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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在知识共享与研究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赵摇 龙1,刘锦秀1,王摇 茜1,苗维诚2,杨秀木1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知识共享与研究能力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专业认同量表、
知识共享评估量表和大学生研究能力测量量表对某医学院校 1 042 名护理学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护理学本科生专业

认同感、知识共享和研究能力总均分均在 3 分以上,整体水平中等偏上。 护理学本科生的专业认同、知识共享与研究能力之间

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P < 0. 01)。 知识共享既能直接影响研究能力,又通过专业认同间接影响研究能力。 结论:专业认同在

知识共享和研究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院校应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关注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有助于学生主动、积极地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转化,提高其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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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ZHAO Long1,LIU Jin鄄xiu1,WANG Xi1,MIAO Wei鄄cheng2,YANG Xiu鄄mu1

(1. School of Nursing,2. School of Fundamental Sciences,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knowledge shar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 042 nursing undergraduate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were conducted with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knowledge sharing assessment scale and college students忆 research ability scale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Results:The total averag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knowledge shar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were
all above 3 points,and the overall level was above averag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knowledge shar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P < 0. 01). Knowledge sharing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research
ability,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research ability through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clusions: Professional identi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Colleges should provide a good knowledge shar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忆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o their majors,which will help students to actively transform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improve their research ability.
[Key words] nursing;undergraduate;professional identity;knowledge sharing;research ability

摇 摇 专业认同是学生在对本专业有一定了解的基础

上,形成的一种情感上的接纳与认可,并伴随着积极

的专业学习行为,总体上是一种认知、态度及情感的

迁移过程,秦攀博[1] 将专业认同的维度划分为认

知、情感、行为和适切性四大方面,会直接影响学生

专业学习、能力以及未来职业的方向,对人才培养有

着重要的影响作用[2 - 4]。 知识共享是知识拥有者和

知识需求者之间因知识共享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行

为,指知识拥有者帮助他人(知识需求者)了解自身

拥有的知识、经验及技能的内涵以及从中学习这项

知识、经验及技能而产生的互动行为[5]。 有研究[6]

指出,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对知识有效地获取、吸
收、利用和转化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
大学生的研究能力是指学生主动获得知识,将所学

知识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并且能够提出新

发现、新方法、新思路的能力,包括素质品质、创新思

考能力、实际动手能力等方面[7]。 目前针对大学生

研究能力与知识共享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知

识共享对护理学本科生研究能力的影响,有利于帮

助院校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

力。 本研究以护理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知识

共享与研究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认同在两者

之间的中介效应,从专业认同和知识共享的角度探

索在院校内创建良好共享环境,让学生更有效地获

462 J Bengbu Med Coll,February 2023,Vol. 48,No. 2



取、吸收和利用知识,并将获取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

能力,从而提高研究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20 年 7 - 8
月通过问卷星对某医学院校 1 042 名护理学本科生

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男 177 人,女 865 人;大一 347
人,大二 233 人,大三 224 人,大四 238 人。 纳入标

准:(1)在读本科生;(2)自愿参与调查研究。 排除

标准:(1)休学生;(2)无法完成网上问卷调查的本

科生。
1. 2摇 研究工具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摇 包括年级、性别、民族、进入大学

后学习成绩、家庭户口类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是

中共党员、是否是班委会成员。
1. 2. 2摇 专业认同量表摇 采用秦攀博[1] 编制的专业

认同量表,包括认知性、情感性、行为性、适切性 4 个

维度,共 23 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1 ~ 5 分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冶到“完全符合冶,调查对象根

据其对所学专业情况的符合程度作答。 该问卷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 729。
1. 2. 3摇 知识共享评估量表摇 采用张爽等[8] 编制的

知识共享评估量表,包括知识提供和知识获取两个

维度,共 8 个项目,知识提供是指将自身知识以不同

方式使他人知晓的行为,知识获取是指通过不同方

式吸取他人知识的行为,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1 ~ 5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冶到“完全同意冶,
得分越高,知识共享倾向越高。 该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0。
1. 2. 4摇 大学生研究能力测量量表摇 采用朱亭亭[9]

编制的大学生研究能力测量量表,包括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实践能力 3 个维度,共 1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1 ~ 5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冶
到“完全符合冶。 该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8。
1. 3摇 资料收集方法摇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发放电子

问卷,事前与年级辅导员取得联系,获得同意和配

合,通过班级 QQ 群发送问卷链接。 研究对象知情

同意后填写问卷。 电子问卷采用必答选项的设置,
确保及时补填、无选项遗漏。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分层逐

步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知识共享、研究能力

得分情况摇 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总分为 (3. 77 依
0. 54) 分,4 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分别是适切性

(3. 87 依 0. 57)分、认知性(3. 84 依 0. 65)分、行为性

(3. 79 依 0. 66)分、情感性(3. 68 依 0. 61)分。 知识共

享总分为(3. 90 依 0. 55)分,2 个维度得分分别为知

识提供(4. 00 依 0. 56)分、知识获取(3. 72 依 0. 68)
分。 研究能力总分为(3. 66 依 0. 58)分,3 个维度得

分从高到低分别是实践能力(3. 72 依 0. 58)分、学习

能力(3. 64 依 0. 63)分、创新能力(3. 63 依 0. 65)分。
2. 2摇 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知识共享、研究能力

的相关分析摇 护理学本科生的专业认同、知识共享

与研究能力之间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P < 0. 01)
(见表 1)。

表 1摇 专业认同、知识共享、研究能力的相关系数(n = 1 042)

项目 知识共享 专业认同 研究能力

知识共享 1 0. 632** 0. 672**

专业认同 0. 632** 1 0. 625**

研究能力 0. 672** 0. 625** 1

摇 摇 注:**P < 0. 01

2. 3摇 专业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摇 专业认同在护理

学本科生知识共享和研究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结
果见图 1。 验证步骤:第一步,以知识共享为自变

量,护生研究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护生知识共享对研究能力有显著预测力(P <
0. 01);第二步,以知识共享为自变量,专业认同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共享对专业认

同有显著预测力(P < 0. 01);第三步,以知识共享和

专业认同为自变量,研究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知识共享和专业认同对护生研究能力

有显著预测力(P < 0. 01),加入专业认同后,知识共

享仍然对护生研究能力具有显著预测力,并且知识

共享和专业认同对研究能力的共同解释率高于知识

共享单独对研究能力的解释率,表明专业认同在知

识共享和研究能力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见表 2)。 中介效应 = 0. 628 伊 0. 354 = 0. 222,占总

效应的 3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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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专业认同在知识共享和研究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自变量 因变量 系数 标准化系数 R R2 吟R2 F 吟F

知识共享 研究能力 0. 709** 0. 672 0. 672 0. 451 0. 451 854. 996 854. 996

知识共享 专业认同 0. 628** 0. 632 0. 632 0. 399 0. 399 690. 873 690. 873

知识共享

专业认同

研究

能力

0. 487**

0. 354**

0. 461
0. 333

0. 720 0. 518 0. 517 558. 095 558. 095

摇 摇 注:**P <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知识共享和研究能力

整体情况摇 调查数据显示,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

总均值为 3. 77 分,高于中等临界值 3 分,整体水平

中等偏上,这与王平等[10 - 12] 的研究结果一致,且与

以往研究相比得分有所提高,这也与社会影响有关,
在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中,医务工作者始终冲在前线,
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不顾个人安危,得到全社会

高度认可,也激发了青少年对医学的向往和热情。
知识共享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高于中间分 3 分,且
均高于何小芹[13]对 944 名高校大学生的研究结果,
这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本研究中调查对象为

护理学专业学生,医学类专业性强,对理论和技能要

求高,在临床实践中更要求医护团队间的紧密合作,
这也促使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更多地进行交流和知

识共享行为。 研究能力总均分高于 3 分,稍高于朱

亭亭[9]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专业性相关,护生专

业认同度高,代表其对护理职业的认可度高,未来从

事护理专业的意愿更高,对专业高度的认同,也进一

步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和积极提升自我能力[4],当今

社会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各种待攻克的疾

病、环境问题等都关乎全民健康,“健康中国冶的全

民健康需求给护理事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

促使护生将获取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自身的能力,
进一步提高研究能力,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3. 2摇 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与知识共享和研究能

力存在相关性摇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护理学

本科生专业认同、知识共享与研究能力之间均呈明

显正相关关系。 专业认同是对所学专业的肯定性评

价,是在了解所学专业的基础上,产生情感上的接受

和认可[14],知识提供和知识获取的过程也是对所学

专业知识的整理、归纳、吸收和内化的过程,这一过

程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专业领域,认识的加深,
情感的投入,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知识和经

验的交流与分享能够丰富知识储备量,在分享和获

取的过程中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

升,随着对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创造

性、批判性地看待问题,找到研究的方向和兴趣,结
合知识的获取、转换、利用和实践,从而提高创新能

力和科研能力。
3. 3摇 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同在知识共享和研究能

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摇 由于知识共享对研究能力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在引入专业认同作为中介变量

后,进一步对研究能力起作用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

讨论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学本科生专业认

同在知识共享与研究能力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这一结果表明知识共享与专业认同是护生提高

研究能力的两个重要因素。 大学生的研究能力是学

生主动获得知识,将所学知识进行内化和转化,并应

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同时能够提出新发现,新
方法,新思路的能力[9]。 从知识共享的直接作用来

看,知识共享行为是知识拥有者通过各种形式与他

人交换知识,扩大知识的利用价值并产生知识效应,
从而与对方共同拥有知识的行为[15]。 对知识有效

地获取、吸收、利用和转化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研

究能力[6]。 护理的专业属性强,优质护理服务目标

要求护士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操能力,还
需要护士能够掌握心理学、营养学、公共卫生、康复

等多学科知识,为病人提供全方位的整体护理,这也

对在校护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本专业学习内容的

基础上,还需要通过多途径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
目前校内有丰富的线上线下选修课资源,涵盖哲学、
伦理学、美学、艺术、心理学等专业,在课堂教学的基

础上,学校还可以考虑由人事处、学生处、研究生院

联合各二级学院,在校内搭建知识共享交流平台,为
学生提供知识获取和交流的机会,例如创建校内知

识共享交流微信群、QQ 群或网络平台,由校学生会

联合各专业学生会共同管理,征集学生感兴趣的学

科知识或学术科研需求,对热门方向有针对性地邀

请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利用课后或周末时间在学

术报告厅进行交流,也可以每个月举行一次共享交

流会,由学生会根据征集的选题选取 2 ~ 3 个主题,
在群内发布交流时间、内容和地点,学生自由加入自

己感兴趣的主题小组进行线下讨论交流。 对于参加

共享交流做讲座或报告的教师和研究生,可以将其

讲座或报告时间计入继续教育学时,作为晋升、研究

生培养的支撑条件,鼓励教师和高年级研究生积极

参与共享交流,助力本科生学术和科研能力的提升。
知识共享可以促进知识更新,并且能够提高创新能

力[16 - 17]。 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也有助于学生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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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发现新观点和新思路。 专业认同是影响大学

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18],张宇等[19] 研究结

果显示在护理专业学习过程中,专业认识正确、专业

情感体验积极、专业意志坚定、专业价值感强的学

生,能树立较强的护理专业认同感,能更加积极主动

的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专业知识。 从引入专业认同为

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来看,当学生对所学专业越了

解,就会注入更多的情感和关注,对所学专业和将来

职业发展更加认可,更愿意为之奋斗和付出努力,对
于专业领域的发展和研究也会更感兴趣,并认为了

解专业发展趋势、进行创新研究是丰富专业知识、提
升专业能力的重要途径[20 - 22]。 目前医学专业的技

能大赛种类多、等级高,每届大赛各专业在学生中进

行遴选后会同附属医院联合进行培训,这一过程也

有助于学生专业临床知识的获取和实践能力的提

高,赛后可以邀请获奖学生在低年级学生中进行比

赛心得的交流,还可以邀请参赛学生作为低年级学

生课后实操练习的指导老师,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学

生间树立榜样来加深学生对于专业的情感、价值感

和荣誉感,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另一方面赛后交

流和指导也有助于学生间知识和经验的分享、交流。
综上所述,专业认同在知识共享和研究能力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院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知识共

享环境,关注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
助于学生主动、积极地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转化,
提高其研究能力。 院校应进一步重视护生的专业情

感,尤其对目前护理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有针

对性地加强专业教育和专业认同的辅导。 除了通过

入学教育等活动加深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还应当重

视护生知识共享意愿和能力,多部门、多专业联合,
可结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不同形式,了解学生学

习和分享规律、习惯和能力,为学生提供知识共享的

校园氛围和有效平台,调动护生加强知识共享行为,
促进交流,还可以邀请抗疫英雄和技能大赛获奖选

手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用好榜样的力量,使学生因逐

步了解进而真正喜爱专业,钻研专业,带着辩证和创

新思维学习,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最终反馈在未来

职业中,为人民健康服务,真正做到爱岗、敬业、
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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