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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基础课程考核说明 

一、有关说明 

1.启用时间 

2019 年秋季学期。 

2.考核对象 

护理专业专科学生。 

3.考核依据 

考核说明依据本课程教学大纲。本课程 2015 春启用《护理学基础》新教材，尚少梅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4.考核目标 

掌握护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规程和流程。 

5.考核方式及计分方法 

本课程考核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

50%，终结性考试占课程综合成绩的 50%。课程考核成绩统一采用百分制，即形成性考核、

终结性考试、课程综合成绩均采用百分制。课程综合成绩达到 60分及以上（及格），可获得

本课程相应学分。 

二、形成性考核相关要求 

1. 考核目的 

加强对学生平时自主学习过程的指导和监督，重在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和检

测，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和学习计划完成学习任务，达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目标，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考核手段 

采用网核形考方式。 

3.形成性考核任务的形式及计分方法 

形成性考核任务列表 

序号 内容 形式 权重  

1 第 1~6 章 选择题 25％  

2 第 7~11 章 选择题 25％  

3 第 12~15 章 选择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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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6~22 章 选择题 25％ 

三、终结性考试相关要求 

（一）相关要求 

1. 考试目的 

终结性考试是在形成性考核的基础上，对学生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进行的一次全面检

测。 

2. 命题原则 

第一，本课程的考试命题严格控制在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范围之内。 

第二，考试命题覆盖本课程教材的 1-22章，既全面，又突出重点。 

第三，每份试卷所考的内容，覆盖本课程教材所学内容的 70%以上章节。 

第四，试题难度适中。分为：容易、适中、较难三个程度，所占比例大致为：容易占

30%，适中占 50%，较难占 20%。 

3. 考试手段 

分为纸考与网考两种，由各分部选择。 

4. 考试方式 

闭卷。 

5. 考试时限 

60分钟。 

（二）终结性考试题型及规范解答举例 

选择题 （每题 2 分，共 100 分） 

1．下列关于护理诊断的陈述正确的选项是（    ） 

A．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 

B．营养失调：低于机体需要量 

C．睡眠型态紊乱：醒后不易入睡 

D．清理呼吸道无效：与痰液粘稠有关 

E．知识缺乏：与预防哮喘的知识不足有关 

2．麻醉护理盘内不需准备的物品是（    ） 

A．牙垫   B．压舌板   C．导尿管   D．吸痰导管   E．输氧导管 

3．患者，李某，女性，甲减危象，昏迷中。下列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中，优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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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A．皮肤完整性受损      B．语言沟通障碍       C．便秘      

D．清理呼吸道无效      E．有营养失调的危险 

答案：1．D  2．C  3．D 

 

四、考核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护理学概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护理学的基本概念 

一、护理学与护理专业 

二、护理学的四个基本概念 

三、护理学概念转变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护理的任务和工作范畴 

一、护理的任务 

二、护理工作范畴及工作方式 

第三节 护理学发展简史 

一、古代护理 

二、近代护理 

三、现代护理 

    四、中国护理发展概况 

教学要求： 

1.掌握： 

（1）陈述护理和整体护理的概念。 

（2）阐述人、环境、健康和护理的概念。 

（3）陈述护理学概念变化三个阶段的主要观点及其护理特点。 

2. 熟悉： 

（1）描述护理专业的特征。 

（2）阐述护理学四个基本概念的相互联系。 

3. 了解： 

（1）描述护理的任务和护的理工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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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描述护理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 

第二章 护理实践相关理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一般系统理论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二、理论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第二节 人类基本需要层次论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二、理论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第三节 成长与发展理论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二、理论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第四节 应激与适应理论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二、理论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一般系统理论的要点。 

（2） 叙述马斯洛人类基本需要层次论的主要内容。 

（3）描述不同成长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4）描述应激原、应激、适应和应对的概念。 

2. 熟悉： 

（1）举例说明各理论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2）解释塞尔耶的应激学说理论。 

（3）描述艾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第三章 护理理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奥瑞姆自理理论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二、奥瑞姆自理理论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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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罗伊适应模式 

一、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二、罗伊适应模式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教学要求： 

1. 掌握： 

（1）叙述各护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2）运用奥瑞姆自理理论和护理系统正确判断患者自护能力和治疗性自护需求。 

（3）运用罗伊适应模式分析不同刺激对人体的影响及机体的调节机制。 

2. 熟悉： 

（1）描述各护理理论对护理学四个基本概念的论述。 

（2）解释奥瑞姆设计的三个护理系统。 

（3）解释罗伊的人作为适应系统的适应过程。 

3. 了解： 

叙述各护理理论提出者的简介及理论发展情况。 

第四章 护患关系与沟通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护患关系 

一、护患关系的性质与分期 

二、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时护士所需基本素质 

第二节 护患沟通 

一、沟通概念与形式 

二、人际沟通基本技巧 

三、护患沟通及特殊情况下的沟通技巧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护患关系的性质与分期。 

（2）陈述沟通的概念和形式。 

（3）举例说明影响沟通的因素。 

（4）在护理实践中应用沟通技巧。 

2. 熟悉： 



 

 6 

（1）复述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所需的护士素质。 

（2）描述治疗性沟通的沟通技巧。 

3. 了解： 

（1）陈述治疗性沟通的目的。 

（2）描述特殊情况下的护患沟通技巧。 

第五章 护理程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护理程序的概念及发展 

二、护理程序的特性 

第二节 护理程序的步骤 

一、护理评估 

二、护理诊断 

三、护理计划 

四、护理实施 

五、护理评价 

第三节 护理程序的应用 

教学要求： 

1. 掌握： 

（1）复述护理程序的概念及步骤。 

（2）叙述护理评估的内容与方法。 

（3）解释护理诊断的组成部分和分型方法。 

（4）按正确的格式书写护理诊断和合作性问题。 

（5）复述护理诊断的排序原则。 

2. 熟悉： 

（1）描述合作性问题、护理诊断与医疗诊断的区别。 

（2）描述护理措施的类型及制定护理措施的注意事项。 

3. 了解： 

（1）叙述护理程序的发展及特性。 

（2）解释护理评价与护理程序中其他步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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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患者出入院的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患者入院的护理 

一、入院程序 

二、入院护理的内容 

三、患者床单位的准备 

四、分级护理 

第二节 患者出院的护理 

一、出院流程 

二、出院护理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各种床的目的及适用范围。 

（2）正确完成下列操作：备用床、暂空床、麻醉床和卧床患者更换床单。 

（3）描述出、入院患者护理的主要内容。 

2. 熟悉： 

（1）描述患者出入院流程。 

（2）描述患者护理分级的种类及护理要点。 

第七章 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医院感染 

第二节 清洁、消毒和灭菌 

一、概述 

二、医院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 

第三节 无菌技术 

一、概述 

二、无菌技术操作原则 

三、无菌技术操作方法 

第四节 手卫生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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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方法 

第五节 隔离技术 

一、概述 

二、常用隔离技术 

教学要求： 

1. 掌握： 

（1）复述医院感染、清洁、消毒、灭菌的定义。 

（2）描述无菌技术操作的原则。 

（3）按无菌技术的原则进行各项操作。 

2. 熟悉： 

（1）描述消毒、灭菌的种类、方法及注意事项。 

（2）按规程正确洗手、卫生手消毒和外科手消毒。 

（3）描述常用隔离的种类和方法。 

第八章 患者舒适的评估与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医院环境的调控 

    一、医院物理环境的调控 

二、医院社会文化环境的调控 

三、医院常见不安全因素及防范措施 

第二节 休息与睡眠 

一、概述 

二、促进患者休息与睡眠的方法 

第三节 疼痛 

一、概述 

二、疼痛的评估 

三、疼痛患者的护理 

第四节 卧位 

一、卧位的分类 

二、常用卧位 

三、变换卧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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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医院物理环境的调控方法。 

（2）列举促进患者休息和睡眠的方法。 

（3）列举常用卧位的种类和方法。 

（4）描述疼痛患者的护理措施。 

2. 熟悉： 

（1）陈述医院社会文化环境的调控方法。 

（2）列举医院常见不安全因素及防范措施。 

（3）列举疼痛评估的主要方法。 

（4）列举卧位的分类方法。 

（5）描述变换卧位的方法。 

3. 了解： 

（1）陈述睡眠的生理。 

（2）正确评估疼痛患者的生理、心理反应。 

第九章 患者活动与安全的评估与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活动 

一、概述 

二、促进患者活动的方法 

三、运送患者的方法 

第二节 患者安全 

一、概述 

二、保护患者安全的措施 

教学要求： 

1. 掌握： 

（1）叙述促进患者活动的各种方法。 

（2）按操作规程正确运送患者。 

（3）叙述保护患者安全的措施。 

2.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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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活动的意义和种类。 

（2）列举活动受限对患者的影响。 

（3）叙述影响患者安全的因素。 

3. 了解：列举影响患者活动的因素。 

第十章 患者清洁卫生的评估与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头发护理 

一、评估 

二、头发护理的方法与原则 

三、头发护理的方法 

第二节 口腔护理 

一、评估 

二、口腔护理的方法与原则 

第三节 皮肤护理 

一、评估 

二、皮肤护理的方法与原则 

第四节 压疮的预防及护理 

一、概述 

二、压疮的病理分期及临床表现 

三、压疮的评估和护理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按规程为患者提供头发、口腔、皮肤护理活动。 

（2）能为压疮患者制订护理计划。 

2. 熟悉： 

（1）能复述皮肤、头发和口腔护理的评估内容。 

（2）能叙述常用口腔护理液及其作用。 

（3）能描述压疮的好发部位、危险因素、分期及临床表现。 

3. 了解： 

描述清洁卫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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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命体征的评估与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体温的评估和护理 

一、概述 

二、体温的测量方法与记录 

三、体温异常及其护理 

第二节 血压的评估和护理 

一、概述 

二、血压的测量方法及记录 

三、血压异常及其护理 

第三节 脉搏的评估和护理 

一、概述 

二、脉搏的测量方法与记录 

三、脉搏异常及其护理 

第四节 呼吸的评估和护理 

一、概述 

二、呼吸的测量方法与记录 

三、呼吸异常及其护理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生命体征的正常生理范围。 

（2）按规程正确执行生命体征的测量。 

（3）描述生命体征异常患者的主要护理措施。 

2. 熟悉： 

能识别生命体征的异常变化。 

3. 了解： 

能描述影响生命体征变化的因素。 

第十二章 冷热疗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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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冷热疗法的效应 

二、影响冷热疗法效果的因素 

第二节 冷疗法 

一、冷疗目的及适用范围 

二、冷疗法的禁忌 

三、各种冷疗法 

第三节 热疗法 

一、热疗目的及适用范围 

二、热疗法的禁忌 

三、各种热疗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冷热疗法的作用。 

（2）复述冷热疗法的使用禁忌。 

（3）按操作规程正确实施各种冷热疗法。 

（4）描述各种冷热疗法的注意事项。 

2. 熟悉： 

能列举影响冷热疗法效果的因素。 

3. 了解： 

描述冷热疗法的效应。 

第十三章 患者饮食与营养的评估与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人体对营养的需求 

二、平衡膳食 

第二节 医院饮食 

一、基本饮食 

二、治疗饮食 

三、试验饮食 

第三节一般饮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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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食与营养评估 

二、一般饮食护理 

二、液体的出入量 

第四节 特殊饮食护理 

一、管喂饮食 

二、要素饮食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鼻饲饮食的目的和注意事项。 

（2）按规程正确执行鼻饲法操作。 

（3）能按要求记录出入液量。 

2. 熟悉： 

（1）能复述医院基本饮食、治疗饮食、试验饮食的种类、适用范围、饮食原则及用法。 

（2）能为患者进行营养状况评估。 

3. 了解： 

（1）描述人体对营养的需要和各种营养素的生理功能。 

（2）能描述影响人体营养状况的各种因素。 

第十四章 患者排泄活动的评估与护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排便活动的评估与护理 

一、概述 

二、排便活动的评估 

三、排便异常的护理 

四、与排便相关的护理技术 

第二节 排尿活动的评估与护理 

一、概述 

二、排尿活动的评估 

三、排尿异常的护理 

四、与排尿相关的护理技术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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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 

（1）叙述各种灌肠法、导尿法的目的、适应证及注意事项。 

（2）能对排泄异常患者进行正确的护理。 

（3）按操作规程正确执行灌肠法、肛管排气法、导尿法、膀胱冲洗法。 

2. 熟悉： 

（1）描述影响正常排便及排尿活动的因素。 

（2）正确识别排便、排尿异常的患者。 

3. 了解： 

能正确描述与排尿和排便相关的解剖和生理。 

第十五章 给药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药物的种类、领取和保管 

二、给药原则 

三、给药途径与时间 

四、影响药物疗效的因素 

第二节 口服给药法 

一、摆药 

二、给药 

第三节 吸入给药法 

一、超声雾化吸入法 

二、氧气雾化吸入法 

三、手压式雾化器雾化吸入法 

第四节 注射给药法 

一、注射原则 

二、注射给药基本知识 

三、各种注射法 

第五节 其他给药法 

一、皮肤外用药 

二、栓剂置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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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药物滴入法 

四、舌下含服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正确陈述给药原则、常用给药途径及相关概念。 

（2）正确描述各种给药途径的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3）叙述注射给药原则。 

（4）能按照规程正确完成口服、吸入及各种注射给药。 

（5）认识给药治疗中的常用英文缩写。 

2. 熟悉： 

正确陈述药物保管原则。 

3. 了解： 

举例说明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 

第十六章 药物过敏试验及过敏反应的处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青霉素过敏试验及过敏反应的处理 

一、青霉素过敏反应及处理 

二、青霉素过敏反应皮内试验法 

第二节 链霉素过敏试验及过敏反应的处理 

一、链霉素过敏反应及处理 

二、链霉素过敏试验法 

第三节 破伤风抗毒素过敏试验及脱敏注射法 

一、破伤风抗毒素皮内试验法 

二、破伤风抗毒素脱敏注射法 

第四节 其他药物过敏试验法 

    一、普鲁卡因过敏试验法 

二、碘过敏试验法 

三、头孢菌素类药物过敏试验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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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陈述常用过敏试验液的配制浓度和配制方法。 

（2）正确判断常用药物过敏试验的结果。 

（3）能按照规程正确完成各种药物过敏试验法。 

（4）能正确叙述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抢救原则。 

2. 熟悉： 

（1）陈述青霉素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 

（2）陈述链霉素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和处理措施。 

3. 了解： 

陈述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发生机制。 

第十七章 静脉输液与输血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静脉输液 

一、概述 

二、静脉输液方法 

三、静脉输液速度的调节 

四、静脉输液时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五、输液反应与防治 

六、输液微粒污染 

第二节 静脉输血 

一、概述 

二、静脉输血法 

三、自体输血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按规程正确完成密闭式周围静脉输液操作和输血操作。 

（2）正确陈述静脉输血的原则和输血前的准备。 

（3）正确判断和处理输液中的常见故障。 

（4）正确判断和处理各种静脉输液和输血反应。 

（5）正确描述输液、输血时穿刺部位的选择原则。 

（6）按规程正确完成静脉留置针的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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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用公式计算输液速度和时间。 

2. 熟悉： 

（1）描述静脉输液的目的、常用溶液的种类及其作用。 

（2）描述静脉输血的目的、血液制品的主要种类及其用途。 

（3）按规程争取完成输液泵的操作。 

3. 了解： 

陈述自体输血的优点、适应证以及种类。 

第十八章 急危重患者的管理及常用急救技术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急危重患者的管理 

一、抢救工作的管理和设备 

三、急危重患者的护理 

第二节 常用急救技术 

一、现场急救 

二、洗胃术 

三、吸痰法 

四、氧气疗法 

五、人工呼吸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抢救室的管理和设备。 

（2）正确使用简易呼吸器。 

（3）复述呼吸心搏骤停的判定标准及心肺脑复苏的注意事项。 

（4）描述胸外心脏按压及人工呼吸操作的有效指标。 

（5）正确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及人工呼吸的操作。 

（6）正确执行给氧方法。 

（7）描述洗胃的适应证、禁忌证和洗胃时的注意事项。 

2. 熟悉： 

（1）描述急危重患者的监测内容。 

（2）复述急危重患者的护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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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描述氧疗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 

（4）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正确选择洗胃方式和洗胃溶液。 

（5）复述吸痰时的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3. 了解： 

（1）列举心跳、呼吸骤停的原因。 

（2）列举缺氧的原因及分类。 

第十九章 标本的采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标本采集的意义和原则 

一、标本采集的意义 

二、标本采集的原则 

第二节 常用标本的采集 

一、血液标本采集 

二、尿标本采集 

三、粪便标本采集 

四、痰标本采集 

五、咽拭子标本采集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标本采集的原则。 

（2）列出常用尿标本防腐剂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3）描述采集各种常用标本的注意事项。 

（4）按规程正确采集下列常用标本：血标本、尿标本、便标本、痰标本。 

2. 熟悉： 

（1）描述采集各种常用标本的目的、要求。 

（2）按规程正确采集咽拭子标本。 

3. 了解： 

陈述标本采集的意义。 

第二十章 临终患者的护理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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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一、临终关怀 

二、濒死与死亡 

第二节 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护理 

一、临终患者生理变化和护理 

二、临终患者的心理反应和护理 

三、临终患者家属的反应和护理 

第三节 患者死亡后的护理 

一、遗体护理 

二、丧亲者的护理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临终关怀的概念。 

（2）陈述对临终患者的护理原则和方法。 

（3）按正确的操作规程进行遗体护理。 

2. 熟悉： 

（1）复述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2）描述临终患者各阶段的心理反应及生理变化。 

（3）列举濒死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死亡的诊断依据。 

3. 了解： 

（1）陈述临终关怀的由来。 

（2）列出临终关怀机构的类型。 

（3）列出家属居丧期的护理措施。 

第二十一章 医疗与护理文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医疗与护理文件记录的重要性 

二、医疗与护理文件书写原则 

三、医疗与护理文件的保管要求 

第二节 医疗与护理文件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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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温单 

二、医嘱单 

三、特别护理记录单 

四、病室交班报告 

五、护理记录单 

教学要求： 

1. 掌握： 

（1）描述医疗与护理文件的书写原则。 

（2）描述医疗与护理文件的保管要求。 

（3）正确填写和绘制体温单。 

（4）识别医嘱的种类。 

（5）正确处理医嘱。 

（6）正确书写特别护理记录单、护理记录。 

（7）正确叙述病区交班报告的书写顺序。 

2. 熟悉： 

（1）列举医疗与护理文件记录的意义。 

（2）正确书写病区交班报告。 

3. 了解： 

描述计算机在医嘱处理中的操作流程。 

第二十二章 护士的职业防护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职业防护的相关概念及意义 

二、职业损失的危险因素 

三、护理职业防护的管理 

第二节 常见护理职业损伤及预防措施 

    一、锐器伤 

二、化学药物损伤 

教学要求： 

1.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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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释护理职业暴露和护理职业防护的概念。 

（2）正确处理锐器伤，并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3）化疗药物暴露后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流程。 

（4）采取正确的措施预防来自化疗药物的损伤。 

（5）采取正确的措施预防负重伤。 

2. 熟悉： 

（1）列举护理职业损伤中的常见危险因素。 

（2）描述护理职业防护的管理措施。 

（3）解释锐器伤、化疗药物损伤及负重伤产生的原因。 

3. 了解： 

理解护理职业防护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