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0 年第 1 卷第 3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cn.oajrc.org 

 - 369 - 

护理干预措施在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白 雪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在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中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共 54 例，

选自我院收治的急诊科患者，时间为 2018 年 9 月-2020 年 6 月，根据临床护理方式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

展开实验。在以往常规急诊护理模式下，在患者入院、挂号、疾病诊断各工作环节中分别展开相应的护理

服务，护理对象为本次研究中的 27 位急诊科患者，将其归为对照组；针对急诊科护理风险的存在，采取针

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并将其贯穿至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中。结果 在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评

分两项指标的比较上，观察组对应数值明显高于另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护理后，

观察组护理缺陷率、护理投诉率和风险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
诊科护理风险指数较高，医院应加大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力度，针对护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的

护理干预措施，强化护理质量上的管控，减少护理差错，不断提高急诊科护理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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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54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8 to June 2020.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start the experiment. Under the 
conventional emergency care model in the past, corresponding nursing service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various 
work links of patient admission, registration, and disease diagnosis. The care recipients were the 27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ho were classified as the control group; For the exist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risks,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and run through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indexes of 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addition, after 
nursing, the nursing defect rate, nursing complaint rate, and risk event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has a relatively high nursing risk index. The hospital should strengthe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take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the weak links in nursing 
work,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nursing quality, reduce nursing error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nursing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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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患者大都处于危急重症的状态下，在当患

者病情发作时，医护人员需及时进行抢救，采取有效

的诊疗及护理干预措施，挽救患者的生命，以便达到

良好的预后效果。不过，由于患者的病情复杂，疾病

种类较多，受到患者自身、护理人员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在急诊科护理工作开展中，往往会存在着较多

的隐患风险，若未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极易引

发多种护理风险事件，护理缺陷随之暴露，护患纠纷

也不断增加，不仅会破坏护患之间的和谐，还会对医

院名誉造成损害。针对这种情况，医院领导层必须对

急诊科护理风险方面的管理予以高度的重视，分析护

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原因，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行

整治，全面提高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水平，实现护理

质量的有效控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54 例，均选自我院急诊科患者，

按照临床护理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将其分组展开实

验。其中，观察组患者共 15 例男性、12 例女性，最

大、最小年龄为77岁、21岁，年龄上的平均值为（35.68
±2.41）岁；对照组患者共 16 例男性、11 例女性，

年龄上的平均值为（36.24±2.34）岁，从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上来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将急诊科常规护理用于对照组。在患者入院后，

开通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患者身体的检查，

在医护人员的互相协助下，对患者进行抢救，待抢救

成功后，按照规定，为患者提供病情监测、饮食干预、

症状观察等常规护理服务。 
将针对性护理干预用于观察组。首先，由科室护

士长与其他经验较为丰富的护士共同组建专门的护

理风险管理小组，对以往急诊科患者的护理资料进行

整理，查找护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对护理风险事件

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急诊科护理路

径进行合理的规划，并一一落实在具体的护理工作当

中[1]。 
其次，强化护理人员的培训，护士作为护理工作

的主要执行者，其自身专业能力水平的高低与临床护

理质量有着直接的联系。急诊科作为医院重点科室，

内部存在多种危急重症患者，对临床护理质量有着较

高的要求。为此，需将培训重点放在护理操作的训练

上，确保各项护理操作实施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例如：

在对农药中毒患者临床护理中，应注意患者自身卫生

清洁，将患者衣物去除后，使用肥皂水完成患者毛发、

皮肤、指甲等部位的清洗。另外，急诊科护理风险指

数较高，为确保患者的治疗安全，护理人员应具有较

高的护理风险管理意识，学会正确辨识护理风险。当

护理风险事件发生时，护理人员应做到沉着、冷静，

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解决，尽可能的将风险事件所波

及到的范围缩减至最小。最后，制定完善的急诊科护

理管理制度，要求各项护理工作的实施必须严格按照

制度中的规定执行，整顿护理工作秩序，构建科学、

合理的护理管理体系。另外，设备、药品是急诊科患

者诊疗过程中的必备物质基础条件，为确保各项救治

工作顺利开展，科室内护理人员应随时配备好各种抢

救物品，对医疗设备的使用性能进行检测，确保设备

能够正常使用。在取药环节中，需要将药物名称、取

药人等相关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另外，做好医疗急救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检

查设备有无故障性问题，一旦发现，应及时处理[2]。 
1.3 观察指标 
在两种护理管理方式的应用下，对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展开调查。总分值为 100 分，根据分值区间的不

同，划分为满意、较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维度，对应分

值划分标准为 90-100 分。80-90 分、0-80 分。护理期

间，对两组患者的护理缺陷率、护理投诉率和风险事

件发生率进行计算。在相关评分标准下，完成两组护

理质量上的评估，对应分值越高，视为护理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数据的整理依靠 SPSS20.0 统计学软

件来完成，（x±s）、%为计量、计数单位，分别

使用 t、x2进行检验，当组间差异符合 P<0.05 的要求

时，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

另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

请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总体护理满意度和护理质量评分

比较：观察组为 92.59%、91.75±6.27 分，对照组为

74.07%、79.83±6.34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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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缺陷率、护理投诉率和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护理投诉率 护理缺陷率 风险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 27 2（7.41） 1（3.70） 3（11.11） 

对照组 27 4（14.81） 3（11.11） 7（25.93） 

X2值  6.257 7.536 6.284 

P 值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护理质量评分 

观察组 27 13 12 2 92.59 91.75±6.27 

对照组 27 11 9 7 74.07 79.83±6.34 

X2值     14.526 8.523 

P 值     ＜0.05 ＜0.05 

 
3 讨论 
临床护理是医疗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在

医院那一科室，均需要开展相应的护理工作，这是为

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重要体现，也是医院发展的必备

条件。急诊科作为医院重点科室，因患者的病情严重，

发病速度快，故对临床护理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不

过，受到患者自身、护理人员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

临床护理工作实际开展过程中，往往会存在较多的漏

洞，继而引发多种护理风险事件。为此，想要确保急

诊科患者的住院治疗安全，除了要按照规定开展各项

基础护理工作外，还应将重心转移至护理风险管理

上。从以往护理工作经验中进行总结，找出护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护理风险值较大的区域，应加强

管理，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规避风险，将护理

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降至最低[3]。 
在本次研究当中，从护理人员培训、护理管理制

度的完善及药品与急救设备的管理等方面入手，对急

诊科护理路径进行优化，在制度的规定下，合理安排

各项护理工作，形成有秩序性的护理工作模式，在此

基础上，实现护理风险的有效控制，满足患者的护理

需求，达到良好的预后效果。由本次结果中相关描述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均显

著高于另一组，此外，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在

急诊科护理风险管理中，应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

行护理质量上的管控，注重每一个护理细节，减少护

理差错，提高护理干预的实施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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