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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效果的影响
分析
郝红艳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0　引言
急性心肌梗死属于一种急性疾病，在发生时，若不采取

急救措施，会危害患者生命安全，在临床医学上具有较高死

亡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在接受治疗时，通过急救措施，帮

助患者开通被堵塞的血管，促使心肌血流正常，从而确保患

者保住生命。经过临床医学研究发现，影响患者抢救效果的

主要原因是患者发病治疗时间、确诊时间。由于患者发病时

间无法控制，为提高患者抢救效果，需要有效利用时间，才

能提高患者抢救存活率。通过实验，进一步确定优化急诊护

理流程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为确保本次实验结果准确性高，研究对象选

择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118 例，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其中对照组男 39 例，女 20 例；

年龄在 34-78 岁，平均（58.45±10.44）岁，且患者由发病到

入院抢救时间为 0.4-10 h。实验组男 37 例，女 22 例；年龄在

36-80 岁，平均（59.12±8.47）岁，患者由发病到入院抢救时

间为 0.4-10 h。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并未发现明显差异。

1.2　方法。对照组在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时，采用常规护

理方式。医护人员在接诊之后，护理人员分工合作，测量患

者体征情况，建立静脉通道，在最短时间内确诊，到达医院

之后及时抢救 [1]。实验组对患者施以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具

体实施流程如下。首先开展院前抢救，保证在有效时间内度

患者抢救，医院需要尽量缩短接诊时间，尤其是在医院接到

电话时，在 5 min 内必须前往患者所在地。医护人员要保持

与患者家属通话，指导家属对患者开展抢救措施，比如保持

患者平卧休息，通过与患者交谈保持患者情绪正常，从而减

少患者负面情绪的产生，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造成心理承受

力降低 [2]。医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给予患者氧气支持，缓

解患者疼痛，医护人员时刻安抚患者，对患者生命体征测量。

到达医院之后，移动患者时要十分注意，医护人员注重动作，

避免对患者造成损伤。同时医护人员应该准备好除颤器，若

患者出现病情突变，应及时对患者抢救，记录患者情况。

其次，急诊接诊流程。为保证在最短时间内确认患者病

情，采用首诊护士负责制，对接收患者查看，对存在心肌梗

死病症患者，保持患者在急诊室卧床，并保持患者持续吸氧。

由护理人员为患者构建静脉通道，对患者各项情况调查，收

集患者血液样本，施以心电监护。由护理人员对患者家属询

问病史，确保在最短时间内确诊，能提高患者抢救存活率 [3]。

最后，抢救流程。在确诊之后，通过静脉注射方式将

76% 泛影葡胺注射，并观察患者变化，之后使患者服用阿司

匹林 500 mg，同时缓解患者情绪，并做好患者家属工作。

1.3　观察指标。对实验两组患者情况展开观察，对比主要内

容包括患者进出急诊室时间，患者急诊球囊首次扩张时间，

住院时间，经过护理分析两组患者抢救之后疾病复发率。

1.4　统计学分析。该研究利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处理，并

利用卡方检验，若 P <0.05，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实验组采用的优化急诊护理流程急

救效果更加明显，且患者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抢救之

后急性心梗复发率较低，具体情况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急诊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急诊时间
（min）

急诊球囊首次扩
张时（min）

住院时间
（d）

复发率
（%）

对照组 59 52.7±24.5 118.4±79.4 12.7±5.8 14（23.73）

观察组 59 42.5±14.6 79.8±10.7 11.9±3.1 5（8.47）

t - 6.124 7.245 1.024 8.357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疾病产生是由于人体心肌细胞坏死，进而

形成人体心肌供血不足，若不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会使人

体受到危害。在加上该病具有突发性的特点，且病情发展快，

会在短时间内致人死亡。为此医院在对患者抢救时，需要紧

抓抢救时间，才能为患者提供存活的机会。医护人员在抢救

患者时使用常规急救措施，虽然能在手术过程中保证患者生

命安全，但无法有效降低患者病后复发率，造成患者情绪不

稳定。为此医院针对这一情况对急诊护理开展优化工作，尤

其是在患者送诊过程中，采取全面护理 [4]。若患者出现凝血

现象，医护人员要及时处理。在送诊时，护理人员要对患者

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减少患者焦虑心情。在急诊过程中，为

患者疏通患者心肌血管，帮助患者推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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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优化急诊护理流程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接受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118 例，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分别采用常规抢救流程、优化急诊抢救护理，对比两组实验效
果。结果   经过实验对比之后，发现实验组抢救效果优于对照组，具体表现在患者在急诊室抢救时间，急诊球囊
扩张情况。进一步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治疗情况，实验组患者抢救后病症复发率较低。结论   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抢救过程中，在常规急诊护理基础上采取优化方式，在短时间内抢救患者，使患者恢复健康。为此在临床医学中，
只有不断优化急诊方式，才能提高护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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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护受压部位皮肤。患者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护士应加

强巡视，对患者受压部位皮肤的温度、颜色进行严密观察，

在不对手术造成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对患者的约束带适当予

以放松，用手部对患者受压的部位实施按摩，对患者局部皮

肤的血液循环进行改善。倘若患者手术过程中受压的部位已

经出现发红的现象，则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75% 的乙醇进

行纱布湿敷，或者应用 0.25% 的奴夫卡因实施局部的注射，

避免皮肤受压情况加重。

4　结论

手术患者的年龄、体重、疾病、手术的时间与体位、术

中的体温变化以及血氧情况与术中发生压疮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护理人员应当在患者实施手术前做好充足准备，明确

手术体位，并提前准备防止压疮的用物，加强在手术过程中

的配合，尽量缩短手术所需时间，从而降低患者发生压疮的

几率。在患者术后的恢复时期，应当密切观察并预防皮肤的

反应性充血问题，以便于防止压疮进一步发展。注意患者手

术过程中体温的变化，避免由于生命体征的波动而使压疮的

发生几率增高，从而显著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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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常规护理联合助产护理在肩难产产妇护理中

的干预结果确切，可减少母婴并发症，缩短产程和减少产后

出血，满意度和自然分娩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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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过程中，在使用常

规急诊护理基础上优化抢救方案，既能提高患者抢救存活率，

又能减少患者急救之后并发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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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较好地解决了合理分工、密切合作的问题，使全程救

治工作能够及时、有效、快捷地展开，缩短急诊救援时间，

尽可能抢救每一个宝贵的生命。

综上所述，在大批量洪水灾害伤员中应用战创伤救护模

式既可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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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努力对心梗患者实施抢救治疗，挽救患者生命。在本文中，

采用优化急诊护理流程的观察组抢救时间比对照组少很多，

成功率比起对照组也大大增加了。综上可见，此方法值得在

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王飘 . 浅谈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抢救与护理 [J].中华护理杂

志 ,2016,1(26):73.
[2]　张继红 , 朱爱红 . 绿色通道在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急诊冠脉介入治

疗中的作用及护理 [J]. 河北医药 ,2013,35(5):792-793.
[3]　吴冰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与心理护理 [J]. 转化医

学,2016,14(31):297.
[4]　廖红梅 . 急性心肌梗死早期的抢救护理 [J].中华护理杂

志 ,2017,34(2):229-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