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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阶梯思维方式在颅脑损伤病人救治中的应用

姜春秋

[摘要]目的:探讨降阶梯思维方式在颅脑损伤病人救治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应用降阶梯思维

方式进行救治的 60 例颅脑损伤病人作为观察组,将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以传统经验思维进行救治的 60 例颅脑损伤病

人作为对照组,记录 2 组救治成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家属满意率、预警时间、急诊救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及分诊评估

时间。 结果:观察组救治成功率、家属满意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观察组预警时间、急诊救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及分诊评估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降阶梯

思维方式能有效缩短颅脑损伤病人预警时间,可为病人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提高救治成功率,减少医疗纠纷,提高家属满

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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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e鄄escalation thinking mode in treating craniocerebral injury
JIANG Chun鄄qiu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e鄄escalation thinking mode in treat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 Sixty
craniocerebral trau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de鄄escalation thinking mode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and 60 craniocerebral trau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from June 2014 to May 2015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treatment success rate,medical dispute,family satisfaction rate,early warning time,emergency treatment time,venous
channel establishment time and evaluation time in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Results:The treatment success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incidence rates of complication and nurse鄄patient dispu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warning time,emergency treatment time,
establishment time of the venous channel and evaluation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Conclusions:The de鄄escalation think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early warning time of patients with craniocerebral
trauma,whcih can provide the best treatment time for patients,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treatment,reduce the medical dispute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family members.
[Key words] nursing;de鄄escalation thinking mode;craniocerebral trauma

摇 摇 重型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的多发性疾病,病人

病情危重、进展快、预后差,致残率及死亡率高[1 - 2]。
尽早诊断及治疗对降低颅脑损伤病人残疾率及死亡

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既往对重型颅脑损伤的救治是

按救治流程逐项对病人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病

人病情可能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救治效

果[3]。 降阶梯思维方式即在病人病情突然变化前

就对可能引起病情急剧变化的诱因及体征进行排查

及处理,并为病人制定个体化的预见性急救护理措

施的一种思维方式[4]。 本研究旨在探讨对重型颅

脑损伤病人救治过程中应用降阶梯思维方式改进救

治流程的效果,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60 例

颅脑损伤病人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35 例,女 25 例,
年龄 32 ~ 72 岁;致伤原因:车祸 25 例,高空坠落 25
例,其他 10 例;格拉斯哥昏迷(GCS)评分 3 ~ 5 分

(轻度)28 例,6 ~ 10 分(中度)22 例,逸11 分(重度)
10 例;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 60 例颅脑损伤病

人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30 ~ 74
岁;致伤原因:车祸 27 例,高空坠落 23 例,其他 10
例;GCS 评分 3 ~ 5 分(轻度)25 例,6 ~ 10 分(中度)
25 例,逸11 分(重度)10 例。 2 组病人性别、年龄、
致伤原因、GCS 评分等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传统救治流程,分诊护士接

诊颅脑损伤病人后直接用平车将病人推至抢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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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为其建立静脉通道,吸入氧气确保病人呼吸通

畅,对重症病人进行心电监测,观察其皮肤、血氧饱

和度、呼吸的变化,遵医嘱给予脱水剂降颅压治疗,
并联络好各科室人员,以做好转运的准备。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降阶梯思维方式对

病人进行救治,具体措施如下:(1)分诊护士从救护

车上搬运病人时就对其病情进行评估,对清醒病人

立刻询问病人病情,了解病人是否存在腰椎疼痛、背
部疼痛、肢体疼痛及颈部僵硬、活动受限等症状,对
于意识不清的病人则向病人陪同人员了解其受伤经

过及致伤原因,对于合并肢体或颈椎损伤的病人,迅
速对其受损部位进行固定,同时松解病人衣领,确保

其呼吸顺畅。 (2)迅速将担架从救护车拉出,并将

病人推入急诊抢救室,抢救流程与对照组相同。 同

时通知影像室,做好影像学诊断准备,对于高度怀疑

肢体或颈椎损伤的病人应及时联系 CT 室对病人进

行诊断。 (3)对于高度怀疑肢体损伤或颈椎损伤的

病人在进行气管插管过程中应对病人做好损伤部位

固定,同时为其摆放合适的体位,避免二次损伤。 插

管时力度应轻柔,避免病人不适而乱动引起受损肢

体再次损伤。 (4)急诊护士负责将病人护送至影像

室进行检查,包括头颅、颈部、躯干及四肢,对于合并

骨折的病人应立刻通知骨科、神经外科医生到 CT
室进行会诊,并制定救治程序。 同时由急诊护士负

责护送病人至手术室。
1. 3摇 观察指标 摇 记录 2 组救治成功率、家属满意

率、并发症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预警时间、急诊

救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及分诊评估时间。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救治情况及护患纠纷情况比较摇 观

察组救治成功率、家属满意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
发症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组病人救治情况及护患纠纷情况比较[n;百分率(%)]

分组 n
救治

成功率

家属

满意率

并发症

发生率

护患纠纷

发生率

观察组 60 60(100. 00) 56(93. 33) 1(1. 67) 2(3. 33)

对照组 60 48(80. 00) 45(75. 00) 9(15. 00) 10(16. 67)

字2 — 13. 33 7. 57 6. 98 5. 93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2. 2摇 2 组预警时间、急诊救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

时间及分诊评估时间比较摇 观察组预警时间、急诊

救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及分诊评估时间均明

显短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摇 表 2摇 2 组预警时间、急诊救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及

分诊评估时间比较(x 依 s;min)

分组 n 预警时间
急诊

救治时间

静脉通道

建立时间

分诊

评估时间

观察组 60 5. 36 依 1. 22 32. 45 依 5. 22 5. 12 依 1. 12 10. 25 依 1. 45

对照组 60 22. 98 依 4. 78 45. 89 依 6. 78 12. 78 依 3. 22 15. 98 依 2. 36

t — 27. 67 12. 17 17. 40 16. 02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颅脑损伤病人常合并多种损伤,如果诊疗方法

不当,护理不到位,则会使病情加重,死亡率升高。
颅脑损伤病人在救治过程中应严格掌握抢救时间,
在病史询问及体格检查上任何的疏忽都会引起漏

诊,影响救治效果,因此对急诊护士的护理能力要求

较高[5]。 现代急诊护理要求急诊护士在对危重症

病人进行护理时应建立科学的思维,能对病情轻重

缓急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利于对病人复杂多变的病

情作出及时处理[6]。 急诊护士在护理工作中需将

精力放在最致命、最重要及最可能加重病人病情及

诱发病人死亡的病因上,并制定有效的护理措施,为
救治病人赢取更多的宝贵时间及机会[7]。 本研究

对颅脑损伤病人应用降阶梯思维方式进行护理,在
分诊时除了对病人颅部损伤进行评估外,还对病人

是否存在肢体、颈椎、躯体损伤进行了评估,这样可

以避免反复搬运病人引起的二次损伤,克服传统救

治模式中的盲目性及随意性,使护士不用盲目地或

机械地执行医嘱,而是有计划、有目的、预见性地对

病人实施护理,并建立科学的分诊思维,及时发现病

人可能存在的致命病因,并加以干预,从而提高病人

的救治效果[8 - 9]。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救治成功率、
家属满意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并发症发生率、护
患纠纷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也进一步说明了降阶

梯思维方式能有效提高颅脑损伤病人救治效果,降
低救治过程中意外事件及医疗纠纷的发生,从而提

高病人家属的满意率。
降阶梯思维方式是指对急诊症状进行鉴别时,

充分考虑病人病情进展情况,从严重疾病到一般疾

病,从发展迅速致命性疾病至进展缓慢的疾病依次

进行鉴别的思维方式,并在限定的时间内对病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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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进行综合判断及快速分析,并根据轻重缓急对病

人可能存在的致命性问题及引起病情危急的相关病

因进行有效地鉴别,并制定控制措施,从而能快速处

理病人各种情况[10 - 11]。 在救护车上接诊病人时就

对其可能存在的肢体损伤、躯干损伤及颈椎损伤进

行评估,并对其进行专科护理,让病人能及时得到专

科治疗。 同时协助影像室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将
有助于提高颅脑损伤病人诊断准确性及诊断速度,
缩短颅脑损伤病人急诊救治时间及预警时间,有利

于病人恢复[12]。 本研究中观察组预警时间、急诊救

治时间、静脉通道建立时间及分诊评估时间均明显

短于对照组,提示在颅脑外伤病人急诊救治过程中

应用降阶梯思维方式降有助于规范病人救治流程,
形成高效的救治通道,从而提高救治成功率。

综上所述,在颅脑损伤病人救治过程中应用降

阶梯思维方式能有效缩短预警时间,可为病人争取

最佳的治疗时机,提高救治成功率,减少医疗纠纷,
提高家属满意率,值得在临床急诊护理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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