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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对控制医院感染的作用研究 

李雪梅 

仁怀市中医院院感科  贵州仁怀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对控制医院感染的作用。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所收治的共计 60 例手术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的划分方式，将这入选

的 30 例患者随机乱序均分为 30 例仅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患者以及 30 例接受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观察

组患者。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对于护理管理的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

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率显著更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的 P<0.05，存在统计学意

义；且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以及平均医疗费用均是明显更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的 P<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相较于对照组而言，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明显更优，两组比较差异的 P<0.05，存在统计

学意义；且相较于对照组患者而言，观察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显著更高，两组比较差异的 P<0.05，存在统

计学意义。结论 应用手术时的细节护理管理能有效降低院内感染率，不仅提升了护理的质量，更确保了患

者的安全，有利于患者早日出院，减缓了患者的医疗负担，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减少了不必要的医患摩擦，

临床上值得进行推广应用。 
【关键词】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医院感染；护理质量 

 

Effect of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in operating room on controlling nosocomial infection 

Xuemei Li 

Renhua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nhuai Guizhou,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role of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in operating room in 
controlling nosocomial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 surgical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9 to 
March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objects of this study.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selected 3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3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in the operating room.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length of stay, medical expense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management and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and 
average medical expens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detailed nursing management during 
oper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rate,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but also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facilitate the early discharge of patients, reduce the medical burde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reduce unnecessary doctor-patient friction.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 

作者简介：李雪梅（1973-），女，汉族，贵州仁怀人，本科学历，副主任护师，主要从事院感管理临床护理工作。 

http://cn.oajrc.org/�


李雪梅                                                            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对控制医院感染的作用研究 

- 47 - 

【Keywords】Operating Room Detail Nursing Management; Nosocomial Infection; Nursing Quality 
 

医院内发生的感染对患者的康复以及有着极大

的阻碍，不仅影响了患者的实际治疗效果，也因此

对于感染的护理工作以及管理教育相较于其他医疗

任务而言要更加繁重[1]。对于感染患者如不及时给

予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则很可能导致治疗的效果

大幅度降低甚至无效[2]；不仅威胁了患者的健康安

全，也使得患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情

绪[3]。因此强化对医务人员对于感染管理的健康教

育、宣传指导和细节管理意义重大。为了确保患者

的安全，使患者能按时出院，确保护理的效率和质

量[4]，本次研究选取了我院的 60 例手术患者作为样

本对象，研究分析了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对控制医

院感染的作用，现作出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所收治

的共计 60 例手术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象，通

过随机数字表的划分方式，将这入选的 30 例患者随

机乱序均分为 30 例仅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患者

以及 30 例接受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观察组患者。

其中观察组患者有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年龄在

21~40 岁，平均年龄为（35.4±5.9）岁；对照组患者

有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在 23~43 岁，平均

年龄为（36.1±6.2）岁。纳入标准：①本次的研究报

告已经通过了院方的批准和患者及其亲属的同意；

②纳入作为样本对象的患者及其亲属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丧失语

言能力的患者排除；②将患有心力衰竭、肝肾功能

受损以及合并严重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患者进行排

除；③将亲属不配合、不同意的患者进行了排除。

本次的研究中，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的年龄、性

别等基线资料比较 P＞0.05，因此患者的基线资料比

较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仅接受常规的护理干预，包括对

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各项临床指标的观察和术前

术后的健康、心理指导；而观察组的患者则接受手

术室细节护理管理：①对患者的信息要有准确掌握

再对其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不能

依照经验主义，要实事求是从患者的实际情况出发。

②首先要根据相关的卫生规定对使用后的医疗器械

进行清洁消毒并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对医疗器械

清洁消毒的工作制度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更改。在

医疗器械的清洁消毒工作流程中，首先要明确护理

人员在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以及责任，要对护理人

员进行提前考核进而确保护理工作者对于医疗器械

的清洁消毒流程有着正确的掌握；在对医疗器械进

行清洁消毒工作时，需要在规定的清洁消毒设备上

完成，待清洁消毒完成后，护理工作者要对清洁消

毒的各个环节进行登记并签字，将责任落实；此外，

护理工作人员还要对清洁消毒的医疗器械实行定期

的检查进而再次防止出现清洁消毒不合格所引发医

源性的感染。③了解患者的临床资料后进一步明确

检查的重点，并告知患者检查之前禁水禁食，提高

患者的依从性。多数患者不了解该检查方式，且病

情影响下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紧张、焦虑情绪，

医护人员要准确把握患者的不良情绪，通过讲述各

种成功案例，鼓励患者消除顾虑，提高诊治的信心，

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手术、病房环境，并以人性

化的科学态度向患者讲解不同检查器械、仪器的基

本原理和使用方法。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

由于患者对疾病预后、手术的担忧及疼痛的恐惧，

在手术前难免会产生焦虑、恐惧的心理，会让患者

感到无助或抑郁。护理人员要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

波动，告知其可完全治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以便

能够让患者重拾信心，积极地接受手术。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率、住院时

间、医疗费用、对于护理管理的满意度以及护理质

量评分。通过院内考核，对护士的操作技术、文书

质量、健康教育质量以及对患者的心理指导质量进

行评估，每项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护理质量

越好；患者的满意度通过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表中体

现，根据调查表中患者对于本次医疗服务的认可度

进行打分，可以将分值划分为 3 个部分：90~100 分

为非常满意；60~80 分为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

根据患者的评分计算满意率，满意率=（非常满意+
满意）/100%×总评分人数。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报告所设计的样本对象资料如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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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资料等情况均是经由统计学软件 SPASS25.0 进

行统计计算和结果验证的，以百分比卡方对设计数

据中的计量资料进行表示和验算；以 T 值对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数资料进行表示和验算；再通过 P 值的

情况区分两组数据的对比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当

P＞0.05 时则表明两组数据的比较差异不具备统计

学意义；当 P＜0.05 时则表示两组数据的对比具备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率对比 
由表 1 可知，应用了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观

察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率显著更低于仅常规护理

干预的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的 P 值低于 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对比 

由表 2 可见，接受了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观

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以及平均医疗费用均是明

显更低于仅常规护理干预的对照组患者的，两组比

较差异的 P 值低于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2.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由表 3 可知，相较于仅应用普通护理管理的对

照组患者而言，采用了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观察组

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显著更高，两组比较差异的 P
值低于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2.4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由表 4 可见，相较于仅应用普通护理管理的对

照组而言，采用了术室细节护理管理的观察组患者

的护理质量明显更优，两组比较差异的 P 值低于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消毒不合格导致感染 手术部位感染 发生率（%） 

对照组 30 3（10.00） 2（6.67） 3（10.00） 8（26.67） 

观察组 30 0（0.00） 1（0.00） 0（0.00） 1（3.33） 

X2 - - - - 6.405 

P - - - - 0.011 

表 2 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平均住院时间（d） 平均住院费用（万元） 

对照组 30 16.23±3.12 1.89±0.25 

观察组 30 10.20±2.43 1.00±0.18 

T - 8.352 15.824 

P -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30 15 6 9 21（70.00） 

观察组 30 24 4 2 28（93.33） 

X2 - - - - 5.455 

P - - - - 0.020 

表 4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操作技术 文书质量 健康教育质量 心理指导质量 

对照组 30 77.87±3.34 80.25±5.62 81.25±2.33 79.58±6.25 

观察组 30 95.56±4.11 96.25±3.02 94.85±2.68 95.23±2.66 

T - 18.295 13.736 20.976 12.620 

P -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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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医院内的风险因素较多，患者多数抵抗力差，

机体虚弱，容易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出现，为了确保

患者的生命健康，加速患者的康复进程，对患者进

行精细化管理不可或缺[5]。防治感染的护理难度较

高，同时也存在在许多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在对于

易感染的患者的管理中，就需要有关的护理工作者

专业水平过硬，且具备比较强的应变能力以及风险

防范思维，以此对手术室医务人员进行相应的健康

教育，提升细节管理的质量非常重要[6]。患者对于

疾病的认知往往比较有限，所以，在治疗期间很容

易产生比较负面的情绪，如恐惧、紧张、焦虑、抑

郁等，从而对临床的治疗效果造成影响，手术室的

细节护理管理也包含了对患者的健康指导以及心理

干预，根据患者的个体特征、心理特点，对患者的

不良心理进行疏导并制定针对性护理计划，然后按

照计划进行核对和实施[7]。在手术室的护理中应用

细节管理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护理的质量水平，更能

有效避免风险事件的出现，将医院感染的发生率进

行最大限度的控制。根据本次的研究报告可知，应

用了手术室细节管理的观察组患者的院内感染发生

率显著更低于仅接受常规护理管理的对照组患者，

且观察组的护理质量更佳、住院时间、医疗开销更

少，患者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两组比较差异的

P 值低于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应用手术时的细节护理管理能有效

降低院内感染率，不仅提升了护理的质量，更确保

了患者的安全，有利于患者早日出院，减缓了患者

的医疗负担，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减少了不必要

的医患摩擦，临床上值得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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