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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

风险管理和常规管理在脑出血患者中的管理效果对比观察
瞿世华

（新疆哈巴河县人民医院 护理部，新疆  阿勒泰  836700）

0　引言

近年来脑出血的发病率逐年增加，这与人们生活压力和

饮食作息规律有很大的关系，绝大部分患者治疗后会留下后

遗症，给患者语言、运动、认知上带来很大的障碍 [1]。风险

管理是一种医护理论，通过综合的护理方法达到降低患者痛

苦，改善护理效果和预防不良情况发生的医护方式，可有效

避免风险，使患者得到更加专业、安全、细致的护理，提高

护理质量 [2]。本文选取我院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

治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临床护理方法的不同

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分析探讨风险管理和常规

管理在脑出血患者中的管理效果，旨在提升护理效果，提高

患者生存质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

收治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临床护理方法的不

同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例各 30 名），其中对

照组患者中男 16 例，女 14 例；年龄 45-70 岁，平均（55±3.6）

岁。实验组患者中男 15 例，女 15 例；年龄 48-68 岁，平均

（57±2.6）岁。两组患者均确诊是脑出血且同意分组护理，

同时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等方面无明显区别，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护理方法：基本护理内容涉及对

患者进行对症护理，即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基本的实时监测，

为患者提供心理和饮食指导等常规临床管理操作等。

1.2.2　实验组采用风险管理护理方法

（1）对患者进行饮食干预，因患者长期卧床，所以肠

胃功能比较差，食物以清淡、粗纤维为主，配以水果汁、蔬

菜汁、蜂蜜水等帮助营养均衡和肠道通畅。

（2）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给患者心理进行疏导，通

过交流和营造良好的康复环境为患者排除心理压抑，使患者

和患者家属能够积极配合，消除负面情绪 [3]。

（3）康复干预，为患者制定一系列的康复计划和方案，

能尽早进行肢体恢复功能练习的尽早进行，因为越早进行康

复锻炼患者恢复的效果越好。如不能尽早康复也应多进行坐

立、握手、屈伸锻炼，促进血液循环。

（4）泌尿系统护理，因患者长期卧床，难免会出现尿

路系统的感染，因此要及时清洗，保证泌尿系统的清洁。

（5）压疮护理，对可能发生的压疮进行风险评估及预

案制定，并根据评估情况结合患者个体差异，安排综合性的

翻身、气垫床等护理措施，达到减少患者局部压力的目的。

同时及时更换床单等床上用品，做到干净整洁清爽。

1.3　评判标准。经相同周期的护理，记录统计并分析两组患

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护理有效率分三级，即显著、

有效、无效，其中显著表示康复良好，没有并发症；有效表

示恢复部分功能，偶有并发症 [4]；无效表示康复差、有并发症。

护理有效率 =（显著 + 有效）/ 总例数 ×100%；护理满意度

为问卷调查方式，具体是 85 分以上非常满意，60-85 分满意，

60 分以下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例数 /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以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对于对比组、研

究组患者临床相关数据进行对比检验，若 P<0.05，则表明效

果差异显著。

2　结果

从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和护理

满意度分别是 73.33% 和 66.67%；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

和护理满意度分别是 93.33% 和 93.33%。由此可见，实验组

患者护理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都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比数据如表 1。

表 1　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

分组 护理有效率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73.33% 66.67%

实验组 93.33% 93.33%

3　结论

风险管理是一种新的医护理论，更加全面和科学，相比

与常规管理办法有预见性、护理效果更好，改善护理效果和

预防不良情况发生，能有效避免风险，使患者得到更加专业、

安全、细致的护理，提高护理质量 [5-6]。本文笔者选取我院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

资料，按照临床护理方法的不同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实

验组（每例各 30 名），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护理方法，实验

组采用风险管理护理方法，经统计分析，实验组患者护理有

效率和护理满意度都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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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护理方法的患者临床效果显著，能够帮助患者改善病情，护理满意度较高，明显改善护理效果，故值得深
入研究并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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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具有高度的耐心以及责任心，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娴熟

的操作技术，对患者各项生命征进行严密监测，通过针对性

和有预见性措施进行护理，保证患者顺利度过全麻术后苏醒

期 [10-12]。此次研究发现，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护理管

理满意度评分（80.67±3.54）分、并发症发生率 36.67% 和

实验组数据对比形成统计学计算研究意义。

综合以上结论，将综合护理管理应用在全麻术后苏醒期

患者中和常规干预向对比存在更具优势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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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采用风险管理护理方法的患者临床效果显著，

能够帮助患者改善病情，护理满意度较高，能明显改善护理

效果，故值得深入研究并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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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满意、政府满意、医院满意。可以减少患者等候时间，

高峰期有效分流患者，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3]。QCC 的基本思

想是全体圈员集思广益并且互相激励，想象力可以得到最有

效地发挥，由 QCC 小组参与找问题，并由其去执行后进行

评价的方法，可充分挖掘个人潜力，实现全员参与质量持续

改进，也提高了 QCC 小组成员参与质量管理意识 [4]。本文

通过 QCC 管理方法，我院门诊患者就诊预约率明显上升，

做好了患者有序就医，我院医疗资源得以最大化利用；患者

根据预约排号情况，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和就医，缩短排队

等候时间；QCC 小组全体圈员熟练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

每个圈员通过自评表自评，无形成果显著，参与品管圈管理

活动护士的自信心、工作积极性、责任心、沟通协调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凝聚力及团队和谐度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 [5]。住院病人门诊复诊预约就医，即方便出院患者门诊

随访，还实现了对患者的连续性管理，应该广泛推广应用 [6-8]。

综上所述，通过将品管圈方法应用于提高门诊患者就诊

预约率对医生而言，其工作有序进行，减少患者排长队或发

生围堵；对患者而言，合理安排就诊时间，缩短排队等候时间；

对护士而言减少维持秩序和为患者查询就诊卡号时间（因为

就诊卡号绑在微信中），护士可以为病人提供其他服务；对

医院而言优化门诊就医流程，改善患者就医环境和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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