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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重症医学科护理实习生带教工作中应用基于循证的情景模拟结合以问题为基础（PBL）教

学法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9 月－2021 年 8 月到医院重症医学科实习的 65 名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实习生分为试验组（n=33）和对照组（n=32）。对照组采用传统临床带教方法，试验组采用基
于循证的情景模拟结合 PBL 教学法，对比两组护理实习生理论考核成绩、临床工作能力评分和对临床教学的
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理论考核成绩评分床工作能力评分和教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 05）。结论

以循证为基础的情景模拟与 PBL 教学法相结合，能够调动护理实习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自主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能力，提高实际临床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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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scene s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critical care for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65 nursing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n=33）and the control
group（n=32）.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l were adopte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critical care for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evidence-based scene s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rob⁃
lem-based learning were use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critical care for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study
group.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clinical practice skills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teaching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Scores of theoretical exami⁃
nation，clinical practice assessment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s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roblem-based learning is effective to arouse students’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improve the independent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clinical practice skills.
KEY WORDS：nursing student；clinical teaching；critical care nursing；evidence-based nurs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scene simul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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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危重症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变化快、危险程度

观看或者演练预先设计的场景，情景模拟中带教

高，因此危急重症护理对医护人员的理论知识和

老师根据教学大纲提出护理问题，护理实习生应

操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护理服务中，不

用循证方法进行文献检索、证据评价、开展小组讨

仅要求护理人员具备较好的常规技能，同时也需

论，形成护理计划并实施。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

［1］

要具备应对各种突发问题的能力 。以问题为基

讲解及评价，实习生根据此次情景模拟过程中的

础的教学（PBL），又称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着重

缺陷与不足，制定改进方案。

激发实习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实习生学习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激发实习生的创新性思维，在促进课
［2］

1. 3

观察指标

护理实习生在重症医学科实习 4 周，出科前

堂教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情景模拟教学法

统一进行理论考核并完成教学满意度调查。①理

依据教学任务及内容，创设接近实际工作或生活

论考核成绩：护理实习生出科前均参加理论考核。

的场景，使实习生融入场景中学习，带教老师指

理论考核由科室统一命题，采用笔试的形式，答题

导 、分 析 、做 出 总 结 的 一 种 虚 拟 实 践 性 培 训 方
［3］

法 。其以直观形象生动的方式，让实习生融入
到特定的情景中，加深实习生对系统理论的深刻
［4］

理解和对实际操作的感性认识 。循证护理教育
指运用循证护理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教学，结合临
床病例发现问题、搜寻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
执行护理计划并进行效果评价。通过证据的检索
与应用提高实习生自主学习的能力［5-6］。本文旨
在以循证护理教学为基础，将情景模拟与 PBL 教
学法相结合，观察此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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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重症医学科实习的护理实
习生 65 名为研究对象，均为全日制医学专科院校
学生，年龄 19~22 岁。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护理
实习生分为两组，对照组 32 名，试验组 33 例，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1. 2

方法

两组带教老师均获得医院带教教师资格证

书，具有 5 年以上重症医学科工作经验并取得主

管护师及以上职称。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以带教老师讲授理论知识为主要带教方式进行

时间为 90 min，满分为 100 分，试卷统一由两名教
学护士长分前后两部分进行流水作业式评阅。②

临床工作能力：由带教老师根据实习生实习期间
表现进行评定，总分为 100 分。③教学满意度：出

科前，通过“问卷星”平台，采用无记名调查的形式
调查护理实习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并将满

意度换算成分值，满分 100 分，分值越高代表对临
床教学越满意。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 0 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还差（x ± s）表示，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下界～上届）
（M，
Min，Max）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正态分
布）或秩和检验（非正态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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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护理实习生出科理论考核成绩、临床工作能

力考核成绩以及对教学满意度评分均不符合正态
分布。试验组理论考核成绩、临床工作能力评分
和教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 05）。

详细可见表 1，表 2。

教学。
试验组采用基于循证的情景模拟结合 PBL
教学法。①准备工作：根据教学目标及科室收治
患者的特点，采用多媒体及角色扮演的形式，设计

4 种重症医学科常见护理情景，包括：外科术后患

表1

两组理论考核成绩、临床工作能力和教学满意度评价结果
（M，Min，Max）

组别

n

竭患者常规护理情景、肾衰竭患者常规护理情景。

对照组

指导实习生掌握循证护理证据检索的基本方法。

试验组

32

者常规护理情景、休克患者常规护理情景、呼吸衰

②教学方法：4～5 名实习生组成情景模拟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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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3

分

理论考核成

临床工作能

教学满意度

绩

力

评价

80，56～93

83，75～96

95，86～100

0. 04

0. 02

0. 02

85，65～98

92，73～98

98，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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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PBL 教学法让实习生通过合作解决真实性问

题，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发挥问题对
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实习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目前，PBL 教学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医学教育教学中，但仍存一定的局限和不足［7］：
①PBL 教学法要求教师不单纯是知识的讲授者，
既要具备充足的理论，还要对小组的讨论进行引

导，协调小组的角色，解决小组在学习上遇到的困
难。对授课教师专业素质和现场把控能力要求

高；②适合 PBL 模式的实习生具有自主能力强、
独立成就感强的特点。大专院校的护生与本科生
相比，通常相对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针对大专院校的护生学习
特点，采用合适的带教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护理情景教学组织形式尚不统一，呈现
多样化的状态且多与其他教学法相结合，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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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临床实践工作，锻炼实习生独立思考、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基于循证的情景
模拟结合 PBL 教学法符合重症医学科护理实习
生的临床教学要求，为重症医学科的实习生带教
提供了参考，值得进一步推广及验证。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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