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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对麻醉复苏室恢复期患者安全性和舒适度的影响
康玉博，黄哲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  广州  510080）

0　引言

麻醉复苏室（PACU）是对手术麻醉后患者开展密切机

体监测、治疗直到患者的机体生命体征恢复稳定的场所。手

术治疗的开展会使患者出现较为严重的躯体和生理应激，从

而导致其机体和心理出现不适，甚至可能引发应激反应的发

生 [1]。舒适护理属于新型护理模式，其可使患者全方面达到

愉快状态，或使不愉快程度得以降低或缩短 [2]。本次研究就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麻醉复苏室收治的患者

220 例，探讨舒适护理对麻醉复苏室恢复期患者安全性和舒

适度的影响，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麻醉复

苏室收治的患者 22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110 例。对照组男 61 例，女 49 例；年龄 5-83 岁，

平均（41.8±8.9）岁，麻醉方式：全麻气管插管 84 例，全麻

不插管 10 例，椎管内麻醉联合强化 6 例，局麻联合强化 2 例，

ASA 分级：1 级 51 例，2 级 58 例，3 级 1 例；观察组男 60
例，女 50 例；年龄 3-85 岁，平均（42.5±9.6）岁，麻醉方

式：全麻气管插管 85 例，全麻不插管 9 例，椎管内麻醉联合

强化 6 例，局麻联合强化 2 例，ASA 分级：1 级 53 例，2 级

55 例，3 级 2 例。两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包括为患者提供安静的

休息环境，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时清除患者呼吸道

分泌物，采用氧气进行吸入治疗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舒适护理，内容包括：

（1）心理护理：手术开展前，麻醉护士需为患者开展

术前访视，并与患者开展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

并为其开展针对性干预；为患者开展麻醉复苏室环境和设备

介绍，从而消除患者因未知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手术完成后，

麻醉复苏室护理人员需和麻醉师共同迎接患者，护理人员需

保持微笑，语言亲切，告知麻醉后清醒患者手术已经顺利完成，

并可用手轻抚患者的额头，告知其不必过于紧张。

（2）卧位不适护理：患者手术麻醉完全清醒后，需及

时指导其保持自由体位，指导其对自身体位进行及时更换，

从而使受压部位的负荷得以减轻。护理人员需为患者提供合

适的枕头，并协助其对体位进行转变；如果患者接受开胸手

术或腹部手术，则可协助其保持半坐卧位，行采用软枕垫于

膝下。

（3）疼痛不适护理：护理人员需通过患者的表情、姿势

来评价患者的机体疼痛情况，并遵照医嘱为其采用阿片类镇

痛剂，或为其采用镇痛泵进行镇痛治疗；指导患者开展深呼吸，

并为其提供轻音乐进行倾听；同时需对引流管进行妥善固定，

避免由于引流管发生活动而引发疼痛。

（4）气管导管不适护理：对气管导管进行妥善固定，

同时对其牵拉、折叠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并对患者的自主呼

吸恢复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参照其病情变化对呼吸参数进行

调节，并尽早对呼吸机进行撤离。

（5）并发症舒适护理：①恶心、呕吐护理：入室后将

枕头去除，使患者保持平卧，将其头向一侧进行偏转，采用

氧气进行持续输入，并对其呼吸道分泌物进行及时清理；在

麻醉完全清醒后，需尽可能少的对患者身体进行搬动；②咳

嗽、咳痰护理：全身麻醉患者的意识完全恢复后，指导患者

进行自主咳嗽；为患者进行腹带包扎，并指导其进行主动咳

嗽，并在咳嗽时对切口进行双手按压；③躁动护理：护理人

员需积极向患者解释躁动发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安慰，必要

情况下可对导尿管进行拔除，在合适的时机下进行脱机拔管；

当患者发生躁动且原因不明时，可对患者进行适当约束，从

而避免意外伤害的出现，并遵照医嘱为其应用镇静药物。

1.3　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留室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统计学软件为 SPSS 17.0。（ ±s）表示

计量数据，行 t 检验；[n （%）] 表示计数资料，行 χ 2 检验；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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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舒适护理对麻醉复苏室恢复期患者安全性和舒适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麻醉复苏室收治的患者 22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
察组接受舒适护理，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和留室时间。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留
室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舒适护理可有效减少麻醉复苏室患者的麻醉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患者的留室时间，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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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高血压 低血压 心律失常 低温寒战 低氧血症 躁动 恶心呕吐 总发生

对照组 110 1（0.91） 2（1.82） 2（1.82） 1（0.91） 1（0.91） 3（2.73） 1（0.91） 11（10.00）

观察组 110 0（0） 1（0.91） 0（0） 0（0） 0（0） 1（0.91） 1（0.91） 3（2.73）

χ 2 - - - - - - - - 4.882

P - - - - - - - -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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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完成，配置环节上更加规范。并且在 PIVAS 进行药物配

置，其环境干净，比治疗室的环境干净，避免了药物的污染

或细菌的侵害等，确保了用药的合理性。PIVAS 所营造的药

物配置设备更加全面，以安全环境为基础，并应用洁净层流台，

显著提升无菌操作效果，通过药物配置环境和设备的提升，

全面加强药物配置管理，提升药物配置的质量，保证了无菌

操作，为输液的安全性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医嘱用药

处方在 PIVAS 进行多层的把关和审核，全面对配药禁忌和配

药不合理性进行了筛查，对抑制不合理用药情况有着显著的

促进作用。

同时，在 PIVAS 的规范管理下，护理工作流程更加规

范化和程序化，不仅使护理工作更加有条理，还保证了护理

工作质量，全面提高了护理工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医院成

立 PIVAS 之后，工作量相对来说减少，配药时间缩短，护士

从繁忙的药品配置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的时候服务与患者，

全面提高了护理工作整体的服务质量，并且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让护士能有很多的时间加强临床的基础护理，如增加与

患者的积极沟通和交流，实施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全面提

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把护士配药时间节约出来，

留给患者的时间更多，更加有效提高服务工作整体的质量，

提高患者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

所以，医院设立 PIVAS 对临床护理工作有着很好的促

进作用，具有积极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虹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干预管理对临床科室不合理静脉用药

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 ,2017,15(01):103-104.
[2]　高燕灵 ,钟秀娟 , 刘泽清 ,等.我院建立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效果

评价 [J].中国当代医药 ,2017,24(01):153-155.
[3]　李欣 ,张催 ,闻琴 .医院静脉用药配制中心对临床用药安全性的影

响分析 [J].抗感染药学,2016,01(04):773-775.
[4]　李小娟 ,舒成仁 .国际联合委员会认证对医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药

学服务的促进作用[J].医药导报 ,2017,36(05):586-589.
[5]　李艳芬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对临床护理的影响及对策 [J].中国医

药指南 ,2016,14(28):228-229.
[6]　李燕 ,曹珊珊.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对临床护理工作的促进作用[J].

泰山医学院学报 ,2017,01(04):470-471.

（上接第 224 页）

依从性、配合度，缩短患者治疗康复时间 [5-6]。

结合研究内容，我们共选择了 90 例突发性耳聋伴耳鸣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分别接受常规护理以及综合护理，组

间一般资料经统计学计算 P > 0.05。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

治疗总有效率 97.8％高于对照组 84.4％，护理后焦虑情绪

（37.60±3.50）分低于对照组（49.20±4.60）分。由此说明，

接受综合护理干预的实验组总体护理效果明显优于接受常规

护理干预的对照组，且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综上所述，突发性耳聋伴耳鸣治疗期间配合综合护理干

预可以明显改善患者负面情绪表现，在积极健康心态的基础

上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具有推广价值。另外，护理人员需要

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护理专业性、工作能力，

为患者提供更好且更为完善的临床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1]　龙桂萍.护理干预对突发性耳聋伴耳鸣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J].

按摩与康复医学,2015(13):92-93.
[2]　汪素玲.护理干预对突发性耳聋患者焦虑心理及预后的影响[J].

当代护士 (专科版 ),2009(11):57-58.
[3]　瞿秋中, 潘雪迎 .护理干预对突发性耳聋患者焦虑状态及预后的

影响[J].医药前沿 ,2013(29):160.
[4]　张中华 , 刘庭惠 , 邓莹莹 .认知护理干预对耳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的影响[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3,19(2):133-136.
[5]　陶春花 . 综合护理干预对耳鸣耳聋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重庆

医学,2014(14):143-144.
[6]　谢菁.护理干预对突发性耳聋伴耳鸣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探析[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电子版）,2016(41):273.

（上接第 223 页）

2　结果

2.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两组留室时间比较。观察组留室时间为（53.4±5.3）

min，短于对照组的留室时间（56.2±8.5）min，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t =2.932，P =0.004）。

3　讨论

当患者处于麻醉苏醒期时，其机体所具备的保护性反射

尚未完全恢复，因此危险风险较高，需为患者开展有效的护理

干预，使其机体能够平稳苏醒。舒适护理干预参照麻醉苏醒期

患者自身的特点，为其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从而使患者在苏

醒过程中，处于舒适卧位，并通过心理干预使其焦虑情绪得以

改善，并减轻患者的疼痛度，使其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由此

使患者的生理以及心理均获得满足，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3]。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且留室时间短于对照组，这也和前人的研究报道：舒适护理可

加快麻醉复苏患者的复苏进程基本相符 [4]。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可有效减少麻醉复苏室患者的麻醉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患者的留室时间，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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