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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患者交接标准作业程序应用效果分析
林翠 1，王业丹 2，林赛短 3

(临高县人民医院护理部 1、普外科 2、手术室 3，海南 临高 571800)

【摘要】 目的 探讨手术患者交接标准作业程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

临高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住院治疗的200例择期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2017年1月前实施传统交接方法的100例

患者纳入对照组，此后实施标准作业程序的 100例患者纳入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交接时间、交接过程中

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调查患者术后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6.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手术交接时间为(16.4±6.5) min，明显短于对照组的(22.5±8.9) min，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术后满意度为 94.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手术患者交接标准作业程序的应用明显缩短了交接时间，减少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了患

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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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patients under-

going operation. Methods During October 2016 to March 2017, 200 patients scheduled for surgery i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Lingao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which 100 cases before

January 2017 receiving traditional handover procedure were inclu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100 cases after the im-

plementation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were inclu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operation handover time,

adverse events rate in handover process, and postoperati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adverse events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0% ,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7.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peration handover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16.4±6.5) min,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22.5±

8.9) mi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rate was 94.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86.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can shorten the handover time, reduce the adverse events rate,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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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各种手术和抢救患者的主要场所，也是

医院的重点管理科室。由于手术患者尤其是择期手

术患者术前常常需要进行一系列准备，术后需要镇痛

等，病房与手术室之间需要进行交接[1]。传统的手术

交接以口头交接为主，且核查表内容较简单，未能有

效指引护士进行准确交接，容易出现表达不清、沟通

理解错误等问题，不仅增加了护理风险、降低了护理

质量，且极易影响患者的安全、影响医患关系[2]。本院

自 2017年 1月开始将标准作业程序应用于手术患者

的交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

期间在临高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住院治疗的200例择期

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胃肠道及肝胆手术患者。

将2017年1月开始施行标准作业程序交接前的100例

患者纳入对照组，施行标准作业程序交接后的 100例

患者纳入观察组，其中观察组中男性 64 例，女性 36

例；年龄22~74岁，平均(41.2±10.1)岁。对照组中男性

62 例，女性 38 例；年龄 20~76 岁，平均(42.7±11.3)岁。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临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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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手术患者采用常规交接；观察

组手术患者的交接应用标准作业程序。方法：①设计

手术患者交接记录单：首先由护理部、医务科、麻醉

科、外科医生共同参与设计制定我院的《手术患者

交接记录单》；②术前交接：手术患者术前完善准

备，病房责任护士按照《手术患者交接记录单》逐项

进行评估，同时核对患者的病历、术前检查、手术用

药、需要带入手术室的物品等内容，核对无误后签

字确认；将上述物品装入专用袋并交给手术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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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将患者一起送至手术室；如果患者病情危重，则

由医生、护士陪同送至手术室。手术室护士接收患

者时先根据《手术患者交接记录单》对患者进行评

估，核对无误后确认签字；③术后交接：手术完成后

由巡回护士和麻醉师对患者进行评估，按照《手术

患者交接记录单》检查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并签字

确认，转运至复苏室和病房的患者由麻醉医生和运

送员一起护送；需要转运至重症监护室的则需要手

术医生、麻醉医生和运送员一起护送。病房护士则

按照标准要求了解患者的手术情况、术后带回物

品、术中输血状况、切口情况、管道情况，逐项评估并

签字确认[3]。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交接时

间、交接过程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调查患者术后满

意度。其中不良事件主要包括手术部位未标识、术中

带药遗漏、术前用药未执行、交接单漏签名、术后遗漏

物品等；满意度则在患者出院时采用自行设计的《护

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调查，该调查表总分

100 分，80分以上则判断为患者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

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交接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率

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为6.0%，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 1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5.945，P<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手术交接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100

100

手术部位未标识

2

6

术中带药遗漏

1

3

术前用药未执行

0

2

交接单漏签名

2

3

术后遗漏物品

1

3

总不良事件发生率(%)

6.0

17.0

2.2 两组患者交接时间及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

患者手术交接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94.0%，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8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手术是外科疾病治疗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手术

室也是医院高危重点管理科室。手术患者由于本身

疾病的影响、手术创伤及麻醉的刺激可引起一系列的

应激反应，造成患者生理功能紊乱和焦虑、抑郁、恐惧

等不良情绪，对手术效果、手术安全均造成直接影响，

因而围手术期的护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手术患

者交接涉及到病房、麻醉科、手术室等多个部门科室，

交接安全顺利是手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手术

患者围手术期护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5]。研究表明，

手术患者交接过程中的不足是导致手术不良事件的

第二位原因，仅次于技术缺陷[6]。实际临床工作中，我

院每天需要交接的手术患者众多且周转较快，同时手

术交接所需要的环节较多。既往交接人员之间常常

采用口头交接，缺乏固定的标准流程，因而交接过程

中也经常发现患者存在手术部位未标识、术中带药遗

漏、术前用药未执行、交接单漏签名、术后遗漏物品

等，延误了手术交接时间，影响了手术安全及患者的

满意度。

标准作业程序指对某一事件的标准步骤通过书

面的方式确定下来，对步骤中的关键控制点予以量化

和细化的一项工作程序[7]。我院自2017年1月开始将

标准作业程序应用于手术患者的交接，首先确立《手

术患者交接记录单》，将交接步骤、关键点予以书面

化，使护士可以简单的掌握患者的临床资料，且大部

分内容以选择为主，减少了文字书写，并且省去了护

士的思考时间[8]；因此，《手术患者交接记录单》的存在

可以让各个环节的护士能够有效落实评估交接项目，

确保手术患者的交接可以准确、有效的进行，即在交

接时可以全面评估患者手术情况、麻醉、所带药物、生

命体征、皮肤、切口、管道等情况，对存在的异常情况

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利于患者的预后和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此外，《手术患者交接记录单》每个环节负责移

交的护士均需要签名确认，并且要作为正式医疗文书

纳入患者的病历，交病案室归档管理，同时纳入护理

医疗文书质量检查内容，督促负责交接的护士特别是

低年资护士细心、耐心的进行交接，提高业务能力[9]。

本研究结果表明，将标准作业程序应用于手术患者的

交接后，手术交接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率由 17.0%降

低至 6.0%，手术交接时间从 (22.5±8.9) min 缩短到

(16.4±6.5) min，并且患者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手术患者交接标准作业程序的应用明

显缩短了交接时间，减少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

了患者的满意度，值得临床应用。

表2 两组患者交接时间及满意度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100

100

手术交接时间(x-±s，min)

16.4±6.5

22.5±8.9

5.535

<0.05

满意度[例(%)]

94 (94.0)

86 (86.0)

3.95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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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健康信念模式的应用研究
张素容，黄秀霞，方燕娜

(普宁华侨医院护理部，广东 普宁 515300)

【摘要】 目的 探讨冠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健康信念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5年6月至2017

年6月期间普宁华侨医院收治的100例住院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

例，对照组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干预时间为两周。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冠

心病相关知识评价调查表 (PKS-CHD)及生活质量 (SF-36 量表)评分的变化。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PKS-CHD各项评分(概念、危险因素、诱发因素、临床表现、检查、治疗、药物、康复)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SF-36 量表生理健康总评分(PCS)和心理健康总评分(MCS)分别为(63.78±

5.34)分、(62.64±4.8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9.14±4.96)分、(58.91±3.6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

心病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可以有效增加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有助于正确的行为生活方式的

采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 冠心病；健康教育；健康信念；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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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in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ZHANG Su-rong,
HUANG Xiu-xia, FANG Yan-na. Department of Nursing, Puning Overseas Chinese Hospital, Puning 5153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hospitalized pa-

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7, 100 inpatient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Puning Overseas Chinese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

ceived health education with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Th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2 weeks in both groups. The

chang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lated knowledg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PKS-CHD) and quality of life (SF-36)

scor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KS-CHD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cept, risk factors, predisposing factor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examination, treatment, medication, rehabili-

tation) and total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hysical component score

(PCS) and Mental component score (MCS) of SF-36 in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were (63.78±5.34), (62.64±4.8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9.14 ± 4.96), (58.91 ± 3.6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belief model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disease, and help to adopt the correct behavior life styl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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