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护士培训方案

一、科室简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立于 1956 年，是贵州省组建最早的学科之

一，在贵州省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几代医护人员不断努力、积极

进取，拥有了一支思想素质好、爱岗敬业、医疗技术高超的专业队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现有医护人员 70 余人，各级医师共 37 人，其中高级职称 10 人，博士 7人，具有硕士学位的

医师占 95%以上，硕士研究生导师 10 人，护士 36 名，护士本科学历 31 人，占总护士 86.1%，

副主任护师 2人，主管护师 5人，护师 16 人。

现实际放床位 91 张，其中普通病房床位 83 张，RICU 床位 8张。拥有呼吸内镜室及介入

治疗室、内科胸腔镜室、肺功能室、门诊综合诊疗室、睡眠呼吸疾病诊疗室、药物临床试验

室等。同时，拥有富士超声支气管镜、奥林巴斯 CV260 电子支气管镜、潘太克斯 FB-15BS 便

携式纤支镜、奥林巴斯内科胸腔镜、STORZ 硬质支气管镜、爱尔博电刀、氩气刀、冷冻治疗

仪、耶格肺功能机、德尔格呼吸机、Alice6 LDxS 多导睡眠监测仪、I-STAT 血气分析仪、床

旁 B超机等一批先进设备。每年收治住院病人 3000 余人，年门诊量达 50000 余人次，并开设

戒烟门诊、咳喘门诊（慢阻肺、哮喘）、肺癌门诊、睡眠呼吸疾病门诊等亚专科门诊。近年来

科室积极引进新技术、新疗法，紧跟学科发展前沿，在经支气管镜介导治疗中央型肺癌、经

支气管镜肺活检等方面均取得可喜成果。成功开展包括超声支气管镜纵膈淋巴结穿刺

（EBUS-TBNA）、内科胸腔镜、硬质支气管镜、硅酮及金属支架植入、电凝、电切、氩气刀、

冷冻等多项技术，解决了众多患者诊断及治疗的难题。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药占比、平均住

院日、临床路径等各项工作指标均达到国家卫计委要求。在国家卫计委和省卫计委医疗质量

检查中名列前茅，病人满意度达 95％以上。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于 199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已培养 100 余名硕士研究生，同

时承担本科生、留学生、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临床教学任务。2012 年通过国家食品药

物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2016 年成为中日医院医联体协作单位，2017 年成

为全国首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已招收 10 余名 PCCM 学员。

近年来成功参与“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课题及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

共 5 项，参与多项国际及国内多中心临床药物试验。近两年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近三年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成功申请专利 8 项。2016 年荣获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医疗质量管理优秀奖”及“科研工作优秀奖”等奖项。2018 年评为国家 PCCM 三级医院

优秀单位。近年来科室医护人员积极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工作，参与非典型肺炎、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及抢救工作，多次获国家卫计委及省卫计委表彰。

二、师资简介

1.副主任护师（副教授）：

黄逢敏：副主任护师，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30 年，于 2012 年 12 月进修学习，获得重症

专科护士证。

2.主管护师（讲师）：

游小丽：主管护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9 年，于 2018

年 3 月四川华西医院学习，获得重症专科护士证。

谭适瑾：主管护师，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15 年，有着丰富的相关临床护理及带教经验。

吴建丽：主管护师，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16 年，于 2012 年 12 月进修学习，获得重症专

科护士证。

王成丽：主管护师，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12 年，有着丰富的相关临床护理及带教经验。

杨 琳：主管护师，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8年，有着丰富的相关临床护理及带教经验。

陈 鸿：从事呼吸科护理工作 16 年，有着丰富的相关临床护理及带教经验。



张先明主任带领下的呼吸与危重症团队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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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授课部分 临床实践（技能）部分

对象：

大专及以上

学历、县级

及以上医院

执业临床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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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科

半

年

《社区获得性肺炎》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

《特异性肺间质纤维化（IPF）》

《COPD 的诊疗及护理》

《常见吸入剂的使用》

《支气管哮喘》

《气胸》

《肺栓塞》

《肺结核》

《大咯血的诊治及护理》

《肺癌》

《RICU 危重症患者的护理要点》

1.掌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见病

护理原则及思路；

2.掌握肺炎、COPD、哮喘、呼吸衰

竭等患者的常规护理；

3.会做胸腔穿刺及纤支镜术前、术

后健康教育；

4.掌握心电监护仪、雾化仪、排痰

仪、血气分析仪等使用、保养；

5.掌握 RICU 无创呼吸机治疗调试；

6.了解 RICU 有创呼吸的各项参数

的意义；

7.掌握消毒隔离技术及吸痰技术。

1.指定带教老师和

总带教指导；

2.教学查房、理论

讲授；

3.主管病床及值

班；

4.参加护理病历书

写；

5.疑难病历讨论。

理论考试和临床

技能考核。

达到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高

年资护师水

平。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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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授课部分 临床实践（技能）部分

对象：

大专及以上

学历、县级

及以上医院

执业临床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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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科

三

个

月

《社区获得性肺炎》

《COPD 的诊疗及护理》

《常见吸入剂的使用》

《支气管哮喘》

《肺结核》

《大咯血的诊治及护理》

《肺结核》

《肺癌》

《RICU 危重症患者的护理要点》

1.掌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见病

护理原则及思路；

2.掌握肺炎、COPD、哮喘、呼吸衰

竭等患者的常规护理；

3.会做胸腔穿刺及纤支镜术前、术

后健康教育；

4.掌握心电监护仪、雾化仪、排痰

仪、血气分析仪等使用、保养；

5.了解 RICU 无创呼吸机及有创呼

吸的各项参数的意义；

6.掌握吸痰技术。

1. 指定带教老师

和总带教指导；

2.教学查房、理论

讲授；

3.主管病床及值

班；

4.参加护理病历书

写；

5.疑难病历讨论。

理论考试和临床

技能考核。

达到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护

师水平。

备注：联系电话 临床教学部 继续教育科：0851-8617477；联系人：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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