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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护理带教中持续质量改进的研究 

武婷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创伤外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持续质量改进在急诊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44 例急诊科实习生为研

究对象，实习生均具有实习资格，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8 月到 2019 年 12 月期间，符合本群研究标准。

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对照组（n=22 例）实习护士运用急诊科常规带教方式，观察组（n=22 例）实习护士

采用持续质量改进带教方式，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重点记录实习护士实践考核成绩、理

论考核成绩、护生对带教评价、科室教学质量评价以及综合成绩优良率。结果 观察组实习护士运用持续质

量改进护理带教方法后实践考核成绩为 89.35±6.58 分、理论考核成绩为 91.56±4.58 分，而对照组实习护

士采用常规带教方式其实践考核成绩为 73.64±7.25 分、理论考核成绩为 76.33±10.25 分，观察组护士评分

优于对照组，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0.05）。结论 在急诊科护理带教中，运用持续质量改进，可以有

效提升实习护士的理论成绩与实践操作能力，提高护生对带教评价满意率，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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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emergency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Forty-f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intern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ll the 
interns were qualified for internship. The time period was from August 2019 to December 2019, which met the 
research standards of this group. Using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the practice nur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n = 22 
cases) used the routin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e practice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 = 22 cases) used th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teaching metho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es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cording, focusing on recording practice nurses ’practice assessment results, theoretical 
assessment results, evalua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on teaching, department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Results: The practice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practice evaluation score was 89.35 ± 6.58 points, and the theoretical 
evaluation score was 91.56 ± 4.58 points, while the practice nur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ir practice evaluation score was 73.64 ± The score of 7.25 and 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 were 76.33 ± 10.25. The nurse’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search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high (P <0.05). Conclusion: In the 
teaching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ing,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of the intern nurse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students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It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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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属于医院的特殊性科室，该科室收治患

者疾病种类多，病情严重程度不一，在实际抢救中

需要运用多种抢救设备。而实习生在急诊科学习中，

可以学到较多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需要科室带

教老师将带教工作重视起来，进而有效提高学习的

综合学习成绩。本次研究将持续质量改进护理带教

方式运用于急诊科中，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44 例急诊科实习生为研究对象，实习生均

具有实习资格，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8 月到 2019
年 12 月期间，符合本群研究标准。采用分组式结果

分析，对照组（n=22 例）实习护士运用急诊科常规

带教方式，护理人员年龄≥20 岁，≤24 岁，平均年

龄（22.08±1.01）岁，观察组（n=22 例）实习护士

采用持续质量改进带教方式，护理人员年龄≥21岁，

≤25岁，平均年龄（23.01±1.22）岁，两组实习护士

基础资料差异度小（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习护士运用急诊科常规带教方式，主

要带教重点为理论知识讲解，带教老师对比较重要

的护理操作进行演示，学生观看后进行操作练习[1]。 
观察组实习护士采用持续质量改进带教方式，

具体实施如下:（1）选择优质的带教老师，带教老

师必须具有 5 年护理工作经验，并已经在科室中取

得护师职称，临床抢救经验丰富，掌握较多理论知

识，护理技能娴熟，在实际护理工作中责任意识强，

对待实习生耐心。此外，护理部还需要对科室带教

工作内容进行统一规定，并且定期对急诊科带教工

作抽查[2]。（2）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

制定需要依据学校对学生实习要求、学生基本护理

知识掌握情况以及科室状况等制定。在急诊科实习

期间首先需要指导学生对分辨患者疾病类型，其次

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患者症状评估病情。此外，要求

学生掌握必要的抢救流程，不断提高其应急能力、

急诊抢救操作能力，进而提高学生实习效果[3]。（3）
培养实践操作技能，理论知识应该与实践操作技能

教学相结合，在对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演示前需要做

好备课工作，每一个操作点均需要细化，在实际演

示时让学生牢固掌握操作要领。并对学生护理操作

进行指导，及时找出其护理操作中的问题[4]。（4）
优化理论系统培训，可以重点理论知识制作成视频、

图片以及音频，借助多媒体设备播放出来，一方面

可以激发学习学习积极性，还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

点印象。另外，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增加学生

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频率，提高学习效

果[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急诊科实习护士观察指标为护

士实践考核成绩、理论考核成绩、护生对带教评价、

科室教学质量评价以及综合成绩优良率。 
1.4 统计学处理 
一般资料、观察指标以及计数资料为本次研究

的重要数据组成部分，需要将其统一录入计算机设

备中，数据涉及较多需要通过 SPSS23.0 软件进行统

计处理，（n）为本次研究的例数，护士综合成绩优

良率使用（%）表示，实践考核成绩、理论考核成

绩、护生对带教评价以及科室教学质量评价使用

（分）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

差异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实习护士运用持续质量改

进带教方式后，综合成绩优良率为 95.45%，综合成

绩优的实习护士占比为 72.73%，综合成绩良的实习

护士占比为 22.73%，综合成绩差的实习护生占比为

4.55%；对照组实习护士采用常规带教方式后，综合

成绩优良率为 77.27%，综合成绩优导实习护士占比

为 45.45%，综合成绩良的实习护士占比为 31.8%，

综合成绩差的实习护生占比为 22.73%，观察组综合

成绩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护士综合成绩优良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22 16（72.73） 5（22.73） 1（4.55） 21（95.45） 

对照组 22 10（45.45） 7（31.8） 5（22.73） 17（77.27） 

X2  3.654 2.432 1.253 4.586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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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士研究数据对比（分） 

组别 例数 实践考核成绩 理论考核成绩 护生对带教的评价 科室教学质量评价 

观察组 22 89.35±6.58 91.56±4.58 97.23±4.58 90.22±5.22 

对照组 22 73.64±7.25 76.33±10.25 88.32±5.12 86.24±4.66 

X2  5.213 4.035 5.021 4.589 

P 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实习护士运用持续质量改

进护理带教方法后实践考核成绩为 89.35±6.58 分、

理论考核成绩为 91.56±4.58 分，而对照组实习护士

采用常规带教方式其实践考核成绩为 73.64±7.25
分、理论考核成绩为 76.33±10.25 分，观察组护士

评分优于对照组，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
0.05）。此外，观察组护生对带教的评价为 97.23±
4.58 分、对科室教学质量评价为 90.22±5.22 分，而

对照组护生对带教的评价为 88.32±5.12 分、对科室

教学质量评价为 86.24±4.66 分，组间差异显著（P
＜0.05）。 

3 讨论 
实习为护理人员进入护理岗位的进一步，而带

教在实习生实际学习中至关重要，对提高实习护士

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以及应变能力有重要意义。

其急诊科收治患者病情变化速度快，需要护理人员

密切观察患者各项指标，依据临床表现评估病情，

积极配合医生实施抢救，总体护理难度较大，护理

内容较多，若在实际护理中稍有不慎，比较容易造

成护理差错，耽误患者最佳治疗时间，对治疗效果

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将会导致患者死亡，引发护患

纠纷，影响医院在患者心中的形象[6]。而护理人员

在该科室学习，可以学习较多护理知识，抢救技能，

而急诊科护理带教对学生多运用常规带教方式，过

于重视理论知识讲解，忽视学生操作能力的提高，

给予学生操作机会较少。本次研究对急诊科实习生

运用持续质量改进带教方式，该种带教方式以质量

管理理论为基础，重视环节控制、过程管理。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实习护士运用持续质量改进带教

方式后，综合成绩优良率为 95.45%，对照组实习护

士采用常规带教方式后，综合成绩优良率为

77.27%，观察组综合成绩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

著（P＜0.05）[7]。主要因为持续质量改进带教方式

选择优质的带教老师、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注重

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对学生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化

培训，进而有效提高带教质量。 
综上所述，在急诊科护理带教中，运用持续质

量改进，可以有效提升实习护士的理论成绩与实践

操作能力，提高护生对带教评价满意率，可在临床

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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