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0 年第 1 卷第 2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cn.oajrc.org 

 - 130 - 

心血管内科临床护理工作的风险因素与护理方法分析 

肖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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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心血管内科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方法 选取

96 例心血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分组式结果分析，按照 1:1 比例将患者分为观察组（48 例）与对照组

（48 例），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2 月到 2019 年 10 月期间，对照组心血管内科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

式，观察组心血管内科患者需要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对比两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后，换错液体、坠床、

跌倒以及标本送检错误等护理风险发生率为 4.17%，观察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为

16.67%，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为 93.75%，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77.08%高，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计意义

（P＜0.05）。结论 对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可以有效降

低风险事件发生率，减少医患纠纷事件的发生，有效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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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and tak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Methods: 96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was adopted, an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48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48 cases) according to a 1: 1 ratio. The patient sampling period is between February 2019 and October 2019. The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e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in nursing work and adopt nursing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to compa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nursing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were adopt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s such as changing the 
wrong fluid, falling into the bed, falling, and sending specimens was incorrect. The incidence rate of nursing risk 
inci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6.67%.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7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77.08%. The comparison of the data was different, and it had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existing in the nursing work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he use of nursing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doctor-patient disput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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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为院内重点科室，患者群体多为中 老年人，护理难度较大。本次研究对科室护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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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进行分析，运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具体研究

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96 例心血管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分组

式结果分析，按照 1:1 比例将患者分为观察组（48
例）与对照组（48 例），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2 月到 2019 年 10 月期间，对照组心血管内科患

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患者年龄≥49 岁，≤76 岁，

平均年龄（63.85±4.25）岁，患者男女比例（28:20）
例；观察组心血管内科患者需要对护理工作中存在

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患

者年龄≥52岁，≤78岁，平均年龄（62.69±3.68）岁，

患者男女比例（27:21）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

较小（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心血管内科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需

要护理人员对患者实际情况进行评估，采取合理的

用药指导、指标监测等[1]。观察组心血管内科患者

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具体实施如下:（1）加强

护理人员培训，心血管科室需要定期组织科室护士

长、护理人员学习新的操作技能、理论知识，组织

其参加风险事件的研讨会，进而有效提升护理人员

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其业务水平，降低跌倒、坠

床以及换药错误等不良护理事件发生率[2]。此外，

还需要制定完善的护理风险防范体系，护理部需要

求科室对护理中出现不良问题进行总结，并和护理

人员共同探讨纠正措施。（2）注重健康教育，需要

在科室宣传栏、走廊以及护士站等显眼地方张贴关

于心血管疾病的知识，护理人员还可以再与患者沟

通、交流时对患者行健康教育，具体教育内容包括

疾病发生原因、发病机制、治疗注意事项以及并发

症等，进而使患者对自身疾病具有一定了解，在护

理时提高配合度[3]。并且护理人员在与患者交流时，

注意自己的语气、交流态度，让患者感觉到亲切感，

进而拉近彼此之间距离。（3）强化药物与器械的管

理，心血管疾病种类多样，痴情变化多端，多数患

者具有合并类疾病，需要采用多种药物与器械。因

此，需要护理人员掌握药物的药理作用、用量用法

以及器械的使用方法，在使用前认真核对药物名称、

患者姓名以及使用剂量等，避免出现药物错用、误

用状况发生，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4]。（4）强化病

区环境管理，心血管疾病患者群体为中老年人，受

年龄影响机体各项功能呈衰退状态，比较容易出现

跌倒、坠床等不良事件。因此，需在病室走廊、楼

梯口放置防滑垫，注意检查患者床挡、脚刹使用状

态[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指标为护理满意度、护理

风险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研究数据需要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为计数资料，使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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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心内科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3.75%，对照组心内科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77.08%，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显著（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48 27（56.25） 18（37.5） 3（6.25） 45（93.75） 
对照组 48 17（35.42） 20（41.67） 11（22.92） 37（77.08） 

X2  2.654 3.655 1.255 4.562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换错液体 坠床 标本送检错误 跌倒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48 0 1（2.08） 0 1（2.08） 2（4.17） 
对照组 48 2（4.17） 3（6.25） 1（2.08） 2（4.17） 8（16.67） 

X2  1.362 3.255 1.245 1.055 2.245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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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为 4.17%，其坠床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08%，跌倒不

良事件发生率为 2.08%；对照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

发生率为 16.67%，换错药起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17%，坠床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6.25%，标本送检错

误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08%，跌倒不良事件发生率

为 4.17%，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

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心血管疾病在临床中又被称为循环系统疾病，

其循环系统主要包括心脏、动脉、毛细血管以及静

脉，主要负责机体新陈代谢、营养供给，维持生命

基本运作，一旦出现异常状况，将会诱发心血管类

疾病[6]。临床中比较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肌梗

死、心绞痛、高脂血症以及高血压等，其心血管与

其它种类疾病不同，发病原因复杂，与高血压、动

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年龄以及遗传有较大关系，

并发症发生率较高，进而增加护理难度，科室换错

液体、坠床、跌倒以及标本送检错误等护理风险事

件发生率较高，影响患者治疗效果，增加护患纠纷

事件发生率，影响医院在患者心中的形象。本次研

究对心血管科室护理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分析

如下:（1）护理人员因素，心血管科室对护理人员

操作技能、专业知识以及应急能力等要求较高。而

目前科室护理人员考核不够严格，没有定期培训，

不具备丰富的护理经验，部分护理人员责任意识较

低，进而导致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较高。（2）患者

及家属因素，科室心血管疾病患者多为老年人，对

疾病认知度低、理解能力差，进而增加护理难度[7]。

（3）医疗器械与药物因素，患者疾病不同、机体状

态不同，服用药物种类、剂量也存在差异，医疗器

械使用方式不一，在临床使用中存在较多问题。对

心血管科患者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结果显示观

察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

异显著（P＜0.05），说明对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

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护理风险防范措施

可以有效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减少医患纠纷事件

的发生，有效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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