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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管理模式在急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胡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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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团队管理模式在急诊护理管理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64 例急诊科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将患者按照不同管理方式分为观察组（n=32 例）与对照组（n=32 例），患

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3 月之间，均符合研究标准。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管

理模式，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用团队管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基础护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资料填写

合格率、科室管理以及操作技术评分。结果 观察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团队管理模式基础护理评分为（97.25
±3.21）分、一级护理为(96.23±1.75)分、特级护理为(95.31±2.36)分，而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

模式基础护理评分为(85.69±2.96)分、一级护理为(83.69±4.32)分、特级护理为(89.36±1.25)分，观察组患

者评分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资料填写合格率为(88.36±4.56)分、科

室管理为(90.69±10.36)分，相较于对照组患者资料填写合格率为(65.35±5.35)分、科室管理为(82.36±8.64)
分高，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结论 急诊科护理运用团队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提

升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对患者疾病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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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eam management model in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64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 = 32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n = 32 
cas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nagement methods. The patient sampling period was between August 2019 and 
March 2020, and all met the study criteria. Th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team management model. They compared the basic nursing, primary nursing, secondary nursing, data filling 
qualification rate, departmen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echnolog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used the team management model basic nursing score of 
(97.25 ± 3.21) points, the primary care was (96.23 ± 1.75) points, the special care was (95.31 ± 2.36) poin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used routine nursing mode basic nursing score was (85.69 ± 2.96), 
first-level nursing was (83.69 ± 4.32), special nursing was (89.36 ± 1.25),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e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qualified rate of 
patient data fill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8.36 ± 4.56) points, and the department management was (90.69 
± 10.36) poi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 data filling rate was (65.35 ± 5.35) points, and the 
department management was (82.36 ± 8.64). The score is hi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ata comparison, and it has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the team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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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disease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eam Management Model;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Effect 
 
急诊科收治的患者多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

险。因此，需要该科室不断提升护理水平，促进护

理质量的提升。本次研究对急诊科患者护理运用团

队管理模式，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64 例急诊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组

式结果分析，将患者按照不同管理方式分为观察组

（n=32 例）与对照组（n=32 例），患者抽取时间段

介于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3 月之间，均符合研究

标准。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

患者年龄≥28 岁，≤71 岁，平均年龄（48.63±3.21）
岁，患者男女比例（20:12）；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

用团队管理模式，患者年龄≥27岁，≤73岁，平均年

龄（46.23±3.15）岁，患者男女比例（19:13），两

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较小（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需

要护理人员依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生命体征监测、

用药指导等。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用团队管理模式，

具体实施如下:（1）提倡人性化的护理管理意识，

科室护理人员主要群体为女性，该部分护理人员在

生活中既要承担母亲、女儿以及妻子等角色，在实

际工作中还要承担巨大的工作压力，对于该种状况

科室护士长需要增加对护理人员的关心度，耐心解

决其遇到的问题，让护理人员安心投入到实际工作

中[1]。此外，部分新入护理人员应该对其进行正确

引导，不断提升护理责任意识、安全意识，降低不

良事件发生率。（2）疏通沟通渠道，创建团队护理

模式目标。需要科室护士长依据科室实际情况，初

步建立团队护理目标，其目标设立的核心为弘扬团

队精神，以提升护理人员专业水平、提高护理质量

为原则，要求每名科室护理人员都要明确掌握护理

目标。其护理目标在正式执行前，科室护士长要组

织护理人员共同探讨，鼓励其积极表达个人意见，

将护理目标、措施调整到最佳[2]。（3）为每名护理

人员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使其护理潜力被有效激

发出来。在实际科室工作中，运用分层次管理，需

要包括基础护理、一级护理以及二级管理，科室护

士长为最高管理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与沟通能

力[3]。此外，科室每个区域都安排专人管理，并定

期对管理内容进行培训、考核，考核成绩进行量化。

（4）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团队护理管理的目标为提

升护理人员专业水平、操作技术，为了使科室护理

人员在进行各项护理操作时均可以严格按照操作要

求进行，需要规范科室规章制度[4]。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观察指标为基础护

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资料填写合格率、科室

管理以及操作技术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需要将观察组与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观察指标、

一般资料以及计数资料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最

终研究数据需要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n）表示本次研究计数资料，基础护理、一级护理、

二级护理、资料填写合格率、科室管理以及操作技

术使用（分）来表示，采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

数据存在差异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评分（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一级护理 特级护理 
观察组 32 97.25±3.21 96.23±1.75 95.31±2.36 
对照组 32 85.69±2.96 83.69±4.32 89.36±1.25 

X2  4.256 3.698 4.032 
P 值  ＜0.05 ＜0.05 ＜0.05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团队管理

模式后基础护理、一级护理以及特级护理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对比（分） 

组别 例数 资料填写 
合格率 操作技术 科室管理 

观察组 32 88.36±4.56 89.48±11.23 90.69±10.36 
对照组 32 65.35±5.35 68.34±9.23 82.36±8.64 

X2  4.038 3.647 4.698 
P 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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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资料填写合格率为(88.36±4.56)分、

科室管理为(90.69±10.36)分，相较于对照组患者资料

填 写 合 格 率 为 (65.35±5.35) 分 、 科 室 管 理 为

(82.36±8.64)分高，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

计意义（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操作技术高

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急诊科为院内特殊性科室，其收治的患者涉及

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科室患者，所以将该科

室说是医院工作的综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医

院的医疗水平、护理质量[5]。科室收治患者具有急、

危以及重的特点，进而对护理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其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

较强的应变能力，患者病情变化速度快还要护理人

员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沟通能力，从而在紧急情

况下提供最优的护理服务[6]。此外，急诊抢救护理

存在较多突发状况，复杂性较高，护理人员需要与

主治医生密切配合，从而提高抢救效果，避免患者

生命受到威胁。急诊科对患者多用常规护理模式，

该种护理模式缺乏针对性，不够流程化，护理质量

无法得到有效提升[7]。本次研究对急诊科患者运用

团队管理模式，该种护理模式主要以团队为护理单

位，科室护士长依据护理人员优势建立管理小组，

科室采用分级式管理，最终促进护理工作的有效进

行。结果显示观察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团队管理模式

后基础护理、一级护理以及特级护理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患者，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主要因为该种护理模式提倡人性化护理管

理，护士长关心护理人员，为其提供舒适的工作环

境；创建团队工作目标，为护理人员提供充足的发

展空间，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进而促进护理质量

的提升。 
综上所述，急诊科护理运用团队管理模式可以

有效提升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对患者疾病

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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