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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过程中行共同参与护理模式的临床效果 

王美亭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新生儿科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观察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过程中行共同参与护理模式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2021.06—
—2022.06 期间在院新生儿作为本次统计对象，共计 80 名建立回顾统计。于入院顺序时间不同分出常规组（2021.06
——2021.12）、实验组（2022.01——2021.06）每组 40 例，全部开展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常规组中落实常规程

序下新生儿日常护理，实验组中落实共同参与护理模式下新生儿日常护理，比较两组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家属

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更低，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

组家属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更高，P＜0.05。结论 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中开展共同参与护理模式可维护新

生儿的安全管理，加强护理质量，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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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mode of joint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care for mothers and infa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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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nursing mode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care for mothers and infants in the same room. Methods: a total of 80 newborn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atistical objects for this survey. The routine group (2021.06-2021.12)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022.01-2021.06) were divided into 40 case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and time of 
admission. All of them carried out the same room neonatal care. The routine nursing of newborns under the routine 
procedur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routine nursing of newborns under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nursing mod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safety management accidents, family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safety management acci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score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of the family memb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newborn 
in the same room of mother and baby can mainta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newborn 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t is suggested to popularize and app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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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是指胎儿自母体娩出后结扎脐带开始直至

满 28d 后的婴儿，新生儿是较为特殊的群体，降生后机

体刚刚开始发育机体免疫力整体较弱，易受到外界因素

的影响遭受疾病侵袭，导致机体患病，影响身体健康发

育。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和各个器

官的功能发育性不完善，容易受到病毒和细菌的侵扰从

而导致患病，所以新生儿在出生后多给予封闭式的护理

或母婴分离式护理[1]。其中母婴分离式护理虽然可以为

新生儿和产妇均营造良好的需要环境，但不利于产妇尤

其初产妇的母亲角色转变，在进行母乳喂养或新生儿衣

物更换洗漱、抚摸等操作均不甚了解，因此效能感明显

低下，对新生儿的照顾能力也不足，因此需要及时开展

护理相关措施，帮助产妇完生产后的角色转变，拉近母

婴之间的距离。母婴同室的新生儿护理模式可以增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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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和母亲之间的熟悉感，此方法主要是指在新生儿出

生后的 24 小时内将其和母亲放在同一房间内，由母亲

亲自照料新生儿的喂养和穿衣保暖工作，方便照料和促

进发育[2-3]。但因产妇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容易护理

不善造成安全隐患，因此母婴同室新生儿的护理中相关

人员需要探索更有利于维护新生儿健康的新模式。共同

参与模式是现代医疗期待发展的医患关系新措施，建立

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从而达成相互配合，

有利于拉近医患关系提高护理质量[4]。基于此，本统计

针对共同参与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选择我院 2021.06——2022.06 期间在院新生儿作

为本次统计对象，共计 80 名，按照入院顺序时间不同

分出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40 名分别实施不同护理干

预办法。对象和家属签署相关同意书，所涉及相关数

据作为项目支持。医疗基础：护理人员学历皆为大专

以上，临床工作经验满五年，母婴护理相关工作经验

超过三年。相关操作所涉及统计内容和产生的数据，

可借鉴参考文献独立评估样本量做公式套用。 
常规组：男新生儿 20 名、女新生儿 20 名；产妇

年龄 22—38 岁、平均年龄（28.72±5.61）岁；初产妇

25 例、经产妇 15 例。实验组：男新生儿 22 名、女新

生儿 18 名；产妇年龄 22—40 岁、平均年龄（27.54±
5.25）岁；初产妇 24 例、经产妇 16 例。以上统计值比

较，未发现结果差异性 P＞0.05。 
纳入标准：①对象均为单胎妊娠；②对象均为成

年人。排除标准：①新生儿存在靶器官功能异常；②

产妇肝肾代谢阻滞；③患儿存在呼吸系统疾病。 
1.2 方法 
常规组：新生儿出生后将其送往科室，护理人员

会按照传统的护理方法对新生儿进行常规护理。由科

室负责人员随时监控新生儿的个体情况以及护理落实

情况，如若发现一些不良事件以及新生儿的护理不良

反应，需要及时告知医生，并且在获得知情同意权后

紧急处理，将处理结果告诉新生儿的家属和产妇。统

计安全意外的发生率和家长投诉率，并将数据统一报

告给相关调查人员，进行数据录入。 
实验组：要建立母婴同室新生儿安全护理目标，在

共同参与护理模式下，根据新生儿的护理管理规范以及

相关护理操作的标准进行方案建立，确定好具体落实方

法，保证共同参与护理模式的实施，顺利获得家属全部

执行同意权，全程监控护理安全质量。首先，需制定母

婴同室新生儿安全护理目标，即为针对安全意外事件进

行加强防护，确保新生儿出生后的安全性避免相关意外

事故发生；严格监察新生儿护理，减少并及时处理各种

护理不良反应；营造良好的护理氛围，争取家属信任降

低投诉争执情况；强化新生儿护理操作规范性，以防护

理差错事件的发生。其次，应针对新生儿共同参与护理

模式进行管理、操作规范建立。护理过程中，工作人员

的每一项护理服务需要参考新生儿常见操作流程规范

进行日常护理的细节调整，保证符合新生儿护理要求，

需要进行沐浴洗漱、衣物更换、喂养、以及新生儿黄疸

等预防确保护理流程有序，在操作护理过程中可逐步描

述实施目的并建立操作流程图。针对容易造成不良反应

或安全意外的环节进行详细批注，在落实中严格把关质

量，并且注意操作规范。加深新生儿家属和产妇的理解，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最后，强化新生儿感染预防和管理。

在科室内需要针对感染情况进行管理制度的建立，并且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完善，使其更能够贴合

科室的新生儿实际护理情况。建立对应感染管控小组，

由小组成员按时督促新生儿家属做好母婴感染预防，护

理人员从旁协助，使其能够按照科室的环境卫生管理、

新生儿用品无菌清洁管理原则做到自我健康维护。减少

侵入性操作，必要时可为新生儿使用一定药物，但应注

意避免抗生素滥用。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家属护理满意度、

护理质量评分。 
1.4 统计 
在 SPSS21.0 软件下做数据分析，计量数据（ x s± ）

描述，配对 T 检验比照以正态分布检测。计数数据卡

方描述，配对 χ2 检验，若 P<0.05 代表统计值有意义。 
2 结果 
2.1 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 
表 1中，实验组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低于常规组，

P＜0.05。 
2.2 家属护理满意度 
常规组：满意 14 例、较满意 20 例、不满意 6 例，

总满意度 85.00 %。实验组：满意 17 例、较满意 22 例、

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 97.50%。可见实验组家属护理

满意度高于常规组，对比 χ2=3.913，P＜0.05。 
2.3 护理质量评分 
常规组：护理态度（5.33±0.51）分、护理 技术（5.20

±0.70）分、沟通（5.10±0.50）分、管理（4.56±1.31）
分；实验组：护理态度（7.81±0.42）分、护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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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比较表（n  %） 

组别 例数 护理不良反应 安全意外事故 家属投诉 总发生率（%） 

常规组 40 3 2 4 22.50 

实验组 40 0 0 1 2.50 

χ2     7.314 

P     ＜0.05 

 
（7.35±0.51）分、沟通（7.64±0.61）分、管理（7.80
±0.54）分。可见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常规组，对

比 T=23.740、15.700、20.367、14.462，P＜0.05。 
3 讨论 
新生儿体质不成熟，各器官、组织、神经较为稚

嫩，因此更需要临床护理人员给予更全面的护理服务

和管理。而且新生儿护理一直是医疗机构优化项目的

重点，新生儿护理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临床服务

明显不同于成年人，所有的护理服务都应适应新生儿

的需要。新生儿护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新生儿的

健康成长，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努力

探索有效的护理方法，帮助新生儿更加健康地成长[5-6]。

为了帮助新生儿建立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维护身体

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临床应提倡高质量的护理干

预。常规新生儿护理是由护理人员主动担任一对一的

护理工作，新生儿和产妇之间互动时间较少，而母婴

接触对于产妇而言是情感和躯体进行角色适应的关键

途径，在此时期有利于母亲主动承担照顾新生儿的责

任并提高照顾能力[7-8]。因此，临床推荐进行母婴同室

新生儿护理，将母亲与新生儿放在同一房间内每日接

触时间超过 22 小时，可帮助产妇尽早开奶高母乳喂养

效率。但母婴同室护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开始落

实共同参与护理模式让产妇和家属均能全面的掌握日

常新生儿护理操作要点，让产妇尽快适应母亲角色，

纠正不良护理行为和认知[9]。共同参与是母婴同室护理

下产妇能逐渐建立健康管理意识，增强责任感核对家

人的熟悉感，有利于尽快康复。 
结果可见，实验组安全管理事故发生率低于常规

组；实验组家属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常规

组，P＜0.05。 
综上所述，母婴同室新生儿护理过程中行共同参

与护理模式的临床效果可观，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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