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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刘 梅 唐艺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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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细节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本次对照实验中于我院

神经外科选取了 70例神经外科类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入组标准，并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

随机分配为了参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35例患者。参照组使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增

加细节护理，于护理后对比各方面护理质量、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使用细节护理的研究组，沟通能力

（98.33±1.56）分，护理态度（98.57±1.36）分，护理技能（97.85±1.95）分；而使用常规护理方式的参照组，

沟通能力、护理态度、护理技能等方面评分分别为（90.22±2.36）分、（88.74±2.51）分、（90.19±3.62）分，

研究组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参照组，数据间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次，研究组出现 2例并

发症情况，并发症发生率（5.71%）；参照组出现 8例并发症情况，并发症发生率（22.85%），参照组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P＜0.05）。结论：将细节护理用于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对促进患者康复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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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detail nursing in neuro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In this controlled experiment, 70 patients with neurosurgical disea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our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all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Each group 35 patients. The
reference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The research group added detailed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compare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study group using detailed nursing, communication ability (98.33 ± 1.56) points, nursing attitude (98.57 ± 1.36)
points, nursing skills (97.85 ± 1.95) points; while the reference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communication ability, nursing attitude , nursing skills and other scores were (90.22 ± 2.36) points, (88.74 ± 2.51)
points, (90.19 ± 3.62) points, the quality of ca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Secondly, there were 2 cases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5.71%); 8 cases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22.85%),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detail nursing in neurosurgical
nursing work has extremely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patient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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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是医院重点科室之一，主要收治存在

神经外科类疾病的患者。当前，因多种因素影响，

神经外科疾病的发生率较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神经外科疾病不同于其它常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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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症已经涉及到患者神经系统，病情复杂多样，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身体其他系统或器官也极

有可能受到波及，因此护理难度极高[1]。我院神经

外科护理工作中，因对细节方面的管理存在着些许

不足，导致并发症、护患纠纷的发生率也随之提升。

古语有云，“细节决定成败”，护理本身便是一项既

光荣又繁重的工作，护理人员在沐浴光荣的同时也

应时刻提醒自我，不断提高自我。本次对照实验中，

详细分析了将细节护理应用于神经外科中的临床应

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本次对照实验中，共选取了 70例研究对象，

为我院神经外科于 2019年 1月至 12月收治，存在

不同程度的神经外科类疾病，患者均为自愿加入本

次实验，且除本身病症外无精神类病史、肝肾功能

不全、心肺功能障碍等情况，无障碍交流，符合入

组标准。并在入组后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患者随

机分配为了使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和使用细节护理

的研究组，每组 35 例患者。研究组中，男性患者

16例，女性患者 19例，最小、最大年龄分别为 39
岁、66岁，平均年龄（58.63±2.17）岁；参照组中，

共有 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年龄在 51~72
岁之间，平均年龄（65.85±2.41）岁；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之间无较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式应用于参照组中，护理人员需

密切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尤其是心率、脉搏、

血压、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并针对性的实施健康教

育、用药管理、饮食指导等。

研究组与之不同，需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

增加细节护理。第一，强化细节护理理念。常规护

理模式下，护理人员长期日复一日重复各种护理模

式，早已形成模式化护理思想，个别护理人员责任

性较差，过于注重自身利益，同时还有部分护理人

员对护理工作的认知觉悟不高，导致其重视度不够，

进而使得神经外科整体护理工作中显得比较粗放化
[2]。想要改善该情况，首先便要改进护理人员护理

理念，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专家讲座、案例分

析等，提升其思想觉悟，使护理人员能够树立细节

化工作理念。第二，提升个人素养。一支具有过硬

专业素养的神经外科护理队伍是由多名护理人员组

成，当前时代背景下，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而我院神经外科中有部分护理人员

工作年限较短，经验较少，基础薄弱，因此科室内

护理管理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护理人员进行系统

化培训，除提升其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外，还要培

养其礼仪细节、语言修养等，给患者留下良好的第

一印象[3]。同时，护理工作与患者或家属焦虑必不

可少，护理人员要注意谦逊、礼貌用语，面带微笑，

使用温柔的语气，对于患者的疑问知无不答。此外，

护理管理部门还应健全技能考核制度，定期对护理

的专业技能进行考核，对考核过关者予以发证，并

落实奖惩制度，奖励工作态度、业绩良好者，对存

在过失者给予适当的处罚[4]。第三，加强与患者的

沟通力度。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要树立“人性化”
理念，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神经外科类病症大多为

慢性病症，前期对患者身体的影响较小，极易被患

者所忽视，而随着病症的愈加而恶化，临床症状会

逐步加重，且由于部分患者年龄较大，思想顽固，

抗拒治疗，因此可能导致其病症会更加严重。对此，

护理人员要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主动与患者聊

天，了解其基本情况，尤其是要聆听其病症情况的

发展过程，多多鼓励患者，如向其讲述相关康复案

例、治疗方法的优越性等，使其可逐步走出负面阴

影，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5]。

1.3 评价指标

将沟通能力、护理态度、护理技能等护理质量

衡量指标及并发症发生率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指

标。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使用 SPSS22.0，
结果使用 t 值检验，若数据间存在较大差异且统计

学意义明显可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比较

表 1 护理质量对比（分）

组别 n 沟通能力 护理态度 护理技能

研究组 35 98.33±1.56 98.57±1.36 97.85±1.95

参照组 35 90.22±2.36 88.74±2.51 90.19±3.62

t 18.645 20.320 13.925

P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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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参照组，数据间差异

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出现 2 例并发症情况，并发症发生率

（5.71%）；参照组出现 8例并发症情况，并发症发

生率（22.85%），参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研

究组，（P＜0.05）。

3 讨论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较

之过去得到了长足进步，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活质量提供了重要帮助。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因素、

社会因素、生活习惯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疾

病的发生率在逐渐提高，在众多疾病类型中，神经

外科疾病比较具有代表性。神经外科疾病涉及范围

较广，且在长期对患者身体的影响下，已经伤及患

者神经系统，若不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式极有

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

在神经外科疾病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护理

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对照实验中，对

研究组实施了细节护理，就实际应用情况来看，护

理人员护理技能、沟通能力、护理态度等护理质量

衡量指标均显著优于参照组，且数据间存在明显统

计学意义，（P＜0.05）。与常规护理方式相比，细

节护理在抓住了主要矛盾的同时也兼顾着次要矛

盾，完美的将统筹兼顾应用到了神经外科护理工作

中，使得护理工作中的各项细节均可得到重视，同

时在细节护理模式下，进一步强化了护理人员专业

素养，创造出了一支综合素养较高的护理团队，在

提高了护理质量的同时也提升了患者安全性，由 2.2
来看，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仅为（5.71%），反观使

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其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22.85%），明显高于研究组，（P＜0.05）。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看出，细节护理在神经外科

护理工作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对提升护理质量、

保障患者安全性有积极作用，适宜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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