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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rsing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modern medical service, aiming at drawing up systematical approaches of management to make full use of potential of nurses, other related staff,
equipment, environment as well as social activities. Finally, it will improve the health level of human. In recent years, nursing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nursing science field, with a
wide concern by researcher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es of nursing management are going to be
mature. Reasonable effective management styles are further studied and optimized, getting ideal
results in application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approaches of recent year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nursing management in China, analyzing the reasons of success and the shortcoming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looking forward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related researches and
works of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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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理管理是现代医疗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拟定系统的管理方案以充分利用护士的潜能、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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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设备、环境以及社会活动，最终达到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目的。近年来，护理管理已逐渐成为
护理学领域研究热点，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目前，我国的护理管理研究正在趋于成熟，合理且高效的
管理模式正在进一步探究与优化，并且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可观的效果。本文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护理
管理中发挥显著作用的管理策略，分析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发挥作用的原因与尚待改进的不足，
为护理管理相关研究及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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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定义，护理管理是指以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为最
终目的，系统地充分利用护士的潜能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设备、环境与社会活动的过程。随着现代医学
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护理管理已成为现代学管理和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护理
管理工作也被赋予更艰巨的使命，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减少医患纠纷、有效协助患者治疗等问题依然
亟待解决。
近年来，护理管理成为护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逐渐得到各国护理学研究者与工作者的广泛重视。
统计结果显示，在影响因子较高的 6 种 SCI 护理综合类期刊中，护理管理领域论文所占比例可达到
10%~32%，其中半数以上的论文获得一项或多项科研资助。相比之下，虽然我国护理工作者也为医疗事
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护理管理类研究进展相对缓慢，与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尚有一定的差距，
并且暂时无法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1]。因此，完善护理管理方式与改进护理管理方法对我国护理事业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理高效的护理管理方式方法不仅需要大量的研究作为基础，而且需要在应用中进
行评价与优化。随着研究与应用的逐渐深入，目前，层级管理的管理方式已为大多数机构使用并日趋成
熟，风险管理、安全管理、个性化管理等管理方法均在应用中呈现出良好的效果，也有研究从更加新颖
的角度探讨护理管理的实施方案。

2. 层级管理模式
层级管理模式是指在组织架构及工作内容上将责任护士分为各个层级并构成小组，以确保患者在治
疗期间可获得某一组责任护士的优质护理。一般来说，层级管理模式共包含 3 至 4 个层级，例如助理护
士、责任护士、责任组长或助理护士、初级责任护士、高级责任护士、护士长。由于传统的护理管理模
式早已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层级管理模式已成为现代医院采用的通用管理模式。有研究对实施层级管
理模式与常规管理模式的护理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及操作能力评估，结果表明，前者两项分数均达到 90 分
以上，后者则仅有 75 分左右，可见层级管理模式有助于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技能[2]。另有多项研
究表明，层级管理模式可以全方位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包括基础护理、病房管理、护理文件、健
康教育等，患者满意度也有了显著的提升[3]。
研究表明，层级管理模式是内科护理与外科护理中均能发挥明显的作用，可明显提高护理人员的工

43

潘思名

作质量及患者的满意程度。特别地，重症监护病房(ICU)是应用于危重患者抢救与治疗的场所，由于患者
病情相对严重且不稳定，其临床护理工作尤为重要，ICU 护士也成为给予危重病人服务的特殊群体。基
于这种特殊性，研究表明实施层级管理模式不仅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与患者满意度，而且可以有效缓解
ICU 护士因紧张、繁重的工作而带来的身心压力，进一步完善了护理管理工作[4]。此外，层级管理模式
在护理管理中还可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总之，层级管理模式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发挥护理人员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提升护理质量与效率，具
有较大的应用价值。然而，各个机构所采用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如何取得最好的护理效果仍需进一步
探究。在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医院、科室及患者实际情况的不同，层级小组的人员分配与责任划
分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大程度上完成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使各层级人员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形
成一个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工作团队体系。

3. 管理方法
3.1. 安全管理
护理安全管理是指在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实施相应方案使患者顺利度过护理全程，最大程度上
避免法律规章以外的身体或功能损害。加强护理过程中的安全管理，主要体现在严格规范护理行为，认
真执行相应的规章制度。特别对于部分特殊患者群体，安全管理将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研究表明，在
儿科护理管理中，安全管理有利于发现并解决护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效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提
升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5]。另外，研究发现安全管理可有效降低危重患者中的意外发生率及死亡率，
提高患者的抢救技术满意度与护理满意度[6]。由于儿科患者与危重患者的特殊性，其意外发生率相对于
其他患者较高，因此也对护理质量与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施与推广护理安全管理在此类科室中格
外重要，具体内容包括优化护理安全环境、培养护理人员的技能与安全意识等。

3.2. 风险管理
护理风险管理是指对医疗服务过程中潜在风险的认知与识别，以及风险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方法，最
终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保护患者身心健康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手术室作为医院实施抢救的关键科室，
是容易发生风险的高危科室，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是手术室护理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研究表明，
实施风险管理可将手术室风险发生率从 18%降低至 5%以下[7]。护理风险管理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手术室
护理中，在例如妇科手术、骨科手术、微创手术中均能有效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概率，得到患者及其家
属的认可。由此可见，在手术室护理中实施风险管理，可显著增强医疗人员的风险意识，降低治疗过程
中的出错率，提高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此外，护理风险管理在危重患者护理中亦呈现良好
的效果。在呼吸科危重症患者护理中，实施风险管理可改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等指标[8]。另有研究在
儿科 ICU 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将护理风险事件减少至对照组的 50%，明显提升患者满意度并减少医患纠
纷[9]。虽然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可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但并不能彻底避免，优化应急事件的处理方
案对于高危患者的护理管理同样重要。

3.3. 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的护理管理即在护理中以人为核心，最大程度上地激发护理人员的潜力，提升其主动性、积
极性及创造性。主要手段包括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改善医院的人文环境、制定恰当的奖惩制度、
满足护理人员及患者的合理需求等。实施人性化管理可以使护理人员掌握更加完善的工作理念，其护理
操作熟练度、护理文书书写质量、沟通交流能力，应急能力及工作责任心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0]。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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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压力较大的工作，患者与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实施人性化管理不仅有助于
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而且使护理人员对工作环境和内容的满意程度得以提升，进一步提升
了护理质量与效率。总之，人性化管理明显提升护理质量，是改善医患关系最直接有效的管理方法，应
在临床上得到广泛推广。

3.4. 集束化护理管理
集束化护理是一种临床上新推广的护理方法，是指集合一系列存在循证依据的护理措施并将其应用
于临床。目前，集束化护理作为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护理方法，在病情较重且复杂的患者中发挥比较明显
的作用。例如，将集束化护理管理应用于 ICU 脓毒症患者，可降低其死亡率，加速患者的恢复进度，有
助于实现早期脱机[11]。若将其应用于 ICU 患者的压疮管理中，则可显著降低患者压疮率、缓解压疮程
度并缩短压疮时间[12]。黄慧玲[13]等发现采用集束化护理管理可降低预防肺癌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集束化护理管理的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护理管理，但作为一种精细化护理管
理方案，其尚有许多可以优化完善的空间。虽然一组护理措施都被证实可提升护理效果，但将其共同实
施却未必一定发挥理想作用，甚至产生资源浪费及意外发生。因此，某一特定集束化方案包含的护理措
施，需要通过系统的实验对比进行验证。另外，集束化管理的重点在于对实施过程的评估与管理，衡量
并改善其中每一护理措施的完成状况，可能是提高其临床效果的重要手段。

3.5. 护理质量管理
护理质量管理是护理管理的核心内容，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护理质量管理可一定程度上提升护理效
果。研究发现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可明显提升护理效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达 98.6%，有效改善
医患关系[14]。急诊科是危重患者集中的科室，对护理工作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研究发现，在急诊科实
施护理质量管理可起到提升患者满意度、降低急求损失费用、缩短抢救室滞留时间及降低患者死亡率等
作用[15]。质量控制是护理质量管理的关键环节，成立质量控制小组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的效果显著，可
促使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16]。质量控制小组是一种新型护理管理模式，可用于对层级管理模式的
完善与优化，并在临床应用中广泛推广。
此外，其他多种管理方法与理念也不断应用于护理管理中，例如全程健康教育、信息化建设、多方
位护理管理等。总之，管理方法的多样化必将是护理管理工作的发展趋势，每种方法的效果与适用范围
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与此同时，各方法亦可联合使用以期获得更显著的效果，并不断总结并优化
其细节。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及医疗机构的发展，传统的护理管理模式与方法已不能有效满足患者和护理人员
的需求。与时俱进地探究与实践是提升护理质量的必经之路，目前，护理管理相关研究已获得西方发达
国家的极大重视，而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与其尚存一定的差距。首先，我国护理管理研究虽然数量众多，
但研究深度普遍欠佳，缺乏基于大样本的数据分析及其他一些说服力较强的研究手段。其次，各研究整
体上略显零散，相互间的参考与借鉴极少，研究结论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与推广。另一方面，我国相
关的研究也在稳步发展，且经小范围验证均能发挥明显的作用，各机构的研究也普遍得到相似的结论，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我国护理管理研究应更加注重在大样本中的验证分析，可结合实验科学、统计学及信息
学等方法进行研究，也可探索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以提升研究质量。此外，各医疗机构应加强关于护
理管理工作与研究的交流与探讨，在相互借鉴与学习中制定出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策略，使研究结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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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实用价值与社会效益。总之，护理管理工作是现代医学关键的组成部分，加强相关研究是提升工作
质量的重要环节。我国的护理管理相关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更深入地研究将进一步有助于护理管理
工作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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