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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小儿输液护理风险与防范

金 玲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分析门诊小儿输液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并根据分析结果讨论相应的防范措施，以此为

相关人员提供依据。方法：本次研究对象选取于我院门诊收治的输液患儿，共计 100例，选取时间为 2019
年 1月~2019年 12月。采用随机双盲选法将其中 50例患儿分到对照组，另外 50例分到观察组。对照组患

儿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风险管理。两组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统计护理期间的

状况，尤其是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详细的记录。同时，比较两组患儿不良事件（护理差

错、并发症发生情况、护患纠纷、意外事件、家属冲突）发生率。结果：通过分析得知，观察组护理工作

中实施风险管理后，其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对于常规护理对照组较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本研究表明，在门诊小儿输液护理工作中，实施风险管理措施，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率，

对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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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and prevention of outpatient pediatric infusio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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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s in outpatient pediatric infusion care and discuss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elated personnel.
Methods: A total of 100 infusion children were selected from the out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or this study. The
selection period was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election was used to assign
50 childr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50 patients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risk management based on routine care. After
the two groups received different methods of nursing, the conditions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especially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an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nursing errors, complications, nursing disputes, accidents, and family conflicts) i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compared. Results: It was learned through analysis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work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car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in outpatient pediatric infusion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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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的组成结构中，门诊是重要的治疗区域

之一，其全天候向基层开放，且为居民接受治疗提

供了便利，同时门诊还承担着居民疾病防控和治疗

的责任。由于门诊的特殊性，其所有收治的患者存

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情况下，门诊无论是环境管

理，还是护理管理，都存在较大的难度[1]。另外，输

液治疗是门诊中常见的治疗手段，然而在进行小儿

输液治疗的过程中，由于患儿年龄尚小，缺乏自控

能力，容易导致风险事件的发生，甚至导致护患纠

纷事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公共秩

序，还会对其他患者的治疗造成影响。因此，在小

儿输液过程中，医护人员要加强重视，提高护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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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水平，避免发生护理差错、护患纠纷等不良事件，

这对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基于此，本研

究选取我院门诊在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

收治的部分输液患儿进行分析，采用分组对比的方

法，探析门诊小儿输液护理风险和相关方法措施，

以此减少护理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小儿输液

护理安全性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具体报告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门诊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收

治的部分输液患儿中，选取其中 100 例作为本次主

要研究对象，并采用随机双盲选法将患者分到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 50例患儿。观察组中男性患儿共

计 28 例，女性患儿共计 22 例，本组患儿的年龄阶

段处于 3 个月 ~8 岁之间，年龄的平均值为

（3.27±3.35）岁。对照组中有男性患儿 27例，女性

患儿 23 例，本组患儿的年龄阶段介于 8 个月~8 岁

之间，年龄的平均值为（3.32±3.14）岁。患儿的年

龄及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未发现明显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资料之间相比，具有明

显的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的患儿均接受输液治疗，治疗过程中，护

理人员进行配药和穿刺。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儿接

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治疗和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实施风险管理。同时观察护理期间造成的不良事件。

根据分析得知，导致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下：

第一，护理人员操作水平导致的风险因素。由于医

院门诊接收的患者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且就诊数量

较多，这无形中加大了护理工作的强度，经常出现

护理人员不足的现象[2]。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护理

需求，需要增加护理人员的数量，然而刚进入岗位

工作的护理人员，由于环境不熟悉，经验不足等，

十分容易造成护理差错。第二，护理人员心理压力

导致的风险因素。由于患儿年龄较小，属于特殊群

体，一旦发生疾病，其临床表现相较于成年人更为

严重，在对此类人群进行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

会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另外，患儿接受治疗时，

配合度极低，容易造成护理失误的情况，一旦发生

这种状况，患儿家属就会以恶劣的态度对待护理人

员，同时许多患儿接受输液治疗时，都会哭闹。以

上种种情况，均会对护理人员造成不良影响，这种

情况下，也会导致护理差错次数的增多[3]。第三，家

属配合度低导致的风险因素。由于患儿是较为特殊

的治疗对象，其生病期间收到病症的影响，会出现

哭闹的表现，治疗配合度较低，为了能够顺利进行

输液治疗，在患儿哭闹期间，需要家属配合，制止

患儿哭闹，同时也需要家属提高对护理人员的信任。

但是，在实际护理过程中，有些家长会对护理人员

进行质疑，甚至认为导致患儿哭闹的主要原因是护

理人员操作不当所致[4]。此时，得不到家属的理解，

护理人员操作难度就会增加，这也是导致护理差错

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导致护患纠纷的原因。

由于门诊人流量较大，在接受治疗前需要排队等候，

这种情况下，有些家长比较着急，情绪较为焦躁。

从而导致纠纷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针对以上因素，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并进行

改进。首先，对门诊护理人员定期进行培训，在培

训的过程中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使其工作效率得到提高[5]。其次，构建完善的输液管

理体系，合理的安排治疗秩序，减少患儿等候时间。

再次，加强对患儿家属健康教育的实施，患儿接受

治疗前，护理人员要报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

为患儿家属讲解相关的健康知识，提高家属的认知，

使其理解护理人员的工作，从而减少护患纠纷事件

的发生。最后，加强对门诊环境的检查，避免安全

隐患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儿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统计不良事件

的发生情况，并通过发生例数和小组人数，计算不

良事件的发生率，同时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研究中存在的数据和资料收录到计算机

中，并使用计算机中的统计学软件 SPSS 23.0对相关

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百分比（%）描述计

数资料，数据之间比较采用卡方值 X2检验，若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则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据表 1 所示：接受风险管理的观察组，其不良

事件发生率为 6.0%（3/50）；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

组，其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12.0%（6/50），两组相比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儿接受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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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护理差错 并发症 护理纠纷 家属冲突 意外事件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0 0 1 2 0 3（6.0%）

对照组 50 1 1 2 1 1 6（12.0）

X2 6.212

P值 ＜0.05

3 讨论

门诊是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的重要场所

之一，其主要治疗手段就是输液。然而，输液的安

全性是保证治疗效果提升的基础。但是输液治疗期

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素，如果不加以控制或处理，

就会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甚至造成患者死亡。通

常情况下，需要护理人员加强巡视和健康教育，以

此提高护理效率和输液的安全性[6]。由于患儿年龄

较小，属于特殊群体，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因此输

液护理中容易发生风险。所以，在进行护理的过程

中，护理人员要积极应对，对风险原因进行详细的

分析，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以此减少风险事件的

发生。本次研究表明，接受风险管理的观察组，其

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6.0%（3/50）；接受常规护理的

对照组，其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12.0%（6/50），两组

相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门诊小儿输液护理工作中，实施

风险管理措施，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率，

对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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