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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单在骨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张小钗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二病房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在骨科护理管理中采用风险评估单的效用价值。方法 研究中共选取 172 例骨科患

者进行实验对比，采取摇号方式将其分为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方式的对照组以及运用风险评估单的观察组，

每组 86 例患者，对比两组患者的实际护理效果及满意度。结果 经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及满

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风险评估单的运用不仅可有效提高骨科护理管理质量，更能够最大

程度减少各风险事故的发生率及投诉事件，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切实促进其满意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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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sheet in orthopaedic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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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utility value of risk assessment sheet in orthopaedic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72 orthopaedic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with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a risk assessment 
sheet, with 8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actu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nurs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risk assessment shee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rthopaedic nursing management, but also minimize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risk accidents and complaints, provide patients with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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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因骨科所收治的患者大多行动能力受限，

且有着治疗、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在这期间较易会

发生各种风险性问题，对此就需要护理人员展开有

效评估，对于不确定因素提前制定预防方案，以此

来起到相应的规避作用，在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的同

时保障其生命安全性。本次研究对比了两种护理管

理模式的差异表现，以文字描述、数据表示、表格

对比的方式展开，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对象为院内收治的骨科患者，时间在 2020

年 9 月~2021 年 8 月区间，随机选取 172 例，为方

便对比可分为人数相同的两组，排除具有其他器质

性疾病以及交流不畅患者，对照组男 47 例女 39 例，

平均年龄（48.64±11.27）岁，观察组以上数据分别

为 50、36 例（49.02±10.31）岁，对此实验知情并

签署同意书，各项资料较为均衡。（P＞0.05）。 
1.2 方法 
在对对照组展开护理管理时，所采用的护理方

式为常规护理，在患者入院时对其展开健康宣教，

其中包含注意事项、住院事宜，指导患者做各项检

查告知其重要性，并通过分析患者的各项资料、病

情、心理状态等对其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将其记入

患者住院档案中，为后期护理方案的制定提供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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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术前准备，讲解手

术过程及成功案例，以此来提高其配合度，术后密

切观察患者术口形态、询问患者的感受，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护理方案，在饮食、康复训练

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指导，对于患者所提出的疑问

应认真回复，以此来提高其认知，缓解其不良情绪，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1]。 
观察组在以上基础上联合护理风险评估单，以

此来提高护理的全面性，从根本上降低各更风险事

件的发生率。评估单由骨科结合以往工作经验以及

科室内各项护理需求设计而成，其中主要包含了跌

倒坠床、压疮、病情监测、日常生活能力等内容，

护理人员可在患者入院时进行首次评估，对患者的

实际风险等级初步评价，并根据其风险等级对其展

开针对性护理[2]。次日就需要观察患者的病情发展

情况，如若患者的病情不够稳定，未在控制范围内，

护理人员还应当加强监测，并联系医生提出对应风

险管理对策。后续即可隔天进行评估，对于高风险

等级的患者应当在交接班时划重点，分值高低表示

患者对护理需求的差异性，分值越高护理需求性越

大,在日常生活护理方面可根据分值展开相应的护理

协助[3]。对于存在跌倒坠床风险的患者，护理人员

还应当告知家属需在旁做好辅助工作，并将防护栏

升起，同时确保地面处于洁净状态铺设防滑垫；若

患者压疮评分较高还应当定期辅助其翻身，并采取

申请难免压疮的方式在其住院期间进行动态评估。

护理人员在填写好风险评估单后还需要提出对应的

解决措施，将其交给护士长由其来进行核查落实，

管理人员需定期展开检查，监督实际护理情况，以

此来切实提高整体护理质量，确保能够在促进患者

康复效率提升上发挥积极促进作用[4]。 
1.3 观察指标 
在患者住院期间，需注意观察其临床症状表现，

在出现安全事故时需及时进行救治处理，并做好详

细记录工作，与此同时统计实际投诉率。同时还应

当对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统计，所用方式为问卷

调查，其中包括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

意四个评判标准，对应的分值范围也有所差异，患

者可根据护理人员的实际工作水平、应急能力、态

度等对其展开客观评价，（≥80 分以上人数之和）

÷小组总人数=总满意率。本次共发放 172 份问卷，

收回 172 份，回收有效率为 100%。 
1.4 统计学处理 
此次研究在统计中所使用的软件为 SPSS19.0,

其中计量与计数资料分别用（x±s）、[n，（%）]
表示，检验时用 t、X2,若在对比后，各指标数值有

明显的差异，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来看，观察组在护理期间安

全事故发生率为 3.49%，低于对照组的 15.12%，投

诉率也相对较少仅为 4.65%，组间经对比有显著差

异。（P＜0.05）。如表格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在对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分析后可见，观察组患

者评分相对较高，不满意人数为 0，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 7 例，总满意率为 95.35%，相比对照组有显著提

升。经对比两组之间有一定差异表现且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具体数值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n/%），（x±s） 

组别 n 护理安全事故（%） 投诉率（%） 
对照组 86 13（15.12%） 19（22.09%） 
观察组 86 3（3.49%） 4（4.65%） 

X2  6.382 7.126 
P 值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x±s） 

组别 n 90~100 80~89 60~79 ≤59 总满意率(%) 
对照组 86 36 33 10 7 69（80.23%） 
观察组 86 52 30 4 0 82（95.35%） 

X2  6.265 4.178 5.443 7.391 6.792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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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在患者住院期间不仅要为

其提供系统性治疗服务，还应当配合相应的护理干

预，但因受到病情发展、外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较

易出现各种风险事件，而这也会给患者康复带来一

定阻碍，对此就需要及时展开风险评估，并将护理

风险防范贯彻至护理全过程中，以预见性方式来从

根本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种

护患纠纷事件的发生，切实提高整体护理质量。因

每位患者的病情有着较大差异性，护理评估单的应

用可能够及时获取患者的病情情况及风险等级，并

提前预测在护理过程中较易发生的安全事故，以便

于采取对应的措施进行规避[5]。同时可划分出护理

重点，提高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在交接班中减少

疏漏问题，以此来预防护理差错的发生，而且还能

够在沟通过程中拉近医患关系，促进患者满意度的

提升。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分别采取不同护理管理

模式，通过所记录的数据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效果及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对骨科患者展开护理服务时，全

面应用风险评估单可有效提升护理过程中的安全

性，防止各风险隐患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推广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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