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 年 第 18 卷 第 70 期 207

投稿邮箱：sjzxyx88@126.com

·护理管理·

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
罗帆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四川  成都  611130）

0　引言

心血管疾病是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的典型，与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随着社会民众生活水平的

提升和饮食习惯的改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人数持续增加，

已经严重威胁到国民健康水平。因此，做好心血管内科重症

患者的护理工作，显得尤为必要。本次研究主要探讨了护理

风险管理在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于我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心

血管内科重症患者中，随机选取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

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常规护理组和风险干预组，常规护理

组（男 17 例，女 17 例），年龄 46-74 岁，平均（56.99±2.37）

岁。风险干预组（男 18 例，女 16 例），年龄 47-77 岁，平

均（57.04±2.39）岁。

1.2　方法。常规护理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办法，护理人员应

将医生嘱托作为为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建立静脉通路，24 
h 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进行观察。风险干预组患者在对患

者实施基础护理办法的基础上，加用护理风险管理办法，具

体如下：

1.2.1　护理风险评估：①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大多伴随脏器

病变，加之长期应用降压药物导致的心律失常和心动过缓等

并发症，显著加剧了患者的护理风险。②心血管内科重症患

者需要使用的药物种类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药物口服或输

注的剂量和速度具有严格的要求，部分药物具有较强的副作

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例如，在为心血管

内科重症患者注射肾上腺素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合理控制输

注速度，会加剧心律失常现象的发生概率。③呼吸机、除颤仪、

心电图检测仪是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使用的主要医疗机械设

备。如果不能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和养护，提升护理人员对

仪器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掌握程度，也会引发护理风险事

件。④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

家属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予以了密切关注，这对护理人员的专

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如果护理人员不能树立良好的护

理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的护理技能，会由于不能及

时识别潜在的护理风险引发意外事件 [2]。

1.2.2　护理风险管理办法：①护理部门应成立专门的护理风

险管理小组，对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合理评

估，并制定针对性的护理风险应急预案，为护理工作提供指

导依据。同时，护理人员应始终秉持预防护理理念，及时消

灭护理安全隐患。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大多不具备生活自理

能力，容易出现跌倒和坠床等不良事件，因此，护理人员应

在患者床头、走廊、厕所和水房等容易跌倒和坠床的位置张

贴护理安全标识。针对便秘患者，护理人员应予以其适量的

缓泻剂，防止患者因排便太过用力引发的心力衰竭现象。②

护理人员应做好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用药指导工作，在发

药过程中严格执行三查八对制度，提升对患者身份识别的准

确性，主动询问患者各种药物的作用，并提前为患者讲授可

能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防止患者产生恐慌心理。③护理人

员应做好医疗仪器的养护工作，定期维护维修医疗器械和设

备，医院应定期对护理人员操作仪器的熟练程度进行考核，

防止出现因操作失误引起的不安全事件。④医院应制定完善

的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护理风险管理预案，采用护理查房和

晨会体提问的形式，不定期考核护理人员应应急预案的掌握

程度，引导护士做好临床观察和护理工作 [3-4]。

1.3　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观察两组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2　结果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表 1 显示，风险干预组患者的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例数为 1 例，发生率为 2.94％，优于常规护理组。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n（%）]

组别 n 输液事故 坠床跌伤 失误操作 不良事件
发生率

常规护理组 34 1（2.94） 2（5.88） 6（17.65） 9（26.47）

风险干预组 34 1（2.94） 0（0.00） 14（41.17） 1（2.94）

P - <0.05 <0.05 <0.05 <0.05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表 2 显示，风险干预组患者的护理质

量总分较高。

表 2　手术室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s）
组别 n 输液安全 感染控制 基础护理 总分

常规护理组 34 80.21±3.04 81.01±3.05 82.22±3.76 81.15±3.71

风险干预组 34 93.99±3.27 96.74±3.02 97.98±4.03 96.34±3.26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护理风险是指临床过程中的不安全事件，会对患者的治

疗过程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严重的可能会引起患者的死亡。

因此，医院应树立完善的护理风险预防意识，全面提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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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究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办法并评价其应用效果。方法   于我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中，随机选取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常规护理组采取日常护理管理办法，
风险干预组患者在对患者实施基础护理办法的基础上，加用护理风险管理办法。结果   风险干预组患者的护理质
量总分较高，护理不良事件发生例数为 1 例，发生率为 2.94％。结论   由于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病情较为复杂，
需要长期住院，因此，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办法的运用，具有十足的必要性，能够有效确保患者就医的安全性，预
防输液事故、坠床跌伤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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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救护车地点，包括该地点应明显公共标志、设施或标志性

建筑等；若位于小区、居民大院或单位大院时，应明确楼号、

楼层、房间号等，此外应提醒急危重症病人不宜随意搬动，

不可盲目将病人提前搀扶或抬出来。除此外，还应获得急救

患者联系人、联系方式、患者病情表现等，总之以求最短时

间内，最大化收集较为详细的急救信息，以备接诊工作提供

指导。

2.4　规划合理路线，确保迅速出诊。日常应加强组织的管理

工作，包括上述我们提及的急救意识、能力的培训等，树立“以

人为本、以患者为本”等为核心服务价值观，并将其贯穿于

院前急救整个环节、团队中，具体落实到个人 [4]。救护车司

机在上班期间应严格遵循 24 h 实时待命，特别是挡板者需实

施保持通讯通畅。调度人员在获悉“报案”后，应及时通知

出诊的医生、护士、司机，要求此三方人员在最快时间内准

备就绪并抵达救护车，为方便急救期间常规药品、仪器的准

备时间，应将常规用品提前储备于救护车上。

2.5　加强转运护理。在院前急救中，患者及其家属的感受具

有重要性，应做好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疏导工作，维持良好

急救环境，并采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方式向其介绍急救

工作的重要性，在转运前应向患者及其家属做好相应的解释

工作，向其说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已取得患者及其家属

的谅解与配合，稳定其情绪、转运期间应最大程度保证患者

的安全，采用车床固定好，拉起床挡，对于配合度较低或其

他因素无法配合者应及时采取约束带将其固定，保持体位的

安全。对于存在明显意识障碍、呕吐者应采取平卧位，将其

头部偏向一侧，并及时清理其呼吸道残留物，避免窒息。严

密的生命体征检测意义重大，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各

项生命体征仪器的观察，并注意患者面色、呼吸、意识、心

率等变化，对于其中存在意识者应适时予以简短对话，判断

其意识改变情况 [5]。

3　结论

院前急救属于抢救急危重患者的首要环节，也是整个急

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否提供及时、高效、优质的

抢救工作意义重大，是对整个医院管理水平的直观体现。因

此不断加强院前护理急救知识、技术具有必要性，以求最大

沉淀股缩短急救时间、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医疗纠纷事故，

确保医疗护理安全水平在临床不断总结报道中得到完善与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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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质量。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的病情变化多端，且需要

长期住院观察，因此，存在较多的潜在护理风险 [5]。护理风

险管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理念，通过对可能出现的护理风险

进行主动干预，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着力提升护理人员技

能，定期维修和维护医疗设备，实现对不良事件的有效预防 [6]。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对风险干预组患者应用护理风险管理

办法后，仅有 1 例患者发生不良事件，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

著降低，证明护理风险管理办法具有极强的临床应用价值 [7-9]。

4　结论
应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办法在护理心血管内科重症患者过

程中的运用，预防不良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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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相关医疗器械的清洗等方式，来起到提高消毒供应中心

整体工作质量的作用 [5]。

综上所述，在消毒供应中心实施循证护理管理，可以提

高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质量和物品消毒合格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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