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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教学法在精神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观察 

彭 尹，齐异果，张 璐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绵阳 

【摘要】目的 针对精神科护理教学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 在本院 2020 年 12 月

到 2021 年 12 月期间，随机选取在本院精神科护理中进行学习的 62 名护理专业学生，对上述护生开展相关

的护理教学，对比组采用常规教学法，观察组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对比两组护生考核成绩、综合能力评

价得分。结果 观察组护生通过学习后考核成绩、综合能力评价得分均要优于对比组护生 P<0.05，具有统计

意义。结论 针对精神科护理教学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

成绩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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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ffect observation of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psychiatric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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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psychiatric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62 nursing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psychiatric nursing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arry out relevant nursing teaching for the above 
nursing students.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evalua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for psy- 
chiatric nursing teaching has good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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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科开展相关护理教学工作一直是临床护理

学中的一项难点课程，其原因在于精神科患者的特殊

性以及相关学习内容较为抽象，且涉及到的知识层面

较深。在传统的精神科护理教学中，主要通过对精神

科涉及到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相关的护理内容大多

数情况采用的是讲解和带教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学

生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理论成绩，但是实践技能欠缺，

尤其是综合应用能力得不到提升。通过开展情景模拟

教学法，通过采用情景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更好的

应对护理工作中涉及到的突发情况，通过角色扮演等

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接近实际情况[1-2]。因此，为

了能够更好的提高学生的护理能力，本文主要针对精

神科护理教学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实际应用效果。

其中，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分析的方式，在本院 2020年 12月到 2021

年 12 月期间，随机选取在本院精神科护理中进行学习

的 62 名护理专业学生，对上述护生开展相关的护理教

学，对比组采用常规教学法，男女护生比例为 4:27，
护生年龄均值为（17.34±2.10）岁；观察组采用情景模

拟教学法，男女护生比例为 5:26，护生年龄均值为

（18.14±2.54）岁。纳入标准：学生均知晓本次研究和

带教内容，性别、年龄、学历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对比性。 
1.2 方法 
（1）对比组 
对本组护生采用常规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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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听讲的模

式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由教师对精神科的相

关护理知识进行讲解，并由带教教师对学生进行演示，

护生主要通过观摩的方式进行学习。在理论学习方面，

主要对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应激障碍等症

状的相关护理方式进行学习，操作技能主要通过对设

备仪器学习、噎食抢救方法、心肺复苏方法、应急处

理方法等进行学习。 
（2）观察组 
对该组护生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法。 
①理论知识教学：带教教师通过采用多媒体教学

等方式，通过 ppt 展示、图片展示、视频展示等方式，

向学生详细讲解各种精神类相关的疾病，帮助护生更

好的理解不同疾病类型和临床表现，同时针对不同类

型患者的护理方式进行理论教学，在理论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问题讨论，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

与教师的互动中，通过提出问题等方式，探讨各种护

理可行性，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领悟能力。 
②操作技能教学：带教教师通过采用情景模拟教

学方法，根据精神科护理中具体出现的一些护理情况，

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使学生模拟不同症状的患者，

从而开展针对性的护理。例如通过扮演偏执型分裂症

患者，对患者被害妄想症、幻觉等精神症状进行分析，

并对其开展保护性约束护理，使学生模拟相关护理场

景，锻炼学生的护理技能。 
③综合能力教学：在精神科开展护理教学时，还

要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锻炼，其中包括沟通能力、

应急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在

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由教师

充当患者或者家属，提出一些疑问等，锻炼护生的沟

通能力，教师通过日常精神科护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事件设计一些场景，使护生通过观察风险事件发生的

原因、造成的结果等，锻炼护生的应急处理能力，同

时由于精神科中患者的病情较为特殊，通过对护生进

行心理疏导等方式，提高护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并进

一步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锻炼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生考核成绩、综合能力评价得分。其

中，（1）考核成绩成绩主要采用百分制的方式，对护

生学习期间的理论成绩和实践操作技能进行评价，满

分 100 分，95 分以上为优秀，85～95 分为良好，75～
85 分为合格，75 分以下为不合格。（2）综合能力评

价主要包括对护生沟通能力、应急能力、心理承受能

力、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行评价，满分为 100 分[3-4]。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方法为：SPSS17.00；计量方法为：不良

风险事件发生率采用百分数（%），护理质量改善情

况采用（ sx ± ）；组间比较核检验方法为：χ2 和 t；
如果 P<0.05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护生考核成绩 
在本次研究中，对比组理论成绩评分为（83.45±

4.34）分，观察组理论成绩评分为（91.34±4.54）分，

t=10.545，p=0.001<0.05；对比组实践操作技能力评分

为（84.78±3.78）分，观察组实践操作技能力评分为

（92.87±3.21）分，t=10.656，p=0.001<0.05。其中，

对比组学生优秀率为 41.94%（13/31），观察组学生优

秀率为 67.74%（21/31），χ2=10.323；p=0.001<0.05；
对比组学生良好率为 45.16%（14/31），观察组学生良

好率为 25.81%（8/31），χ2=10.546；p=0.001<0.05；
对比组学生合格率为 3.23%（1/31），观察组学生合格

率为 6.45%（2/31），χ2=8.673；p=0.001<0.05；对比

组学生不合格率为 9.68%（3/31），观察组学生不合格

率为 0.00%（0/31），χ2=10.231；p=0.001<0.05。 
2.2 对比两组护生综合能力评价得分 
在本次研究中，对比组沟通能力评分为（82.12±

2.78）分，观察组沟通能力评分为（92.78±3.76）分，

t=10.645，p=0.001<0.05；对比组应急能力评分为（81.89
±2.78）分，观察组应急能力评分为（93.97±3.25）分，

t=10.396，p=0.001<0.05；对比组心理承受能力评分为

（80.98±3.74）分，观察组心理承受能力评分为（90.58
±3.12）分，t=10.345，p=0.001<0.05；对比组评判性

思维能力评分为（81.67±2.67）分，观察组评判性思

维能力评分为（92.54±3.55）分，t=10.629，p=0.001 
<0.05。 

3 讨论 
随着现代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医学教学中对

学生的教学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无

法满足现代医学的要求，在常规教学模式下情景模拟

教学法即应运而生。情景模拟教学法颠覆了传统教学

观念，不在以单一授课为主，而是在教学过程中更加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情景模拟教学法中，教师

的角色不在是简单的知识理论教育，而是以培养学生

更好的应用理论知识，通过实践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5]。 
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法通过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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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实际能力以及综合素质进行教学，

通过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够有效提高护生的学习

积极性，在情景模拟教学法中通过模拟真实、生动、

具体的精神科护理场景，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将理论

与实践相互结合。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够提高护生

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激发学生的工作热情，使护生通

过在情景模拟过程中，能够掌握应对不同精神疾病患

者开展的不同护理措施，提高护生的护理技能，同时

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护生的沟通能力、应急能

力、心理承受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6]。在本次研究中，

观察组患者考核成绩、综合能力评价得分明显优于常

规教学法，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应用

能力。 
综上所述，针对精神科护理教学采用情景模拟教

学法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通过情景模拟教学法

相较于常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

操作能力，对护生沟通能力、应急能力、心理承受能

力、评判性思维能力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

展情景模拟教学法在精神科护理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临

床教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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