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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心病患者在急性加重期时 ICU 护理干预研究 

刘媛媛 

榆林市第二医院呼吸内二科  陕西榆林 

【摘要】目的 探析慢性肺心病患者在急性加重期时的 ICU 护理干预措施及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 ICU 治疗的 86 例慢性肺心病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研究组进行 ICU 
护理。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5.3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9.07%，差异 P<0.05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ICU 
护理干预用于急性加重期肺心病患者的临床满意度较高，有助于患者病情的康复，临床推广价值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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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CU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r pulmonary in acute exacerb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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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CU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effect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r 
pulmonary in acute exacerbation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r pulmonary treated in ICU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Octo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ICU care.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5.3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9.07%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CU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or pulmonary has 
high clinical satisfa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and the value of clinical promotion i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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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心病是由于肺血管、肺部组织以及胸廓等

部位长时间炎症反应导致肺部组织发生病变，而肺部

组织病变后又使得肺功能发生异常改变，提高了肺部

血管所受阻力，从而提高动脉血压水平，当动脉血压

升高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右心室功能衰退或衰竭[1]。

慢性肺心病一般发生于老年人群，急性加重期的风险

性较高，给患者的身心带来巨大痛苦。因此，在患者

ICU 住院治疗期间，配合针对性的护理干预能有效促

进临床疗效的提升，减轻患者的痛苦。现针对选取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 ICU 治疗的 86 例慢

性肺心病患者，探析 ICU 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实施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 ICU

治疗的 86 例慢性肺心病患者，通过随机数字双盲法进

行分组，对照组（n=43）和研究组（n=43）。研究组：

女性患者 21 例，男性患者 22 例。年龄均在 49-77 岁

之间，平均年龄（63.27±4.35）岁。对照组：女性患

者 18 例，男性患者 24 例。年龄均在 48-78 岁之间，

平均年龄（63.96±5.15）岁。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差异 P>0.05 不具统计学意义，有良好的可比性。 
纳入标准：（1）均满足《慢性肺心病诊断标准》。

（2）均处于急性加重期。（3）均已在知情同意书上

签字。 
排除标准：（1）精神疾病、语言障碍者。（2）

心脏、肝肾功能障碍者。（3）血液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 43 例患者进行常规护理，护理工作具体为

睡眠指导、饮食护理、心理护理以及基础护理等内容。

因为患者存在酸碱平衡失调、感染、二氧化碳潴留以

及水电解质失衡的可能[2]。所以，护理人员要进行预防

护理，控制感染，帮助患者保持呼吸道畅通，指导患

者正确体位，如坐位或半卧位，给予患者低流量吸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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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询问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如发现心理问题给

予耐心疏导。 
研究组43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同时加强 ICU护理

干预，护理工作具体为：（1）呼吸道抗感染护理：慢

性肺心病患者，通常因慢性阻塞性肺炎发展所致，而

慢性阻塞性肺炎患者的病因为呼吸道感染致病病菌，

长时间发展恶化所致。所以，对于慢性肺心病患者，

尤其是急性加重期，ICU 护理工作过程中，应为患者

规范应用抗生素药物，最大程度的减小感染面积。并

且，加强对感染的有效控制，抗生素药物一般采取静

脉滴注给药，注意药量及滴速[3]。护理人员在 ICU 护

理慢性肺心病患者期间，必须了解掌握肺心病急性加

重期的重点及护理原则，保证护理工作科学、有效。

（2）强化呼吸道湿化护理：ICU 护理慢性肺心病患者

期间，护理人员应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处于湿润状态，

辅助患者稀释痰液。为患者轻拍背部，促进其排痰，

也可帮助其吸痰，避免黏膜发生炎症或水肿，使患者

通气保持畅通。根据患者病情的具体情况，护理人员

可应用超声雾化技术帮助患者湿化呼吸道，并且在超

声雾化过程中严格控制雾化治疗的总量、温度以及时

间，以免患者长时间雾化吸入而出现缺氧症状。对于

患者湿化治疗的瓶子，护理人员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清洗、灭菌处理。高温灭菌的蒸馏水应每天进行更换，

以免出现感染症状。护理人员还应该提醒患者日常多

饮水，每天饮水量应控制 2500-3000ml 左右，防止患

者由于饮水过量而对心脏造成负担[4]。护理人员每天应

按时查房，注意患者的病情变化，保证病房的温度及

空气湿度，如果病房空气干燥，应及时洒水，保证湿

度适宜。（3）呼吸道畅通护理：护理人员应动态监测

患者的病情状况，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帮助患者调整

舒适体位，帮助患者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指导其正

确排痰的方法及有效咳嗽，必要时可吸痰处理，以利

于呼吸道处于畅通状态[5]。因为患者鼻腔很容易出现干

燥现象，护理人员应在鼻腔黏膜处为患者涂抹水溶性

较强的润滑剂，避免鼻腔干燥或破裂。 
1.3 指标观察 
（1）相关指标 

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详细记录两组患者的

症状改善时间、转出 ICU 时间、住院时间等指标。 
（2）护理满意度评价 
自拟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针对护理质量、舒适

程度、服务主动性、沟通方式等内容，设计 25 个题目，

每个题目设 4 个选项，不满意记 1 分；一般记 2 分；

满意记 3 分；非常满意记 4 分。总分为 100 分，问卷

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越高。总分超过 90
分，即为满意；总分为 70-90 分（包括 70 分和 90 分），

即为一般；总分低于 70 分，即为不满意。 
（3）并发症观察 
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并做

好相关护理记录。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1.0版统计系统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相关计量数据，用均数±表示，标准差用（ x s± ）

表示，通过 t 检验组间差异。护理满意度等计数数据，

以构成比（%）表示，通过 χ2 检验组间差异。若差异

P<0.05，则研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相关指标对比 
研究组患者症状改善时间、转出 ICU 时间、住院

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 1。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5.35%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 79.07%，差异 P<0.05 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2.3 并发症情况对比 
研究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为 6.98%显著低于对

照组的 18.60%，差异 P<0.05 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3。 
3 讨论 
慢性肺心病是医院呼吸内科临床尤为常见的一种

疾病，该病特点为易反复发作，对患者的身心、生活

造成了严重影响。慢性肺心病主要病因为肺动脉压力

升高，导致心脏疾病[6]。对于慢性肺心病患者的治疗，

临床通常以抗感染、止咳平喘为主。但是，临床治疗

效果十分有限，尤其是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时， 
表 1  2 组患者的各项相关指标对比分析表（ x s± ，d） 

分组 例数 症状改善时间 转出 ICU 时间 住院时间 
对照组 43 3.32±0.43 5.41±0.75 8.38±1.73 
研究组 43 5.67±0.61 8.25±1.04 13.25±2.13 

t - 3.8204 4.3743 6.2808 
P -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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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分析表［n（%）］ 

分组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组 43 23（53.49%） 16（37.21%） 2（4.65%） 41（95.35%） 

对照组 43 15（34.88%） 19（44.19%） 9（20.93%） 34（79.07%） 

χ2 - 14.9045 8.2418 15.1968 15.4416 

P - <0.05 <0.05 <0.05 <0.05 

表 3  2 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情况对比分析表［n（%）］ 

分组 例数 咳嗽 心率失常 肺部感染 发生率 

研究组 43 1（2.33%） 2（4.65%） 0（0%） 3（6.98%） 

对照组 43 3（6.98%） 3（6.98%） 2（4.65%） 8（18.60%） 
 
常规的基础治疗收效甚微，通常患者血液处于高黏滞、

高凝固状态，因此需要进入 ICU 进行重点监护，结合

ICU 护理干预对患者病情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8]。 
对于慢性肺心病患者，疾病处于急性加重期时，

开展 ICU 护理干预是通过积极有效的针对性护理措

施，阻止或减缓患者病情紧张。ICU 护理工作过程中，

护理人员通过积极的针对性护理干预，加强呼吸道抗

感染护理预防、呼吸道湿化护理，保证患者呼吸道畅

通，有效遏制病情恶化[9]。对呼吸道进行积极的护理干

预，帮助患者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及痰液，使呼吸道保

持畅通状态。本次研究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症状改

善时间、转出 ICU 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说明与常规护理相比，ICU 护理干预对临床治疗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患者的康复。研究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为 95.3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9.07%，可见

对慢性肺心病患者急性加重期实施 ICU 护理干预，获

得了患者的高度认可，护理满意度较高。研究组患者

发生并发症的概率为 6.98%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18.60%，进一步说明 ICU 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预防临床

并发症的产生，避免或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有助于

病情的控制及康复[10]。 
综上研究推断，ICU 护理干预用于急性加重期肺

心病患者的临床满意度较高，使临床并发症的发生率

显著降低，有助于患者病情的康复，临床推广价值加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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