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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对感染疾病科护理质量的影响 

董 舒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及肝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在感染疾病科患者护理中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在提高护理质量方面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收治的感染疾病科患者，共 96 例，选取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2020 年 5 月，在患者护理

中，分别应用常规护理、优质护理两种模式，并以此为依据将所选患者分组展开实验，对应组名为对照组、

观察组，每组人数均等，各为 48 例。结果 在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的比较中，观察组各项指标明显优

于另一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结论 在优质护理服务体系下，各项护理工作的落

实情况更好，护理质量得到有效控制，将其用于感染疾病科患者护理中，在很大程度上可降低护理安全风险，

提高临床护理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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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viding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96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The selection period is from 
October 2018 to May 2020. In patient care, two modes of routine care and high-quality care are applied. Based on 
this,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 The corresponding groups were 
name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was equal, with 48 cases 
in each group. 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of nursing quality 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s various indicator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met the criteria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nursing work is better,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Using it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i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risk of nursing safety and improve clinical nursing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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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健全，临床护理

在医疗工作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高，故对临床护

理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背景下，

护理理念在不断的转变，护理干预方式得到了进一

步的优化与创新，优质化的护理服务体系在医院患

者的临床护理中陆续得到应用。其中，感染疾病科

属于重点安全防控科室，内部存在多种感染性疾病

患者。作为每日与患者接触较为频繁的医护工作者，

需要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

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满足患者在心理、认

知、饮食等各方面的护理需求，促进临床疗效更好

的发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收治的 96 例感染疾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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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临床护理中，按照护理模式的不同应用，

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观察组共包含男女患者

23 例、25 例，年龄最大不超过 68 岁，最小不低于

24 岁，对应年龄平均值为（44.87±2.74）岁；对照

组共包含男女患者 26 例、22 例，对应年龄平均值

为（45.21±2.63）岁。患者的疾病类型有：急性肾

盂肾炎、沙门氏菌感染、细菌性肺炎等，本次研究

在所有患者知情下开展，从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

资料的整理上来看，差异不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

标准（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模式用于对照组。在患者住院治疗

期间，护理人员需全面掌握患者的病情情况，按照

以往常规护理工作流程，为患者提供饮食、体位、

用药等各方面的护理服务[1]。 
将优质护理模式用于观察组，具体内容包括：

首先，护理人员要转变以往传统的护理理念，在患

者护理中，要以患者为中心，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

考问题，真正了解患者的需求，给予其针对性的护

理服务。此外，护士还需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保持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高效率、高质量完成

自己的工作内容。护理人员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在

与患者交流过程中，要具有十足的耐心，不将生活

中的负面情绪带给其他人，向患者传递更多的正能

量。 
在床位分管方面，落实责任制，合理安排医生

与护士之间的工作，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不

断优化相应的工作流程，便于管理与监督。在分管

床位期间，可建立护理小组，选取其中一人作为组

长，来管理组内其他护士，做好各个工作环节质量

的检查，提倡护理服务应做到连续、全程、优质几

个标准。在工作开展中，护士之间需相互配合，共

同努力。 
其次，为保证各项护理工作能够一一落实，需

加强对护士的管理。因此，可以采用分层管理的方

式，来实现护理人员工作上的指导与监督。以便及

时发现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到尽快的解决，

减少护理工作上的差错，降低护理风险。此外，对

于病情严重的患者，应加大临床护理力度，根据患

者的病情变化情况，来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既能

够达到护理连续性的要求，也实现了动态护理的过

程。除此之外，将护理服务项目不断的进行细分化，

不放过每一个护理细节。建立严格的护理质量标准

体系及安全管理系统，针对患者护理期间可能存在

的安全隐患，提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护理

风险值[2]。 
最后，强化门诊院前的护理服务质量。门诊服

务是医院的门面，也是一切护理服务的开端。在接

诊时，护理人员要充分去体会患者的感受，指导患

者去接受各项检查等。从科室性质的划分上来看，

感染性疾病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存在肠道门诊、

发热门诊等。考虑到患者刚到医院，可能对医院环

境不够熟悉。因此，需要护理人员进行全程的护理

指导，告知其医院的布局、环境情况及科室位置等

内容。在患者住院期间，向其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

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友好的交流，建立良好的护患

关系。此外，在护理工作开展中，还需注重健康教

育的开展及患者心理上的疏导，向患者普及更多的

疾病知识，可强化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提高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临床

疗效的发挥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

估，总分均为 100 分，对应分值越高，表示护理质

量或护理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的数据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

进行整理，计量、计数单位分别用（x±s）、%表

示，在 t、x2检验方式下，当组间差异符合 P＜0.05
的要求，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评分

比较：观察组为 94.62±4.82 分、95.63±4.21 分，

对照组为 79.52±3.17 分、80.32±3.14 分，差异符

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详细数据请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各项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质量评分 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48 94.62±4.82 95.63±4.21 
对照组 48 79.52±3.17 80.32±3.14 
X2值  7.256 6.284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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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

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医疗护理服务方面，也要求更

加优质、全面。感染疾病科是医院众多科室中的一

个，内部存在多种感染性疾病患者。为了让患者得

到较好的治疗，除了要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式外，

还需要给予患者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这对临床

疗效的发挥可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3]。不过，受到

以往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护士仍保留陈旧的

思想观念，许多护理细节得不到重视，导致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降低。针对这种情况，医院应加大对护

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向其讲解新的护理理念，将护

理重点、护理方向进行明确化、具体化，让每一位

护理人员都能够真正了解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标

准，去努力做好每一项护理工作。此外，在护理管

理、护理制度的完善、门诊院前服务等方面，也需

要进行改进，根据科室护理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

寻求恰当的管理方法，促使整个护理服务体系能够

稳定、高效的运转，不断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作为护理工作的主要执行者，护理人员要不断

的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熟练掌握各项护理操作技

能，在新的护理服务理念下，去学习更多新的护理

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更好的接纳并且使用新

的护理干预方法，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4]。 

在本次研究当中，观察组在护理质量、护理满

意度两项指标的比较上，显著优于另一组，组间差

异符合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P＜0.05）。由此可

见，在感染疾病科患者护理中，优质护理模式的应

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与采纳。 

综上所述，感染疾病科护理工作繁杂，护士每

日接待着不同疾病类型的患者，为了让患者得到更

好的临床护理服务，需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

护理原则，为患者提供心理、认知等全方位的护理

服务，努力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医院树立良

好的形象，促进我国医疗服务行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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