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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Miller 金字塔理论在实习护士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谢丽斯

陈丽华

郑丽芳

实习护士的临床教学工作一直是医院教学工
作难点，目前国内多数医院仍沿用传统的培训方
式，理念陈旧，培训效果欠佳，急需寻找一种更加科
学有效的临床教学方案[1]。Miller 金字塔理论最初
被应用于培养顶尖医学生，以及评估医务工作者的
专业能力[2]。Miller 金字塔理论提出，见习医务人员
培养应循序渐进，从学习理论知识开始，加强每层
能 力 培 养 ，不 断 提 升 专 业 能 力[3]。 本 次 研 究 选 取
80例新入职实习护士作为研究对象，探讨 Miller 金
字塔理论在实习护士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4月至 2019 年 1月衢
州市人民医院新入职实习护士共 80例作为研究对
象，本次研究上报医院管理委员会，获得审核批准。
80例护士均为女性 ，年龄 21～30岁 ，平均（25.15±
2.79）岁；文化水平：中专 15例、大专 39例、本科及以
上 26例。排除在研究中中途退出，无法接受相关调
查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实习护士分为两组，各
40例。实验组年龄 21～30岁，平均（25.60±2.88）岁；
文化水平：中专 8例、大专 18例、本科及以上 14例。
对照组年龄 20～28岁，平均（24.26±2.73）岁；文化水
平：中专 7例、大专 21例、本科及以上 12例。两组实
习护士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习护士接受传统集中培训，临
床一对一带教模式。实验组则采用 Miller 金字塔理
论教学法：
1.2.1 构建研究小组，遵循自愿原则，从护理部不
同层面选取 12 名有带教经验的护理人员构建研究
小组，其中 6例为主管护师，其余 6例均为工作年限
在 10 年以上的护理部工作人员。小组成员分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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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责对各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同时对万
方数据库、中国知网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索，并
对搜索结果进行系统性分类管理，主管护师和副主
任护师负责组建专家小组，开展德尔菲专家函询工
作，此外安排两名高学历护师进行数据整理，使用
统计学软件分析相关资料，保证本次研究结果有科
学性。
1.2.2 临床护理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国内
外大量相关文献内容作为理论指导，以行业内信效
度良好且得到有关专家一致认可的护理教学评价
指标作为参考 ，结合一线带教专家访谈结果 ，在
Miller 金字塔理论基础上构建护理临床实习护士培
训效果评价标准。第一层主要内容为专业理论知
识，完成护理教学课程后，主要通过理论考试的形
式对实习护士专业知识学习情况进行评价；第二层
主要评价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通过练习绘制病理
生理图、思维导图等评估实习护士的应用能力；第
三层主要评价操作表现，实习护士培训结束后，通
过客观结构化的临床考试，直观地进行培训效果评
价；第四层采用真实临床环境实际表现来对护理人
员的专业水平进行评价，并以个案为基础，进行讨
论以及临床评估演练。
1.2.3 实施步骤：首先进行组内讨论，对实习护士
进行集中培训 ，不断巩固基础知识 ，期间可通过
PPT、幻灯片、操作录像等方式，进行个案教学；使用
医用模型，示范各项临床护理管理操作，同时讲解
各项操作的要点和容易发生差错问题；培训学习结
束后，进行理论考试，按照学生对理论考试的掌握
程度，分为不同层次开展带教工作，未通过理论考
试的实习人员继续学习，通过理论考试者可接受进
一步培训学习。
1.2.4 情景模拟练习：①详细描述护理体检每一步
骤的过程及评分标准，主要包括检伤与分类、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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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检查、技巧评分；②详细描述对护士做出的急
救措施的评分标准 。③简易标准化病人（simple
standard patient，SSP）脚本编写：SSP 脚本来源于研
究者从临床收集的急诊科常见典型病例，根据 SSP
的培训要求，列出 SSP 应为护士展现的症状、体征、
对病情的语言描述等。④ SSP 的培训：对 5 名 SSP
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理论学习、病情模拟和综
合演示 3个阶段 ，包括熟记并掌握急诊科常见典型
病例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的项目与内容，初步模拟
患者的症状、体征等，并加入患者应有的表情、情
绪，形成逼真的 SSP 演示。 ⑤采用基于标准化病人
技术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和模型人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进行操作和练习。 具体做法是老师根据教学内
容创设情景，运用 SSP 设置情景，即选择性格特征与
患者相似，接受能力强，经过特定培训的学生模拟
患者，在课前事先公布拟定本操作内容的临床常见
问题及难题，并将其交给 SSP 及全体学生。先由教
师演示操作前、中、后的语言准备，然后对 SSP 进行
操作示范，示教结束后，再由其他同学分组对 SSP 围
绕设置的情景进行相应的练习。带教老师根据不
同特点患者，详细讲解临床护理操作的要点，做好
示范。然后指导实习护士进行实际操作，发现问题
时及时指出。由带教老师和科室副主任共同评价
实习护士的学习效果，合格后进入下一步骤。⑥开
展临床技能模拟学习，医院设立模拟病房，带教老
师负责制定剧本，由学生负责扮演不同角色，采用
高智能数字化模拟不同患者，指导学生完成查房及
各项临床操作，学生可进行组内讨论，找到模拟训
练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避免再犯。
1.3 评价指标 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让培训期
间实习护士负责的患者对其护理工作进行评分，包
括隐私保护、解释操作目的、服务态度、说话语气、
顾虑患者感受、操作娴熟度和意外事件处理等内
容，每项总分 10分，得分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好。
②主管护师和科室副主任对实习护士吸痰、口腔护
理、静脉留置针和男性导尿术四项操作进行评分，
每项总分 100分，得分越高表示操作越好。③比较
实习结束后两组实习护士个案护理得分情况，包括
护理记录完整、护理评估全面、护理诊断准确、计划
实施到位、护理评价正确、专业素养较高、整体评
价[4]，每项共计 10个条目，每一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
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 2分、
4分、6分、8分、10分，分数越高表示个案护理质量

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处理

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行 t 检验；采用率（%）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
行 χ2 检验。设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对护理质量评价见表 1
表1

患者对实习护士护理工作评分比较/分

项目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隐私保护

7.60±2.10*

5.11±2.30

解释操作目的

8.03±1.55*

5.73±1.66

服务态度

7.73±2.03*

5.80±2.41

说话语气

7.90±2.03*

5.91±1.83

顾虑患者感受

7.77±1.30*

5.13±1.46

操作娴熟度

8.03±1.22*

5.73±1.90

意外事件处理

8.10±1.17*

5.77±1.53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1 可见，培训期间，患者对实验组实习护士
护理工作各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实习护士（t 分
别 =8.60、7.15、9.55、7.42、8.26、8.33、7.46，P 均 ＜
0.05）。
2.2 两组重点护理操作得分见表 2
表2

护理操作

两组重点护理操作得分比较/分
实验组

对照组

吸痰

90.60±5.11*

81.20±4.36

口腔护理

91.53±5.83*

80.30±4.11

静脉留置针

93.46±3.20*

82.15±3.41

男性导尿术

89.60±7.55*

76.58±5.43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2 可见，实验组实习护士吸痰、口腔护理、
静脉留置针和男性导尿术四项操作得分高于对照
组（t 分别=6.76、7.03、6.93、7.22，
P 均＜0.05）。
2.3 两组实习护士个案护理得分比较见表 3
表3

两组实习护士个案护理得分比较/分

项目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护理记录

85.60±7.55*

72.60±3.55

护理评估

86.72±8.03*

71.93±3.88

护理诊断

89.60±7.13*

72.44±4.26

计划实施

88.42±6.93*

71.93±4.52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0 年 2 月 第 18 卷第 2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Feb. 2020，Vol.18，No.2

续表

表3

两组实习护士个案护理得分比较/分

项目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护理评价

89.16±7.22*

71.55±4.30

专业素养

90.40±6.90*

70.22±5.41

整体评价

88.45±7.19*

72.59±6.42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3 可见，实验组实习护士个案护理得分高
于对照组（t 分别=7.55、8.65、9.51、7.54、7.11、8.20、
8.05，
P 均＜0.05）。
3 讨论
护理操作技能的掌握度、熟练度直接影响医院
优质护理质量，尤其是实习护士，护理理论知识、专
业操作技能掌握程度不高，不仅影响医院整体形
象 ，严重时还会引发医疗事故 ，威胁患者生命安
全[5]。Miller 金字塔理论培训法近年来在临床中应
用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实习护士的培训效果也得到
医院管理层的一致肯定[6]，本次研究对 Miller 金字塔
理论培训法在实际应用效果及优势进行分析。
本次研究对新入职的实习护士采用 Miller 金字
塔理论培训法开展临床教学，培训后，由患者对其
护理工作进行评分，结果显示实习护士隐私保护、
解释操作目的、服务态度、说话语气、顾虑患者感
受、操作娴熟和意外事件处理各项护理得分均明显
高于传统培训的实习护士。这说明 Miller 金字塔理
论培训法的应用能明显提升见习护士的临床教学
效果。Miller 金字塔理论培训法分为四个阶段，包
括基础知识培训、专业理论知识理解与应用、专业
操作技术演练、培养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能力，包
含了由见习护士转变为正式护理人员必经过程。
只有通过该阶段培训的见习护士，才能接受下一阶
段的培训，层层递进，不仅培养了实习护士的基础
知识，专业操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因此患者对护理
操作满意度也相应提高[7]。
本次研究在培训结束后，对实习护士重点护理
操作进行评分，结果显示采用 Miller 金字塔理论培训
法的实习护士吸痰、口腔护理、静脉留置针和男性患
者导尿术四项操作得分明显高于传统培训的实习护
士。实习护士要想熟练掌握各项重点护理操作需要
花费带教老师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且传统一带一培
训还会给实习护士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反而进步
缓慢[8,9]。实施 Miller 金字塔理论培训法，
实习护士集
中学习，统一考核，不合格者继续接受培训，直至合
格为止，带教老师统一教学，减少了人 力 资 源 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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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0，11]，实习护士通过情景模拟练习，更能快速掌握
各项操作，
最终评分自然高于传统培训组。
另外，本次研究还显示 Miller 金字塔理论培训
法应用于实习带教工作中，对提升实习护士个案护
理能力提高有显著作用。Miller 金字塔理论培训法
分层级对实习护士开展培训，极大地提升了实习护
士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操作能力，分阶段学习，然
后进行所学知识考核，能让实习护士更好地发现自
身不足，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不断完善个人能力，
提升个人素质。最终通过四层培训及考核的实习
护士，完全能满足医院人才需求，适应医院工作环
境，为医院各科室输送高素质人才，对促进医院整
体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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