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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培养在骨科专科护理培训中的应用
刘 倩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骨科专科护理培训中核心能力培养的具体实施方法，并对其应用效果展开综合性的
评估。方法 本次研究在我院骨科护理人员的参与下进行，共计人数 13 例。在明确了解该科室护理特点的
情况下，依据核心能力培养理论作为指导，对骨科专科护理培训方案进行规划，并在实际培训中进行落实。
结果 培训考核前后护士在理论知识与技能掌握得分方面变化显著，在对护士日常工作考察中，护理质量评
分较培训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前后指标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结论 强化骨科护
士核心能力的培养，使其在对工作认知、护理技能、知识运用能力等方面拥有全面化的提高，这不仅是提
升自我的机会，更是强化骨科护理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骨科；专科护理；核心能力培养；效果
Application of core competence training in orthopedic specialist nursing training
Qian Liu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core competence training in
orthopedic specialist nursing training, an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effect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thopedic nursing staff in our hospital, with a total
of 13 cas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learly understanding the nurs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core competence training theory as a guide, the orthopedic specialist nursing training program i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actual training. Results: The scores of nurs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mastery
changed significan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assessment. In the daily work inspection of nurses, the scores of
nursing quality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met the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orthopedic nurses, so that they have a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in job cognition, nursing skills,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etc. This i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mselv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orthopedic nursing.
【Keywords】Orthopedics; Specialty Nursing; Core Competence Training; Effect
前言

力求拥有一个完善的护理培训体系，为护理工作人

如今，我国医疗事业快速发展，临床护理服务

员自身能力的提高提供机会。以医院骨科为例，该

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医疗工作开展中

科室所收治的患者多为不同程度的鼓损伤患者，对

所发挥出的作用日益凸显，充分引起了医学人士的

临床护理需求较大，因此，必须保证临床护理的全

广泛关注。正因如此，临床对护理服务的质量所提

面性和有效性。

出的要求逐渐严格起来，护理人员得到一定的重视。

1 资料与方法

在此基础上，医院内部各种护理培训工作陆续得到

1.1 一般资料

开展，并且在护理培训方法上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本次参与研究的 13 例骨科护士，在基本资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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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项观察指标比较（分）

理中，存在护士、护师与主管护师三个职称类型，
均为女性，学历类型有大专、本科与中专三种，研

理论知识

护理技能

护理质量

平均成绩

平均成绩

评分

培训后

83.52±5.62

84.56±5.47

92.54±3.54

培训前

77.21±4.13

76.25±4.84

82.47±2.64

T值

6.325

5.428

6.145

P值

＜0.05

＜0.05

＜0.05

组别

究中对应的骨科规模床位共 45 张。
1.2 方法
在护理培训方案制定前，需要对骨科的护理特
点进行明确，充分了解核心能力培养理论的内容，
在此基础上，制定护理培训方案，确保其具有可行
性价值。另外，在护理培训内容的规划上，还要以

3 讨论

护士的能力、层级为依据进行确定[1]。
在培训内容的设置中，以核心能力培养为主的

骨科属于医院一个独立的科室，通常该科室患者

骨科专科护理培训重点强调培训内容的针对性，这

人数较多，因身体遭受创伤，导致其某些部位无法正

也是与传统护理培训相互存在区别的一点。此外，

常活动。此外，骨科患者临床常使用手术进行治疗，

对接受培训的护士个人能力进行评估，了解其在能

虽然治疗效果显著，但仍存在风险，需要做好全方位

力提升方面的需求，具有针对性的强化培训内容的

的护理，一来是为了确保患者的治疗安全，二来是为

侧重点。选取专业的带教老师为学员进行指导，针

了强化临床治疗效果，加快患者身体的康复速度。不

对低年资的护士，护理培训中，以患者护理期间的

过，在护理工作实际开展中，可以发现，有时候还是

人身安全保护、强化安全感两大点为主，展开针对

会出现各种护理问题，如：护士操作不当、缺乏责任

性培训。具体涉及到多个护理细节，如：患者体位

心、护理技能掌握不熟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

上的指导、行为活动的安全指导、沟通交流技巧的

大程度上会降低临床护理的质量，增加护理风险。针

应用等。在中年资护士培训中，将沟通与交往能力

对这种情况，在骨科专科护理培训中，应重点强化护

的培养作为重点内容，开设专门的课程，组织护士

士核心能力方面的培养，从技能的训练、业务知识的

共同学习。在资历较深护士培训中，将重点放在其

学习、责任意识的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强化护士对工

科研能力、知识运用能力的提升两大方面，在培训

作的认知，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实现护士各方面能

[2]

力的全面培养，在护理工作中持续发光发热，成为一

过程中需要请教专业人士指导 。

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3]。

另外，根据护士的情况，分别提出相应的培训

基于核心能力培养的骨科专科护理培训，针对

要求。例如：刚毕业的护理专业学生，需要在医院
的实训基地接受培训，具体培训内容涉及较多，包

培训方案的制定，与常规护理教学存在较大的差异。

括各项护理操作的训练、急救措施的应用等。新入

该护理培训更加注重实际情况，包括培训护士个人

骨科的护士，需接受入科培训，时间为 8 小时。

能力的、职称、工作时间等，这些条件均是护理培

1.3 观察指标

训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在护理培训工

比较护士培训前后考核得分与护理质量得分。

作具体实施中，针对不同情况的护士，所展开的护

各评分项目总分 100 分。

理培训内容也不相同。例如，对于资历较浅的护士，

1.4 统计学处理

患者的安全保护与安全感的增强是培训的重点，中

选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计量资料

年资护士与资历较深护士也都会存在相应的培训内

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用 t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

容。因此，在护理教学方面，其针对性较强，在护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

士可接受的情况下，一步步的去提升自我，教学内

统计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容明确，对应流程有序安排，不会让护士感到吃力，

2 结果

也不会让其过于放松。对于初级护理人员来说，在

2.1 观察组患者培训后其理论知识平均成绩、护

培训中，针对护患之间的沟通以及患者体位护理、

理技能平均成绩与护理质量评分较培训前明显提

安全保护等基础护理项目的学习，能够有效的促进

高，前后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

护患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使其掌握到一定
的沟通技巧，学会灵活运用[4]。另外，骨科患者的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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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0,76.

安全保护在临床护理中十分重要，这与患者受伤导
致行为不便有着很大的关系。为避免患者受到其他
伤害，要求初级护士展开精细护理，从患者的体位、
日常活动管理等方面去保护患者，在很大程度上可

[10] 龚锦清. 骨科专科护士培训与管理的思考[J].

2020.

[11] 张慧丽, 颜庭艳, 张晶,等. 首届骨科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报道[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2018.

降低护理中的安全风险，促使临床护理的应用价值

[12] 罗春梅, 宋彩萍, 张玉梅,等. 中美骨科专科护士培训现

得到更好的显现。除此之外，基础护理中还涵盖了

状与进展[J]. 局解手术学杂志, 2015(5):565-568.

健康教育的开展、心理护理的实施等，需要展开强
化性培训，不断提高护士的综合护理水平。

[13] 汪燕, 黄燕鹏. 骨科专科护士培训的现状[J]. 护理实践

在本次研究当中，基于核心能力培养的骨科专

与研究, 2013, 10(16):3.

科护理培训前后护士在理论知识、技能操作以及护

[14] 江哲珍. 院内骨科专科护士培训的实施及效果[J]. 齐鲁

理质量方面均得到明显提高，前后差异符合统计学

护理杂志, 2016, 22(19):2.

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由此可见，核心能力

[15] 刘娟, 白朝晖, 欧阳兰飞,等. 以护理结局为导向的个案

培养理论在专科护理培训中的应用价值较高，值得

管理模式在骨科专科护士培训中的应用[J]. 护理研究,

推广与使用。

2018, 3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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