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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床边护理车的规范化质量管理实践效果。方法

规范床边护理车的物品摆放，制定统一的

示意图悬挂于护理车上，专人管理，定期抽查。记录规范化质量管理活动实施后床边护理车的管理和物品摆
放规范性、护士对床边护理车内物品摆放的熟悉情况程度、床边护理车规范前后完成治疗耗时。结果

床边

护理车规范管理后，护理车的管理和车内物品摆放，总分由之前的（73. 40±6. 10）分提高至（90. 50±8. 60）分，护

士对车内无菌物品的熟悉程度由原来的 80. 35 分提高至 100 分，对车内清洁物品的熟悉程度由原来的 75. 56
分提高至 98. 67 分，取出物品的时间由原来的（6. 51±1. 29）s 缩短为（4. 15±1. 31）s，更换输液的时间由原来的

（18. 76±3. 81）s 减少至（13. 43±2. 81）s。结论

床边护理车规范管理后，不仅满足了消毒隔离的要求，有助于

患者得到实时、有效的护理，而且减轻了护士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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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tandardized quality management of bedside nursing
cart. Methods To standardize the placement of bedside nursing cart and formulate a unified sche⁃
matic diagram which was hanged on the nursing cart. Specialized personnel was arranged to super⁃
vise the maintenance of nursing cart. Results After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bedside nurs⁃
ing cart，the total score of nursing cart management and medical items placement increased from
（73. 61±6. 10）to（90. 50±8. 60）s. The examination scores of nurse’familiarity with aseptic items
and cleaning products were increased by 19. 65 points （80. 35 to 100. 00） and 23. 11 points
（75. 56 to 98. 67）respectively. The time of taking out items from bedside nursing cart was re⁃
duced from（6. 51±1. 29）minutes to（4. 15±1. 31）minutes，and the time of fluid replacement
was shortened from（18. 76±3. 81）minutes to（13. 43±2. 81）minutes. Conclusion The stan⁃
dardized management of bedside nursing cart can not on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but also make patients get real-time and effective nursing，and reduce the labor in⁃
tensity of nurses.
KEY WORDS：bedside nursing cart；standardized management；Disinfection；isolation；items
placement
2010 年全国医院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
［1］

工程”活动 ，床边护理车成了护士进行日常护理

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最早使用床边护理车的初
衷是为了将护士站前移，使得护士能有更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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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用于患者的护理工作中。床边护理车作为联系

责车子的维护和保养；护士长和治疗护士制定床

治疗室、护士站、病房之间的枢纽，改变了传统的

边护理车质量督查标准，并且承担随机检查任务。

以护士站为中心的模式［2］，既减轻护士劳动强度，

护理部成立质控小组，质控组长为护理部主任，副

又提 高护士工作效率。但目前在临床上仍存在

组长为消毒隔离组组长，组员为消毒隔离组成员

室之间；②床边护理车物品摆放杂乱，容易导致输

1. 2. 2

以下现象：①护士仍然频繁地奔跑于病房与治疗
液错误的发生；③消毒隔离执行不到位，存在感控

问题。因此，床边护理车的规范化管理是提高护
士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研

究基于 6 S 管理理念 ，开展了规范化质量管理活
［3］

动，旨在提升床边护理车规范质量管理水平，现报

4 名，定期检查。

床边护理车的护理方案

1. 2. 2. 1 统一

标 识 管 理 ：所 有 标 识 统 一 制 作 ，银 色 亚 克 力

（Acrylic）材质，标识上字体为大黑体，15. 20mmx
18. 21mm 大小，制作后统一粘贴于床边护理车的
左上角。

1. 2. 2. 2 依照结构图，按需摆放物品：架子：

告如下。

放置清洁物品，如级别护理牌、饮食标识、输液篮

1

筐等，分类清晰，有标识。护理车顶面：放置配置

1. 1

资料与方法

好的大输液，无菌治疗巾覆盖；抽屉第一层：无菌
物品（留置针、贴膜、输液贴、输液器、采血针、头皮

一般资料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

针、棉签等），有标识、基数；抽屉第二层：无菌物品

共有 96 张床位，主要收治患者为冠心病、心率失

（注射器、预充、无菌纱布等），有标识、基数；抽屉

月，危重症患者 130 例/月，护理人员 36 名，其中本

层：清洁物品（如宣教单、血压计、听诊器等）；抽屉

常、心力衰竭、主动脉夹层等，住院患者约 350 例/
科学历 4 名，专科学历 32 名。
1. 2

1. 2. 1

第五层：清洁物品（看护垫、病员服等）。护理车左
侧：手消液、使用后的输液袋（黑色垃圾袋）；护理

方法

科室成立床边护理车质控小组

第三层：清洁物品（根据科室情况设置）；抽屉第四

护士长

为组长，1 名治疗护士和 3 名总责护士为组员。治

疗护士负责护理车物品摆放图纸的设计，配备荧

光笔 1 支、手电筒 1 个，每天跟踪检查；责任护士负

车右侧：锐器桶、黄色垃圾桶（放置输液器、针筒、
棉签等）、黑色垃圾桶（用于摆放外包装等生活垃
圾），桶上标识清楚（见图 1）。

1. 2. 2. 3 定岗定责，责任到位：责任护士每天

图 1 床边护理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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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结构图，按需摆放物品，要求进行分层、分物
品摆放，治疗每天白天使用前检查东西是否齐全，
位置是否摆放准确，白班下班前半小时擦拭、清洗
床边护理车，检查滑轮性能，补充车内备用物品。

1. 2. 2. 4 强化管理：分层标识管理床边护理

车内物品使护理车管理更规范，制定护理车用品、
物品清单：治疗班护士根据床边护理车标识区域
结构绘制各物品放置示意图，统一悬挂在护理车
上，便于责任护士清点和摆放，护理车内物品全院
统一摆放顺序、基数，粘贴统一标识，标识清楚数
量一致，易于取放，避免出现轮转护士新入科室后
不知晓物品摆放位置的现象。科室组织学习和落
实整改。床边护理车实行专人管理，每日清点、补
充护理车内物品，按要求摆放，每日下班前责任组
长检查物品是否相符，护理车有无荧光残留等。
护士长和质控组员每周检查，以督促护士按新标
准执行，确保床边护理车里物品摆放符合消毒隔
离要求；护理部每月不定期抽查。
1. 3

1. 3. 1

效果评价
床边护理车的管理和物品摆放规范性

参考相关文件对护理用品消毒隔离要求设计了自
己的床边护理车评价标准，分别从护理车管理和
物品摆放两大方面进行评价，其中管理为满分为

40 分，共七个项目，第一到四项、第六项满分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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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表示，采用 x2 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结果
床边护理车的管理和物品摆放规范性
实施规范化质量管理后，床边护理车的管理

评 分 由 原 来 的（28. 10±6. 10）分 提 高 为（35. 10±

8. 90）分，物品摆放评分由原来的（45. 30±6. 10）
分 提 高 为（55. 40±8. 30）分 ，总 得 分 由 由 原 来 的

（73. 40±6. 10）分提高为（90. 50±8. 60）分。
2. 2

护士对床边护理车的熟悉程度

实施规范化质量管理后，护士对车内无菌物

品的熟悉程度由原来的 80. 35 分提高至 100 分，对

车内清洁物品的熟悉程度由原来的 75. 56 分提高

至 98. 67 分，每日护士清点护理车内物品的时间
也较前缩短。
2. 3

床边护理车完成治疗耗时
实施规范化质量管理后，护士完成治疗的时

间也明显缩短，取出物品的时间由原来的（6. 51±
1. 29）s 缩短为（4. 15±1. 31）s，更换输液的时间由
原来的（18. 76±3. 81）s 减少至（13. 43±2. 81）s。

3

讨论
规范化的质量管理有助于提高消毒隔离规

分，第五项和第七项各 5 分；物品摆放满分为 60

范。传统床边护理车管理方法中有以下不足：①

分为合格分，由消毒隔离小组成员负责，连续 3 个

出来的，外观上看欠整洁，而且有些字迹比较模

分，共十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均为 6 分，总分 90
月不定期对科室床边护理车进行抽查 24 次，根据
每次检查分值折算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
1. 3. 2

标签不是很清晰，有些是随意手写的，有些是打印
糊，甚至有的抽屉上没有标识标签。②虽然要求
当班护士下班前要进行车子检查，比如护理车是

护士对床边护理车内物品摆放的熟悉情

否清洁，有无污渍，滑轮是否上油，能否推进自如

床边护理车实行规范管理前后，针对科

等，但是实际使用中仍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室床边护理车内物品的摆放、每日清点，护士长分

如护理车有荧光残留，不符合消毒隔离规范要求。

况程度

别抽查科室新护士、轮转护士、定科护士共 20 名

可是相对应需要完成的一些护理车管理措施并没

进行考核，内容包括无菌物品、清洁物品的熟悉程

有相对应的考核标准，所以无从考究。③护理车

度，每日清点床边护理车点物品的时间等。

里面的物品摆放杂乱，并没有明确的摆放区域要

1. 3. 3

床边护理车规范前后完成治疗耗时

分

别对 120 次治疗进行跟进，使用手机里秒表计时

求，清洁物品与无菌物品未分开放置每日清洁执
行不到位，例如护士为了更换输液方便，常规将输

器进行计时，以取治疗物品、更换输液为例，实时

液袋（瓶）放置在车子的最上面，违反了消毒隔离

记录了护士由治疗室到病房完成治疗的时间和护

规范要求。④因为管理没有明确要求，所以护理

士由床边护理车到病房完成治疗的时间，此项调

车里每一件的物品摆放比较随意，基本上都是根

研由科室护士长及责任组长完成。

据治疗班护士自己的习惯来摆放的，不利于物品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ˉ
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的拿取。本次规范化质量管理活动在调研的基础
上，对全院的床边护理车进行规范化管理。绘制
护理车的三维立体图，打印发放至各科室，统一车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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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标识，以及标识的字体及大小，制定车内物品摆

运用 ISBAR 沟通模式［7］在患者床边工作，以“心中

放顺序清单，避免了清洁物品与无菌物品的混乱

有病人”、
“ 我是责任护士”的服务理念为要求，提

放置，使车内物品摆放一目了然。科室每日固定

高工作效率。

责任护士维护和保养，治疗班护士在护理车上进

床边护理车规范改制活动满足了消毒隔离的

行荧光布点，每日下班前使用荧光笔进行检查，护

要求，同时也为护士提供了便捷、高效、灵活的床

士长不定期检查。快速手消的应用使护士能不间

边护理工具，为患者提供了集治疗、护理为一体功

［4-5］

断执行多个基础护理操作

，在做到节省操作时

间的同时，也满足了消毒隔离的要求。

能制整体护理，不仅使患者得到实时、有效的护
理，而且减轻了护士的劳动强度，得到患者及家

规范化的质量管理实施前的床边护理车床边

属、医生、护士的好评［8-9］，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护理车的使用率不高，无专人管理，形同虚设，每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次检查仅固定到每星期中的 1 天，未做到精细化、
系统化，取用完用物后不能及时补充。规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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