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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护理管理者在职培训需求：范围综述
陈晶晶1，成翼娟1，陈忠兰2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对我国护理管理者在职培训需求进行分析。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
知网、万方、维普、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时限从 2005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检索我国护理管理者培训需求相关横断面调查，对护理管理者培训
方式、培训时长、培训内容和培训师资方面的需求进行范围综述。结果 共纳入 23 篇文献，
包含 21 495 名研究对象。结果显示护理管理者最接受的培训方式是临床实地教学与跟班、
培训班授课、案例讨论、专题讲座与研讨；培训时长一周左右最佳；师资选择主要为国
内外一线的护理管理专家；在培训内容上，主要从护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法律法规四个模块进行体系设计，其中护理质量、护理安全、绩效管理、团队建设和人
际沟通等主题培训需求最大。结论 建议根据需求设计护理管理人才培训内容和培训方
式，以助于更有效地开展高质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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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job training demands of nursing managers in China: a scoping review
Jing-Jing CHEN1, Yi-Juan CHENG1, Zhong-Lan CHEN2

1. Institute of Hospital Management,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i-Juan CHENG, E-mail: yijuancheng@163.com

【Abstract】Objective Analyze the demand for on-the-job training of nursing
managers in China. Methods CNKI, WanFang Data, VIP database,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were electronically searched from August 1, 2005 to February 29, 2020. Crosssectional studies on training demands of Chinese nursing managers covering training methods,
training duration, training content and trainer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A total of 23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volving a total of 21,495 subj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linical
field teaching and follow-through, class training, case discussions and seminars are the most
preferred training methods for nursing managers; they favor training events of about 1 week’s
duration; and select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first-line nursing management experts. The
system of training content is designed using four modules: nursing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pecific to the subject
of the course. Nursing quality, nursing safet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eam building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re identified as the most needed topics. Conclusio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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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that future nurs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the
training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selected according to training demands of nursing managers,
so as to ensure the delivery of higher quality training.

【Keywords】Nursing manager; On-the-job training; Scoping review
护理管理者对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及管理水
[1]

索词包括护理管理、护理管理者、护士长、护

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大多数护理管理者

理部主任、培训、岗位培训、继续教育、需求

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管理培训，不利于管理

等； 英 文 检 索 词 包 括 nurse administrator、 nurse

[2]

模式从经验性管理向科学化管理的转变 。2005

manager、nurse executive、education、workshop、

至 2020 年国家连续出台了 3 个《中国护理事业

training program、educational activities、literacy

规划》，对护理管理人员培训和人才培养作了明

program、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等。为

确要求，其中《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

最大程度减少漏检，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结合的

2020 年）》明确提出建设护理管理人才工程，有

方式进行检索。以 PubMed 为例，具体检索策略

计划地开展护理管理人员规范化培训，二级以上

见框 1。

医疗机构的护理管理人员参加省级培训比例达到
90% 以上

[3-4]

。当前，我国开展护理管理人员培

框1  PubMed检索策略
Box 1. Search strategy in PubMed

训的组织机构与培训方式、内容、时间和师资等

#1 Nurse* OR Personnel, Nursing OR Nursing Personnel OR

选择不一，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对护理管理人

Registered Nurse* OR Nurse*, Registered

员开展系统有效的培训。为制定和开展有针对性
的培训计划，提高培训效果和质量，了解我国护
理管理人员的培训需求是必要前提。目前，已有
不少研究调查了我国护理管理者的培训需求

[5-27]

，

但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研究设计、调查范围、调
查对象等均有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因

#2 Nurse Administrator* OR Administrator*, Nurse OR Nurse
Manager* OR Manager*, Nurse OR Nurse Executive* OR
Executive*, Nurse
#3 Education OR Workshop* OR Training Program* OR Program*,
Training O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R Activities, Educational OR
Activity, Educational OR Educational Activity OR Literacy Program*
OR Program*, Literacy
#4 China 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Mainland China OR

此，本研究对中国护理管理人员在职培训方式、

Manchuria OR Sinkiang OR Inner Mongolia

培训时长、培训内容和培训师资等方面的需求进

#5 #1 AND #2 AND #3 AND #4

行范围综述，为护理管理人才培训内容和组织实
施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类型为横断面调查；②研

1.3 文献筛选、资料提取与证据合成
由 2 位研究人员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进
行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并进行交叉核对，如遇
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 3 名研究者协商解决。资
料提取的内容主要包括：①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
如题目、作者和时间、研究地区、研究对象数量

究对象为中国医院护理管理者，包括医院分管护

等；②结局指标信息，包括培训方式、培训时长、

理的院领导、护理部管理者、科室护士长、护理

培训内容、培训师资。对纳入研究进行定性分析。

组长，医院级别、年龄、职称不限；③结局指标
为培训方式、培训时长、培训内容、培训师资。

2 结果

排除标准：①仅纳入某一专项管理培训的研究，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如风险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等；②仅纳入某一科

系统检索获得 4 596 篇相关文献，根据纳入

室或专科护理管理者的研究。

与排除标准，通过剔重、阅读文题和摘要、阅读

1.2 文献检索策略

全文，最终纳入 23 项研究，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和 Web of Science 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时限从

共纳入 23 篇文献，覆盖超过 993 家医院，

2005 年 8 月 1 日 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中 文 检

21 495 名调查对象，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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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文献（n=4 596）*

通过其他资源补充获得相关文献（n=0）

剔重后获得文献（n=4 222）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n=4 222）

排除（n=3 917）

阅读全文复筛（n=305）
排除（n=282）：
·非横断面研究（n=193）
·仅纳入某一专项管理培训的研究（n=80）
·仅纳入某一科室或专科护理管理者的研究
（n=9）

最终纳入定性分析的文献（n=23）

图1  文献筛选流程
Figure 1. Literature selection process
注：*CNKI（n=1 423）、WanFang Data（n=2 782）、VIP（n=110）、PubMed（n=104）、Web of Science（n=177）

2.3 研究结果

次平均 2.3 个月、国外进修学习每次平均 2.8 个
报告了护理管理

月为较合适的学习频次 [16]。另有 2 项调查结果显

人员对培训方式的需求，其中临床实地教学与跟

示二级医院护理部主任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护士

班、培训班授课、案例讨论、专题讲座与研讨为

长最希望培训安排在工作日进行 [21,26]。

17 项 研 究

[5-7,9-11,13,16-17,20-27]

常见的培训方式。4 项研究 [20-23] 均显示，护理管

培训内容是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纳入的

理者最倾向的培训方式排名前三的为临床实地教

23 篇文献均对培训内容进行了调查，详见表 2。

学与跟班、培训班授课和案例讨论。郭燕红等调

从不同级别的护理管理者对培训内容的需求来

查发现，护理部主任认为最可取的前三位培训方

看，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风险控制管理、等级

式为短期脱产培训班、参观学习和学术会议，护

评审与护理质量改进是各级护理管理者共同关

理主管院长认为最可接受的前三位培训方式为培

注的内容。同时，不同级别的护理管理者对培训

[7]

训班、外出参观和专题讲座 。吕红等研究显示，

内容的需求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护理部主任更关

专题研讨会、短期培训班、以会代训为三级医院

注以卫生行政管理知识为主的培训内容，包括护

选择排名前三的培训方式，而二甲医院选择排名

理人力资源管理、护理绩效管理、护理服务模式

前三的方式则为专题研讨会、到外院参观和短期

改革与内涵建设、管理者决策与领导艺术。护士

培训班

[16]

。史晓芬等调查得出，外出学习是护理

长则倾向于以临床管理和技能及人才培养为主

[26]

的培训内容，包括护理管理者沟通与合作技巧、

管理人员最期望的培训方式
9 项研究

[5-6,8,13,16-17,21,23,26]

。

报告了护理管理人员

对培训时间的需求。2 项研究

[5,17]

中护理管理者

管理者执行力、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科室规范
化管理。

[6,8,16,23]

2 项研究 [6,9] 基于学科进行培训需求调查，

显示，最适宜的培训时长是一周左右。吕红等调

宋瑰琦等研究显示护理部主任培训内容需求以

查结果认为，经常性的短期培训每年平均 3.5 次、

卫生行政管理知识为主，护士长培训内容需求

长期系统培训学习年限 1.2 年、国内进修学习每

以临床管理和技能及人才培养为主 [6]；郑守华

认为教学总时长应在 2 周以内，4 项研究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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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黑龙江

湖南

[9]

[10]

杨丽娜 2009

郑守华 2010

黄伶智 2010

河南

山东

[12]

[13]

陈长英 2011

王娟娟 2011

-

7省市

[8]

郭燕红 2009

Spicer JG 2010[11]

-

[7]

a

安徽

宋瑰琦 2008

4直辖市

7省

[6]

苏兰若 2006[5]

纳入研究

208

203

424

92

400

90

整群抽样

74

便利抽样 1 790

随机抽样

便利抽样

随机抽样

便利抽样

便利抽样

便利抽样

随机抽样 1 004

抽样方法 样本量

调查医院

培训需求

-

三甲，数量不详

各级护理管理者74人 三甲1家

1 790人

各级护理管理者

护理部主任208人

管理、团队建设与工作管理

内容：医院文化与创新意识、医院战略与目标管理、医院成本管理、医院质量

①培训方式：授课、经验交流、案例分析；②培训时间：每半年一次；③培训

①培训内容：基础知识、护理教学与合作、专科发展、护理科研、护理管理

理、财务管理和战略管理实践

①培训方式：小型交互、专家辅导式；②培训内容：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

排前两位的分别是质量控制风险管理、管理/护理管理知识

士长倾向到上级医院进修、短期培训班、传统经验式的传带教；②培训内容：

一级8家，共22家

203人

院管理学、管理心理学和卫生事业管理

为医院管理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管理心理学；三级护士长关注的前三位为医

①培训方式：专题讲座、短期培训班；②培训内容：二级护士长关注的前三位

三甲4家、二级10家、 ①培训方式：护理部主任选择短期培训班、到上级医院进修、学历教育；而护

三级和二级，共18家

各级护理管理者

护士长424人

专业背景老师

10人

①培训时长：一周以内；②培训内容：风险管理、新技术新业务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病房管理及沟通与交流等；③培训师资：护理、管理、法律、临床等

-

护士长64人、其他

护理部主任18人、

理及相关理论、护理相关知识（心理、人文和财务）和法律法规

前三位依次是人力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护理管理知识；主管院长则是护理管

208人

①培训方式：护理部主任选择的前三位为短期脱产培训班、参观学习和学术会

评价的培训；护士长则倾向于人才培养、护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理部主任倾向于有效组织、战略思想计划制定、合理使用人才、有效质量管理与

①培训方式：半脱产；②培训时长：周期1年，时长3个月以内；③培训内容：护

间管理与工作平衡、专业技能人才培养、规范化管理等内容较为重要

导与决策、高效工作与计划、人力资源管理等内容较为重要；护士长则认为时

议；院长则是培训班、外出参观和专题讲座；②培训内容：护理部主任选择的

三甲，数量不详

二级及以上共69 家

一甲12家，共77家

三甲38家、二甲27家、 ①培训方式：半脱产；②培训时长：2周以下；③培训内容：护理部主任认为领

人、护理部主任

主管护理院长192

护士长50人

护理部主任40人、

人、护士长862人

护理部主任142

调查对象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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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冰 2019

[22]

-

10省市

王炎 2016

王吉英 2017

湖南

[20]

薛莉 2015

[21]

山西

[19]

河北

吕红 2014

左一红 2014

山东

[17]

[18]

-

叶雪雯 2013

吕红 2014

广东

[15]

[16]

-

胡利娟 2012

地区

[14]

纳入研究

续表 1

b

457

5 663

231

64

666

125

744

158

整群抽样 3 584

便利抽样

普查

便利抽样

整群抽样

分层抽样

便利抽样

整群抽样

便利抽样

抽样方法 样本量

①培训内容：风险与危机管理及质量控制管理

新能力、科研设计能力、开展新技术及新业务能力方面

①培训内容：主要为护理科研能力和护理教学能力的培养，尤其表现在科研创

培训需求

护理管理专家、卫生管理人才专业培训者、法律学学者

源管理、护理管理技能与管理实践、护理服务模式改革；④培训师资：国内外

1年；③培训内容：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护理质量管理、绩效管理、护理人力资

前三为专题研讨会、外院参观和短期培训班；②培训时长：短期7天以内，长期

①培训内容：财务管理知识、自学方法、基本素质能力

①培训内容：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控制、沟通技巧

质量控制；④培训师资：国内护理专家

分析）；②培训时间：2周以内；③培训内容：等级医院评审、护理管理、护理

-

各级

二级429家

队建设；高级职称排名前五为护理质量、护理安全、绩效考核、团队建设、护

人、其他204 人

护理部主任457人

设；中级职称排名前五为护理安全、护理质量、护士长执行力、绩效考核、团

人、护士长5 038

管理

理安全、护理质量、护士长执行能力、绩效考核、团队建设、沟通技巧、时间

①培训方式：案例讨论、理论授课、临床带教以及跟班实习；②培训内容：护

化管理、护士分级管理

与管理、等级评审与护理质量改进、患者安全管理、优质护理与医院护理标准

①培训方式：授课、参观、案例分析；②培训内容：排名前五课程为绩效考核

士长执行；③培训师资：各级优秀护理管理者、院长和境外专家

级职称排名前五为护理安全、护理质量、护士长执行力、人际沟通、团队建

二级及以上, 数量不详 ①培训方式：临床实地教学与跟班、培训班授课和案例讨论；②培训内容：初

三级35家

各级共11家

共129家

三级55家、二甲74家， ①培训方式：专题讲座、以会代训、短期培训班（大课讲授、经验交流、案例

共129家

三级55家、二甲74家， ①培训方式：三级医院前三为专题研讨会、短期培训班、以会代训；二甲医院

各级共68家

三甲5家

调查医院

人、护理部主任 379

主管护理院长 42

士32人

护士长190人、护

护理部主任9人、

护士长64人

护士长666人

护理部主任125人

护士长686人

护理部主任58 人、

护士长158人

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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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浙江

[26]

史晓芬 2019

胡晓雷 2019[27]

便利抽样

便利抽样

整群抽样

分层随机

52

112

98

160

便利抽样 5 096

抽样方法 样本量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9

三甲1家

三甲1家

各级

调查医院

家
各级护理管理者52人 三甲1家

护士长112人

护士长98人

160人

人、其他190人
各级护理管理者

人、护士长4 548

人、护理部主任321

护理主管院长37

调查对象

理安全、绩效管理、人际沟通

①培训方式：临床实地教学与跟班、培训班授课；②培训内容：护理质量、护

①培训方式：外出学习；②培训内容：安全观念、沟通合作与关怀、计划组织

巧及方法、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护理安全管理

①培训方式：专题讲座与研讨、外院参观及短期培训班；②培训内容：管理技

人力资源管理、病房管理及沟通管理

①培训方式：专题讲座、模拟管理；②培训内容：风险管理、创新技术管理、

周；③培训内容：护理质量、护理安全、绩效考核、团队建设、人际沟通

①培训方式：实地教学与跟班实习、理论教学、案例研讨法；②培训时长：一

培训需求

基于具体课程主题

护士长
才的培养等

护理风险管理、质量控制、沟通技巧、沟通与合作技巧、管理者执行力、专业技能人

模式改革、护理内涵建设、压力管理与情绪调控、领导力与管理者决策等

护理质量管理、绩效管理、护理人力资源管理、护理管理技能与管理实践、护理服务

平衡工作与家庭的能力、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及遵守规章制度等

护士长

护理部主任

具备决策能力、工作有计划有目标、合理使用人才等

护理部主任

以临床管理和技能及人才培养为主

护士长

基于模块或管理能力

以卫生行政管理知识为主

护理部主任

基于学科

培训内容异质需求

护理管理者

设计维度

理、等级评审与护理质量改进

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风险控制管

培训内容同质需求

Table 2. The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nursing managers for training content based on different design dimensions

表2  不同培训需求设计维度下不同级别护理管理者对培训内容需求情况

注：a指四川省、贵州省、辽宁省、浙江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7省市； b指山西省、安徽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黑龙江省、吉林省、陕西省、天津市、重庆市10省市。

北京

山东

内蒙古

地区

应菊素 2019

[23]

[25]

郝丽 2019[24]

张丽春 2019

纳入研究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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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则显示，二级护士长关注前三位为医院

上，主要从护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管理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管理心理学；三级

法律法规四个模块进行体系设计，护理质量、护

护士长关注前三位为医院管理学、管理心理学

理安全、绩效管理、团队建设和人际沟通是比较

[9]

和卫生事业管理 。4 项研究

[5,7,11,21]

基于模块或

受欢迎的课程主题，针对护理部主任的培训内容

管理能力开展研究，苏兰若等研究显示护理部

建议倾向于卫生行政管理知识，护士长则以临床

主任将具备决策能力、工作有计划有目标、合

管理和技能及人才培养为主。

理使用人才置于头等重要位置，其次为工作中
具有法律常识、创新意识等以及掌握本专业的
[5]

此外，在护理管理人才的分级分层培养方面，
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可提供一些借鉴思路。英国

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 。王吉英等调查发现，

的国家健康服务体系设计了知识与技能框架，该

护理行政管理相关培训需求得分高于教学与科

框架从知识、技能、领导力、管理能力、创新与

研管理

[21]

。郭燕红等研究显示护理部主任认为

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等 22 个维度对

最重要的前三位培训内容依次是人力资源管理、

每个级别的能力要求做出科学界定并以此为培训

法律法规和护理管理知识，护理主管院长认为

考核和进阶审核的主要标准 [28]。日本于 1998 年

最重要的前三位培训内容依次是护理管理及相

创建了认定护理管理者制度，该制度分别针对科

关理论、护理相关知识（心理、人文和财务）

室的业务骨干、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三类不同层

[7]

和法律法规 。Spicer 等根据需求调查显示，护

次的护理工作者从低到高分成一级、二级、三级

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法律法规

水平进行培训，培训形式有集中授课、演练等，

是护理管理者共同的需求模块

[11]

。其余研究均

而且随着级别的增高，演练在课程中所占比重也

是基于具体课程主题开展的需求调查，其中 4

逐渐增高 [29]。日本认定护理管理者制度针对一级

项研究 [20,22-23,27] 显示需求排名前五的课程主题为

水平的业务骨干设置护理管理概论、护理专门职

护理质量、护理安全、绩效管理、团队建设和

业论、医疗保健提供系统概论、护理服务提供概

人际沟通。

论、团队管理及护理信息论 6 个教育科目，针对

另有 4 项研究

[8,16,17,20]

对期望的培训师资做

二级水平的护士长设置卫生经济概论、护理组织、

了调查。杨丽娜等研究显示调查对象期望的师资

人力资源活用论、信息学 4 个教育科目，针对三

除护理专业外，还有管理、法律、临床等专业背

级水平的护理部主任设置医疗保健政策概论、医

[8]

景的老师 。吕红等研究显示期望的师资为国内

疗保健组织概论、经营管理学及经营者论 4 个教

外护理管理专家、卫生管理人才专业培训者与法

育科目。

学专家等

[16-17]

。王炎等调查则显示期望的师资

本研究对我国护理管理者培训需求进行了范

包括护理部主任、护士长（含科护士长）、优秀

围综述，并基于研究结果为护理管理人才的培养

护理骨干、院长和境外专家

[20]

。

3 讨论

给出了相关建议，未来在护理管理人才培训中，
可根据人员需求同时结合国际成熟经验设计培训
内容和组织形式，以便更有效地开展高质量的培

本研究对我国 2005 年至 2020 年护理管理者

训。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只检

培训需求相关研究进行了范围综述，护理管理者

索了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PubMed 和

对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起着重要的作

Web of Science 的中英文文献，可能会存在发表偏

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护理管理者对培训方式

倚和语种偏倚。其次，未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

的需求存在共同点与差异性。未来在培训组织设

价。此外，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均为横断面研

计时，应尽量根据护理管理者的构成开展分层分

究，研究可能存在调查问卷效度不高、样本抽样

级培训，同时注重培训方式的多元化。在培训方

科学性不足等缺陷，影响纳入研究的质量。综上，

式上，应采用临床实地教学与跟班、培训班授课、

在以后的护理管理者培训需求研究中，为提高研

案例讨论、专题讲座与研讨等有机结合的方式；

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需采取相应措施对误差和

培训时长设计为 1 周左右最宜；可以选择来自国

偏倚进行控制，以职业化内涵为基础加强研究的

内外一线的护理管理专家担任师资；在培训内容

专业化设计和统计学设计。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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