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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同质化管理对医共体医院护士心肺复苏技能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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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同质化管理对医共体医院护士心肺复苏技能的效果。方法：将2018.01～2019.12本
院病区及医共体分院共100名护士纳入研究，按随机数字分配法分为对照组50名，予以传统急救培训法；试

验组 50名，予以医共体下护理同质化管理，观察培训后护士心肺复苏技能考核评分及工作满意度。结果：

培训后3、6、9、12个月，试验组心肺复苏技能考核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试验组护士工

作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结论：同质化管理能够提升医共体医院护士的心肺复苏技能

水平及工作满意度，可应用于临床护理急救技能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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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mogenization Management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Skills of 
Nurses in Medical Commun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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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mogenized management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skills of nurses in medical community hospital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nurs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allocation method, 50 nurse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ceived traditional first aid training. The 50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homogenized nursing management under the medical community. The CPR skill assessment score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es after training were observed. Results: At 3, 6, 9 and 12 months after training, the scores of CPR 
skill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P<0.05). The 
score of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Homogeneous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CPR skill level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es in medical community hospitals, and can be applied in clinical nursing training. 

【Key words】homogenization managemen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edical body; the nurse

医共体是指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层级的医疗

机构相结合成立的协作联盟或医疗集团，实现医疗

信息共享，成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在医

共体背景下，护理管理需适应发展的需求，同步实

现优质护理管理念及优质护理资源的下沉，提升基

层医院护士的业务及管理水平。同质化管理是应用

于企业中的管理方法，主要是要求员工严格按照管

理制度开展相应的工作，实现管理质量的提升 [2]。

为进一步提高护理人员危急重症病情的判断、基础

及专科急救技术操作技能、临床急救经验和急救物

品掌握等急救综合能力，对 2018.01～2019.12本院

病区及医共体分院共 100名护士在危急重症急救能

力情景模拟测试的基础上开展医共体下护理同质化

管理，取得满意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 2018.01～2019.12本院病区及医共体分院共

100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具有护士职业

资格证书；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临床经验>1年；均

为女性；知情同意本研究；身体健康；无精神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及心理障碍；参与整个管理过程。排

除标准：调查期间因请假，外出进修不在职者；服

用抗焦虑、抗抑郁药者；有毒物或酒精等依赖或滥

用史者。按随机数字分配法分为对照组 50 名：年

龄22～40岁，平均 (31.41±2.96)岁；学历：中专12
名，大专 29名，本科 9名。试验组 50名：年龄 22
～40岁，平均 (31.78±3.05)岁；学历：中专 10名，

大专 28名，本科 12名。两组基础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具有比较价值。

1.2方法

(1)对照组予传统急救培训法。护理部统一流程

格式，内容涵盖病情评估、物品药品准备、基础及专

科护理急救措施、观察及监测等，由科室骨干和临床

经验丰富的护士负责培训。(2)试验组予医共体下护

240



- 241 -

http://jcim.oajrc.org
期3卷第1年第202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当代介入医学

理同质化管理。①成立急救指导小组：由急诊科护士

长、1名副主任护师、2名主管护师、2名3年以上护

师共同组成，参与基层医院的调研，并与基层医院共

同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②新护士培训：护理部岗

前培训：由总带教老师、负责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医师

联合演练心肺复苏技能操作，并进行考核。科内培

训：结合护理部规定进行能级培训与考核，采用案例

教学法进行心肺复苏培训，1次 /月，由低能级护士

回答案例中的问题，若回答不完整或不正确，再由高

能级护士补充纠正。③授权赋能：白班主管护士督导

制：参与并指导本组患者的护理及抢救，督导本组的

护理质量，完成网络质控小组每周1次检查；质控护

士一起巡查护士工作质量，并提出改进建议。夜班

领班责任制：由 1名资深护士作为领班护士，负责

抢救物品和药物管理、监督夜班护理质量、协调夜

间护士的抢救配合工作，及时处理并报告夜间的护

理意外事故。假日助理代班制：科内设行政助理和

教学助理，在法定节假日、周末由助理与护士长进

行轮流代班，起到监督作用。④优化排班：将护士

分为若干个护理小组，实施新老搭配排班原则。

1.3观察指标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 55项临床护理技术操作

标准》中的“心肺复苏基本操作考核评分标准”及

《右江区人民医院实践技能操作考核评价标准》于

培训后 3、6、9、12个月对护士的心肺复苏技能进

行考核评分，总分 100分；护士工作满意度：结合

医共体医院具体情况制定护士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包括护理管理、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培训方式、

职业价值感、工作成就感、排班模式、个人发展 8 

个维度，每个维度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满意、

非常满意4个等级，依次计为1～4分。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

以 ( x±s)表示，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心肺复苏技能考核评分

培训后 3、6、9、12个月，两组心肺复苏技能

考核评分对比均有显著差异 (P<0.05)。见表1。

2.2护士工作满意度

对照组护士工作满意度评分为 (82.16±7.85)分，

试验组为 (95.36±2.44)分。(t=11.354，P=0.001)。两

组工作满意度评分对比差异显著 (P<0.05)。

表1　两组心肺复苏技能考核评分的对比［n=50, (x±s)分］

组别
培训后

3 个月 6 个月 9 个月 12 个月

对照组 78.36±6.94 80.12±5.37 85.76±6.14 88.63±5.11

试验组 88.47±4.68 89.62±3.51 90.64±3.57 95.13±2.46

t 8.540 10.471 4.858 8.104

P 0.001 0.001 0.001 0.001

3讨论

目前临床上认为，护士的核心能力表现为对危

重患者进行准确、有效的抢救护理措施，而心肺复

苏作为医院护理人员必需掌握的急救技能，在紧急

抢救患者生命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急救技

能培训中，多注重对专科知识的培养，而忽略对应

急能力的培养及忽略反复练习的重要性，导致培训

内容常与临床实际脱节，不利于护士临床实践综合

能力的提升。因此，需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培训方

法以加强护士的综合急救能力。

随着医共体模式的建立，同质化管理逐渐受到

临床工作者的重视。在同质化管理中，强化“以人

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融入多元化的

管理方法，培养全新的服务意识与经营理念，重视

护士内在素质的提升，同时确保护理质量的同质化，

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3-4]。本研究采取同

质化管理的方式对部分护士进行心肺复苏技能的培

训，结果显示培训后 3、6、9、12个月，该组考核

评分均高于传统培训组，差异显著，说明同质化管

理能够提升护士急救技能的培训质量，提升护士的

专业技能水平。将同质化管理应用于护士急救技能

培训中，提倡全员参与，强化护士的主人翁意识，

利于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正，促进护理管理

质量的持续提升；同时实施新老搭配原则进行排班，

实现高能级与低能级护士之间的相互督促与技能水平

的提升。通过同质化管理，能够充分体现每位护士的

专业价值，提升工作归属感、责任感及成就感，利于

护士工作满意度的提升 [5]。结果显示同质化管理组护

理工作满意度评分高于传统培训组，差异显著。

综上所述，对医共体医院护士实施同质化管理

能够提升护士心肺复苏技能水平及工作满意度，促

进护理质量的同质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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