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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操作流程管理对提高耳鼻喉科低年资护士护理质量的作用 

杨兴艳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护理流程管理对提高耳鼻喉科低年资护士护理质量方面的实际作用。方法 本次对

照实验中，选取我院耳鼻喉科中的 40 例低年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为进一步提升其工作能力，采取随机

数字法将患者分配为使用不同护理管理模式的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观察

组则使用护理操作流程管理模式，对比两种不同护理管理模式下的护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质量管理效果。

结果 通过在观察组中使用护理操作流程管理模式发现，其基础护理、护理安全、病区管理、消毒隔离、

专科器械使用等方面的护理质量评分均得到了显著提升，数据间差异较之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次，观察组中，出现有 1 例护理缺陷，无护理差错及护理投诉事件发生；反观使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的

对照组，出现 3 例护理缺陷，2 例护理差错和 2 例护理投诉，与观察组间有明显数据差异，（P＜0.05）。

结论 在提高耳鼻喉科低年资护士护理质量的工作中加强护理操作流程管理能够进一步提升其护理操作规

范性，达到规避风险、提升护理质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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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ctual effect of nursing process managemen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of junior 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Methods: In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40 
low-age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working ability, random numbers were used to assign the patients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different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s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s the nursing oper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model to compare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s and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effects under the two 
different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s. Result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nursing oper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s in basic nursing, nursing safety, ward 
management,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 and the use of specialized equip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w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Secondl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as 1 case of nursing defects, no nursing errors and nursing complaints 
occurred; in contrast,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l had 3 cases of nursing 
defects, 2 cases of nursing errors, and 2 cases of nursing complai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ata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work of improving the nursing quality of low-age 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nursing operation proces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nursing operation, achieve the effect of avoiding risk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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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耳鼻喉科是医院中的主要科室之一，每天均会

有大量的耳鼻喉疾病患者就诊，同时，因当前时代

背景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耳鼻喉类疾病的发生率

较之过去也有些许提升，使得科室内工作愈加繁忙
[1]。在耳鼻喉科内，不乏工作经验薄弱的低年资护

士，此类护士在基础护理、安全管理等多方面均有

一定的不足，且时常可能会引发护理差错、投诉事

件。低年资护士的成长需要浇灌大量辛勤的汗水，

常规护理管理模式下，由于对低年资护士的管理有

所局限，并不能更快、更高质量的促进低年资护士

成长，对此当前应从实际出发，将日常工作分为多

个部分，对其进行模块化的护理操作流程管理，以

此来促进其护理质量的提升。本次对照实验中，便

重点研究护理操作流程管理对提升耳鼻喉科低年资

护士护理质量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次对照实验中，共选取研究对象 40 例，于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7 月开始进行本次实验，同

时，将组内护士按照每组 20 例的标准随机分配为使

用常规护理管理的对照组和使用护理操作流程管理

的观察组。据分析来看，40 例低年资护士中，包括

有 2 例男性，38 例女性，大专 32 例，本科 8 例，

最小年龄 21 岁，最大年龄 27 岁，平均年龄（24.75
±1.69）岁。对比来看，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实施于对照组中，由专业

素质过硬的护士长或其他护士对低年资护士进行专

业培训，重点围绕病情观察、住院流程、基础护理、

服务态度、健康宣教等方面开展工作，且要定期对

护士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核[2]。 
观察组应使用护理操作流程管理。（1）学习相

关知识：耳鼻喉科中病症类型较为复杂，需要低年

资护士铆足劲学习。对此，可首先成立学习小组，

针对低年资护士的大概情况、科室性质来进行专业

技能学习，同时也要定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低

年资护士能够认识到护理操作流程的重要性，并逐

步树立其流程观念[3]。其次，需将常见、罕见耳鼻

喉疾病的病因、护理操作方法等教授于低年资护士，

且也可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使用教具模拟操作。

（2）设计护理操作流程：在当前医疗领域不断发展

的背景下，科室内原有护理操作流程应用时间较长，

难免可能会存在有一定的不足，因此护理操作流程

管理小组成员应提高重视度，紧抓流程设计，找出

原有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科室内实际情况作

出优化，消除其中的不合理，在对流程进行优化后，

要召开科室会议，讨论其可行性，在投票表决后才

可决定是否启用。另外，通过对护理操作流程进行

针对性的优化，也会对提升低年资护士的操作规范

性起到积极帮助[4]。（3）具体实施：采用鱼骨图的

方式将优化后的护理流程图分发给科室内所有护

士，尤其是低年资护士，要让其重点掌握并熟练进

行基础护理、床头交接班、应急处理等内容，且要

定期的对以上内容考核，对于未能够达到最低标准

的护士给予相应的惩罚，并继续学习。（4）进一步

完善、巩固护理操作流程：耳鼻喉疾病是一种相对

较为特殊的病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严重，护

理流程与护理舒适度有密切关联，在正式实施优化

后的护理操作流程后，要检验其实际应用情况，且

要继续找出其中的不足，如是否真正促进了工作效

率的提升，是否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以及是

否可以有效提升低年资护士护理质量等。护理操作

流程管理小组也应设立信箱，听取科室内护士、患

者或患者家属的意见，以此来不断的完善、巩固。 
1.3 观察指标 
实验观察指标以两种不同护理管理模式下的护

理质量评分以及护理质量管理效果为准。其中护理

质量评分每一项分值最高均为 10 分，分值越高表示

其护理质量越优，主要包括有基础护理、护理安全、

病区管理、消毒隔离、专科器械使用等方面。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择 SPSS20.0，观察

指标使用（分）、（n/%）表示，使用 t 或 X2 检验

结果，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 结果 
2.1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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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士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基础护理 护理安全 病区管理 消毒隔离 专科器械使用 

对照组 20 7.42±1.13 7.13±1.35 8.24±0.63 7.85±1.14 8.03±1.14 

观察组 20 9.35±0.84 9.45±0.13 9.65±0.32 9.25±0.23 9.54±0.11 

t  2.854 3.859 3.856 2.754 2.93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由表 1 来看，使用护理操作流程管理的观察组，

其基础护理、护理安全、病区管理等方面的护理质

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见表 2） 

表 2 护理质量管理效果对比 

组别 n 护理缺陷 护理差错 护理投诉 

观察组 20 1（5.00） 0 0 

对照组 20 3（15.00） 2（10.00） 2（10.00） 

X2  4.326 7.689 4.158 

P 值  ＜0.05 ＜0.05 ＜0.05 

由表 2 来看，观察组护理质量管理效果有明显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当前医院工作压力较大，耳鼻喉科作为医院中

的主要科室之一，每天的患者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同时，人们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

护士队伍中存在有部分低年资护士，其专业素质有

所不足，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不良事件发生

率[5]。对此，当前就必须要以提升低年资护士专业

素质为重点。在耳鼻喉科护理工作中，护理操作流

程是开展护理工作的重要前提，但是据实际情况来

看，我科室内的原有常规护理操作流程存在有一定

的不足，并不能有效提升护理质量，如表 1 来看，

使用常规护理管理的对照组，其基础护理、护理安

全、病区管理等方面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低于观察

组，（P＜0.05）；且再如表 2 来看，对照组出现 3
例护理缺陷、2 例护理差错及 2 例护理投诉事件，

风险性较高，（P＜0.05）。 
护理操作流程管理是目前耳鼻喉科所必须要施

行的，与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相比，更能够提升护理

工作的流程性、规范性、系统性，且也更注重培养

护士的风险防范意识、流程意识；同时，该模式下，

护理人员也更能够深入落实“人性化”理念，重视

以人为本。从表 1、表 2 便可以看出，观察组低年

资护士的护理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 
通过本次对照实验分析来看，将护理操作流程

管理应用于耳鼻喉科护理工作中，对提升低年资护

士护理质量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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