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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宫肌瘤护理中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应用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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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估子宫肌瘤护理中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应用价值。方法 在 2019 年 5 月~2020 年 1 月期

间，我院治疗了 124 例子宫肌瘤患者，将其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并根据护理方式分为改进组和基础组。给

予基础组基础性护理，给予改进组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措施，将患者的护理质量（护理安全，护理文书管理，

基础护理，病房管理）、护理有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基础组患者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明显不如改进组，

P＜0.05；改进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100.00%）显著高于基础组（80.65%），P＜0.05。结论 在子宫肌瘤护

理中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应用价值较高，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护理质量，护理效果也明显较好，因此值得在

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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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in 
hysteromyoma nursing. Methods: 124 patients with hysteromyoma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9 to 
January 2020,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improvement group and basic group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s. 
The nursing quality(nursing safety, nursing document management, basic nursing, ward management)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nursing quality in the basi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improved group(P<0.05);The nursing efficiency of the improved 
group(100.00%)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asic group(80.65%),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in hysteromyoma nursing is high,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of patients, and the nursing effect is also obviously good, so it is worthy of wide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Hysteromyoma; Basic Nurs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子宫肌瘤属于一种常见的肌瘤，主要由于患者

子宫平滑肌细胞增生造成，在临床上通常采用药物、

手术、超声消融等治疗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治疗方

法就是超声消融治疗，但是大量临床经验显示，仅

仅给予患者适当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还需要配合相应护理措施[1]。本次研究就针对 2019
年 5 月~2020 年 1 月期间入院的 124 例子宫肌瘤患

者开展，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和护理有效

率，分析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应用价值。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9 年 5 月~2020 年 1 月期间，研究选择了

来我院治疗的 124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

患者均被确诊为子宫肌瘤，并获得了知情权。现将

其根据护理方法分为改进组（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和基础组（基础性护理），各 62 例。在改进组中，

患者的年龄在 33~50 岁间，平均（41.68±5.77）岁，

42 例为高中及以上学历，20 例为高中以下学历；在

基础组中，患者的年龄在 32~49 岁间，平均

（41.52±5.68）岁，41 例为高中及以上学历，21 例

为高中以下学历。对比患者的年龄和学历，差异较

小，可比。研究在开展前，均得到了医院伦理委员

http://cn.oajrc.org/�


陈立燕                                                        在子宫肌瘤护理中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应用价值评估 

 - 78 - 

会和患者的同意。 
1.2 方法 
基础组患者接受基础性护理措施，包括饮食指

导、病房护理、用药指导等。改进组接受持续改进

护理质量措施，包括：（1）完善医院的护理组织体

系。以三级管理体系为主，建立质量控制人员、助

理以及护士长的三级体系，明确各级的职能和责任，

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根据护理过程，选择护理方

案。要求护理人员严格根据护理方案对患者开展护

理，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发挥监督人员的工作职能，

充分落实质量管理，严格进行查房、温度测试等，

并详细进行交接班工作，充分展示护理细节[2]。（2）
对护理人员开展培训。首先，要让护理人员了解，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措施已经成了现代化护理的必然

方向，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护理质

量；积极宣传护理高质量的改进培训；在护理人员

接受教育和培训之后，要能够了解目前护理方面的

现状，要能够掌握教育和培训的核心和重点，根据

培训内容对护理人员开展考核，保证每一位护理人

员都能够充分重视，能够使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用更

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工作[3]。（3）完善工作流

程。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要详细了解患者的信

息、病史、分娩情况等，根据妇科检查结果评估患

者的病情，开展针对性护理措施。（4）提问和讨论。

在护理工作结束后，积极鼓励护理人员将这一阶段

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加强对不足方面的监督工作，

对问题和不足进行整改，并要求护理人员积极落实，

使护理质量能够得到更好的提升[4]。 
1.3 观察指标 
（1）用本院自制调查问卷评价两组患者的护理

质量，包括护理安全，护理文书管理，基础护理，

病房管理。（2）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有效率，患者

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项体征恢复正常为痊愈；

患者的症状有所改善，体征趋于正常但还需要继续

观察为有效；临床症状未改善甚至加重为无效。 
1.4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选择的数据处理软件是 SPSS 25.0，护

理质量用（ sx ± ）表示，t 检验，P＜0.05；护理有

效率用[n(%)]表示，X2 检验，P＜0.05。 
2 结果 
2.1 护理有效率 
改进组的护理有效率与基础组相比，显著较高，

P＜0.05。 
2.2 护理质量评分 
将两组患者的各项评分进行比对，改进组优势

明显，P＜0.05。 
表 1 护理有效率（%）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改进组 62 38（61.29） 24（38.71） 0（0.00%） 62（100） 
基础组 62 20（32.26） 30（48.39） 12（19.35%） 50（80.65） 

X2 - - - - 13.285 
P - - - - 0.000 

表 2 护理质量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安全 护理文书书写 基础护理 病房管理 

改进组 62 93.18±3.52 93.27±3.44 93.48±3.27 93.29±3.08 
基础组 62 85.53±3.47 85.58±3.72 85.74±3.91 85.48±3.79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通常采用超声消融或手术

的方法进行治疗，由于患者受到疾病的折磨，可能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因此在治疗期间还

需要给予其护理干预[5]。但是如果进行常规的基础

性护理，难以发挥出护理人员自身的积极性，患者

的生活质量也难以提升，因此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也

难以提高。 
而在本次研究中，给予改进组持续护理质量改

进措施，对护理工作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使

工作得到了动态改善，从而有效改善了护理质量，

并且与此同时，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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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高效、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在护理工作

结束后，对护理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也有利于更

好的改善护理工作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能

够有效提升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最后的总结和反馈

使护理中遇到的问题也能够得以解决，更有利于新

的护理工作的开展，激发了工作人员的激情和热度，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6]。因此，改进组患者

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93.18±3.52）、（93.27±3.44）、
（93.48±3.27）、（93.29±3.08）以及护理有效率

（100.00%）均明显高于基础组，P＜0.05。结果提

示，质量改进措施能够较好的提升护理质量，还能

够促进患者的康复。 
综上所述，将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措施给予子宫

肌瘤患者，护理质量评分和护理有效率都较高，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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