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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扩张型心肌病临床护理中的运用 

邹 珍，张国凤*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在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临床护理中实施循证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 于 2019 年 3
月-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中，随机选取 82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模式的不同应用，

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在常规护理模式下，医护人员按照以往的护理流程，给予对照组患者用药指导、疾病

监测、病房环境护理等各项服务。在循证护理模式下，优化临床护理路径，在以往临床护理工作中增加心

理干预、健康知识教育、饮食指导等，应用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护理中。结果 从两组患者护理疗效、护理

满意度、住院时间等各项指标的比较上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效果较好，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循证护理涵盖于患者心理、行为、饮食等多个方面，将其贯穿于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临床

护理工作中，护理内容更加全面，并且具备针对性特点，护理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尽快

康复，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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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 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Methods: From March 2019 to February 2020, 82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the nursing model, group them to conduct experiments. Under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l, 
medical staff provide various services such as medication guidance, disease monitoring, and ward environment care 
to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nursing process. Under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optimize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 ad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health knowledge education, diet guidance, etc. in the past 
clinical nursing work, and apply it to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rsing efficacy, nursing satisfaction,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in 
indicato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covers many aspects of 
patients' psychology, behavior, diet, etc., and it is used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work of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The content of nursing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as targeted characteristics. It is conducive to 
the rapid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body and achieves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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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是一种新的护理模式，被广泛应用于

医疗机构患者的临床护理工作中。与以往常规护理

相比较，循证护理干预更具针对性，所涵盖的护理

内容更加完善，能够照顾到患者的心理、情绪、生

理等各个方面。从应用效果上来看，采用循证护理

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尽快康复，

整体应用价值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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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82 例，均选自我院 2019 年 3

月-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根据

护理模式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

观察组患者共 41 例，男女人数分别为 31 例、10 例，

最大年龄为 69 岁，年龄平均值为（51.41±6.85）岁，
最长病程可达 70 个月，病程平均值为（28.47±
13.26）个月，存在Ⅱ级、Ⅲ级、Ⅳ级三个心功能分

级。对照组男性 28 例，女性患者共 13 例，年龄、

病程的平均值分别为（51.47±6.78）岁、（27.58±
12.64）个月，患者的新功能分级与上一组患者相同，

从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比较上来看，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模式用于对照组。按照科室护理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给予患

者用药指导、病情监测等基础护理服务[1]。 
将循证护理模式用于观察组。由经验较为丰富

的护理工作者组建专门的循证护理小组，护士长担

任组长，借助现代计算机信息设备，在网上查阅有

关循证护理的相关资料，对重要信息进行整理，总

结以往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临床护理经验，找出不

足，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对策，在原有护理方案的基

础上进行优化，构建完善的临床护理体系。为确保

循证护理中的各项工作得到有效的落实，应积极开

展培训，向护理人员讲解循证护理的要点和具体内

容，使其对循证护理工作流程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在护理工作的安排上，应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制定完善的排班制度以及奖惩机制，提高护理人员

的工作责任感。 
首先，在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临床护理中，需给

予患者饮食上的指导。受到疾病因素的影响，部分

患者的消化功能减弱，临床表现为食欲不振、精神

状态不佳。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

身体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

为患者体内补充能量，增强患者的机体免疫能力。

通常情况下，在营养元素的搭配上，可选用低钠、

高维生素、富含蛋白质类食物。若患者的心功能超

过Ⅲ级，需要对患者的钠摄入量和饮水量进行严格

的把控。为提高患者在饮食上的自我管理能力，可

向其讲解饮食搭配对疾病控制的重要性，减少患者

的担忧，提高患者的配合力度，按照医护人员的指

导，科学饮食[2]。 
其次，积极开展健康知识教育，根据患者的受

教育程度，选用恰当的教育方式向患者讲解疾病相

关的知识，包括疾病出现的原因以及各项治疗、护

理工作开展的目的和意义，使其对疾病的存在有一

个正确的认知。另外，护理人员还可向患者传授疾

病护理的方法，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减少意

外事件的发生。最后，心理干预也是扩张型心肌病

患者临床护理的重点。由于该疾病的病因较为复杂，

临床治疗难度较高，经过长期的住院治疗，部分患

者在心态上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继而呈现出忧郁、

焦躁等负面情绪，治疗依从性变差，甚至对疾病治

疗失去信心，食欲不振、精神不佳，严重影响到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此，护理人员应加大对患者的

心理干预力度，在与患者相互交流中，观察患者的

语气、语调以及表情变化情况，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进行评估，耐心进行开导，用亲切、温暖的言语来

安抚患者受伤的心灵，给予患者更多的安慰，让患

者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呵护，使其拥有被重视、

被关爱的感觉。另外，护理人员还应给予患者精神

上的鼓励，向其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使其重拾对生

活的信心，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 
1.3 观察指标 
以显效、有效和无效三项指标作为患者治疗效

果的评价标准。对于护理治疗后，心功能改善超过

2 个级层，部分症状消失，病情明显好转的患者，

视为显效；对于护理治疗后，心功能改善程度在 1
级以上，症状有所改善的患者，视为有效；对于治

疗前后病情无明显变化、心功能未得到改善的患者，

视为无效。合理应用焦虑（SAS）、抑郁（SDS）评

分量表，评分值越高，视为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越严

重。对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评估，总分值

为 100 分，分值越高，视为掌握情况越好。展开护

理满意度调查，了解患者的护理满意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实验数据整理依靠 SPSS20.0 统计学软件

来完成，（x±s）、%分别为计量、计数单位，前

者使用 t 进行检验，后者使用 x2 进行检验，当组间

差异符合 P<0.05 的要求时，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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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从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上来看，观

察组患者占据明显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表 1 治疗总有效率（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 
效率 

观察组 41 28 11 2 95.12 
对照组 41 24 10 7 82.93 
X2值     11.453 
P 值     <0.05 

2.2 无论是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负面情绪评

分，还是住院时间指标的比较上，观察组患者均占

据一定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细数据请见表 2。 

表 2 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住院 

时间（d） 
满意度 
（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观察组 41 
15.83±

5.62 
95.24±

3.64 
35.26±

3.54 
36.52±

4.75 

对照组 41 
21.45±
10.35 

81.25±
3.52 

49.52±
3.47 

48.58±
5.46 

X2值  6.253 7.524 9.562 10.542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心肌疾病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扩张型心肌病

属于一种典型的病症类型。在患病期间，临床症状

主要表现为：乏力、气短等，发病群体主要以中年

人为主。近年来，扩张型心肌病的发生率不断升高，

部分患者还伴有多处栓塞、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

若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严重情况下会直接危

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目前，手术、药物是心肌疾

病患者常见的临床治疗方式。虽能够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缓解病症，但治疗周期较长，在疾病的根

治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3]。近年来，我国医疗事

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临床护理在疾病的治疗中所

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如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临

床护理方案成为了多数护理学者所研究的重点。对

于心肌疾病患者来说，想要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需要将治疗与护理相结合应用，在全面掌握患者年

龄、病史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为其提供优质的护

理服务，满足患者心理、饮食、运动各方面的护理

需求。循证护理是当下应用较为广泛的护理干预方

式，与以往常规护理模式相比较，护理内容得到扩

充，干预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将其用于心

肌疾病患者临床护理中，能够实现患者负面情绪上

的调整、治疗依从性的提高，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尽

快康复。 
在本次研究当中，从观察组患者满意度评分、

治疗有效率各项指标的观察上来看，总体护理效果

更好，与对照组患者间具有明显差异，符合统计学

P<0.05 的标准。由此可见，在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

临床护理中，循证护理的应用价值更高，适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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