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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张琳红，李 晶 

陕西省人民医院手术室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讨手术室护理过程中采用细节护理对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印象。方法 本次纳入

的分析对象均选取于我院手术室收治的手术患者，共计 80 例，研究于 2020 年 6 月开始，于 2021 年 6 月结

束，为了深入分析细节护理的效果，本次使用对比的方式完成研究，使用随机双盲选法将患者分到两个研

究小组，其中接受常规护理的 40 例患者划分为参照组，另外接受细节护理的 40 患者划分为研究组，由于

护理方法不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临床数据，所以需详细观察和记录，记录不同方面的护理质量评分及总

分，记录护理后是否发生不良事件，同时统计患者是否会护理满意。将数据统计后进行比较。结果 研究组

护理后的护理质量评分与参照组相比，前者的优势十分显著，（P＜0.05）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护理后

研究组中出现 1 例不良事件，而参照组则有 6 例，数值比较后者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组和参照组对护理满意的人数分别是 39 例和 34 例，比较后者满意人数较低（P＜0.05）说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应用细节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还能够促进护理

质量的提高，对患者满意度的提升有着良好作用，建议今后临床中拓宽应用推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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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detailed nursing on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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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Room,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Xi'an,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ression of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detail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operating room. Methods: The analysis subjects included this time are all surgica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operating room of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80 cases. The study started in June 2020 and 
ended in June 2021.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etailed nursing in-depth, use this time The study was 
completed in a comparative way,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research groups using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election method. Among them,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detailed care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re may be different clinical data, so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and record in detail, record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nursing quality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record whether adverse events occur after nurs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statistics on whether the patient will be satisfied with the nursing. Compare the data after 
statistic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P<0.05),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e case of adverse 
event occurred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while there were 6 cas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value wa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who were satisfied with nursing care was 39 and 34,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latter, the number of satisfied patients was lower (P<0.05),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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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detailed management mode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work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an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which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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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质

量得到了明显提升，然而生活压力和习惯的改变，

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率逐渐提高，许多疾病需要接

受手术治疗，而主要治疗场所则是手术室。患者接

受手术治疗期间，良好的护理工作，能有效地提高

治疗效果，对患者健康和生命安全有着重要有影响
[1]。因此，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应该积极的探索

符合需求的新型护理模式，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细节护理的方法，选取符合研究

要求的部分患者，分别使用细节护理和常规护理，

完成对比分析，作出如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了便于研究的开展选取我院手术室收治的患

者进行分析，研究期限为 2020 年 6 月－2021 年 6
月，研究目标确定后选取 80 例并进行平均分组，研

究组及参照组各 40 例。其中最小年龄值和最大年龄

值介于 19 岁至 74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46.49±4.38）
岁，上述数据比较价值明显。 

1.2 方法 
应用常规护理方法进行参照组患者的护理工

作，即护理人员详细告知患者手术的注意事项及流

程，积极为患者解答疑问，结合实际情况准备手术

器械和相关物品。研究组护理期间则使用细节护理

方法，具体实施措施如下：（1）术前细节护理。首

先，护理人员注重健康宣教，并在此过程中做到细

节化，对患者的文化背景了解后，采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进行健康宣教，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并提前告

知患者手术中应用做到哪些配合，以此提高患者的

认知，积极的配合手术。其次，实施心理细节护理。

患者接受手术前，护理人员要抱以积极的态度和饱

满的热情积极地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了解其心理

状态，并采用针对性的语言进行疏导，缓解患者的

不良情绪，并给予患者一定的鼓励，提高战胜疾病

的信心，以此促进患者的配合度。（2）术中细节护

理。首先，护理人员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前，应该详

细地介绍手术流程和手术室环境，缓解患者的陌生

感。其次，了解患者的详细资料，并检查相关设备，

保证能够正常运转。其次，术中适当的调节室内温

度和湿度，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并指导患者进行正

确体位。另外术中使用的注射液要加温后应用。此

外，观察患者的各项体征，并做好详细记录[2]。（3）
术后细节护理。手术完成后护理人员要与医师形成

良好的配合，对患者的伤口进行包扎，观察患者的

状态，待其平稳后送入病房。并积极地开展心理指

导，使患者保持乐观的心态。 
1.3 观察指标 
（1）统计两组护理后护理质量评分，采用分值

进行评价，总分 100 分，分数与护理质量成正相关

关系。（2）医疗器械准备不充分、护理差错、消毒

隔离不达标是手术室护理中常见的不良事件发生情

况，记录发生例数后，采用该数据除以小组总人数

的方法计算发生率进行比较。（3）向研究对象发放

满意度调查问卷，指导患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非

常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选项，采用（非常

满意+基本满意）/总人数=满意度的方法获取结果后

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患者的护理质量、平均年龄等资料属于研究过

程中的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的统计范围是患者的一

般资料和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满意度，以计算机

软件 SPSS 22.0 作为相关资料的分析工具，计量资

料统计后，采用（x±s）的检验方法。计数资料统计

后采用百分比（%）的检验方法；检验数据时有较

大的差异说明（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质量比较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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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不良事件发生情

况 
不良事件比较参照组高于研究组（P＜0.05）。

见表 2。 

2.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患者的满意度 
满意度相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见

表 3。 
 

表 1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护理质量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手速护理综合评分 护理人员职业素养评分 护理质量总评分 

研究组 40 89.99±5.11 92.21±5.08 91.12±5.31 
参照组 40 74.58±4.82 76.91±4.41 75.69±4.58 

t  15.697 16.132 15.384 
P 值  ＜0.05 ＜0.05 ＜0.05 

表 2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医疗器械准备不充分 护理差错 消毒隔离不达标 总发生率 

研究组 40 0 1 0 1（2.5%） 
参照组 40 2 2 2 6（15.0%） 

X2     4.923 
P 值     ＜0.05 

表 3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 2 组患者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40 30 9 1 39（97.5%） 
参照组 40 25 9 6 34（85.0%） 

X2     5.897 
P 值     ＜0.05 

 
3 讨论 
医院中手术室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也是对患

者实施治疗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该环境中对患者进

行治疗，患者的生命安全及康复效果与手术室护理

方法和护理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手术室收治

的患者较多，许多患者病情类型不同，导致手术室

护理难度较大，尤其是危重患者的护理更具难度。

然而，临床中主要以传统的常规护理方法为主，虽

然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具体实施后达不到理

想目标。所以，想要提高护理质量，还需要对护理

方法不断探讨，使其具有科学化、细节化特点。 
当年，医疗体系的不断改革，许多新型护理模

式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就细节护理而言，

其是新型护理模式的一种，该护理方法对护理期间

的细节较为关注，总结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

进行解决。细节护理模式在手术室中应用获得了良

好的效果。在实际护理期间，医护人员要在护理前

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并评估患者的

心理状态，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

疏导，以此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并给予一定的鼓

励使其信心得到增加。同时通过良好的沟通拉近护

患之间的关系，以此提高护理效果，并促进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评价[3-4]。另外细节护理的实施还应用在

手术前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手术的顺利开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严密的观察患者的

情况和指标，若发现异常有应第一时间上报，并及

时采取有效方法处理，从而减少不两个事件的发生。

手术完成后，细节护理的实施应用加强相关注意事

项的重视，并进行全面的护理。本研究对研究组采

用上述护理方法，结果显示，本组患者的无论是护

理质量，还是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满意度，优势均高

于参照组（P＜0.05）。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理期间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够理想，而采用细节护理后，

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均有所提高，效果显著，

建议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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