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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在整形美容手术室管理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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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在整形美容手术室管理中的价值及其临床改善作用。方
法 此次研究初始时间为 2019 年 6 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2 月，抽取此段时间内我院证型美容外科接收的
患者 11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抓阄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观察组患者实施护理质量
管理五级控制体系，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管理制度。结果 观察组在器械准备、设备仪器管理、医护人员配
合、消毒麻醉、及职业素质多方面的改善效果整体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实施管理后
观察组护士的病情十知道、技能知识、手术室核心制度、三基成绩各项目的改善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分别为观察组 98.18%（54/55）和对照组 67.27%（37/55），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护理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在整形美容手术室管理的临床应用当中，在
增强整体管理水平的同时，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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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the five-level control system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plastic and
cosmetic operating rooms
Jia Li, Hong Zeng*
Tong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and clinical improvement of the five-level control system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plastic and cosmetic operating rooms. Methods The initial time
of this study was June 2019, and the cut-off time was February 2022. During this period, 110 patients received by
our hospital's Syndrome Cosmetic Surger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lottery method, they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There were 55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mplemented with the five-level control system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mplemented with the routine management system.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equipment preparation,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medical staff cooperation, disinfection and anesthesia,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en knowledge about illness,
skill knowledge, operating room core system, and three basic grad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98.18%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54/55) and 67.27% (37/55)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five-level control system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plastic
and cosmetic operating rooms, while enhancing the overall management level,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five-level control system; Plastic surgery and beauty; Operating
roo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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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美容当中比如说吸脂手术、面部除皱、假

保患者临床安全的原则之上。并指导患者关注医院

体隆胸、双眼皮、及隆鼻等操作都成为了大家占比

公众微信号，详细指导患者具体的缴费、查阅、及

最多的整形美容手术操作，直接推动着整形美容行

打印报告具体流程，以便为患者提供便捷的就诊流

[1]

业达到了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为了更好的保障

程。其二在开展基础护理的过程中，院内感染防控

患者在临床操作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文就护理

人员兼职护士需定时对手术室开展清洁消毒处理，

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在整形美容手术室管理中的

统一对物业工人进行培训指导，室内需随时确保地

价值进行分析，详细报道如下。

面、墙面清洁干燥状态，一定要达到无污迹清洁水

1 资料与方法

平，术中所使用的器械、及物品等都需要定时送样

1.1 一般资料

专业的地方规范清洁及消毒。其三就是在开展手术

此次研究初始时间为 2019 年 6 月，截止时间为

操作前，一定要有序完成床旁交接工作，并耐心指

2022 年 2 月，抽取此段时间内我院证型美容外科接

导患者完成个各项出院手续办理，叮嘱患者在出院

收的患者 11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抓阄

后的日常注意事项等，反复强调复诊的重要性，督

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观察组患者男女

促患者按时按规律的完成术后复诊工作。

构成比例为 5:50，年龄跨度保持在 20 到 51 岁，均

③第三级护理管理主要是责任责任组长，通过

值（29.47±3.62）岁；对照组患者男女构成比例为

增强组长在手术操作中的专业技能为主，全方位开

6:49，年龄跨度保持在 21 到 51 岁，均值（28.96±3.75）

展五大目标管理内容，规范性实施品质管控、风险

岁。对比以上数据，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管控、专科学习、专业技术、以及患者管理几项类

具有可比性。

目当中。首先在品质管理中，就需要定时组织大家

1.2 方法

开展智联管理总结会议，定时对日常工作中存在的

（1）对照组

不足之处进行总结归纳，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改进措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管理制度，

施，多方面增强管理水平和质量。然后就是在风险

（2）观察组

管控之中需相对对患者开展术前检查工作，结合喊

观察组患者实施护理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

着的整形需求及综合身体素质，多方面评估本次手

详细管理流程如下

术操作的风险性，正确告知患者手术操作的真实性，

①一级管理中主要是针对患者及家属，首先在

以免盲目手术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护理安排中需要将患者的环境管理放在第一位，手

④四级管理中主要是针对护士长，在日常运作

术室区域内禁止吸烟，并为患者提供一个安静整洁

中主要是负责交接质量、核心制度、医嘱执行等具

的病房环境，避免大声喧哗影响休息。其二就是患

体事项，智联管理中一定要遵循核心制度体系的相

者在就诊的时候需携带诊疗卡及身份证，以便为患

关规范，详细开展手卫生检查工作，并对美容整形

者有序录入诊疗信息，并预留好难过随时联系的电

患者开展详细的叮嘱事项，并在每天明确好患者的

话，登记好详细的家庭住址，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

手术室安全、消毒隔离、药理管理、手术文本资料

好手腕带，以便身份信息的核对。其三就是在入院

等项目的监督，避免护患纠纷的发生。

后需全辅助患者完成转向检查流程，并叮嘱患者在

⑤五级护理管理对象则是护理部，护理人员作

手术操作中的相关注意事项等，耐心指导患者签署

为主要开展护理工作的对象，一定要详细规划其工

知情同意书。

作职责，并将工作效率和最终的奖惩考核方案挂钩，

②二级管理中主要是针对责任护士和患者，首

增强护理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尤其是

先在患者入院的时候需要常规为患者展开入院评

在遇到美容整形的高峰阶段，更是需要加强对护理

估，积极主动和患者进行交流，多方面掌握患者对

人员在岗状况的形象监督，而且在手术过程中都一

于美容整形的具体需求及期望值，并对患者当前的

定要开展全程监控操作，定时探讨疑难病例等，对

身体健康状态进行分析，详细判断患者开展专科美

美容整形手术室护理工作中的敏感指标开展动态监

容整形需求的风险性，一切手术操作都需建立在确

测，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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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为非常满意（＞85 分）、满意（60-85 分）、及不

比较不同管理模式下手术室护理质量，分别从

满意（＜60 分），最后的（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

器械准备、设备仪器管理、医护人员配合、消毒麻

意）。

醉、及职业素质多方面进行管理分析，总分 2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分值越高的护理质量越好。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
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

比较不同管理模式下护士行为改善差异，分别

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从病情十知道、技能知识、手术室核心制度、三基
成绩各项目的改善效果，分别在管理前、及管理后

2 结果

不同阶段进行记录，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则行为

2.1 比较不同管理模式下手术室护理质量

改善效果越好。

观察组在器械准备、设备仪器管理、医护人员
配合、消毒麻醉、及职业素质多方面的改善效果整

比较不同管理模式下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使用

体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评估量表，总分 100 分分别

表 1 比较不同干预模式下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症状积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器械准备

设备仪器管理

医护人员配合

消毒麻醉

职业素质

观察组

30

18.62±2.13

19.26±1.43

19.56±1.67

18.87±2.45

19.89±1.34

对照组

30

9.45±3.27

9.57±3.26

11.63±2.51

11.13±3.17

11.52±2.47

χ

17.426

20.187

19.507

14.327

22.08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

2.2 比较不同管理模式下护士行为改善差异

实施管理后观察组护士的病情十知道、技能知识、

管理前，病情十知道评分分别为观察组（63.42

手术室核心制度、三基成绩各项目的改善效果明显

±6.97）分、对照组（63.55±6.83）分，得出结果（t

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0.099，p=0.922）；技能知识评分分别为观察组（6

2.3 比较不同管理模式下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2.59±6.01）分、对照组（62.63±6.54）分，得出结果

非常满意概率分别为观察组 67.27%（37/55）、

（t=0.033，p=0.973）；手术室核心制度评分分别为

对照组 38.18%（21/55），得出结果（x2=16.975，p

观察组（60.13±7.54）分、对照组（60.28±7.61）分，

=0.000）；满意度分别为观察组 30.91%（17/55）、

得出结果（t=0.104，p=0.918）；三基成绩评分分别

对照组 29.09%（16/55），得出结果（x2=0.079，p=

为观察组（61.57±8.29）分、对照组（61.63±8.42）

0.779）；不满意概率分别为观察组 1.82%（1/55）、

分，得出结果（t=0.038，p=0.970）；两组护士人员

对照组 23.64%（13/55），得出结果（x2=21.428，p

在实施护理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的各指标比较，

=0.000）；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分别为观察组 9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8.18%（54/55）和对照组 67.27%（37/55），得出结
果（x2=33.428，p=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管理后，病情十知道评分分别为观察组（90.87

5)。

±6.63）分、对照组（78.69±6.55）分，得出结果（t
=9.692，p=0.000）；技能知识评分分别为观察组（9

3 讨论

2.64±4.85）分、对照组（72.58±6.71）分，得出结果

虽然说整形美容同属于外科手术的一种，但是

（t=17.916，p=0.000）；手术室核心制度评分分别

和常规外科操作不同之处在于，患者对于手术操作

为观察组（88.64±8.52）分、对照组（67.63±7.41）

后带来的效果和改变有着相应的期望，所以在美容

分，得出结果（t=13.799，p=0.000）；三基成绩评

手术中想要更好的保障术后稳定效果，还需要通过

分分别为观察组（91.46±6.82）分、对照组（78.65±

科学合理的管理干预手段，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的

6.13）分，得出结果（t=10.360，p=0.000）；可见在

手术操作提供良好的保障工作[2]。而护理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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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负责对患者实施整形美容手术的相关人员，

美容手术室管理的临床应用当中，全面管理质量及

所有的操作流程都需要建立在无菌操作原则之上，

患者接受度均得到较好的改善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做好抗感染等医疗护理工作。同时对患者的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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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术后的日常注意事项等，不只是尊重患者及
家属的具体表现，还能够更好的避免护患纠纷的发
生，更好的保障护理管理工作质量的改善效果。还
需要注意的是，在术后需反复叮嘱患者来院复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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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方式，并统一发放复诊卡，详细保存好患者的
病历资料等，让患者遵医嘱完成复诊安排。其四还
需要统一为患者发放健康宣传手册，详细描述术后
注意事项等，并让患者认识到遵医嘱服药的重要性，
还有就是在出院后一定要做好感染预防工作，以免
不良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护理质量管理五级控制体系在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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