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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护理学课程考核说明

一、有关说明

1. 考核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专科护理专业学生。

2. 启用时间

从 2020 年春季开始使用。

3. 考核目标

掌握外科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包括外科总论、普通外

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骨科等，并能应用护理程序对外科病人进行

整体护理。

4. 考核依据

本课程考核说明是依据国家开放大学《外科护理学》教学大纲、文字教材《外

科护理学》（路潜主编，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第一版）制定的。本

课程考核说明是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命题的基本依据。

5. 考核方式及计分方法

本课程考核分为两种方式，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形成性考核占课程综

合成绩的 50%，终结性考试占综合成绩的 50%。

二、考核方式与要求

（一）形成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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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与分部课程教学团队的教师共同实

施教学过程的引导、指导和管理。

2.考核手段

形成性考核采用网络形考，即学生通过学习网的相关课程页面进行的在线形

成性考核。

由网络核心课程 4次形成性考核任务构成。按百分制计分。每次形成性考核

任务随机抽取若干单项选择题，每题 0.8 分。形成性考核成绩总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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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形成性考核任务列表

序 次 章 节 任务 题型 题量 分数

形考任务 1 第 1-7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单选题 30 24 分

形考任务 2 第 8-14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单选题 35 28 分

形考任务 3 第 15-21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单选题 30 24 分

形考任务 4 第 22-28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单选题 30 24 分

（二）终结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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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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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章节。

第四，试题应难易适中。

3. 考试手段

终结性考试采用纸考的形式。

4.考试方式

终结性考试采用闭卷方式。

5. 考试时限

终结性考试时间长度是 60 分钟。

三、终结性考试试题类型及规范解答举例

试题题型为单项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在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 1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

答案的序号，填写在题中的括号内。每小题 2分，共 100 分）

1．关于 T管护理叙述正确的是

A．下床活动时引流袋应高于腰部

B．T管阻塞时应加压冲洗

C．胆总管下段阻塞时引流量增多

D．正常胆汁色泽为深绿，较稀薄

E．T管造影显示通畅即可拔管

2．乳癌根治术术后病人的护理措施中不正确的是

A．抬高患侧上肢



3 / 7

B．患侧胸壁加压包扎

C．保持引流管通畅

D．早期活动患肢

E．不在患肢测血压

试题参考答案

1. A

2. D

四、 课程考核的相关内容

终结性考试按掌握、了解两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出题。其中掌握的内容约占

80%，了解的内容约占 20%。

第一章 绪论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如何学习外科护理学。

了解：外科学及外科护理学的范畴、发展。

第二章 营养支持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营养筛查方法；肠内、肠外营养支持常见并发症及严重并发症；肠

内、肠外营养支持病人的护理措施。

了解：外科病人常见的营养不良类型；营养评定方法。

第三章 外科休克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休克的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

了解：休克的病因与分类、病理生理基础。

第四章 围手术期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围手术期的概念；手术分类；手术人员的准备；手术室的无菌操作

原则；麻醉的分类；麻醉前用药的目的；局部麻醉、椎管内麻醉及全身麻醉的常

见并发症及处理；椎管内麻醉及全身麻醉病人麻醉前后的护理；手术前后的主要

护理诊断/问题；手术前后病人的护理措施。

了解：ASA病情分级；麻醉前常用药物；麻醉方法的选择；手术室的布

局与环境、管理；手术室物品管理及无菌处理；手术室护士职责。

第五章 外科感染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浅部组织的化脓性感染和手部急性化脓性感染的临床表现、处理原

则及护理措施；全身性感染的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破伤风的临床表

现、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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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外科感染的分类、病因、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常见类型感染的主

要护理诊断/问题。

第六章 甲状腺疾病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甲状腺功能亢进、单纯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肿瘤的临床表现、辅助

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和护理措施。

了解：甲状腺功能亢进、单纯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肿瘤的病因、病理。

第七章 乳腺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乳腺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护理措施。

了解：乳腺癌的病因、病理。

第八章 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的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

了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的病因及分类；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的病理生理和

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第九章 腹部损伤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腹部损伤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护理措施。

了解：腹部损伤的分类、病因、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第十章 胃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胃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

理措施。

了解：胃癌的病因、病理。

第十一章 肠梗阻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肠梗阻的分类、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

措施。

了解：肠梗阻的病理生理、辅助检查。

第十二章 大肠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大肠癌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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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肠癌的病因、辅助检查。

第十三章 原发性肝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
题、护理措施。

了解：原发性肝癌的病因、病理。

第十四章 胆石症和胆道感染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胆石症和胆道感染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

断/问题、护理措施。

了解：胆石症和胆道感染的病因、病理。

第十五章 胰腺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胰腺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护理措施。

了解：胰腺癌的病因、病理。

第十六章 周围血管疾病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表现、处理

原则、护理措施。

了解：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形成的病因、病理生理、

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第十七章 胸部损伤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胸部损伤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护理措施。

了解：胸部损伤的病因、预后。

第十八章 肺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肺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

理措施。

了解：肺癌的病因、病理。

第十九章 食管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食管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护理措施。



6 / 7

了解：食管癌的病因、病理。

第二十章 颅内压增高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颅内压增高的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急性脑疝的紧急处

理。

了解：颅内压增高的病因、病理生理、辅助检查、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第二十一章 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头皮损伤、颅骨骨折、脑损伤病人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颅骨骨

折、脑损伤的护理。

了解：颅骨骨折、脑损伤的损伤机制。

第二十二章 泌尿系统损伤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泌尿系损伤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
题、护理措施。

了解：肾损伤、膀胱损伤和尿道损伤的病因和病理。

第二十三章 良性前列腺增生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

/问题、护理措施。

了解：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因、病理。

第二十四章 尿石症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尿石症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护理措施。

了解：尿石症的病因和分类。

第二十五章 膀胱癌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膀胱癌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

了解：膀胱癌的病因和病理分型。

第二十六章 骨折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骨折的定义、病因、分类、临床表现、常见并发症、急救处理、处

理原则和护理措施；常见四肢骨折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和护理措施；脊柱骨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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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原则、护理措施；脊髓损伤的并发症、处理原则和护理措施。

了解：骨折的愈合过程及标准，以及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常见四肢骨折

的病因；脊柱骨折的病因、分类、病理，主要护理诊断/问题。

第二十七章 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
题和护理措施。

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辅助检查。

第二十八章 颈椎病病人的护理

【考核内容及要求】

掌握；颈椎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处理原则、主要护理诊断/问题和护理

措施。

了解：颈椎病的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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