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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人文关怀理念对 ICU 病人的护理效果

杨满梅

[摘要]目的:探讨在重症监护病房(ICU)病人护理中加入持续性人文关怀理念的干预效果。 方法:选取 ICU 危重症病人 96
例,根据入院时间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 对照组进行 ICU 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入持续性人文

关怀理念。 比较 2 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和护理前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结果:2 组病人护理前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对照组病人护理前后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观察组病人护理后 SAS 评分较护理前显

著降低,亦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P < 0. 01)。 观察组病人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在 ICU
病人常规护理中添加持续性人文关怀理念,有助于改善病人焦虑状态,提高病人护理满意度,促进护患和谐,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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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ffect of the continuously humanistic care on patients in ICU
YANG Man鄄mei

( Intensive Care Unit,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Chenzhou,Chenzhou Hunan 42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continuously humanistic care on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Ninety鄄six critical patients in ICU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dmission time(48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with the routine ICU care and routine
ICU care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ly humanistic care,respectively.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unrsing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he SAS score before nursing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SAS scor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nuring in control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mpared before nursing, the SAS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unursing,and which was also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P < 0. 01).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routine ICU care combined with continuously humanistic
care can improve the status of anxiety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and promote the harmony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in clinic.
[Key words] nursing;humanistic care;intensive care unit

摇 摇 重症监护病房(ICU)是收治急、危、重症病人的

封闭式病房[1]。 ICU 拥有现代化的医疗护理技术以

及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但随着现代医疗模式的转

变,人们对ICU护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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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初起源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2 - 4],强调的是

人性与人的价值,现已成为医学护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 ICU 护理中添加持续性人文关怀理念可最

大程度地满足病人个体需求,让病人在护理过程中

充分感受人文关怀温暖,有效缓解病人心理负担,营
造良好的治疗氛围,促进医院文明。 我们在 ICU 危

重症病人护理过程中加入人文关怀护理理念,并与

常规护理比较,观察其干预效果,以期为改进护理服

务、提高护理质量提供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我科收治的危重症病

人 96 例,纳入标准:(1)入住 ICU 时间 > 1 d;(2)能
接受体外插管等侵入性治疗;(3)意识清醒,理解能

力和沟通能力无障碍。 排除标准:(1)病情已处于

稳定状态或即将转入专科病房的病人;(2)有抑郁

症病史及其他严重精神合并症病人;(3)正在参加

其他影响性试验。 脱落标准:(1)中途死亡,转院的

病人;(2)自行要求退出的病人。 本研究中所有病

人或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根据入院时间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 其中对照组男

26 例,女 22 例;年龄 18 ~ 65 岁;入住 ICU 时间

(3. 56 依 1. 91) d;转入 ICU 前科室:心内科 6 例、心
外科 9 例、神经内科 6 例、神经外科 13 例、呼吸内科

1 例、普外科 11 例、消化内科 2 例。 观察组男 25
例,女 23 例;年龄 20 ~ 67 岁;入住 ICU 时间(3. 82 依
1. 81) d;转入前科室:心脏内科 7 例、心脏外科 11
例、神经内科 5 例、神经外科 13 例、呼吸内科 1 例、
普外科 10 例、消化内科 1 例。 2 组病人年龄、性别、
转入前科室和入住时间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病人入院后按常规 ICU 护理模

式开展护理。 观察组实施添加持续性人文关怀理念

的 ICU 护理:(1)转入 ICU 前访视,由专门的访视护

士在术前对即将转入病人的病史和基本信息进行详

细了解,并作好相关记录,方便 ICU 护理护士查看。
转入 ICU 后由护理护士下达病房,向病人主动进行

简单的自我介绍,解释术后入住 ICU 的重要性和暂

时性,并向病人家属解释不能陪床的原因,取得家属

谅解,解答相关疑问[5]。 (2)营造良好的住院环境,
调整适宜的灯光强度,关闭不必要的仪器,在病房内

轻拿轻放物品或尽量调低音量[6];由于 ICU 不允许

家属随意进入,可适当调整角度使病人能透过玻璃

看到病房外的家属,缓解病人的孤单和恐惧感;经医

生同意适当播放音乐,帮助病人入眠或放松精

神[7]。 (3)规范护理人员日常行为,禁止在护理期

间接打私人电话,减少不必要的聊天、说话,严禁喧

哗及吵闹;尊重病人隐私,使病人感到亲切和被尊

重;禁止在病人面前讨论不确定的诊断数据,以免引

起病人焦虑。 (4)加强心理护理,主动询问病人身

体感受,耐心、真诚地回答病人提问;对于紧张、恐慌

程度较为严重的病人,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指导病人

进行深呼吸放松训练,或适当采取握住病人双手等

肢体性安慰语言,缓解病人的心理压力,提高病人对

术后恢复的信心[8]。 (5)加强基础护理,对于手术

后病人,由于术中长时间禁饮,病人常口唇干燥,可
用温水蘸湿棉签湿润病人口唇;对于入住 ICU 时间

较长的病人,应每天按时用温水擦拭病人的手脚,并
按摩病人下肢,促进血液循环,避免静脉血栓;对外

科手术术后麻醉反应较重而引起呕吐者,轻叩病人

后背,并双手按住病人切口,以防腹压过大导致切口

裂开;对于呕吐后病人,予温开水漱口,并及时清理

床单被套,保证病人的生理舒适度;在饮食方面询问

病人的个人喜好,经医生同意后尽可能满足病人要

求[9]。 (6)注重与病人家属的沟通,病人入住时耐

心解释 ICU 病房规定,及时登记好家属的联系方

式,方便随时联系;对入住 ICU 时间较长的病人,按
时告知家属其术后恢复状况,在不违反医院规章制

度的前提下为病人家属尽量争取探视时间,减轻病

人及家属的担忧与焦虑等不良情绪[10]。 (7)出科随

访,组织访视护士在病人出科后进行随访,定期主动

询问病人的恢复状况,请病人对我科 ICU 护理措施

给予评价和建议,及时反馈病人意见并进行改

良[11]。
1. 3摇 评价指标摇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

病人护理前后的焦虑状况。 (2)病人出科后,采用

自制问卷调查病人对护理的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 4 级。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护理前后 SAS 评分比较 摇 护理前 2
组病人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护
理后观察组病人 SAS 评分均较护理前和观察组护

理后明显下降(P < 0. 01)(见表 1)。
2. 2摇 2 组病人护理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病人的护

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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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2 组病人护理前后 SAS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护理前 护理后(d 依 sd) t P

观察组 48 53. 48 依 6. 01 - 16. 54 依 3. 05 37. 59 < 0. 01

对照组 48 52. 96 依 5. 97 - 1. 32 依 4. 78 1. 91 > 0. 05

t — 0. 43 28. 18 — —

P — >0. 05 < 0. 01 — —

表 2摇 2 组病人护理满意度比较(n)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uc P

观察组 48 34 12 2 0

对照组 48 9 10 23 6 6. 01 < 0. 01

合计 96 43 22 25 6

3摇 讨论

摇 摇 入住 ICU 病人多为各科危重病人或大手术后

病人,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饱受病痛折磨,因此,在
护理过程中不仅要把重点放在生命抢救和病情监测

上,也要时刻关注病人的情感和心理动态。 在 ICU
常规护理中融入持续性人文主义关怀理念,能促使

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将情感服务与技术服务

融为一体,让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感受到人性化的护

理,有效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和不良情绪,提高病人

的护理满意度[12]。
临床工作中,很多病人和家属由于不熟悉 ICU,

常会误认为是病情加重才入住 ICU,因此,进入 ICU
前进行术前访视有着重要的护患沟通意义,同时也

让病人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拉近了医患距离。
另外,ICU 为了降低感染发生率和方便管理,禁止家

属随意进入,有时会引起不了解情况的病人家属误

解,因此,必须重视与家属的沟通交流,将关怀工作

延展到病人家属方面,随时保持与家属的联系,及时

向家属传递病人信息。 同时也要通过规范护理人员

的日常行为和强化基础护理,从细微之处让病人感

受到关怀和尊重,取得病人和家属的充分信任[13]。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病人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 (P < 0. 01)。 提示常规护理结合持续性人

文关怀理念可提高 ICU 病人的护理满意度,有助于

改善护患关系。
出于对病情的担忧,ICU 病人常处于担忧、焦虑

的情绪中,且 ICU 采取封闭式管理,病人在治疗过

程中易感到孤独,无处倾诉,更加重了不良情绪。 护

理人员应尽可能主动与病人进行沟通交流,并注意

沟通技巧和用语,真诚地鼓励和安慰病人,让病人从

心理上接受和信任护理人员,全身心地配合治疗与

护理,从而发挥最大的治疗效果[14]。 本研究结果显

示,护理后观察组病人的 SAS 评分均明显低于护理

前和对照组护理后的 SAS 评分(P < 0. 01),提示持

续性人文关怀理念有助于改善病人不良情绪,有助

于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促进病人康复。
综上,常规护理中添加持续性人文关怀理念可

有效改善病人焦虑情绪,并有助于提高护理满意度,
改善护患关系。 同时,通过人文关怀理念的应用,也
让护理人员对护理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15],通
过病人的认可和护理成效的体现,亦很大程度上调

动了护理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利于全

方面提高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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