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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热量损失理念对新生儿科护士预防患儿体温过低的影响 

张菊鲜，游 婷*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预防热量损失理念在新生儿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患儿 30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护理手段，观察组患儿采用预

防热量损失理念的管理方法。结果 经研究发现，两组体温过低患儿的占比、初始体温和体温恢复时间，均

存在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预防热量损失理念融入到新生儿科的护理工作中，

能够对患儿体温过低的情况，起到良好有效地预防效果。使新生儿免受额外的疼痛折磨，促进新生儿的茁壮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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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preventing heat loss on the prevention of hypothermia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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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concept of preventing heat loss in neonatal 
nursing. Methods: Thirty children admitted to the neonat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eventing heat loss.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ith 
hypothermia, initial body temperature and body temperature recovery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preventing heat 
loss into the nursing work of the neonatology department can play a good and effective preventive effect on 
children with hypothermia. Protect newborns from extra pain and promote their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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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新生儿的体温进行密切观察和科学管理，有

助于预防体温异常的情况发生，促进新生儿的健康

成长。而将预防热量损失理念引入到日常护理工作

中，可以使预防患儿体温过低的工作，变得更加规

范化、科学化和人性化。令医院新生儿科的护理水

平，也实现显著的提升。本次实验分析了预防热量

损失理念在新生儿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1 月，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6 月，选取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患儿 30 例，

将所有患儿平均分为两组。在对照组 15 例患儿中，

男性患儿为 7 例，女性患儿为 8 例。而在观察组 15
例患儿中，男女比例为 8:7。两组患儿的基线资料，

无任何明显差异（P＞0.05），可以用于对比研究。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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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新生儿采用常规护理手段，当新生儿出

生以后，医护人员将其放置在产房或手术室中。并

将放置位置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别调整在 23℃和

45％作用。若新生儿因自身病症情况需要手术治疗

时，医护人员可以将其放置在带有电热毯加热的手

术台上，从而完成相关的手术操作流程。当手术结

束以后，医护人员仍要定时观察患儿的各项生命体

征，确保患儿的顺利康复。 
观察组患儿采用预防热量损失的护理方法，该

种方法的操作重点，主要放在了新生儿与外界环境

的温度差方面，通过对新生儿病室内部、接送转移

和手术流程中的温度进行严格把控，从而达到保持

新生儿体温稳定的良好效果。首先，由医院新生儿

科护理人员与临床医师，根据新生儿的护理特点及

相关内容，建立健全一整套基于预防热量损失理念

的护理操作 SOP。使其为预防患儿体温过低情况，

提供良好正确的护理方向。然后将产房及手术间的

温度控制在 24-25℃，护理间的温度控制在

24.2-25.6℃，为新生儿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护理环

境。 
无论是进行手术治疗，还是开展日常护理工作，

医护人员在新生儿的接送与转移过程中，都应使用

毛毯将新生儿进行包裹，确保新生儿体温稳定[1]。

若新生儿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医护人员需要先对手

术室进行杀菌处理，防止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并

对接触新生儿的手术器械、纱布、棉花和输液液体

等器具，进行及时的预热处理，预热温度为 37℃。

当各类器具已预热完毕后，再将新生儿放置在具有

加热功能的手术台上[2]。使其在手术治疗过程中，

为新生儿提供充足的热量。 
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医护人员不仅要密切观

察新生儿的呼吸情况、血压和脉搏，还应着重注意

患儿的体温变化，确保患儿的生命体征保持稳定。

医护人员可以利用手术薄膜覆盖的技术手段，避免

各类液体与新生儿身体相接触，防止新生儿散失热

量。一旦患儿出现体温下降的现象时，医护人员应

立即采用热敷的保暖措施，使患儿的体温得以快速

提升，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3]。 
当新生儿的手术完毕后，医护人员需要利用毛

毯和暖水袋，实施相应的保暖措施，进一步降低新

生儿热量散失的情况，确保新生儿的体温稳定。若

患儿在术后出现手足发凉的现象时，医护人员可以

利用热水袋或温毛巾，对其发凉部位进行热敷，使

患儿的体温恢复正常。在这个过程中，医护人员应

着重注意热水袋或温毛巾的温度，避免因温度过高

而造成烫伤情况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效果，主要以体温过低患儿的发生率、

初始温度、恢复温度和恢复时间四种指标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两组患儿的数据均使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析。并以（ x ±s，分）标识效

果，经 t/X2 检验后，以（P＜0.05）标识数据之间的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体温过低的患儿人数为 2 例，占该组总

数的比例为 13.33％。对照组体温过低的患儿人数为

5 例，占该组总数的比例为 33.33％。两组数据存在

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观

察组体温过低患儿的初始体温和体温恢复时间，也

均与对照组的相关数据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表 1 两组体温过低患儿的测定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初始体温 
（℃） 

恢复体温 
（℃） 

恢复时间 
（h） 

观察组 2 36.03±0.24 36.93±0.19 17.78±2.27 

对照组 5 35.22±0.89 36.78±0.45 21.23±3.26 

t/X2  1.457 0.112 4.218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由于新生儿体内的温度调节机制尚未成熟，如

果体温过低的新生儿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护理，不仅

会显著降低新生儿的身体抵抗力，影响新生儿正常

的成长进度。还极容易诱发各类疾病，使新生儿遭

受额外疼痛折磨。 
而预防热量损失理念的诞生与应用，为新生儿

体温过低的情况，提供了良好的护理方向，促进了

新生儿的茁壮成长。预防热量损失理念在新生儿科

护理中的落实，主要包括分析体温过低的原因和制

定相关防范对策两个流程。通过对新生儿体温过低

现象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新生儿早产、体重不足

和分娩方式不恰当等生理因素，会对新生儿体温造

成较大的影响。而在护理过程中使用碘伏消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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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液冲洗、手术时间及类型等外部因素，也会令新

生儿体温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对新生儿的身体健

康造成干扰。 
当各项分析因素都已分析完毕后，即可将其作

为依据，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防范方案，逐一进行改

进与优化，确保新生儿的体温稳定。对于导致新生

儿体温过低的各项生理因素，目前暂无有效的干预

手段。所以，在制定预防新生儿体温过低的方案中，

应主要围绕热量损失进行展开，从而将热量损失降

至最低水平。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严格控制病

室环境、加强保温管理和规范操作流程等措施相结

合，能够为每个新生儿提供温暖的成长环境，使新

生儿的体温保持稳定，促进新生儿的健康成长[4-5]。 
从本次实验结果来看，观察组体温过低患儿的

占比（13.33％）、初始体温（36.03±0.24）℃和体

温恢复时间（17.78±2.27）h，均与对照组体温过低

患儿的相关数据（33.33％）、（35.22±0.89）℃和

（21.23±3.26）h，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综上所述，预防热量损失理念在医院新生儿科

中的应用，通过改善病室环境、规范操作流程和加

强保温管理等手段，极大程度降低了体温过低患儿

的数量。在预防患儿体温过低方面，起到了较为显

著的预防效果，值得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推广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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