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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管理在新生儿科护理中的意义及效果
李 潞，张媛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细节管理在新生儿科护理中的意义与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我院收治的新生儿 57 例，采用常规手段进行护理。再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新生儿 57
例，采用细节管理护理方法，对比两组新生儿的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的护理质量及满意
度，均与对照组新生儿的相关数据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细节管理护理手段，
可以为新生儿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令新生儿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改善，在临床工作中具有
重要的推广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细节管理；新生儿；儿科护理
Significance and effect of detail management in neonatal nursing
Lu Li, Yuanyuan Zha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effect of detail management in neonatal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57 newborn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means. Then select 57 newborn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and use detailed management nursing methods to compare th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newborns.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newbo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newbor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rough detailed management of nursing methods, it is possible to provide better 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for newborn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newborn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nursing work,
which has important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in clinical work.
【Keywords】Detailed Management; Newborn; Pediatric Nursing
引言

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新生儿 57 例，

近些年我国的新生儿数量，呈现出急剧上升的

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其中，男女新生儿的比例为

趋势，使新生儿的护理工作受到广泛关注。而细节

34∶23。新生儿的年龄范围为 3-27d，平均年龄为

管理护理方法的推广与应用，以全方位的角度和一

（14.4±1.6）d。再选 取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系列的措施手段，大幅度提升了新生儿护理工作的

我院收治的新生儿 57 例，作为观察组研究对象。该

整体质量。为新生儿的健康成长，起到了极大的促

组的男女新生儿比例为 33:24。新生儿的年龄范围为

进作用。本次实验分析了细节管理在新生儿科护理

2-26d，平均年龄为（14.6±1.4）d。两组新生儿的基

中的意义与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线资料，无任何明显差异（P＞0.05），可以用于对

1 资料与方法

比研究。

1.1 一般资料

1.2 方法

我院在 2019 年 1 月初开始实施细节管理，故选

对照组新生儿采用常规护理手段，观察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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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护理工作，发挥出良好有力的监管作用。首先，

儿采用细节管理护理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1）树立良好工作意识

医院应对新生儿护理工作时的文书书写标准、相关

随着家长对新生儿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医护

管理手册及具体服务流程，采用细致量化的方式加

人员在开展日常护理工作时，不仅要按照日常的护

以确定。使其能够为考核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充

理内容，依次完成相关流程的各项操作。还要时刻

分有力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新生儿的护理人员，

保持良好的风险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综合能

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确保护理工作的安全性、

[1]

力 。令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纠纷，能够出现大

规范性和有效性。然后采用动态监管的方式，不定

幅度的降低。为了帮助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树立

时地展开巡查工作。一旦发现新生儿护理人员在工

正确的思想意识，我院从完善护理流程和转变护理

作中的错误问题和安全隐患，应立刻予以纠正，防

模式两个方面入手。使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得以增

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并按照考核制度的内容，对护

强，令每个医护人员能够积极地与新生儿家属交流

理人员进行培训或惩戒，将考核制度落实到新生儿

沟通，解决家属的疑难问题和各种顾虑，缓解护患

护理的每个角落。最后，通过定期检查护理质量和

[2]

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以新生儿为护理中心，主动

考核制度落实情况的方法，收集新生儿护理工作中

地为新生儿提供优质服务，令护理质量显著改善。

的问题与不足。并对这些信息内容展开全面的研究

（2）规范护理流程

与讨论，根据最终分析后的结果，对护理流程和考

对新生儿护理流程的规范管理，可以使护理工

核制度进行优化。为新生儿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更具专业化和针对性，令整体的护理水平出现大

奠定良好坚实的基础。

幅度的提升。在规范新生儿的护理流程中，医护人

1.3 观察指标

员应先从日常护理内容出发，结合新生儿护理过程

统计两组效果，主要以护理满意度、继发感染、
家属投诉和护理过失四种指标进行评价。

中的各项特点，深入分析现行护理流程中的漏洞与
缺点

[3-4]

1.4 统计学处理

。然后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手段，不断的优

化与改进护理工作的整体流程，为新生儿提供更具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两组新生儿的数据，均使

细致化的护理服务，令家属的情绪也变得更加平和

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析。并以（％）标识效果，

稳定。

经 X2 检验后，以（P＜0.05）标识数据之间的差异

（3）建立健全考核制度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根据新生儿护理的工作内容，结合医院的实际
运营状况，建立健全一整套考核制度，能够对新生

表 1 两组新生儿的护理质量及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继发感染

家属投诉

护理过失

满意度

观察组

57

1（1.75％）

2（3.50％）

1（1.75％）

（96.49％）

对照组

57

5（8.77％）

7（12.28％）

4（7.02％）

（87.72％）

X2

7.124

9.647

6.249

9.451

P值

＜0.05

＜0.05

＜0.05

＜0.05

对比两组数据，观察组新生儿的护理质量及满

护人员在开展护理工作时，需要着重加强对新生儿

意度，均与对照组新生儿的相关数据，存在着较大

的巡查力度，密切关注新生儿的生命体征变化，避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免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而且，家长对新生儿的重

3 讨论

视程度较高，一旦沟通不到位或护理不恰当，极容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不断推广，新生儿的护理

易加剧新生儿家长愤怒、烦躁和焦虑等不良情绪。

工作，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由于新生儿

最终造成新生儿家长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纠纷，使医

的年龄较小，尚不存在基本的自理能力。所以，医

院的整体名誉受到极为恶劣的影响。为了避免这一
- 52 -

李潞，张媛媛

细节管理在新生儿科护理中的意义及效果

情况的发生，医护人员在护理新生儿时，应及时与

并令继发感染和护理过失的发生概率显著降低。为

家属进行交流沟通。通过利用自身的专业医学知识，

新生儿的早日痊愈，发挥出了良好有力的帮助作用。

结合耐心、爱心和细心的服务态度，使新生儿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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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实验中可以看出，在观察组 57 例新生儿
中，继发感染、家属投诉和护理过失的情况，分为
1 例（1.75％）、2 例（3.50％）和 1 例（1.75％）。
在对照组 57 例新生儿中的相关数据，分别为 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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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7 例（12.28％）和 4 例（7.02％）。
经对比发现，这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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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96.49％），也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
（87.72％），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细节管理护理方法在新生儿科中的
应用，极大程度提升了新生儿及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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