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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对重症颅脑外伤急诊手术患者的救治影响
郭媛丽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山西  忻州）

摘要：目的  探讨急救护理流程的优化对于提升重症颅脑外伤患者急诊手术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105 例重症颅脑外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行分组对照研究（观察组 57 例和对照组 48 例），观察两组患者的急诊手
术治疗效果。结果  与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前（对照组）相比，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后（观察组）的治疗成功率（96.49% ＞ 85.42%）相
对更高（P<0.05），而风险事件发生率（1.57% ＜ 8.33%）、并发症发生率（5.26% ＜ 18.75%）以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neurological 
impairment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 [（13.58±2.62）分＜（17.75±4.31）分 ] 相对更低（P<0.05），而急救时间 [（32.39±5.06）
min ＜（49.18±4.85）min] 和平均住院时间 [（12.85±3.16）d ＜（19.22±4.05）d] 相对更短（P<0.05）。结论  急救护理流程的优化对
于提升重症颅脑外伤患者急诊手术治疗效果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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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颅脑外伤是一种危急、严重的意外伤病，患者的头皮、颅

骨与脑组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并存在着颅内压增高、
硬膜下血肿以及脑内血肿等表现，需要及时接受急诊手术治
疗。在重症颅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治疗中，需要有条不紊
地展开急救护理工作 [1]。为了提高疾病的救治效果，减少急
诊急救过程中的危险因素，需要进一步优化急救护理流程，
为更加高效地开展急诊急救工作提供支持。本研究以本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105 例重症颅脑外
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急救护理流程的优化对于提升急
诊手术治疗效果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对象为本院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
收治的 105 例重症颅脑外伤患者，将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后

（2017 年 7 月 至 2018 年 3 月）收 治 的 57 例 急 诊 手 术 患 者
作为观察组，另外将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前（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收治的 48 例急诊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
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34/23，最高龄 63 岁，最低龄 19 岁，平均
年龄（39.2±4.8）岁。对照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9/19，最高龄
64 岁，最低龄 22 岁，平均年龄（40.6±4.5）岁。两组患者的
基本资料对照相仿（P>0.05），本研究具有对比可行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急诊护理流程下展开急诊手术治疗工
作，而在观察组患者的急诊手术治疗中，则对急诊护理流程
进行优化，具体措施如下：
1.2.1   院前急救

①接诊：负责电话接诊的工作人员，需要详细问询患者
的状况，并记录患者的地址及联系方式，尽快安排救护车及
救护人员，准备好急救设备、药物及其他医疗物品，及时出
诊。该过程中，工作人员应注意安抚现场人员的情绪，并使
其保持冷静，能够清晰、准确地说明情况。工作人员需要叮
嘱现场人员耐心等待救援，不得擅自移动或搬运患者的身
体，指导其基础性的急救技巧。②现场急救处理：救护车到
达现场后，医护人员需出要对于患者的伤情进行初步的诊
断，检查其呼吸、脉搏以及意识状态。开放气道，建立静脉通
道，并进行外伤止血、包扎以及骨折固定。对于心跳、呼吸骤
停的患者，实施心脉复苏术，并给予吸氧。③转运：待患者病
情平稳后，将其转移至救护车内，连接心电监护设备，送往医
院进行治疗。在转运途中，医护人员需要警惕患者体征的异
常变化，做好急救的准备。与此同时，在转运途中监护和救

治的过程中，需要与医院方面保持联系，为急诊手术做好充
分的准备。
1.2.2   院内急救

将患者送往医院急诊后，开辟绿色通道，更加高效地进行
诊断、抢救和康复护理等各项工作。患者先接受诊疗，然后再
办理住院手续。经过进一步的诊断后，对患者的伤情进行全
面的了解，制定手术方案，安排好手术室及医护人员。而在院
内转运期间，为其执术人员需要具备娴熟专业技能水平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护理人员分别负责气道管理、给药管理、病情
监护以及记录协调等工作，合理站位，加强医护人员之间的默
契配合。针对术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做好应急准备，对症处
理，减少其对于急诊手术的干扰和妨碍。
1.2.3   术后护理

经过急诊手术治疗后，患者的病情得以稳定，但仍未完全
脱离风险，还应持续监测体温、脉搏、呼吸和血压等各项体征
指标，观察其意识状态、面容、神色的变化，给予其细致、周到
的护理 [2]。待患者苏醒后，主动问询感受，了解实际需求，为其
提供相应的帮助。在饮食、用药以及日常作息等方面进行指
导，做到均衡膳食、合理用药以及规律作息，同时做好其心理
工作，全面改善患者的身心状态，促进其良好康复。
1.3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应用（
±s）和（%）进行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的表示，由 t 值和 χ2 检
验，P<0.05 代表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急诊救治效果

根据两组患者的治疗成功率、治疗期间的风险事件和并
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前后的急诊救治效果
差异，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急诊救治效果比较 [n（%）]

组别 治疗成功 风险事件 并发症

观察组（n=57） 55（96.49） 1（1.75） 3（5.26）

对照组（n=48） 41（85.42） 4（8.33） 9（18.75）

χ2 10.861 15.594 16.352

P <0.05

2.2   两组患者的急救和住院时间以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根据两组患者的急救和住院时间以及神经功能缺损，比

较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前后的患者治疗恢复情况，见表 2。

·临床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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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对切缘是否有癌细胞残留进行有效
的评价，从而对病变进行全方面的明确。该方法将诊断与治疗
结合在一起，符合外科原则。该技术最大程度地将病变组织进
行切除，避免了治疗上的局限性，有很大的优势。

本研究中实验组患者在 ESD 治疗下进行了全程护理，在
并发症发生率及住院时间上均显示出了很大的优势。这就
肯定了该方法的治疗效果，以及优质护理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对于 ESD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基础上的全程优
质护理能够收到满意的效果，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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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观察组，在负性情绪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上均优于给予
常规护理的对照组，P 均 <0.05。目前针对癌痛患者，通常通
过药物治疗进行缓解，但无法使所有患者都受益，且长期使
用药物患者机体可能出现耐受性。在规范化癌痛护理干预
当中，重视了患者的心理情绪问题，通过心理干预使患者的
负性情绪得到了显著改善，进而有效缓解疼痛症状 [7]。值得
注意的是，心理减痛法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必不可少，同时应
该结合放松训练、社会支持等多种手段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家
庭、医护人员以及社会的支持和关爱，从而能够更加愉快地、
轻松地配合治疗。护理学研究认为，良好的护理措施不但能
够提升治疗效果，而且还能够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8]。通过
本次研究我们发现，规范化的、系统化的、综合性的、具有针
对性的癌痛护理能够使患者的躯体疼痛程度得到显著降低，
且生活质量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

综上所述，在癌痛患者的护理过程中，规范化癌痛护理
干预能够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提高依从性，表现出较好
的疗效及显著改善负性心理，提高其生活质量，降低患者的
负面情绪，表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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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的急救和住院时间以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s）

组别 急救时间（min） 平均住院时间（d） NIHSS 评分（分）

观察组（n=57） 32.39±5.06 12.85±3.16 13.58±2.62

对照组（n=48） 49.18±4.85 19.22±4.05 17.75±4.31

t 4.973 5.249 5.128

P <0.05

3   讨论
急诊护理流程的优化，能够为急诊急救创造良好的条

件，为提高急诊手术治疗效果和促进患者的治疗恢复提供重
要的支持。在重症颅脑外伤的临床治疗中，基于科学、完善
的急诊护理流程，提高了急诊手术和急诊护理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质量，加强对风险因素的防控。院前急救工作的有效开
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病情的稳定 [3]。加强对病情的
持续监护，防止病情的持续恶化，为院内治疗争取更多的时
间。加强接诊、现场急救、转运、院内急救以及术后监护等各
项工作的衔接，减少时间的延误，缩短急救时间，有助于提高
急诊手术治疗效果，为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保障 [4-6]。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前，48 例重症颅脑
外伤患者（对照组）经过急诊手术治疗后，85.42% 的患者得到
有效的治疗，治疗期间，8.33% 的患者发生风险事件，18.75%
的患者出现各类并发症，急诊急救耗时（49.18±4.85）min，术
后（19.22±4.05）d 出院，NIHSS 评分为（17.75±4.31）分。优
化急救护理流程后，57 例重症颅脑外伤患者（观察组）经过
急诊手术治疗后，96.49% 的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治疗期间，

1.57% 的患者发生风险事件，5.26% 的患者出现各类并发症，
急诊急救耗时（32.39±5.06）min，术后（12.85±3.16）d 出院，
NIHSS 评分为（13.58±2.62）分。相比之下，观察组患者的手
术治疗及其术后恢复效果更好，充分说明了优化急救护理流
程对于重症颅脑外伤治疗恢复的积极影响 [7]。

综上所述，在重症颅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救治过程中，优
化急救护理流程，为急诊手术提供重要的支持，提高手术治
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患者的良好康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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