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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dverse events and quality of risk nursing for patients in emergency observation ward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24 patients staying at the emergency observation
wards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April 2016 and April 2017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linical nursing options given, these patients were assigned into 2 groups: the 62 cases given
routine nursing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whereas the other 62 given both routine nursing
and risk nursing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adverse events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care
quality and complai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was 3.2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19.3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patients management were scored
at (95.35 ± 1.20) and (98.30 ± 1.10) respectivel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oth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No patients (0.00%) filed any complai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ere 16.13% patients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s (P < 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observation wards, risk nursing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the rate of complai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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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急诊留观患者应用风险护理的护理不良事件和护理质量进行分析。方法：分析2016年4月~2017
年4月本院急诊留观患者124例资料，按照临床护理时所用不同方案分成2组，将行常规性护理62例患者
作为对照组，将于对照组基础上行风险护理62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2组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护理质
量和投诉情况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总发生率3.23%比对照组19.35%低，且风
险评估、患者管理等护理质量评分(95.35 ± 1.20)分、(98.30 ± 1.10)分均比对照组高(P < 0.05)；观察组
投诉率0.00%比对照组16.13%低(P < 0.05)。结论：对急诊留观患者应用风险护理能够减少临床不良事
件发生，提高护理质量，且降低投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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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急诊科为医院危急重症患者接收最多科室，具病情较复杂、工作量较大和护理工作繁重等特点，临
床若不及时救治和采取有效护理措施，患者病情将出现恶化，对其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需强化临床
医师和患者重视度[1] [2] [3]。本文对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本院急诊留观患者 124 例分别采用不同护
理方案(常规性护理、风险护理)的效果加以分析，现将本研究内容作如下报告：

2. 资料及方法
2.1. 一般性资料
分析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本院急诊留观患者 124 例资料，按照临床护理时所用不同方案分成 2
组，对照组 62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 32:30，年龄 20~74 岁，平均(45.30 ± 2.08)岁，发病到急诊时间为 1 小
时~2 天，平均(22.30 ± 2.22)小时；观察组 62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 33:29，年龄 19~74 岁，平均(45.26 ± 2.07)
岁，
发病到急诊时间为 2 小时~2 天，
平均(22.34 ± 2.23)小时；
2 组基线资料对比未显示高度差异(P > 0.05)。
本方案均得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研究对象均自愿签署同意书，通过急诊抢救之后病情稳定，且将
存在精神障碍者排除。

2.2. 护理方案
本研究对照组选择常规性护理，护理人员确保患者病房干净、整洁，定时开窗进行通风，且保持环
境宁静，合理安排其作息。观察组于其基础上选择风险护理：1) 组成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将科室护理人
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选一名组长，明确划分护理人员职责，拟定具体细则，且每周开展一次交流会，
分析上个月护理缺陷和讨论制定相应措施，每月进行一次检查。2) 医院对护理人员进行合理安排，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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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班制度，分为上午、下午和夜班，24 小时不间断，且按照护理人员新老能级进行搭配；加强护理人员
风险意识，严格培训，包括风险识别、处理等，掌握常规处理方法，告之可能出现的不良事件和预防举
措，并进行定期考核。3) 护理人员强化和患者间沟通，保持良好护理态度，耐心告知患者和家属护理操
作目的、存在的风险等，责任护理人员评估患者行为，且予以针对性护理，强化其对护理风险了解；建
立临床护理缺陷和经验分享本，详细记录护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分析原因和记录处理过程。

2.3. 临床观察指标及评判标准[4]
对两组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违规操作、病情观察不详、用药错误)、护理质量和投诉情况加以观察及
对比。护理质量评判标准：拟定质量考核表，包括风险评估、患者管理、服务态度、规避纠纷、消毒隔
离和应急能力等，100 分满分，得分和护理质量成正比。

2.4. 统计学应用
数据借用 SPSS21.0 软件分析，借助( x ± s )反应正态计量资料，借助例数(n,%)反应正态计数资料，用
t 检验对比正态计量数据的组间情况，
用 x2 检验对比计数资料情况，
2 组差异比较具统计学意义时 P < 0.05。

3. 结果
3.1. 对比 2 组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
和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总发生率较低(P < 0.05，如表 1)。

3.2. 对比 2 组护理质量
和对照组比较，观察组风险评估、患者管理等护理质量评分均较高(P < 0.05，如表 2)。
Table 1. The contrast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between two groups (n, %)
表 1. 对比 2 组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n, %)
对照组(n = 62)

项目

观察组(n = 62)

x2

a

P

例数

百分率

例数

百分率

违规操作

3

4.84

0

0.00

1.3664

>0.05

病情观察不详

5

8.06

1

1.61

1.5763

>0.05

用药错误

4

6.45

1

1.61

0.8336

>0.05

总计

12

19.35

2

3.23a

8.0519

<0.05

a

注：和对照组比对， P < 0.05。

Table 2. The contrast of care quality between two groups ( x ± s , score)
表 2. 对比 2 组护理质量( x ± s ，分)
组别(n = 例数)

风险评估

患者管理

服务态度

规避纠纷

消毒隔离

应急能力

对照组(n = 62)

84.20 ± 0.12

88.20 ± 0.18

85.40 ± 0.20

84.62 ± 0.50

84.36 ± 1.30

84.42 ± 0.22

观察组(n = 62)

95.35 ± 1.20a

98.30 ± 1.10a

95.80 ± 1.78a

95.85 ± 1.60a

96.55 ± 2.40a

95.60 ± 1.46a

t

72.7996

71.3488

45.7178

52.7500

35.1659

59.62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a

注：和对照组比对，a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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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比 2 组投诉情况
观察组无投诉情况，投诉率为 0.00%，对照组出现 10 例投诉，投诉率为 16.13%；和对照组比较，观
察组投诉率较低(P < 0.05)。

4. 讨论
急诊留观区为医院重要窗口，此区域患者具病种广、进出快和病情急等特点，为护理风险高危人群，
临床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较高，且易导致医疗纠纷的出现，需积极应对[5] [6]。近年来，伴随社会进步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医院要求亦不断提高，加之急诊留观病房的护理人员于工作中需面临无法预知风
险，增加医患矛盾和冲突，使临床护理质量面临新挑战，因此，采取风险护理对保障患者安全发挥着至
关重要作用[7] [8] [9]。为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率和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本研究对已选急诊留观患者 124 例
分别行常规性护理和风险护理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效果对比。通过分析两组护理中不良事件及护理质量，
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后不良事件总发生率 3.23%较对照组 19.35%低，且风险评估、规避纠纷等护理质
量评分较对照组高，与冯慧[10]文献报道结果具较高一致性。提示：对急诊留观患者应用风险护理具显著
效果，为一种安全有效护理方法，不仅能降低临床不良事件发生概率，而且能够提高护理质量。于本研
究结果中：观察组投诉率 0.00%较对照组低，说明对急诊留观患者应用风险护理利于维持良好医患和护
患关系，降低投诉率。分析风险护理属于一种先进护理方法，为将不良事件发生之后的消极应对转变为
发生前积极预防，有利于对护理过程中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和处理，降低护理中不良事件发生风险[11] [12]。
观察组于风险护理中成立护理小组，选取小组组长能够起到统帅和监督作用，对各护理人员具体职责进
行明确划分，可减少推诿的发生，提高其护理责任感和积极性，且定期举办交流会对存在的护理缺陷进
行探讨、分析和制定针对性应对措施，强化医院检查制度，能够有效规避风险，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
[13]。医院对护理人员排班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包括具有丰富经验人员，能够起到相互交流目的，提高临
床护理效果，对护理人员进行严格培训，强化其风险意识，有利于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且告知相关预
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及不断加以完善等，均能够减少不良事件发生，使护理质量提高，且减少纠纷，降低
投诉率[14]。考虑受样本例数、外部环境、时间等因素制约，关于应用风险护理后的满意度评分情况，需
临床深入探究。
总结上文，和常规性护理比较，临床对急诊留观患者应用风险护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佳，不仅有
利于降低临床不良事件发生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降低投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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