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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护理对儿科病房护理风险的有效防范 

常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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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安全文化护理对儿科病房护理风险的有效防范。方法 对我院儿科病房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护理方法将这些患儿

分为安全文化护理组（n=40）和常规基础护理组（n=40）两组，常规基础护理组患儿接受常规基础护理，

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接受常规基础护理联合安全文化护理，然后对两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再次发生情况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再次发生率 10.0%（4/40）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 27.5%
（11/40）（P<0.05）。结论 安全文化护理能够有效防范儿科病房护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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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Culture Nursing Effectively Prevents Nursing Risks in Pediatric 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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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nursing risks in pediatric wards by safe culture 
nursing.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0 children with nursing risk events admitted to the pediatric ward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s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safety 
culture nursing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s (n=40 ) And the conventional basic nursing group (n=40). 
The children in the conventional basic nursing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basic nursing, and the children in the 
safety culture nursing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basic nursing combined with safety culture nursing, and then the 
nursing risk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as again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occurrence. Results The 
nursing risk recurrence rate of children in the safety culture nursing group was 10.0% (4/4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basic nursing group, 27.5% (11/40) (P<0.05). Conclusion Safety cultur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nursing risks in pediatric 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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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应该给予安全文化护理以充分重视，

从而对医疗服务需求进行有效适应[1]。儿科病房具

有较为特殊的群体，0-14 岁患儿是主体，因此临床

很有必要做好病房的护理管理工作[2]。向儿科护理

人员的意识中灌输安全文化理念能够使其在工作中

对安全风险进行回避，将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提供给

患儿，从而促进患儿及其家属护理满意度的提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儿科病房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收

治的 80 例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患儿的临床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儿均发生护理风险

事件；排除标准：将无法对研究进行有效配合等患

儿排除在外。依据护理方法将这些患儿分为安全文

化护理组（n=40）和常规基础护理组（n=40）两组。

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中男性 17 例（42.5%），女性

23 例（57.5%），年龄 2 个月-5 岁，平均（2.6±0.2）
岁。在疾病类型方面，支气管炎 17 例（42.5%），

上呼吸道感染 15 例（37.5%），肺炎 8 例（20.0%）。

常规基础护理组患儿中男性 18 例（45.0%），女性

22 例（55.0%），年龄 1 个月-5 岁，平均（2.2±0.4）
岁。在疾病类型方面，支气管炎 18 例（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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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感染 13 例（32.5%），肺炎 9 例（22.5%）。

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基础护理组 
依据患儿的具体病情给予其有个体化的护理。 
1.2.2 安全文化护理组 
1）输液过程中加强防范护理风险。加强给予临

床护理人员安全护理的力度，将良好的前提条件提

供给临床护理人员安全意识的增强，在患儿静脉滴

注过程中加强巡视及护理力度，积极和患儿家属交

流。用药过程中认真核对，明确掌握药物作用机理，

密切关注滴注速度；2）加强组织管理，对护理安全

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临床护理人员应该将患儿家属

对护理工作的意见反馈认真吸取过来，对相关管理

制度进行完善，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护理风险；3）
给予专业理论及技术操作培训以充分重视。护理工

作正常开展的基本条件为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其

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安全护理。因此，医院应该加

强培训临床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的力度，

促进临床护理人员护理水平的提升，从而将护理风

险降低到最低限度；4）促进护理人员岗位责任感及

服务意识的提升；5）促进临床护理人员法律意识的

提升。对法律常识有一个清晰了解，具备基本的自

我保护意识，对应急处理能力进行强化，从而促进

安全防范意识的显著提升。 
1.3 观察指标 
护理风险再次发生情况、发生原因。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用（ x 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重复测量的计

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 1。 
2.2 两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再次发生情况比较 
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中候诊风险 1 例，护理失

误 1 例，意外事件 1 例，沟通解释 1 例，护理风险

再次发生率为 10.0%（4/40）；常规基础护理组患儿

中候诊风险 2 例，护理失误 3 例，意外事件 2 例，

诊疗效果 1 例，沟通解释 1 例，环境布局 1 例，法

律意识 1 例，护理风险再次发生率为 27.5%（11/40）。
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再次发生率显著低

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 1  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安全文化护理组（n=40） 常规基础护理组（n=40） t/χ2 P 

性别 男性 17（42.5） 18（45.0） 1.32 >0.05 
 女性 23（57.5） 22（55.0）   

年龄（岁）  2.6±0.2 2.2±0.4 1.886 >0.05 
疾病类型 支气管炎 17（42.5） 18（45.0） 2.77 >0.05 

 上呼吸道感染 15（37.5） 13（32.5）   
 肺炎 8（20.0） 9（22.5）   

表 2  两组患儿的护理风险再次发生情况比较（例/%） 

项目 安全文化护理组（n=40） 常规基础护理组（n=40） χ2 P 

候诊风险 1（2.5） 2（5.0）   
护理失误 1（2.5） 3（7.5）   
意外事件 1（2.5） 2（5.0）   
诊疗效果 0（0） 1（2.5）   
沟通解释 1（2.5） 1（2.5）   
环境布局 0（0） 1（2.5）   
法律意识 0（0） 1（2.5）   

总计 4（10.0）* 11（27.5） 11.14 <0.05 

注：与常规基础护理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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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儿科病房护理中引入安全文化理念能够促进

护理人员安全意识的有效提升，对其服务理念进行

改进，加强培训临床护理人员专业技能的力度，促

进患儿及其家属护理满意度的提升[4]。相关医学研

究表明[5-6]，在护理管理措施中引入安全文化管理理

念能够促进儿科护理管理效果的提升、临床护理人

员安全意识的增强，做好风险防范，促进服务质量

的提升，从而使患儿的安全及健康得到切实有效的

保证。本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中候

诊风险 1 例，护理失误 1 例，意外事件 1 例，沟通

解释 1 例，护理风险再次发生率为 10.0%（4/40）；

常规基础护理组患儿中候诊风险 2 例，护理失误 3
例，意外事件 2 例，诊疗效果 1 例，沟通解释 1 例，

环境布局 1 例，法律意识 1 例，护理风险再次发生

率为 27.5%（11/40）。安全文化护理组患儿的护理

风险再次发生率显著低于常 规基础护理组

（P<0.05），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安全文化护理能够有效防范儿科病

房护理风险，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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