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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疾病科患者护理中持续质量改进的应用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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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采用持续治疗改进对感染疾病科患者进行护理的效果及意义。方法 研究期间选择
我院感染疾病科收治的患者共计 120 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开始于 2019 年 10 月，结束于 2020 年 10
月，为了透彻分析持续质量改进的效果，本次使用对比的研究方法，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的患者分为
两组，分别命名为对照组（n=60 例，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n=60 例，采用持续质量改进后的护理
方案），不同方法实施后观察和分析患者的临床情况，并记录该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护理
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感染发生率等数据，将两组统计后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93.33%（56/60）、80.0%
（48/60）分别是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满意度，两组比较后者低于前者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护
理质量分别为观察组（95.08±1.77）分、对照组（83.06±1.58）分，相比前者高于后者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感染发生率相比，对照组相对较高，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使用持续质量
改进的护理措施进行感染疾病科患者的护理工作，不仅能够减少感染的发生率，还能够促进临床护理质量
的提高，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可在今后的护理中大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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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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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ming, Yun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using continuous treatment to improve the
care of patients i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analysis objects. The
study started in October 2019 and ended in October 2020. In order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d as the control group (n=60 cases,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60 cases, using th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nursing program ),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methods,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conditions of patients, and record the
relevant data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including: nursing satisfaction, nursing quality score, infection incidence and
other data, compare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93.33% (56/60) and 80.0% (48/60) wer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latter was lower than the
form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wo groups of nursing care The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8±1.77) and the control group (83.06±1.58)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it wa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relatively higher High,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nursing measures for the nursing work of patients i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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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can be used in future
nursing China vigorously promote and apply.
【Keywords】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Application Effect
引言

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指标进行评价，非常满意

感染疾病科中常见的感染疾病包括：麻疹、艾

处于（90 分以上），满意处于（80-89 分），不满

滋病、慢性肝炎等，以上疾病不仅具有较强的感染

意处于（79 分以下）；总满意度=（非常满意例数+

性，而且容易反复发作，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为了

满意例数）/总人数，将计算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和比

分析持续治疗改进对感染疾病科患者进行护理的效

较。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总分 100 分，分数

果及意义，本研究选择在我院感染疾病科接受治疗

越低说明护理质量越差。另外观察两组患者的感染

的患者进行分析，使用不同护理方法，将患者分为

发生情况，主要包括：颅内感染、泌尿感染、呼吸

两组对比完成研究，报道用以下内容展示。

道感染等，采用（发生例数÷总人数=发生率）的方

1 资料与方法

法计算，将结果进行比较。

1.1 一般资料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在我

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较多，主要以计

院感染疾病科接受治疗的患者 120 例进行分析，将

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为主，为了便于分析和对比，将

患者分为两组，各组 60 例。所有患者的年龄范围处

所有数据纳入计算机中，并使用计算机软件

于 23-75 岁，中位年龄为（49.17±2.08）岁，资料

SPSS 23.0 进行数据整理，在表达计数资料的过程中

可用于比较。

使用百分比完成，数据检验采用 X2 完成，而计量资

1.2 方法

料的表达的过程中使用标准差（±）完成，采用 t 完

使用常规护理干预进行对照组患者的护理工作，

成数据比较。如果数据比较时存在明显差异，就说

既护理人员注重患者病房环境的护理，定期进行病

明（P＜0.05），有统计学意义。

房的清理、消毒和通风工作。同时进行全面的健康

2 结果

宣教提高患者的认知程度，并在护理期间实施针对

2.1 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

性饮食护理和心理护理。

观察组护理后有 45 例非常满意、11 例满意、4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工作中使用持续质量改进的

例 不 满 意 ， 总 满 意 例 数 为 56 例 ， 总 满 意 度 为

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选择感染疾病科

（93.33%）；对照组护理后有 36 例非常满意、12

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资质深的护理人员组建

例满意、12 例不满意，总满意例数 48 例，总满意

持续质量改进小组，由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负责

度为（80.0%）；两组相比观察组有明显的优势，差

小组成员的协调工作。小组组间完成后收集临床资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料，并详细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制定针对性的护理
方案，同时在护理期间还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表 1 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n/%）

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对护理质量进行持续改进[1]。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其次，加强教育培训，在护理期间护理人员要对患

观察组

60

45

11

4

56（93.33%）

者进行全面的健康教育，告知患者感染的原因和应

对照组

60

36

12

12

48（80.0%）

对方法，提高患者的认知。最后，为了保证护理质

X2

＜0.05

量的持续改进，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讲解抗感染的主

P值

13.358

要方法，并管理好患者的卫生情况，同时加强陪护
人员的管理，避免发生感染。另外，对小组工作进

2.2 护理后对比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

行全面的监督，保证质量改进的完善性。

（95.08±1.77）分、（83.06±1.58）分，分别为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护理质量，两组相比观察组有明显

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情况，采用非常

的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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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后对比两组的护理质量评分（x±s，分）

同时发现期间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

析和讨论，寻求正确的方法解决，与此同时，护理

观察组

60

95.08±1.77

管理人员加大护理工作的监督力度，加强对护理过

对照组

60

83.06±1.58

程的管理，既能够促进整体护理质量的提高，还能

X

8.654

够减少患者感染事件的发生，有利于临床治疗效果

P值

＜0.05

的提升，对患者的康复和预后效果提升有着重要作

2

2.3 护理后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独臂

用。

观察组患者接受护理后，出现颅内、泌尿、呼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对观察组患者实施了持续

吸道感染的患者分别各 1 例，共发生 3 例，总发生

质量改进方法，在实际护理中对护理质量的管理制

率为（5.0%）；对照组患者护理后，出现颅内、泌

度进行完善，并加大监督力度，从而使护理方法得

尿、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分别有 2 例、3 例、3 例，总

到优化，该护理模式实施后，本组患者无论是满意

发生例数 8 例，总发生率为（13.33%），两组相比

度、感染发生率，还是护理质量，均优于常规护理

对照组较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的对照组，有明显的差异和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综上所述，针对感染性疾病科患者的护理工作，
采用持续质量改进方法，有利于促进护理质量的提

表 3 护理后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独臂（n/%）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对照组

颅内 泌尿系统 呼吸道

升，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事件的发生率，对患者满
总发生率

感染

感染

感染

60

1

1

1

3（5.0%）

60

2

3

3

8（13.33%）

2

X

7.652

P值

＜0.05

意度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在今后的护理工作中可
大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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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性，导致不同护理环节之间无法实现连贯性，
同时在护理工作中也没有完善的护理评价体系，护
理效果达不到理想目标[3]。因此，临床中应该对科
学的护理方法进行深入探究。就持续质量管理而言，
其是一种质量管理方法，具有重要作用，该方法应
用过程中，对整体护工作中的护理过程进行改进，
保证护理质量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传统护理方法
与持续质量改进相比，后者具有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的优势。同时持续质量改进对终末期护理质量较为
重视[4]。在感染疾病科应用该护理方法，在护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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