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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的价值 

李天凤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中医医院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摘要】目的 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通过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方法 将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本院进行手术室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与观察组

（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通过

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得到手术患者的高度认可与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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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perating room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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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the operating room nursing work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80 patients in the operating room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hich is highly recognized and satisfied b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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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是临床治疗疾病的一种方式，手术室接

收的患者通常是病情比较严重，具有工作时间长、技

术性较强、风险高等特点，在手术过程中由主治医生

与护理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手术[1]。任何手术都存

在有潜在的风险，手术治疗过程比较复杂，任何环节

出现失误会对患者造成很大创伤，严重影响到手术质

量，甚至会引发重大的安全事故，威胁到患者的生命

安全，增加医疗纠纷事件[2]。因此，手术室的护理人员

应该积极开展护理新技术，严格规范护理行为，不断

改善护理服务，给予患者更加全面综合性的护理服务，

满足患者的需求，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提高手术治

疗效果，促进康复。因此，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本院进行手术室患者作为调研的样本，抽取其

治疗数据，重点探究综合护理干预所带来的成效结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本院进行手术室患

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

与观察组（综合护理干预），观察组男女比例 22:18，
最小 23 岁，最大 55 岁，平均年龄（37.12±2.33）岁；

对照组男女比例 23:27，最小 24 岁，最大 56 岁，平均

年龄（39.46±3.46）岁，两组基本信息比较后无明显

差异性，P>0.05。患者均为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智力

障碍、精神疾病、恶性肿瘤、语言障碍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简单向患者介绍手术流程

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使手术顺利展开，便积极配合

医生完成手术。 
观察组接受综合护理干预。 
（1）健康指导。根据患者的不同年龄、兴趣爱好、

工作背景、文化程度采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讲解手术治

疗的必要性、手术流程，手术治疗的效果以及需要配

合的事项，使患者可以正确面对手术。通过发放健康

教育手册、宣传栏等多种形式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认知。 
（2）心理干预。手术室接收患者病情都是比较严

重的，大部分患者都会产生焦虑、不安、消极等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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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作为护理人员应该主动积极与患者进行沟通，

注重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给予患者更多的安慰与鼓

励，态度和蔼，与人亲切，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为

患者留下良好的印象，取得患者的信任。在沟通中需

注意避开患者敏感的话题，避免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

同时引导患者的家属给予患者更多的鼓励与陪伴，安

抚患者的情绪，有利于手术的顺利展开。 
（3）提高护理人员业务水平。定期组织手术室的

医护人员参加培训工作，重点讲解诊疗护理规范、医

疗法律法规，强化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与法律意识，

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使其能够严格遵循各项规章制

度进行操作，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能够满足患者的

需求。 
（4）术前准备工作。耐心询问患者的疾病史、过

敏史等基本情况，提前将手术过程中所需用到的物品

设备准备齐全，将手术室的温湿度调为适宜，告知患

者进入手术室不可随身携带易燃、易爆、金属饰品物

品，根据手术情况严格做好皮肤准备工作、胃肠道准

备工作。 
（5）术中干预对策。在手术过程中在密切观察患

者的病情变化的同时，为患者进行合理的心理指导，

安抚患者的情绪。密切观测患者的体温变化，积极做

好保暖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肢体外漏，防止低体温的

出现。积极、主动的配合主刀医生，满足手术过程中

的一切需求，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标准，在护理中应该

注意动作轻柔，避免发生惊扰。 
（6）术后干预。手术完成后，注意观察患者的生

命体征与切口恢复情况，询问患者的感受，必要时遵

医嘱给予患者使用镇痛药物，及时更换敷料，鼓励患

者在病情平稳之后尽早地下床运动锻炼，结合患者的

饮食喜好以及病情状况合理制定饮食方案，确保三餐

合理。并告知患者家属术后照顾事项，使其可以更好

地恢复。 
1.3 评价标准 
分析患者对护理干预措施的满意度，患者评分低

于 70 分可视为不满意，71~85 分为一般满意，高于 85
分为非常满意[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是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计数单位采用%进行表示，两组之间存在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采用 P＜0.05 进行表示。 
2 结果 
分析两组患者对护理干预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可见表 1 内容。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干预满意度{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17 11 12 28（70.00%） 

观察组 40 26 12 2 38（95.00%） 

χ2     6.643 

P     ＜0.05 

 
3 讨论 
伴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与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以

及法治诉求日益增强，人们不仅关注医疗水平，同时

更加注重护理服务质量[4]。护理工作是一门综合性、专

业性特别强的学科，临床护理工作琐碎而又繁忙，存

在一些潜在的法律问题。尤其是手术室护理，伴随着

高新医学技术在手术中的广泛应用，对于手术室护理

工作也是一种机遇与挑战。手术室患者病情更加严重，

存在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大部分患者因缺乏医学知识，

在面对手术时会产生焦虑、紧张、不安等消极情绪，

对手术的顺利开展造成很大影响。因此积极采取有效

的护理干预措施尤为重要。常规护理模式内容比较单

一，无法满足患者的全面需求。 
综合性护理注重调节患者的生理、心理状况与负

担，有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构建，给予患者全面、连

续性的整体护理服务，做到环环相扣、整体协调一致，

培养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提高护理质量[5]。在综合护

理中，采取多种方式对患者展开健康教育，不断纠正

患者的错误认知，帮助患者正确的看待手术，有利于

手术顺利展开。大部分手术患者都会存在不同的精神

压力，对手术产生恐惧心理，加之受病情与经济的影

响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为了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临

床患者的心声，首先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主动了

解患者，始终保持细心、耐心、爱心作为护理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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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提供最满意、最优质的服务，

结合家属对患者展开心理干预，给予患者更多的安慰

与鼓励，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改善心理状态。认真做

好术前准备工作，并密切配合医生顺利完成手术，术

后采取有效护理，监测病情变化与手术切口情况，促

进患者康复。通过采取综合性护理患者可以积极乐观

的心态面对手术治疗，并配合后续的护理工作，提高

手术质量，改善预后效果，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进而取得患者的满意与认可。可从本质研究中发现，

通过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措施，患者的满意度更高，提

示手术时患者更加认可综合性护理服务、护理人员的

服务水平。 
在手术过程中任何环节出现错误都会给手术带来

很大的风险，增加医患纠纷事件，给医院造成重大的

损失。因此，医院应该加强完善质量监督和管理体系，

成立质量控制小组，明确各项岗位职责，并加强对手

术室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手术室医护人员的技

术操作水平，在面对急诊手术时才会做到临危不乱。

强化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提高手术护理

行为，满足患者的全面需求，引导护理人员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使其在手术过程中可以秉承高度的责任意

识与奉献精神，认真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给予患者

更加全面综合性的护理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手术

过程中，因手术时间、患者自身因素、麻醉因素等均

会导致患者出现低体温，会对患者的凝血功能与代谢

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在

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注意患者的体温变化，并积极做

好保暖措施。在手术完成后，护理人员应该认真清点

手术器械、物品，避免发生手术医疗事故，护理人员

从各个方面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

得到患者的满意。 
总而言之，通过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护

理质量，得到手术患者的高度认可与满意，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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