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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之窗·

从护理工作量探讨急诊室
护理人力的配备

张红霞 　赖锦玉 　陈素文 　胡利君 　郑碧霞 　张碧影 　张明耀

　　【摘要】　目的 　了解护理工作特点和时间分配状况 , 为急诊护理人力配备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 　采用连续观察法收集资料 ,调查在岗急诊室护理人员 24 h 护理总时数。结果 　一天中不同时

段之间护理工作量有差距 ;调查日现有护理人力 ,实际工作所需护理人力稍过剩。结论 　急诊与

一般病房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天内不同时段护理工作量分布不同 ,建议应根据急诊的护理特点 , 合

理配备急诊护士。

　　【关键词】　护理工作量 ; 　急诊室 ; 　护理人力 ; 　配备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资源中的第一首要组成部

分 ,护理人力资源是卫生人力系统的重要组成元素 ,

提高护士整体素质、合理利用、配备护理人力资源对

提高整个卫生人力系统的利用效率起着重要作

用[1 ] 。而急诊护理是一门用最少数据、最短时间和

最佳技能来挽救患者生命 , 减轻患者痛苦的艺

术[2 ] 。急诊室护理工作特点随机性及时间性强 ,病

种复杂 ,近年来 ,各医院急诊科面临着以有限护理人

力承担着患者不断增多的工作负荷[3 ] 。本研究通

过对急诊护理人员护理总时数的观察、分析 ,为急诊

护理人力配备提供客观的依据 ,现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 对象。调查日在急诊室上班的全体护理

人员。

2.调查方法及内容。(1) 取样方法 。采用描述

性研究设计 ,以连续观察法、表格记录的方式 ,在调

查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采用简单随机取样的方

式 ,由经统一培训后的 12 名调查人员 ,追踪调查在

岗急诊室护理人员 24 h 的护理总时数。(2) 研究工

具。本研究工具分别是随身携带的马表计时器 ,时

间的测量以秒为单位 ;护理活动定义说明表 ;护理活

动工时观察记录表。本研究工具经过专家效度测

定 ,并通过观察员一致性信度测试。

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1. 5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结 　　果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及背景。通过对急诊科护

士文化程度、职称、年龄结构的调查 ,了解被调查急

诊室 21 名护士的基本素质。护士教育程度以中专

者为最多占 66. 6 % ,其次为大专占 28. 6 % ,大学本

科占 4. 8 % ; 职称的构成 : 护士占 66. 6 % , 护师

19. 1 % ,主管护师 14. 3 % ;护士队伍较年轻 ,30 岁以

下的护士占 76. 2 %。

2. 护士护理活动的分布。(1) 不同时段不同护

理活动时间分布 (表 1) 。表 1 可见 ,除 8 : 00 ～

12 :00、12 :00～14 :30 及 22 :00～1 :00 等待患者时

表 1 　不同时段不同护理活动时间分布 h ( %)

时间
项　　目

直接护理 间接护理 相关护理 私人时间 等待时间 合计

08 :00～12 :00 3. 17 (15. 9) 1. 90 (9. 5) 5. 81 (29. 0) 2. 74 (13. 7) 6. 38 (31. 9) 20. 00

～14 :30 1. 38 (18. 4) 0. 52 (6. 9) 0. 42 (5. 6) 0. 92 (12. 3) 4. 26 (56. 8) 7. 50

～17 :30 5. 91 (39. 4) 2. 29 (15. 3) 3. 04 (20. 3) 1. 03 (6. 8) 2. 73 (18. 2) 15. 00

～22 :00 4. 89 (36. 3) 2. 70 (20. 0) 2. 43 (18. 0) 2. 26 (16. 7) 1. 22 (9. 0) 13. 50

～1 :00 1. 16 (12. 9) 0. 22 (2. 5) 0. 20 (2. 2) 0. 51 (5. 5) 6. 93 (76. 9) 9. 00

～8 :00 5. 73 (41. 0) 1. 05 (7. 5) 0. 73 (5. 2) 0. 83 (5. 9) 5. 66 (40. 4) 1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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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所占的比例最大外 ,其余时段均是直接护理为最

主要的活动 ,其中又以1 :00～8 :00、14 :30～17 :30、

17 :30～22 :00 所占的比例最大 ;相关护理在 8 :00～

12 :00 时段为次重要活动 ;私人时间在各个时段所

占的比例不大。(2) 护士 24 h 4 项护理活动时间的

分布 (图 1) 。

图 1 　护士 1 d 内 4 项护理活动之间的关系 (等待患者时间除外)

　　3. 护理人力计算。(1) 计算方式。本研究中的

护理人力配置 ,是根据调查结果的护理时数来计算

护理人力的。结合朱冰船等提出的护理人力计算公

式[4 ] :

需要护士人数 = [某段时间护理总工时/ (天数

×护士每天工作时数) ]。并配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及研究情境 ,某段时间需要护士人数的计算公式 :

理论 (观察) 人力 = 护理总时数/ 每个时段小

时数

宽放调整人力数 = (护理总时数 + 护理总时数

×16 %) / 每个时段的小时数

宽放允许范围[5 ,6 ]有 3 个数 : 12 % ,16 % ,20 %。

有些学者认为 12 %太低 ,20 %太高 ,为避免 2 个高、

低极端 ,也结合本研究一天的调查结果 ,护士个人时

间占 16 % ,我们取 16 %作为宽放调整的系数。调整

理由是工作人员不可能长期从事某项工作而不停

息 ,要考虑其喝水、吃饭、上洗手间等时间。表 2 可

见 ,护理人力计算的结果 ,只作当前护理人力的计

算 ,分别有实际观察人力和宽放调整后人力。(2)实

际工作中所需与目前配备的护理人员人数的比较。

表 2 可见 ,每个时段的现有人力均比实际测算人力

及宽放调整人力稍多 ,一天当中 22 :00～1 :00 人力

最多 , 12 : 00～14 : 30 次之 , 8 : 00～12 : 00 居第三。

14 :30～17 :30 、17 :30～22 :00 和 1 :00～8 :00 人力

安排合理。

表 2 　不同时段护理时数与护理人力计算结果

时间
类别

护理总时数 (h) 实际观察人力 (人) 宽放调整人力 (人) 现有人力 (人)

8 :00～12 :00 10. 88 10. 88 ÷4 = 2. 72 [ 10. 88 + (10. 88 ×16 %) ] ÷4 = 3. 16 5

～14 :30 2. 34 2. 34 ÷2. 5 = 0. 94 [ 2. 34 + (2. 34 ×16 %) ] ÷2. 5 = 1. 09 3

～17 :30 11. 25 11. 25 ÷3 = 3. 75 [ 11. 25 + (11. 25 ×16 %) ] ÷3 = 4. 35 5

～22 :00 10. 02 10. 02 ÷4. 5 = 2. 23 [ 10. 02 + (10. 02 ×16 %) ] ÷4. 5 = 2. 58 3

～1 :00 1. 57 1. 57 ÷3 = 0. 52 [ 1. 57 + (1. 57 ×16 %) ] ÷3 = 0. 61 3

～8 :00 7. 52 7. 52 ÷7 = 1. 07 [ 7. 52 + (7. 52 ×16 %) ] ÷7 = 1. 25 2

讨 　　论

护理人力配置是否合理 ,将直接影响护理服务

的数量和质量。一般护理人员日常工作可分为直接

护理、间接护理、相关护理及个人活动等 4 项护理活

动 ,急诊与病房有所区别 ,即不是 24 h 均有患者就

诊 ,在没有患者的时候护理的岗位上也必须有护士

在 ,作为对急诊的人力配备需要考虑到这个客观的

问题。

1. 护理人员搭配合理化。护理人员结构配置是

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护理工作的效率和护理质量。

从调查结果看 ,急诊的整个队伍比较年轻 ,学历以中

专为主体 ,护士职称占 66. 6 %。鉴于目前的情况 ,

应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应该鼓励和支持护士通过在

职学习提高文化程度 ,并适当招收部分大专以上学

历的毕业生 ,以满足临床、教学等需要。护士长在排

班时充分考虑每位护理人员的特点 ,因人施用 ,充分

发挥每个护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合理有效地使用

人力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智慧和潜能 ,提高

效率和效能[7 ,8 ] 。就调查的当天 ,在当前的条件下

护理人员的安排 ,应注意年轻和有经验的护士搭配 ,

发挥互补优势。

2. 护理人力的分配不均 。表 2 可见 ,加入宽放

值后各时间段护理人力 ,调查当天 8 : 00～12 : 00、

12 :00～14 :30、22 :00～1 :00 这些时间段人力过剩。

可根据情况调整护理人力 ,将一些相关护理活动或

管理工作安排在这些时段 ,以平均一天的护理工作

量 ,或在工作的高峰时间调派更多护理人力 ,利于提

高护理人力利用率并保证护理质量 ,减少闲置人力

的现象发生。本研究护理人力的计算 ,未包括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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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时间在内 ,但在没有患者的时段也需要护士

在岗 ,需要耗费护理人力 ,这是客观存在的 ,本研究

结果除了提供客观事实外 ,也可为管理者安排护理

人力提供参考 ,笔者建议配备急诊室护理人力应考

虑等待的患者时间在内。

3. 根据各时段护理时数之分布安排人力。表 3

可见 ,8 :00～12 :00、12 :00～14 :30、22 :00～1 :00 这

些时间段人力略有过剩 , 在这些时间段充分利用人

力 ,可利用空闲的时间组织培训学习 ,查阅文献 ,进

行仪器保养等。14 :30～17 :30、17 :30～22 :00、1 :00

～8 :00 ,护士人力的安排是较合理的。本急诊室夜

班安排有机动班 ,以便应付突发事件随时调动的人

力 ,但在人力剩余的情况下没有考虑如何进行调配

人力 ,避免浪费 ,建议在白天设有机动班 ,工作量大

时上班 ,反之休息 , 实行值班护士随叫随到 ,使护理

工作快捷 , 高效[8 ,9 ] 。

护理人员各项护理活动分布的结果 (图 1) ,直

接护理为主要的护理活动占 42. 9 % ,相关护理为次

要活动占 23. 4 %。调查的这一天是星期五 ,护士长

这个时候有一个行政会议 ,而这一天是该急诊室补

充物品、仪器检查保养的安排日 ,相关护理的护理时

数比间接护理高。间接护理在 4 项护理活动中占

17. 7 % ,也与本研究调查医院的人力结构有关 ,如铺

床、清洁等可替代护理活动一般由护工代替 ,而急诊

室与病房相比较 ,护理计划、记录等也相对少。个人

活动时间 ,本研究预测试的结果占 16 % ,本结果与

缪王旬等研究结果的 15 %相比[3 ] ,较为接近。本研究

结合国内外文献 ,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 ,并认为在护

理人力配备时应将个人活动时间考虑在内。

小 　　结

本研究采用是非参与性观察的方式 ,对护理人

员进行一对一追踪调查的结果分析 ,结果显示 ,在急

诊室以观察护理的工作量来预测护理人力是可行

的。本研究采取的调查方法 ,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

时间等 ,但资料较完整 ,能够了解护理工作量的分布

情况 ,为较准确地评估和预测护理人力提供可靠依

据。本研究结果显示 ,调查当天的护理人力并不缺

乏 ,但急诊与一般病房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天不同时

段护理的工作量分布不同。要作长期的急诊护理人

力的预测 ,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志谢　本文承蒙张振路主任、王少玲、吴清平、谢小华、程小燕、阳世

伟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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