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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人性化管理运用于护理管理中实际临床效果。方法 以我院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84例患者作为
此次研究对象，随机分配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2例患者，观察组患者运用人性化护理管理，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管理，
对比两组综合护理质量、护士各项素质及护患纠纷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综合护理质量相比对照组明显更高，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士理论知识考核及时间操作考核相比对照组更高，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护理后护患纠纷发生率相比对照组更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人性化管理运用于护理管理中能有
效提高护士综合素质，提升护理质量，使患者获得更佳护理体验，减少护患纠纷，据有较高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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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护理工作以护理质量为中心，优质护理服务具有专
业、科学及高效等优点，能有效提高患者护理体验，提升患
者治疗效果[1]。优质护理也能使医院整体质量提升，保持护
理队伍整体较高素质[2]。本文分析人性化管理运用于护理管
理中实际临床效果，以我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
的 84 例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督管理小组成员，小组长受观察组护士长监督管理。小组长
职责除监督管理小组成员外，还需要进行小组成员技能培
训，以及对难度相对较高患者护理进行指导和管理。患者疾
病护理具有较高难度及典型性时，带领整组成员进行处理，
通过实际操作提高小组成员护理水平。小组中高级护士主要
职责为记录患者从入院至出院时间段内各阶段情况，掌握患
者病情变化，以及针对护理中出现的不足进行针对性护理措
施调整，保证基础护理、心理护理及疾病宣传有效实施，监
督并指导下级护士护理工作情况。中级护士主要负责自身对
应患者护理工作，护士助理主要职责为协助中级护士进行相
关护理工作，以保证患者护理工作有效进行。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84 例患者作
为此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患
者，观察组使用人性化护理管理，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管理。
其中，观察组护士有 3 名男性，39 名女性，年龄为 18 至 37
岁，平均年龄为（28.3±5.5）岁，37 名学历为中大专，5
名学历为本科；对照组护士有 4 名男性，38 名女性，年龄
为 20 至 36 岁，平均年龄为（28.6±5.4）岁，其中 38 名学
历为中大专，4 名学历为本科。两组护士一般资料相比，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很强对比性。

1.2.3 护理理论指导
由护士长组织定期进行组员护理知识培训。首先由各护
士向其护理患者家属进行相关护理工作报告及疾病相关知
识讲解，提醒患者家属注意疾病发病机制和疾病注意事项。
护士长定期进行各组护士护理质量评价以及随机考核。护士
长应严格执行培训及考核制度，具体培训方法可采取多种模
式综合运用用，如分享优秀护理人员护理经验，护理小组讨
论及集体培训等，护士考核结果应按实记录于护士档案。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并定期考核护士护
理技能、护理操作性和护理专业性，记录患者经过护理后护
理质量评价反馈，由此为依据进行相关奖惩处理。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士护理质量，主要指标为：基础护理、护理
态度、护理技能、病房管理。对比两组护士综合专业素质，
满分为 100 分，依据护士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进行评价。对
比两组患者护理后护患纠纷发生率。

1.2.1 护理人员培训
观察组患者运用人性化护理管理方式。首先此次观察组
护士进行相关培训，其中包含病房看护护理、专业基础护理、
临床时间操作护理等多个方面，并确保此次观察组护士培训
后以上方面均能达到要求。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进行相关数据处理，计量资料表示为（x
±s），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使用（X2）
检验，（P<0.05)代表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2.2 护理人员分层
分析观察组护士综合能力，主要指标为：资历、能力、
学历及其他各项护理素质。依据护士综合能力划分层次，能
力由高到低划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助理等。随后按护士
等级进行病房分配，每个病房分配护理人员组成独立护理小
组。分配时以护士管理能力、专业掌握程度、沟通技巧为指
标，确定护士在小组中的位置，小组长通常为高级护士，监

2、结果
2.1 两组综合护理质量对比
观察组护士综合护理质量相比对照组更高，数据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观察组和对照组综合护理质量对比（n/%）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护理态度

13

护理技能

病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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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42

32（76.19）

31（73.81）

30（71.43）

32（76.19）

观察组

42

39（92.85）

40（95.24）

41（97.62）

41（97.62）

X 值

4.4596

7.3716

11.0119

8.4732

P值

0.0347

0.0066

0.0009

0.0036

2

观察组护士理论知识及操作实践评分相比对照组更高，
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见表 2。

2.2 两组护士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对比

表 2：两组护士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考核情况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考核

实践操作考核

观察组

42

92.3±6.3

93.4±6.3

对照组

42

76.5±9.1

75.8±8.3

t值

9.3610

11.0757

P值

0.0000

0.0000

观察组患者护患纠纷发生率相比对照组更低，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见表 3。

2.3 两组护患纠纷发生率

表 3：两组呼唤纠纷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护患纠纷发生率

观察组

42

0（0）

对照组

42

3（7.14）

X2 值

4.2000

P值

0.0404
综上所述：人性化管理运用于护理管理中能有效提高护
士综合素质，提升护理质量，使患者获得更佳护理体验，减
少护患纠纷，据有较高临床推广意义。

3、讨论
人性化管理模式核心护理理论为以人为本思想，其主要
实现方式为护理人员愿意提升自己基础上，进行相关护理内
容优化[3] 。能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积极性及自身护理专业素
质，促进护理技术及经验传授效果，增加护理人员临床护理
知识[4]。从而提升医院整体护理水平，使患者获得更好护理
体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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