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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查表法构建急诊预检护士岗位胜任力
之基准胜任力
李婷

沈小玲

黄赣英

傅蓉

姚欢

张晓庆

急诊预检岗位是护士为安全分诊患者、进一步
安排优先处置的关口[1]，其分诊工作是确保急诊护
理安全性的一种手段[2]，其工作内容与普通护士具
有较大差别，其能力要求与急诊科其他护士不同 [3]。
护士岗位胜任是护士在该岗位产生优秀工作效绩
的能力综合，分为基准胜任力和鉴别胜任力，而基
准胜任力是指该岗位绩效优异和一般者所共同具
备的特征[4]。张晓庆等[5] 研究团队构建了急诊预检
护士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但未对基准胜任力
和鉴别胜任力进一步说明。本次研究在其基础上，
通过核查法对于该岗位胜任力进行基准胜任力指
标分析，以期为护理管理者进行预检护士岗位准入
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1 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参考德
尔菲专家咨询法后，初步拟定了全国各级医院急诊
科 42 名护士长和主任为核查对象，
遴选标准：
①从事
急诊临床护理或医疗岗位工作满 5 年及以上；
②担任
急诊科（副）护士长或科（副）主任或主管急诊工作的
管理者；
③对本次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性，
愿意支持本
次研究，愿意进行岗位胜任力核查。并剔除：①近
1 年休过产假或超过 6 个月的假期者；②目前不在
急诊岗位者。
1.2 方法 根据张晓庆等[5]研究团队的预检分诊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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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编制核查表。核查表包括
两个部分：一般资料和急诊预检护士岗位胜任力要
素。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
限，专家对咨询问题的熟悉程度，专家对咨询问题
的判断依据。能力要素由沈小玲等研究中的 5 个维
度的 21 项能力指标（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相关
知识、分诊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组成，每一
项能力要素专家选项为“是”或“否”。专家根据要
求在 21 项能力要素中选择 1/3~1/2 的能力要素作为
基础岗位胜任力。
核查表制作成问卷星形式，由科室护士长/科主
任负责联系专家，2021 年 1 月至 2 月期间进行问卷
发放，完成所有调查对象问卷调查后，对问卷进行
整理归纳，剔除无效问卷，为了让问卷填写更客观，
根据条目及预调查情况设置问卷填写时间，避免调
查对象间讨论分析影响个人的客观性。同时设置
每个微信地址只提交一次，
避免样本的重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构成比
表示，运用专家权威程度用专家权威系数表示；专
家意见协调程度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表示，专家意见
集中程度用重要性均数表述。
2 结果
2.1 专家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共纳入来自浙江省
杭州、台州、温州、郑州、南京、江苏等多家综合性医
院的 40 名临床专家，发放 40 份，回收 40 份，其中男
性 14 例、女性 26 例；平均年龄（42.45±2.83）岁，平
均工作年限（20.80±1.41）年，急诊工作年限（13.18±
1.41）年。职称分布：
高级职称 11 例（27.50％）、副高
级职称 17 例（42.50％）、中级职称 12 例（30.00％）；
文 化 程 度 分 布 ：研 究 生 6 例（15.00％）、本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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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例（85.00％）；职位分布：院长 1 例（2.50％）、急诊
科主任11 例（27.50%）、
急诊科护士长28 例（70.00％）。
2.2 临床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积极性主要根据核
查表有效回收情况表示，本次专家核查表回收率均
为 100％，
说明专家积极性较高。
2.3 临床专家意见权威程度 专家意见权威系数
根据学术水平及专家对问题的判断依据及专家对
咨询问题的熟悉程度来判断。专家熟悉系数为
0.88，
判断系数为 0.94，
权威系数为 0.91。
2.4 急诊预检分诊护士岗位胜任力之基准胜任力
的确定 对核查对象填写的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
选择频次进行统计，在核检表调查结果排名前 11 的
胜任力指标作为基准胜任力模型，包括专业知识技
能、专业能力、职业精神。具体见表 2。
表2

预检岗位胜任力之基准胜任力模型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排序

知识技能
专业知识

40

100

1

专业技能

35

87.50

5

相关知识

31

77.50

9

专业能力
病情评估与处置能力

40

100

1

沟通协调能力

38

95.00

3

应急能力

36

90.00

4

预见能力

35

87.50

5

时间管理能力

34

85.00

7

情绪管理能力

32

80.00

8

决策能力

31

77.50

10

27

67.50

11

职业素养
服务精神

3

讨论
核检表法主要用于对研究成果逐条核检，避免
遗漏，由亚历克斯奥斯本提出，在胜任力模型的构
建中，主要用于得出基准胜任力 [6] 。本次研究根据
张晓庆等 [5] 研究团队构建的预检护士岗位胜任力
评价指标编制核检表，对 21 项胜任力指标进行核
检。核查对象为急诊科主任和护士长，对预检护
士工作非常熟悉，以保证核查结果的可靠性。核
查对象根据总胜任力指标项确定选择核查指标的
条目数，一般选择指标数的 1/3～1/2，本次研究邀请
全国各家综合性医院急诊科主任及护士长 40 名选
取 7～11 项对于预检护士工作最重要的胜任力，对

其频次进行统计，在核检表调查结果排名前 11 的
胜任力指标作为基准胜任力。本次研究中 40 例专
家临床工作年限较长、职称较高，涉及医疗及护理
领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良好的学术代表性，
专家熟悉系数为 0.88，判断系数为 0.94，权威系数
为 0.91，
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
在本次研究中所有专家一致认为专业知识与
病情评估与处置能力是急诊预检护士最重要的的
岗位胜任力，这说明准确的分诊是分诊护士的首要
能力，而准确的分诊又必须以全面、专业的知识为
基础。其次，沟通协调能力和应急能力位于第三、
第四重要能力，当前我国急诊患者病情危急、疾病
疑难复杂与大量非急诊患者混杂一起，易产生医疗
纠纷以及各种意外情况突发，而急诊预检分诊护士
在这些纠纷及意外情况中承担着沟通协调及应急
处理工作，因此，在 2018 年我国第一个《急诊预检分
诊专家共识》、冯丽等关于急诊预检护士培训需求
及培训方案构建中均重点强调了专业知识、分诊能
力、沟通协调能力、应急能力等对于急诊预检护士
的重要性 [3，7，8] ，而作为基准胜任力这些能力可以
通过教育、培训、训练而成。此外，由于在急诊预
检处紧急或需要作出抉择的情况较常见，有 31 位
专家（占比 77.50％）认为决策能力也是急诊预检护
士的基本岗位胜任力，但是相对于其他几项能力排
在较次的第十位。根据专家意见，排在最后位的是
服务精神，其作为深层次的岗位胜任力要素，尽管
难以测量，但是对于繁琐的预检分诊岗位，却是胜
任岗位工作的基本要素，因此，护理管理者在相关
培训工作中不仅要注重知识能力的培养，对于服务
精神等人文素养方面也要渗入在培训中，这也是近
年来国家提倡提高医学生、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相
辅相成[9]。
本次研究张晓庆等[5]研究团队构建的急诊预检
护士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上进一步深入，但是
临床护理管理者的核查法采用了一次性原则，未进
行 2 轮及以上的核查，可能对核查结果的可靠性有
一定影响，同时，基准胜任力选择后的应用未开展，
有待下一步研究验证基准胜任力对预检护士能力
培养和评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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