0. 005
88. 65±4. 26 81. 90±9. 64
87. 81±4. 04 81. 04±8. 98

7. 012 0. 004
5. 398 0. 006

讨论
CDIO 模式可提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护

能力（5 分）。考核小组由护理培训小组培训前后

理技能水平

独立评分，操作成绩结果为 3 名老师给出的平均

成绩明显高于培训前（P <0. 01）；表 2 显示，培训

对护士进行一对一考核，每组考官 3 名，每人进行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本研究表 1 显示，培训后护理人员理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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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专项护理技能成绩显

救护能力总体掌握水平不高［22］。

式可提高护理人员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掌握率

炎因病毒导致的全球范围内传播性灾害的护理人

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CDIO 模式，是运用“做中

员专项技能实训教学中，不仅可提高护理人员新

学”的理论和“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方法，让培训对

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理论知识和专科技能成

象运用全部感官“望、闻、问、听”，主动探究问题的

绩，还能让护理人员尽快适应当前护理形式，全面

著提高（P <0. 01 或 P <0. 05），说明 CDIO 教学模

［12-14］

答案，在探究中逐步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

。

综上，将 CDIO 模式应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提升其综合护理能力。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培

文献报道，护理教育专家成功的将 CDIO 模式运

训，促进专项护理领域专业人员的快速成长，尤其

用于护理实习和基础教学阶段，以及危重症烧伤

在面临此次全球化的新型冠病毒肺炎感染的防护

。我院护理部借鉴 CDIO 模式的

［15-17］

护理培训中

特点，强调“以培训对象为中心”，主张“基于项目
学习”，培训对象在接受培训过程中积极参与项目
的构思、设计、实施、运行，坚持并贯彻将所学理论
知识转变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为特点的教学方法。
围绕以新型冠病毒肺炎疾病护理需求为导向的培
训特点，引进 CDIO 模式，将重症病区轮转就成为
本次专项护理培训的核心，模拟并设计培训项目，
使培训对象犹如身处疫情核心区域实施主动思
维，在实践中提升了专项护理技能水平。

3. 2 CDIO 模式培训并提升护理人员综合实践能力

表 3 显示，培训后综合实践能力各维度得分

显著提高（P <0. 05），说明 CDIO 模式与传统教学
模式的区别在于，其教学设计由“传授知识”转向
“引出活动”，教学目的由“完成教学任务”到“促进
［18-19］

学生发展”

。本次临床带教导师选拔中侧重

于相关专业领域一线护理骨干，侧重于专业护理
能力包括临床实践操作能力、疑难问题处理能力、
专科继续教育学习状况等，同时关注入选师资的
人际交往、组织管理、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对相关
政策法规及伦理的理解和专业钻研精神等相关特
质［20］。教学情景落脚于危重症病区，通过病例讨
论、情景模拟演练、现场操作实践、观看操作视频
等多种形式。教学管理者可以运用多种教学形式
激发培训对象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培训对象学习
的主动性，通过培训对象间主动的探讨、研究、协
作解决问题，增强学生的成就感，使学生乐于学
习［21］。CDIO 模式的开展，令培训对象对专业知
识点掌握能力、病情观察评估能力和临床思维能
力显著提升。

4

小结
目前而言，我国尚缺乏科学、统一的灾害护理

教学标准、量化评估及认证标准的培训体系，对灾
害护理教学及培训建设尚未完善，护理人员灾害

和康复护理问题时，实现创新型护理人才的培养，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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