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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的急诊综合护理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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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在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中应用综合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收治 300 例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根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综合护理组
和常规护理组 , 每组 150 例。常规护理组给予常规护理，综合护理组在常规护理组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包
括加强急救护理管理、上呼吸道护理、并发症护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抢救
时间、护理质量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的差异。结果  综合护理组抢救成功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
组〔95.33%（143/150）比 75.33%（113/150）〕，综合护理组抢救时间明显短于常规护理组（min：44.03±11.85 比
70.41±13.62，P＜0.05）。综合护理组护理质量总评分（分：94.81±5.17 比 76.23±4.72）、护理总满意度〔97.33%

（146/150）比 81.33%（122/150）〕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2.67%（4/150）
比 16.67%（25/1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对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进行综合护理，有助于
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和抢救成功率，缩短患者抢救时间，降低各种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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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 applie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shock.  Methods  The 300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shock admitted to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2018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and a routine nursing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ce in nursing methods, 
with 1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patients 
in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ere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nursing, complication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differences in rescue success rate, rescue time, nursing quality scor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toward  nurs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rescue  in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outine nursing group [95.33% (143/150) vs. 75.33% (113/150)]. 
The rescue tim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routine nursing group (minutes: 
44.03±11.85 vs. 70.41±13.62, P < 0.05). The total score of nursing quality (points: 94.81±5.17 vs. 76.23±4.72) 
and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97.33% (146/150) vs. 81.33% (122/150)] in comprehensive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routine nursing group [2.67% (4/150) vs. 16.67% (25/150)], all the above comparisons hav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shock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and success rate of rescue, shorten the rescue tim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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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创伤性休克主要是指机体在受到外力剧

烈打击后重要器官受损或大出血而导致循环血量

在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同时受到创伤后剧烈疼痛

及心理恐慌等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一种失代偿综合

征［1］。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病情危急，随时都有

可能急剧恶化而出现生命危险。因此，对于严重

创伤性休克患者应在第一时间进行病情评估和紧

急救治。而患者在发生严重创伤性休克后以及在

抢救过程中，容易出现器官损伤、创伤后感染和

挤压综合征等多种并发症，不利于患者的抢救治 

疗［2-3］。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护理工作认知程度的

不断提高，意识到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采取积极有效

的护理措施可以保障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因此人们对护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本研

究通过分析急诊综合护理的效果，旨在探讨更为积

极有效的严重创伤性休克护理措施，以更好地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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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治疗工作开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本院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8 月收治 300 例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所有患者在

发生严重创伤后立刻送至本院抢救。根据护理方

式不同将患者分为常规护理组和综合护理组，每组

150 例。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① 临床症状和检查结果均符合严

重创伤性休克相关诊断标准；② 患者自愿参加本次

试验。

1.2.2  排除标准：① 合并内分泌等其他严重疾病； 

② 对相关麻醉药物过敏；③ 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

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0527），对患者采

取的护理措施均获得过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

1.4  护理方法

1.4.1  常规护理组：密切观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

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根据创伤性休克情况为患者

补充血容量。

1.4.2  综合护理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综合护理。

1.4.2.1  加强急救护理管理：护理人员基于循证医

学结论并结合自身护理工作实践，制定规范化、标

准化的护理流程和科学合理的急诊抢救护理方案，

每位护理人员在急诊抢救护理工作中均应明确工作

的具体步骤、自身的主要任务和责任。从患者入院

开始各项护理工作就按照规范化护理流程有条不紊

地开展，确保患者在急诊抢救治疗及后期病房护理

的各个环节中能紧密衔接，有效缩短患者急诊抢救

时间，避免在急诊护理中出现漏洞，从而提高护理工

作质量，为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的急诊救治提供可

靠而有效的护理支持［4］。同时应注意，从接诊到急

诊抢救治疗的整个过程中确保由同一批护理人员开

展工作，保障各个环节的顺畅衔接。

1.4.2.2  上呼吸道护理：通常来说患者在发生严重

创伤性休克后处于昏迷状态，意识模糊，极易因上呼

吸道堵塞而导致窒息［5］。因此护理人员应在患者

平躺后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检查口腔中是否有异

物，如果存在异物应及时清除。清除患者口腔异物

及分泌物后立即给予吸氧治疗，吸入氧浓度（FiO2）

控制在约 0.50，氧气流量控制在约 5 L/min［6］。如发

现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则应及时给予气管插管等方

式辅助呼吸。

1.4.2.3  并发症护理：患者因外力导致外伤可能会

出现多种并发症，因此，护理人员应及时为患者建立

静脉通路，通过补液治疗保持体内各项指标正常，补

液过程中应注意液体输注速度，避免因输液速度过

快引发静脉炎；同时给予碱性药物，避免发生由缺

氧导致的酸中毒［7］。此外，护理人员应对患者外伤

伤口和器官损伤进行处置，如患者发生胸部应力受

伤则应采取有效的胸腔闭式引流；如患者有胃肠损

伤，则应采取有效的减压治疗措施。

1.4.2.4  健康教育：在患者恢复清醒后，护理人员应

在适当时机采用合适的方式让患者了解疾病相关知

识，掌握疾病治疗中的相关注意事项，有助于消除患

者因对于疾病治疗效果未知而产生的过度担忧和紧

张情绪，同时也有助于患者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开

展工作［8］。此外，还应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知识宣

教，提高患者家属的护理能力，协助护理人员提高工

作质量，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

1.4.2.5  心理护理：严重创伤性休克主要由突发外

界因素导致，患者无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在发病后

往往会存在较大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变化，容易产生

多种不良情绪，不利于疾病的治疗［9］。因此护理人

员应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密切观察其情绪及心理

状态的变化，如存在不良情绪应及时进行疏导，帮

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护理人

员应耐心平和地解答患者的各种疑问，避免对患者

进行不良的语言刺激［10］。此外，护理人员还应发动

家属在治疗期间给予患者更多关心和鼓励，帮助其 

渡过难关。

1.5  观察指标

1.5.1  抢救成功率和抢救时间：抢救成功率为通过

抢救治疗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的患者占所有患者的比

例，抢救时间为从开始抢救治疗至抢救结束的时间。

1.5.2  护理质量评分：包括护理工作质量、工作积

极性、急救知识和医护人员配合程度4个维度，每个

维度分值为0～25分，护理质量总分值为0～100分， 

分值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高。

1.5.3  并发症发生率：主要为器官损伤、创伤后感

染、挤压综合征及血栓形成等。

1.5.4  护理满意度：由患者和家属在出院时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具体包括非常满意、满

意和不满意 3 个等级。

1.6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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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的一

般资料比较（表 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生休克

至送达医院时间、受伤原因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有可比性。

表 1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发生休克至送达
医院时间（min，x±s）男性 女性

常规护理组 150 97 53 44.15±5.71 60.34±12.80
综合护理组 150 94 56 44.62±5.85 59.07±12.63

组别
例数
（例）

受伤原因（例）

交通事故 高空坠落 重物打击 其他

常规护理组 150 88 30 27 5
综合护理组 150 82 35 26 7

表 2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
抢救成功率和抢救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抢救成功率
〔%（例）〕

抢救时间
（min，x±s）

常规护理组 150 75.33（113） 70.41±13.62
综合护理组 150 95.33（143） a 44.03±11.85 a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aP＜0.05

2.2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抢救

成功率和抢救时间比较（表 2）：综合护理组患者抢

救成功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抢救时间明显短于

常规护理组（均 P＜0.05）。

2.3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护理

质量评分比较（表 3）：综合护理组护理操作质量评

分、工作积极性评分、急救意识评分、医护人员配合

程度评分和护理质量总评分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

（均 P＜0.05）。

表 3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
护理质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护理操作质量
（分）

工作积极性
（分）

急救意识
（分）

常规护理组 150 18.21±3.36 16.85±2.68 17.12±2.16
综合护理组 150 22.74±3.24 a 22.28±3.94 a 23.08±2.85 a

组别
例数
（例）

医护人员
配合程度（分）

护理质量
总评分（分）

常规护理组 150 16.71±2.70 76.23±4.72
综合护理组 150 22.66±3.05 a 94.81±5.17 a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aP＜0.05

表 4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并发症〔例（%）〕 并发症
总发生率
〔%（例）〕

器官
损伤

创伤后
感染

挤压
综合征

血栓

常规护理组 150 4（2.67） 9（6.00） 8（5.33） 4（2.67） 16.67（25）
综合护理组 150 1（0.67） 2（1.33） 1（0.67） 0（0    ）   2.67（ 4） a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aP＜0.05

2.4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并发

症发生率比较（表 4）：综合护理组并发症总发生率

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

表 5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
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护理满意度〔例（%）〕 护理总满意度
〔%（例）〕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常规护理组 150 80（53.33） 42（28.00） 28（18.67） 81.33（122）
综合护理组 150 95（63.33） 51（34.00）   4（  2.67） 97.33（146） a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aP＜0.05

2.5  不同护理方式两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护理

满意度比较（表 5）：综合护理组护理总满意度明显

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

3 讨 论 

  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身体各器官均可受到不同

程度损伤，病情凶险，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病情随时

都有可能恶化。相关研究表明，严重创伤性休克患

者如得不到及时救治，其血压长时间处于较低状态，

通常在 2 h 内组织细胞便可坏死，导致血管内活性

物质增多，严重影响患者的有效血液循环，同时组织

细胞缺氧使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进一步降低有效

循环血量，加重患者病情［11］。因此对于严重创伤性

休克患者来说抢救时间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抢救时

间内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危险因素，使患者脱离生

命危险是抢救成功的关键。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及

家属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往往没有充分心理

准备，容易产生各种不良情绪，在部分情况下可能会

对医护人员的工作产生抵触心理，不利于抢救治疗

的顺利开展［12］。而且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对疾病的

了解和认知不充分、不准确，在救护过程中难以有

效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因此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

的急诊抢救治疗需要护理工作的支持。

  综合护理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护理

理念，强调在护理工作开展中要始终坚持“以患者

为中心”的理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护理，为患者提

供高效而优质的护理服务，以保障患者疗效［13］。邱

祥等［14］对急诊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实施绿色护理

通道有助于提高急诊效率，缩短护士急诊反应时间。

首先，对于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争

取急诊抢救时间，因此在综合护理中应加强对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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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的管理。急诊急救护理的高效性和规范化直接

影响患者的抢救效果，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应提前制

定规范化、标准化的护理流程及科学合理的急诊抢

救护理方案，且为了保障护理流程和急诊抢救护理

方案的有效性，护理人员应基于循证医学理论，充分

结合自身护理经验，确保各项操作切实可行［15］。对

于护理人员来说，为了在急诊抢救护理中能更加高

效优质地完成各项操作，更加合理有序地处理各种

突发状况，急诊护理人员应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急

诊抢救知识的学习，并积极开展实践训练，不断提升

自身的护理水平。其次，对于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

来说，由于其处于昏迷状态，意识不清，并且受到外

力和外伤影响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威胁患者的生

命安全，因此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血压、呼

吸、意识及出血等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

向主治医生反馈，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护

理人员应避免因患者口腔异物或呼吸道分泌物堵塞

而导致窒息，需加强口腔检查。除此之外，护理人员

还应有效疏导患者和家属的不良情绪，帮助患者和

家属以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对治疗，并积极配合医护

人员的工作。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将综合护

理应用于我院收治的严重创伤性休克患者中，结果

显示，综合护理组患者抢救成功率、护理质量总评

分、护理总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并发症

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抢救时间显著

短于常规护理组。表明综合护理在严重创伤性休克

患者护理中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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