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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
“补充规定及评定标准”解读（2018）



病历的价值

患者：记录疾病诊治过程，是个人健康档案，涉及民事权利、
个人隐私

医务人员：诊治的重要依据，是团队内或医疗机构间信息传递
的桥梁。职称晋升

教学：个性化病历在临床教学中的直接示教作用，是“活”教
材，具有“实践性”。

科研：通过对大量病历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新经验，总结、
推广、再总结、再推广……

医院管理：了解医疗业务数量和质量，是医院制定计划、决策
的依据，有利于行政部门对医院进行评价和监督

医保结算、医疗纠纷证据、流行病学研究、医疗改革、政府决
策……

安徽省《病历书写规范》



是护士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治疗情况和所采取的护理措施等护理工作的全面记录

护理文书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十条   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

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

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护理文书的重要性



护理文书相关规范、规定

发布年份 名称 发布单位

2010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国家卫生部

2011 关于护理文书书写的补充规定 铜陵市卫生局

2013 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 安徽省卫计委

2015 病历书写规范 安徽省卫计委

2017 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实行） 国家卫计委

2018 《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补充规定 安徽省护理质量控制中心



2018“补充规定”出台



避免电子病历漏打印！归档前务必要检查！

2018《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补充规定



缺病重（病危）患者护理记录 丙级

缺手术物品器械清点记录 丙级

死亡病历中患者死亡时间记录一致（临终抢救
记录、医嘱单、体温单、死亡记录、危重患者
护理记录单、临终心电图、死亡医学证明、死
亡讨论记录等）

有一处
时间不
一致

乙级

医疗病案质量评价标准中涉及护理条款（未定稿）



2018《护理文件书写质量评价标准》

1  体温单（生命体征观察单）  25分 

2  医嘱单  20分

3  输血单  6分 

4  入院评估单  10分

5  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  20分

6  手术护理记录单  10分

7  交接单、评估单、告知书  9分 



体温单01

体温单（25分）

1、项目填写完整、正确 3 项目填写不完整、错误每处扣1分

2、药物皮试阳性或药物过敏史有记录 3 体温单未见过敏记录扣1分

3、患者不在时在相应栏内写“外出”；
拒测者写“拒测”

2
未写外出、拒测每次扣0.5分，1
周内无1次监测记录者扣2分

4、T、P、R、大便无错绘、漏绘 3 不合要求每一处扣1分

5、体温≥37.5℃、大手术、病危者每
日3次准确测试绘制

3 少一次扣1分

6、体温≥38.5℃者，必须有降温体温；
降温后体温不降/上升者，有护理记录

3 少一次扣1分

7、医嘱qd、bid测血压者记录在体温单
上

2 少一次扣0.5分

8、每周测体重、血压1次，“卧床”标
志与实际病情相符

3 少一次扣1分

9、出入液量记录准确，单位完整 3
漏记录或统计不准确一处扣1分，
单位不完整的一处扣1分

体温单：记录内容

除出入院、手术、

转科等信息外，还

包括其他涉及患者

安全和舒适的数据：

T、P、R、Bp、疼痛

评估、引流、排泄、

药物过敏……。



病情观察不到位

非“缺项”



高热未采取降温措施



12:40体温38℃给予药物降温，15:00再次测体温；

15:30分体温39.4℃给予药物降温，19:00测体温

降温后0.5小时未复测体温



1、病情观察不到位

2、高热无降温记录

3、大便次数记录不当（漏

测、失禁符号的理解）

4、临时外出返回后未补测

，或标记“外出”仍有生

命体征监测、疼痛评估等

5、入院时间理解不统一

6、出入量记录不准确

7、疼痛评估不到位（有疼

痛未评估、认识不统一）

常见问题

体温单01

1、按照《规范》、医嘱观察病情。患者不在病

房时要做好交班，返回时补测并记录。

2、体温≥38.5℃者，必须有降温（物理/药物）。

降温后体温不降/上升者，记录于住院患者护理

记录单（体温单不绘制）。

3、14:00前入院，当日要有大便次数；正确理解

失禁（指粪便不收意识控制，不自主的流出肛门

外），腹泻≠失禁。

4、入院时间指的是入科时间，据实记录（急诊

手术的先“手术”后“入院”）。

5、晨7点统计24小时出入量计入前日相应栏内，

不足24小时要注明累计时间，如：1500/14h

要  求



1、急性疼痛：新入院、住院期间有疼痛时、手术结束病人知觉恢复即开

始疼痛评估，原则上与测体温同时。

①外科手术后1天或NRS≥7分：q4h

②外科手术后2天或NRS4-6分：q8h

③外科手术后3天或NRS<4分：bid

④连续3天均为0分暂停评估

⑤使用镇痛泵或长期医嘱给予镇痛药物期间每班至少评估一次，术后当天

或NRS≥7分按①执行

2.癌痛及慢性疼痛：所有住院患者均进行疼痛评估。

①评分≤3分：每日评分1次（15:00）

②评分>3分,每日评分2次（7:00、15:00）,有镇痛措施者建立疼痛评估记

录单（癌痛规范化治疗病房）, 并将评分记录在体温单上

3、临时性药物镇痛后0.5-2小时评估一次。

5、疼痛评估时机（201807）



2018《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补充规定

  1、电子医嘱：PDA扫描者以扫描执行为准；无PDA扫描者以护士执行

医嘱时间为准。

  2、纸质医嘱：同一时间段下达多项长期医嘱，上下医嘱护士签时间、

姓名，中间打“〃”即可。临时用药医嘱中同时下多项/组医嘱，护士

需逐项/逐组签时间、姓名；如果无特殊用药，可写续加、签名，中间

不能打“〃”。（我院继续按既往要求执行，不写“续加）

  3、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开具或执行医嘱时需严格使用本人的账号和

密码，无需手工签字。相关辅助检查医嘱，遵循“谁执行、谁签名、谁

负责”的原则，非护士执行的医嘱具体执行人及时间见相关报告单。

医嘱单02



医嘱单02

医嘱单（20分）

 1、长期医嘱、临时医嘱执行
要规范

10
 1条用药医嘱未执行扣10分，皮试医
嘱无结果扣5分，皮试医嘱1人签名或
代签名扣2分，签署时间有误扣1分

 2、抢救及特殊用药等须在30
分钟内执行，有规范的执行时
间及执行者签名

10  未按时执行扣10分

st-立即：应30分钟内执行，不需立即执行的医嘱不写“st”



1、临时医嘱有效时间24小时之内。 教科书、2013年《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

2、药物过敏试验、输血需两人交叉核对后方可执行，核对人均应在

“执行签名栏”内签名。2013年《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

3、皮试阳性者在体温单、医嘱单、床头卡、注射卡、门诊病历、住院

患者护理记录单等记录，并告知患者及家属。教科书

4、谁执行、谁签字、谁负责。2018“补充规定”如：“利多卡因 5ml 局

麻用（护士签字）”与“利多卡因 5ml 局麻 （医生签字）”……

医嘱单02



1、签名无法辨识

2、临时医嘱未执行：无标识、不合理

（有大小便标本未留）

3、执行未签名或执行超过72h用药医嘱

4、非当日执行的未记录日期

5、铅笔医嘱或留有铅笔痕迹

6、有护理记录无医嘱（E、降温、用药

、试喂奶等）

6、开具时间早于患者入院时间

问题

医嘱单02

1、字迹工整、易辨识。

2、医嘱要及时执行，临时医嘱执行后

要逐条签名，非当日执行要逐条签日

期、时间。超过24小时未执行的临时

医嘱要有标识（未执行原因、签名、

签时）。

3、杜绝铅笔医嘱和非抢救口头医嘱。

4、加强医护沟通，护士是医嘱执行的

最后环节，避免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

要  求



输血单03

 输血要交叉核对，签名完
整，输血时间与医嘱单、护
理记录单相符

6

 漏查对签名或医嘱漏签名扣2分，时间
与记录不相符扣2分，签名潦草1次扣1
分，医嘱1人签名或代签名扣2分，输血
前、中、后未按规范记录者，少1处扣1
分

我院：每个血袋的条形码要贴于血交叉单的背面，每袋血单
独记录开始、结束时间并签名，其中开始时须双人签名。



1、选择最适宜的勾选，无合适的在“其它”栏记录，未涉及的划“/”。

2、急诊直接入手术室者，由手术室护士完成，按手术护理记录单记录。我院：

术后入科时再行评估、拟定计划。

3、无陪护、神志不清者，可先填写基本资料，待能提供时再填写心理、社会

方面的内容。信息须由护士亲自取得。

4、评估发现生理、心理、社会问题及其它阳性体征应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

入院评估单04

入院评估单（10分）

 项目完整、准确；签名及时、规范 2  漏填或错填1处扣1分

 入院评估单于本班内完成 1  未按时完成扣1分

 评估准确，与患者实际情况相符 5  1项不符扣1分

 有问题必须有护理计划 2
 少1个计划扣1分，计划与实际病
情不符扣1分



1、地址、联系人记录不规范。

2、诊断、既往史、过敏史医护不一

致。

3、评估不客观或记录不规范。

4、护理计划缺乏针对性，有问题无

计划，甚至与实际病情不符。

5、未体现专科护理。

6、计划内容与医嘱矛盾（饮食）。

问题

入院评估单04

1、地址：省、市（县）、小区、栋

号，农村应具体到村组。

2、联系人电话（不宜是本人）：姓

名（与患者的关系）、电话号码。

3、评估要现场实地评估，同时要注

意与医生的信息沟通。

4、护理计划要避免套用模板，要根

据患者症状与评估结果拟定护理计划，

计划简练、重点突出、体现专科护理。

要  求



评估描述不规范

无面积描述

压疮:部位、面积、分期、创面情况等

√



有问题无计划

除此之外，有症状无护理计划……



患者“反复咳喘7年余加重1月”来院，诊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肺部占位……”

医护诊断不一致

专科护理未体现



护理计划及措施不全（症状护理）

是
否
要
保
持
环
境
安
静
、
监
测
血
压
？



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05

2018《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补充规定

一级护理下病重者（二级护理原则上不得下病重医嘱），记录

在相应的护理记录单上，2天记录1次，有病情变化随时记录。

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20分）
项目填写完整、时间记
录准确、字迹清楚

2 1处未填写扣1分，填写错误/涂改扣1分

用医学术语，语句简练 3
未用医学术语1处扣1分，语句不简练扣1分，错别
字1处扣1分

护理记录及时、准确、
客观，按PIO程序记录

15
主要症状、体征及护理措施未记录，每项扣2分；
病情变化未及时记录，每次扣5分；未按PIO程序
记录扣2分



建议：病重、一级护理的患者，如监

测项目或治疗护理措施多，选择危重

护理记录单，表格式记录更全面、更

方便。

表单的选择内科护理记录单

外科护理记录单

病危（重）护理记录单

围手术期护理记录单

介入围术期护理记录单

产科护理记录单

新生儿护理记录单

ICU护理记录单

危重患儿护理记录单

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05



1、记录实时性不够，习惯总结性交

班

2、复制粘贴，客观性不够（压疮）

3、未体现PIO，多数为“PI”

4、有症状、有干预无护理记录

5、不必要的重复记录

6、引流量记录不准确

7、患者离院也无护理记录

8、转科后无护理计划

问题

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05

1、实时、客观记录。总结性交班应是需跟下班交接的

内容，不是必须存在的。原则：病危每班至少记录一

次，病重每2天至少记录一次。普通患者未做特殊要求，

病情变化、特殊治疗与检查应记录。

2、PIO：问题-措施-结果，落实措施后应观察效果，

体现延续性。

3、已有风险评估单，非高危风险的不需在护理记录单

上重复记录；表格已记录的内容不需在“病情观察栏”

内重复记录。

4、不足24小时要记录实际时间；不应重复计量。

5、患者离开医院要有交班（去向、劝返、结果……）

6、患者转科应根据病情和评估结果重新制定计划

要  求

日间小计7:00-19:00，24小时总计

19:00-7:00



未实时记录

总结性交班：
13:05分返回病房，
即给予心电监护，
13:25分记录。



1、入院原因不明确，

不利于护理计划的拟

定；观察病情重点不

明确，不利于护理措

施的落实。

2、入院时间不一致



未用医学术语，
可用“切口中段”



未实施护理程序（评估、诊断、计划、实施、评价）

患者术后返回病房

PIO：有问题，有措施，有效果评价。如：压疮高危风险，预防措施落实后
皮肤情况；如呕吐胃复安注射后症状有无改善……

√



手术护理记录单06

1、交接时间不一致（入室时间）。

2、清点物品时机不当（末次清点应在皮肤缝合前）。

手术护理记录单（10分）

 项目填写完整正确 4  1处未填写或填写错误扣1分

 手术物品清点书写规范，程序
符合要求

5  未填写扣2分，不符合要求扣1分

 护士签名完整、规范 1  潦草扣1分，漏签名扣1分

包括手术（手术器械清点单、手术安全核查单）、介入手术、心脏
介入手术护理记录单

问题



交接单、评估单、告知书07

交接单、评估单、告知书（9分）

 患者转运交接单 3
 1处未填写或填写错误、交接不规范、漏签
名各扣1分

 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ADL
评估单

4  少1项评分扣1分，评估一处不准确扣1分

 特殊告知书（约束、PICC等） 2  缺项扣1分，未签名扣1分

我院：转运交接单包括新生儿交接、急诊转运、住院患者转
科、PACU交接单；评估单包括Morse、Braden、DVT、MEWS、
ADL；特殊告知书包括护理风险、约束、PICC置（拔）管告知
书，以上均按标准评价，且须归档。



1、交接单：填写不全，未归档。

2、风险评估：评估不及时，评估不客观，未涉及

的项目未打“/”；MEWS数据来源非同一时间点。

3、告知书：填写不全，无患方“已知晓/同意”的

表述；风险告知书勾选风险类别或防范措施，或有

其它措施未在“其它”栏记录。

问题

交接单、评估单、告知书07

√



危重患者：1、查阅护理记录单自

7月14日16:00至7月15日22:00患

者无病情变化，为何评估分值发

生变化？2、Braden评分12分（高

危），未交班。



1.体温单

2.医嘱单（包括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

3.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

①住院患者入院护理评估记录单

②内、外科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

③病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

④围手术期护理记录单（含手术清点记录、介入手术护理记录单）

⑤产科护理记录单及新生儿护理记录单

⑥专科护理记录单（血液透析、PICC穿刺、急诊抢救记录单等）

⑦患者转运交接单

4.特殊操作告知书（如约束、PICC告知书等）

5.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ADL评估单等

2018《安徽省护理文书书写规范》补充规定

归档病历的内容

健康教育评价单不再归档！



友情提示

护理文书是护理行为的记录，同时也对护理行为进行约束。

有“规范”遵照规范，内容冲突依照时间顺序，“后来者居上”。

行政部门的“规定”，“下级服从上级”。

无“规范”、“规定”，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可依据医院实际情况拟定制

度并落实，“合理的求同存异”。



谢谢聆听！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