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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性化服务护理在健康体检中的应用效果 

常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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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健康体检过程中应用人性化服务护理的效果。方法 从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

间接受健康体检的体检者内选择 132 例，根据干预形式分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6 例。对照组接受常

规干预，实验组接受人性化服务护理，对比干预效果。结果 实验组中发生不良事件概率要低于对照组，同

时实验组对象的护理满意度统计值更高，比较有差异 P＜0.05。相比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检查时间更短同时

护理质量评分更高，比较有差异 P＜0.05。结论 对健康体检者实施人性化服务护理，可以降低不良事件发

生率、提高满意度与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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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zed service and nursing in health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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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service and nursing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32 subject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form, nam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6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intervention,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received humanized service nursing, compar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Results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atistical value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e difference wa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amination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and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was higher, the 
difference was P<0.05. Conclusion Humanized service nursing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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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

升，大家逐渐重视起体检的作用，进而对体检服务提

出更高的要求[1]。对体检者实施健康体检的目的主要在

于了解体检者的身体情况，及时发现体检者存在的问

题，实现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的目的[2]。随着人们

生活习惯发生变化，大家的保健意识显著提升，均重

视健康体检，其逐渐成为生活中的关键内容[3]。但是，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以及保健需求迅速提升，在体检过

程中的服务逐渐受到人们得的重视。人性化服务主要

是将人作为中心，以此满足体检者检查过程中存在的

心理以及生理需求，减轻体检者检查过程中存在的压

力，且可以缩短体检时间，提高检查效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接受健康体检的

体检者内选择 132 例，根据干预形式分组，即实验组

与对照组，各 66 例。实验组年龄在 20-70 周岁，平均

为（43.91±1.21）周岁，男 33，女 33。对照组年龄在

20-70 周岁，平均为（43.92±1.23）周岁，男 34，女

32。对两组年龄、性别等资料分析后，P＞0.05，具有

可比性。本次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纳入标准：（1）知情同意，且积极参与。（2）

资料信息完整。排除标准：（1）存在血液疾病。（2）
存在传染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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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干预，实验组接受人性化服务护

理： 
（1）环境护理：保持体检室内额的干净整洁，体

检前需对场地实施消毒等措施，条件允许可以摆放绿

色植物，以此缓解体检者的紧张情绪。对体检者进行

问诊的过程中，需保护体检者的隐私。同时，可以在

等待的过程中，张贴海报、放置宣传册等内容，以此

提高体检者的自我保健意识。 
（2）健康教育：护士需对体检者讲解注意事项，

像对体检者实施血液、腹部 B 超检查的时候，需在空

腹状态下，对体检者实施检查：对缓和进行检查之前，

需叮嘱体检者摘除术中佩戴的金属，而接受子宫附件

或者前列腺 B 超检查时，则需注意增加体检者的饮水

量，让膀胱处于充盈的状态。此外，还需对体检者宣

传疾病预防措施，对体检者发放宣传单或者经过多媒

体播放的形式，实现宣传疾病的作用。若体检者较为

特殊，则需根据体检者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合理的

体检计划。 
（3）体检中护理：体检过程中，护士需保持充足

的耐心，尊重体检者，提高信任程度，以此改善依从

性。护士需注意老年人、残疾人的体检，避免这些人

群在体检过程中出现意外的情况。同时，由于部分检

查需保持空腹，故需将这些项目安排在最初，随后为

体检者提供营养早餐，显著提升体检者的满意度。 
（4）体检后护理：体检之后需为体检者建立健康

档案，定期随访。结束体检之后，护士需对体检者进

行健康教育，叮嘱相关内容，让其遵医嘱服药，一旦

发生问题及时与医生共沟通。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收集体检者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率、检查时间

以及护理质量。 
满意度分数为 100 分，根据分数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以及不满意，最终统计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标准：

分数在 80 以上。满意标准：分数在 79-60 分。不满意

标准：分数低于 60 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满意）

/总人数*100%。 
1.4 统计和分析 
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分析，计数型指标则以例

（n/%）表示，χ2检验，计量型指标则选用均数±标准

差（ ）描述、t 检验。P＜0.05，则具有差异。 
2 结果 
2.1 组间护理满意度与不良事件发生统计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不良事

件发生率更低，比较皆 P＜0.05 可见表 1。 
2.2 组间检查时间比较 
总体上，对照组中对象花费的检查时间要比实验

组更长，统计比较 P＜0.05 可见表 2。 
表 1  组间护理满意度与不良事件发生统计（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不良事件 发生率（%） 

对照组 66 26 26 14 78.8 11 16.7 

实验组 66 35 27 4 93.9 2 3.0 

χ2     6.432  6.911 

P     ＜0.05  ＜0.05 

表 1  比对检查时间（ ） 

组别 例数 血常规（min） 影像（min） 尿常规（min） 

对照组 66 26.2±3.2 28.7±2.6 17.7±2.9 

实验组 66 12.0±3.0 16.0±1.8 11.0±3.3 

T  26.300 32.626 12.389 

P  ＜0.05 

 
2.3 组间体检护理质量统计 
对照组职业素养（85.6±6.0）分、护士形象（80.9

±4.6）分、院感管理（86.2±4.4）分；实验组职业素

养（92.4±3.6）分、护士形象（92.0±4.1）分、院感

管理（93.4±2.0）分。两组比 较 T=8.591、14.634、12.102，
可显示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均数差 P＜0.05 项目统计有

sx ±

sx ±



常春霞                                                              观察人性化服务护理在健康体检中的应用效果 

- 135 - 

意义。 
3 讨论 
健康体检作为当前人们十分重视的活动，更是人

们重视身体健康的关键表现，逐渐成为人们管理身体

的形式之一[4]。此种情况下，体检工作面对着较高的的

挑战。因此，体检过程中，需重视体检服务，而强化

护理人员的个性化服务则是改善护理工作的关键[5]。体

检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其与临床内的科室存在部分不

停，且体检与诸多学科均属于合作关系，故护士的工

作贯穿整个环节。所以，对体检人员实施有效的护理

措施，其具有施十分重要的作用[6]。人性化服务与传统

的服务相比而言，其具有较强的注定性，具有创造性、

整体性等特点。传统护理模式与人性化护理相比，其

处于被动状态，故对体检者实施护理时，常会出现呆

滞、枯燥等情况。同时，传统护理仅告知患者体检流

程，并没有为患者制定深层次的护理。但是，随着人

们体检需求显著增加，人性化服务可以显著改善传统

护理的不足，提升体检效率，改善体检质量。另外，

患者接受体检护理前，还需对体检者实施全面的分析，

随后制定科学、合理的体检护理流程。同时，护士还

需改进服务措施，重视以人为本的态度，提高护理质

量。 
综上所述，将人性化护理用于健康体检内，可以

改善不良事件、缩短检查时间、提升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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