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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化沟通方式在提高护生临床沟通能力中的作用
屈梅香 1，2，李佳 2，何丹丹 2，周弦 2，刘怡素 2

(1.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8；

2.湖南省人民医院门诊，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 目的 探讨流程化沟通方式(CICARE)在提高实习护生临床沟通能力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 2017

年 3~8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门诊进行临床实习的 120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建立CICARE沟通流程，有效地整

合心理学知识，对实习护生进行培训，在培训前后分别采用护生临床沟通能力测评量表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在采用流程化沟通方式前、后，实习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总分分别为(76.53±8.33)分、(85.38±10.65)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建立和谐关系、敏锐倾听、确认患者问题、传递有效信息、验证感受实施前的得分分别

为(15.79±1.69)分、(15.90±2.34)分、(15.15±2.55)分、(7.02±1.22)分、(13.30±2.54)分，实施后得分分别为(18.57±2.61)分、

(17.76±2.32)分、(17.12±2.59)分、(7.38±1.42)分、(15.28±2.8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前、后，共同参与

的得分分别为(9.04±1.81)分、(9.27±2.44)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流程化沟通方式有助于提高实习

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

【关键词】 流程化沟通；护生；临床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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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ICARE o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QU mei-xiang 1,2, LI jia 2,
HE Dan-dan 2, ZHOU Xian 2, LIU Yi-su 2. 1. Xiangy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Hunan, CHINA; 2. 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Changsha 410005, Hu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nect-Introduce-Communicate-Ask-Respond-Exit (CI-

CARE) o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nursing students

studied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7 to August 2017 were enroll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CICARE communication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was inte-

grated effectively.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trained and applied CICARE to patients. The effect of CICARE on the clini-

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evaluated by“the clinic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scale of nurs-

ing students”.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the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applica-

tion of CICARE were (76.53±8.33) and (85.38±10.65),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scores of build-

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listening attentively, confirming patient's problem, transferring effective information, and

verifying feeling were (18.57 ± 2.61), (17.76 ± 2.32), (17.12 ± 2.59), (7.38 ± 1.42), (15.28 ± 2.80) after application of CI-

CARE, versus (15.79±1.69), (15.90±2.34), (15.15±2.55), (7.02±1.22), (13.30±2.54) before application of CICARE (P<

0.05). The scores of common participation before and after CICARE was applied were (9.04±1.81) and (9.27±2.44),

which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CICARE communication process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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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人际交往的桥梁，人们通过沟通来传递信

息、传达情感和传播思想[1]。临床沟通能力是指医务

人员在临床工作中，以患者的治疗为中心，收集患者

资料、确定患者问题，并为其提供信息和情绪支持，帮

助患者恢复健康进行沟通的能力[2]。随着新的医学模

式的发展和护理理念的转变，护患沟通在临床护理实

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临床沟通能力已经成

为了现代护理人才的核心能力之一，也是影响护理质

量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护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后，

由于临床沟通能力不足，在与患者的沟通中会有不同

程度的紧张、羞涩等情绪，甚至会出现自卑、焦虑等心

理感受[3]。临床实习作为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护生临床沟通能力的关键环节，如何在临床实

习中有针对性地培养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

流程化沟通简称为CICARE，是一种以流程为导

向的沟通方式，其全称是接触 (connect)-介绍 (intro-

duce)-沟通(communicate)-询问(Ask)-回答(respond)-

离开(exit)[4]。CICARE沟通方式已经在多个临床领域

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关于其对实习护

生临床沟通能力影响的研究还少见报道。因此，本研

究对在本科室进行临床实习的护生进行流程化沟通

的培训并进行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 3月至 2017年 8月

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门诊进行临床实习并符合纳入标

准的 120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专科 3年

制或本科 4年护理专业学生；在本研究期间未参加其

他相关研究；了解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成人教育或自学考试的护生；未完成培训的护生；

拒绝参加或中途退出本研究的护生。本研究中护生

的年龄为 19~23岁，平均(19.53±1.11)岁；男生 9名，女

生111名；大专学历98名，本科学历22名。

1.2 研究方法

1.2.1 建立CICARE沟通模式 结合门诊服务流

程和门诊患者的特点，根据CICARE沟通方式建立门

诊的CICARE沟通模式，具体的流程如下：C-接触，与

患者建立联系，称患者喜欢的称呼，辅以手势和适当

语气，如“您好，先生、女士”等，也可根据辈分来称呼；

I-自我介绍，如“我是门诊的护士”，仪表端庄大方、眼

神柔和、保持微笑；C-沟通，说明自己要干什么，需要

患者配合什么，语言表达要简单明了，在体现自己的

专业性的同时要通俗易懂；A-询问患者有无疑问、有

何担心和需要；R-回答，合理解答患者所提出的问题，

并对其提出的要求给予恰当的反馈；E-离开，向患者

解释下一步安排，然后礼貌地离开。

1.2.2 培训方法 实习护生对临床沟通的重要

性有一定了解，但沟通的系统性、逻辑性及归纳总结

等还有待提高，缺乏相应的沟通技巧。针对这些问

题，本研究对纳入的实习护生进行CICARE沟通模式

培训，由门诊护士长组织8次培训，2个课时/次，每周2

次，培训周期为 1个月。培训的主要内容为：CICARE

沟通的概念、意义、内涵及实施步骤；CICARE沟通方

式及沟通技巧，培训方式包括集中理论授课、情景模

拟训练、分组角色扮演等；护士仪表、语言沟通、非语

言沟通(表情、距离、动作等)及人际沟通的相关心理学

知识等。

1.2.3 研究工具及方法 采用杨芳宇等[5]编制的

“护生临床沟通能力测评量表”对实习护生的临床沟

通能力进行评价，该量表包含28个条目，6个维度，分

别从建立和谐关系、敏锐倾听、确认患者问题、共同参

与、传递有效信息、验证感受等6个方面对护生的临床

沟通能力评价，总的Cronbach's系数为0.84，各维度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67~0.8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护

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从不使用、偶尔使用、比

较常用、经常使用，并分别赋予4分、3分、2分、1分，量

表总分为各维度得分之和，28~112分，得分越高，表明

临床沟通能力越强。在干预实施前后由护生通过问

卷星填写问卷，共发放 240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且

均为有效问卷。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实施CICARE沟通后，实习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

总分、建立和谐关系、敏锐倾听、确认患者问题、传递

有效信息、验证感受的得分均高于实施前的得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后共同参与的得分

高于实施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实施流程化沟通前、后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比较(分，x-±s)

时间

实施前

实施后

t值
P值

例数

120

120

建立和谐关系

15.79±1.69

18.57±2.61

-9.765

0.00

敏锐倾听

15.90±2.34

17.76±2.32

-6.171

0.00

确认患者问题

15.15±2.55

17.12±2.59

-5.928

0.00

共同参与

9.04±1.81

9.27±2.44

-0.842

0.401

传递有效信息

7.02±1.22

7.38±1.42

-2.094

0.037

验证感受

13.30±2.54

15.28±2.80

-4.803

0.00

总分

76.53±8.33

85.38±10.65

-7.16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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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随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医学模式和护理学科

的发展，临床沟通能力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具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护患沟通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临

床护理工作的需要和患者的需求。护患沟通的质量

直接影响患者的就医感受和满意度，良好、高效的沟

通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减少医疗纠纷，提高患者满

意度[6]。

门诊作为医院对外服务的主要窗口，具有科室众

多、人流量大、环境嘈杂、患者病情复杂多样、患者对

就诊流程及环境生疏等特点，这对护生的临床沟通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护理教学模式对护生

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导致其临床沟通能力

不强；同时，由于传统的沟通方式缺乏系统性和条理

性，导致护患沟通效率低下，护生不能准确地了解和

满足患者的需求，从而影响到门诊的护理服务质量。

沟通能力既是护理人员的核心能力之一，也是护理教

育的重要内容，临床实习作为护理教育的重要环节，

也是培养护生临床沟通能力的关键时期。研究表明：

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不会在临床实习中自然提升[7]，

如何在临床实践中有效地提高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

是临床带教老师所关注的问题。要达到这一能力的

培养目标，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学习，还必须结合丰

富的临床实践，将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与其他临床课

程的学习相结合。因此，本研究通过制定统一规范、

标准化的CICARE沟通流程，对来我院门诊进行临床

实习的护生进行培训后再进行临床实践，结果表明：

流程化沟通方式能提高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主要体

现在建立和谐关系、敏锐倾听、确认患者问题、传递有

效信息、验证感受等5个方面，但其在共同参与方面的

提高效果不明显。

CICARE沟通方式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以流程为

导向的沟通模式，与传统沟通方式相比，CICARE沟通

在沟通理念、护患角色、沟通方式及沟通效果等方面

都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和优越性[8]。CICARE沟通方式

具有以下4个特点：(1)操作的规范性：将沟通的语言及

步骤进行规范，同时结合我院门诊工作的特点，根据

具体的情况制定标准化的沟通模式；(2)内容的有序

性：严格按照CICARE的6个步骤进行沟通，将复杂的

沟通技巧和高深的心理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变得

通俗易懂；(3)交流的双向性：通过角色扮演等使护生

能更好地了解患者的感受，增强护患互动和患者参与

感，从而提高沟通效率；(4)知识的跨学科性：将

CICARE与心理学知识进行整合，帮助护生了解不同

类型患者的心理特点，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

通过采用CICARE沟通方式进行沟通，能够有效

地培养实习护生善于倾听的习惯，可增进对患者理

解，加强护患信任，从而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护患关

系。在培训的过程中，不仅有集中理论授课，还有情

景模拟训练、分组角色扮演等，通过这些培训，使护生

能更好地确认患者的问题，设身处地的理解患者的感

受，从患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而采用准确、适当的

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使患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提

高沟通效率。但由于护生的临床经验不足等原因，在

沟通过程中专注于自己意思的表达而忽视了患者的

反应，不能有效地做到护患互动，导致“共同参与”能

力的提高不明显，建议在今后的临床教学中应更加重

视以人为本的精神, 注重开放式提问技巧的教学，以

加强护生“共同参与”能力的培养。

临床实习是提高护生临床沟通能力的重要阶段，

在学校进行人际沟通相关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实习

医院也应开展相关的教学。流程化沟通方式目前已

经在多个临床科室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主要用于提高

护理服务质量、减少护患纠纷和提高患者满意度，但

关于提高护理人员临床沟通能力的研究还少见报

道。本研究表明流程化沟通方式能有效提高实习护

生的临床沟通能力，为其以后的临床护理工作奠定基

础，在临床中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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