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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质量改进在风湿免疫护理安全中的应用及效果

司马噗噗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风湿骨病科 河南郑州

【摘要】目的：探讨持续质量改进对风湿免疫的护理安全应用效果。方法：于 2018.11~2019.2在我院

就诊的风湿免疫患者中选取 180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按照双盲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为实施

持续质量改进前，观察组为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将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作为

主要观察指标。结果：在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2.22%，远低于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前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且在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后观察患者的总满意度高达 88.88%，与对照组患者的 74.44%
总满意度相比具有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风湿科的护理安全来说，进行持

续质量改进具有显著的效果，能够有效的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并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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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safety of rheumatic immun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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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Henan,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on nursing safety application
of rheumatic immunity.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8 to February 2019, 180 cases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ouble-blind method. After implementing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taken as the main observation indicators. Results: After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adverse events was 2.22%, which was much lower tha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befor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observed after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was as high as
88.88%. Compared with 74.44%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the safety of nurs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help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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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持续质量改进指的是加强对护理过程中的质量

管理措施，制定出全面、持续、全程的护理方式，

并注重对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的管理控制，进而

能够提高护理工作的综合质量，完善护理管理方式。

目前，对于风湿免疫科的安全管理中，存在着不良

事件发生率较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危险因素的

掌控不全面、认知不清晰所造成的，所以，需要进

行持续质量改进措施，以提高风湿免疫科的安全管

理措施，提高护理工作的安全管理效率，降低安全

事故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

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8.11~2019.2 在我院就诊的风湿免疫患者

中选取 180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按照双盲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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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为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前，

观察组为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每组患者为 90例。

选取的 180例患者，均为风湿免疫科疾病，且住院

时间均在 7 天以上，身体其他各项机能均正常，无

其他疾病影响因素。患者能够清晰准确的配合护理

人员进行各项检查和操作，且已经在知情同意书上

签字，均符合入组标准。在 180例实验患者中，男

性患者 109例，女性患者 71例，年龄在 21~72岁，

平均年龄为（43.28±6.31）岁；根据学历进行分类，

小学学历为 44 例、初高中学历为 82 例，大专及以

上学历为 54例；按照婚姻情况进行分类，已婚为 120
例、未婚未 42例、其他为 18例。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学历、婚姻状况等一般资料数据中均无较大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为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前，主要为常

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为进行持续质量管理后，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

首先，需要制定出明确的质量改进方式，建立

起完善的质量改进小组，对质量改进后的护理服务

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1]。具体来说，可以利用危险因

素评分表对患者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和分析，并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以降低患者出现不良事件的几率。同时，需要对护

理人员进行安全管理方面的知识培训，让患者在了

解和掌握持续质量改进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安全管

理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护理安全意识[2]。其次，需

要根据患者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制定出警示标示，

降低出现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并加强对患者用药安

全和活动安全的观察，并对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进行

合理的分析，以进行相应的改进和提升。此外，需

要对患者的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找出患者

出现不满意的原因，进而能够进行更好的改进措施，

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其次，为了提高持续质量改进的效果，需要在

要求护理人员具备良好的安全意识基础上，获得患

者及其家属的配合和支持，根据每个患者和家属之

间的不同情况，对其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将住院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事件和危险事件会造成的严

重后果告知家属，获得家属的配合，制定出有效的

防范措施[3]。同时，需要注重患者的用药安全，每天

定时向患者送药，并监督患者进行正确的用药，避

免出现用药错误等现象，对患者的安全造成影响。

因此，需要将药品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准确清晰

的告知给患者，如果出现不确定的情况需要及时的

反映给护理人员或者是医生。另外，需要对一些年

龄较大或者是重症患者进行重点的关注，制定全面

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出现坠床、跌倒等安全事件。

最后，需要注重对护理服务的反馈分析，定期

对质量控制的情况进行整理和分析，对每个护理人

员的护理效果进行考察，并共同分析目前存在的不

合理问题，进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科学

合理的改进措施，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4]。而

且，为了更好的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可以

制定出奖惩制度，对表现好的护理人员进行相应的

奖励。

1.3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作为主要观察指标。

1.4统计学处理

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20.0软件，

结果采用（%）进行表示，并将得出的结果利用 t
值进行检验，当（P＜0.05）时，说明数据之间有明

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组别 例数 管路滑脱 跌倒 压疮 坠床 发生率

观察组 90 0 0 1 1 2.22

对照组 90 6 9 10 4 32.22

P值 ＜0.05

在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风湿免疫科中出现管

路滑脱、跌倒、坠床、压疮等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

与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前具有明显的降低，两组患者

的数据对比分析差异较大，说明持续质量改进对安

全护理的效果明显。

2.2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对比

在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前，对照组 90例患者中，

非常满意为 27例、满意为 40例、不满意为 25例，

总满意度为 74.44%；在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后，观察

组 90例患者中，非常满意为 49例、满意为 31例、

不满意为 10 例，总满意度高达 88.88%。说明在进

行持续质量改进后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远高于实施

持续质量改进前，两组患者的数据对比差异较大，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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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在风湿免疫中存在的护理安全问题主要

是包括了管路滑脱、跌倒、坠床、压疮等，主要是

由于对患者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全面所造成的[5]。而

且，由于风湿免疫科的特殊性，该科室的患者常常

因为疾病而出现情绪下降等问题，还会对患者的身

体状况造成较大的影响，进而造成了对医护人员的

依从性较差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如果护理人员缺

少对护理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认知，缺少有效的安全

防护管理措施，会造成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率

持续的增长。而进行持续质量改进，能够有效的加

强对护理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定出全面、持

续、全程的护理方式，并注重对护理服务的质量和

效果的管理控制，进而能够提高护理工作的综合质

量，完善护理管理模式[6]。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在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前，

风湿免疫中出现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高达

32.22%，与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2.22%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且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

意度也由之前的 74.44%提升到了 88.88%，说明进行

持续质量改进对于风湿免疫来说具有显著的提升效

果，能够降低在护理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的发生几

率，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对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也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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