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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脑病科重症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及有效性分析 

李 芸 

云南省中医医院脑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人性化护理在脑病科重症护理中的运用效果与有效性。方法 此次研究需要选取脑病

科重症患者，共计 84 例，纳入时间段为 2020 年 2 月~2020 年 8 月。为了提升研究效果，采用分组式结果分

析，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n=42 例）与对照组（n=42 例），组别不同运用的护理对策不同，对照组患者运

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患者采用人性化护理，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重点记录患者护理有

效率、神经功能、舒适度评分。结果 运用人性化护理的观察组脑病科重症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95.23%，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者护理有效率 78.57%，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为提升脑病科重症患者护理效果，此

次研究对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结果显示患者护理效果明显提升，神经功能显著改善，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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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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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effectiveness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neurological intensive care.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84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were selected, and the enrollment period was from February 2020 to August 2020.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effect, the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was adopted. Pati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42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n=42 cases). Different groups used different nursing strategie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 humanized nurs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ing staff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cording, focusing on recording the patient's 
nursing efficiency,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comfort score.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care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neurolog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humanized care was 95.2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ffective rate of 78.57% for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neurology, 
this study implements humanized nursing for 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rsing effect of patient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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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此次研究需要选取脑病科重症患者，运用不同

护理方式并分组对比，以此来探究最佳护理方式，

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需要选取 84 例脑病科重症患者，研究

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2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对照组（n=42 例）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患者年

龄≥43 岁，≤77 岁，平均年龄（63.25±1.25）岁，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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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男女占比 24 例、18 例，按照患者疾病类型划分

包括 10 例脑出血患者、17 例脑梗死患者以及 15 例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观察组（n=42 例）患者采用

人性化护理，患者年龄≥42 岁，≤74 岁，平均年龄

（67.11±1.32）岁，患者男女占比 25 例、17 例，按

照患者疾病类型划分包括 16 例脑出血患者、10 例

脑梗死患者以及 16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两组患

者基础资料差异度低（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脑病科重症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即

用药指导、生命体征监测等。 
观察组脑病科重症患者采用人性化护理，具体

实施如下：（1）心理护理干预，脑病科患者疾病严

重程度高，病情变化速度快，加上治疗费用昂贵，

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患者比较容易出现焦虑、抑

郁以及紧张等负面情绪，严重影响治疗效果，治疗

配合度也随之降低。因此，护理人员需要依据患者

病情情况进行心理疏导，增加沟通频率，注意在交

流时语气温柔、态度和蔼，讲解疾病发生原因、治

疗手段、预后效果以及治疗成功案例等，在此过程

中合理运用鼓励性语言，增加患者治疗信心。若患

者有语言障碍，可以用眼神、手势与其交流，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患者治疗安全感[1]。（2）环境护理，

需要为患者创建安静舒适的治疗环境，定期开窗通

风，更换床单被褥，严格控制探视人数，增加患者

休息时间。温度控制在 18~22℃左右，湿度控制在

50~60%之间，可以在病室内放置饮水机，保证患者

随时能够饮用到干净热水。在患者睡眠、休息时间，

可以将监护设备音量调小，防止打扰到其他患者。

（3）呼吸道护理，需要及时清除患者口腔、呼吸道

内的分泌物，保证患者呼吸通畅，防止痰液长时间

淤积造成呼吸道感染。若患者有意识需要指导其正

确的咳嗽方法，嘱咐患者适当增加饮水量，起到稀

释痰液作用，加快痰液排出[2]。若患者不能自主咳

嗽，可以用吸痰管将痰液吸出，防止痰液淤堵造成

患者窒息。（4）生活护理，需要每隔 2h 为患者翻

身一次，15min 查看一次受压处皮肤情况，防止出

现压疮。若患者出现肢体功能障碍，需要辅助其将

患肢抬高，膝部放置软垫[4]。此外，为患者做好导

管护理工作，用不同颜色的标识签区分导管，做好

导管护理工作，及时更换尿袋，防止尿道感染。日

常饮食以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类食物为主，

减少高脂肪类食物摄入。（5）康复训练，依患者恢

复情况进行康复训练，若患者需要卧床，训练内容

以手指操、被动运动、刺激穴位为主，具有提升神

经系统活力作用，若患者能够下床活动，训练可以

为太极拳、散步[3]。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脑病科重症患者观察指标为神

经功能评分、舒适度以及护理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提升研

究数据准确性，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

计数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 中，以此

完成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

分别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治疗的

表达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观察

指标中神经功能、舒适度用（分）表示，护理有效

率用（%）表示，数据比较存在差异说明有统计学

意义，用（P＜0.05）表达。 
2 结果 

表 1 两组患者研究数据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神经功能 舒适度 

观察组 42 28.12±2.46 8.52±1.36 

对照组 42 20.12±3.45 5.14±2.33 

X2  4.022 3.055 

P 值  ＜0.05 ＜0.05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患者神经功能、舒适度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有效率对比 （n/%），（x±s）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有效率 

观察组 42 25（59.52） 15（35.71） 2（4.76） 40（95.23） 

对照组 42 20（47.61） 13（30.95） 9（21.42） 33（78.57） 

X2  3.487 1.586 2.014 4.859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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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脑病科为综合医院重要科室之一，患者疾病种

类多样，病情变化速度快，随时有生命危险。科室

常见疾病为脑出血、脑梗死，该部分患者语言功能、

肢体功能容易出现损伤，治疗期间容易出现压疮、

感染等并发症，对护理质量要求较高。 
为提升脑病科重症患者治疗效果，此次研究对

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神经功能 28.12±2.46 分、舒适度 8.52±1.36 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神经功能 20.12±3.45 分、舒适度

5.14±2.33 分，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

察组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95.23%，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护理有效率 78.57%，组间差异显著（P＜0.05）。

由此可以说明对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可以有效提高

患者神经功能，促进治疗效果提高。主要因为该种

护理方式严格遵照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患者为

服务中心，尊重患者隐私。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实施

心理护理、环境护理、康复护理以及生活等护理，

改善患者负面情绪，促进治疗依从性提高，降低不

良事件发生率[5]。此外，对患者进行康复护理可以

改善肢体僵硬情况，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并且

对患者实施环境护理，可以为其创设干净、舒适的

治疗环境，保证患者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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