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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的建立及其在骨科的应用 

普 艳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内科  西双版纳州景洪 

【摘要】目的 探讨骨科中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的建立及应用效果。方法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为研究实施阶段，该过程也是明确研究对象和开展研究的主要阶段，该过程也是明确研究对象和开展

研究的主要阶段，样本量均是从本院骨科收治的患者中选取而来，共 90 例，使用计算机序列软件进行样本

的编号，并下载随机分配软件，将样本分到两组，其中 45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该组为常规组；剩余的患

者均在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建立后应用相关护理方法，该组为实验组。记录两组的具体情况并进行相

关分析和对比。结果 进行满意度对比实验组颇高且优于常规组，上述结果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实

验组发生压疮的例数和比例均低于常规组（P＜0.05）。常规组护理人员护理前护理态度和知识评分无差异

（P＞0.05），压力性损伤质量指标建立及应用后的指标改善明显且优于常规组，实验组无论是风险管理合

格率、记录合格率，还是护理有效率、风险评估准确率均比常规组高，且护理质量较高（P＜0.05）。结论 在
骨科合理地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并全面落实和应用，能够对护理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具

有较高的推广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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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nursing quality index for 
pressure injuries in orthopedics. Method: October 2020-October 2021 is the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stage. This 
process is also the main stage for clarifying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This process is also the main 
stage for clarifying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The sample size is from the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90 cas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admitted patients, and the computer sequence software 
was used to number the samples, and the random allocation software was downloaded to divide the samples into 
two groups. Among them, 45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is group was the routine group; the rest The 
patients all applied relevant nursing method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ssure injury nursing quality index, 
and this group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or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and carry out relevant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quite high and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abov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ressure ulc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nursing attitude and knowledge scores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essure injury quality index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better than the routine 
group. Both the risk management pass rate and the record pass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and the accuracy of risk assess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In orthopedic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asonable quality index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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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injury care, and its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has a high degree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bility. 

【Keywords】Stress Injury Nursing Quality Index; Establishment; Orthopedics; Application 
 

引言 
临床中有较多患者存在躯体移动障碍的情况，

且有部分患者需要长期卧床治疗，此类患者发生压

力性损伤的几率较大，不仅影响到患者的预后效果，

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因此骨科应该重

视骨科护理工作的实施，并不断提高骨科护理质量，

在此期间科学地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并应

用于护理指导，能够有效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并促

进患者满意度提高[2]。基于此，本研究选取 1 年内

骨科收治的部分患者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

后给予相应的护理，另一部分接受常规护理，进行

相关指标的比较，根据结果对报道内容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个研究期间急性阑尾炎患者作为分析对象，

从本院 1 年内收治的患者中选取 90 例作为样本，即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完成样本收集和相关研

究，在此期间设立实验组（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质

量指标后应用针对性护理）和常规组（采用常规护

理）两组，将所有的样本量排序后使用软件进行随

机分组，将患者分配到上述小组，各获得 45 例患者。

另外护理小组成员两组各 20 名。23 岁为最小年龄

值，54 岁为最大年龄值，年龄平均 46.15 岁；资料

之间的统计学意义相比，表现为（P＞0.05），可见

有明显的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组在护理期间应用骨科常规护理方法，即

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心理情况密切关注并给予心理护

理，同时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及基础护理工作。 
实验组除了使用常规护理外，根据骨科患者的实

际情况，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并以此为依

据开展护理工作。具体措施如下：（1）护理人员在

开展护理期间，对骨科临床护理的情况进行详细的分

析，从中明确护理中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压力损伤的

相关问题，同时对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完成压力性损

伤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2）根据骨科护理中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进行压力性损伤护理指标的完善，

同时建立相关护理小组，由骨科经验丰富、综合素质

高、工作年限长的护理人员组成，护士长作为小组的

管理者，定期组织小组会议，在此期间对压力性损伤

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质量指标标准。将

其分为三个级别，每个级别指标不同，将压力性损伤

的发生率作为 1 级指标，而护理方案的有效率、风险

评估准确性、护理记录是否合格以及风险管理是否合

格等指标作为 2 级指标。3 级指标涉及的内容较多。

之后进行风险评估准确性判断方法明确，主要依据患

者是否存在较高的风险性、压力性损伤分期、风险评

估的频次和时机是否准确。另外，可通过衣物的更换、

减压材料是否使用正确、敷料是否正确使用等评价有

效率。记录的合格率则通过患者信息是否准确、损伤

位置是否明确、损伤大小及外观情况记录是否详细等

指标进行评价。通过会诊流程以及相关处理流程的规

范性和准确性作为风险合格率的评价方法。（3）完

成质量指标的制定后，组长组织护理小组成员进行培

训，使其充分了解护理质量的相关指标，保证今后护

理中将其作为主要依据，从而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 
1.3 观察指标 
（1）将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发放到患者手中，

并指导其客观填写，之后收集满意度调查问卷后，

分析数据，计算满意度，划分满意和不满意界限，

以分数表示不同满意度阶段，并计算满意度后进行

统计学比较。（2）对护理小组成员护理前后的态度

及护理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才有分数（最高 32
分）方法评价。（3）通过了解风险评估准确率、护

理有效率、记录合格率和压疮风险管理合格率进行

护理质量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资料的表示方式通过两种方法表现，一种

为计数资料应用百分比（%）标识，另一种计量资

料应用均数（±）标识，不同的表达方式采用不同

的方法进行检验，t 检验计量数据，X2 检验计数数据。

比较差异过大时说明统计学意义明显，此时采用（P
＜0.05）表示。 

2 结果 
2.1 2 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护理满意度比较实验组高于常规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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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2.2 比较 2 组护理人员护理前后护理态度和知

识评分 
护理前后护理人员护理知识和护理态度改善及

比较情况详情见表 2。 
2.2 比较 2 组护理质量 
通过各项指标分析实验组护理质量高于常规组

（P＜0.05）。见表 3。 

表 1 比较 2 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45 23 18 4 41（91.11%） 

常规组 45 18 14 13 32（71.11%） 

X2     15.235 

P 值     ＜0.05 

表 2 比较 2 组护理人员护理前后护理态度和知识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知识 护理态度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20 7.29±1.28 10.42±2.13 18.11±1.08 26.94±2.15 

常规组 20 7.29±1.28 8.81±2.12 18.11±1.08 22.28±2.07 

t  1.397 6.789 1.086 6.263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比较 2 组护理质量（n/%） 

组别 例数 风险评估准确率 护理有效率 记录合理率 压疮风险管理合格率 

实验组 45 41（91.11） 43（95.56%） 44（97.78） 41（91.11） 

常规组 45 32（71.11） 35（97.78） 35（97.78） 32（71.11） 

X2  5.135 5.413 7.289 5.469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对患者标准及要求进行了解并结合医院标准是

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质量指标的主要途径[3-8]。在此

期间需要严格遵守将患者为中心的原则，实施有效

的护理管理模式，其实际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骨科

护理质量和水平，对风险的降低有着积极作用[9-10]。

本研究对实验组开展这种护理方法，结果显示护理

质量和满意度均高于常规组，且压疮发生率减少（P
＜0.05）。 

综上所述，在骨科中完善建立压力性损伤护理

质量指标，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完善护理流程，

对护理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有较高的利用价

值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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