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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OP指导下 ICU护士呼吸机操作规范化研究

苏跃香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探究基于 SOP 指导下 ICU护士呼吸机操作规范化效果。方法：本次实验中于我院在 ICU
中选取 70例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护士在呼吸机操作方面均存在者较大的不足，需对其采用 SOP 指导来

强化其呼吸机操作技能，并对比培训前、培训后的操作合格率。结果：培训前 70例护士中，合格人数为 52
例，其余 18例不合格，合格率（74.28%）；在培训后，70例护士均能够在保障规范性的前提下熟练操作呼

吸机，合格人数 70例，合格率（100%）。培训后合格率明显高于培训前，且数据间差异较大，有明显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 SOP 指导下提升 ICU 护士呼吸机使用技能，可有效提升其规范性，对

ICU护理质量提升、降低相关性肺炎感染率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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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ICU Nurse Ventilator Based on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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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ndardized effect of ventilator operation for ICU nur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P. Methods: In this experiment, 70 nurses were selected in the ICU of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elected nurses had major shortcoming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ventilator. SOP guidance was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ir ventilator operation skills, and to compare the operation qualification rat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Among the 70 nurses before the training, 52 were qualified, and the remaining 18 were unqualified, with a
pass rate (74.28%). After the training, all 70 nurses were able to operate the ventilator proficiently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standardization and qualified. There were 70 cases with a pass rate (100%). The post-training
pa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aining,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ta were significant, with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Improving the use of ventilator skills of ICU nur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P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its standardization, and 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CU care and reducing the rate of related pneumonia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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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代背景下，因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多种

疾病的发生率在逐步提升，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ICU（重症监护室）是医院重点科室，该

科室中的患者均为存在急危重症，有一定的生命危

险，同时，在监护过程中患者基本上均需要使用呼

吸机进行机械通气，以保障患者的正常呼吸[1]。呼吸

机使用时，对护士的个人技术要求非常高，若护士

自身技能水平不足，操作规范性较低，便有可能提

升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据实际情况，我院 ICU护

士呼吸机操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导致患者护

理过程中的安全性存在安全隐患，对此，想要提升

护士呼吸机操作规范性，就必须要进一步提升其专

业技能[2]。SOP（呼吸机标准作业程序）是 ICU 呼

吸机使用过程中的标准化操作标准，在我院 ICU中

加强对护士呼吸机操作技术对提升护理质量有重要

作用。本文详细分析了基于 SOP指导下提升 ICU护

士呼吸机操作规范性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共 70 例，均为我院

ICU护士，实验时间为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

入组护士工作时间在 1~10年之间，不存在轮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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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以及实习护士，被选入组患者均存在急危重症，

且机械同期时间已超过 48h。70例护士中，男性 11
例，女性 59例，最小年龄 25岁，最大年龄 38岁，

平均年龄（32.52±2.71）岁。

1.2 方法

将呼吸机 SOP标准应用于对 ICU护士的系统性

培训中，具体步骤如下：第一，设计评估表。SOP
标准的实施可帮助 ICU护士进一步提升呼吸机使用

规范性，在实施前必须要根据我院实际情况设计评

估表，如使用呼吸机前设备摆放、管道连接等方面

的规范化标准及操作，使用后的清洁、消毒等维护

措施[3]。在评估表设计完毕后，对护理人员每一次的

呼吸机使用情况均进行详细记录。第二，ICU 护理

管理部门应选取专业技能较强的护士成立科研小

组，并根据护理人员专业技术的高低进行分组。同

时，各小组内必须要由护士长、护理骨干、专科护

士等组成，在学习 SOP 标准时能够较大程度的提升

护士操作技术，且护理骨干、专科护士均具有良好

的带教能力，可在带教过程中向护士详细讲解相关

知识，促使护士可尽快积累呼吸机使用经验，为其

呼吸机操作规范性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4]。第三，实

施。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需正式向我院 ICU护

士进行 SOP 标准教学。ICU中呼吸机的使用必不可

少，强化护士呼吸机操作技能可进一步提升规范性

操作技巧，对提高患者安全性，降低相关性肺炎发

生率有积极意义[5]。本次实验中强化 SOP 标准教学

的主要教学内容较多，主要为可复用型呼吸机管道

及附件的消毒、呼吸机使用过程中的气道管理、呼

吸机使用过程中的观察与常见报警处置等。同时，

还需进行专家讲座，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

合，且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做好记录。

1.3 评价指标

将培训前后护士呼吸机操作合格率作为本次实

验的评价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2.0作为本次实验的统计学处理工具，

评价指标使用（%）表示，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

存在明显统计学意义则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培训后合格率明显高于培训前，且数据间差异

较大，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成绩合格率对比（%）

组别 护士例数 合格例数
不合格

例数
合格率

培训前 70 52 18 74.28%

培训后 70 70 0 100%

X2值 18.463

P值 ＜0.05

3 讨论

近年来因多种因素影响，多种疾病的发生率较

之过去明显提高，极大的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医院中，ICU 重症监护室病患众多，且多

数存在急危重症，甚至是生命危险，需采用呼吸机

机械通气来维持正常呼吸。呼吸机是当前临床常用

医疗卫生设备，于 1929年首次被临床应用，到目前

为止已接近百年。ICU 中相关仪器设备众多，呼吸

机也在其中，被应用于麻醉呼吸管理、呼吸支持治

疗、急救复苏等方面，极大的降低了呼吸衰竭发生

率，除被应用于 ICU外，还被应用于急诊科急救治

疗中[6]。呼吸机使用方式临床上可分为有创、无创，

均具有其特点，但就呼吸机多年的使用情况来看，

仅有 55%的使用合格率，且机械通气过程中因呼吸

机因素、护理人员因素或患者自身因素影响，可能

会出现相关性肺炎，进而在其病症基础上进一步对

患者身体产生影响。

由于 ICU 重症监护室中患者病症情况较为危

急，在治疗的同时必须要配合严格的护理措施，但

据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我院 ICU护士的护理技能存

在着较大的不足，尤其是在呼吸机操作规范方面。

想要进一步提高 ICU护士呼吸机操作规范性，就必

须要强化护士操作规范性。呼吸机自问世到如今大

范围应用以来，早已形成了一套具有较强应用价值

的规范化操作标准，即 SOP。目前我院 ICU护士呼

吸机操作规范性不强，严重影响到了患者的护理安

全性，因此，应用 SOP十分有必要。据本次实验来

看，在未使用 SOP 标准培训 ICU护士前，其呼吸机

使用合格率仅为（74.28%），而在 SOP标准培训后，

合格率高达（100%），且与培训前相比数据差异明

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ICU护士在护理

过程中，需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尤其

是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脉搏等指标，如此方可

精细化管理各护理细节[7]。在 SOP 标准培训下，不

仅可让护士深入了解呼吸机的工作机制、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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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等，同时还系统性的将呼吸机使用过程中

常见问题进行汇总，如报警未及时处理、未及时添

加湿化罐内灭菌注射用水等问题，并将针对性解决

方法告知护士。同时，除进行系统性理论知识教学

外，实践操作也必不可少，通过应用 SOP，我院 ICU
护理管理部门已成立相关科研小组，除具备高素质

护理人员外，还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等，

可在护士系统性学习后进行考核，并通过评价标准

来对其进行评估，严谨性、公平公正性较高。

在使用呼吸机机械通气时，若护理人员操作不

规范，便有可能提升相关性肺炎发生率，加重患者

身体负担。通过对 ICU护士基于 SOP标准进行呼吸

机使用规范性培训，便可较大程度的降低相关行肺

炎发生率。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看出，基于 SOP 标准指导下

强化 ICU护士呼吸机操作规范，可较大程度的提升

其专业素养，提升安全性，同时，使用该标准培训

护士并不能完全避免操作问题的出现，但也为 ICU
护理质量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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