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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护理风险的相关因素分析及针对性护理效果评价

李芷芬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护理 河南 郑州

【摘要】目的 综合分析肾内科护理风险的相关因素，并评价其针对性护理效果。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9年 3月~2020 年 1月肾内科收治的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主体，采用均分法将其具体分为 40例研究组与

40例参照组。该次研究给予参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措施，而研究组则采用针对性护理并总结相关风险因素，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结果 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比较差异较小，并无

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通过研究表明，针对性护理需要建立在总结肾内科护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最为有效，患

者发生相关并发症的概率明显降低，同时切实提高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护理满意度，提升了肾内科的临床护

理服务评分，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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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nursing risk in nephrology department and evalu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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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nursing risk in nephrology
department, and evaluate its targeted nursing effect.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from March 2019 to January 2020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40 study groups and 40 reference groups using the equal division method. The study gave
routine care measures to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hile the study group used targeted care and summarized
relevant risk factors to compar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Research
shows that targeted nursing needs are most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isk factors of nephrology
nursing, and the probability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kidneys are improved. The clinical nursing
service score of internal medicine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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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是医学临床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

急性肾小球肾炎等相关疾病的诊疗，其性质就是负

责肾脏疾病诊疗而成立的临床科室。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今日全球已有超过 5 亿人患有不同的肾脏类疾

病[1]。肾脏是保证人类存活的重要器官组织，以此肾

脏类疾病在发展严重时很有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安

全。目前为止，肾内科常见的肾脏替代治疗手段主

要包括：肾移植、血液透析以及腹膜透析等等[2]。肾

内科常见疾病主要包括：急性肾小球肾炎、急进性

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lgA肾

病、间质性肾炎、肾小管酸中毒以及急性肾衰竭和

慢性肾衰竭等等。基于此，本文抽取我院 2019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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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20年 1月肾内科收治的 80例患者作为研究主

体，具体分为两组，综合分析肾内科护理风险的相

关因素，并评价其针对性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 2019年 3月~2020年 1月肾内科

收治的 80例患者作为研究主体，采用均分发将其具

体分为 40例研究组与 40例参照组。该次研究给予

参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措施，而研究组则采用针对性

护理并总结相关风险因素，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概率。40 例研究组患者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20例；年龄分布：61~83岁，平均年

龄（74.12±4.33）岁；40 例参照组患者性别比例：

男性患者 23例，女性患者 17例；年龄分布：62~84
岁，平均年龄（75.23±5.21）岁。排除标准：①患者

合并其他并发症以及生理功能障碍；②合并沟通障

碍、意识障碍或者存在精神类疾病病史。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以及基本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并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

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认证许可，且 80例患者及

其家属均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参照组：该次研究中，我院将给予 40例参照组

患者常规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①初步入院指

导，患者在入院后，相关医护人员需要指导患者认

真填写风险事故系数评价表，避免在日后治疗或护

理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4]。除此之外，医护人员应当

为患者详细讲解医院环境，包括病房设置、护士站

分布以及洗漱间情况等等，使得患者能够快速熟悉

医院地理位置[5]。②实时病情检测，患者刚入院时，

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以及生理功能

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患者的基本病情、病史等一

般资料进行仔细阅读浏览，保证医护人员能够充分

了解患者的现状。除此初次的全面检查之外，在日

后的治疗与康复的过程中，医护人员还需要做好患

者的实时病情检测，定期为患者检查各项生理功能，

并将所得数据记录在案，为日后的康复工作打下扎

实基础[6]。③病房卫生干预，患者在接受治疗或护理

的过程中需要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因此护理人员

需要每天为患者开窗通风，同时对病房内的卫生死

角进行消毒。在阳台、柜台等显眼处摆放绿色植物，

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程度。此外，病房湿度尽量保

持在 55%~60%之间，温度通常保持在 20℃~24℃[7]。

研究组：本次研究将给予 40例研究组患者针对

性护理，并总结风险因素。具体内容如下：①培训

护理人员，针对科室内部相关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

理论知识、操作能力以及职业道德和安全意识等方

面进行统一化培训[8]。对此，科室应当定期组织医护

人员开展专家座谈会，以此为医护人员提供学习机

会，拔高自身业务水准。②心理护理，由于患者及

其家属对疾病知识的缺乏，因此在接受治疗或后续

康复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抵触心理以及焦虑的情

绪。医护人员需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讲解疾病相

关知识以及治疗的目的与方法，彻底消除患者的抵

触心理与焦虑情绪。③健康饮食与用药护理，护理

人员应当为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健康饮食方案，针

对患者病症特性选择有助于病情康复的食物[9]。除此

之外，患者日常的临床用药也需要护理人员特别用

心。用药工作是影响风险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合理用药或者对症用药有助于患者病情的康

复，医护人员需要保持谨慎小心的工作态度进行药

物的选择，避免用药过程中患者出现不良反应[10]。

1.3 观察指标

该次研究主要针对两组患者实施相应护理措施

之后的并发症发生概率进行观察并统计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统计学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

主要作用于该次研究中所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的统

计与分析。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患者的计

量资料，运用 x2、t检验两组患者之间的计数资料。

当（P＜0.05）时，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1]。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结合表 1所示，40例研究组患者的跌倒例数为 1
例，压疮例数为 2例，医院感染例数为 1例，其并发

症发生总例数为 4例，并发症发生率为 10%；40例

表 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n） 跌倒 压疮 感染 发生率（%）

研究组 40 1 2 1 4（10%）

参照组 40 5 6 5 16（40%）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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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组患者跌倒例数为 5 例，压疮例数为 6例，医

院感染例数为 5例，其并发症发生总例数为 16例，

并发症发生率为 40%。实施相应护理措施之后，研

究组与参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目前，全球每年死于慢性肾脏类疾病的总人口

数已经超过百万，死于与慢性肾脏病相关的心脑血

管疾病的患者也不在少数。据流行病学调查，国内

普通人群慢性肾脏病（CKD）的患病率为 10%~13%
左右，以此推算出，现阶段我国患有慢性肾脏病的

人口超过 1 亿人次，预计国内尿毒症患者在 100 万

~200万左右。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国内医疗技术

逐渐提高，国民健康意识也逐步增长，现阶段已将

每年 3 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四定为世界肾脏日，而我

国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以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已经被列入国内肾内科先进

医院。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对肾脏类疾病的研讨

体系，先后出版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中华肾

脏病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临床肾脏病

杂志、中国血液净化杂志等刊物。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需要建立在总结肾内科

护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最为有效，患者发生相关并

发症的概率明显降低，同时切实提高了患者及其家

属的护理满意度，提升了肾内科的临床护理服务评

分，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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