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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自查模式在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刘秋红 

陕西省人民医院手术室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对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安全隐患自查模式的应用价值进行研究。方法 本次实验对象为

手术室患者，共计 88 例，本次实验在 2019 年 10 月初开始实施，正式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4 月。随机编号结

果的奇偶性为本次实验的分组依据，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实验组患者在手术室护

理风险管理中应用安全隐患自查模式，统计两组手术室护理风险事件出现情况、患者护理认可度，并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 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次实验，27.27%及 4.55%分别为对照组及实验组手术室护理风险事件出现

概率，组间数据进行比较，对照组较高，差异较为凸显，（p＜0.05）；全面分析本次实验，77.27%及 95.45%
分别为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护理认可度，组间数据进行比较，对照组较低，差异较为凸显，（p＜0.05）。结

论 在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安全隐患自查模式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其能够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

的水平，在减少护理风险事件出现、提高患者护理认可度方面表现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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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self-examination model of hidden dangers i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of operating room.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were patients in the 
operating room, with a total of 88 patients. The experiment started in early October 2019 and officially ended in 
April 2021. The parity of the random number results is the grouping basis for this experiment.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mplemented the routine operating room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applied the safety hazard self-examination model in the operating room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two groups of operating room nursing risks were counted. The occurrence of the incident, the recognition of patient 
care,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In-depth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experiment, 27.27% and 4.55% 
were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operating room nursing risk events, respectively. Comparing 
the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more prominent, (p<0.05);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is experiment, 77.27% and 95.45% were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 care recogniti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is 
lower, the difference is more prominent, (p<0.05). Conclusion: The self-examination model of hidden dangers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operating room, and h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and improving patient care acceptance. 

【Keywords】Operating Room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Safety Hazard Self-Examination Model; Nursing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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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

手术治疗在临床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手术治疗虽然在临床上表现较为理想，

但是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手术治疗会对患者的身

体带来一些伤害，患者承受着较大的风险，这对护

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规避手术室护理风

险成为现阶段护理人员面临的一大难题。这种情况

下，对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安全隐患自查模式的

应用价值进行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参与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实验的手术室患者人数为 88
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将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期间

本院就诊的 88 例手术室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对照组

及实验组患者编号分别为 1、3、5...及 2、4、6...。
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 23 例，女性为 21 例，

中位年龄为（45.1±5.2）岁，年龄最大为 71 岁，年

龄下至 18 岁，实验组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 24 例，

其余 20 例为女性，中位年龄为（45.3±5.3）岁，年

龄最小为 18 岁，年龄上至 72 岁。两组患者常规信

息之间无明显差距，可用于比较（p＞0.05）[1]。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模

式，实验组患者在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应用安全

隐患自查模式。在对照组患者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

中，医院应注意对手术室护理中常见的风险进行统

计和归纳，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从制度层面规范

手术室工作人员的行为，确保人员能够严格按照既

定流程及标准完成相关工作，以此规避护理风险，

尽可能避免护理风险事件的出现。在安全隐患自查

模式中，医院应抽调护理人员成立安全隐患自查小

组，明确划分小组成员的职责，要求小组成员进行

集中讨论，分析手术室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明

确可能出现的护理风险及安全隐患，并提出针对性

的应对策略。在手术前，自查小组成员应对手术室

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手术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护理人员应按照自

查小组的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树立较强的防范意

识，严格检查无菌原则，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处理，

并密切监测患者的生理指标及临床表现，确保能够

及时发现手术中出现的异常，并与医生保持良好的

沟通，帮助医生处理手术中出现的风险事件。在术

后，护理人员应对手术器材进行清点和收集。 
1.3 判断标准 
统计两组手术室护理风险事件出现情况、患者

护理认可度，并进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以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为主的数据借助计算机

软件 SPSS23.0 完成整理及分析，计数资料及计量资

料的表达通过百分比及标准差（±）实现，数据检验

通过借助 X2及 t 实现。数据比较，差异较大，意味

着（P＜0.05）[2]。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室护理风险事件出现情况 
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次实验，对照组中未执行无

菌操作、术中操作失误、术前准备失误的人数分别

为 3 人、5 人及 4 人，实验组中未执行无菌操作、

术中操作失误、术前准备失误的人数分别为 0 人、1
人及 1 人，27.27%及 4.55%分别为对照组及实验组

手术室护理风险事件出现概率，组间数据进行比较，

对照组较高，差异较为凸显，（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认可度 
全面分析本次实验，77.27%及 95.45%分别为对

照组及实验组患者护理认可度，组间数据进行比较，

对照组较低，差异较为凸显，（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认可度 

组别 
人数 
（n） 

十分认可 
（n） 

比较认可 
（n） 

不认可 
（n） 

护理认可度 
（%） 

对照组 44 14 20 10 77.27 

实验组 44 24 18 2 95.45 

X2 值 - - - - 6.209 

P 值 - - - - p＜0.05 

3 讨论 
近几年，我国民众的健康意识大幅提升，而且

民众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

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人数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

手术治疗虽然在疾病治疗中有着较为优秀的表现，

但是其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手

术室护理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使得护理风险事件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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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手术效果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会危

及患者的生命安全。共计 88 例手术室患者参与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的实验，目的是对手术

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安全隐患自查模式的应用价值进

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改进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工作

带来一些帮助[3]。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次实验，27.27%
及 4.55%分别为对照组及实验组手术室护理风险事

件出现概率，对照组中未执行无菌操作、术中操作

失误、术前准备失误的人数分别为 3 人、5 人及 4
人，实验组中未执行无菌操作、术中操作失误、术

前准备失误的人数分别为 0 人、1 人及 1 人，组间

数据进行比较，对照组较高，组间差距较大，（p
＜0.05）；全面分析本次实验，两组中对护理工作

不认可的患者分别为 10 人及 2 人，77.27%及 95.45%
分别为对照组及实验组患者护理认可度，对照组中

对护理工作十分认可及比较认可的人数分别为 14
人及 20 人，实验组中对护理工作十分认可及比较认

可的人数分别为 24 人及 18 人，组间数据进行比较，

对照组较低，组间差距较大，（p＜0.05）。实验结

果显示，在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中安全隐患自查模

式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4]。 
本次实验表明，安全隐患自查模式能够有效提

高手术室护理风险管理的水平，在减少护理风险事

件出现、提高患者护理认可度方面有着十分优异的

表现。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充分认识到安全隐

患自查模式的作用及优势，并积极在手术室护理风

险管理中进行实践和尝试，以此规避护理风险，保

障手术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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