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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士在急诊抢救的预见性护理思维临床效果及成功率分析 

翟 慧 

吉林市化工医院  吉林吉林 

【摘要】目的 急诊科室是医院中重要科室之一，通常收治的患者均属于重症患者，为提高抢救率和临

床效果，本文分析急诊护士在急诊抢救的预见性护理思维对其临床效果和成功率的影响。方法 入组样本选

取本院急诊科在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期间接受治疗的患者，共计 150 例，根据护理模式差异化将所有

患者平均分成常规护理组和预见性护理组（每组各 75 例），对比两组急诊患者抢救效果、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预见性护理组无论是成功抢救率、生活质量评分还是护理满意度均远远优于常

规护理组，P＜0.05 说明存在对比意义。结论 对急诊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抢救率和护

理满意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相比于常规护理模式来说能够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因此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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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partments in the hospital, and the 
patients usually treated belong to severe pati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cue rate and clinical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predictive nursing thinking of emergency nurses in emergency rescue on their clinical 
effect and success rate.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enrolled samples.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predictive nursing group (75 case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mode. The rescue effect,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redictive nursing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group in terms of success 
rescue rat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measures for emergency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scue r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l, it can play a more effective 
role,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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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作为在患者突发疾病或者是受到意外伤

害等紧急情况下能够在最快时间内为其提供科学、

有效救治的科室，其患者数量庞大，病症情况变化

迅速[1]。提升急诊科患者的抢救成功率的关键在于

能够对患者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作出预先判定，并

提前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2]。预见性护理是目

前临床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全新的护理模式，

因急症患者的症状都比较危重，病症会在极短的时

间内出现变化，特别是发病突然、症状严重的患者，

随时都会对生命安全产生威胁，故若可在事前密切

监控患者的病情发展，同时做好相应的护理工作，

能够给急诊救治提供更多宝贵时间，促使死亡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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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的发生率下降[3]。由此可得知，于急诊室

治疗期间，为患者开展有效的预见性护理干预是十

分必要的[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组样本选取本院急诊科在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期间接受治疗的患者，共计 150 例，根据护

理模式差异化将所有患者平均分成常规护理组和预

见性护理组（每组各 75 例），其中常规护理组患者

男性与女性，比例为 36：39，平均年龄（43.81±3.58）
岁，采用常规急诊护理措施进行护理；预见性护理

组患者男性与女性比例为 41：34，平均年龄（44.13
±3.26）岁，实施预见性护理方案进行护理，两组

患者的病症类型均包括：消化系统病症、心脑血管

疾病、外伤感染、食物中毒以及休克等，为保证此

次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完整，

征求患者同意后，采取自愿参与原则，且能够积极

配合急诊治疗和护理干预。入组样本排除合并其他

恶性肿瘤、精神疾病或癫痫史者、认知和沟通障碍、

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对急救治

疗所使用的药物出现过敏反应以及临床护理配合度

较低和因各种不可控原因不能全程参与者，指标间

P＞0.05，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1）常规护理组：采取了常规急诊护理方法进

行抢救，为抢救患者安装体征监护装置，监测患者

的心率、血压以及心电图变化等是否按照正常预计

情况变化发展，一旦出现异常及时告知医师并协助

处理[5]。 
（2）预见性护理组： 
①组建预见性护理小组：根据医护人员的学历、

职称、临床社会经验等采用灵活的排班制度进行合

理配置，为护理人员制定护理目标及责任制度，培

养积极思维使小组成员能够积极学习危重病人抢救

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把救援的压力转化为熟练有序

的工作，定期组织科室护理人员进行急救安全知识

的学习，收集抢救成功案例进行分享，提炼并学习

其他案例中的先进经验，增强科室护理人员的急救

安全知识掌握程度，强化护理人员在急救过程中面

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以及危机预防意识[6]。以预

测患者的情绪和需求为出发点，在护理过程中，根

据护理前的综合评价和患者的诊断结果，为患者制

定明确的护理计划，积极护理病人，观察病人，以

减少误诊和漏诊，提高抢救任务的完成率。 
②在患者入院治疗初期，护理人员须对患者的

身体状况、病症史以及其他病症相关的信息进行询

问与记录，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主治医师须对患

者的基本信息以及当下的病症情况进行结合分析，

对患者后续疗养期间可能出现的紧急危险状况作出

较为准确的预判，并联合护理人员针对患者潜在的

紧急危险情况进行详细的研究讨论，制定针对措施

并形成预见性应对预案[7]。 
③明确护理流程：1）急诊前护理。急诊护理人

员必须具备娴熟的护理操作能力，对急诊患者的不

良情绪进行及时安抚，利用合理的方式安抚患者及

其家属的紧张、害怕情绪，提升患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以及对危急情况的警惕心，避免患者在突发紧急

情况时产生过度恐慌的情绪，出现其他的急诊意外

状况，并提高其依从性。掌握患者以往发病和现在

的发病史、过敏史、用药等基本状况，从而对医疗

人员在接诊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遗漏信息进行补充，

准备好所有相关的医疗器械，以及急诊期间可能要

用到的药物；2）急诊中护理。护理人员到达现场后

需对患者进行基础抢救，观察患者症状并结合患者

家属描述评估病情，在此基础上联合护理经验进行

预见性护理评估，缩短急救时间[8]。护理人员针对

抢救患者实现静脉给药的多通路分配，护士能够在

医嘱执行过程中结合病情，将患者的功能有效拓展，

并在患者进行急诊急救的整个过程中全程陪护，对

其生命体征进行密切观察，尽量预防并降低出现不

良事件对急诊工作产生影响，根据病情评估结果准

备急救物品，同时开辟绿色通道，准备手术器械，

联系手术医生快速到位[9]；3）急诊后护理。护理人

员需要告知患者严格遵守相关的注意事项，其中包

含用药、饮食、锻炼、定期检查等。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急诊患者抢救效果、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以及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研究结果数据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 sx ±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n（100%）]表示，行 χ2
检验。若 P＜0.05 说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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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比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急诊患者抢救效果对比 
常规护理组急救时间为（52.13±3.54）min，救

治率为 85.33%（64/75）其中成功救治 25 例，有效

救治 39 例，救治失败 11 例；预见性护理组急救时

间为（40.13±3.12）min，救治率为 94.67%（71/75）
其中成功救治 38 例，有效救治 33 例，救治失败 4
例，P＜0.05 说明存在对比意义。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对比 
常规护理组护理满意度为 81.33%（61 例满意，

61/75）；预见性护理组护理满意度为 94.67%（71
例满意，71/75），P＜0.05 说明存在对比意义。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常规护理组患者的情感职能（75.74±11.53）分，

精神健康（76.38±13.82）分，生理功能（73.70±
13.76）分，社会功能（72.25±12.03）分；预见性

护理组患者的情感职能（82.39±11.51）分，精神健

康（83.34±11.76）分，生理功能（81.68±12.85）
分，社会功能（82.72±11.34）分，P＜0.05 说明存

在对比意义。 
3 讨论 
由于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急诊科相关的医护

人员个体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必须要保证科

学的规范与流程的配备，对医护人员的工作秩序、

流程进行规范，不断提升整体的抢救质量和效果[10]。

预见性护理是一种优质的护理干预模式，可以提前

预防各种风险因素，防止和减少各种并发症发生，

可以更好的满足急诊科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要求[11]。 
经过数据对比分析后发现，对急诊患者实施预

见性护理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抢救率和护理满意度，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相比于常规护理模式来说能够

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因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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