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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沟通能力两种测试方法测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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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两种测试方法检验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方法 运用人际沟通能力 

测评量表对 46名护理专业五年制高职女学生分别采用实践观察法(短期)和语言测试法进行人际沟通能力测试，采 

用克朗巴哈系数和因子分析法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对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 中语言表达能力、语言交流 

能 力、亲和 力、沟通技 、应 变能力 5类指标 进行 克朗 巴哈 一致性 系数检 测，实践观察 法和语 言测试 法信度 分别为 

0．883和 0．930。采用因子分析法对 5类指标的 15个指标内涵项目得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取特征值大于 1的 3个 

因子为公 因子 ，累计贡献 率两种 方法均 为 7O．78 ，通过 正 交旋转获 得正 交旋转 因子 矩 阵，两种 方法 中除 1～2项 

外 ，其余项 目被公 因子提取的信息均大 于 SO 。结论 两种测试方 法对护理专业五 年制 高职女 生人 际沟通 能力进 

行测评的信度、效度 良好 ，而语言测试法优 于 实践观察法(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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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valuating results of two assessment methods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 TAN Dao— “ ，LONG 

Yun—shu ，XIANG Wei ，ZOUQing (1．College of Nursing，Medical School，Luzhou Medical College，Luzhou，Si— 

chuan 646000，China；2．First People S Hospital of Yibin City，Yibin，Sichuan 64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idity of tWO assessment methods to evaluate communicate ability in 

nursing students．Methods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meter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int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test with the practical observation method and the language test method separately in 

46 female nursing students．Cronbach coefficient and the factor analytic method were used to conduct the reliability a— 

nalysis and the validity examination．Results 5 indexes including language competence，language exchange ability，a~- 

finity．communication skill and strain capacity in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meter were per— 

formed the Cronbach uniform coefficient examination．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of the practical observation method 

and the language test method were 0．883 and 0．930 respectively．The main ingredient analysis was carried on 15 tar— 

get connotation scores of 5 project，4 facto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bigger than 1 as the common factor，the ac— 

cumulation contribution rate by tWO methods was 70．78 ，the orthogonal factor matrix was obtained through Or— 

thogonal rotation，the information of the project by the common factor extraction> 50 ．Conclusion Two assess— 

ment techniques for evaluating the communicate ability in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good va— 

lidity．But the language test method is superior to practical observ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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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沟通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信息 

(含思想、观念、动作等)交流沟通的过程_1]。在医疗护理中，护 

士为患者提供服务的时间最长，与患者家属接触的机会最多， 

与其他健康工作者合作最密切。护理作为服务于社会人群健 

康的专业 ，国内外对护理人员第一素质的要求就是沟通能 

力_2]。邹清等[3J编制的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中测试指标为 

语言表达能力、语言交流能力、亲和力、沟通技巧、应变能力 5 

类共 15个指标内涵项目，并用语言测试法对护理专业五年制 

高职 1～3年 级共 120名在校女生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该量 表 

整体信度 0．910，采用因子分析法对 5类指标的 l5个内涵项 

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取特征值大于 1的4个因子为公因子，累 

计贡献率为 7O．78 ，通过正交旋转得出正交因子矩阵，15个 

指标内涵项目中有 14项被公因子提取的信息大于 5O 。为 

进一步检验该量表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本文采用实践观察法和 

语言测试法作进一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校护理专业五年制高职高年级 46名在宜 

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满 8个月的女生。平均年龄 2O．53岁， 

年龄最大 22．O1岁 ，最小 19．15岁 。 

1．2 研究方法 

1．2．1 测试工具采用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 ]。 

1．2．2 语言测试法由课题主研对受试者提问、讨论 ，宜宾市第 

一 人民医院护理部两名副主任护师、一名主管护师用测评量表 

对受试者进行评分，测试方法同文献[3]。 

1．2．3 实践观察法由实习学生在该医院各科室护理带教教师 

(副主任护师 5名，主管护师 2O名，护师 6名)根据该生实习过 

程中的表现，用测评量表对其进行评分。整个过程由宜宾市第 
一 人民医院护理部组织实施，课题主研未对测评人员就量表内 

容作任何解释。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0统计软件对两组数据分别 

*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O6AIJO7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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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克朗巴哈一致性系数检验两种测评方法信 2 结 果 

度指数，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两种方法测试结果进行效度分析。 2．1 测评量表的信度分析 见表 1。 

表 1 人 际沟通能力测评指标整体信度分析(克 朗巴哈 系数 ) 

表 2 人 际沟通能力测评指标正交旋转 因子分析 

表 3 人际沟通能力测评指标共 同度 

变量 
方差贡献率 

语言测试法 实践观察法 

2．2 测评量表的效度分析 见表 2--4。 

表 4 人际沟通能力测评指标权重 

注：一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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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将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进行克朗巴哈(Cronhach)一致 

性系数检测(表 i)，语言测试法整体信度 0．9-30，最低 E项信度 

0．639，实践观察法整体信度 0．883，最低 c项信度 0．604，两种 

测试法信度均较好。 

3．2 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因子分析 (表 2)显示，语言测试 

法除 E1和 E2外，其他指标被公 因子提取的信息都超过了 

5o ，表明本测评量表用于语言测试有较高的效度。实践观察 

法除 A3外，其他项 目被公 因子提取的信息都超过了 5O ，表 

明本测评量表用于实践观察法有较高的效度。两组在正交旋 

转因子矩阵中分类较合理，但结果不同，表明两种方法对研究 

对象了解、观察的角度存在差异。 

3．3 人际沟通能力测评量表各指标内涵项 目的共同度及权重 

分析(表 3)显示，两种测评方法五类指标 (即：A语言表达能 

力；B语言交流能力；C亲和力；D沟通技巧 ；E应变能力以及 

15项指标内涵项 目的共同度)和权重分配基本一致 ，且在 15 

个指标内涵项目的权重排列顺序完全一致，两种测试法影响最 

大的指标均是亲和力，然后依次为：沟通技巧、语言交流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和应变 能力 。在 指标 内涵 中列 入前 5位 的是 ： 

(1)C4无空话、套话、假话；(2)C3礼仪适宜；(3)B3讲话有礼 

貌，不随意打断、评判对方谈话 ；(4)D3恰当的提问、反问、重 

复、澄清；(5)A3无语病，讲述真切、自然。 

3．4 我国护理教育界已认识到沟通能力对护理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 ，有作者在关于护理教学改革的报告中，将沟通能力列为 

现代护理人才的一项必备核心能力E4-s3。良好的沟通能力是联 

系医护与护患情感的基石，是防范医患纠纷、化解医患矛盾的 

重要手段 。]。护理管理者将护患沟通质量作为护理质量考核 

内容之一，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检查护士对护患沟通技 

巧掌握应用情况 ]。两种测试方法在未对测试人员进行任何 

学习培训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并取得较好的测评效果，表明该量 

表可行性高，适用于护理专业学生人际沟通能力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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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雄激素水平降低有关。 

总之，对于 PCOS患者首要的治疗是改变生活方式，如锻 

炼、减轻体质量等等。若难以减重或不胖但有高胰岛素血症 

时，可选用二甲双胍治疗。二甲双胍可改善 IR的 pcos患者 

的临床症状和内分泌指标，降低 INS水平，使 PCOS患者异常 

的血激素相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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