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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麻术后患者苏醒期的监测及护理管理分析
李霞

（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江苏  苏州  215341）

0　引言

全麻术后苏醒期间患者因残留麻醉药物、导管刺激以及

手术创伤容易出现并发症，因此想要保证患者顺利度过苏醒

期就需要及时处理并发症。此次数据分析目标是 2017 年 3 月

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评价以及

研究综合护理管理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此文涉及的 60 例样本来源于 2017 年 3 月

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实验分组依据

为随机法，各组收入患者 30 例，参照组男性和女性之比是

14:16，年龄 20-66 岁，平均（43.21±2.21）岁；实验组男女

之比是 15:15，年龄 21-67 岁，平均（44.21±5.51）岁。验证

两组患者一般数据，P>0.05，统计学不存在组间分析意义。

1.2　方法。参照组实行常规干预，实验组实行综合护理管理：

①躁动患者护理管理：苏醒期患者可能因口疼痛、麻醉药物

残余、不合理体位、尿管刺激、恐惧心理等导致躁动，继而

引发意外损伤，此时需要护理人员提升苏醒期患者的力度，

依据诱因的不同选择不同护理方式进行处理，减少发生苏醒

期躁动的概率。此外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心理变化进行密切

关注，疏导患者不良情绪，提升患者信赖感和安全感，减少

发生躁动的概率。②呼吸系统护理干预。维持患者呼吸道通

畅，选取去枕平卧位姿势，头偏一侧，对患者呼吸节律、频率、

深度进行密切观察。及时清除呕吐物，避免发生误吸，将口

咽部分泌物及时清除，苏醒期患者十分容易发生舌后坠堵塞

气道的现象，此时需要将下颌托起或者予以口咽鼻咽通气道

处理，将梗阻解除，予以加压给氧进行辅助呼吸处理 [1]。③

循环系统护理干预。护理人员及时发现低血压、高血压等异

常现象，及时告知主治医生进行处理，在医嘱下使用硝酸甘油，

维持 90/150-160/100 mmHg 的血压，血容量不足以及药物

作用是引发低血压的常见因素，所以需要术后及时补充血容

量，对术后是否发生出血现象各进行密切观察。④保温护理。

术后低体温可将患者麻醉药物代谢时间延长，将苏醒时间延

长，同时增加患者拔管时间，进而导致发生低血压现象，严

重的可能发生心脏骤停现象，所以，术后护理人员需要尽早

进行低体温处理。医护人员予以全麻苏醒期患者温暖舒适的

卧床环境，做好保暖工作，如可将室内温度适当提高，以热

水袋或者电热毯进行暖床处理，输入加温后液体，以此尽早

恢复患者正常体温，缓解患者躁动症状以及寒战，有利于患

者舒适度的增加。

1.3　观察指标。观察以及计算实验组和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

期患者护理管理满意度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循环不稳定、

低氧血症、心律失常、寒颤、躁动、苏醒延迟、恶心呕吐）。

1.4　统计学分析。此文数据计算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中

输入本院诊治的 60 例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的所有数据，实验

组和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以率（%）的

形式表示，采取 χ 2 检验，实验组和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

者护理管理满意度评分以（均数 ± 标准差）形式表示，采取

t 检验，P<0.05，统计学显示组间数据研究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分析实验组和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数据统计显示，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 36.67% 显著低于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10.00%，

P<0.05，统计学显示组间数据研究意义，见表 1。

2.2　对比分析实验组和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护理管理

满意度评分。数据统计显示，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护

理管理满意度评分（80.67±3.54）分，实验组全麻术后苏醒

期患者护理管理满意度评分（95.55±4.64）分，t =13.9647，

P =0.0000<0.05，统计学显示组间数据研究意义。

3　讨论

全麻苏醒期患者的基本情况，属于麻醉后全面恢复生理

功能的时期 [2-5]，对于围术期患者的整体安全尤为重要，完成

手术治疗并不是说麻醉作用完全消失，或者完全恢复主要生

理功。全麻苏醒期和全麻诱导期存在的危险性大致相同，苏

醒期患者可能发生呼吸异常、循环异常、代谢异常等情况，

全麻术后患者苏醒期属于多发并发症的阶段 [6-9]，此时需要护

摘 要：目的   研究在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中采取护理管理和有效监测的效果。方法   此文计算显示以随机法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60 例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进行平均分组研究，参照组开展常规护理管理，实
验组开展综合护理管理，分析对比两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经不同管理后数据差异。结果   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
期患者护理管理满意度评分低于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实验组，统计学具有组间数据计算研究意义（P < 0.05）。
结论   将综合护理管理应用在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中具有显著作用，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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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组和参照组全麻术后患者苏醒期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研究（n，%）

组别 例数 循环不稳定 低氧血症 心律失常 寒颤 躁动 苏醒延迟 恶心呕吐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 30 1 1 1 0 0 0 0 10.00

参照组 30 3 2 2 1 1 1 1 36.67

χ 2 - - - - - - - - 5.9627

P - - - - - - - - 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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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具有高度的耐心以及责任心，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娴熟

的操作技术，对患者各项生命征进行严密监测，通过针对性

和有预见性措施进行护理，保证患者顺利度过全麻术后苏醒

期 [10-12]。此次研究发现，参照组全麻术后苏醒期患者护理管

理满意度评分（80.67±3.54）分、并发症发生率 36.67% 和

实验组数据对比形成统计学计算研究意义。

综合以上结论，将综合护理管理应用在全麻术后苏醒期

患者中和常规干预向对比存在更具优势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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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采用风险管理护理方法的患者临床效果显著，

能够帮助患者改善病情，护理满意度较高，能明显改善护理

效果，故值得深入研究并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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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满意、政府满意、医院满意。可以减少患者等候时间，

高峰期有效分流患者，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3]。QCC 的基本思

想是全体圈员集思广益并且互相激励，想象力可以得到最有

效地发挥，由 QCC 小组参与找问题，并由其去执行后进行

评价的方法，可充分挖掘个人潜力，实现全员参与质量持续

改进，也提高了 QCC 小组成员参与质量管理意识 [4]。本文

通过 QCC 管理方法，我院门诊患者就诊预约率明显上升，

做好了患者有序就医，我院医疗资源得以最大化利用；患者

根据预约排号情况，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和就医，缩短排队

等候时间；QCC 小组全体圈员熟练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

每个圈员通过自评表自评，无形成果显著，参与品管圈管理

活动护士的自信心、工作积极性、责任心、沟通协调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凝聚力及团队和谐度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 [5]。住院病人门诊复诊预约就医，即方便出院患者门诊

随访，还实现了对患者的连续性管理，应该广泛推广应用 [6-8]。

综上所述，通过将品管圈方法应用于提高门诊患者就诊

预约率对医生而言，其工作有序进行，减少患者排长队或发

生围堵；对患者而言，合理安排就诊时间，缩短排队等候时间；

对护士而言减少维持秩序和为患者查询就诊卡号时间（因为

就诊卡号绑在微信中），护士可以为病人提供其他服务；对

医院而言优化门诊就医流程，改善患者就医环境和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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