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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睡眠护理对呼吸内科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期能够为呼吸内科护理人员

开展后续工作带来一些帮助。方法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 258 例本院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就诊的呼吸

内科患者，通过掷骰子的方法将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人数相同，每组患者 129 例。护理人

员在护理甲组患者时采取一般护理，在护理乙组患者时采取一般护理联合睡眠护理，对两组患者睡眠质量

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进行记录和对比。结果 相比甲组患者而言，乙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

量评分较高，由此可得甲乙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数据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相比甲组患者而言，乙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由此可得甲乙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之间存

在一定的区别，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睡眠护理对呼吸内科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有着直接

的影响，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促进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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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leep care on the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with a view to bringing some help to the follow-up work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nurses. 
Methods: In this experiment, a total of 258 cases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by rolling the dice.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the same. There were 12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Nursing staff took 
general care when nursing group A patients and gener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sleep nursing when nursing group B 
patients, and recorded and compared the sleep quality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A patients, Group B patients had higher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thus there was a cert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Group A 
and B patients. Th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05);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in group A, the patients 
in group B have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tients in 
groups A and B, and the data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 Conclusion: Sleep nursing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It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pati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nursing. I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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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疾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正常 生活，患者睡眠质量普遍较差。这种情况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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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承受着较大的痛苦，心理压力较大，不能积极

配合医护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医护工

作的难度，对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往

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多是通过一般护理手段对呼

吸内科患者进行护理，对患者睡眠质量的关注较少，

患者睡眠质量难以得到显著提升。因此，研究睡眠

护理对呼吸内科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着较

强的现实意义。本次实验共计抽取 258 例本院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就诊的呼吸内科患者，护理

人员在护理甲乙两组患者时分别采取一般护理及一

般护理联合睡眠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共计抽取 258例本院 2018年 6月-2020

年 6 月期间就诊的呼吸内科患者，通过掷骰子的方

法将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人数相同，

每组患者 129 例。甲组所选 129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人数共有 65 例，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人数差为 1 人，

患病时间最短为 1 个月，最长为 11 年，患者年龄最

小为 15 岁，年龄最大为 84 岁，（53.7±4.9）岁为

均值年龄，乙组所选 129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人数为

66 例，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人数差为 3 人，患病时

间最短为 1 个月，最长为 12 年，患者年龄最小为 15
岁，年龄最大为 84 岁，（53.9±5.1）岁为年龄均值，

两组患者性别比例及年龄方面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

计，数据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p＞0.05）。纳

入标准：所选患者精神正常，意识清醒，能够配合

实验的顺利开展；患者及其亲属完全知晓本次实验；

本院伦理委员会准可本次实验的开展；患者及其亲

属均自愿参与本次实验。排除标准：患者本身所患

疾病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1]。 
1.2 方法 
护理人员在护理甲组患者时采取一般护理，在

护理乙组患者时采取一般护理联合睡眠护理。在甲

组患者护理中，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病情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采取一般护理手段，以此保证护理工作

的科学性及针对性。在乙组患者护理中，护理人员

应对患者的睡眠情况给予足够的关注，在一般护理

干预的基础上对患者采取睡眠护理，以此保证患者

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2]。在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

应严格控制病房人员的进出，确保进出人员能够保

持安静，并控制病房温湿度、通风及光照，为患者

提供安全舒适的病房环境。而且护理人员应注意控

制自身沟通声音，并在保证仪器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降低仪器报警声，避免外界环境对患者睡眠造成的

负面影响。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规范利尿

剂的使用，尽可能避免在患者睡前使用利尿剂，避

免起夜对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3]。护理人员在实际

工作中还应规范患者的活动及休息，确保患者作息

习惯的合理性。此外，护理人员应注意分析患者的

心理状态，保证心理疏导的合理性及针对性，减轻

患者的心理压力。 
1.3 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护

理满意度进行记录和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间的统计学处理工具使用 SPSS21.0，观察

组指标均使用（分），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分别使

用（x±s）、（n）表示，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

统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0.05）[4]。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 
在护理工作开展前，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

质量评分之间的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数据并没

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甲组患者而言，乙

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较高，甲组患者睡

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6.4±1.6）分及（78.5
±3.1）分，乙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分别

为（8.5±1.8）分及（89.3±3.3）分，由此可得甲乙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区别，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相比甲组患者而言，乙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

甲乙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76.74%及 98.45%，

由此可得甲乙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之间存在一定的

区别，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内容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组别 人数 
（n） 

十分满意 
（n） 

比较满意 
（n） 

不满意 
（n） 

护理满意度 
（%） 

甲组 129 40 59 30 76.74 

乙组 129 75 52 2 98.45 

X2值 - - - - 8.719 

P 值 - - -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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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相比单一采取一般护理，一般护理联合睡眠护

理在呼吸内科患者护理中优势明显，其要求护理人

员对患者的睡眠情况给予足够的关注，并采取针对

性护理手段保证患者的正常睡眠，以此增强患者自

身的抵抗力，减轻患者的精神压力，促进患者生活

质量的提升[5]。本次实验共计抽取 258 例本院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就诊的呼吸内科患者，意在

研究睡眠护理对呼吸内科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以期能够为呼吸内科护理人员开展后续工作带

来一些帮助[6]。护理人员在护理甲乙两组患者时分

别采取一般护理及一般护理联合睡眠护理，研究结

果显示，在护理工作开展前，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

生活质量评分之间的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数据

并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甲组患者而言，

乙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较高，甲组患者

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分别为（6.4±1.6）分及

（78.5±3.1）分，乙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

分分别为（8.5±1.8）分及（89.3±3.3）分，由此可

得甲乙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区别，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相比甲组患者而言，乙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甲

乙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76.74%及 98.45%，由

此可得甲乙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区

别，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以得

出，睡眠护理对呼吸内科患者睡眠及生活质量有着

直接的影响。 
本次实验表明，睡眠护理在提高患者睡眠质量

及生活质量评分、促进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方面

效果较为理想，护理人员在呼吸内科患者护理过程

中应对睡眠护理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在实际工作中

进行推广和应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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