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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本地区医院工作 10 年以下护士对循证护理的认知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

对 225 名护龄 10 年以下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护龄 10 年以下临床护理人员对循证护理的认知情况。结果：10 年以下护士对

循证护理的整体认知度较低，其中完全不知晓占调查人数的 41.7%，听说过 39.0%，非常熟悉 10.0%，能运用循证方法解决护理工

作中存在问题的仅有 2.4%。结论：10 年以下护理人员的循证护理认知度低，鲜有护理人员运用循证护理的方法解决临床护理问

题，对护理人员循证护理相关知识知晓率低的原因进行分析，为临床护理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和循证护理教育的方向及培训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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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hospital ten years following the nurse perception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the main problems. Methods: 225 nurses with 10 years escort age acce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nurses' knowledg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Results: 10 years following the nurse to lower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which accounted for 41.7% of investigation number is not known, completely heard of 39%, 10% 

are very familiar with, can use evidence-based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nursing work is only 2.4%. The following ten years.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recognition of nursing staff is low, few nurses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of apply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to solve problems, to nursing staff evidence-based nursing knowledge low awareness of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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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是护理人员在计划护理活动过程中，审慎地、明

确地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 佳研究证据结合成熟的

临床经验及知识，参照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制定出符合患者需

求的临床护理决策的过程[1]，是循证医学和循证保健必不可少

的环节[2]。从循证护理的 5 个环节来看，需要护士具备一定的

循证素养，但是在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护士对护理实践问题

的处理尚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护理阶段。本调查旨在了解临床

护理经验 10 年以下这一护理群体对循证护理的认知情况，剖

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笔者对河南省新乡市 5 家医院临床护理经验 10 年以下护

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三级甲等医院 2 家，三级医院 2 家，

二级医院 1 家。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

准：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满 1 年，10 年以下的护士，大专及以上

学历，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1.2 方法 

共发放问卷 295 份，回收 2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0 份，

回收率 94.7%。参加问卷调查的临床护理人员学历：大专 253

人，均为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获得的大学专科学历（71.0%），

本科及以上 27 人（29.0%） 

1.3 结果  

表 1  床护士对循证护理认知程度的调查  （n，%） 

等级 n 百分率 

完全不知晓 148 41.7 

听说过 106 39.0 

非常熟悉 29 10.0 

解决实践问题 7 2.4 

对循证护理完全不知晓的 41.7%，听说过 39.0%，非常熟

悉 10.0%，能运用循证方法解决护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 2.4%。 

选取 10 年以下的本科、专科护理人员，是因为：①卫生

部颁发的《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05 年—2010 年）》

中“三级医院工作的护士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应不低于

50.0%”的要求。②目前这样的群体是医院工作的主力军，占

全部护理人员的 80.0%。③从 199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立了

循证医学 Cochrane 中心，2004 年 Joanna Briggs 循证护理合作

中心在复旦大学护理学院挂牌至今，循证护理在中国有了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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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10 年以下的护士正在这一发展期接受护理教育。 

这次调查结果与李亚洁等[3]在 2004 年的我国循证护理发

展现状及趋势研究中的调查结果：对循证护理一无所知率

26.8%，听说过 73.3%相比较，经过十年的护理实践，循证护

理相关知识及应用在医院主要工作的人群中知晓度、实践度仍

然较低。 

2   原因分析 

2.1 循证意识淡薄 

心理学对意识的定义是指人们对外界和自身的觉察与关

注程度，由此得知循证意识是指护理人员对循证护理的感知和

关注程度。                                                   

调查显示，72.0%的护理本科生认为应该按教科书上的理

论知识为依据制定护理方案，18.0%的护理本科生认为主要依

靠本人和他人的临床护理经验，只有 6.0%的护理本科生认为可

利用 新科研成果来指导实践，说明护理本科生获取知识和处

理临床问题主要依据书本和老师指导，很少利用循证护理方法
[4]。目前，也有部分院校开始尝试在不同层次的护理教育中开

设循证护理课程。但实施循证护理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

用，据仝霞等[5]调查发现仅有 50.0%的护理教师知道循证护理，

教师循证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到循证护理教育理念的树立，

使循证护理学科难以快速发展[6,7]。调查数据看，有一半的护理

人员对循证护理完全不了解，有近 1/3 的人只是听说过，具体

的环节、实施一概不知，对于可信赖的证据应具备的条件、证

据的分级、系统评价等未进行专门的培训，缺乏相关知识。专

家呼吁循证护理应从学校教育入手，学校教育应以循证护理为

重点，培养学生在将来临床工作中理解、运用循证护理的能力。 

 2.2 工作环境缺乏学术氛围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模式相应改变，并实行优质护

理，护理的工作内容及内涵在广度及深度上，有了极大的扩展。

临床护理人员超负荷工作，护理人员完成工作后根本没有时间

去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查找临床护理的证据。工作中遇到

问题时，大多数以向资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请教或查阅教

材为主，所以，经验式、直觉式护理仍然占主要地位，主动循

证的人数所占比例很低。54.1%临床护理人员未把循证护理应

用于临床是由于工作疲劳。 

2.3 循证能力 

2.3.1 文献检索能力低  

   文献检索能力的培养应该在大学阶段完成，护理院校应当

增设文献检索课程，在校护生应当掌握医学文献检索的技能，

及一些外文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完成循证护理过程中重要的一

个环节。评判性思维能力也是限制护理人员应用循证护理这一

科学工作方法的因素。批判性思维是指通过主动思考，对所学

知识进行个人判断而做出合理决策的思维认知过程。评判性思

维贯穿于循证护理的整个过程。在实践中评估患者的实际情

况、患者的价值观和愿望，寻求 佳的护理行为，评判护理效

果，并作出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确定更好的护理措施。

循证能力的建立，应在学校教育阶段完成，在临床实践中成熟，

由于循证护理意识和循证能力学校教育阶段的薄弱，导致循证

护理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困难。 

2.3.2 英语阅读能力低 

   循证护理学在 1991 由加拿大 Allba Dicenso 教授提出，1999

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加入国际 Cochrane 中心，成为亚

洲唯一的循证医学中心。而 早将循证医学应用于护理工作的

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目前大部分高质量、高水平的循证

护理信息资源是由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开发并运行的，

因此网站及其循证资源都以英语为主。有调查显示 60.9%的临

床护理人员和 47.4%的护理学生认为外文文献太多，很难读懂。

而本研究中 56.3%的临床护理人员未通过英语等级考试，英语

水平普遍偏低。英语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严重降低了临床护理人

员对现有资源的满意度。 

2.4 行政支持力度 

2.4.1 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 

寻求循证支持必须利用业余时间。临床的大部分护理人员

均是一线工作者，与领导层接触不多，得到的支持不够，有效

的资源少、培训继续再教育的机会少、工作压力大、如果没有

强制措施或采取强有力激励机制，主动学习的只会有极少数的

护理人员。领导层应建立激励机制，调动护士积极性，随着高

等教育的发展，大量本科护士进入临床，角色定位的差异导致

护士对工作、科研的倦怠。 

2.4.2 再教育机会少 

继续教育是对在职护理人员进行知识技能补充、更新、拓

宽和提高的一种追加教育。继续教育的开展，巩固了理论知识，

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有效的将新的理念和发展及时有

效的传达到临床一线的平台。由于传统的理念，护理被认为是

医疗的补充，护士的再教育未受到医院管理层面的重视，接受

再教育的机会少。 

2.5 循证资源匮乏 

临床护理人员的循证护理素质是影响循证护理发展的关

键内因，除了杂志及专著，循证护理的原始研究证据和二次研

究证据都来源于原始文献数据库，医学检索在线（Medline 

IndexMedicine Onlin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Cochrane 图书馆（Coshrane 

Library）指南（Guideline）等，许多基层医院无图书馆和网络

中心，这些软资源使用受限，严重影响 新研究证据的获取。 

从循证护理的 5 个环节来看，寻求循证支持是循证护理思

想是否能够实施的关键因素。循证护理是实证护理，要求以

可靠的实证指导护理实践。 可靠的临床依据是按照特定病种

的特定疗法收集所有质量可靠的随机对照实验（RCT）后进行

的系统评价（SR）和单个大样本 RCT。 

3   讨  论 

通过以上调查和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循证护理要想得到长

远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临床，同时提高广大护理人员的循证

素养，除了学校教育要跟上，医院的护理管理者应担当起责任，

在呼吁增加护理人员的同时，出台更多护理科研及循证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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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积极引导护理人员发现循证问题，自觉循证，同时给予

更多学习与培训的机会，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真正使以经验

为基础的传统护理向以科学为依据的现代护理发展，体现护理

专业的内涵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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