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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中应用全方位关怀式护理的效果研究

陈晓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重症监护护理 河南 郑州

【摘要】目的：探析全方位关怀式护理在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对

象选取于我院 2019年 1月~2020年 1月儿科重症监护室收治室患儿，共计 60例。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将患

者分为两组，其中接受常规护理的 30例患儿分到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全方位关怀护理的分到观察组。

两组患儿接受不同护理后，对患儿的临床状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并记录相关数据，同时比较两组患儿家属

对护理的满意度及治疗的成功率。结果：经过对患儿采用不同方式护理的对照分析发现，使用常规护理＋

全方位关怀护理的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成功率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另外，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相比之下同样存在明显区别和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将全方位关怀式护理应用到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中，不仅能够促进患儿家属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护理质量，对患儿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该护理方法有

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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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applying all-round care in the nursing work of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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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care in nursing work in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in the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a total of 60 childre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Among them, 30 patients who received conventional care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ose who received conventional care + comprehensive care were assign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received different care, the clinical status of the children was analyzed in detail, and related data
were recor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ily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 controlled 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nursing ca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care + comprehensive care, the treatment success rate of
the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car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0.05). In addition,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nursing work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contrast,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Applying all-round care to the nursing work of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s families to the nursing work,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children. The nursing method has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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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年龄较小，无论是自控能力还是语言表达

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是重症患儿，受疾病的影响，

其配合度较低，这不仅会影响到治疗和护理的效果，

还会使家属焦躁的情绪发生，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

进行护理。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儿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部分儿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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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采用不同护理方法分组对照的方式，探析全

方位关怀式护理在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中的应

用效果，现报告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取我院儿科重症监护室于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收治的患儿作为本次主要研究对象。

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接受常

规护理的 30例患儿分到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全

方位关怀护理的分到观察组。所有研究对象中有呼

吸系统疾病、心脏疾病、胃肠道疾病及其他疾病的

患儿分别有 27例、21例、10例、2例。其中对照组

中男性患儿 16 例，女性患儿 14 例，患儿的年龄阶

段处于 6 个月 ~8 岁之间，年龄的平均值为

（3.37±0.89）岁。观察组中男性患儿 15例，女性患

儿 15 例，该组患儿的年龄阶段处于 6 个月~7 岁之

间，年龄的平均值为（3.41±0.82）岁。比较两组患

儿的一般资料，无论是年龄、性别，还是病情，均

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资料

之间具有可比价值。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接受重症监护室的相关治疗，其中

对照组患儿的护理工作中采取常规护理的方法，护

理人员要对患儿的生活进行护理，同时实施饮食护

理。观察组则在护理工作中实施常规护理＋全方位

关怀式护理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加强对患儿病情的监测。由于儿科重症

监护室是收治重症患儿的主要场所，一旦进入重症

监护室就是说明患儿的病情较为危重，为了能够保

证治疗效果的提升，待患儿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护

理人员要对患儿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的监测，

如果发现问题，需如实向医生反映，以便得到及时

准确的处理。

第二，加强心理护理的实施。由于患儿年龄较

小，其思想、行为及心智均尚未发育完全，许多患

儿离开父母或进入陌生环境后，均会表现出恐惧、

紧张等不良情绪，然而儿童一旦出现这种情绪，就

会持续哭闹，这对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不利影响。

所以，对此类患儿进行心理护理意义重大。待患儿

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护理人员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

护理，患儿年龄较小，需要关心和爱护，因此，护

理人员要给予患儿一定的关怀，尽可能地安抚患儿

的情绪，此时可采取怀抱的方法安抚患儿哭闹的情

绪，在将患儿抱入怀中的同时，可轻缓的对患儿的

皮肤进行抚摸，使其感受到安全。若患儿岁数相对

较大，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护理人员要积极

主动的与其沟通，通过聊天对患儿进行情绪的安抚。

另外，护理人员在心理护理的同时，可为患儿提供

玩具，使其不良情绪得到缓解，从而更好的配合治

疗。

第三，加强对患儿家属的健康宣教。由于重症

监护室有探视规定，患儿进入之后，家属就无法与

患儿进行近距离接触，加上患儿病情的影响，通常

情况下，家属都会表现出焦躁的情绪，这种不良情

绪会使患儿家属配合度下降，甚至发生护患纠纷事

件。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对患儿家属进行相应的指

导，待患儿离开家属进入重症监护室后，为了提高

家属的配合度，护理人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健康

教育，将疾病的相关内容向家属耐心详细的讲解，

说明将患儿送入重症监护室的原因，并将相关治疗

方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表达，提高患儿家属

对疾病及相关知识的认知，使其能够真正理解治疗

和护理工作，并能够积极配合工作人员。

第四，加强重症监护室的环境护理。护理人员

要对重症监护室进行全面的清理，并进行消毒，同

时控制好监护室内的空气、温度和湿度，分别将温

度和湿度控制在 23℃、55%左右，定期对病房进行

通风，对患儿病床用品及时更换，保证患儿的舒适

度。

第五，加强输液护理。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内，

输液为患儿给药的常见方法。然而在实际给药的过

程中，由于患儿脱离了家长的监护，而且有些儿童

对针刺存在一定的恐惧，因此，为了保证输液过程

中的顺利，护理人员要在此期间加强护理。对患儿

进行输液时，护理人员要合理的使用注意力分散法，

拿患儿喜欢的玩具或与其沟通转移患儿的注意力，

使其对穿刺时的疼痛感得到缓解。另外，患儿年龄

较小，其自控能力较弱，为了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穿刺完成后，护理人员要进行针头固定，并加强巡

视，观察输液情况。若患儿拔出针头的倾向较为明

显，护理人员要进行全程看护，防止患儿将针头拔

出[1]。此外，完成输液后，护理人员应该对穿刺部位

进行短时间按压，若患儿穿刺部位有渗血现象，可

采取热敷的方法进行护理。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儿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统计治疗成功

率，并进行比较，治疗成功：患儿可转到普通病房

视为治疗成功。另外，统计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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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总满

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统计的数据，均统计录入计算机中，

并使用计算机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进行数据的分

析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进行描述，采

用卡方值 X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描述，采用 t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治疗成功率

据表 1 所示，观察组治疗成功率为 93.33%
（28/30）；对照组治疗成功率为 70.0%（21/30），

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治疗成功率比较（n/%），（x±s）

组别 n 成功例数 成功率

观察组 30 28 93.33%

对照组 30 21 70.0%

X2 11.342

P值 ＜0.05

2.2 比较两组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为 96.67（29/30）；
对照组患儿家属的护理满意度为 73.33%（22/30），

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在医院的组成结构中，儿科重症监护室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是收治病情危重患儿的主要场

所，对此类患儿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据相关调查

数据显示，由于儿童年龄较小自控能力相对较弱，

同时语言表达能力较低，因此治疗期间会出现依从

性不高的情况，这对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不利影响，

这种情况下患儿家属会对护理工作表现出不满情绪
[2]。因此，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

为了提高临床护理效果，相关护理人员应该加强护

理工作的实施，通过研究对护理方案进行优化。就

全方位关怀式护理而言，其是一种新型的护理理论，

该护理方式在临床中应用，不仅能够提高患者家属

的满意度，还能够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

综上，将全方位关怀式护理应用到儿科重症监

护室护理工作中，不仅能够促进患儿家属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度，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护理质量，对患儿

治疗效果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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