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0 年第 2 卷第 5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ijnr.oajrc.org 

 - 718 - 

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 艳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以及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 选取时间段为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于我院接受诊治的 94 例患有不同心血管疾病患者，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研

究对象，并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47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

模式，观察组患者则是在对不安全因素的分析基础上，进行全面护理干预措施，对比分析在不同护理模式

下的护理差错发生率，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 对心血管内科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模式，观察组出

现护理差错的发生率为 2.12%，对照组出现护理差错的发生率为 14.89%，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间

存在较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针对于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进行

全面护理干预措施，能够促进护理满意度的提高。结论 在对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分析基础上，

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的措施，能够降低护理差错的发生率，提高临床护理的质量和效果，同时还有助于增强

患者对或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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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nsafe facto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al nurs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was 
selected. 94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4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clinical nursing mod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nsafe factors, and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under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degree. Results: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were adopted for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12%,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4.89%.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P <0.05),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in 
view of the unsafe facto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al car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nsafe facto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al care, adopt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error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nursing, and also help to enhance patient alignment or work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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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数量较多， 而随着其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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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多数老年患者并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且存在

着抽烟、酗酒、熬夜等多种不良喜好，以至于对身

体健康埋下了安全隐患。心血管疾病是老年群体常

见病症，对患者身体存在着持续性影响，同时因病

程较长极易被患者忽视。因此，对于当前心血管内

科护理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并制定出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以促进心血管内科

护理质量的提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时间段为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

于我院接受诊治的 94 例患有不同心血管疾病患者，

将其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并按照不同的护理

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47 例。对照

组 47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31 例，女性患者 16 例，

年龄 45~81 岁，平均年龄为（61.72±3.92）岁；观

察组 47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2 例，

年龄 41~78 岁，平均年龄为（59.39±3.74）岁。按

照疾病类型分类，心肌梗死 38 例，冠心病 24 例，

先天性心脏病 21 例，其他心脏类疾病 11 例。所有

患者经临床检查和症状分析后，均符合心血管疾病

的诊断标准，且自愿参与本次实验，已在知情同意

书上签字，符合入组实验的标准。对比分析两组患

者的年龄、性别、所患疾病等一般信息，数据差异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模式，即包括

了入院健康宣教、用药指导、体征监测等。观察组

患者则是在对临床护理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分析基

础上，进行针对性的全面干预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全面健康宣教 
与传统的健康宣教不同的是，全面健康宣教不

仅仅是在患者入院时进行疾病知识和住院环境的介

绍，还包括了对患者及其家属的疾病治疗宣教、饮

食健康宣教、活动健康宣教等。通过开展全面健康

宣教，能够使患者对住院期间的相关制度和条例进

行全面的掌握，同时也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和活动习惯，为疾病的恢复奠定良好的基础[1]。 
（2）病房环境维护 
心血管疾病多以中老年患者为主，在受到疾病

影响的基础上，容易因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

应激反应，进而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较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需要注重对良

好病室环境的营造。具体来说，需要将病室内的温

度、湿度、光线等调至舒适的状态，并进行各项操

作时尽量降低噪音的产生，进而能够营造出一个温

馨舒适的病室环境，使患者得到身心上的放松，有

助于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疾病治疗[2]。 
（3）交接班管理增强 
为了实现心血管内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的有效

避免，需要强化护理管理制度，增强对护理人员的

交接班管理，确保对每个患者的情况做到完全的掌

握，实现全程护理监控[3]。首先，护理人员需要对

每项护理操作进行详细的记录，确保能够真实、准

确的反应患者的实际情况。其次，需要在每天的交

接班中，对患者的各项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交班，

避免出现护理人员对患者情况掌握不全面的现象，

降低出现安全隐患的几率[4]。 
（4）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临床护理的质量要求越来

越高，为了更好的满足当前的护理需求，护理人员

需要进行综合素质的提升[5]。具体而言，需要通过

专业素质、职业技能、道德品质三方面进行优化和

改善，进而能够使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得到

更好的完善。同时，通过对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

升，还有助于促进良好护患关系的构建，降低护患

纠纷事件的发生[6]。 
1.3 观察指标 
将不同护理模式下，对照组和观察组出现护理

差错的发生率以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作为本

次实验的观察指标。满意度使用本院自制的调查表

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包括了用药护理、环境护理、

饮食护理、工作态度等，表示为非常满意、满意和

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数据均使用统计学处理软件

SPSS20.0 进行分析，使用（%）表示，将得出的结

果使用 X2 值进行再次检验，当（P＜0.05），表示

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见表 1） 
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出现护理差错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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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89%，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的观察组出现护理差

错的发生率为 2.12%，根据数据可知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较大，（P＜0.05），存在

统计学意义。 

表 1 护理差错发生率（%） 

组别（n=47） 发生例数 发生率 

观察组 1 2.12% 

对照组 7 14.89% 

X2值 8.5136 8.7516 

P 值 ＜0.05 ＜0.05 

2.2 满意度分析 
观察组 47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 28 例，满意 18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为 97.87%；对照组 47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 22 例，满意 17 例，不满意 8
例，总满意度为 82.97%。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较大

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在心内科护理过程中，由于患者年龄较大、致

病因素复杂、以及护理人员专业素质相对不足，导

致心内科护理风险较高，不利于护理质量的提升，

因此必须要详细分析心内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不安

全因素，并针对性地改进护理措施，实施全面护理

干预，加强对不安全因素的有效防范[7]。本次实验

中详细分析了心血管内科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问题

及对策，具体如下。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通过对心血管内科护理中

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分析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的全面

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的降低护理差错的发生，

提高临床护理的质量和效率，保障患者的身心健康

和安全[8]。同时，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的措施，还有

助于促进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实现良好

护患关系的构建。因此，对于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

理，可以实施全面护理干预的临床措施，进而有助

于降低护理不安全因素的发生，实现全面、规范的

临床护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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