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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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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护理人员是与患者接触最紧密的专业人员之一，在促进患者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患者安全护理
教育是提高护理人员患者安全意识的重要途径。本文阐述了中国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的现状，分析了当前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促进我国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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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have the most contact with patients, nur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patients’ safety. Patients safe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aising nurses’ consciousness related to
the patient safe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s status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 of patient safety education
for nursing,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patient safety education for nurs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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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是指在医疗卫生保健过程中，将对患
者不必要伤害降低至可接受的最低程度的风险控

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在校护理教育并未设置专门
的患者安全课程，也没有形成规范的、系统化的护

制过程[1]。患者安全是衡量医疗护理质量的重要标
准之一，当前患者安全教育也已成为医学教育的重

生患者安全教育模式。目前尚未报道低年级护生
对患者安全认知现状和教育需求的研究，这可能与

要内容 [2]。在健康照护过程中，护理人员是与患者
接触最为紧密的专业人员，因此，护理行业的患者

护理教育者认为低年级护生知识结构不完善、接触
临床机会少，对患者安全问题缺乏感性、直观和深

安全教育工作应受到足够重视[3]。本文阐述了我国
护理行业开展患者安全教育的现状，对其中存在的

刻的认识有关。目前已有关于护生患者安全教育
的研究主要针对实习前的高年级护生[4, 5]。邢娟[4]针

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对策，以期为我国护理行
业的患者安全教育提供参考和依据。

对 195 名实习前高职护生的调查显示，仅有 15.96%
的护生知道患者安全风险事件的高发区，仅 13.33%

1 学校的患者安全护理教育

的护生对学校开设风险相关课程的总体评价满意，
0% 的护生认为自己与患者沟通能力强。何圣红等[5]

1.1 在校护生对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的认知和需求
目前，由于患者安全教育尚未被正式纳入到中

研究表明实习前本科护生的患者安全知识同样处
于较低水平。这提示护理院校应充分重视，并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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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护生开展患者安全教育，强化在校护生的患者
安全意识，提升其患者安全知识和技能水平。

1.2 在校护生的患者安全教育
有部分护理院校意识到对护生开展患者安全
教育的必要性，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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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做法是开设选修课或专项培

临床护士患者安全护理教育包括一系列相关

训。如李远珍等 针对大四本科护生开设了“患者
安全知识”选修课，课程共计 20 学时，选修课教学

措施，如构建患者安全文化氛围、建立不良事件上
报制度与培训、制定患者安全管理措施、开展安全

内容设计以《WHO 患者安全指南》为依据；黄美
萍等[7]针对在校护生开设了包括 9 个患者安全专题

护理技能培训、各种形式的岗前培训、患者安全护
理不良事件的定期讨论等[18]。也有医院尝试采用多

的“护理与病人安全”选修课；姜贺等[8]对教学实
习前护理本科生进行了为期 7 周，共 14 个学时的

种教学方法针对实习护士和新护士开展患者安全
护理教育。刘义兰等[19]采用以问题为基础（PBL）教

患者安全专项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涉及患者安全背
景及现状、患者安全管理、临床高风险科室的患者

学法，将患者入院安全的评估、护理不良事件的报
告和分析等患者安全知识点融入到 PBL 案例中，对

安全等内容。另一种做法是将患者安全教育内容
融入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贾雪媛等[9]将

实习护生开展患者安全教育。胡德英等[20]针对新护
士设计了“知、闻、行、思、说”等“五会”系统培

患者安全制度与措施、缺陷管理等 36 个患者安全
知识点融入到 28 个典型案例中，并穿插到《外科

训法，即要求新护士系统学习患者安全理论知识、
听护士长课堂讲授、进行临床实践、定期反思总

护理学》相应章节的教学过程中，从而提高学生对
患者安全问题的认知；徐萍等[10]将护理安全知识以

结、定期演说交流。邓先锋等[21]将行动学习法用于
新护士护理安全培训。刘湘玫等[22]在新护士护理安

案例和情境模拟的形式融入到《基础护理学》教
学过程中，并要求学生写反思日记，以培养护生护

全培训中采用了情境模拟法，在模拟场景中设置不
同的患者安全事件隐患，请新护士进行评估与处

理安全意识和行为的养成；许瑛等[11]则在护理操作
技能教学中引入患者安全案例。

理。
此外，部分高危科室结合临床护理工作特点设

2 医院的患者安全护理教育

计了针对性患者安全教育课程：吴琼娅等[23]将关键
事件分析法应用于手术室护理安全培训，收集并确

[6]

2.1 临床护士对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的认知和需求
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主导的医院管理年活动
的开展和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的颁布
与更新，患者安全相关问题已受到各级医院的高度
重视。护士已逐渐意识到患者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护理管理部门要求在护士实习和新入
职阶段的岗前培训中有患者安全相关方面知识，但
多为零星涉及，缺乏规范系统、切实有效和具有针
对性的患者安全教育项目[12]。此外，虽然有少数护
理管理者或骨干护士参加过患者安全教育课程，但
不能及时有效将学习成果运用到临床护理工作
中。而临床基层护士主要通过自学和经验积累来
获取患者安全知识[13]。
护士对患者安全教育内容的热点需求主要包
括：不同环节信息传递和沟通（如护患之间、医护
之间、管理者和临床护士之间的沟通）、患者安全
问题管理与预防（如高危药物外渗预防等）、患者
安全文化理念和意识、护士自身职业防护等 [ 1 3 - 1 6 ] 。
此外，有调查显示科室不同、职称高低和护龄会影
响护士的患者安全护理行为，外科组、高职称和低
护龄的护士患者安全护理行为相对较低 [17] 。因此，
护理管理者在开展护士患者安全教育时应将具备
这些特征的临床护士作为重点培训对象。
2.2 临床护士患者安全护理教育

定手术部位错误、标本错误、手术异物残留、医院
感染、器械损害 5 大类手术室护理安全关键事件，
并分别依次进行讨论、学习和培训，结果显示有效
降低了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周丽娟等[24]对血透室
6 类频发或重大患者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经过、评
估与判断、处理与上报过程进行了情境模拟重现，
并拍摄成视频，再应用视频对护士进行安全培训。

3 我国患者安全护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3.1 学校患者安全护理教育规范性和系统性不强
尽管部分护理院校已尝试采用各种形式对在
校护生进行患者安全教育，在部分课程和章节中也
涉及了相关内容，但总体而言仍缺乏规范性和系统
性，主要表现在：① 缺乏符合我国护理教育特点
的课程体系。在校护生的患者安全教育在教材、教
学内容、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培训与遴选、考
核评价等方面尚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各院校
主要依据国外经验，结合临床实践情况，对护生开
展患者安全教育。② 当前的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相
对孤立，主要集中在临床实习前的高年级护生中展
开，未能融入到护生学习的全过程。
我们认为，护理行业可以在借鉴 WHO 的《患
者安全课程指南》[25]、美国的“护理人员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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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项目[26]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护理教育和医
疗服务特点，组织编写针对在校护生的护理患者安

立护理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护理管理部门可结合
本单位患者安全教育现状，建立长期的教育培训计

全教材，形成相对规范、完善、统一的护理安全教
育内容体系，并制定相应的教学考核和评判标准。

划和制度，按照逐步深入的原则设计患者安全教育
课程，从而让护士形成完整的患者安全知识体系。

各院校可根据自身教学工作的特点，将其整合到现
有的课程体系中或独立开设患者安全护理课程，从

对性，应注重做到以下几点：① 要将护士需求和
患者安全教育项目设置相结合，在开展患者安全教

3.3 学校和医院患者安全护理教育的连贯性和衔
接性不强
目前，我国学校患者安全护理教育偏重于介绍
患者安全相关知识和理论，但理论性较强，欠缺临
床思维；而医院患者安全护理教育注重于消除临
床患者安全隐患，但教育培训方法单调、内容缺乏
规范指导。两者间的借鉴沟通不强，缺乏整体衔
接。
综上所述，护生的安全护理教育培训需要护理
院校和实习医院紧密协作、相互学习，将课堂教学
和临床教学紧密结合，从而更好促进患者安全护理
教育的发展。高年级实习护生是学校和实习医院
患者安全教育的重点对象，可考虑借鉴英国大学为
高年级护生开设预注册护士培训课程的做法，在该
课程中，课堂教学和临床实践教学各占一半[31]。学
校和教学医院可共同设立专门针对实习护生和新
护士的患者安全教育项目，由学校教师和临床教师
联合完成。学校教师主要负责患者安全知识和理
论体系的教授，而临床教师则负责指导实习护生和
新护士在临床实践中运用相关知识和理论去分析
实际护理问题。此外，为培养实习护生和新护士对
患者的安全护理意识，检验其安全知识掌握与运用
能力，可将安全护理内容融于日常护理技能考核和
各类护理知识与技能竞赛中[32]。在医院和学校内共
同营造安全护理的氛围，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患者
安全隐患。

育前，应充分调查了解各岗位护士对于患者安全知
识的实际需求，再以此为依据设置患者安全教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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