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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谭桂花，温玉晗*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贵州遵义 

【摘要】目的 分析心内科护理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为日后护理工作质量提高提

供参考。方法 研究开展的时间跨度为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在该阶段对研究样本进行明确，主要来

源于在我院接受心内科治疗的患者，选取典型代表 100 例进行护理工作中风险问题的调查，并具体分析护

理工作问题，采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对所有的患者进行编号，并使用软件分组。其中参照组 50，另外 50 例

患者视为研究组。对两组护理期间的情况进行详细观察与记录，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心内科护理人员专

业技能水平有待提高、护患沟通不良、用药指导重视程度不足和缺乏责任感等问题较为常见。研究组应用

相关措施对护理方法进行改进后，其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且低于参照组（P＜0.05）。结论 心内科护理工

作中存在较多问题，其对护理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需要相关人员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

施，之后这样才能够提高整体护理效果，促进护理安全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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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nursing work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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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nursing work of cardiology department, and 
to propose relevant solutions.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in the future. Methods 
The time span of the study was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at this stage, the research samples were 
clarified, which were mainly from patients receiving cardiology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and 100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were selected for risk in nursing work.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blem, and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nursing work problem, use the computer and related software to number all the patients, and use the software to 
group. Among them, there are 50 patient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other 50 patients are regarded as the study 
group. Detailed observations and records of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were carried out,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Results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level of nursing staff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po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lack of responsibility are common problems. After improving nursing methods with 
relevant measure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reduced and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nursing work of cardiology department, 
which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t is necessary for relevant personnel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Only then can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safety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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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医院中心内科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也是收治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场所，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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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心内科患者数量呈

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目前，人们的健康意识不

断提升，对护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患者

需求，心内科需要对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以此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这也是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重要基础[2]。基于

此，本研究对护理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

实际情况作出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接受心内科治疗的患者中，于 2021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将其纳入本研究，并作为研究样本进

行分析，共收集 100 例，依据计算机分组软件完成

小组划分，建立研究小组，不同的小组采用不同的

护理方法，即研究组对护理问题分析后提出针对性

对策，参照组使用常规护理，依据计算机排序即分

组软件讲患者平均分配至上述两组，分别获取50例。

所有患者的最小年龄跨度和最大年龄跨度为45岁－

70 岁，平均年龄为（57.26±4.89）岁；最短病程和

最大病程跨度为 1 年－19 年，平均病程（9.87±2.32）
年。相关资料统计后比较差异不够明显，说明可作

为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并突出（P＞0.05）。 
1.2 方法 
总结本院心内科护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以此

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设计相关调

查内容，在此期间，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保证资

料齐全。通过对患者护理期间的反馈，了解护理中

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其中将改进后

的措施应用到研究组，另一组应用常规方法。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护理后的风险事件发生率，并进行组

间差异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连续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根据是否符合正态

分布，连续变量使用均数±标准差或四分位间距表

示，两组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 t 检验或秩和检

验。分类变量表示为频数（百分比），采用卡方检

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比较两组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安全风险事件发生率 
通过护理过程中用药情况、呼吸道堵塞情况及

护理文书书写情况进行风险发生率统计，结果显示

研究组（4.0%）低于参照组（12.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2.2 心内科护理工作中的常见问题 
通过分析可知护理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包括：理

人员专业技能水平有待提高、护患沟通不良、用药

指导重视程度不足和缺乏责任感等。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缺乏应急能力和专业技能水平 
心内科涉及的疾病较多，大部分疾病发生突然，

且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这对护理人们的专业技能水

平有较高的要求，且需要护理人员面对紧急事件时

具有处理能力。但在实际护理期间，由于部分护理

人员为新晋护理人员，其素质和专业技能之间存在

较大的差异，甚至有部分护理人员临床经验不足，

遇到突发事件时容易慌张，无法进行有效的处理。

另外，部分护理人员缺乏对新型技术和技能的学习，

无法掌握新型医学技术的应用技巧，不利于护理工

作的顺利开展。这种情况下，护理技能也无法提高，

使患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极易引起护患纠纷事件。

此外，心内科护理工作任务繁重，工作量大，给护

理人员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导致护理工

作过程中注意力不够集中，造成操作失误的情况发

生。 
3.2 护患沟通不当 
当前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护

理人员要将患者作为中心开展相关护理工作。但在

实际护理中，仍有部分护理人员未进行观念转变，

仍然按照护理操作流程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观

察，指导患者用药等，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甚至有

些护理人员在护理操作的过程中全程无沟通，无法

了解患者对护理的需求，这会导致患者不满情绪产

生，进而引起护患纠纷。 
3.3 缺乏对用药指导的重视 
药物治疗是心内科常见的基础治疗方法之一，

患者的用药需要护理人员根据医嘱进行合理地安

排，然而在实际用药指导中，护理人员缺乏重视，

认为完成发药后，患者是否服用就属于其自身问题。

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护理方法，心内科药物存在一定

的复杂性，加之患者缺乏依从性，往往出现漏服或

错服的现象，从而导致不良后果产生，低院造成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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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3.4 护理人员缺乏责任感 
部分护理人员对护理果中护理记录缺乏重视，

且在书写护理文书时，认为其一件消失，导致书写

护理文书时，态度不端正，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

识进行书写，缺乏规范性[3]。另外，心内科大部分

患者为老年人，极易出现风险事件，这也是导致护

理工作问题产生的原因。 
3.5 护理工作问题的解决对策 
（1）提升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重视培训 
护理管人员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参加相关培训，

在此过程中，详细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并进行技术

培训和安全培训，同时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应急演练，

使其熟练掌握应急处理方法，在培训后对护理人员

的成绩进行统计，以此针对性地培训，提高护理人

员的安全意识，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制度进行护理操

作。 
（2）融入人性化护理理念 
在护理管理期间，对护理人员加强护患沟通的

相关教育，使其认识到护患沟通的重要性，从而促

进护理效果的提高。在实际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

需要积极转变护理观念，充分了解“以人为本”的

理念，视患者为中心，采用温和的语言进行沟通，

获取患者的信任，从而促进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4-7]。 

（3）加强药物管理 
要求护理人员要严格根据用药管理制度进行药

品管理，除了根据医嘱发放药物外，还要给予患者

正确的指导，使其能够按时按量服用药物，并告知

患者药物使用后坑你出现的不良反应，使其做好心

理准备[8-10]。 
（4）加强制度执行，促进责任心 
明确所有护理人员的岗位和职责，要求其护理

期间依据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操作，规范文书书写，

保证其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交接班过程中要严格

根据制度说明患者的情况；加强对患者的巡查，避

免不良事件的产生[11]。 
综上所述，护理人员问题是护理工作中常见的

护理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通过合理的手

段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从而减少护理问题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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