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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皮肤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汪冰心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河南郑州 

【摘要】目的：探析在皮肤科护理中使用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皮肤科收治的患者 40 例，实施常规护理，并将其分到对照组，选取同期收治的另外 40 例接受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常规护理的患者，将其分到观察组。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对其临床状况进行

观察和分析，并将相关数据进行详细记录，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护理满意度。结果：接受常规

护理＋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观察组，其治疗效果明显高于采取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P＜0.05）；另外，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低于观察组，相比之下，同样存在明显区别和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经过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分析得知，在皮肤科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管理模

式，不仅能够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而且对临床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值得临床中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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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dermatolog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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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using high-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dermatology nursing. Methods:Forty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dermatolog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for routine care and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other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high-quality care management mode + routine car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receiving care in different way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an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 high-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treatment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shows that applying high-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in 
dermatology care can not only improve patient care satisfac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Dermatology Nursing; Quality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Application Effect 
 
以人为本是现代护理服务中的基本要求，在实

践护理工作中应该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围绕其进行

优质的护理服务。基于此，本次研究选取我院皮肤

科于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患者进行

分析，采用不同护理措施分组对照组的方法，探析

在皮肤科护理中使用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的临床效

果，具体报告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皮肤科于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

收治的患者中，方便选取其中 80 例作为本次主要研

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接受常规护理的

40 例患者分到对照组，另外接受常规护理＋优质护

理管理模式的 40 例患者分到观察组。其中对照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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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人数分别为 22 例和 18 例，

本组患者在年龄阶段处于 18~57 岁之间，年龄的平

均值为（36.87±6.72）岁。观察组中男性患者和女性

患者的人数分别为 23 例和 17 例，该组患者的年龄

阶 段 处 于 19~58 岁 之间 ， 年龄的 平 均值为

（36.92±6.83）岁。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

资料，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资料之间具有可比价值。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实施

常规护理＋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优质护理模式，就皮肤科而言，其是收

治皮肤病的主要场所，有些患者的病情与自身隐私

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女性患者，对隐私较为看

重，因此，护理人员在对此类患者进行护理服务时，

应该对患者的隐私提高重视[3]。另外，由于自身疾

病的影响加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有限，产生皮肤病

后，患者不仅承受身体压力，还承受着不同程度的

心理压力，进而出现恐惧、抑郁和焦虑等不良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要积极的与患者进行沟通，

了解患者的顾虑，并展开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在交

流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耐心讲解患者提出的问题，

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监控教育，提高患者对

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此外，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调整护理方法，比如：患者中

有特殊群体（老年人或儿童），此时护理人员应该

依靠自身的专业水平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在

实施护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心理护理，还要对

患者接受治疗的环境加强管理，对病房定期进行清

理、消毒和通风，控制好房间内的温度和湿度，保

证患者的舒适度。 
第二，优质护理管理模式。由于皮肤病的病理

情况较为特殊，此时护理人员要和患者进行良好的

沟通[1]。通常情况下，多数皮肤病需要较长的治疗

时间，且反复性较高，护理人员在护理的过程中要

定期进行巡视，并和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观察患

者的实际病情，如果发现问题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

进行解决，使患者的病情得到良好的控制。因此，

为了能够提高护理质量，为患者病情的控制奠定良

好的基础，科室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管

理模式，并应用到护理工作中。将护理模式作为护

理基础，以患者为中心开展优质护理。在实际护理

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虚心听取患者的建议，了解

患者的需求，根据患者提出的意见，对护理服务做

出改善。另外，将所有患者的治疗落实到医院责任

制度中，明确护理人员的责任，保证能够对护理人

员的护理工作进行及时且全面的了解。如果护理中

遇到的患者情况较为特殊，需要为其配置经验丰富，

综合素质高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第三，构建完善的监督模式。加强对护理人员

的绩效考核，将患者的意见纳入考核评价的范围中。

护患沟通是护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

若不能够和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那么整个护理的

质量就会受到影响，也无法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导致治疗进度受到阻碍。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统计患者的护

理效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显效：患者的临

床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已

得到轻微改善。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未发生改变，

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统计完成后进行比较（显效＋

有效=总有效率）。另外，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均使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完成。计量资料和技术资料分别采

用均数±标准差（x±s）和百分比（%）进行描述。

组间数据比较分别使用 t 检验和 X2检验，若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则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据表 1 所示，观察组护理显效、有效和无效的

例数分别为 25 例、14 例、1 例，总有效人数 39 例，

有效率为（97.5%）。对照组护理显效、有效和无效

的例数分别为 13 例、20 例、7 例，总有效人数 33
例，有效率为（82.5%）。两组相比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5 14 1 39（97.5） 

对照组 40 13 20 7 33（82.5） 

X2     11.265 

P 值     ＜0.05 

2.2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中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分别

为 35 例、4 例、1 例，总满意人数为 39 例，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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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97.5%）。对照组中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

的人数分别为 15 例、17 例、8 例，总满意人数为 32
例，总满意度为（8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

明显的提升，在接受护理服务时，人们对护理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医疗护理服务及相

关管理就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就优质护理管理模式

而言，其要求对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过程中要做到

以患者为中心，由于该护理模式能够充分考虑患者

的需求，所以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另外，

皮肤科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收治皮肤

病患者的主要场所，许多皮肤病对人体皮肤的美观

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皮肤病属于慢性疾病的

一种，临床中需要接受较长时间的治疗，且具有反

复性特点，有些皮肤病关乎到患者的隐私，一旦患

有该病，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均会承担较大的压力，

不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4]。基于此，为了提高

皮肤科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护理人员应该

合理的使用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尤其是对患者的心

理问题，针对性的进行心理护理，这对患者的疾病

的恢复有着积极作用。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无论是

护理满意度，还是护理效果，均优于对照组，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在皮肤科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管理模式，

不仅能够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而且对临床治疗效

果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值得临床中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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