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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技能高考 

护理专业技能考试大纲 

（湖北省技能高考护理专业委员会制定） 

一、考试性质 

2019 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技能高考，是面向中等

职业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相同或相近专业毕

业生的选拔性考试。护理专业技能考试（含专业知识、技能操作），要求融入中职毕

业生就业岗位群实用技能，考核部分本专业领域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应当具有一定的信度、效度和必要的区分度。 

二、考试依据 

（一）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教职成厅函〔2014〕11 号），

教育部办公厅，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布实施。 

职业名称：护士 

1.职业定义：国务院《护士条例》中所称护士，是指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

书，依照本条例规定从事护理活动，履行保护生命、减轻痛苦、增进健康职责的卫生

技术人员。 

2.职业等级：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职业编码：2-05-08-01。 

3.职业能力特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护理理论及人文学科知识；具有较强的

护理技能，能应用护理程序的工作方法解决病人存在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具有一定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 

（二）参照中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教学标准（专业代码 100100），教育部中等职

业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大纲，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布实施。 

（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以及《2015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和最新颁布的国际标准、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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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标准 

2015 年 10 月 15 日美国心脏协会（AHA）心肺复苏（CPR）和心血管急救（ECC）

指南更新后正式发布。从流程中去除了“看、听和感觉呼吸”，继续强调高质量的心

肺复苏，更改了单人施救者的建议程序，即先开始胸外按压，然后进行人工呼吸

（C-A-B 而不是 A-B-C）。单人施救者应首先进行 30 次按压开始心肺复苏，而不是

进行 2 次通气，这是为了避免延误首次按压，按压速率应为每分钟 100～120 次（按

压频率不能过快），成人按压幅度为 5～6 厘米（不提倡过度按压）。因此，单人徒手

心肺复苏术（成人）操作标准，按照《2015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

南》执行。 

2.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条例》于 2008 年 1 月 23 日国务院第 206 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起施行。在总则第二章考试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凡申请护

士执业者必须通过卫生部统一执业考试，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

护理专业基础知识参考国家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内容及题型，制定护理类专业技能考试

大纲。 

3.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中华医学会于 2012 年 5 月出版了《常用 50 项护理操作技术》（中华医学会视听

教材）来规范医院操作，湖北省也在同年的 5 月给管辖内的医院颁布了《湖北省 20

项临床护理技术操作规程》，护理类专业技能考试设计思想是升学与就业兼顾，本着

这一设计理念，护理类专业技能操作考试项目执行中华医学会和湖北省卫计委颁布的

临床护理技术操作规程，制定护理类专业技能考试大纲。 

三、考试办法（确定分数以教育厅正式下文为准） 

护理专业技能考试主要包括专业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考试两个组成部分。 

技能考试总分 490 分，其中专业知识考试 150 分，技能操作考试 340 分。 

护理专业知识考试用计算机辅助进行（简称“机考”），题型为单项选择题，题量

为 50 小题，考试时间 50 分钟，总分 150 分。 

护理技能操作考试由必考项目和抽签考试项目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间 45 分钟，

总分 340 分。必考项目 1 个，为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成人），每位考生都必须参加；

抽签考试项目 2 个，包括铺无菌盘（一手一钳法）和铺备用床，考生现场随机抽取 1

项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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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考试项目见下表： 

类别 方式 项目内容 时间 分值 

专 

业 

知 

识 

计算

机辅

助进

行 

住院环境及护理 

医院内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患者清洁护理 

患者饮食护理 

生命体征的评估及护理 

排泄护理 

药物疗法和过敏试验法 

静脉输液和输血 

50 分钟 150 

技 

能 

操 

作 

实 

际 

操 

作 

考 

试 

必考项目 急救技术：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成人） 15分钟 170 

抽考项目 
铺床技术：铺备用床 30分钟 170 

无菌技术：铺无菌盘（一手一钳法） 30分钟 170 

四、考试内容及评分办法 

以形成的中职毕业生从业能力为立足点，实现技能考试内容与中职毕业生从业技

能的需要相互兼容，在识记、理解、运用、综合运用各个层面，充分融合专业知识和

技能操作的职业技能要素，合理运用专业知识考试、技能操作考试手段，将专业知识

融入技能操作考试内容，将技能操作融入专业知识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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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业知识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一、专业知识考试内容 

序号 考试内容 知识点基本要求 重点掌握 

1 
住院环境

及护理 

①了解入院护理程序；患者入病区初步护理。 

②熟悉医院常见不安全因素及防范措施。 

③掌握各种铺床法的目的、注意事项。 

医院的物理环境，

铺床法的目的及注

意事项 

2 

医院内感

染的预防

和控制 

①了解医院内感染的传播途径、促发因素、预防及控

制措施。 

②熟悉清洁消毒灭菌概念，掌握常用的物理和化学消

毒灭菌方法。 

③掌握无菌技术操作原则、隔离原则及隔离技术操作

法。 

无菌技术基本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

常用的物理和化学

消毒灭菌方法，隔

离原则及隔离技术

操作方法 

3 
患者清洁

护理 

①了解头发护理中常用灭头虱、虮药液及方法。 

②熟悉特殊口腔护理措施、掌握常用漱口液。 

③掌握压疮发生的原因、预防、分期及护理。 

常用漱口液，昏迷

患者口腔护理，压

疮发生的原因、预

防、分期及护理 

4 
患者饮食

护理 

①了解医院饮食种类、适应范围及患者饮食护理措

施。 

②熟悉治疗饮食和试验饮食的适用范围及饮食原则。 

③掌握鼻饲法的适应症、实施方法及注意事项。 

治疗饮食适用范

围、试验饮食要求

以及昏迷患者鼻饲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5 

生命体征

的评估及

护理 

①了解对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正常评估。 

②熟悉对异常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评估。 

③掌握对体温过高患者的护理措施。 

④掌握测量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操作方法及注

意事项。 

异常体温、脉搏、

呼吸、血压的观察

和护理以及测量方

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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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泄护理 

①了解正常排尿、排便活动的评估。 

②熟悉异常排尿、排便的观察及护理措施。 

③掌握导尿术、不保留灌肠法及保留灌肠法的目的、

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导尿术、不保留灌

肠法及保留灌肠法

的目的、操作步骤

和注意事项 

7 

药物疗法

和过敏试

验法 

①了解给药的基本知识、常用给药的外文缩写和中文

译意；口服给药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②熟悉药物的保管方法、给药原则和注射原则。 

③掌握皮内、皮下、肌内、静脉注射目的、操作方法

及注意事项。 

④掌握静脉穿刺失败的常见原因及处理。 

⑤掌握常用药物过敏试验液的配制、试验方法、结果

的判断和注意事项；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过敏反应

的预防及过敏性休克的抢救；脱敏注射法。 

皮内、皮下、肌内、

静脉注射目的、操

作方法及注意事

项；静脉穿刺失败

的常见原因；青霉

素药物过敏试验配

制方法，过敏反应

的临床表现、过敏

性休克的抢救措

施；常用药物过敏

试验液的配置；脱

敏注射法 

8 
静脉输液

和输血 

①了解静脉输液的目的、常用溶液及作用。 

②熟悉密闭式静脉输液的操作步骤、输液滴速的调节

方法及输液滴速和时间的计算方法。 

③掌握常见输液故障和处理及输液反应和护理。 

④掌握静脉输血的目的、输血前准备以及常见的输血

反应和护理。 

输液滴速的调节方

法及输液滴速和时

间的计算方法；常

见静脉输液故障和

处理及输液反应和

护理；输血前准备

及常见的输血反应

和护理 

二、专业知识考试评分办法 

专业知识考试用计算机辅助进行，题型为单项选择题，题量为 50 小题。每小题

3 分，与标准答案一致得 3 分，答错不得分。考试时间为 50 分钟，总分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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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知识样题 

专业知识考试均为单项选择题，分为 A1、A2、A3 三类型题。（具体见下表） 

题型 说明 示例 权重 

A1 型题 

为单句型最佳选择题，即每一道

考题下面有 A、B、C、D 四个备

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

案。 

一位候诊患者，突然血压下降，脉搏加

速，烦躁不安，护士应 

A. 立即送患者透视化验 

B.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C. 提前就诊 

D. 及时送入病室 

参考答案：  C 

68% 

A2 型题 

为病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即每

一道考题以一个小案例出现，其

下有 A、B、C、D 四个备选答案，

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患者，李先生，右下肢骨折，大量出血，

急诊入院，急诊科护士在医生未到来时

应立即 

A. 询问事故的原因 

B. 为患者注射止痛剂 

C. 劝慰患者耐心等待医生 

D. 给患者止血、测血压、建立静脉输液

通道               

参考答案： D 

20% 

A3 型题 

为病例组型最佳选择题，即以一

个病例作为题干，在其下设 2～3

个与病例有关的问题，每个问题

都是一个单句型最佳选择题，都

有 A、B、C、D 四个备选答案，

请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1～3 题共用题干] 

患者，男，34 岁，因脓毒血症高热昏迷

10 天，使用了较长时间的抗生素，现口

腔黏膜覆盖有乳白色片状白膜。 

1．该患者可能发生了何种细菌感染 

A. 葡萄球菌     

B. 大肠埃希菌          

C. 肺炎球菌   

D. 真菌 

参考答案：D 

2. 为该患者做口腔护理时可以选用的

漱口液是 

A. 生理盐水         

B. 1％～4％碳酸氢钠溶液 

C. 朵贝尔液  

D. 0.02％呋喃西林溶液    

参考答案：B 

3. 为该患者口腔护理时，错误的操作 

A. 漱口                       

B. 用开口器从臼齿放入，协助开口 

C. 棉 球 干 湿 适 宜                            

D. 操作前后清点棉球 

参考答案：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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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技能操作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 

一、技能操作考试内容 

项目 内容 操作考试要求 

必考 

项目 

单人徒手心

肺 复 苏 术

（成人）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快速识别并判断呼吸或循环停止，施救后能作出正确判断和评价； 

③能迅速对心脏停搏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建立有效循环、呼吸停止患者

实施呼吸支持； 

④能正确准备施救用物，操作规范、熟练，操作过程完整； 

⑤施救过程中动作连贯、敏捷；定位准确、按压手法正确。 

抽签 

考试 

项目 

铺备用床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正确识别操作物品，准备齐全，折叠规范，放置顺序正确； 

③操作程序正确，动作规范，手法轻稳； 

④操作过程中动作连贯、运用节力原则。 

铺 无 菌 盘

（一手一钳

法） 

①能规范履行职业技能礼仪要求，符合职业标准； 

②能正确识别与判断无菌物品，清楚划分无菌区域与非无菌区域、无菌

物品与非无菌物品； 

③能明确铺无菌盘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④能备齐操作用物、摆放合理； 

⑤能熟练进行铺无菌盘操作，操作规范、正确、符合无菌要求。 

 

二、技能操作考试评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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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考项目（170 分） 

必考项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成人） 

项目 操作考试评分标准 分值 

评估 

准备 

（ 40

分） 

仪表 着装整洁规范、态度严肃认真 5 

评估环境 观察四周环境，确定安全 5 

评估患者 

判断意识：判断时间为 5 秒 5 

立即呼救：确认患者意识丧失，记录时间 5 

判断颈动脉搏动和呼吸：判断时间﹤10 秒 5 

摆放体位 

迅速将患者仰卧于硬板床或地上，摆正体位，使患者的头、颈、

躯干在一条直线上双手放于身体两侧，身体无扭曲；立即解开患

者衣领及腰带，打开衣服（暴露胸壁） 

15 

操作 

过程 

（110

分） 

胸外心脏 

按压 

①按压部位准确：胸骨中下 1/3 交界处或两乳连线中点 

②按压姿势规范：双肘关节伸直，使肩、肘、腕在一条直线上 

③按压幅度：垂直向下按压，胸骨下陷 5～6cm 

④按压频率：100～120 次/分 

⑤按压时间：按压与放松时间比为 1:1 

⑥按压注意：每次按压应让胸廓充分回弹，以保证心脏得到充分

的血液回流，最大限度减少按压中断 

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 

⑧有效按压：5 个周期 

40 

开放气道 
①清理呼吸道 

②仰额抬颏法 
20 

人工呼吸 

保持气道通畅，用压额之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正常吸一口

气，屏气，双唇包绕密封患者口部，用力吹气，吹气时间≥1秒；

吹毕，松开捏鼻翼的手，观察胸部上抬情况，重复吹气一次 

20 

施救结果 

复检 

单人施救：按压与人工呼吸比 30:2，连续操作 5 个循环后评估 CPR

效果（操作结束后进行成绩打印，按照成绩单显示的按压深度、

按压频率、按压位置、吹气量、吹气时间，按压达标率，潮气达

标率等评分） 

判断有效指征：能触及颈动脉搏动；呼吸恢复；瞳孔由大变小，

光反射存在；面色、口唇由紫绀转为红润；有眼球活动或睫毛反

射 

20 

操作后 

处理 

操作完成后将患者头偏向一侧，进入下一步的生命支持；用物处

理正确，洗手（模拟）、记录规范 
10 

综 合

评价 

（ 20

分） 

质量控制 

①定位准确、手法正确 

②动作连贯、操作熟练 

③按压与吹气正确率高 

8 

操作熟练 判断迅速、果断、准确，施救动作敏捷 4 

技术效果 程序正确，抢救有效 4 

速度评价 完成时间 5 分钟 4 

总分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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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签考试项目（170 分） 

抽签考试项目一：铺备用床 

项目 操作考试评分标准 分值 

评估 

准备 

（ 3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仪表端庄大方 5 

操作环境 环境宽敞、明亮，同病室无病人做治疗或进食 5 

病床单元 
评估床单元完整，无破损、松动，符合铺床要求； 检查床垫及被

褥是否清洁、舒适，根据季节增减被褥 
5 

用物 
物品按要求折叠：依照床褥、大单、被套、棉胎或毛毯（s 形）、

枕套、枕芯的顺序置于护理车 
10 

个人准备 洗手（模拟），戴口罩 5 

操作 

过程 

（120

分） 

移开桌椅 
移开床头柜（距床 20 厘米），移椅至床尾（距床 15 厘米），用物

按顺序放置 
20 

翻垫置褥 根据需要翻转或更换床垫；铺床褥：上缘齐床垫，从床头到床尾 10 

铺大单 

置大单于床褥上，正面朝上，中线对齐，逐层展开，从床头到床

尾；铺单手法正确、床单四角成形，操作运用节力原则；转至对

侧，同法铺好对侧大单 

30 

套被套 

被套正面向上，开口朝向床尾铺在床上，中线对齐床中线，自床

尾拉开上层被套至 1/3 处，将折好的棉胎放入被套开口处，拉棉

胎上缘至被套封口，将竖折的棉胎两边打开和被套平齐，系带（或

拉链），拉平盖被，两侧边缘向内折叠与床沿平齐，尾端内折或塞

于床垫下，与床尾平齐 

30 

套枕套 
在床尾或护理车上将枕套套于枕芯上，四角充实、平整，系带（或

拉链），平放于床头盖被上，开口背对病室门 
20 

整理 还原床头柜，床尾椅；洗手（模拟）、取口罩 10 

综 合

评价 

(20

分) 

质量控制 做到平、紧、中线齐； 大单四角紧、四边缘不松动 5 

熟练程度 动作轻巧，熟练、准确、节力，无多余动作 5 

技术效果 操作过程完整，物品摆放位置正确，整齐 5 

速度评价 操作时间 5—8 分钟 5 

总分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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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考试项目二：铺无菌盘（一手一钳法） 

项目 操作考试评分标准 分值 

评估

准备

（30

分） 

仪表 衣帽整洁规范，仪表端庄大方 5 

操作环境 评估操作环境，符合无菌操作要求 5 

无菌物品 无菌物品折叠规范，包装、存放符合要求 5 

用物 准备齐全，放置合理，治疗盘清洁干燥 5 

操作台 清洁干燥、符合操作规范要求 5 

个人准备 洗手（模拟），戴口罩 5 

操作

过程 

（120

分） 

取无菌包 
检查无菌包的名称、有效期、消毒指示胶带是否变色，无菌包有

无潮湿、松散、破损 
10 

开无菌包 

解开无菌包系带，挽活结；用手依次打开无菌包外层包布的外、

左、右角；取无菌钳，用手打开外层包布的内角，用无菌钳依次

打开内层包布的外、左、右、内角；检查灭菌指示卡有无变色 

20 

取巾铺盘 

用无菌持物钳夹取一块无菌巾放于内层包布边缘，以一手一钳轻

轻打开无菌巾，由对侧向近侧平铺于治疗盘上；用无菌持物钳依

次还原内层包布的内、右、左、外角，用手还原无菌包外层包布

内角 

20 

备无菌物

品 

取无菌物品（治疗碗）放于无菌盘内；再次打开无菌包，同法取

另一无菌巾由近侧向对侧覆盖第一张无菌巾，四边对齐，错位不

超过 2cm  

20 

还原无菌

包 

用无菌持物钳依次还原内层包布的内、右、左、外角，无菌持物

钳放回无菌容器内；用手还原无菌包外层包布的内、右、左、外

角，按“一”字型包好无菌包；记录开包日期、时间及责任人 

20 

铺无菌盘 
按序依次向上折叠无菌盘治疗巾多余边缘；记录备盘日期、时间、

内容物、责任人 
20 

操作后处

理 
正确处理用物；洗手（模拟），取口罩 10 

综合 

评价 

（20

分） 

操作质量 操作有序，方法正确，符合无菌技术操作原则，无污染 5 

熟练程度 动作规范，无多余动作 5 

操作效果 语言表述清楚、操作过程完整，安全防护意识强，处理得当 5 

速度评价 操作时间 5—8 分钟 5 

总分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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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技能操作样题 

（一）必考项目（170 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成人） 

操作考试情境：患者，张峰，男，19 岁，在参加校际 5000 米长跑比赛时，突然

倒地，呼之不应。请你立即实施心肺复苏。 

（二）抽签考试项目（170 分） 

抽签考试项目一：铺备用床 

操作考试情境：患者，陈立，男，67 岁，因“大叶性肺炎”收住院，为保持病

室美观，请你准备备用床。 

抽签考试项目二：铺无菌盘（一手一钳法） 

操作考试情境：患者，李青，女，27 岁，因骑自行车摔倒划伤左上肢，到医院

门诊就诊，医嘱给予换药处理，请你按一手一钳法操作备好无菌盘，内放无菌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