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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中的应用

曾摇 英

[摘要]目的:探讨预见性护理措施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 124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救护,观察组患者提供预见性护理措施,比较 2 组患者的有效救护时间、救护成功率、平
均住院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患者有效救护时间与平均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救护成功率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患者在室性心律失常、左心衰竭及心源性休克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预见性

护理措施提高了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缩短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的有效抢救时间和住院时间,并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了患者的救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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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dict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during pre鄄hospital first aid

ZENG Ying
(Department of Emergency,The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Deyang,Deyang Sichuan 618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predictive nursing on pre鄄hospital first aid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wenty鄄four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routine nursing and predictive nursing,
respectively. The effective rescue time,rescue success rate,average hospital stay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ffective rescue time and average hospital sta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 rescue success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incidences of ventricular arrhythmia,
left heart failure and cardiac shock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predictive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rescue success rate,shorten the effective rescue time of pre鄄hospital first aid and hospital stay,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 myocardial infarction;predictive nursing;pre鄄hospital

摇 摇 急性心肌梗死是心内科最常见的一种危及生命

的疾病[1],病情重、变化快、病死率高,严重威胁人

们的健康,但如果能及时发现、确诊并进行有效的治

疗,可降低死亡率和改善预后,因此急性心肌梗死的

院前急救尤为重要[2 - 3]。 预见性护理即超前护理,
是根据疾病的发展规律及变化特点,预料可能出现

的潜在问题,做出准确的护理判断,更符合整体护理

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念,提高护理

工作的预见性思维,有助于改善疾病恢复及防治并

发症,并增加患者的就医满意度,广泛用于活体肝移

植、肝尾状叶肿瘤手术及白内障手术等[4 - 7]。 为提

高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救护质量,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我院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实

施了预见性护理,取得满意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

在我院实施院前急救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124 例,
其中男 90 例,女 34 例;年龄 34 ~ 76 岁。 发病至接

诊时间 20 ~ 40 min。 临床表现为胸骨后和心前区剧

痛、胸闷、胸部压迫感伴冷汗。 心肌梗死部位:下壁

30 例,前壁 30 例,前间壁 26 例,广泛前壁 22 例,后
壁 16 例。 纳入标准:(1)均符合 WHO 急性心肌梗

死诊断标准,且经心电图、心肌酶检查确诊;(2)均

为 120 急诊出车进行接诊;(3)不存在肝、肾等重要

脏器疾病,不存在精神、心理疾病;(4)不存在溶栓

禁忌证。 排除标准:(1)发病超过 24 h 入院患者;
(2)并发肝、肾等其他脏器严重功能不全、严重感

染、恶性肿瘤、急性脑血管意外等患者。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未实施预见性护理为对照组;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5 月实施预见性护理为观察组,各
62 例,2 组性别、年龄及梗死部位均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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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预见

性护理。 (1)拟定预见性护理方案初稿:广泛查阅

相关文献,结合专科护理常规及护理要点,拟定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性护理方案。 (2)专家咨

询:选择急性心肌梗死临床医疗及护理专家 10 名对

急性心梗患者院前急救预见性护理方案进行专家咨

询,确定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预见性护理方案。 所选

专家要求中级及以上职称,从事临床工作 10 年以

上,并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工作熟悉,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较强的思维判断能力。 (3)集中培训

预见性护理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严格把关,实施措施到位,具体实施程序为:
淤备齐抢救药品,准备好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及除

颤仪,随时做好出诊准备;于急救人员接到出车指令

后,1 ~ 3 min 出诊并迅速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及时

重点询问患者病情状况、病因,快速预测患者病情并

嘱咐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家属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盂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通过患者的呼吸状况、主诉、
体征表现来评估病情,预测患者可能潜在的问题,同
时给予患者吸氧、镇痛、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道、导
尿等措施;榆患者转运过程中持续吸氧,进行心电监

护,注意观察心电波形变化,一旦出现恶性心律失常

马上给予电除颤,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胸痛情况

有无缓解或加重、尿量等病情变化,同时对患者进行

心理护理,消除患者的焦虑和恐惧,避免因情绪激动

增加心肌耗氧量、心肌缺血、缺氧而加重病情;虞到

达医院前与医院监护病房和心导管室取得联系,备
好抢救物品、药品,采取血标本行心肌酶学检查,做
好溶栓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前的准备,确
保绿色通道通畅;愚护送患者到急诊室与院内医生、
护士做好交接班,详细向接诊医护人员介绍病情变

化及急救用药情况。
1. 3摇 评价方法摇 观察 2 组患者有效救护时间、救护

成功率和平均住院时间、并发症状况。 所有患者在

出院后均接受为期半年的院内随访,出现以下症状

时判定为并发症发生:(1)左心衰竭,X 线检查显示

患者左心室增大,肺门阴影增强,肺水肿时,肺部有

云雾状阴影;(2)室性心律失常,心电图检测下 QRS
波群形态畸形,时限超过 0. 12 s, ST鄄T 波方向与

QRS 波群主波方向相反;心室率 100 ~ 250 次 /分,
轻度不规则; ( 3 ) 心源性休克, 血中乳酸 含 量

逸2. 0 mmol / L,尿 /血尿素比值 < 15,白细胞增多,表
现为(10 ~ 20) 伊 109 / L。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和 Fisher忆s
确切概率法。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有效救护时间、救护成功率及住院时

间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有效救护时间与平均住院时间

均短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救护成功率高于对照组

患者(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患者有效救护时间、救护成功率及住院时间比

较(x 依 s)

分组 n
有效救护

时间 / min
救护

成功率 / %
平均住院

时间 / d

对照组 62 68. 2 依 10. 4 45 17. 3 依 5. 2

观察组 62 49. 6 依 9. 5 54 12. 5 依 4. 6

t — 10. 40 4. 06吟 5. 44

P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吟示 字2 检验

2. 2摇 2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在

室性心律失常、左心衰竭及心源性休克并发症发生

率方面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室性心律失常 左心衰竭 心源性休克

对照组 45 11(24. 4) 7(15. 6) 9(20. 0)

观察组 54 摇 2(3. 7) 0(0. 0) 1(1. 9)

字2 — 9. 26 7. 46 7. 02

P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急性心肌梗死是人们熟知的致死性疾病,症状

严重,死亡率高,若救护不及时会对患者造成严重的

生命危险[8]。 急性心肌梗死急救有 3 个重要阶段,
即院前、急诊、ICU,争分夺秒、及时、准确、有效的院

前急救护理措施是急救成功关键,但目前我国院前

急救还做不到系统的预测和治疗[9 - 10]。 预见性护

理措施是在护理人员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娴熟的

救护技术、整体护理概念的基础上向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实施的旨在提高抢救质量的全程护理,所以在

整个诊疗过程中预见性地发现问题并及早给予干预

措施对于患者预后康复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11]。
本研究结果表明,预见性护理程序对院前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的急救护理具重要作用和必要性,可
以为患者赢得救命的“黄金时间冶,提高患者的抢救

成功率,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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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是由于患者进行了翻身活动,护理人员可将

枕头垫于患者身下,让患者采取左侧卧位,缓和恢复

起搏心律[7]。 对于伴有心力衰竭的患者,临床上要

给予机械通气治疗来提高 SpO2,防止发生低氧血

症[8]。 本组有 58 例患者入院时 SpO2 < 90% ,并出

现意识障碍。 立即给予气管插管行正压通气,护士

要对呼吸机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呼吸机正常运转,并
记录气管插管长度和是否固定牢固。 同时给予患者

人文关怀,增加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从而积极

配合治疗[9]。
本组 60 例并发急性肾衰竭的患者均给予床旁

血液滤过治疗,治疗时要保证血管通路通畅,血液滤

过才能有效进行。 护理人员要监测各项血液指标,
而且患者的体位不能过度改变,以免导管贴壁或受

压而影响血液运转。 药物治疗时的护理干预也非常

关键,患者治疗时建立了普通输液和特殊药物 2 条

静脉通路。 护理人员要严格按照医嘱给患者应用药

物,在应用血管活性药前要对血容量进行判断,如不

足要及时补液[10]。 更换多巴胺注射泵时要应用双

通道微量泵,这样可防止多巴胺暂停注射而使患者

血压受到影响。
本组 60 例经过积极治疗和急救护理后,均恢复

较好,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均顺利出院,无一例

病死。 提示急性重症病毒性心肌炎并发急性肾衰竭

的患者给予急救措施和护理干预后,心功能和肾功

能均明显改善,患者预后良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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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例患者接受预见性护理程序后,与对照组相比,
其有效救护时间得到了显著缩短,由实施前的

(68. 2 依 10. 4)min 降低为(49. 6 依 9. 5)min;对照组

患者常规护理后抢救成功率为 72. 6% ,而观察组患

者接受预见性护理后,救护成功率高达 87. 1% (P <
0. 01)。 本研究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P < 0. 01)。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1)预见

性护理使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急救规范化,护理

人员按流程实施稳健有序的救治,建立起心肌梗死

患者的快速抢救机制;(2)预见性护理提高了护士

急救意识,培训出反应敏捷、观察力强、理论和技能

高的 ICU 护士,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素质;(3)预见性

护理以患者症状为护理依据,通过患者呼吸循环状

态、意识、主诉等外观状态的预测,护士可以更为及

时地发现心力衰竭、休克等并发症的早期症状;(4)
预见性护理可以将患者的详细情况及潜在问题及时

通知医院,提前做好抢救的准备工作,提高了工作效

率,节省了大量的检查以及准备时间,为在最佳的抢

救时间之内进行治疗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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