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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心护理风险管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李其娜 

云南昊邦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影像中心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将于影像中心开展影像

学检查的 200 例患者随机分为 C 组 100 例和 Y 组 100 例，护理管理中分别实施常规管理、常规管理+护理

风险管理。分别统计两组患者不良安全事件的发生率，并调查护理评价。结果 Y 组患者不良安全事件发生

率为 3%，低于 C 组的 13%（P＜0.05）。Y 组共 96%的患者对护理表示满意，高于 C 组的 75%（P＜0.05）。

结论 于影像中心护理管理中通过风险管理能有效降低患者不良安全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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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imaging centers. Methods: 200 patients undergoing imaging examinations in the imaging cent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100 cases in group C and 100 cases in group Y, and routine management, routine 
management +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were implemented in nursing manage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safety even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unted separately, and nursing evaluation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safety events in group Y was 3%, which was lower than 13% in group C 
(P<0.05). A total of 96% of patients in group Y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care, which was higher than 75% in group 
C (P<0.05). Conclusion: Risk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imaging center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safety events in patients and improv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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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影像学技术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及其

在疾病诊疗中应用价值的不断提高，影像中心作为

开展各类影像检查的医疗机构，其管理质量与医疗

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在长期的临床

实践中，影像检查项目中各种主客观危险因素均是

诱发不安全事件的重要原因，护理风险管理旨在针

对各风险因素实施针对性的干预对策，以实现对不

安全要素的前馈控制[1]。本文主要探讨影像中心护

理风险管理的实施措施及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病例纳入时间段：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病例对象：于影像中心开展影像学检查的患

者；样本量：200 例。确定病例样本后，予以患者

随机顺序编号，根据编号结果将其分为 C 组 100 例

和 Y 组 100 例。再于统计学软件上予以两组病例一

般资料处理，差异比较，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C 组和 C+R 组患者基线资料分布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岁） 检查项目 
  男 女  X 线 超声 CT MRI 

C 组 100 54/54 46/46 47.33±3.25 14/14 46/46 36/36 4/4 
Y 组 100 55/55 46/46 46.52±3.12 12/12 45/45 38/3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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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C 组 100 例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管理，主要包括

制定护理岗位职责和相关制度、制定护理操作指南、

加强护理操作项目考核等。 
Y 组 100 例患者在 C 组的基础上实施护理风险

管理，具体干预措施：（1）成立风险管理小组。成

立由中心主任、影像医师、技师、质控护士、责任

护士等共同组成的风险管理小组，负责对风险管理

项目进行统筹规划。（2）明确护理风险因素。①患

者因素：包括年龄大、意识状态不佳、合并基础疾

病、所携带管路多且复杂等。②护士因素：包括先

进影像检查技术护理水平、重要事项告知义务、仪

器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查、对比剂应用安全性评估等。

③辐射因素。主要包括辐射警示及预防。（3）制定

护理风险方法措施。①患者因素防范。根据患者病

历信息，加强患者影像学检查安全风险评估。针对

年龄大、意识状态差的患者加强沟通和防跌倒、防

坠床干预；在明确基础疾病类型的前提下，评估影

像学检查的可行性，做好突发心肺疾病的应急预案。

针对所携带管路多且复杂的患者，加强管路的妥善

固定，并在检查过程中密切监测管路的通畅性[2]。

②护士因素防范。中心护士应结合医疗影像学技术

前沿动态，及时掌握先进影像检查护理技术，以更

好的满足患者护理需求。在患者行影像学检查前，

履行重要事项告知义务，掌握相关法律知识，预防

护患纠纷。定期检测仪器设备的安全性能，并严格

遵守标准操作规程，减少误操作引发的安全事故。

在患者应用对比剂前加强碘过敏试验皮试验检测，

预防对比剂过敏反应；应用对比剂后密切监测患者

体征检测，一旦发现有低热、眼睑水肿、面泛潮红、

恶心呕吐等异常症状时予以地塞米松肌肉注射[3]。

同时，通过穿刺部位护理及加强穿刺管路固定等途

径积极预防对比剂血管外漏。③辐射防范。于机房

外合理安装防辐射警示标志，并充分准备各种防辐

射屏蔽隔离措施[4]。 
1.3 观察指标 
（1）不良安全事件发生率 
观察并统计两组患者不良安全事件的发生情

况，包括患者跌倒/坠床、患者携带管路异常、护患

纠纷、设备误操作、对比剂过敏、辐射事件等。 
（2）护理满意度评价 
分别调查 C 组和 Y 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评价，

统计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 20.0 软件为统计处理平台，计数数据

记为百分比（n/%），χ2 检验，P＜0.05 提示数据间

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安全事件发生率（见表 2） 
2.2 患者护理满意度（见表 3） 

表 2  C 组和 Y 组患者不良安全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跌倒/坠床 携带管路异常 护患纠纷 设备误操作 对比剂过敏 辐射事件 总发生率 

C 组 100 2 3 4 2 1 1 13/13 

Y 组 100 1 0 1 1 0 0 3/3 

Y 组患者不良安全事件发生率为 3%，低于 C 组的 13%（P＜0.05）。 

表 3  C 组和 Y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C 组 100 33 42 25 75/75 

Y 组 100 56 40 4 96/96 

Y 组共 96%的患者对护理表示满意，高于 C 组的 75%（P＜0.05）。 
 

3 讨论 
安全管理作为影像中心护理管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管理质量与中心形象、社会经济效益及

患者安全密切相关。而护理风险管理的目的在于积

极控制各因素对患者安全造成的不良风险，提高管

理质量。本研究中，C 组、Y 组患者护理管理中分

别实施常规管理、常规管理+护理风险管理，在护理

风险管理中针对安全风险因素包括患者因素、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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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辐射因素等实施针对性的管理对策，包括加

强患者检查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护士提高护理技术

水平，并积极预防误操作；尤其是加强对比剂的应

用护理，预防护理安全事件；并加强辐射防范，通

过科学管理方法的综合运用将安全隐患控制最低
[5]。本研究经对比研究结果显示：Y 组患者不良安

全事件发生率为 3%，低于 C 组的 13%（P＜0.05），

即 Y 组护理安全风险更低。Y 组共 96%的患者对护

理表示满意，高于 C 组的 75%（P＜0.05），Y 组护

理质量更好。因此，于影像中心护理管理中通过风

险管理能有效降低不良安全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

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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