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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护理安全管理在血管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史云霞

郑州大学附属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护理 河南 郑州

【摘要】目的：综合探究护理安全管理在血管外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随机抽取我院 2019
年 3月~2020年 1月收治的 80例血管外科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并将其命名为研究组，均行护理安全管理；

同时另选 80例血管外科患者作为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后的安全

事故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实施护理措施之前，研究组与参照组患者的安全事故发生率以及护理

满意度比较差异较小，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措施之后，研究组与参照组患者的安全事故

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研究表明，对于血管外科疾病

患者而言，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施加护理安全管理能够有效降低科室临床的安全事故发生概率，并且切实

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意程度，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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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clinical nursing of
vascular surgery.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vascular surger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named as the study group. All were managed by safety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80 patients with vascular surgery were selected as reference group,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Resul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measures,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Research shows that for patients with vascular
surgery diseases,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based on routin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linical safety accidents in the departmen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nursing services, which worth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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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是医学临床的重要组成部分，血管外

科患者多数为老年人，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生理功

能退化，因此血管外科患者的护理难度较之其他科

室相对较高，且护理周期较长，护理过程中较易出

现相关并发症。由于血管外科患者的特性，因此血

管外科护理工作的影响因素较多，护理人员应当考

虑全面，针对血管外科护理工作中的影响因素实施

预防方案[1]。基于此，本文随机抽取我院 2019年 3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160 例血管外科患者作为研

究主体，综合探究护理安全管理在血管外科临床护

理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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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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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例血管外科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并将其命名为研

究组，均行护理安全管理；同时另选 80例血管外科

患者作为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

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后的安全事故发生率以及护理

满意度。80例研究组患者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40例，

女性患者 40 例；年龄分布：40~87 岁，平均年龄

（60.21±3.65）岁；疾病类型：下肢深静脉血栓 20例，

下肢静脉曲张 24例，动脉硬化闭塞症 16例，急性动

脉栓塞 20例。80例参照组患者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35例，女性患者 45例；年龄分布：42~88岁，平均

年龄（63.54±3.67）岁；疾病类型：下肢深静脉血栓

18例，下肢静脉曲张 30，动脉硬化闭塞症 15例，急

性动脉栓塞 17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疾病

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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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认证许可，患者及其家属均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参照组：该次研究将给予 80例参照组患者常规

护理措施，未行护理安全管理。常规护理措施具体

内容如下：①健康饮食方案，众所周知，血管外科

疾病的患病人群多数为老年人，因此健康合理的饮

食方案非常重要[2]。合理的饮食搭配能够有效加快血

管外科疾病患者的康复进程，建议多食用新鲜水果

及蔬菜，多饮水，忌生冷、辛辣类食物；②病房卫

生干预，责任护士需要每天将参照组患者所处病房

开窗通风，将绿色植物放置于阳台、柜台等显眼位

置[3]。除此之外，患者病床的床单、被罩等贴身物品

必须定期换洗并消毒，以此保证患者不会发生局部

皮肤感染、溃烂等症状；③相关医护人员需要嘱咐

患者及其家属，每小时提醒或引导患者进行翻身或

者下床活动，防止出现压疮等症状[4]。

研究组：该次研究研究组将实施常规护理措施，

在此基础上施加护理安全管理手段，具体内容如下：

①责任护士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护理安全管理意

识，此外，血管外科也可以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展开

多种形式的护理安全教育活动，号召科室内部医护

人员积极学习专科知识[5]。主治医师或者高级护师需

要定期对护理人员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验与评估，最

后进行总结，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制定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②肺栓塞预防护理，肺栓塞是血管外科

疾病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高于其他并发症，因

此针对肺栓塞，护理人员应当做好相应的预防护理

工作[6]。对于深静脉血栓患者而言，休息非常重要，

尤其是急性发病后的 11~15d之内，除了保证绝对的

卧床休息之外，严禁在患者卧床休息期间对其进行

热敷或者按摩，以此避免发生血栓脱落等现象。肺

栓塞预防护理过程中，如果患者出现呼吸困难以及

胸闷等临床症状时，护理人员应当立即告知主治医

师，患者应当积极配合主治医师的急救措施；③压

疮预防及其护理，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应当指导

患者填写压疮评估分析表[7]。护理过程中，责任护士

需要定期为患者翻身拍背，及时的对受压皮肤进行

按摩，给予患者软硬适中的电动气垫床。每个 3 小

时测量患者床铺干湿度，确保患者的床铺足够干燥

清洁；④跌倒、坠床预防及其护理，考虑到血管外

科的患者多数为老年人，综合其年龄特性，高龄患

者的生理功能逐渐退化，因此在高龄患者入院后，

责任护士需要及时的指导患者填写跌倒、坠床评估

分析表，同时强化健康宣教力度，将提示卡片置于

床头或病床之上的天花板处等显眼的位置。除此之

外，应当在护士站设置警示板，针对部分有活动障

碍的患者应当严禁其外出活动，以此防止意外的发

生；⑤预防出血护理，在对患者使用抗凝治疗之前，

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患者的出血性病史进行深入了

解，同时在用药期间逐渐强化监测力度。如果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时，医

护人员应当第一时间考虑患者是否出现脑出血，从

而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急救手段[8]。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主要观察两组患者实施相应护理措施

前后的临床护理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具体将

患者及其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以

及不满意 3个不同层级。其中，满意的评价标准为：

护理服务评分＞80分；基本满意的评价标准为：护

理服务评分＜80分，且＞60分；不满意的评级标准

为：护理服务评分＜60分[9]。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将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作为数据

处理工具，主要作用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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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两组患者的计数

资料。当（P＜0.05）时，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10]。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及其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80 40 30 10 87.5

参照组 80 30 20 30 62.5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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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护理安全管理是基于全新医疗体制的一种护理

概念。首先护理安全管理能够对护理过程中出现的

风险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然后针对风险因素的特性

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结合实际临床情况分析，血

管外科护理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薄弱、肺栓塞、坠床、跌倒、压疮以及由抗凝治疗

引发的出血等多个方面。

综上所述，对于血管外科疾病患者而言，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施加护理安全管理能够有效降低科

室临床的安全事故发生概率，并且切实提高患者及

其家属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意程度，因此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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