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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篇名 期刊名称 发表年期 作者 

1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在造口患儿中的应用研究 护理学杂志 2014/16 卞荆晶；朱丹；胡露红 

2 国内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现状的调查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5/10 徐园；杨旭；王晓杰；陈亚萍；马玉芬 

3 
回馈教学对食管癌开胸手术患者呼吸功能锻炼依从性

的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1 黄丽；王晓霞；张娟 

4 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水肿与其相关症状的关系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5 
刘飞；路潜；欧阳倩；刘超；吕静； 

王影新；Fu R Mei 

5 急诊老年患者风险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5/13 方娟；姚金兰；潘红英 

6 国外重症监护日记的研究进展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7/12 王婧；王建宁；周松；查丽玲 

7 肝癌术后患者饮食治疗依从性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5/17 郑芹；周光花；李春梅；卢彩霞 

8 乳腺癌术后早期肩关节功能障碍风险评分系统的构建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7/9 王舒洁；陈晓洁；方桂珍 

9 开腹手术患者术中保温方法的探讨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6/10 贾风菊；李丽；孙奇；邵丽 

10 
改良早期预警评分与校正改良预警评分在外科术后患

者中的应用对比研究 
天津护理 2014/1 张晨；田丽 



 

11 
手指锻炼和认知训练对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

影响 
现代临床护理 2017/9 赖小星；霍晓鹏；姜鸿；朱宏伟 

12 正念减压疗法对择期手术患者手术应激源的影响 现代临床护理 2016/2 杜彦玲；蒋维连 

13 
社区一专多能糖尿病管理护士在护理门诊中的作用评

价 
上海护理 2017/2 褚丽萍；刘晓玲 

14 基于德尔菲法构建急性脑卒中护理质量指标的研究 护理与康复 2017/9 吴丽丽；黄丽华 

15 住院患者护理服务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华护理杂志 2015/1 
刘翔宇；谌永毅；周钰娟；丁四清； 

秦月兰；卿利敏；徐忠伟 

16 护士职业获益感的认知干预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2 
毛冰佳；胡艳丽；刘晓虹；陈参参； 

刘真亚 

17 肿瘤护理中个案管理师的角色发展与现状 齐鲁护理杂志 2017/14 彭翠娥 

18 
全国部分三甲医院静脉治疗专业化队伍发展现状的调

查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4/28 王蕾；孙红；关欣；聂圣肖 

19 
SERVQUAL 评价工具在三级综合医院门急诊输液室护理

服务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4/19 吴茜；朱晓萍；孙晓；沈蓉蓉；施雁 



 

20 我国病房护士长工作任务频率及重要性调查研究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7/24 张君君；刘岩；魏华林；张学高 

21 护士组织气氛、心理授权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护理管理杂志 2015/10 何叶；周艳辉；侯爱和 

22 全垂直护理管理模式下护士长绩效考核与分配 护理学报 2014/3 蔡德芳；段红静；李长琼；李海燕 

23 住院患者护理高危风险预警预控体系构建与运作 护理学报 2015/1 吴茜；龚美芳；孙晓；朱晓萍；施雁 

24 集束化护理策略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患者中的应用 护理学报 2014/2 张娟；宁晓东 

25 大型综合医院住院患者自杀引发的思考 护理学杂志 2014/7 
胡德英；刘义兰；邓先锋；熊宇； 

王伟仙；鲁才红 

26 
医院-社区-家庭联动在糖尿病风险足分级管理中的应

用 
上海护理 2016/3 

徐禹静；白姣姣；孙皎；沈晔； 

王明华；储英；纪丽；臧娴 

27 血液肿瘤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 上海护理 2014/1 许方蕾；张丽亚 

28 对慢性肾脏病患儿开展延续性护理的效果评价 上海护理 2017/2 
陈文建；饶蔚；肖艳赏；朱玉利； 

董静安；陆群峰 

29 运用微信对强直性脊柱炎出院患者行延续护理的效果 中华护理杂志 2015/2 胡竹芳；万承贤；徐璐；黄英 

30 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依从性的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5/1 张冉；田庆秀；余丽君 

31 
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心理弹性影响的路径分析 
中华护理杂志 2016/1 刘莉莉；林平；赵振娟 



 

32 
吞咽-摄食管理预防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相关性肺炎的

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3 

朱美红；时美芳；万里红；金妹； 

曾明；顾旭东；金敏敏；王佳玲 

33 首发脑卒中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3 穆欣；李娟；刘瑞荣；郑晓英 

34 
基于微信的延续性护理对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患者

的影响 
齐鲁护理杂志 2017/17 

陈锁芹；叶然；宋玉磊；殷海燕； 

李金銮；李丹丹 

35 
不同部位 PICC患者带管舒适度及护理工作量的对比研

究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6/10 

张含凤；黄凤翔；江格非；秦英； 

何碧君 

36 
两种失禁性皮炎风险评估工具在失禁患者中信效度的

比较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7/19 

徐慧敏；吴娟；卢丽华；陈晓艳； 

许惠芬；陈鑫；茅裕伟 

37 
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与心理弹性的关

系研究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7/16 陶秀英；沈军 

38 
基于 AGREE Ⅱ对糖尿病足预防与管理循证指南的评价

研究 
护理管理杂志 2017/11 

姜雨婷；郭海玲；田润溪；段思柳； 

韩柳；赵俊强；王晋芳；晏利姣；郝玉芳 

39 冠心病病人心脏康复护理研究现状 护理研究 2017/18 吴岳；李庆印 

40 
太极运动方案对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病人心脏康复

效果的影响 
护理研究 2017/9 刘静；王蓓；梁春；王家美；华丽 

41 
医院-社区-家庭护理干预模式对 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

控制的效果 
中华护理杂志 2014/4 贡浩凌；戴莉敏；刘媛；方英；侯宝霞 

42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社区家庭访视护理对老年高血压患

者服药遵从行为的影响 
中华护理杂志 2016/5 刘甜；刘杏；李胜玲；刘国莲 



 

43 
健康服务领域研究成果应用的行动促进框架 应用性研

究的文献范畴分析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7/14 黄苗；顾莺 

44 上海市慢病延续性照护医院-社区联动现况的质性研究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7/22 
王莉；居淑勤；杨波；张寸；孙晓； 

刘贤亮；吴茜；张琳；田甜；施雁 

45 中药足浴联合耳穴压豆对失眠患者的疗效观察 上海护理 2017/3 张洁；鲁剑萍 

46 
辨证施乐联合头面部推拿治疗心脾两虚型不寐患者的

效果观察 

中西医结合护理 

（中英文） 
2017/11 

马明会；盖海云；聂亚娥；刘婷； 

崔彩云；王真 

47 
中药菊花枕联合手操对肝阳上亢型原发性高血压伴失

眠患者的干预研究 

中西医结合护理 

（中英文） 
2017/10 戴卉；刘健；李晓露；张凤琴 

48 
穴位贴敷联合中药热奄包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便

秘的效果观察 
护理学报 2017/6 姜娜娜 

49 
青少年固定正畸患者口腔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评价指标

的构建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6 刘晓芬；廖佳莉；季梦婷；周嫣 

50 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症状群变化的纵向研究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6/13 
吴婉英；杨方英；吴怡；叶彩仙； 

李卫阳；周慧娟；戴勤；刘淑英 

51 
不同口腔护理液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预防效果的网状

Meta 分析 
护理研究 2017/1 

高维杰；王汕珊；王红云；田金徽； 

葛龙；靳英辉 

52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研

究 
中华护理教育 2014/3 孙宁；满晶；韩烜烨；李秋洁 



 

53 
护理专业助产方向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构

建研究 
中华护理教育 2015/5 孙瑞阳；侯睿；郝玉芳；陆虹 

54 慕课的发展及其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思考 中华护理教育 2015/4 李玉玲；吴筱筱；陈京立 

55 
线上教学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高级循证护理》设计

与教学评价 
护士进修杂志 2015/11 

周英凤；胡雁；贾守梅；邢唯杰；顾莺；

李小妹；李晓玲 

56 中美护理教育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对比分析 全科护理 2017/14 程梅；朱瑞芳；韩世范 

57 人文关怀叙事护理素材的开发与制作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4/7 高晨晨；姜安丽 

58 护理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常模的构建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6 毛虹羽；姜安丽 

59 临床护理人员证据应用培训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7/16 
王春青；胡雁；王旖磊；周英凤； 

邢唯杰；付艳芬 

60 OSCE 在涉外护理专业护生技能考核中的应用 护理研究 2017/7 谢青青；王晶晶；白蔷薇 

61 
我国护理学博士核心课程的设置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构建 
护理研究 2017/25 

贾守梅；胡雁；郭桂芳；刘华平；路潜；

李峥；周英凤；邹海欧；刑唯杰；谢博钦 

62 产程早期体位干预配合分娩辅助设施对分娩的影响 中华护理杂志 2014/3 潘敏；雪丽霜；零恒莉；陈悦；王巧霜 

63 健康管理对出院后产褥期母婴健康的影响 中华护理杂志 2014/3 
张桂秋；闫树英；杨晓燕；纳鹏虹； 

张瑶琴；单晓玲 



 

64 
产后母婴皮肤接触时间对初产妇住院期间母乳喂养的

影响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23 侯燕文；黄蓉；李艳；庄薇 

65 产褥期妇女健商量表的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5/6 
万慎娴；李惠玲；王伟；李春会； 

项穗新；刘璐；钱淑君；周坤 

66 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干预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现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1 王英杰；李扬 

67 
基于护理措施分类的儿童肿瘤护理核心护理措施的确

立与比较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6 

孙霁雯；楼建华；沈南平；陆红；莫霖；

沈国妹；吴心怡；周雪贞 

68 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及其应对方式的调查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5/19 
叶增杰；钟美霞；胡光云；朱云飞； 

赵菁菁；全小明 

69 老年患者吞咽障碍误吸干预的研究进展 护理与康复 2017/7 
张华芳；冯志仙；黄丽华；邵荣雅； 

潘慧云；吕天英 

70 养老机构护理分级标准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21 林清；张银华；朱丽明 

71 
长春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照护需求和养老护理员照护能

力差异的调查研究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7/19 杨飒；刘东玲；李红芳；张冰艳 

72 
核心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在老年专科护士护理实践培训

中的应用 
现代临床护理 2017/1 

沈曼璇；陈妙虹；柯彩霞；张美芬； 

曾文；何宗科；方海云 

73 移动医疗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中华护理教育 2016/8 蔡素娟；Debra Bakerjian 



 

74 通过循证护理实践  促进护理知识转化 护士进修杂志 2015/11 
胡雁；周英凤；朱政；邢唯杰；成磊；   

顾艳荭；顾莺；田利；傅亮 

75 
肺癌放疗患者病感症状群与炎性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

究 
护士进修杂志 2017/14 魏婷婷；陈小岑；赵路军；阎玲 

76 国内外时间银行下的互助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护理学杂志 2016/10 蔡婷婷；曹梅娟 

77 
采用 Barthel指数评定表对医养结合老年患者护理级

别再分度研究 
护理学杂志 2014/4 高小芬；于卫华 

78 知信行理论模式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护理学杂志 2015/6 李维瑜；刘静；余桂林；徐菊华 

79 成年住院患者用药差错预防及管理实践指南的构建 护理学杂志 2014/10 
周英凤；秦薇；刘睿艳；杨红红； 

沈国妹；张琼；蔡志芳；薛嵋 

80 
正念减压疗法对乳腺癌患者知觉压力及焦虑抑郁水平

的影响 
中华护理杂志 2015/2 张佳媛；周郁秋；张全志；薛萍；王月枫 

81 ICU 患者肠内营养期间腹泻的相关因素分析 中华护理杂志 2015/8 危娟；林凤英；莫红平；冯燕英 

82 
不同护理措施预防重症患者失禁相关性皮炎的对比研

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16/1 宋娟；蒋琪霞；王雪妹 

83 成人经鼻胃管喂养临床实践指南的构建 中华护理杂志 2016/2 胡延秋；程云；王银云；夏文兰；冯颖 

84 数据挖掘技术平台在护理质量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中国临床护理 2017/2 肖红著；吴疆；赵一 



 

85 三级医院中皮肤撕裂伤预防现况的多中心研究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6/24 

蒋琪霞；郭艳侠；江智霞；郑美春； 

吴越香；唐永利；付红英；陈丽娟； 

李玉红；封海霞；陈玉盘；沈定玉； 

潘迎春：贾静；朱亚君 

86 120 名老年科护士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现状调查 护理学报 2017/2 武燕燕 

87 
超氧化物歧化酶、丙二醛和内皮素在大鼠压疮模型损

伤中的表达及作用 
护理学报 2017/9 兰园淞；高文；廖海涛；杨立会；韦义萍 

88 重症监护室护士视角下临终患者需求的质性研究 现代临床护理 2017/2 吴奇云；程念开；沈霞娟 

89 
Strategic directions and actions for advanced 

practice nursing in China 

国际护理科学 

（英文） 
2017/1 

Martha N. Hill； Judith Parker；   

Huaping Liu；Yan Hu；Guifang Guo 

90 

Effects of yoga on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国际护理科学 

（英文） 
2016/3 

Xiao-Lin Zuo；Qi Li；Fan Gao；Lin 

Yang；Fan-Jie Meng 



 

91 A concept analysis of cultural competence 
国际护理科学 

（英文） 
2016/3 Duan-Ying Cai 

92 

The effect of subcutaneous injection duration 

on patients receiving 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 Evidence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国际护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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