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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护理实施预见性护理的效果研究 

刘凤玲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北京 

【摘要】目的 分析脑出血护理实施预见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我院

收治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基础护理，研究组患者

实施预见性护理，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生活质量。结果 研究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3.33%）低于对

照组（26.67%）；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脑出血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实施预

见性护理效果较好，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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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cerebral hemorrhage nursing.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Nov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basic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redictive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3.33%)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6.67%);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s better,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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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

该病起病较急，通常病情较危重，当脑血管破裂出

血后，就会导致颅内压升高，随之患者会出现呕吐、

头痛等症状，严重也可能会出现的意识丧失、昏迷

等症状，甚至死亡[1]。因为颅内出血会导致患者颅内

环境稳定性受到损害，神经系统失去营养与氧气供

应，随之出现的肢体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等情

况，所以，即使患者经过治疗后，仍可能会出现偏

瘫等后遗症，对患者的正常生活有着严重的影响[2]。

近些年，临床上对于脑出血的治疗有了全新的进展，

但是护理措施仍然是传统模式为主，对患者身体的

恢复并没有辅助作用[3]。为此，本文中选用预见性

护理，现将内容与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男 17 例，女 13 例，最小 52 岁，最大

80 岁，年龄均数为（66.55±3.72）岁；研究组男 16
例，女 14 例，最小 50 岁，最大 81 岁，年龄均数为

（66.44±3.07）岁。一般资料对比显示，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患者入院之后，

完善相关检查，如影像学检查、血液检查等，疾病

确诊之后，选择针对性治疗措施。 
研究组：实施预见性护理，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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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呼

吸、心率、血氧饱和度等，当患者监护指标出现异

常时，应及时向上级医生汇报，实施针对性干预措

施。如患者体温上升时，可采用身体擦拭、冰敷等

方式进行物理降温，必要时遵医嘱服用退热药物。 
（2）呼吸系统护理：针对呼吸道分泌物较多的

患者，应及时清理呼吸道，定时为患者翻身、拍背

等，促使痰液松动，有助于痰液的排出。针对严重

缺氧的患者，可采取气管切开、机械通气方式保持

呼吸道通畅。患者在气管切开后，应采取相对应的

护理措施，积极预防感染的发生，并密切监测切口

变化。 
（3）泌尿系统护理：为患者留置导尿管期间，

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尿袋应低于床边 10cm，在移

动患者时，应妥善固定导管，确保导尿管通畅。对

于清醒的患者，应指导其多饮用温开水，增加排尿

量，以免发生尿路感染。 
（4）皮肤护理：针对需要长期卧床休息的患者，

应使用气垫床，每隔 1-2 小时为患者翻身一次，协

助患者采取舒适的体位，确保床单整洁、皮肤干燥。 
（5）预防静脉血栓：针对无法运动、卧床休息

患者，应定期进行肢体按摩，加速下肢血液循环，

还可指导患者进行床上运动。 
（6）消化系统护理：脑出血急性期患者在饮食

上应该以低脂肪、高蛋白、高维生素与高热量为主，

同时，还应限制钠盐的摄入量，确保患者进食食物

温度的适宜，处于昏迷期无法正常进食的患者，应

留置鼻饲管，选择牛奶、豆浆、藕粉等浆状食物。

遵医嘱给予患者应用胃酸抑制剂、胃黏膜保护剂等

预防性药物，并定时抽取胃液，密切监测患者有无

呕吐、便血等症状，以免发生消化道出血；每天进

行口腔护理两次，确保患者口腔清洁。 
1.3 观察指标 
（1）对比并发症发生率，包括肺部感染、压疮、

泌尿系统感染，总发生率=发生例数/总例数*100%。 
（2）对比生活质量，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

量量表（WHOQOL-100），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

好。 
1.4 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为 SPSS20.0 软件纳入研究数据，t 值

检验，通过（ sx ± ）表示；χ2值检验，通过率（%）

表示，判定统计学差异的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生活质量 
研究组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并发症发生率（n/％；例） 

组别（n=30） 肺部感染 压疮 泌尿系统感染 总发生率 

研究组 0（0.00） 0（0.00） 1（3.33） 1（3.33） 

对照组 3（10.00） 2（6.67） 3（10.00） 8（26.67） 

χ2
值 - - - 6.4052 

P 值 - - - 0.0113 

表 2  对比生活质量（ sx ± ；分） 

组别（n=30）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心理功能 

研究组 77.52±4.15 85.53±9.52 69.16±4.47 62.18±7.24 

对照组 67.24±5.58 72.05±8.12 52.04±5.50 53.09±6.15 

T 8.0968 5.9007 13.2306 5.241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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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些年，随着而我国人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改变，导致脑出血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并且患病年

龄越来越小，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脑出血

患者在急性期，通常需要绝对卧床治疗，这就增加

了泌尿系统感染、肺部感染、压疮等并发症的发生

率，给临床治疗增加了一定的难度[4]。 
预见性护理是临床上实施的一种新型护理模

式，在脑出血患者中应用，主要是促使神经功能恢

复，有助于患者身体恢复，越高整体护理质量，继

而提高生活质量[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

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

对照组（P＜0.05）。预见性护理是根据患者的实际

病情、疾病发展进行预测，实施针对性护理措施，

有效避开危险因素，继而促使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保证患者的治疗安全，加速疾病康复速度[6]。 
综上所述，脑出血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实施预

见性护理效果较好，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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