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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 的 总 结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流行期间某方舱医院护理团队的构建及管理策略，为今后应对类
似的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提供参考。方法 某方舱医院迅速组建临时性应急
护理团队，设置高效的组织架构，实施方舱管理“网格化”，防疫培训与院感
管理“同步化”、资源管理“最优化”，护理质量“标准化”，团队管理“人
性化”和护理措施“整体化”。结果 2020 年 2 月 5 日 -3 月 10 日，该方舱医
院共收治 COVID-19 确诊患者 1 124 例，患者零病死和零投诉，医护人员零感染，
护理服务满意度达 99.77%。结论 方舱医院应急护理团队的有效组织与管理，
精准实施各项护理工作，保证了疫情防控中的护理质量，圆满完成了救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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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nursing team in the module hospital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similar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future. Methods
Temporary nursing department and effective nursing team were established swiftly,
with meshing of management of module, synchronizing of antiepidemic education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 management, optimizing of management of resource,
standardizing of nursing quality, and humanizing of team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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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of nursing measures. Results A total of 1,124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module hospital. There was no mortality and complaints of pati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no infection cases of medical staff occurred.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ervice reached 99.77%. Conclusions The effectiv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emporary nursing team in the module hospital
result in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all kinds of nursing care and nursing quality
assurance , so as to succeed in battle of COVID-19 pandemic.
【Keywords】COVID-19; Module hospital; Temporary nursing team; Nursing
management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一种新近发现的与新
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有关的传
染性疾病。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引发了
重大疫情 [1]。方舱医院投入建设使用，为尽
快控制疫情，发挥了巨大作用。方舱医院与
普通医院在环境设置、工作流程以及运行管
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10 日，某方舱医院共收治确诊患
者 1 124 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复发，医
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病亡”和“零
投诉”，圆满完成了救治任务。笔者总结了
某方舱医院护理管理经验，旨在为今后应对
类似的卫生应急事件提供参考。

龄 22~46 岁，平均年龄 25±9 岁；其中呼吸
科 53 人，感染科 11 人，ICU 37 人，其他科
447 人；护士 271 人，护师 190 人，主管护
师 74 人，副主任护师 13 人。

2 护理组织架构与管理策略
2.1 构建组织架构“迅捷化”
方舱医院迅速投入使用，是党和国家的
决策和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开展救治，至关
重要。作为武汉市首家方舱医院，在受领任
务后迅速行动，争抢时间，边构建完善护理
管理层级架构，边建设边实施，在运行中发
现问题，在运行中解决问题。组织架构见图 1。

1 方舱医院简介
1.1 功能分区
该方舱医院由武汉市武昌区洪山体育馆
临时改建而成，为武汉市首家方舱医院。
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依托单位）以及武
昌区政府指挥部共同管理其运行的抗击
COVID-19 疫情的医院。该院设三个舱区（A、
B、C 三区均含重症观察救治区）共计床位
784 张；舱外功能分区由影像检查区、临床
检验区、病毒核酸检测区等具有特定功能用
途的区域构成 [3-4]。
1.2 病人收治情况
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10 日，累计
收治确诊轻症 COVID-19 患者 1 124 例，833
例治愈出院，291 例转往定点医院继续治疗。
1.3 护理队伍组成
护理人员 548 名，来自上海、湖南、辽
宁 3 支国家救援队和 5 所武汉当地医院；年
http://www.jnewmed.com

图1 方舱医院护理组织架构图
Figure 1. The nursing organization chart of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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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策略
2.2.1 方舱管理“网格化”
方舱医院在病区管理、患者收治、人员
管理等方面难度高于传统意义上的医院，而
且护理团队成员来源广，因此，护理部成员
构成多元化。此外，借鉴社区“网格化”管
理模式 [5]，划分护理责任区域，分别由 5 个
医院的护理负责人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5 位
护士长负责，将方舱按“三横三竖”划分为
9 个护理单元，每个单元指定 1 名护理组长，
各小组负责 COVID-19 患者护理工作的落实
和日常护理工作质量，确保每个值班时段的
护理安全，并做好人、财、物的管理调配等。
2.2.2 全 员 防 疫 培 训 与 全 程 院 感 防 控 “ 同
步化”
防疫培训至关重要，严把岗前防疫培训
关对于确保“零感染” 刻不容缓，全面的
专业技能培训是科学防控的关键环节 [6-7]。
方舱医院护士来自各科室，大多没有感染科
的工作经历，未接受过防疫培训；平均年龄
偏小，工作时间较短，防疫经验匮乏，大多
未经历类似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护理人员
进舱之前，均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严格
的感染性疾病防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隔
离衣等防护用具的使用、病区消毒隔离法、
相关感控知识、咽拭子采集等，培训结束通
过理论和操作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理论知
识采取手机问卷星平台限时答题，操作考核
则分时间、分批次实施，确保人人过关。考
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不认真执行防疫规定
者立即调岗。确保全员参加、全员考核、全
程监督及全程管理。此外，还开展线上学习
交流，每日通过微信平台分享防疫最新资讯，
并鼓励开展线上防护新知识的强化学习。自
方舱医院开舱到关舱，未发生一例医护人员
感染。
2.2.3 人力资源管理“最优化”
资源需要整合，队伍需要磨合，护理人
力资源不充足但确保不忙乱。方舱医院运行
初期，床护比为 1:0.6。为了保证护理工作
者的体力，以及避免过度劳累增加感染机会，
护理部制定了符合方舱医院以及疫情特点的
排班模式动态安排一线护理工作人员，考虑

到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科室，参考专业协同
互补原则 [8-9] 设置主班、外围班、A 班、B 班、
C 班及专项班（静脉治疗专班、咽拭子采集
专班、雾化吸入专班）。C 班护士在舱内（污
染 区） 护 理 患 者，4h/ 班；A 班、B 班 护 士
为感控班，分别在半污染区和潜在污染区做
消杀、照护监督所有出舱人员脱下防护品、
浸泡消毒护目镜、实时清理医疗垃圾等；外
围班护士负责联络舱内护理组长，负责领取、
传递患者每日的餐食和用物，以及舱内所需
物品；主班护士在清洁区处理医嘱、舱内传
出的生命体征和护理病历的录入等。此外，
另安排消杀班，承担出院患者的初步消杀和
终末消杀工作（在患者出口处进行衣物消杀
等初步消杀、出口大门处患者沐浴后的终
末消杀）。
2.2.4 护理质量“标准化”
2.2.4.1 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严格落实核心制度，包括患者身份核查
制度、患者入院出院流程、患者出院消杀和
终末消毒流程、重症患者应急处理流程、咽
拭子采集流程、血标本采集流程、院感管理
制度、护理不良事件上报流程、静脉输液流
程、雾化吸入流程、配送物资流程、反馈反
应制度等。同时制定了各种应急预案包括清
洁区污染后应急预案、舱内和舱外护理人员
晕厥应急预案、消防应急预案、患者跌倒应
急预案、输液不良反应应急预案、锐器伤应
急预案﹙舱内﹚、锐器伤应急预案﹙舱外﹚
以及职业暴露应急预案。根据方舱医院患者
的特点（患者年龄普遍偏大），针对易出问
题的关键环节，从管理上找漏洞、从流程上
找缺陷，在护理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保证各项护理工
作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
2.2.4.2 严格强化护理质量监控
为确保 COVID-19 流行期间各项护理措
施的贯彻落实，护理部强化三级管理体系的
质控职能，每天组织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协
调舱内组长，做好舱内护理质控。同时，根
据查检条目现场查看护理人员在核心制度和
工作流程上的具体操作，采用质量持续改进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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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以进行评估，督促执行各类工作制度
和流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当日事当
日毕。通过对临床护理质量的持续监控，有
效增强了护理部对于舱内动态的全面把控，
提升了年轻护士的自我管理能力。此外，护
理部每天一次碰头会，就患者护理、物资调
配、后勤保障等相关问题适时交换意见，群
策群力，推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提高。
2.2.5 团队管理“人性化”
方舱医院护理部开展“新同事云破冰”
活动，在疫情期间为避免线下接触，通过线
上互动，有效地弥合了差异，加速了护士间
的了解、促进了同事间的快速信任、营造了
和谐的工作氛围，从而实现了这一临时性团
队的高效管理和规范有序。
2.2.5.1 理解和关爱护士
护理人员在严密防护状态下所产生的头
晕、胸闷、恶心等不适，以及面对工作上的
高压力、高强度、高危险，他们承受着巨大
的心理压力，易出现紧张、忧虑、恐惧等不
良情绪 [10-11]。需要为他们提供支持，帮助他
们减压。除了安排好他们的起居饮食外，还
在调查护士工作满意度和团队合作度的基础
上，建立“吐槽”微信群、畅通内部沟通渠
道、同事间互相支持和鼓励、增强团队成员
归属感等，营造彼此关心、彼此尊重的氛围。
2.2.5.2 压力疏导和社会支持促进
方舱医院组织专业的心理专家，对护士
开展心理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个体化
心理疏导。鼓励护士在工作之余，发现并记
录身边美好感人的事迹，分享给大家，提升
正能量，提高大家抗击 COVID-19 的勇气和
信心；对护士的优秀事迹进行充分挖掘并进
行宣传，增强护士的职业感和使命感。此外，
护理部还以打电话、录制慰问视频等方式对
一线护理工作者的家属进行慰问，通过家属
做好后方支持与援助。
2.2.6 患者护理“整体化”
2.2.6.1 帮助患者尽快适应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的患者虽病情较轻，但对传染
病的恐慌、陌生的封闭环境以及对病毒不了
解而产生了焦虑、恐惧、暴躁的情绪反应。
http://www.jnewmed.com

轻者表现不满，重者甚至出现破坏及攻击的
行为 [12]。按照“关爱优于治疗，患者就是亲人”
的理念 [2]，严格落实防疫管理与温馨人文关
怀相结合，帮助病人尽快缓解过度紧张，尽
快适应方舱医院。重视患者身心健康，以患
者满意度为牵引，确保“零投诉”。
2.2.6.2 改善患者的养疗环境
某方舱医院由体育场馆临时改建而成，
床位比较拥挤，天气寒冷不能用空调，地面
铺有很多线路导致地面不平而带来医护人员
和患者跌倒风险。患者洗漱、如厕、做检查
都需要到舱外特定区域解决。为保障患者的
安全和舒适，避免发生不良事件，患者的餐
食、口罩、生活用品都由外围班护士运到舱
内，再由舱内护士逐一发放。此外，护士还
收集患者对生活方面的需求和建议，积极改
善患者的住院环境。
2.2.6.3 心理疏导缓解患者情绪
为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方舱医院心理护
理小分队根据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编印《走
进方舱》心理疏导手册，详细介绍患者可能
会出现的心理反应，并提供相应的办法建议：
从心理反应识别、调节焦虑情绪到呼吸放松、
积极暗示、室内锻炼方法等，引导患者在方
舱医院治疗期间管理不良情绪，正确认识并
战胜 COVID-19。此外，方舱内还遴选了一
批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护士，与病友共同
成立心理互助团体；仔细评估患者病情后再
结合他们的喜好组建了广场舞组、太极拳组、
八段锦组、瑜伽宣肺操组等多种体育活动，
由护士带领他们定时小范围内适度运动，运
动中和运动后评估其耐受力和症状，确保减
压的同时能做到安全第一；对于不爱动和不
能动的患者，方舱还开辟了电视播放区、读
书角，帮助患者身心放松，娱乐和治病并举。
在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时，还注重满足其
社会需求，通过广播客观如实播报外界疫情，
使患者做到心中有数；协助他们与外界亲人
沟通交流信息，建立健全社会支持系统。

3 护理管理成效与思考
3.1 护理管理成效
对在舱患者实施精心治疗护理，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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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不良事件，无压疮、烫伤、给药错误等
其他不良事件，无一例病亡；出舱后延续方
舱医院的某些护理服务项目，如康复指导和
情绪疏导等，加强患者出院的随访，患者无
一例复发。
3.2 思考
“疫情就是命令 , 防控就是责任”，为
遏制疫情的进展与蔓延，实现患者的及时救
治，来自全国不同地域不同单位的护士组成
了方舱医院临时护理团队。在武昌区新冠肺
炎指挥部领导下，借鉴社区“网格化”管理
模式、实现全员防疫培训与全程院感防控同
步化进行、优化人力资源、细化和标准化护
理流程，在保障方舱医院护理工作的顺利运
行、控制疫情进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研究表明，对于临时性团队来说，要想
尽快运作起来，必须在团队成员之间尽快取
得信任，且临时性团队生命周期较短，常常
伴随着任务的结束而解散，因而在稳定性、
凝聚力、执行力等组织协调方面有一些难
度 [13-14]；我们开展“线上新同事云破冰”活
动，有效地弥合了差异，促进了同事间的快
速信任，从而实现了高效管理和规范运作。
另外，临时性团队中，任务或问题本身和人
员情况都不熟悉，短期紧密且相互信任的合
作对于任务的完成或问题的解决将会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 [15-16]。护理人员作为这次疫情
救治的主力军之一，在面对突发严重疫情时
担当重任，展示了护理的力量 , 但方舱医院
的特殊性对护理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7]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传染病，护理人员
要救治患者，更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同时还
要克服心理恐惧，如何减轻护士的压力负荷，
保障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在今后的预案中
应注重对突发疫情下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管
理进行培训和指导；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影响
护士的准确辨识，尤其是在紧急情形下，是
否可以参考航空母舰以防护服颜色来确定人
员身份、岗位和管理层级；如何进行方舱医
院护理团队文化建设，以团队文化促进管理
质量；厚重的防护服增加了护理操作的难度，
以及防护穿戴设备和护目镜等引发的不适该
如何改善，等等这些问题，作为全国第一家

方舱医院，尚需探讨方舱医院护理的内涵、
外延以形成业内共识，以便为今后应对类
似的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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