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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骨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杜红丽，黄 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医院时常会由于护理不到位而引发了护患矛盾，甚至导致了患者病情加重，

甚至死亡事件，为了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率，首先要加强护理管理工作。对于骨科护理而言，护理人员应

该明确护理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加强风险把控力度。本文通过风险管理概念进行分析，并讨论

骨科护理过程可能存在风险因素防范对策，希望对骨科护理工作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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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ospitals in our country often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due 
to inadequate nursing care, and even lead to aggravation of patients' illness and even death.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uch incidents, nursing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irst. For orthopaedic nursing, nursing 
staff should clarify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and strengthen risk contro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in the orthopaedic nursing process to 
prevent and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bring help to the orthopaedic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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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医疗水

平日益提升，患者对医院的治疗手段以及护理工作

提出的更为严格的要求。随着医院环境的日益复杂，

在护理方面存在的风险日益增多，尤其是对于骨科

护理而言，只有明确了谷歌护理过程当中所存在的

风险，在针对风险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才能提升

骨科护理的水平，提高患者治疗的满意度，进而促

进医院的全面发展。 
1 风险管理概述 
对于风险管理主要是指可能引起经济损失、人

身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并且根据这些风险因素的特

点，采取相应的办法，进行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减少这些损失，同时减少法律诉讼问题。风险

管理运用的范围和领域非常多，尤其是医患护理领

域开展风险管理，就要针对医护人员以及患者等相

关风险因素，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意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维权意识明显提高，这对医院管理而言增加

了很大的难度，很多骨科患者都是由于意外事件而

导致的骨裂、骨折等问题，这些病情的发展特别的

突然，并且患者的病情变化非常明显，在完成手术

治疗之后，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很多病人甚至要

长期卧床，这个医院护理人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护理人员在开展护理工作过程当中任务繁多，很容

易产生不耐烦的情绪。在此之外，患者由于长时间

不能行动，也会引起心理方面的问题，这对骨科护

理而言带来很多的风险，为此，工作人员应该加强

风险把控意识，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同时，

更多的关注患者以及家属的心态，尽可能的将风险

系数降至到最低，提升医院整体的护理质量和水平，

推动着医院和谐发展。 
2 骨科护理过程可能存在风险因素 
2.1 护理人员对护理问题缺乏预见性 
对于骨科患者而言，大部分都是由于坠落伤或

者交通事故而入院治疗，常常伴随着复合伤和多发

伤。由于患者病情较为严重，变化速度快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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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并且对患者的

病情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从而采取相应的护理措

施，然而，在医院大部分的护士对急诊室创伤的护

理程序并不了解，加之为了遵循机械护理流程而被

迫执行，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同时会被容易观察病

情所左右，而忽视了患者深处的隐蔽创伤这一对患

者病情发展不能及时的了解。再加上护理人员缺乏

专科知识，对于创伤潜在的其他并发症，没有一定

的预见性，比如，患者在开展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后，

很容易出现深静脉栓塞问题；患者由于多发伤及长

骨干骨折的患者，在受伤三天之内，很容易发生脂

肪栓塞综合症；对于小腿或者前臂骨骼的患者，很

容易受到挤压伤，因此，会伴随着骨筋膜间隙综合

症；一旦患者出现了骨盆骨折，很容易导致休克、

膀胱胀气、尿道的损伤问题等，护理人员对患者的

护理缺乏预见性，在护理工作开展当中，并无重点，

也没有开展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从而增加了患者出

现并发症的概率。 
2.2 未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在医院护士是护理质量以及护理水平的重要执

行者，也是直接开展医疗护理的活动者，护士自身

素质以及护理规章制度是保障医院优质服务的重要

基础，如果没有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护理操作，很容

易导致一些责任风险的出现，比如重大手术或者是

危重症患者在交接班时没有紧密的进行观察，综合

导致的管道脱落或者褥疮发生等。 
2.3 护士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大部分的临床护士年龄较小，学历较低，

由于专科护理师具有一定特殊性，护士的专科经验

以及知识的缺乏，很容易导致技术风险的发生，比

如在翻身脊柱损伤搬运患者时，并没有对患者的头

部躯干保持轴位而加重了损伤的问题；对于颈椎损

伤的患者，并没有采取正确的翻身，而出现了呼吸

骤停问题；对于石膏没有得到干燥的患者，在搬动

病人的过程当中，出现石膏折断或者变形的概率增

加[1]。 
2.4 病房环境管理不完善 
医院病房内环境特点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

调整，比如，针对骨折或者四肢损伤的患者，要提

供柱杖行走的工具，如果通道有障碍物或者是地面

湿滑，很容易导致患者再次发生骨折或者是摔死的

风险[2]。 
2.5 有效沟通不足 
由于大部分的骨科患者都是由于意外损伤而导

致的，因此，患者及其家属都会存在焦虑，紧张悲

观的心理，这对于整个诊疗程序的开展十分不利，

护理人员没有掌握必要的术前准备工作，护士又缺

乏耐心，并没有将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之后才能进

行手术向患者以及家属告知，护理人员的态度冷漠，

又或者是因为患者医疗用品没有及时说明，从而增

加了医药费用，这些都可能激化护患矛盾[3]。 
3 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具体方法 
3.1 对于护理风险的识别，首先需要护理人员

对患者潜在以及客观存在的各种护理风险进行系统

的分析，并对患者进行连续的识别和归类，通过分

析可能产生的护理风险事故的一个过程。需要护理

人员对可能出现的护理做出预见性的护理方式，由

此分析，各类风险事故易发部位的分析，采取相应

的护理办法[4]。 
3.2 开展责任制的护理工作，需要根据患者的

入院时间、入院护理以及出院的整个过程进行跟踪，

是需要同一名责任护士完成，安排有同意责任护士

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的了解，真正做好工作的落

实，开展基础性的护理工作，对所有参与管辖的患

者疑难病例进行讨论，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对患

者的病情进行评估，了解患者的心理护理，从而减

少护理隐患问题。同时，责任护士要积极地开展健

康教育的工作，及时督促患者认真执行，从而避免

并发症的发生，通过预防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对风

险进行把控[5]。 
3.3 通过制定风险预警机制，根据医院内常见

以及潜在的护理风险，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并发症预

防处理流程，积极组织全院护理人员进行学习，及

时了解风险管理的流程作用以及具体的目的，让护

理人员正确认知风险把控工作步骤，重视风险把控

的防范措施，特别是要对高风险的护理流程进行讲

解，比如患者出现哪些情况需要抢救，判断患者各

种意外事件的处理，了解各种化检检查工作，特别

是对于容易出现风险的各个环节，采取特定的防范

措施。比如，对化验标本的采集工作，需要遵循医

嘱、贴好标签、准备采样瓶、最终将采样标本进行

分析等多个环节，对于容易发现让体责任划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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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需要与接班人员进行核对，才能取得良好

的检测效果，由此杜绝差错事故的发生[6]。 
3.4 不断规范护理操作的流程，护理操作规范

是医院临床护士进行临床护理的行动指南。在具体

的工作当中，要时刻要求每位护士严格遵循操作流

程，为患者做好每一项的操作，护士长要严格遵循

护理操作常规检测方式，保证患者得到高质量的护

理[7]。 
3.5 严格遵循交接班管理工作。对于接班者应

该积极的了解患者的动态情况，查阅微重及特殊治

疗患者的病案资料，特别是全科人员的晨交班工作。

应重点了解住院患者的病情动态，及时了解科任主

任以及主管医生对于护理工作的具体要求，从而再

次向患者确定病情情况，检查输液以及管道的通畅

度，做好患者皮肤检查，病情观察，健康宣教等项

目；在交接班的过程当中护士长要根据病区当天的

护理重点开展检测工作，从而了解上个班次护理人

员的具体措施落实情况[8]。 
3.6 不断地规范护理记录，了解书写护理记录

的整个过程中，护理内容应该真实的反馈，特别是

对可能发生医患纠纷的重要文书。为此，护理记录

必须及时，准确和客观的反映出患者的病情变化情

况，通过科学合理、准确完整地进行表述以及记录
[9]。 

3.7 不断的规范检查制度，通过将输液过程变

成遗嘱处理，注射配料，设置好提醒标识，做好警

示牌的标注，并且在开展操作之前之中之后的各个

环节进行检查，要实行两人定期检查，同时，在用

药过程当中，要询问患者的姓名并且进行查对；对

于药品制度的管理不断完善；更好地保证用药的质

量，明确的规范针剂和口服药液，对于各个批号的

药物要做好有效期的统一制度；开展相应的教学管

理制度；从而加强实习生的各项管理工作，让实习

生明白自己职责范围，并且告知严格操作，让患者

明白自己的如何所在，并且告知患者按照常规操作

才能实施护理，让护理人员了解和明白，擅自处理

一些损伤患者利益是需要负法律责任。做好仪器管

理机制；尤其是对各种仪器要掌握熟练的操作之外，

重点分析性能检测，使其了解随时处于备用的状态
[9]。 

3.8 更加专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提升护理人

员专业水平是预防风险发生的根本，比如说颈椎前

路手术，观察呼吸状况以及渗血情况来判断局部是

否有水肿，以防压迫到气管而引起窒息的问题；对

于关节置换术后体位的正确摆放，能够防止关节脱

位；对于血管的吻合手术要重视局部血管危象的情

况，以防止病情恶化。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书写

更好的保障书写的内在质量，从而维护护理人员和

患者的合法权益[10]。  
3.9 加强对风险监管管理。通过采取定期随机，

不定期的方式加强护理人员的基础知识学习，尤其

是环节质量的风险把控，特别是要根据对象的具体

情况（护理人员责任心、工作能力、业务水平等）、

对于重点患者、危重症患者、手术患者、重要环节

（药品管理患者的管道管理以及并发症的管理）等，

做好质量控制，一旦发生安全隐患时，需要跟全科

人员和当事人开展研讨活动，积极寻找根本原因，

采取对应的措施，通过制定预防和纠正措施，能够

更好的预防护理风险发生[11]。 
4 体会 
总而言之，骨科在各个医院当中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一般是骨科专业性较强，一般骨科患者

只有进行了手术治疗，才能有效的缓解病情，并且

骨科病的治愈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休养，这会

给骨科护理人员带来更大的难度和工作任务。由于

顾客病情相对复杂，都会给很多病人带来心理阴影，

同时，疾病要想痊愈，需要较长的休息期，就会给

骨科护理人员带来较强的工作任务。加上骨科病情

等发展较为复杂，特别是大伤病的突发症，使得患

者的心情情绪变化大，因此，在对其进行护理过程

当中，很容易出现护理风险问题，这就需要护理人

员拥有专业的风险把控意识，并且开展相应的风险

管理工作[12]。 
对于风险管理是不安全事件前的一种积极预防

措施，能够让护理人员积极地发现工作当中可能存

在的风险因素，并且将这些风琴因素消灭在萌芽中。

对于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护理差错，更

好的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以及不必要的损失，提升

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在日常工作当中，不断的强

化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使得护理人员，患者以及

家属共同预防各种风险事故的发生，由此，避免患

者出现意外，特别是容易被护理人员忽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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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风险管理，护士可以将被动服务转为主动服务，

并且将护理工作中的高风险护理与患者以及家属之

间得到透明化，能够提高家属的配合率，有效降低

风险发生概率，更好地营造良好的护患关系，使得

护理的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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