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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创新在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中占据优先和核心地位，科学研究与创新是推动护
理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动力。本文从护理实践、护理管理、护理理论和护理教育 4 个方面出发，通过
回顾护理专业发展中具有代表性和深远意义的创新性事件，并结合协和护理的特色，阐述了科学研究
和创新对护理专业的重要意义，以期为护理事业的全面、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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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ccupies the priority and the core position in
healt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re important motivator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nursing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four aspects of nursing practice，nursing
management，nursing theory and nursing education，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presentative and far-reaching
innovative events，and elabor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nursing development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ursing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Thus，it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tegr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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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卫

题，以满足患者需求。护理研究作为护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动

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卫生与

力，对促进护理专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南丁格尔

［1］

。与此同时，社会

关于环境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创新性观点作为护理研究、创新

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护理人

的雏形为后期护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迄今为止，国

员采用更先进的护理理念和技术帮助患者解决健康相关问

内外大量护理专业人员不断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极大

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中的优先和核心地位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8 年 1 月 6 日第 24 卷第 1 期

Chin J Mod Nurs，January 6，2018，Vol.24，No.1

·9·

地促进了护理实践、护理管理、护理理论、护理教育领域的

动力。以下将以护理层级管理这一具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的

发展，并对提高护理人员素质、护理工作质量起到了积极的

管理模式为例，阐述科学研究和创新对护理管理工作的重要

推动作用。

意义。
护理层级管理系统最先由 Creighton［12］于 1964 年提出，

一、护理实践领域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临床环

后由 Zimmer［13］、Benner［14］进一步发展，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护

境、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等，护理实践需要紧随时代步

理实践。该系统在“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基础

伐，不断发展，提升护理工作质量。总结既往护理实践领域

上，将护士按能力和经验分层，打破了既往护理分工不明确、

的发展经验，可发现护理实践水平的提高与科学研究创新、

护理人力资源紧张、职业发展方向模糊等僵局，有利于实现

变革息息相关，下述的伤口护理及将中医技术应用于护理实

护理工作的合理化分配、激发护理人员的潜能、实现护理人

践的发展当属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才的梯队化建设等。目前，护理人员层级管理系统被广泛

伤口护理从最初的模糊处理到现代的科学护理，经历了

应用于护理管理工作中，该系统主要依据学历、经验、能力

漫长的改良与创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伤口愈合需要干燥

及工作表现等要素将注册护士分为新手、责任护士、带教护

环境和氧气，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学者 Winter 通过动物

士、高级护士、护理专家 5 级，并制订相应的准入、晋级制度

试验提出了“湿性伤口愈合”理念，对传统的伤口愈合理念

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众多学者在此模式上发展和细化了

进行挑战，指出伤口自然愈合最合适的环境是温暖的湿性的

护理层级管理体系，经研究证实层级管理系统对改善护理工

无毒性环境，后期学者的众多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该理念的正

作、提升护理人员的满意度、降低护士离职率等具有现实意

确性［3-4］。目前伤口湿性愈合理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压疮、

义，成为护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15］。

慢性溃疡、外伤、烧伤、感染性及难治愈性伤口等各种伤口

近年来，我国内地众多医院也开始积极探索临床护士的

的护理中，有效地缩短了伤口愈合时间，降低了并发症的发

层级管理模式，北京协和医院率先提出将护士分为 N1、N2、

生风险，并显著提高了临床经济效益［5］。

N3、N4 四个能级。N1 级护士掌握扎实的临床基础护理知识

在湿性伤口愈合理论的指导下，伤口护理敷料的应用也

和技能，基本胜任临床护理工作。N2 级护士熟练掌握临床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断研发出来的清创水凝胶敷料、藻

护理操作技能，独立完成常见疾病的护理，做好急危重症患

酸盐类敷料、水胶体敷料、高吸收泡沫敷料、抗菌阴离子敷

者的抢救配合及护理，初步了解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基本方

料等具有不同功效的新型医用湿性敷料已逐渐取代了传统

法，配合完成科室的管理工作。N3 级护士熟练掌握专科理

［6］

干性敷料

，根据伤口的状况和不同愈合阶段选择适当的新

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能独立处理临床问题，完成急危重症患

型敷料以更好地促进伤口愈合，也是临床伤口护理工作中一

者的抢救及护理，并具有一定的临床护理教学和管理能力、

项重要的改变。与此同时，科研人员及医护工作者也在不断

护理科研能力。N4 级护士具有丰富的临床管理和护理管理

研究、探讨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伤口愈合的各种方法和技术，

经验，专业方向比较具体化［16］。这种依照护士能级实行分

［7］

、伤口床的准备和基于生物

层管理的护理岗位管理体系，既保证了护理人力资源的有效

，在研究和创新的指导下，伤口护理领域

利用，又为护士职业发展拓宽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被认为

如封闭负压引流技术治疗创面
［8］

膜的伤口护理等

是护理管理领域改革创新的典范之一。

还在不断更新和发展。
随着人们对中医药需求的日渐升温，中医药在医疗卫生
体系中的独特优势日益显著。中医崇尚“整体观、辨证观”，

三、护理理论领域
理论来源于实践，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需反复的验证，在

中医技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可在慢性病护理、康复

此过程中，更是需要不断创新以促使理论的发展［17］。同时，

等护理实践领域发挥重要作用［9］。以中医技术在护理中的

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也能进一步指导实践。在护理领域，众多

应用为例，相关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验证针灸、推拿、太

护理理论被相继提出以探究护理的本质，其中 Roy 的适应模

极等技术在中风患者、老年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采用科学

式理论为护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带来了革新性意义。

［10-11］

。可见，护理

护理理论家 Roy 引用系统论观点，以神经学和生物学为

与中国传统医学技术有机结合并不断创新，使得护理的发展

基础，借助于大量临床实践和授课经验，形成了适应模式理

更加成熟、完善。

论。该理论将源自护理范畴外的概念赋予了护理的内涵，

的证据支撑中医技术在护理中的有效性

从伤口护理的发展历程及中医技术在护理工作中的应

将个体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具有复杂适应能力的系统，力

用可见，研究、创新对护理实践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图在各种刺激中保持平衡，以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改变［18］。

护理人员需要在护理实践领域开展护理研究，通过理念和实

自该理论被提出后，Roy 及相关学者用大量量性和质性研究

践的革新促进护理实践，从而更好地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

对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关系进行验证和发展，以保证理论指

护理。

导实践的正确性和先进性［19］。与此同时，该理论被广泛应

二、护理管理领域

用于护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如在适应模式理论指导下，护理

回顾护理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创新性管理

人员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方法形成了新的护理程序。

模式的提出与论证是推动护理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

该程序可帮助护理人员全面、系统地评价患者问题，做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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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干预后进行效果评价

。多个研究显示该规范化的护理程

参

序对于提升护理质量具有显著意义［19-22］。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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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退热贴在口腔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王云艳
100730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病房
通信作者：王云艳，Email：wyyyanzi@163.com
口腔术后患者（如拔除智齿患者、上下颌骨外科正畸

分桉叶油，薄荷油、薰衣草油有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作用。

术后患者等）常使用冰袋进行外敷消肿止痛治疗，但使用

使用退热贴用于口腔术后患者的优点：
（1）体积小，与受区皮

冰袋有以下缺陷：
（1）体积较大，皮肤贴合不好；
（2）温度过

肤贴合好；
（2）温度易于接受，感觉舒适，不易受凉，尤其小儿

凉患者舒适度差，配合效果差；
（3）温度过凉导致局部循环差

患者使用容易配合；
（3）不会引起局部循环不良及冻伤；
（4）无

以致冻伤；
（4）冰袋溶化后引起患者不适，使用时配合较难；

冷凝水，不会弄湿衣被，不受体位限制，尤其夜间使用时不

（5）冰袋需要反复冰冻，准备材料时间长；
（6）医院内混合使用，

会影响睡眠；
（5）药店有售，取材容易，随身携带；未开封的

消毒难免不彻底，
存在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7）不方便外出携带。

退热贴可以室温保存；
（6）专人使用，避免交叉感染；
（7）操作

退热贴是临床广泛使用缓解发热、止痛、消肿等症状的

简单，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外敷贴，它能使局部皮温降低，微血管收缩，血管通透性降

（收稿日期：2017-08-20）

低，减慢神经传导速率，降低组织温度及细胞代谢；它的成

（本文编辑：何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