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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护·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对临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保障与支持
王玉新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护理保障中心，重庆  400038）

0　引言

随着近年来医疗纠纷发生率不断提高，安全用药问题备

受关注，如何既能确保用药安全，又能够规范相关操作，减

轻护理人员工作量，提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成为临床中普

遍研究的问题。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在全国各

大医院内广泛建立 [1]。优质护理服务的内涵是“以人为本”，

以患者为中心，在强化基础护理服务的同时，全面落实护理

责任制，审核护理服务内涵，从而整体提高临床护理服务水

平和质量。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与优质护理服务在本质上有着

诸多共同点，故而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建立，也为优质服务

服务提供了保障和支持，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次研究随机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

我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未应用前行静脉注射的患者共计 150
例作为对照组，男 78 例，女 72 例；年龄为 20-65 岁，平均

（48.38±5.37）岁。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应用后收治的行静脉输注患者共计 150 例

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77 例，女 73 例；年龄为 20-65 岁，平

均（48.36±5.76）岁。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相似，P>0.05，

具有可对比性。本次研究纳入对象均应用抗生素等药物进行

静脉给药治疗，同时排除合并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以

及存在药物过敏史、依从性较低的患者。

1.2　方法

1.2.1　人员配置：我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共计

17 名，其中包括主管药师 1 名，药剂师 3 名，主管护师 2 名，

护师 3 名，护士 6 名，工勤人员 2 名。根据相关人员专业和

工作经验、技能水平对其工作内容进行划分。所有静脉用药

调配中心工作人员均需要经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考核合

格后上岗。其中药学人员需要有扎实的药学专业理论知识基

础和丰富临床经验，负责对处方和医嘱进行审核、排药、校队、

成品核查以及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等工作；护理人员应具有

丰富的临床操作经验，负责药物的混合调配，配合药剂师进

行排药准备等。工勤人员则负责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环境卫生

和日常消毒工作。

1.2.2　工作流程：参考国家相关管理要求，制定和完善静脉

用药调配中心质量控制管理制度和相关操作流程。具体流程

为：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和实际情况开具处方、医嘱，护士对

处方、医嘱核对无误后，利用电脑系统发送至静脉用药调配

中心。由药剂师对处方、医嘱的合理性、药物稳定性、配伍

禁忌等问题进行核实，确认无异常后，打印配药标签，并将

药液按照顺序排列好，根据处方情况贴好标签摆药。经药剂

师再次审核无误后，签名，将药物按照顺序送至洁净间。护

理人员在洁净间根据处方、医嘱核对药物，调配药物。调配

完毕后再次审核成品，签名。在给予患者药物输注前，由护

理人员再次对核对后，给予患者静脉用药。

1.3　观察指标。采用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表，对比两组患者

对于用药护理满意度。观察记录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设立前后

静脉用药不合理发生率以及护理人员每日药物配置及各个环

节消耗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各组实验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数据以率（%）表示，P<0.05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我院未应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前的对照组患者护理服务

满意度为 89.33%，静脉用药不合理率为 7.33%，所有护理人

员每日药物配置及各个环节消耗时间为（73.35±5.57）h。

应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后，观察组患者护理服务满意度为

97.33%，静脉用药不合理率为 1.33%，所有护理人员每日药

物配置及各个环节消耗时间为（47.36±3.46）h。

3　讨论

静脉给药是近年来临床常用的给药模式，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目前住院患者的静脉给药比例高达 70% 以上，远远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而静脉输液联合用药的情况，也占有着极高

的比例。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各类新药、特药不断出现，

新的治疗手段也不断增多，不合理给药情况也比比皆是，不

仅为患者身心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也为生命安全带来隐患。

传统静脉输液时，护理人员在病房区域治疗室内完成药品调

配工作，不仅延长了备药到给药之间的时长，也极易导致药

品受到二次污染 [2]。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 PIVAS）是指在洁净的环境状态下，由受过专业培

训的药学人员（包括护理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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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全肠外营养液、危害药品、抗生素类药物在内的多种

药品进行集中审核、调配的部门 [3]。随着我国药学事业的不

断发展，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在全国各大医院相继建立并投入

使用，使其成为了医院等级评审的重要标准内容之一 [4]。故

而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①有利于确

保静脉给药安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相关操作人员均经过专

业的培训，并在考核合格后上岗，其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操作

规范、流程，在专业洁净层流台上，按照无菌调配技术配置

经过药师审核后的处方、医嘱，从而大大降低了污染的几率，

最大限度的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发生，也进一步减少输液反应

发生和不合理处方的存在，对于确保患者静脉给药安全有着

重要的意义；②有利于加强药品管理，降低医疗成本：在静

脉用药调配中心，所有药品均经统一的管理，确保了药物的

规范应用，避免了药品流失、过期等情况的发生。另外通过

对同种规格药品进行合理拼用，有效的降低了药品浪费，对

于降低成本有着积极的意义；③优化人力资源，提高护理质量：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将原来散布在各个病房区域的静脉药物调

配工作进行集中管理，规范护理人员工作流程，使护理人员

资源能够合理分布，通过也有效缩短了护理人员在药品调配

等操作方面的耗时，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确保护理人

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临床护理服务工作，有效的

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优质护理服务的本质即以患者为中心，

为患者提供整体优质的护理服务，而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建立

和应用，在提高临床用药安全的同时，也进一步优化的人力

资源分配，使护理人员能够将大力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为患者

提供全面、优质护理服务上，确保了临床护理服务质量，故

而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应用，为临床中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提

供了保障与支持 [5-6]。

4　结论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设立，能够有效的减轻护理人员的

工作量，使其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中，从而有效提高临床护理服务质量和患者护理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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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种植牙齿的成功率进行比较（n，%）

组别 n 植牙成功数 成功率

实验组 57 57 100.00

对照组 57 50 94.73

χ 2 - - 4.146

P - - 0.042

2.2　两组患者种植牙齿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实验组的并发

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种植牙齿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植体松动 植体脱落 牙龈炎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 57 2 0 2 7.01

对照组 57 4 1 5 17.54

χ 2 - - - - 2.931

P - - - - 0.087

2.3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

对比，在 57 例患者中，实验组有 2 例患者的不满意，其满

意率为 96.49%，对照组的患者有 9 例不满意，其满意率为

84.21%，主要是对护理过程中与患者沟通不到位导致患者不

满意，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4.931，

P =0.026）。

3　讨论

PDCA 循环模式最早是在商业中进行应用的，是由美国

的质量管理学家提出来的，其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

分析现状，找出存在的护理问题。第二步，分析原因和影响

因素。第三步，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第四步，制定改善质

量的措施，提出行动计划，并预计效果。将 PDCA 循环理论

逐渐应用在医学护理当中，使医学的护理质量得到改善 [4]。

针对种植牙齿的患者实行 PDCA 循环护理模式，改变传

统一成不变的护理模式，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针对

性护理，同时根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不断地总结，并不

断完善护理措施，使护理的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具有人性化 [5]。

从本次探究中，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患者种植牙的成功率以

及并发症的发生率，实验组的效果都要优于对照组，在护理

的满意程度也要比对照组的高，因此这种护理模式，能够有

效提高护理的质量 [6]。通过 PDCA 循环的护理模式能够提高

护理工作的效率，但是其也存在不足，容易使护士产生工作

的惯性，不容发现工作的问题，同时也容易把具体的护理步

骤流程化。

综上所述，在进行种植牙的患者护理中采用 PDCA 循环

护理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护理方法可以在临床

实践中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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