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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妇产科医疗安全妥善处理医疗纠纷
陈 俊
青海大学 青海西宁
【摘要】目的 了解妇产科医疗纠纷事件的诱发原因，从医疗安全的角度，分析医疗纠纷事件妥善处理
的重要性。方法 本次研究的开展，需要在我院妇产科患者的参与下进行，以随机选择的方式，共选定患者
人数 76 例，于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期间被我院收治。查阅所有妇产科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从中挑选
出所发生的医疗纠纷事件，通过分析前后经过，了解原因，后期有针对性的疾病避免。结果 在妇产科医疗
纠纷原因分析中，护理人员因素占比最高，其次为产妇及家属问题的出现、医院设施因素、管理因素，极
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环境因素所导致。结论 基于妇产科医疗纠纷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医院需加强对这方
面的预防与处理，在明确诱发因素的情况下，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将妇产科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率降至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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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 importance to medical safety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roperly handle medical disputes
Jun Chen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medical disput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proper handling of medical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safety.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tudy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ati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76 patient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selection, and they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Check the clinical nursing data of al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select out the medical disputes that occurred, analyze the before and after, understand the
reasons, and avoid targeted diseases in the later period. Result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medical disput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staff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followed by the emergence of
maternal and family problems, hospital facility factors, and management factors. Very few reasons wer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nclusion: Based on some serious consequences caused by medical disput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is aspect,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lowest.
【Keywords】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edical Disputes; Reasons; Importance
前言

员轮班制度等。尽管如此，在某些地方还是会存在

医院中各项医疗工作的开展，大都是围绕患者

一些问题，让患者感到不满，从而引发医疗纠纷。

的病情所展开。因此，自然少不了医护人员与患者

若此类事件频繁出现，会对医院整体的名誉造成损

之间的接触，包括语言上的沟通、治疗及护理干预

害。基于此，医院需提高对这方面的重视，不仅要

的实施等，需要患者良好的配合来完成。除此之外，

加强防范，还要拥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公平公

为确保医院整个医疗体系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转，

正处理，对患者负责的同时，降低该事件对医院的

还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范、工作质量标准、医护人

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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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科较其他科室出现的频率较高，至于诱发的原因，

1.1 一般资料

往往存在多方面的因素。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医

本次参与研究的 76 例妇产科患者，均是在我院

疗水平有所提升，但医学技术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复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期间收治。在所有患者一

杂性，有些疾病的诊疗，存在概率性问题。除此之

般资料的整理分析中，年龄最高不超过 37 岁，最小

外，针对一些药物的使用，临床剂量标准稍微把控

不低于 22 岁，（28.63±1.58）为患者年龄对应平均

不当，便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这对于母婴双方的

值；初产妇、经产妇对应人数分别为 51 例、25 例，

健康，均有可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除此之外，

55 人顺产，其余 21 人难产。

手术这一治疗手段，虽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但其风

1.2 方法

险性不容小觑，并且有些时候，无法进行有效的防

在患者入院后，对所发生的医疗纠纷事件类型

控，继而导致各种不良事件的出现。从本次研究结

进行整理，明确纠纷的源头，以及采取的处理措施。

果的反映上不难发现，护理人员因素所产生的医疗

从原因的查找方面入手，对妇产科中存在的不安全

纠纷较其他因素发生率最高[2]。对于妇产科患者来

因素进行列举，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相应的整改

说，其在住院期间，除了与家人接触外，更多的时

方案，后期监督各项工作开展中是否将整改内容进

间是会受到护理人员的照顾，包括临床症状的观察、

行使用。

用药方面的指导以及饮食上的调整等。当然，期间

1.3 观察指标

也会少不了与护理人员进行沟通。至于护理人员自

对于产妇中存在的几种不安全因素，整理并计

身存在的不良因素，主要涉及到其自身业务技能、

算因此而发生的纠纷事件次数以及相应的概率值

护理文书书写、责任心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护

[1]

理人员，其在医疗工作开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负责

。
1.4 统计学处理

多项工作内容，其自身综合能力水平的高低，有时

选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计量资料

候对患者的治疗安全以及临床效果的发挥有着维护

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用 t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

与促进作用。因此，在各项护理操作上，要求其做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

到规范、准确，在对待患者中，要有耐心，具有较

统计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高的责任意识感，以患者为中心，秉着为患者负责

2 结果

的态度去完成各项护理工作。此外，护理文书的书

2.1 产科中在管理、医院设施、护理人员管理

写也是一项重要环节，其内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

等方面存在不安全因素。其中，护理人员因素、产

决定着护理文书作用的发挥，通过对患者病情情况

妇及家属因素诱发出现的纠纷事件分别为 36 例、19

以及护理内容的记录，便于发现患者病情的变化，

例，所占比值为 47.37%、25.00%。详细信息请见下

对于后期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帮助。除此之

表 1。

外，产妇及家属方面的因素也需要提高重视。具体
主要在医患之间的配合力度差、心理问题的出现两

表 1 产科不安全因素分析（n，%）
类别

例数

比例（%）

管理因素

7

9.21

医院设施

11

14.47

护理人员因素

36

47.37

环境因素

2

2.63

产妇及家属因素

19

25.00

大方面。针对这种情况，临床护理中，应加大对产
妇及其家属的心理护理以及健康教育。为达到有效
沟通和护理的效果，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过程中，
护士要熟练的掌握沟通技巧，在不会引起他们反感
的情况下，解答他们的问题，讲解疾病相关知识，
告知其相关治疗项目展开的目的，使其接受医护人
员的照顾，听从指导。另外，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
理念，主动帮助患者解决烦恼，拉近医患之间的距

3 讨论

离，获取患者的信任，双方之间构建良好的关系[3]。

医院内部设有多个科室，而妇产科仅是其中一

除了以上护理人员因素与产妇及其家属因素

个。据相关调查，针对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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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妇产科出生的婴儿，其刚出生，机能发育尚未
成熟，必须对各方面要多加注意，包括其皮肤护理、
室内温度的管理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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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妇产科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是临床
工作中问题存在的一种表现，医院要吸取教训，正
确看待医疗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想办法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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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此同时，在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时，也要妥善
的处理，将问题由大化小，小事化了，采取良好的
解决方法，让患者信服医院的能力，不断完善相应
的医疗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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