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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模式在肝癌患者根治术术后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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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人性化护理模式在肝病患者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性抽取我院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肝病患者作为研究主体，采用数字随机法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每
组建制 34 例。给予参照组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采用人性化护理模式，比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
发生率、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并发症发
生率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
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研究表明，人性化护理模式更适合用于肝病
患者的临床护理工作中，且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效。从质量上讲，人性化护理提升了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
质量；从效率上讲，人性化护理促进了肝病的治愈效率，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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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Mode in Postoperative Nursing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Haiying Wang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Liver Diseases,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mode in clinical nursing of
liver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Randomly selected 68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9 to May 2020 as the main body of study, and divided them into a research group and a reference
group by digital random method,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given 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adopted a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to compar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0.05); after implementing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0.05).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and has achieved good application results. In terms of quality,
humanized care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care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in terms of efficiency,
humanized care promotes the cure efficiency of liver diseases,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Adverse
Reactions
肝脏是人类机体内最为重要的脏器之一，同时对

制危害性较大。肝病患者如果不能进行及时就诊，导

人体内的正常代谢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人一旦

致病情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将会对患者自身安全造成

患上肝病，那么其各项身体机能与功能指标等多方面

极大的威胁，尤其是部分带有极强传染性的肝病。近

均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患者身体机能的协调机

些年来，国内的肝病发病率逐渐升高，肝病患者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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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基于此，本文随机性抽取我院

主要作用于本次研究中所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的统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肝病患者作

计与分析，利用（x±s）表示两组患者之间的计量

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两组，探究人性化护理模式在

资料，运用 t 进行检验；利用（%）表示两组患者之

肝病患者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间的计数资料，运用 x2 进行检验。当（P＜0.05）时，

1 资料与方法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1 一般资料

2 结果

随机性抽取我院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5 月收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治的 68 例肝病患者作为研究主体，采用数字随机法

结合表 1 所示，34 例研究组患者中满意层级占

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每组建制 34 例。34 例研

21 例，基本满意层级占 10 例，不满意层级占 3 例，

究组的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4 例；

临床护理的总满意度为 91.17%；34 例参照组患者中

年龄阶段：36～64 岁，平均年龄（49.56±5.02）岁；

满意层级占 19 例，基本满意层级占 9 例，不满意层

病程分布：1.5～7.3 年，平均病程（3.96±2.16）年；

级占 6 例，临床护理的总满意度为 82.35%。实施相

34 例参照组的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并无

15 例；年龄阶段：37～65 岁，平均年龄（49.97±5.12）

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两

岁；病程分布：2～7.5 年，平均病程（4.78±2.34）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年。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阶段以及病程分布等

0.05）。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1.2 方法
本次研究中，我院将给予参照组常规护理干预，
主要包括入院指导、用药指导、饮食护理、康复训练
等多个方面，而研究组则采用个性化护理措施，具体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34

21

10

3

91.17

参照组

34

19

9

6

82.3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等等，所有的相关护理工作均以患者为中心展开，比
率。

例数

P值

包括健康知识教育、心理护理疏导以及科学饮食计划
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并发症发生

组别

结合表 2 所示，34 例研究组患者中有 4 例发生
治疗后不良反应，其余 30 例并未发生任何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11.72%；34 李参照组患者中有 8 例发生治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中，我院将以两组患者实施相应护理措
施后的临床护理效果作为主要的观察指标，临床护理
效果主要包括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
以及合并症发生率等多项指标。为了能够更直观的观
察两组患者多项指标之间的差异大小，因此实验小组

疗后不良反应，其余 26 未发生任何异常，发生率为
23.52%。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
相应护理措施后，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将患者护理满意度具体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

表 2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意 3 个等级，其中满意患者的护理评分＞90 分，基

组别

例数

未发生

发生

发生率

本满意患者的护理评分＜90 分，＞80 分，不满意患

研究组

34

30

4

11.72

者的护理评分＜80 分。满意度的计算方法：满意度=

参照组

34

26

8

23.52

（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除此之外，将不

P值

＜0.05

＜0.05

＜0.05

良反应发生率以及合并症发生率作为辅助观察指标，

2.3 两组患者的合并症发生率比较

其中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率的计算方法为：发生率
=发生率/总例数×100%。

结合表 3 所示，34 例研究组患者中有 4 例发生
相关并发症，其余 31 例并未发生任何不良反应，发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

生率为 8.82%；34 参照组患者中有 8 例发生相关并发
症，其余 26 未发生任何异常，发生率为 23.52%。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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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应护理措施前，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

以看出，较之传统的常规护理干预，人性化护理的心

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相应护理措施

理护理与健康教育能够更有效的缓解患者负面情绪

后，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的产生，并且改善患者对肝病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

义（P＜0.05）。

让患者学会如何灵活运用肝病健康知识，同时深化患
者对健康知识的理解，从而进一步的提升患者自身的

表 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未发生

发生

发生率

研究组

34

31

3

8.82

参照组

34

26

8

23.52

＜0.05

＜0.05

＜0.05

P值

治疗依从性以及治疗效果[3]。
综上所述，人性化护理模式更适合用于肝病患者
的临床护理工作中，且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效。从质
量上讲，人性化护理提升了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质
量；从效率上讲，人性化护理促进了肝病的治愈效率，

3 讨论

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促进了我国居民
的生活质量，但是从另一方面分析，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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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主要探究人性化护理措施在肝病患者
临床中的应用效果，众所周知，人性化护理模式作为
新时期背景下的医疗类产物，一切均为患者着想，所
有的治疗及护理措施均以患者作为工作开展的中心
点，并且人性化护理自身具备良好的心理护理干预环
节以及健康知识教育环节，如此一来，便有助于降低
患者的焦虑心理，普及肝病的相关健康知识，防止患
者的在临床护理的过程中或者是出院之后，再次发生
病情复发或者其他并发症的出现[2]。从研究过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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