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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护理质量的提升作用 

傅为清 

江门市人民医院  广东江门 

【摘要】 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干预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护理质量的提升作用。方法 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021 年 10 月，将此期间到我院治疗的 98 例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和

优质护理干预，对比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心功能以及心理状态改善优于对照组，且护理质量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优质护理能够帮助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改善其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心功能，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有

效调节，护理质量的提升使患者整体恢复效果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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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mproving the nursing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Methods: the study period was from April 2019 to October 2021. 98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o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cardiac fun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qual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nursing can help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mprove their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their cardiac function, and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makes the overall recovery effect of patients more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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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心肌病在心血管内科具有较高的发生率，

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原发性疾病，对患者的心室功能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患者发病之后非常容易出现呼

吸困难、身体乏力、心率加快、水肿、气促等不良症

状，如果没有及时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调节和治疗，很

容易引起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等严重的问题[1]。在

患者治疗期间，采用优质护理干预是对患者身心双方

面进行全面照顾的新型临床护理模式，这种护理方式

使整体的护理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因患有该病的患

者比较容易出现负性情绪，优质护理针对患者的不良

心态进行调节，以降低其对疾病的影响，使患者的依

从性提升[2-3]。对我院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采用优质护理

干预，并分析报道研究结果。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4 月-2021 年 10 月，将此期间

到我院治疗的 98例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各 49 例，其中对照组男 32 例，女 17 例，

平均（40.86±7.39）岁，平均病程（3.12±1.45）年；

实验组男 30 例，女 19 例，平均（40.24±7.67）岁，

平均病程（3.45±1.23）年，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

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的各生命体征

进行检测，纠正患者的不良习惯，为其进行常规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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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指导患者正确用药等。 
（2）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优质护理干预，具体为：①患者住院

入院之后，为其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了解患者的日

常喜好以及生活习惯等，对患者的病房环境进行适当

的调整，告知患者不需要严格按照医院的要求摆放物

品，可以根据患者的习惯进行调节，但是要保证干净

整洁，不影响治疗和护理操作。对患者的病房进行定

期清洁和消毒，出现污染的被褥要及时更换，避免患

者受到感染。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保持良好的护患关

系，使患者能够充分的信任护理人员。②了解患者的

心理状态，对于出现负性情绪的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同时邀请一些治疗成功且心理状态相对较

好的病友与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其树立治疗的

信心。使患者明白良好的心理状态对自身疾病的恢复

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指导患者家属如何与患者进

行正确且高效的沟通，可以根据患者的平素喜好提供

一简单活动来帮助患者分散其在疾病方面的注意力，

使患者积极乐观的心态提升。③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有针对性的一对一健康指导，使其对疾病的认识更加

正确，系统的了解治疗方法和优势，并解决患者的疑

虑，纠正患者的错误想法，使其正确的配合治疗，提

高患者的依从性。④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对饮食要求相

对较高，护理人员要为患者制定好饮食计划，降低患

者饮食中盐的摄入，给予一些蛋白质、维生素、纤维

素等含量高的饮食，适当增加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摄入

量，保证饮食清淡易消化。 
1.3 观察指标 
（1）对比心功能改善情况。（2）对比心理状态。

（3）对比护理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计量资

料用（ x s± ）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心功能改善情况 
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功能情况进行统计学对比

分析，结果如下： 
护理前实验组 CI（1.53±0.43）min/m2、LVEF（39.66

±6.85）％、CO（3.65±0.73）L/min、SV（51.44±9.51）
mL；对照组 CI（1.49±0.45）min/m2、LVEF（39.56
±5.80）％、CO（3.59±0.81）L/min、SV（50.96±9.75）
mL。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功能情况对比结果为：CI
（t=0.4499，P=0.6538）、LVEF（t=0.0780，P=0.9380）、
CO（t=0.3852，P=0.7010）、SV（t=0.2467，P=0.8057），
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护理后实验组 CI（4.73±0.82）min/m2、LVEF（56.53
±8.37）％、CO（5.64±1.50）L/min、SV（63.08±10.65）
mL；对照组 CI（4.15±0.72）min/m2、LVEF（48.95
±7.41）％、CO（4.23±1.19）L/min、SV（57.68±8.24）
mL。 

护理后两组患者心功能情况对比结果为：CI
（t=3.7205，P=0.0003）、LVEF（t=4.7465，P=0.0000）、
CO（t=5.1548，P=0.0000）、SV（t=2.8072，P=0.0061），
实验组心功能恢复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心理状态 
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进行统计学对比分

析，结果如下： 
护理前实验组 SAS（56.79±6.04）分，SDS（58.20

±8.41）分；对照组 SAS（55.09±6.47）分，SDS（58.63
±8.02）分。护理前两组患者心功能情况对比结果为：

SAS（t=1.3445，P=0.1820）、SDS（t=0.2590，P=0.7962），
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护理后实验组 SAS（42.28±5.48）分，SDS（44.93
±4.79）分；对照组 SAS（45.87±4.56）分，SDS（47.88
±5.06）分。护理后两组患者心功能情况对比结果为：

SAS（t=3.5250，P=0.0007）、SDS（t=2.9637，P=0.0038），
实验组心理状态优于对照组，P＜0.05。 

2.3 对比护理质量 
将两组护理质量进行统计学对比分析，结果如下： 
实验组基础护理（94.82±4.00）分、消毒 护理（98.03

±1.22）分、技能操作（97.39±1.56）分、专科护理（96.54
±2.00）分；对照组基础护理（90.89±3.86）分、消毒

护理（95.16±4.42）分、技能操作（93.07±3.82）分、

专科护理（92.23±4.00）分。两组患者护理质量对比

结果为：基础护理（t=4.9490，P=0.0000）、消毒护理

（t=4.3814，P=0.0000）、技能操作 （t=7.3287，P=0.0000）、
专科护理（t=6.7462，P=0.0000），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5。 
3 讨论 
扩张型心肌病其治疗周期相对较长，在患者治疗

期间需要对其进行高效的优质护理干预，以帮助患者

提高其治疗效果[4]。优质护理能够为患者调整住院环境，

降低患者的陌生感，保证良好的护患关系，使患者住

院的舒适度提升，从而降低其心理压力。积极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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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情绪进行心理疏导，使患者以良好的心理状态

面对自身的疾病，通过多方面合作的形式帮助患者树

立治疗的信心，使其负性情绪的发生率降低[5]。做好患

者的健康教育，患者对自身的疾病治疗等有了正确的

理解和认知后，会使其对未知事件的恐惧感降低，从

而提升依从性。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饮食指

导，同时告知患者和家属注重自身饮食的调节可以帮

助疾病恢复。优质护理的应用使整体的护理质量得到

显著提升，进而起到帮助患者调节自身健康状态，改

善临床症状，促进疾病恢复的作用[6]。实验组心功能以

及心理状态改善优于对照组，且护理质量优于对照组，

P＜0.05。 
综上，优质护理能够帮助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改善

其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心功能，对患者心理状态进

行有效调节，促使患者护理质量以及治疗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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