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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急诊护理操作实施风险管理研究优化 

陶仁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急诊护理操作实施风险管理的效果与相关优化方案。方法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急诊

科患者，病例数 66 例，纳入时间段 2019 年 7 月～2020 年 1 月。为了提升研究效果，对该部分患者采用分

组式结果分析，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n=33 例）与对照组（n=33 例），组别不同所采用的对策不同，对

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用风险管理，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

作，重点记录护理文书、灭菌操作、护理操作、护理态度评分、护理差错、投诉事件发生率等。结果 运
用风险管理的观察组急诊科患者，护理差错、护理投诉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0.05）。结论 为了降低急诊科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本次研究在该科室实施风险管理，结果显示护理差错

事件发生率有效降低，护理质量明显提升，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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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risk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nursing 
operations and related optimization plans. Methods: This study needs to select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th 66 cases, and the enrollment period is July 2019 to January 2020.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research, this part of the patients was analyzed by grouping. The pati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3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n=33 cases). The strategies adopted for different groups 
were differen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use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whil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 risk managemen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ing staff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cording, focusing on recording nursing documents, sterilization operations, 
nursing operations, nursing attitude scores, nursing errors, and complaint incident rate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and nursing complai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risk 
managem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his 
study implemented risk management in this depar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 
events was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car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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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部分急诊科患者，运用不同

管理方法分组对比，以此来探究风险管理效果，具

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http://cn.oajrc.org/�


陶仁美                                                                  分析急诊护理操作实施风险管理研究优化 

 - 510 - 

此次研究需要纳入 66 例急诊科患者，研究开始

时间为 2019 年 7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对

照组（n=33 例）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管理，患

者年龄≥28 岁，≤79 岁，平均年龄（43.59±2.45）
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20 例、13 例；观察组（n=33
例）急诊科患者采用风险管理，患者年龄≥30 岁，

≤76 岁，平均年龄（44.79±3.02）岁，患者男女占

比为 19 例、14 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度低（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管理，即生命

体征监测、呼吸道管理等。 
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用风险管理，具体实施如

下：（1）完善风险机制，重点进行风险识别、风险

评估，需要创建护理风险管理小组，该小组成员由

科室经验丰富、专业能力、应变能力强的护理人员

组成[1]。小组组长需要对科室常见护理风险事件进

行总结，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制定

合理的风险识别、评估方案，并将其运用到临床护

理工作中，以此来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促进

护理质量的提高。通过完善风险机制可以帮助护理

人员有效识别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在第一

时间消除风险从而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此外，要

求小组成员可以通过观看影像资料、临床表现以及

生命体征等，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2]。（2）加强护

理人员的培训，需要小组组长对急诊科护理实际情

况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护理工作特点等，制

定科学合理的风险护理方案，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

培训，该类培训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持续性，为了

进一步提升护理培训效果，培训完毕后需要针对培

训内容进行考核，该考核与护理人员工资、奖金相

挂钩，若考核不过关需予以资金处罚，并进一步加

强学习。此外，护理风险小组组长需要将晨会时间

充分利用起来，在该时间段对护理人员进行风险教

育，以此来促进护理人员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3]。

（3）规范护理文件记录，护理文件在急诊科患者治

疗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护理人员及时、准确、简

明扼要记录患者的抢救流程与实时病情变化，有利

于患者的后期治疗。注意留观患者的护理记录需要

进行存档，并且定期实施病历审查。（4）做好抢救

物品管理工作，科室抢救物品要做到专人管理、定

点放置、定期消毒灭菌以及定期检查维修等，并做

好保管记录工作[4]。（5）护理人员需要加强与患者

及家属之间的沟通，急诊科患者疾病具有起病急、

病情变化快等特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比较容易出

现焦虑、暴躁以及恐惧等心理，而家属会因担心患

者病情出现冲动情绪，对于该种状况护理人员加强

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说明疾病发生原因、治疗进

展等，必要情况需要对其进行心理护理[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观察指标为护理文

书、灭菌操作、护理操作、护理态度评分、护理差

错、投诉事件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提升研

究数据准确性，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

计数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 中，以此

完成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

分别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治疗的

表达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观察

指标中护理文书、灭菌操作、护理操作、护理态度

用（分）表示，护理差错、投诉事件发生率以及护

理满意度用（%）表示，数据比较存在差异说明有

统计学意义，用（P＜0.05）表达。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文书、灭菌操

作、护理操作以及服务态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文书 灭菌操作 护理操作 服务态度 

观察组 33 92.03±2.14 94.52±3.47 90.36±3.42 93.47±4.85 

对照组 33 82.14±3.48 88.47±3.01 83.74±3.71 84.75±3.47 

X2  3.487 3.124 4.021 4.256 

P 值  ＜0.05 ＜0.05 ＜0.05 ＜0.05 



陶仁美                                                                  分析急诊护理操作实施风险管理研究优化 

 - 511 -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 护理投诉率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3 1（3.03） 1（3.03） 32（96.97） 

对照组 33 5（15.15） 4（12.12） 26（78.79） 

X2  2.014 2.035 4.255 

P 值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护理差错事件、护理

投诉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急诊科为综合医院的核心科室之一，疾病种类

多样，并且患者疾病具有严重、危急、变化快等特

点，与普外科疾病相比较，具有较高的特殊性，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6]。对急诊科

存在的风险因素分析具体如下：（1）急诊科部分护

理人员入科时间比较短，护理经验相对缺乏，加上

科室未将护理人员培训高度重视起来，最终造成护

理人员自身防护意识、风险识别能力低，不能够有

效对患者疾病进行评估，进而对患者治疗造成不良

影响。（2）急诊科疾病种类多样、病变变化快，具

有危、重、急等特点，而部分护理人员自身专业技

能相对较差，会进一步增加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

（3）患者家属原因，部分护理人员在患者疾病治疗

过程中，未及时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家属对相

关护理操作会存在疑问，进而会对护理人员工作进

行监督，护理人员心理压力随之提升，最终导致护

理纠纷事件发生[7]。为了降低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

本次研究在急诊科实施风险管理，其风险管理主要

是通过加强护理人员培训、教育等，提升风险评估、

识别能力，在实际护理工作中做好护理文书、患者

护理工作。此次结果显示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用风

险管理后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为 3.03%，护理投诉

发生率为 3.03%；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

差错事件发生率为 15.15%，护理投诉发生率为

12.12%，组间差异显著（P＜0.05），由此可以说明

在急诊科实施风险管理，可以减少护理差错事件发

生，从而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 
综上所述，对急诊科室实施风险管理，护理差

错事件发生率有效降低，护理质量明显提升，可在

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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