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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pplications of a regional management model for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cluding assessing its current status, exploring suitable management framework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and establishing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anagement system.
Methods: Innovating methods of quality control; Training nurses; Developing the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Center i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ing the management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n
implementing them. Conclusion: Applications of the regional management model for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helped the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nursing leadship and manageme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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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区域化管理模式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评估区域化管理的现状，构建区域化管理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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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框架，建立促进区域管理持续改进的管理体系。方法：创新质量管理方法，加强团队建设，构建
朝阳区护理质量控制与改进中心、分析区域管理的特点和结构特点、制定管理检查及评价标准并实施。
结论：将区域化管理模式应用于护理质量管理中能客观评价护理管理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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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化管理是指根据功能设置的不同将管辖单位划分为不同的管理区域，对不同的区域设定相应的
审核标准和实施方案[1]。护理质量直接反映护理管理的职业特色和管理内涵，护理管理质量不仅取决于
护理人员的素质和技术质量还取决于护理管理方法的优劣和管理水平的高低[2]。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护理也被赋予了新的理念、内涵和服务范畴。在大卫生观的区域管理模式下，如何
提升区域内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质量，保证就医患者的安全和健康是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为加强区域
内医疗机构的护理质量管理，几年来我们立足于基层医疗机构需求，强化基础管理，多项措施并举，进
行了区域护理质控管理实践和探索，成效显著。

2. 一般资料
北京市某区，医疗机构众多且地域分散，管理相对薄弱的小型医疗机构众多，规模类别不同且质量
参差不齐。跟据区卫计委 2016 年度统计数据，辖区共有医疗机构一千三百余家，其中三级医院占 1.3%、
二级医院占 2.2%、一级医院占 13.4%，门诊部、诊所及以下医疗机构占 69%。

3. 方法
3.1. 构建区域护理质量管理体系
1) 健全的质量管理组织体系是保证护理质量持续提高的关键。依托辖区内优质护理资源，成立了朝
阳区护理质量控制与改进中心(以下简称：质控中心)，使护理质量管理从组织机构上得以保证。为保证护
理质量，质控中心把质量管理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定期召开质量控制会议，制定护理专业的管理和技术
标准；成立护理管理专家组、医院感染控制专家组，制定医院护理管理督导检查评估表、感染管理督导
检查评估表[3]。定期对护理质量、医院感染管理等工作进行检查。开展基本护理技能、医院感染管理、
手卫生管理等专项培训；制定一次性物品与无菌物品使用管理与登记制度。制定医院感染重点部分检查
质素，做到重点科室重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 建立二、三级医院护理部主任季度例会制度，以加强护理质量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护理质量
管理体系，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共同研究质量管理措施，进行护理质量调查研究，检查护理计划的落实
情况，对当前护理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综合分析并提出建议，参与护理质量管理方面的各
项决策。
3) 建立一级及以上医院的护理质控专管人员数据库，质控专员在医疗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收集医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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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相关信息，对院内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上报，为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提供依据。科学、有效的
护理管理制度和护理规范是护理人员行动的指南。依据各级医疗机构的质控标准，定期进行护理质量控
制培训和自查指导。

3.2. 强化基础护理质量管理
1) 依托区护理质控中心和辖区内三级医院护理专家资源，以科学、规范、简便、易操作性制定质量
控制标准的基本原则，在多次统一规范制定标准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各地区质量考核标准，结合我区护
理质量管理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二级及门诊部的护理质控标准，并在局域网下载区公示并实施，对各
级医疗机构进行对照自查和改进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修订并统一下发护士长管理手册，以及临床护理质量考核标准，对基础护理、整体护理、护理操
作技术规范，为指导和规范护理质量管理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实地督导的可追述资料。
3) 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护理文件精神，指导辖区护理管理人员深刻领会当前阶段护理工作重点和
相关要求，每三年收集、汇总并印发护理文件汇编，下发到一、二级医院和社区中心，方便各医疗机构
的学习和落实。
4) 加强院际间护理业务查房，提供互助交流平台。为提升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促进专科护理发展，
起每季度轮流在辖区二级医院范围内举办院际间护理业务查房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辖区的三级医院，
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基础培训项目，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效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护理专业水平的
提升。
5) 为加强辖区护理安全管理，规范医疗机构护理安全标示的使用，在广泛调研和实地督查的基础上，
规定了三项 19 种常用的护理安全标识，推荐统一在辖区一、二级医院及设有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
用。
6) 在举办护理技能师资班的基础上，以培训项目为主要内容，统一规范了心肺复苏等 16 项基础护
理操作，录制并出版了示教光盘，下发到辖区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对指导、规范和统一全区基本护理
技能操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4. 强化护理队伍建设
1) 以优质护理服务为抓手，已有效落实责任制护理模式为目标，组织不同层面的培训学习、实地观
摩、沟通交流、督查指导和评优促建等活动。促进了护理人员服务观念的转变，创新护理思路，持续改
进工作。
2) 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了辖区“大手拉小手”的共建机制，辖区内三级
医院与二级医院结成帮扶对子。每年由二级医院提出需求，三级医院根据本院管理统一安排共建项目，
每年进行护理专业培训、业务查房、学习观摩、病例讨论、互动交流等活动，已累计培训基层护理管理
干部和临床护理人员近万人次。
3) 为提升护理技能水平，规范护理操作流程，统一护理技术标准，培训护理技术骨干，定期举办护
理操作技能师资全脱产培训班。不仅培养了一批理论知识丰富、操作技能娴熟的护理骨干力量，更为规
范全区护理操作技术、提高护理技能水平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带教队伍。为扩大培训效果，按照区域地理
分片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取得护理师资培训资格的护士以小教员身份对一级及以下小型的医疗机构进行
再培训，这对加强区域医疗安全和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管理队伍整体水平。
为强化护理管理队伍建设，提升护士长管理能力，将护理管理者的选拔、录用、培训、考核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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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管理。将人员的选拔、使用、考评和培训作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在使用中加强培训与考评。每年
组织不同层级的系列护理管理培训班，邀请知名护理专家就当前护理形势、重点工作、质控管理、热点
问题等进行系统培训，有效促进了护理管理能力的提升。

5. 强化质控监管力度
1) 依据护理质控标准，每年组织护理专家组对不同级别、不同类别、不同专业、不同内容的医疗机
构进行定期和随机的实地督查指导，根据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特点制定分级护理质量评价标准[4]。在文献
回顾、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组织有关管家探讨构建分级护理质量评价标准，并在
部分单位试点应用，对标准进行完善。并在整个区内适用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随着护理管理质量标
准的不断细化，分级护理标准是衡量医院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在给予及时指导的
同时进行梳理分析和再培训，确保质控工作落到实处。
2) 为强化护理安全防控意识，减少护理不良事件隐患，2016 年启动了朝阳区护理安全(不良)事件上
报区域资源共享平台。每季度对上报情况进行分类汇总和趋势分析，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和指导，逐步
减少和消除护理隐患及缺陷，以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6. 小结
通过以上综合措施，有效促进了辖区护理质量的提高，强化了护理队伍建设，提升了护理专业素质，
也得到了辖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认可，护理质控中心满意度调查结果连续 3 年均达到 90%以上，对推动区
域护理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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