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CCU进修护士培训方案

一、科室简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始建于 1956 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涌现出许多省内

外著名专家，并成功救治数以万计的患者，在省内外心血管病患者中享有极高声誉，培养了

大批精英人才，为我省心血管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科现有在职人员 86 人，医生 35

人，护士 51 人，其中主任医师 6 人，副主任医师 7 人，主任护师 1 人。副主任护士 1 人，

主管护师 10 人，提倡以人为本，分项发展，追踪学科前沿， 专长突出，形成了笃实、严谨

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淀了深厚的专业功底。依托医院雄厚人力、物力资源，在心血管内科危

重症患者的护理、心血管介入护理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擅长心血管疾病的规范化护理，

疑难心血管疾病的护理。年均收治病人数近 2,500 人次；年介入性心脏手术近 3,000 台次。

目前主要开展的心脏介入护理技术包括：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冠状动脉血管内超声、经

皮冠状动脉腔内介入治疗术、左右心导管检查术、经皮瓣膜成型术、经皮先天性心血管病封

堵术、床旁气囊漂浮电极临时心脏起博术、经导管心腔内电生理检查术、射频消融术治疗快

速性心律失常、生理性人工心脏起博术等的护理。

心血管内科 2011 年成为近年来国家卫计委心律失常培训基地培训单位，2019 年成为国

家心血管病护理及技术培训基地，多人担任全国专业学会委员、省专业学会常委、主委、副

主委。同时担任地、州、县级医院从事心血管工作的进修人员的培养任务。开办国家级继教

项目贵阳心血管危急重症论坛护理论坛。

二、师资简介

1.主管护师（讲师）：

邹 杨：主管护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包含 ccu、心导管室）护士长。主

要研究方向为心血管疾病护理，荣获贵州省质量改善项目二等奖等多项奖项，担任心血管疾病介入

护理基地带教任务， 担任中国康复协会护理联盟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

员会委员，参与主持省、市、院级课题多项，以第一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数篇。



甘家琴：主管护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包含 ccu、心导管室）护士长。主

要研究方向为心血管疾病护理，荣获贵州省质量改善项目二等奖等多项奖项，担任心血管疾病介入

护理基地带教任务， 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的护理和心内科急危重症的抢救配

合。以第一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数篇。

杨 青：主管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血管疾病及重症护理，长期从事心内科护理临床带教工

作，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的护理和心内科急危重症的抢救配合，以第一作者发表期刊

论文数篇。

庹联云：主管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血管疾病及重症护理护理，长期从事心内科护理

临床带教工作，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的护理和心内科急危重症的抢救配合，

以第一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数篇。

心血管内科护理团队



获批中国胸痛中心 获批中国心衰中心

获批中国房颤中心 心血管病专科护理及技术培训基地



心内科 CCU 护理专业：（半年/期）

招生对象

及时间

轮转

科室

培训

时间

培训内容 带教

方法

考核

方法

培训后达到

水平或要求理论部分 临床实践（技能）部分

对象：

大专以上学

历、县级及

以上医院执

业护士。

时间：

每年第一期

3 月份；第

二期 9 月份

（需提前二

个月联系）。

CCU

4

个

月

1.IABP 患者的护理常规；

2.无创呼吸机患者的护理；

3.急性心肌梗死急诊 PCI 时的急

救配合；

4.严重心律失常患者的急救配

合；

5.PCI 围手术期的护理；

6.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围手术期护

理。

1.心内科重症患者的急救及护理常

规；

2.IABP 患者的护理常规；

3.无创呼吸机患者的护理；

4.心血管系统功能监测—有创血压

的监测及护理；

5.电除颤技术；

6.介入手术围手术期的处理；

7.急性左心衰的急救配合；

8.胸痛患者的处理配合。

独立护理病人

为主，带教老师

随时指导。

主要考查对重

症病人的护理

能力。

熟悉护理心内

科危急重症、

多 发 病 的 护

理。

心

血

管

内

科

2

个

月

1.心律失常护理常规；

2.高血压的护理常规；

3.冠心病术后观察及并发症护

理；

4.左心耳封堵术预防心房颤动

血栓栓塞的护理；

5.房颤射频消融适应症及术前准

备；

6.先天性心脏病的护理常规射频

消融适应症及术前准备；

7.房颤抗栓治疗新进展。

1.急性心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

2.射频消融术患者的护理；

3.起搏器植入术患者的护理；

4.心力衰竭的护理常规；

5.先心病的护理常规。

1.指定带教老

师和护士长的

指导；

2.教学查房理

论讲授；

3.主管 6-8 张病

床及值班；

4.疑难、死亡病例

讨论；

5.危重病人的

抢救。

⒈平时书写

病历情况；

⒉处理病人

的能力；

⒊临床思维；

⒋临床护理操

作能力。

达到心内科专

科护士水平。



心内科 CCU 护理专业：（三个月/期）

招生对象

及时间

轮转

科室

培训

时间

培训内容 带教

方法

考核

方法

培训后达到

水平或要求理论部分 临床实践（技能）部分

对象：

大专以上学

历、县级及

以上医院执

业护士。

时间：

每年第一期

3 月份；第

二 期 6 月

份；第三期

9 月份；第

四期 12 月

份（需提前

二 个 月 联

系）。

CCU

三

个

月

1.心律失常护理常规；

2.PCI 围手术期的护理；

3.高血压的护理常规；

4.冠心病术后观察及并发症护

理；

5.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围手术期护

理；

6.左心耳封堵术预防心房颤动血

栓栓塞的护理；

7.房颤射频消融适应症及术前准

备；

8.使用IABP 患者的护理常规；

9.严重心律失常患者的抢救配

合；

10.急性心肌梗死急诊 PCI 时的

急救配合；

11.无创呼吸机患者的护理。

1.急性心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

2.心血管系统功能监测—有创动脉

血压；

3.起搏器植入术患者的护理；

4.心力衰竭的护理常规；

5.急性左心衰的急救配合；

6.介入手术围手术期的处理；

7.胸痛患者的处理配合；

8.先心病的护理常规。

1.指定带教老

师和护士长的

指导；

2.教学查房理

论讲授；

3.主管 6-8 张病

床及值班；

4.疑难、死亡病

例讨论；

5.危重病人的

抢救。

⒈平时书写病历

情况；

⒉处理病人的能

力；

⒊临床思维；

⒋临床护理操作

能力。

1.基本达到

心血管内科

专科护士水

平；

2.结业理论

及技能考试

达标。

备注：联系电话 临床教学部 继续教育科：0851-86817477；联系人：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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