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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的设计及应用效果评价
杨美玲袁徐海萍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要院探讨手术室护理实习带教评估方法袁规范带教行为袁提高实习带教质量遥 自行设计并应

用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冶进行带教评估袁并比较改进前后护生手术配合关键流程错误发生
率尧学生对带教的满意度尧老师对学生的满意度尧手术医生满意度遥 应用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
表冶进行带教评估袁能够规范带教行为袁提高带教质量和手术室护理质量遥
关键词院学生曰评估表曰临床带教曰手术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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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每个护理实习生必须轮转的科室袁但
学校没有设置手术室专科相关理论及技能的学习训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猿鄄员愿缘鄄园园猿

带教遥无不满意反馈者袁独立上台配合不进入体腔的
手术遥

练袁护生对手术室护理既没有理性认识袁更没有感性

渊二冤改进评估带教组

认识袁加之不同学校及不同学生的专业基础及接受

员援 自行设计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冶并应用

能力差异较大袁手术室传统带教方法袁普遍存在护生

内容包括院 手术配合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关键操

手术配合紧张尧不熟练尧违反关键操作流程等现象遥

作和核心理念院如无菌观念曰器械识别曰器械传递曰穿

这些直接影响手术进程和安全袁手术医生不满意袁手

针带线尧整理无菌台尧手术基本步骤及配合要领等袁

术室护理质量受影响遥 为了保证护生有上台配合手

总分为 员园园 分袁愿缘 分及以上为 粤 级 袁苑缘耀愿源 分为 月

术的机会袁又不影响手术配合质量袁我们通过分析和
研究袁自行设计并应用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冶袁
对护生实习带教过程进行全程监控袁有效地提高了
手术室护理实习效果遥

一尧研究对象
选择 圆园员员 年 员耀员圆 月在手术室实习的护生 源猿愿

名袁其中 员耀远 月实习生 圆圆愿 名袁为常规评估带教组遥
苑耀员圆 月实习生 圆员园 名袁为改进评估带教组遥 两组护

生的学历尧年龄尧性别尧学校尧实习时间等基本情况无
统计学差异遥

二尧研究方法

级袁苑缘 分以下为 悦 级遥
原则

圆援 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冶的应用方法及
第一天按常规带教曰第二天对每个学生进行情景

模拟洗手考核评估曰 第三天台上带教并考核评估曰第
四天独立洗手并由巡回老师和手术医生共同考核评
估曰三个阶段全部达到 粤 级标准的袁获得独立上台配

合不进入体腔手术的资格遥达到 月 级标准的由老师继
续台上带教袁悦 级者继续台下模拟洗手练习遥

三尧评价指标
常规组和改进组均于护生出科前完成手术医生对
实习护士洗手配合满意度尧学生对带教满意度尧带教老

渊一冤常规评估带教组

师对实习生满意度尧 实习生手术配合关键流程错误发

第一天院常规带教曰第二天院台上洗手带教曰第三

生率的调查遥 统计改进组考核评估 粤 级成绩达标率遥

天院独立上台袁配合不进入体腔手术袁带教老师根据
实际手术配合能力及医生满意度给予主观评估袁结
果不满意者反馈至总带教或护士长袁继续安排台上

四尧结

果

渊一冤关键流程错误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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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进 组护 生 手 术 配 合 能 力 评 估 粤 级 达标 率 袁

改进组护生手术配合关键流程错误发生数显著
降低袁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见表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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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洗手环节第二周明显比第一周提高曰在带教

渊二冤满意度调查结果

洗手环节第二周比第一周略有提高袁 差别并不显

改进组较常规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明显提高袁差

著曰在独立洗手环节袁从第一周到第四周逐步提高袁

别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见表 圆遥

各个阶段统计学意义有差异袁 第四周达到了
怨愿援员豫袁见表 猿遥

渊三冤护生手术配合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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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实习生满意度调查比较

学生对带教的满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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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洗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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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手术的规范训练和实践袁达到了循序渐进袁逐步适

六尧讨

论

应的效果遥 改变了过去教师缺乏针对性和渐进性教
学目标袁只凭经验带教的现象遥减少了护生独立配合

渊一冤带教内容更明确

手术过程中的紧张尧 失误袁 手术室护理质量明显提

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冶内容密切结合手术

高遥

配合的关键能力和理念的要求设计袁既是手术配合

渊三冤带教意识更主动

必须掌握的关键要点袁又是指导护生练习的导向袁使

建立护生和老师相互评价机制袁 有利于教和学

学生知道什么是实习的重点和要点遥 带教老师严格

的相互促进袁相互监督袁改变了过去带教老师在工作

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表现进行带教和评估袁使学

时想尽快完成自己的手术配合工作袁 而忽视护生现

生既有了压力又有了动力袁改变了过去模拟洗手练

场指导的现象袁也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尧只看不记袁

习消极懒散曰上台洗手带教被动依赖曰独立上台洗手

老师干着急的现象遥 师生双方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机械随意等现象遥 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袁老

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袁共同参与教学活动遥教师从知识

师转变为学生获得知识技能的指导者尧引导者和考

技能的拥有者尧传授者向学生的指导者尧合作者的角

核者遥 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尧以带教老师为主导的

色转变袁 学生也从被动接受知识和技能向积极主动

教学理念 咱员暂遥

的学习者尧探索者角色转变 咱圆暂遥

渊二冤带教行为更规范
手术室的专业技能需要在手术配合过程中逐步

培养和提高遥 应用野护生手术配合能力评估表冶带教
和评估袁使护生经历练习尧模拟尧台上带教到独立配

渊四冤带教质量更高

改进带教方法后袁虽然有 员援怨豫的学生在出科前

没有达到 粤 级标准袁但全部在 月 级以上袁由于手术

室护理的专科性较强袁并不要求人人都达到 粤 级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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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也能够达到实习大纲的要求遥
手术医生对实习护士的洗手配合满意度是评价

窑员愿苑窑

踏实的工作作风袁毕业后能尽快适应护理工作咱猿暂遥

手术室带教质量的金标准遥 这项标准也是对前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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