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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及细节管理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滕雅丽，吴 瑞，陈 芮，蒋桂花，叶志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探讨风险防控及细节管理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84 例妇产科患者，数字表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护理常规管理，风险细节干预组实施风险防控及细节

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结果 风险细节干预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

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 妇产科患者实施风险防控及细节管理效果确切，

可减少护理风险和提高满意度。 
【关键词】风险防控；细节管理；妇产科；护理管理；应用效果 

 

Application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detail management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anagement 

Yali Teng, Rui Wu, Rui Chen, Guihua Jiang, Zhiqin Y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Hospital, Urumq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detail management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84 case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risk detail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detail managemen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the incidence of patient risk ev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risk detail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risk prevention and detail management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is accurate, 
which can reduce nursing risk and improv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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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妇产科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孕妇

的病情恶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时容易发生事故，

增加医患矛盾。应以妇产科为重点科室，加强对护理

安全的管理。安全管理的妇产科护理可以为病人提供

更全面的服务，对护理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妇产

科护士需要具备及时处理护理问题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细节管理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全

评价中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对妇产科实行细致入微的

管理，需要在特殊情况下作出决定，完善细致入微，

使服务更加全面有效，让病人更满意，提高妇产科服

务水平[1-2]。本研究探析了风险防控及细节管理在妇产

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 84 例妇产科患

者，数字表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2。其中风险细

节干预组患者年龄 23-56 岁，平均（39.45±2.34）岁。

对照组患者年龄 23-57 岁，平均（39.41±2.53）岁。

两组资料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护理常规管理，风险细节干预组实施

风险防控及细节管理。第一，细节管理。①入院细节

管理：积极与病人沟通，向病人介绍医院环境，消除

病人的紧张情绪和陌生感。②住院期间的细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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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为病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病房环境，密切观察

病人的病情及心理变化，及时有效的进行心理疏导，

介绍防治疾病的知识。这样可以增强病人治疗信心，

加速康复。③出院细节管理：在出院时进行健康教育，

解释用药要求及注意事项，督促病人定期复查。第二，

风险防控。①构建护理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并实施规

范的护理风险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降低护理风险事

件的发生。实施护理风险管理责任制，对具体护理人

员明确相应的风险责任，使护理人员各司其职，履行

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防范和应对所面临的风险，制订

科学、有效的应急预案，防范风险。②组织护理人员

学习风险管理知识很多护士对风险管理的概念知之甚

少，不愿将其应用于实际的护理工作。安排医院护士

定期参加风险管理及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使护士学

会运用风险管理知识解决护理问题，维护医护人员权

益，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③面对日益严峻的医患

关系，提高护士业务水平，科室护士只有不断提高工

作水平和操作技能，严格遵守护理操作规范，坚持学

习新技术、新医学知识，为使病人更加满意，降低医

疗风险。④对护理服务态度的改善一些患者因恶化而

情绪低落。此时，护士若态度恶劣，极易发生护理纠

纷。护理人员应注重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努力为病人

提供更好的服务，提高护理服务态度，多从病人的角

度看待问题，多与病人沟通，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满意度以及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4.0 软件中，数据 x2 统计， P＜0.05 表示差

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满意程度 
风险细节干预组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比对照组高

（p＜0.05）。风险细节干预组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是

92.86%，而对照组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是 76.19%
（32/42）。见表 1。 

2.2 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 
风险细节干预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满意度比较[例数（%）] 

组别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42） 10 22 10 32（76.19） 

风险细节干预组（42） 18 21 3 39（92.86） 

χ2    7.421 

P    0.007 

表 2 两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例数（%）] 

组别 大出血 感染 切口愈合不良 发生率 

对照组（42） 3 4 3 10（23.81） 

风险细节干预组（42） 2 1 0 3（7.14） 

χ2    7.441 

P    0.007 

 
3 讨论 
临床妇产科护理工作繁琐、繁琐，易发生一些小

差错。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导致隐患和大错误。所以，

要提高护理质量，就必须重视落实管理。细节管理要

求认真对待每个细节，注意细节，避免出现错误，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面落实优质护理

工作，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妇产科护理中，护士面

临着许多潜在的护理风险。妊娠后，体内激素水平会

有很大波动，影响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严重者会产

生心理障碍[3-4]。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孕妇可能会与护

理人员发生冲突。部分产妇及其家属无视护士的管理

而擅自出院，造成护士不满。而部分护士在护理工作

中缺乏责任意识，不遵守相关操作程序，容易造成护

理风险事件。在风险管理护理模式下，护士要深入了

解、学习风险管理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明确责任，

努力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注重业务水平的提高。

在此模式下，产妇对护士护理的满意度较高[5-6]。 
该研究的成果显示风险细节干预组患者护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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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于对照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存在显著差异，P＜0.05。妇产科细节风险干预后，患

者满意 18 例，比较满意 21 例，不满意 3 例，相较于

常规的风险防控，满意 10 例，比较满意 22 例，不满

意 10 例，其总满意率高出 16.67%；风险细节防控干

预下，患者大出血仅有 2 例，感染 1 例，无切口愈合

不良问题，而常规的风险防控下，患者中 3 例大出血，

4 例感染，3 例切口愈合不良，风险发生率高出 16.67%。 
妇产科的风险主要与护理因素、患者自身因素、

药物因素等有关，需分别从各个层面进行细节性的风

险防控管理中尤为应注意引起风险的隐匿性条件，避

免孕产妇在潜移默化中突然受到影响，护理工作措手

不及，其中护理因素主要与护理责任不明确、护理业

务素质不强、护理中的服务技巧等有关，部分护理人

员工作态度良好，工作比较规范，但是缺乏与患者的

沟通技巧认识，孕产妇大多受到激素改变以及分娩期

间的情绪困扰，对护理工作抱有警惕、怀疑、质疑的

态度，护理工作中很容易引发孕产妇的应激情绪，孕

产妇对家属尚且缺乏宽容与理解，过于自我焦虑，对

护理人员就更是难以信赖，妇产科的投诉事件中，诸

多与孕产妇情绪问题有关，护患的矛盾的产生，虽然

更多的在于孕产妇无法把控的情绪，但也说明了护理

工作者过于注重专业服务缺乏心理服务，与妇产科患

者对接中，难以察言观色，及时分辨患者的情绪变化

给予疏导，另外妇产科的器械与用具随着医疗的发展

逐渐的更新，护理工作者对新型器材不够熟悉，培训

过于笼统，缺乏具象化的患者情况分析、案例调查、

器械说明等等，这就使得护士在工作中难免忽视细节

性的干预，埋下了护理的隐患。 
妇产科患者在怀孕、分娩、流产等过程中潜在的

危险较多，一有不慎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其中胎盘

早剥、不甚跌倒流产、早产、新生儿窒息等问题均较

为严重，对孕产妇的心理打击很大，这一过程中护理

工作难以预知、预判问题，也就容易引起患者的不满，

结合以上问题，既要对护理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教育，

又要从心理的角度出发，要求护士掌握心理学，能够

与患者进行更加和谐的沟通，面对诸多疾病影响，护

士应有及早的判断能力，可结合医嘱对患者的体征、

全身症状、疼痛感受等进行分析，有初步的护理风险

预判认知。另外药物因素也是导致风险发生的必然条

件，部分药物应用后副作用明显，部分药物可引起宫

缩等，不仅要在护理中核对药物，还需要注意药物的

剂量与给药形式，做好对患者的药物宣教，避免药物

错发、错漏、应用错误导致的失误。 
妇产科风险护理需提供给患者人性化的关怀、在

患者入院后暖心沟通，加强对医疗设备等的了解与熟

悉，以服务意识、微笑意识面对患者的问题，预防风

险并实施细节安全护理干预。 
综上，产科病房患者实施风险防控及细节管理效

果确切，可减少护理风险和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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