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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rounds in multi-level
training. Method: The in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ur hospital began in January 2015 to implement the nursing rounds mode dominated by supervisor nurse. Patients treated before these periods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and after the period,
th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The effect of nursing ward rounds and the nursing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corresponding nur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higher score on the ward round
effect evaluation scale [(95.3 ± 2.7) vs (74.1 ± 3.8), P < 0.05]. The examination result of the responsibility nurse is better [(98.1 ± 1.2) vs (89.3 ± 2.7), P < 0.05]. In addition,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6.58%, vs, 79.49%,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promin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rounds dominated by supervisor nurse in hierarchical training, which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es at all levels,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t is recommended to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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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主管护师主导的护理查房在护士分层次培训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分析和探讨。方法：选择我
院住院部2014年1月~2016年1月期间收治的234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我院于2015年1月起开始实施
主管护师主导的护理查房模式，将此时间段以前收治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此时间段以后收治的患者的作
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查房效果以及相应责任护士的护理考核成绩。结果：相较于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查房效果评价量表得分更高[(95.3 ± 2.7)分vs (74.1 ± 3.8)分，P < 0.05]，责任护士考核成绩更
优[(98.1 ± 1.2)分vs (89.3 ± 2.7)分，P < 0.05]；此外，观察组患者及家属护理总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96.58% vs 79.49%, P < 0.05)。结论：主管护师主导的护理查房在护士分层次培训中有着突出的临
床应用效果，不仅可有效提升各层次护士的综合能力，同时还可改善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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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查房指在临床工作中，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护理人员通过对真实病例进行现场展示来对相关医
护人员进行直观教育的一种教学形式，护理查房的应用对于各层级护士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的提高有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代替的作用[1]。我院于 2015 年 1 月起开始实施主管护师主导的护理查
房模式，通过成立以主管护师为主导的查房小组完善以往传统护理模式、查房模式以及对护理人员进行
分层次培训，基于此，本研究以我院不同时间段内收治的 234 例住院患者为对象，分析比较了主管护师
主导的护理查房在护士分层次培训中的临床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使用随机数表法将我院收治的 234 例住院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117 例，男 70 例，女 47 例，
年龄 26~80 岁，平均年龄(50.2 ± 4.8)岁；对照组 117 例，男 28 例，女 49 例，年龄 27~79 岁，平均年龄(50.8
± 4.7)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类型、住院时间等各项临床资料的比较均不具有显著差异(P > 0.05)。
此外，两组责任护士在临床工作经验、学历水平等比较上亦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有可比性。

2.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护理查房模式，安排 1 名护士负责一个月的护理查房全过程，月底对病史收集、
护理体格检查、护理诊断等进行工作总结，其他护士发言提问，护士长作最终总结并依据讨论结果制定
新一轮的护理查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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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观察组患者主管护师主导的护理查房模式，具体如下：依据科室情况制定具体的查房内容及流
程，成立查房小组，采用责任小组负责制模式对小组进行管理，单个小组负责 3 轮查房，期间不间断的
进行知识学习，护理查房结束对查房效果进行追踪评价，月末总结反馈；要求小组成员在主管护师的统
一主导下围绕某一疾病完成查房管理，包括资料收集、护理问题提出、护理措施制定等；查房结束后，
要求护士长对工作展开具体点评[2]。

2.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参考相关文献[3]自制患者护理查房效果评价量表，护理结束后，安排专业人员指导各组成员使用考
核成绩评价量表进行交叉评分的方式评估责任护士护理情况，量表包括查房准备、病例汇报、查体与沟
通、护理分析等内容，总分 100 分，取平均分作为最终的考核分数，得分越高，则表示护理效果越好[4]。
采用护理考核成绩量表评估责任护士业务技能，量表包括理论笔试、护理操作、病情观察、护理记
录以及健康教育 5 项内容，单项总分均为 100 分，得分越高，则护士护理技能越高。
自制问卷调查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问卷包括护理及时性、护理态度、护理技巧、护理频率以及
护理有效率性等内容，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则表示患者及家属越满意，8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80
分为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计算患者及家属护理总满意率。

2.4.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5.0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分
别用 t、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护理查房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在护理查房效果的比较上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对照组责任护士，观察组责任护士查房准
备、查体与沟通、护理分析、业务学习以及病例汇报等各指标值均明显更高(P < 0.05)。详细数据如表 1
所示。

3.2. 两组责任护士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责任护士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责任护士，两组在理论笔试、护理操作、病情观察、护理记录
以及健康教育得分的比较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表 2)。

3.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及家属护理总满意率为 96.58%，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及家属的 79.49% (P < 0.05)。详细
数据如表 3 所示。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rounds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s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查房效果比较表
组别

查房准备

查体与沟通

护理分析

业务学习

病例汇报

总分

对照组 (n = 117)

14.1 ± 1.2

15.6 ± 2.7

15.3 ± 2.8

14.3 ± 2.7

15.6 ± 1.6

74.1 ± 6.8

观察组 (n = 117)

18.2 ± 1.3

19.3 ± 1.4

19.6 ± 2.0

18.8 ± 1.7

19.7 ± 0.9

95.3 ± 7.9

t

25.067

13.159

13.517

15.256

24.158

21.862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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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examination result between two groups’ nurses
表 2. 两组责任护士考核成绩比较表
组别

理论笔试

护理操作

病情观察

护理记录

健康教育

观察组 (n = 117)

92.3 ± 4.1

98.0 ± 5.6

90.3 ± 4.4

96.3 ± 1.5

98.1 ± 1.2

对照组 (n = 117)

70.9 ± 4.5

82.8 ± 5.1

73.2 ± 3.8

88.0 ± 2.9

89.3 ± 2.7

t

38.024

21.707

31.815

27.497

32.216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patients [n (%)]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表[n (%)]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117

100 (85.47)

13 (11.11)

4 (3.42)

113 (96.58)

对照组

117

62 (52.99)

31 (26.50)

24 (20.51)

93 (79.49)

X

-

-

-

-

16.227

P值

-

-

-

-

<0.05

2

4. 讨论
受到重视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传统护理查房模式存在多种问题，如未能正确区分医疗诊断和临
床护理、护理效果评价机制不健全、护理查房流于形式等[3]，实际查房过程总分工不明确、追踪评价反
馈环节缺乏以及系统质控、评价标准缺乏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护理查房难以真正发挥在促进护理人员
护理技能提升、患者护理质量提高方面的作用[5] [6]。
本次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 0.05)；观察组责任护士
考核成绩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责任护士(P < 0.05)；此外，在查房效果的比较上，两组亦存在明显差异，
观察组查房准备、查体与沟通等查房效果评价量表指标得分均较对照组更高(P < 0.05)。上述结果表明，
主管护师主导的护理查房的模式不仅可显著改善患者及家属满意度、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同时还可
有效提高责任护士护理技能、改善查房效果和查房水平。
综上所述，管护师主导护理查房模式在护士分层次培训中有着突出的临床应用效果，一方面能够改
善护理质量、提高患者及家属护理满意度；另一方面，可不断提高护士护理技能和查房水平，总之，对
于护士培训质量的提高、患者护理质量的提升均有着积极的作用，值得临床大力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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