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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体验式教学在低年资本科护士科研能力培训中的应用
冯望

王小琳

[摘要]

目的

何晓静

探讨体验式教学在低年资本科护士科研能力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130 名低年资护

士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体验式教学对其进行护理科研能力培训，比较培训前后研究对象的科研能力变化情况及培
训成果转化。结果

培训后，低年资护士问题发现能力、文献查阅能力、科研实践能力、科研设计能力、资料处理能

力、论文写作能力均较培训前明显提高（t 分别=7.23、5.97、2.02、5.43、6.93、7.21，P 均＜0.05），创新成果与培训前比
较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体验式教学能够更大限度调动低年资本科护士的主观能动性，全面

提高其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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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teaching in junior undergraduate nurses’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FENG Wang，
WANG Xiaolin，HE Xiaojing.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xperiential teaching in junior undergraduate nurses＇scientif-

ic research ability.Methods

Totally 130 junior nur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ir nursing scien-

tific research ability was trained by experiential teaching.The chang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ining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scores of problem solving，literature review，re-

search practice，subject design，data processing and thesis writing improved，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aining（t=7.23，5.97，2.02，5.43，6.93，7.21，P＜0.05）. Meanwhile，the scientific projects were more than before the training（P＜0.05）.Conclusion

The experiential teaching can be a beneficial method to improve the junior nurs-

esresearch ability to the most extent.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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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是衡量高级专业人才的

和规律后，在特定的场景下还原实际的教学内容，

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护理人员临床护理工作较忙、

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的方式在实践过程中，理解教

科研意识淡漠、参与科研热情较低、能力较弱，进行

师传授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完善知

科研培训后效果改善不明显，同时，关于培训低年

识体系[2]。国外有关体验式教学法的实践和理论成

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才处于初

果已经处于非常成熟的阶段[3,4]，该方法在我国也越

步的发展阶段[1]。体验式教学法主要指的是在开展

来越受到广泛应用[5,6]。本次研究将体验式教学方法

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在结合了学生认知能力的特点

应用于国内某三级甲等医院低年资本科护士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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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能力培训后，
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从国内某家三级

医院的各个临床科室中抽取了 130 名低年资护士进

行有关科研能力的学习和培训，选取标准为：①已

获得护士资格证书的注册护士；②年龄 22~2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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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工作年限≤3 年；③学历均为全日制本科，自愿
参加科研能力培训[7,8]。排除标准为：
①进修生、实习

生等；②期间有长期休假≥2 个月或休产假的护士。
130 名低年资护士中，女性 128 名、男性 2 名；护士
38 名、护师 92 名；
第一学历均为护理学本科。
1.2

1.2.1

方法

培训前准备：①通过采用护理人员科研能力

调查表来评估和分析该组 130 名低年资护士实际

验式的学习模式进行讨论、思考、归纳和总结。每
个小组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至少报告一个科研项
目，并定期报告该组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征求合
作伙伴或其他小组成员的建议，达到各个小组互动
交流的目的。此外，师资团队成员将对每个工作组
的科研报告进行实时的点评，以此指出实践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不足，
并给出改进建议。
体验操作

的科研能力现状。②通运用 Delphi 法来向该三甲
医院内的权威专家，医院外的权威专家以及各大
医学高校的专家教授进行问卷调查。将函询结果
进行归纳总结，以此作为某三甲医院护士科研能
力培训的主要培训内容来开设培训课程，课程内
容主要涉及到了文献检索、科研设计、数据处理、
论文写作以及科研实践这 5 个方面，分别将其分

类为 12 节理论课程和 12 节实践课程 [9] 。 ③成立

“护理科研培训师资团队”，均来自于各大医院和
高校的临床学博士、统计学博士以及拥有副高级
职称以上的护理专家。本次研究的课程培训时间
为 1 年（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1.2.2

体验式教学：教学模型如图 1 所示。以护理

学术论文写作为例，课前请研究对象结合自身临床

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并发送给老师，授课老师课前评
阅学术论文，课中挑选若干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进
行评讲，并传授相关写作经验、技巧。研究对象进
行讨论、反思自己在论文写作中的不足，授课老师、
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论文写作的注意事项和写作方
法，研究对象课后再结合课上所学对自己的论文进

行修改。培训计划实施历时１年，
分 3 个阶段进行。
①第一阶段（3 个月）：集中化授课。每半个月授课
一次，各科教师按照培训内容中的科研程序为学

生讲授科研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实际意义，在教学
的过程中在临床医学案例方面选择基于问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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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反思

实践应用

概括总结
图1

1.3

调查工具

体验式教学模型

经院内专家组、高校教授开会讨论

并综合其他文献资料，研究确定了护理人员科研能
力调查表，该表由褚银平等[10]编制，主要包含了问题
发现能力、文献查阅能力、科研实践能力、科研设计

能力、资料处理解决能力、论文写作能力 6 个方面，
共 3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方法，分别赋值
0~4 分 。 0～40 分 为 低 水 平 ，41～80 分 为 中 等 水
平，
81～120 分为高水平。
1.4

评价指标

①科研能力的转变：使用同一份问

卷再次调查研究对象的科研能力，并进一步评估体
验式教学培训前后前后研究对象科研能力发生的

变化程度。 ②培训成果转化：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这两个时间范围内，对研究对象的培训成果的
转化实际情况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已发表的学

术论文、已完成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展的新技术
新项目或获批的课题项目、申请的专利数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计量软件进行数

学方法，以此来引发研究对象进行思考。②第二阶

据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段（６个月）：在本次实践（体验）阶段，教师会将曾

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Fisher 确切

参加过科研活动的护士与从未参加过科研活动的

概率法。设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护士组合在一起作为“搭档”关系共同参与到整个

2

[1]

护理科研活动过程中 。根据科研实践活动的具体
指导，教师可以让参训人员现场进行临床医学科研
论文和科研设计方案的选题，并严格按照科研程序
进各个行科研工作环节的。③第三阶段（3 个月）：
讨论反思及行动应用阶段。将 10 人组成一个小组，
在实践活动环节中，要求每名参训人员严格遵循体

2.1

结果

表1

培训前后，低年资护士科研能力得分比较见
由表 1 可见，培训后，低年资护士问题发现能

力、文献查阅能力、科研实践能力、科研设计能力、
资料处理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均较培训前提高（t 分
别=7.23、5.97、2.02、5.43、6.93、7.21，
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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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低年资护士参与科研活动的学习积极性。同时

培训前后低年资护士科研能力比较/分
培训前

培训后

体验式教学有利于促进低年资护士创新成果的转

问题发现能力

16.19±1.86

17.88±1.91*

化。我国护理科研的教育工作起步较晚，本科学历

文献查阅能力

17.63±1.82

18.96±1.77*

护士在校期间所接受的护理科研学习多为选修课

科研实践能力

13.66±1.93

14.13±1.82*

程[12]，且与临床实践运用脱节，不利于科研能力的全

科研设计能力

21.54±2.23

22.98±2.04*

面培养。体验式教学模式以小组为单位，把以教为

资料处理能力

20.45±1.85

21.96±1.66*

重心转移到以学为重心，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13]，

论文写作能力

20.25±1.95

21.83±1.56*

护士通过实践体验、讨论反思、总结应用来获得知

科研能力

识和技能；通过“搭档”合作的方式增强了彼此之间

注：
*：
与培训前比较，
P＜0.05。

2.2 培训前后低年资护士创新成果转化情况见
表２
表2

培训前后低年资护士创新成果转化比较

参与科研活动的信任和协作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增
强[14]；通过分组讨论方式促进头脑风暴与反思交流，
激发护士的科研热情与创新意识；通过总结分享强
调护士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要性，避免培训后知

创新成果转化

培训前

培训后

行分离；科研汇报时团队成员的实时点评可使护士

已发表论文/篇

4

12

了解实践运用中的不足之处，以纠正自身的理解偏

已投稿待发表论文/篇

9

28

差。本研究应用体验式学习模式进行科研能力培

新技术新项目/项

1

7

训，促使护士将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有效

专利申请/项

0

6

转化为课题，用科研思维来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课题/项

1

5

和解决，以此来激发低年资护士自身拥有的创新精

由表 2 可见，培训后低年资护士创新成果与培
训前比较更好，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体验式教学在项目设计中对低年资护士的学
情特点进行了全面评估，通过考虑其学情特点制定
教学项目，对培养低年资护士的科研热情有着很大
的益处，由此提高他们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由
于低年资本科护士处于掌握相关临床医学知识的
初级学习阶段，其自身的科研能力仍然很低。我国
现实情况中大多数医院都忽视了对低年资本科护
士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这也是导致他们参与科
研活动积极性不高的关键原因[11]。同时护士临床护
理工作任务繁重，用于科研学习的时间有限，所以
高效的学习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次研究主要将
体验式教学方法应用于低年资护士科研能力的培
训过程中，并将培训内容的核心定在提高低年资本
科护士的科研能力。由三轮专家函询编制而成，弥
补了在校期间护理科研教育的单一性，课程设计针
对性强、实践性强，确保了专业性与适用性；同时本
研究的培训师资来自不同领域的临床一线护理、医
学和教育专家，从各自擅长的不同专业视角讲解护
理科研内容，使得培训的内容变得更加全面具体，
切实满足低年资护士现实需求。与以往较为传统
的教学方法相比，体验式教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

神和增强其转化成果的能力。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低年资护士人员接受体验式教学培训后，6 项科研
能力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高（P＜0.05）。同时在学
术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新业务新技术的开展以及
获批科研课题等方面均有所提高（P＜0.05）。可见
体验式教学不仅可以培养低年资护士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更能促进培训知识与创新
成果的转化，
全面提升其科研能力。
综上所述，将体验式教学模式应用到低年资本
科护士的科研能力培训活动中，让护士在实践中体
验，在体验中反思并应用，有助于培养其参与科研
活动的热情与主观能动性，提升低年资护士科研能
力与创新成果转化，值得在今后的护士科研能力培
训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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