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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护·

胸痛中心建设中优化护理流程的实践与探究
吴玲

（江苏省昆山市老年医院，江苏  苏州  215324）

0　引言
胸痛中心（CPC）[1] 的建设为急诊胸痛患者提供快速就

诊通道和高质量护理团队，缩短患者就诊时间，使其能够得

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降低胸痛三联征的致死率，促进患者恢

复 [2]。因此，本文研究了在胸痛中心建设中优化护理流程对

缩短急救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及护理满意度的效果，研究

结果较好，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胸痛中心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7 月收治的急诊胸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68 例。现采

用随机数字法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34 例，并对其实施

不同的护理方案。其中对照组平均年龄（50.13±4.38）岁；

平均（4.13±1.82）年。观察组平均年龄（52.27±3.18）岁；

平均（3.42±2.63）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

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 >0.05）。

1.2　方法。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手段；给予观察组患者

优化护理流程，具体内容如下。

1.2.1　记录患者诊疗过程。记录急诊胸痛患者在院前、院内

以及急诊科内的全程诊治护理情况，包括预警、接警、分诊

环节、现场护理、转运护理等情况。同时进行组内、组间对

照分析，总结胸痛患者在优化护理流程中的规律特点。

1.2.2　院前急救护理。要求急救人员掌握急救车上心电监测

仪，心电图机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 [3]，在接触患者的第一时

间检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并及时建立静脉通路输入药物。

1.2.3　院内急救护理。定期组织胸痛中心护理人员进修学习，

培养他们较强的抢救意识和精准的专科操作技能并设置考核，

同时使其知识技能、行为态度、个人素养也得到提高。

1.2.4　急诊分诊护理。胸痛中心的标志需要醒目易于识别，

将高危患者纳入优化护理流程，减少预诊分检步骤，做到随

时诊断、随时启动治疗，达到快速挽救生命的目的，降低并

发症的发生率。

1.2.5　心内科护理部分。急诊呼救系统要随时保持畅通，做

到 24 h 有在岗人员关注急诊呼救信息，如有院前急救数据更

新，及时接收识别并通知医生进行初步分类，做好院内急诊

准备。心内科护理人员定期与急诊科人员共同参与培训，进

行沟通学习，掌握急诊胸痛患者建立静脉通路的固定肢体部

位，保证了药物输入的同时节约宝贵急救的时间；准备床位，

配备心电监护仪、除颤仪、吸氧装置等，保持设备处于备用

状态；合理制定排班，保证手机 24 h 畅通，做好备班准备，

接到通知迅速到岗做好准备。

1.2.6　护理在现场演练。在胸痛中心现场演练过程中，涉及

急诊科、心血管内科、影像学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等多

个部门人员共同演练，相互配合，争取用更短的时间进入工

作状态，赢得抢救生命的时间。

1.3　评定指标。使用医院自制的调查表统计两组患者的就诊

时间及建立静脉通道时间，并统计护理满意度情况，计算抢

救成功率，然后进行组间比较。注：就诊时间为患者入抢救

室到完成初步诊断所需时间；建立静脉通道时间为患者入抢

救室到完成静脉通道建立所需时间。

1.4　数据处理。本文中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并使用 χ 2 和 t 检验，P <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实验数据可知，实施了优化护理流程的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及护理满意度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急救时间比较 [ ±s，n（%）]

组别 例数 就诊时间 建立静脉通
路时间 患者满意度 抢救成功率

对照组 34 2.6±0.4 7.9±2.1 87.7±2.9 30（88.2）

观察组 34 0.5±0.2 3.4±1.9 97.1±2.8 33（97.1）

χ 2 16.34 8.42 18.39 11.09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目前，随着各项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护理也由传

统模式改进发展为更加全面的、具有人性化的整体护理模式。

胸痛中心的建立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最终目标是“为

临床胸痛患者制定优化护理流程中的护理规范提供科学有力

的依据，提高抢救成功率”，其中“优化护理流程”不仅是

高效医疗服务的前沿阵地，更是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的必备体

系和核心系统，也是考核和衡量医疗救援体系运行效率的重

要内容和指标 [4]。这就要求基层医院注重对队伍中护理人员

的培养，使其掌握疾病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操作技能，能及

时识别胸痛患者的病因、临床基本表现，作出初步诊断。由

数据可知，实施优化护理流程的观察组胸痛患者的就诊时间、

建立静脉通道时间、抢救成功率及护理满意度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优化护理能够缩短就诊时间，减少患者的不

良症状，使误诊和漏诊的情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同时提高患

者对于胸痛疾病的认知，给其自身带来很大的益处，从而提

高患者满意度，具有相当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值得

摘 要：目的   探讨了优化护理流程对提高急诊胸痛患者抢救成功率及护理满意度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胸痛
中心收治的 6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实施常规护理；另一组实施优化护理。结果   研究发现，
实施了优化护理流程的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护理满意度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   对患者实施优化护理，可以提高急诊抢救成功率和患者的满意度适，适合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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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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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明显且可以快速辨认的物体，用于系扣于患者手腕上，

作为辨别患者的一种标识。手腕带作为查对制度实施的一个

重要手段，它能够使我们有效区分不同病人，且还无误。从

护理角度来看，护理安全与病人的安全密切相关，尤其是较

严重的疾病，如（意识障碍、听力障碍）等各种患者，患者

带上它就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疾病 [2]。由此，腕带具有重要

的标识意义。但是传统核查方法并不能有效提高腕带的查对，

容易出现确认错误的情况，导致医疗护理安全隐患的存在。

因此，需要对查对制度进行完善，促进患者佩戴腕带依从性

的提高。有效地提高护理监管核查能力，是准确识别患者、

减少医疗护理纠纷的有力措施，也是患者的又一道安全屏障。

本次研究中，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对腕带的认知程度分

别是 80% 和 30%，由此可以看来，护理核查未实施监管和评

价的对照组患者，明显对腕带的认知度低，且两组患者佩戴

腕表的依从性，研究组总优良率 90.47% 较对照组 77.9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P < 0.05）。

综上所述，提高护士核查腕带情况的监管和评价，正确

引导患者对于腕带的认知，使患者乐于接受，从而可有效地

提高患者佩戴腕带的依从性，进而完善查对制度，有效确认

患者身份，实施有效治疗护理，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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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跟孕妇及其家属的沟通能力，来让孕妇受到一个最营养、

最科学的营养膳食方案。

综上所述，对孕妇进行围产期的营养指导，是母婴保健

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平衡围产期的营养，能够减少孕妇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所以对围产期的孕妇可以适当进行营养

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母婴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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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查房能够有效提高护士的健康教育执行力，值得在临床中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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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围手术期护理干预体现出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全

方位为患者提供服务，能够帮助患者快速回归社会。并且早

在陆宏霞 [3] 等研究中曾提出，老年胆结石患者经围手术期护

理干预后疼痛程度、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较对照

组来说均更优，本研究结果与之符合。

综上所述，高龄胆结石患者接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

期间可加以围手术期护理干预，临床实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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