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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科的应用效果

唐丽君,张摇 晶,张明明,黄传君,丁摇 翠,王金婉

[摘要]目的:分析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科的应用方法及效果。 方法:选择 2014 年 6 - 12 月诊治的 64 例心血管疾病患者,随
机分为 2 组,其中对照组 32 例行常规护理,观察组 32 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风险管理。 2 组均于患者出院时总结护理情

况以及调查患者治疗后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合格率和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对心血管疾病患者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风险管理可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规避风险因素,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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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护理风险指护理中出现的不确定有害因素,常
导致患者发生伤残或死亡,具有风险高、不确定性

大、 多变、后果严重等特点[1]。 心血管内科是医院

的重要科室之一,也是高风险的临床科室。 该科患

者多为病情危重,变化较快,易发生心力衰竭、心肌

梗死等护理事件,护理风险存在于整个治疗和护理

过程[2]。 本文随机选择 2014 年 6 - 12 月我科 64 例

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临床研究,探讨护理风险管理

在心血管科的应用方法及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心血管疾病患者 64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 其中观察组男 18
例,女 14 例,年龄 39 ~ 78 岁,住院时间 6 ~ 18 d;对
照组男 16 例,女 16 例,年龄 41 ~ 81 岁,住院时间 7
~ 21 d。 2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临床护理措施,包
括:对患者的入院宣教,血压、体温等生命体征的日

常监测、给药及饮食指导等。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中

融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1) 由具有专业知识及丰

富经验的临床护理人员为核心,组成心血管疾病风

险护理管理小组,预先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及

科学的风险预防应急方案,结合患者个人实际情况

予以实施,定期组织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交流风险管

理经验,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及方案。 (2)不断改善

及维护病房护理环境,我科住院病房虽为近年施工

启用的新病房,相应设施比较完备,但也要定期检查

维护病床、走廊和卫生间等安装的护栏、扶手有无松

动,明显处“防滑冶 “防摔冶等标识是否在位醒目,卫
生间水房添置防滑垫等,消除安全隐患,注意保持病

房安静,叮嘱保洁做好打扫和垃圾的处理,努力为患

者营造出温馨舒适的休养环境。 (3)强化对患者的

巡视力度,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了解患者病

情变化及需求,如为压疮高危患者提供透明敷贴等

物品实施局部保护,同患者家属一起定期为患者翻

身并按摩受压部位,叮嘱高龄患者下床活动时必须

有专人看护或指导家属从旁协助,避免患者出现摔

伤等意外。 (4)定期组织护理小组人员的专业技能

培训,在熟练掌握心血管护理技能的基础上,按照护

理要求规范操作,并且严格落实核查制度,避免用药

错误等,定期对小组人员进行风险考核。 (5)定期

对风险管理小组护士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增强护士

的法律意识,提高护士的护理文书的书写水平及书

写质量,强化护理人员的证据意识,以减少护理风险

的发生。 (6)合理有效地安排护理工作,积极贯彻

“以人为本冶的思想,避免疲劳工作,以降低护理操

作失误率。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 3. 1摇 护理合格率 摇 以观察到的风险事件、 疾病

相关的并发症及患者依从性为终点事件,并进一步

分为:优、良和一般三个方面的等级效果。 优:护理

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相关的风险事件,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也没有疾病相关的并发症发生,患者依从性

高。 良:会存在一些护理的风险事件,但是不会引起

比较严重的后果,并进行了及时消除,没有相关的并

发症,患者依从性尚可。 一般:在护理过程中,发生

风险事件并引起相应后果,还会有一些疾病相关的

并发症发生,患者的依从性较差。 护理合格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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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例数 +良例数) /患者总例数 伊 100% 。
1. 3. 2摇 患者满意度评估摇 以护理服务态度、护士的

护理操作水平及健康教育效果等为依据,对 2 组患

者通过问卷的方式进行护理质量满意度调查,调查

问卷为结合参考相关文献及本科室实际情况自行编

制,并经相关专家审查。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护理合格率比较摇 观察组护理合格率为

93. 75% ,对照组护理合格率为 75. 00% 。 2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2 组护理合格率比较(n)

分组 n 优 良 一般摇 护理合格率 / % uc P

观察组 32 24 6 2 93. 75

对照组 32 16 8 8 75. 00 2. 05 < 0. 05

合计 64 40 14摇 10摇 85. 38

2. 2摇 2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的满

意度为 81. 25% ,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56. 25%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分组 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摇 满意度 / % uc P

观察组 32 26 3 3 81. 25

对照组 32 18 8 8 56. 25 2. 24 < 0. 05

合计 64 44 11摇 11摇 68. 75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新医改的不断推

进,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研

究[3]表明,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大多为中老年人

群,而大多数患者因疾病、年龄及身体机能等因素可

能出现神志不清、表达能力下降、运动受限等情况,
相应护理风险发生率显著增高,需引起护理工作者

的高度重视。 护理风险管理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型护

理理念,其主要内容为准确识别患者治疗过程中确

认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不安全事件,根据护理经验及

相关资料提出有效的处理及预防措施,目的在于尽

量降低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的护理风险,提高患者、
医疗机构的人身及财产安全[4]。 护理风险管理的

根本原则是预防为主,通过实施系统全面的风险管

理提高护理人员了解、识别和预防护理风险的能力,
消除护理事件隐患,为患者提供优质、可靠、安全的

护理服务,以降低护理风险,维护医患双方的利

益[5 - 6]。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及患者维权意识

的提升,保障患者就医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是现阶

段衡量医院质量的金标准,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

系、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意识及能力、加强风险事件的

应急处理显得至关重要[7]。 本研究中所施行的风

险管理方法是在借鉴罗永彬[8] 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我科具体情况修订得出,仍有不足,需日后继续完

善。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81. 25% ,对照

组满意度为 56. 25% ,观察组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

组患者。 综上所述,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常规护理

基础上给予风险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风

险意识,规避风险因素,可有效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今后实际工作中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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