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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人性化管理对精神科封闭管理病房患者依从性及满意度的影响

樊淑洁 、 刘小娟 、 宋小爱 、 王会瑜

【摘要】目的　研究实施人性化管理对精神科封闭管理病房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2

年 7 月 ~2013 年 7 月实施人性化管理后收住我院精神科封闭病区的患者 180 例作为实验组，对患者

治疗依从性及管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并与实施人性化管理前收住的 174 例患者的上述指标评分进

行比较。结果　实验组的治疗依从性及管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在精神科封闭管理病房实施人性化管理，明显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管理满意度。

【关键词】人性化管理；封闭管理；精神科；依从性；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74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2-0350-03

Effect of humanized management on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in psychi-
atric clos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FAN Shujie，LIU Xiaojuan，SONG Xiao’ai，et al. 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in Xi’an City，Xi’an 71001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management on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

ing care of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clos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Method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zed 

management from July 2012 to July 2013，180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clos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of thes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and t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174 patients from the same department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zed management. 

Results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

mentation of humanized management in psychiatric clos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

ment compliance and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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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精神疾病具有特殊性，多数医院精神科采

取封闭管理模式［1-3］。我院于 2012 年 7 月以来，实施

人性化管理模式，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通过

两年的实践，进一步加强了精神科封闭管理病房的

管理，提高了患者及家属的治疗依从性及管理满意

度。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2 年 7 月

~2013 年 7 月实施人性化管理后收入我院精神科封

闭病区的患者 180 例作为实验组，其中，男 126 例，

女 54 例；年龄 21～66 岁，平均（36.3±5.6）岁；123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34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23 例

其它精神疾病患者。对照组为实施人性化管理前收

住的 174 例患者，其中，男性 118 例，女 56 例；年

龄 19~72 岁，平均（39.1±6.2）岁；117 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38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19 例其它精神疾

病患者。两组患者均意识清晰，接触情况可，言语

交流无明显障碍，能顺利配合的完成所有量表的评

估。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疾病种类的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转变观念　护士长组织选派科室护理骨

干出外参加各种学习、培训，夯实专业知识。病区

护士配置严格按照卫计委床护比要求达到 1：0.4。上

岗前护士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岗前培训，要求掌

握精神科护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各项规章制度、安

全管理、工作流程、应急预案等内容。院领导重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 351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视并亲自动员全体人员参与进行人性化管理，使医

护人员转变理念，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在符合

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满足患者及家属的合理

需求。

1.2.2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科室建立并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及绩效考核方案。根据本科室的特

点细化服务标准、工作流程及各项护理常规等，明

确优质护理服务内涵、护理服务项目及工作标准，

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1.2.3　实施 APN 排班　精神科病区管理多数

采用无陪护的封闭式管理模式，患者进餐、服药及

治疗时间集中，护士工作量相对较大，因此实施

APN 双人排班制，A 班从 08：00~16：00，P 班从 16：

00~24：00，N 班从 00：00~ 次晨 08：00，每班含 1h

就餐时间。并于薄弱时间段又增加了 6：30~14：30
的早班和 14：00~22：00 的晚班各一名护士，保障了

每天早晚工作人员数量及质量，确保落实各项护理

工作的落实，为患者享有安全、优质、高效的护理

服务提供保障。

1.2.4　护理服务不间断　根据护理人员的学历、

职称及工作能力将科室人员分为 2 个责任小组，每

组 8 名护士，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名，共分管六名

护士，负责 30-35 名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

基础护理、康复指导及出院后的随访服务。患者出

院时由责任护士为患者建立个人档案，发放出院指

导卡，卡上注明饮食种类、作息时间、服药的注意

事项及咨询电话、复诊时间等。通过电话回访、家

庭访视、患者复诊及返院定期参加医院举办的健康

大讲堂等方式了解患者出院后情况，并根据患者需

求进行针对性指导训练。

1.2.5　简化文书书写　由于精神科患者的特殊

性，我院改革了护理记录单的书写形式，将文字叙

述形式改为表格式记录，用符号记录患者的各种表

现，现每天由晚班护士完成当天的评估并完成记录。

对护理文件书写进行简化后，护理人员的文件书写

时间明显缩短，有更多的时间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

及健康教育工作，提高了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

1.2.6　重点患者标识的使用　依据精神科患者

病情轻重不同，设计了重点患者标识牌，重点监测

患者使用“红心”标识贴于病员服上衣左上口袋处。

防自杀、防伤人、防毁物、防外逃、防噎食、、防藏

药、防压疮等患者，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进行

标识。责任组长每天记录重点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

从而使当班的护士接班时清楚明了，及时掌握重点

患者目前的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护理。

1.2.7　健康教育的开展　入院初期患者往往缺

乏自知力，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相对有一定难度。但

对于安静合作的患者，护理人员应热情主动的介绍

作息制度、病房环境、探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

主管医生、责任护士、护士长等。对于不合作的患

者，护士应根据患者病情特征，找出合适的接触方

法，巧妙地同患者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动态。

康复期患者病情基本得到控制，自知力部分恢复，

可向患者讲解自身疾病可能的诱因、治疗药物的作

用及副作用、怎样提高疗效，还要向患者讲解自己

所患的疾病知识，如何进行康复功能训练等。出院

前患者病情基本稳定，护士应向患者讲解如何避免

疾病复发、如何调控情绪、如何适应社会等，为融

入社会，做个“社会人”做准备。

1.3　疗效评价

根据两组患者的自知力、合作程度，采用问卷

调查、个别交谈形式，评价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及

对服务的满意程度。依从性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睡眠情况、服药情况、情绪稳定程度、生活规律、

定期复诊、参加社会活动等，进行量化评价。满分

百分，得分在 90 分及以上为优秀，得分在 80~89 分

为良好，得分在 79 分以下为一般。服务满意度调查，

得分在 90 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得分在 80~89 为满

意，得分在 79 分以下为较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平

均值 ± 标准差（x±s）描述计量资料，经 t 检验；以

率或百分比（n，％）描述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两

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n 优秀 良好 一般

实验组 180 177 2 1

对照组 174 94 61 19

注：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χ2＝19.884，P<0.05。

2.2　两组患者的服务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的服务满意度明显强于对照组，两组相

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352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表2　两组患者的服务满意度比较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较满意

实验组 180 174 4 2

对照组 174 92 64 18

注：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χ2＝17.572，P<0.05。

3　讨论

现代护理对护理人员的要求是倡导以疾病为中

心转向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提供人性化护理，以

达到对患者疾病预后改善最大化及患者护理满意度

最大化为目的［4］。人性化服务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的

服务观念和服务模式，我国有很多医院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与实践，显示出医院人性化服务的无限生机

和活力［5］。实施人性化管理，使小组负责制落实到

责任人，负责相应患者，APN 排班制度的实施更

加合理的分配人力，规范的服务流程，将人性化管

理贯穿患者的整个住院阶段，有效提高了服务质

量［6，7］。延续护理可保持治疗的有效性，精神疾病起

病后 5 年，若未能坚持治疗，复发的概率是坚持治

疗患者的 5 倍以上［8］。延续护理将医疗护理服务延

伸到出院后患者的继续治疗中，但并不是简单地将

护理内容延续至患者出院后，而是指导患者和家属

在出院后提高自我护理的一种方式，延续护理也是

人性化护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9，10］。加强对

出院患者的随访，根据档案记录，进行健康教育及

用药指导，从而起到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改善

疾病的远期预后及减少疾病的复发率。

 由此看出，在精神科封闭管理病房实施人性化

管理，明显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对护理的服

务满意度，值得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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