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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常见不安全隐患以及防范对策 

徐 莲 

宿迁市钟吾医院  江苏宿迁 

【摘要】目的 本文以探究妇产科护理中常见的不安全隐患为核心目的，并针对其给予最佳的防范对策，

验证安全性、有效性。方法 参与此次研究患者皆来自本院妇产科收治的患者 110 例，研究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将所有妇产科患者分组进行对比分析，组别命名为对照组、观察组。对其实施差异性

护理管理后，将两组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不安全隐患发生率进行对比，并将相关数据予以整合做详细

阐述。结果 由研究结果数据可见，观察组在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两项数据指标均高于对照组，且不安

全隐患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据显示两组之间存在明显性的差异，统计学分析

后 P 值低于 0.05，即对比存在意义。结论 在妇产科护理工作中，多数患者情绪较为复杂，自身机体免疫功

能较低，加以患者对药物原因、自身认知、注意事项等不够明确，埋藏潜在不安全隐患。护理工作中总结

不安全问题，并运用不安全隐患防范法进行管理，可大幅提升护理质量，最大程度上提升妇产科的安全工

作效率，获得患者高度认可与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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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common unsafe hidden danger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as the core purpose, and given the best preventive countermeasures to verify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Methods all the pati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came to our hospital to treat 110 obstetric 
patients. The research time was January 2020From January to 2021, al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 sister was named as control sister and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l nursing management, the two nursing quality,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unsafe hidden dangers were compared, an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integrated and described in detail. 
Results from the data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bservation sister has higher nursing qua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sister, and the occurrence of unsafe hidden danger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has higher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n emper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p value is lower than 0.005, that is, the comparison 
has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work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e situation of most patients is 
complex and their immune function is low. In addition, the patients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original week of drugs, 
their own cognition and precautions, bury potential unsafe hidden dangers, summarize unsafe problems in nursing 
work, and use the prevention method of unsafe hidden dangers for management,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improve the safety work efficienc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Highly recognized and satisfied b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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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是医院重要科室之一，且对于女性来讲是

非常重要的，在临床上妇产科疾病种类多，大多患者

患病类型涉及到女性生殖器，其为人体最为重要的器

官之一，发生疾病的原因也较为多样，与此同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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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医护人员要具备高水

准的专业知识，以及娴熟的操作技能，才能保证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得到更安全的、有效的医治效果，倘若

护理人员专业技能较差，在日常操作时出现各种不规

范行为，会增加不安全事故发生率，令妇产科护理效

果大打折扣[1-2]。为提升妇产科护理质量，临床中应加

强不安全隐患的防范，并积极实施应对措施，为护理

质量的提高奠定良好基础，现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此次研究患者皆来自本院妇产科收治的患者

110 例，研究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

将所有妇产科患者分组进行对比分析，组别命名为对

照组、观察组。对照组：n=55 例女性患者，年龄在 22
岁至 65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45.69 岁,中专、大专、本

科学历占比 30/22/3，观察组：n=55 例女性患者，年龄

在 21 岁至 67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46.72 岁，中专、大

专、本科学历占比 31/22/2。所有患者的年龄、学历等

一般资料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将常规的护理管理法实施在对照组，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对其生命体征加以严格检测，分析和管控，

并给予药物、饮食、运动指导等。观察组以此为基础，

加以运用不安全隐患防范法进行管理： 
（1）首先明确常见护理不安全隐患，妇产科是医

院重要科室之一，妇女为主要的诊疗对象，就诊妇女

受自身年龄、病症问题、病程变化、认知水平的影响，

使其极易在护理治疗期间出现恐惧、排斥等不良情绪，

以及擅自停药等现象，加重了护理工作的难度，部分

产妇在孕产期情绪较为暴躁，情绪波动较大，其受不

良情绪以及自身习惯的影响，可能会发生胎盘早剥风

险，增加剖宫产率。对此护理人员若没有采取规范化

护理，欠缺正确安全意识，以及操作技能，将会引发

严重的安全风险问题，会导致患者引发并发症，降低

安全性。 
（2）护理不安全隐患的防范，护理工作人员要根

据患者具体情况，结合患者实际需求，详细对其讲解

自身疾病相关知识，给予制定针对性整体治疗方案，

并告知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同时也

会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3]。使其 相信护理人员的专业技

术水平，提高患者清晰正确的认知程度，并向其展示

在本院通过有效治疗成功的案例，可充分调动患者治

疗积极性，消除患者恐惧、排斥等不良情绪，避免其

因不良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护理人员要在实际护理

管理过程中，充分明确不安全隐患因素、风险因素等，

要及时给予应对和处理，并落实相对应的风险防范制

度，以及安全管理机制，树立正确的不安全隐患防范

观念。在实际工作中重视护理细节与流程，实时注意

患者实际情况，对其给予准确用药与操作，同时护理

人员应重视自身在工作中的言行态度[4]。护理要变被动

服务为主动，为患者提供个性化、人性化、及时准确

的护理服务，使患者得到高质量的安全护理管理服务，

避免发生护患纠纷。 
1.3 判断标准 
对其实施差异性护理管理后，将两组护理质量、

护理满意度、不安全隐患发生率进行对比，并将相关

数据予以整合做详细阐述。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借助专业系统软件 SPSS 17.0 处理分析，两组

差别比运用 T、χ2检测。计数数据运用百分率（%）代

替，对照两组结果表明 P 小于 0.05，则说明研究有意

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观察组不安全隐患发生率对照 
对照组：n=55 例，大出血：3 例、剖宫产：7 例，

不安全隐患发生率为 10/55（18.19%）；观察组：n=55
例，大出血：0 例、剖宫产：0 例，无不安全隐患发生，

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2 对照组、观察组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对照 
对照组：n=55 例，护理质量评分为 52.25±1.13

分、护理满意度评分为 74.21±1.17 分；观察组：n=55
例，护理质量评分为 78.41±0.19 分、护理满意度评分

为 96.22±1.18分，观察组显优势，数据分析后 P＜0.05，
视为检验结果有意义。 

3 讨论 
妇产科是非常重要的科室，其患者病情差异较大，

收治患者比较广，其中包括孕妇、产妇、新生儿、另

外还有部分患者患有其他方面妇科疾病，上述患者病

情变化比较大，可能还会出现意外情况[5]。由于妇产科

患者的特殊性，护理期间存在较多不安全隐患，加以

部分患者对自身疾病相关知识认知不足，使其情绪不

稳定，极易产生不良情绪，因此该科室在医院中，发

生医患纠纷也相对较高。在给予患者护理过程中，需

要将不安全隐患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针对性护理对

策，进而呈现出应有的防范效果，为营造和谐良好的

护患关系提供必要的支持，有效规避医患纠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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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医院的信誉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调研

可以看出，在妇产科护理工作中，大部分患者存在对

药物原因、自身认知、注意事项等不够明确，自身机

体免疫功能较差，患者情绪波动较大，不良情绪将影

响整体治疗效果。在实际护理管理过程中，护理人员

需充分明确不安全隐患因素，对于常见的问题要切实

分析，并应用不安全隐患防范法进行护理管理，加强

对患者的健康教育，提高其相关疾病认知水平。重视

护理工作的细节与流程，端正护理服务态度，积极与

患者沟通交流，消除患者不良情绪，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人性化的护理服务，可大幅提升护理质量，最大

程度上降低不安全隐患发生率，进而获得患者一致认

可与高度满意。 
 

参考文献 

[1] 冯培芳.妇产科手术后对深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护理的

临床研究[J].心理月刊,2019,14(08):77. 

[2] 王双双,康春梅.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治疗 86 例顺产后出血

产妇的护理方法及临床价值[J].中国临床研究,2019,32(1

2):1737-1739. 

[3] 祁晓丹.综合护理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产后护理中

的应用[J].中国误诊学杂志,2021,16(01):64-65. 

[4] 万淑芸.综合护理干预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血压及

妊娠结局的影响[J].基层医学论坛,2020,24(18):2569-257

0. 

[5] 罗玲.综合护理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产后护理中的应用

价值[J].实用医技杂志,2021,28(05):699-700. 

[6] 李艳. 浅析妇产科护理中人性化护理服务[J]. 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文摘版)医药卫生, 2022(2). 

[7] 韦丽, 邢玉凤. 妇产科护理纠纷的常见原因及对策[J]. 人

人健康, 2020, No.518(09):302-302. 

[8] 王彩君. 持续质量改进在妇产科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价

值[J]. 重庆医学, 2022, 51(S01):3. 

[9] 黄琼. 优质护理干预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 

心理月刊, 2020(6):1. 

[10] 邬燕平, 刘小玮, 王隽隽. SBAR 模式在妇产科护理临床

带教中的应用效果[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0, 26(5):5. 

[11] 王欣. 情境教学在妇产科护理学产褥期产妇护理教学中的

实践探析构建[J]. 2021. 

[12] 葛圆, 李卫红, 韩叶芬. 妇产科护理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模式的构建与应用[J]. 继续医学教育, 2022, 36(3):4. 

[13] 张文杰. PBL 教学法在妇产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J]. 2021. 

[14] 杨苑, 曾美芳, 熊亭亭. PBL 教学法在妇产科护理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J]. 2021. 

[15] 赵焕青. 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

察[J]. 中国农村卫生, 2021. 

[16] 罗海燕. 预见性护理在基层卫生院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

用分析[J]. 我和宝贝, 2021. 

[17] 李景环. 个体化孕期健康教育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观察[J]. 中外女性健康研究, 2021. 

[18] 石桂萍. 妇产科护理中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后产妇心理状态

情况分析[J]. 2021. 

[19] 苏丽. 细节护理管理的加强在妇产科护理中对风险及护患

纠纷的影响[J]. 2021. 

[20] 刘越, 刘团会, 赵春甜. 叙事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实践 —

—以妇产科护理课程为例[J]. 科技风, 2021(24):2. 

 

 

 

 

 

 

 

 

 

 

 

      
 

收稿日期：2022 年 7 月 5 日 
出刊日期：2022 年 8 月 15 日 
引用本文：徐莲，妇产科护理常见不安全隐患以及防

范对策[J]. 临床护理进展, 2022, 1(2) : 154-156 
DOI: 10.12208/j.jacn.20220089 
 
检索信息：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

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WANFANG DATA）、

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

表。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 方法
	1.3 判断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对照组、观察组不安全隐患发生率对照
	2.2 对照组、观察组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对照

	3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