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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应用在急诊科护理中的效果 

董梅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优质护理服务在急诊科护理中的使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需要选取 78 例急诊科患者进行研究，患者均自愿参与研究，符合本次研究标准。

采用等分制研究，对照组（n=39 例）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n=39 例）急诊科患者采用优

质护理方式，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重点记录患者护理满意度、SAS 以及 SDS 评分。结果 观
察组急诊科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0.05）。结论 对急诊科

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不良情绪，提高护理满意度，对患者疾病恢复具有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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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ing. Methods: The study started in January 2019 and ended in December 2019. 78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All patients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met the research 
criteria. Adopting an equally divided study, the control group (n=39 cases)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9 cases)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used 
high-quality nursing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ing staff needed to make records and key records 
Patient care satisfaction, SAS and SDS scores.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high degree of 
difference in the research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unhealthy moo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atients' recovery from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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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为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科室疾病具有

变化快、严重程度高以及情况紧急的特点，需要及

时对其行针对性处理。本次研究急诊科患者运用优

质护理，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1 月，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需要选取 78 例急诊科患者进行研究，

患者均自愿参与研究，符合本次研究标准。采用等

分制研究，对照组（n=39 例）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

护理方式，患者年龄≥25 岁，≤73 岁，平均年龄

（43.25±2.03）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22 例、17 例；

观察组（n=39 例）急诊科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方式，

患者年龄≥27 岁，≤75 岁，平均年龄（45.61±1.68）
岁，患者男女占比为 23 例、16 例，两组患者基础

资料差异度低（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运用常规护理方式，即用药

http://ijnr.oajrc.org/�


董梅华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应用在急诊科护理中的效果 

 - 676 - 

指导、生命体征监测。 
观察组急诊科患者采用优质护理方式，具体实

施如下：（1）提高护理人员整体素质，科室定期组

织护理人员进行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以及卫生部所下达的相关文件学习，要求

护理人员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气管插管以及心脏除

颤等护理操作，并定期对一些重要操作进行考核，

进而促进护理人员操作能力、应变能力以及急救能

力的提高。此外，还需要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服务

意识，不断转变护理方式，要求其从被动护理转变

为主动向患者提供护理服务[1]。（2）急诊科患者疾

病比较危重，病情变化速度比较快，患者及家属对

疾病的了解程度比较低，加上治疗费用比较高，在

治疗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暴躁、焦虑等情绪。因此，

需要护理人员耐心向患者讲述疾病发生原因、注意

事项等，每项治疗费用的用途、治疗作用等。若患

者存在不良情绪，需要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舒缓患者情绪，积极应对治疗[2]。此外，护理人员

需要与患者家属交流，向其说明家属为患者强大后

盾，患者对家属依赖感比较高，可以适当增加与患

者的沟通频率，转移患者注意力[3]。（3）在患者治

疗期间适当增加巡视频率，对血压、血氧饱和度、

心率以及脉搏等各项指标进行监测，并做好记录工

作，若有异常状况出现需要及时行护理干预。部分

患者年龄比较大，运动功能出现不同程度障碍，加

上疾病治疗需要，需要长时间卧床，护理人员需要

定期对患者翻身，注意观察患者受压处皮肤，避免

出现压疮不良事件[4]。（4）优化急诊抢救流程，急

诊患者入院后由责任护士向其讲述相关就诊流程，

避免因家属不了解就诊流程，耽误患者最佳治疗时

间。此外，急诊患者具有发病急、病情变化快的特

点，需要为其开设绿色通道，促使患者在最佳治疗

时间得到有效治疗[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急诊科患者观察指标为护理满

意度、SAS 以及 SDS 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一般资料、观察指标以及计数资料为本次研究

的重要数据组成部分，为保证研究数据准确性，需

要将其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数据涉及较多需要

通过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为本次研

究的例数，观察指标中护理满意度用（%）表示，

SAS、SDS 用（分）表示，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研

究数据差异度高时，以（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急诊科患者运用优质护理

后护理满意度为 94.87%，其中非常满意患者占比为

56.41%，满意度患者占比为 38.46%，不满意患者占

比为 5.13%；对照组急诊科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后护

理满意为 74.36%，其中非常满意患者占比为

41.03%，满意度患者占比为 33.33%，不满意患者占

比为 25.64%，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9 22（56.41） 15（38.46） 2（5.13） 37（94.87） 

对照组 39 16（41.03） 13（33.33） 10（25.64） 29（74.36） 

X2  3.994 4.155 3.054 4.598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对比（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9 59.78±8.42 40.25±5.36 58.77±8.79 41.36±5.14 

对照组 39 58.26±7.26 55.78±6.03 57.64±7.36 55.47±6.44 

X2  5.035 5.698 4.033 4.594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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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急诊科患者 SAS 为 40.25
±5.36 分、SDS 为 41.36±5.14 分；对照组急诊科患

者 SAS 为 55.78±6.03 分、SDS 为 55.47±6.44 分，

观察组患者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

高（P＜0.05）。 
3 讨论 
急诊科为综合医院的核心科室之一，主要负责

疾病治疗、患者抢救以及治疗。该科室收治的重症

患者比较多，涉及疾病种类多，患者病情变化速度

快，在实际治疗、护理过程中，会造成严重后果，

甚至会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6]。由此可以说明，急

诊科存在较多护理风险，护理人员日常工作量比较

大，要求其在实际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操

作能力、沟通能力以及救治能力[7]。此外，患者在

急诊科护理中比较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主要与患者自身疾病、治疗费用以及家庭等具有较

大关系，患者长时间处于不良情绪中，治疗依从性

会随之降低，进而影响总体护理效果。 
本次研究对急诊科患者运用优质护理方式，该

种护理方式主要以患者为中心，可以对患者实施针

对性、规范性的护理服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急

诊科患者运用优质护理后护理满意度为 94.87%，其

中非常满意患者占比为 56.41%，满意度患者占比为

38.46%，不满意患者占比为 5.13%；对照组急诊科

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后护理满意为 74.36%，其中非常

满意患者占比为 41.03%，满意度患者占比为

33.33%，不满意患者占比为 25.64%，观察组患者护

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观察组急诊科患者 SAS、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

者，两组研究数据差异度高（P＜0.05）。主要因为

该种护理方式会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对患者

实施心理护理、优化急诊抢救流程以及健康教育等，

进而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8]。 
综上所述，对急诊科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不良情绪，提高护理

满意度，对患者疾病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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