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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nurs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in Xinjiang area as well as the status level
of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students. Methods:
Using the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students scale, 194 nursing students were survey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also explored by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interns’ general self-efficacy score
was 2.71 + 0.57, lower than the adult norm, of which the minority nurs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scored higher than the nursing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 (P < 0.05); boys’ self-efficacy was higher than girls’ (P < 0.05); nurs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core was 84.62 +
14.15, which is in the medium level;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linical communication skills by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 =
0.327, P < 0.01). Conclusion: The interns’ self-efficacy is lower than the norm, which is above the
medium level, and the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s in the medium level;
all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ing nursing students’ general self-efficacy helps to improve nurs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tak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nurs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so as to improve clinical comprehensive core competence of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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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新疆地区实习护生自我效能感及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现状水平，分析探讨一般自我
效能感与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一般情况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护
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量表，对194名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回归分析，探讨一般自我效能感
量表和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关系。结果：实习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为2.71分 ± 0.57分，低
于成人常模，其中少数民族护生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于汉族护生P < 0.05；男生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P <
0.05，护生专业沟通能力总分为84.62分 ± 14.15分，处于中等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护生一般自
我效能感与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成正相关(r = 0.327, P < 0.01)。结论：实习护生自我效能感低于常模，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提高护生一
般自我效能有助于提高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护理教育者应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护生自我
效感水平，进而提高护生的临床综合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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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实习效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护理教育的整体质量，最终影响护理人
才的素质[1]。实习护生在临床实习阶段是护理教学的最后阶段，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临床护理差错与
实习护生有关[2]，差错原因不仅与护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有关，也取决于护生的心理稳定素质[3]。自我效
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是一项重要的人格特征，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
信心或信念[4]。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提出沟通能力列为现代
护理人才的一项必备核心能力[5]。本研究对新疆乌鲁木齐市的 2 所三级甲等医院(其中 1 所为专科医院)
实习护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及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现状水平进行调查，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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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相关关系，为提高新疆地区实习护生的实习效果，
增强临床综合核心能力提供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5 年 5 月，选取新疆乌鲁木齐市 2 所三级甲等医院(其中 1 所为专科医院)护理专业实习学生 194
人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 20.48 岁 ± 1.81 岁，本科 32 人，大专 99 人，中专 63 人，汉族 106 人，少
数民族 88 人，男护生 17 人，女护生 177 人。

2.2. 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的内容包括一般资料、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测
评量表。
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等。
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采用中文版 GSES，由 Schwarzer、张建新、共同修订，王才康等[5]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中文版 GSES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GSE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重测信度
为 0.83，GSES 的 10 个条目和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60~0.77。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条目全部为正向，
理论得分最低均值为 1 分，最高值为 4 分，小于 1 分表明自信心很低，1~2 分表明自信心偏低，2~3 分表
明自信心较高，3~4 分表明自信心非常高。得分越高，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好。
3) 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测评量表，由护理教育学者杨芳字、沈宁[6]等人以 Rogers 的“以病
人为中心”的理论为框架编制，该量表为结构式自评量表，内容包括建立和谐关系(6 个条目)、敏锐倾听
(5 个条目)、确认病人的问题(5 个条目)、共同参与(4 个条目)、传递有效信息(3 个条目)、验证感受(5 个
条目)组成，共 6 个纬度 28 个条目，理论最低值为 28 分，最高值为 112 分。量表采用 Liker Scales 形式，
选用 4 点量表(1 = 从不使用，2 = 偶尔使用，3 = 经常使用，4 = 总是使用)，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为 0.84，总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84，各因子重测相关系数为 0.61~0.85，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得分越高，表明临床沟通能力越强。

2.3. 调查方法
在护生进入实习的第 10 个月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取得护生知情同意，调查问卷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并做填写说明，以无记名的方式填写问卷，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当场填写并回收，并由调查人员检查，
如发现遗漏及时返回填写，其中条目缺失值大于 20%者予以剔除。共发放 194 份，回收 194 份，回收率
为 100%，有效问卷 194 份，有效率为 100%。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3.0 录入数据，
数据整理后，
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及 Pearson 相关分析，
检验水准 α = 0.05。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共调查护理专业实习学生 194 名，平均年龄为 20.48 岁 ± 1.81 岁，本科 32 名(16.50%)，大专 99 名
(51.03%)，中专 63 名(32.47%)，汉族 106 人(54.64%)，少数民族 88 人(45.36%)，男护生 17 人(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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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护生 177 人(91.24%)。

3.2. 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状况
实习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均分(2.77 ± 0.58)分，其中，得分 < 2 分的有 13 人，占 6.7%，得分在 2~3
分之间的有 124 人，占 63.91%，得分 > 3 分的有 5 人 7，占 29.4%，汉族护生总均分为(2.66 ± 0.56)分，
少数民族总均分为(2.90 ± 0.59)分，汉族与少数民族总均分 t 检验，P < 0.05 (t = −2.95, P < 0.03)，具有统
计学差异，少数民族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于汉族护生；男护生总均分(3.10 ± 0.54)分，女护生总均分(2.74 ±
0.58)分，P < 0.05 (t = −2.46, P < 0.015)，见表 1。

3.3. 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状况
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总体得分为 84.62 分 ± 14.15 分，各因子具体得分见表 2，其中得分
最高的因子是敏锐倾听，得分最低的是共同参与，各因子得分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敏锐倾听、确认病人
问题、建立和谐关系、验证感受、传递有效信息、共同参与。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状况及分析见
表 2、表 3。

3.4. 实习护生自我效能感与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对实习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得分均分与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总得分
进行分析后表明，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护生护理专业学生临床沟通能力呈正相关(r = 0.327, P < 0.01)，
见表 4。
Table 1. Nurs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situation analysis
表 1. 护生自我效能感状况分析( x ± s )
项目

自我效能感(分)

t/F

P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2.66 ± 0.56
2.90 ± 0.59

−2.95

0.03

性别

男
女

3.10 ± 0.54
2.74 ± 0.58

−2.46

0.015

独生子女

是
否

2.72 ± 0.60
2.80 ± 0.58

−2.79

0.025

学历

中专
大专
本科

2.65 ± 0.63
2.84 ± 0.54
2.77 ± 0.63

4.998

0.027

Table 2. Our practice nursing students’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each factor score
表 2. 我院实习护生护理专业学生临床沟通能力各因子得分(n = 194，分 x ± s )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理论最高值

均值 ± 标准差

得分率

沟通能力总分

57

109

112

84.62 ± 14.15

75.56%

建立和谐关系

6

24

24

18.39 ± 3.74

76.62%

敏锐倾听

11

20

20

16.47 ± 3.16

82.33%

确认病人问题

12

18

20

15.69 ± 3.47

78.47%

共同参与

4

12

16

10.63 ± 2.81

66.41%

传递有效信息

4

10

12

8.27 ± 2.04

68.89%

验证感受

10

18

20

15.18 ± 3.67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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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 student nurse, nursing clinical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analysis
表 3. 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状况分析(分 x ± s )
项目

临床沟通能力(分)

t/F

P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85.27 ± 12.45
84.37 ± 14.98

0.376

>0.05

性别：

男
女

88.50 ± 17.02
84.55 ± 13.53

−0.781

>0.05

独生子女：

是
否

83.27 ± 15.46
85.33 ± 13.89

2.301

<0.05

学历：

中专
大专
本科

80.01 ± 11.52
83.23 ± 15.18
86.53 ± 12.18

5.241

<0.05

Table 4. Practice nursing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the practice of nursing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表 4. 实习护生自我效能感与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相关性(n = 194)

GSES平均分
P

建立和谐关系

敏锐倾听

确认病人问题

共同参与

传递有效信息

验证感受

沟通能力总分

0.113
<0.01

0.132
<0.01

0.187
<0.01

0.091
<0.01

0.087
<0.01

0.102
<0.01

0.139
<0.01

4. 讨论
4.1. 新疆地区实习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均分(2.77 ± 0.58)分，低于成人常模 2.86 分[6] (t = −27.86,
P < 0.05)总体处于中等水平，高于谢碧姣等[7]调查的 295 名护理本科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均分(2.46 ± 0.03)
分。一般自我效能感[8]是个体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事物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自我效
能感比较强的人对自己更有信心，更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种事情，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会比自我效能
感低的人更加积极、主动。Bandura 认为自我效能是个体行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自我效能感并不是个
体人格内部严格静态的固有属性，是可以改变的和提高的[9]。当前，开展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使临
床护理模式发生了转变，对护理专业的学生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国内有研究表明[11]，专业兴趣、
性格、带教老师的鼓励、就业压力、实习态度 5 个因素与护生自我效能感有关，因此，护理学院老师及
临床带教老师必须改变传统“说教式”的带教，应关注护生自我效能动态评分，在此基础上，可通过多
给予护生工作上的鼓励和表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历等，帮助其建立信心，提高对护理专业的兴趣，增
强自我效能感。本研究还显示，不同类别护生的自我效能感是不同的，其中少数民族实习护生高于汉族
实习护生 P < 0.05，男实习护生高于女实习护生 P < 0.05，原因是一般自我效能有跨文化和跨性别的特点
[12]。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带教老师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如民族、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学历等有针对
性按需施教，准确评估实习护生的适应能力和输出性行为，注重及时调整他们的适应状况及心理疏导，
提升实习护生的自我效能感。

4.2. 新疆地区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沟通能力总得分为 84.62 分 ± 14.15 分，为理论最高值的 75.56%，处于中等
水平，10.69%的护生得分率大于 90%，仍然有 12.98%的护生得分率低于 60%，在各因子得分中，得分最
高的是敏锐倾听，得分最低的是共同参与，各因子得分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依次为敏锐倾听、确认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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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立和谐关系、验证感受、传递有效信息、共同参与，与张连辉的调查结果相似[13]。这表明实习
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各因子得分反映出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亟待提高，尤其是让患者
共同参与到临床沟通中及传递有效的信息方面的临床能力相对较薄弱，传递有效信息能力与护生所掌握
专业知识及技能的程度有关，实习护生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不能很好的与患者主动沟通及互动，缺乏
对患者反应的注意，导致患者深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共同参与的得分相对较低而影响患者的积
极性。不同类型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与护生的学历层次、是否是独生子女有关 P < 0.05，与不同民
族及性别没有关系 P > 0.05。目前，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求、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宽
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14]。专家、学者将临床沟通能力列为现代护理人才的一项“必备核心能力”[15]。
对护生而言，由于自身或外界因素的影响，临床沟通能力成为护生在其护理实践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
的环节之一。临床教师要在实习带教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及持续学习能力，指导实习护生
多看、多问、多想、多动手，同时还要结合实习护生的不同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等特点，给予及时肯
定及赞扬，同时起到“榜样”的作用，加大实习护生学习及实践空间。使其以比较积极向上的心态投身
于临床护理工作中，积极地去解决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其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4.3. 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相互协同
结果显示，护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呈正相关 P < 0.05，护生自我效能
感越强，其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越高。自我效能感调节着人的知识、能力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指“人
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16]。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论还认
为，个体的自我效能和其行为水平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关系[17]。所以，护理学院
教师及临床带教教师从提高新疆地区实习护生的自我效能感入手，采取正向积极的应对策略，促进实习
好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的提升，使实习护生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而在实习过程中充满信心，敢于
面对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挫折，积极主动参与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使护理专业的临床共同能力得
到提高。而护理专业临床共同能力的提升使实习护生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及案例，进而又可以提高护生的
自我效能感。使其善于适应，充满自信，尽力发挥自身潜能。

5. 小结
本次研究通过对新疆地区的 194 名实习护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新疆地区的实习护生的自我
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实习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自我效能感与民族有关，沟
通能力与民族无关，二者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对其护理专业的临床沟通能力有很好的预测作用[18]。研
究证明：人的行为可以在后天通过学习与强化得到，人的情绪也可以因为经验和年龄变得和谐[19]。所
以，护理教育者及管理者应评估关注并提升实习护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根据培养其积极的护理专业态
度及职业认知。注重实习护生的地域、民族、个性及文化差异实施临床带教，强化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以促进和提高护生护理专业临床沟通能力，提高护生的核心能力，从而培养适合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的高
素质新疆护理人才提供参考依据。

基金项目
新疆医科大学教育改革项目(YG201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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