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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专职化护理模式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应用效果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我收治的 86 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袁各 43 例遥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袁观察组采

用专职化护理模式遥 对比两组血气指标尧多器官功能障碍评分渊Marshll冤尧肺损伤评分渊Murray冤及并发症发生情况遥
结果 干预前两组血气指标尧Marshll 及 Murray 评分对比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两组出院时 PaCO2 低于干
预前袁PaO2尧SpO2 高于干预前袁Marshll尧Murray 评分低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观察组出院时二氧化碳

分压渊PaCO2冤为渊43.62依4.58冤mmHg袁低于对照组袁血氧分压渊PaO2冤尧血氧饱和度渊SpO2冤分别为渊90.31依4.60冤mmHg尧
渊92.14依2.36冤%袁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出院时 Marshll渊2.24依0.82冤分尧Murray渊1.19依
0.42冤分袁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4.65%袁低于对照组的 18.60%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专职化护理模式能够缓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呼吸困难症状袁改善患儿血气指
标和肺功能袁有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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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mode on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渊ARDS冤. Methods Eighty-six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袁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袁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rofessional nursing mode.Blood gas index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core 渊Marshll冤袁lung injury score 渊Murray冤袁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gas index袁Marshll and Murra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渊P>0.05冤.At discharge袁PaCO2袁Marsh鄄

ll and Murra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袁PaO2 and SpO2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袁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渊P<0.05冤.At discharge袁PaCO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渊43.62依4.58冤 mmHg袁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曰PaO2 and SpO2 were 渊90.31依4.60冤 mmHg and 渊92.14依
2.36冤 %袁respectively袁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渊P<0.05冤.The Marshll

score 渊2.24依0.82冤 and Murray score 渊1.19依0.42冤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discharge袁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渊P<0.05冤.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65%袁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渊18.60%冤袁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渊P约0.05冤.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nursing mode can relieve the dyspnea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袁
improve the blood gas index and lung function of children袁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袁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曰Professional nursing mode曰Mechanical ventilation曰Blood gas index曰
Complications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渊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袁ARDS冤起病较急袁病情发展迅速袁预 后较

差袁尤其对于免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善儿童而言袁造成
的伤害性较大袁甚至威胁其生命安全 [1-2]遥 临床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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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 患儿在治疗原发病基础上多采取抗感染尧镇静

哭闹不配合时与其家属一同安抚患儿袁必要时使用镇

以改善缺氧情况 遥 但 ARDS 患儿病情变化快且较为

提拉 1 次帽檐袁放松 1 次鼻塞袁预防鼻黏膜坏死遥 若患

镇痛尧补充营养以维持其身体机能袁并结合持续供氧
[3]

复杂袁治疗过程易发生诸多不良事件袁影响患儿预后遥
护理措施的可行性尧科学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
预后袁已成为医院诊疗工作重要组成部分遥 专职化护

静剂遥 于皮肤尧黏膜护理遥 正确佩戴固定帽袁间隔 2 h

儿鼻中发红袁可轻柔按摩袁并局部涂抹匹罗星或配合

使用压力性损伤透明贴遥 盂吸痰护理遥 采取密闭式吸
痰方式为患儿吸痰袁将吸痰管放置气管插管与呼吸机

理模式依托护理小组的形式完成组员培训袁同时制定

管道之间袁确保持续通气袁吸痰时间在 5 s 内袁直至痰

就专职化护理模式对 ARDS 患儿干预效果展开分析遥

口腔袁每日 3 次袁使用吸痰管于最低处吸引冲洗液遥

护理方案袁以完成规范化尧程序化护理过程[4]遥 本研究
现报道如下遥

鸣音消失遥 榆口腔护理遥 每日使用碳酸氢钠溶液擦拭
虞感染管理遥 每日使用 500 mg/L 含氯消毒液擦拭桌
面尧操作仪器尧地面等袁并使用多功能动态空气消毒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我收治的 86 例

对病房进行消毒遥愚体位护理遥床头抬高 35耀45 度袁将
仰卧位更换为俯卧位以辅助通气袁 摇起膝下支架袁并
将软垫放置于患儿足底以减轻摩擦力遥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袁

1.4 观察指标

男 27 例袁女 16 例曰年龄 1耀12 岁袁 平均 年 龄渊6.01依

测两组血气指标袁包括二氧化碳分压渊Partial Pressure

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院11.58耀17.63 分袁 平均评分

of oxygen in artery袁PaO2冤尧血氧饱 和度 渊Pulse oxime鄄

各 43 例遥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遥观察组
1.20冤岁曰病程 3耀19 d袁平均病程渊8.92依2.16冤d曰急性生
渊14.35依1.27冤分遥 对照组男 25 例袁女 18 例曰年龄 1耀12

岁袁平均年龄渊5.98依1.36冤岁曰病程 2耀20 d袁平均病程
渊9.13依2.07冤d曰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院11.41耀

17.24 分袁平均评分渊14.50依1.09冤分遥 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院符合叶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疗

技术规范曳诊断标准[5]曰胸透提示肺部呈现斑状阴影袁

且患儿存在呼吸频率加快尧呼吸窘迫等症状曰均行机
械通气曰家属均知情同意遥 排除标准院先天发育不全曰
先天性肺炎尧心脏病者曰神经疾病尧凝血功能障碍尧免
疫机制障碍患儿遥

渊1冤血气指标院干预前尧出院时使用血气分析仪检

of Carbon Dioxide袁PaCO2冤尧血氧分压渊Partial pressure
try袁SpO2冤遥 渊2冤Marshll尧Murray 评分院干预前尧出院时使
用多器官功能障碍评分渊Marshll冤尧肺损伤评分渊Mur鄄

ray冤评估两组疾病预后 [6-7]曰Marshll 包括肾脏尧呼吸系
统尧肝脏尧血液系统尧心血管系统尧神经系统 6 个常见

器官功能指标袁每项 0耀4 分袁分数越高袁症状越明显遥
Murray 从胸片尧呼气末正压尧顺应性尧低氧血症 4 个方

面评价袁总分 4 分袁分数和肺损伤程度呈负相关遥 渊3冤并
发症院肺部感染尧肺不张尧呼吸机相关肺炎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分析袁计数资料以[n渊%冤]

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
表示袁采用 t 检验曰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院 予以家属常规健康教育袁
定时记录呼吸频率尧心率尧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变
化曰合理安排饮食袁每日消毒病房遥 观察组给予专职化
护理模式遥渊1冤成立小组及组员培训遥首先成立专职化
护理小组袁 由经验丰富临床医生及护理专家以实践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气指标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血气指标对比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曰两组出院时 PaCO2 低于干预前袁PaO2尧SpO2
高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出

讲座等方式对小组成员进行专业培训袁 包括理论尧实

院时 PaCO2 低于对照组袁PaO2尧SpO2 高于对照组袁差异

踪督导遥 日常查房期间加强患儿生命体征观察袁与家

2.2 两组患者 Marshll尧Murray 评分的比较

践尧机械通气护理尧气道护理尧吸痰方式等遥 渊2冤质量跟
属保持密切联系袁随时了解患儿病情变化袁出现异常
情况袁立即告知医生袁并根据患儿病情确定拔管时间遥

渊3冤护理实施如下遥淤呼吸机管理遥使用前检查呼吸机
功能袁将温度调节至 36益袁气管表面形成水雾袁根据患

儿动脉血氧数值调整吸入氧气浓度及通气压力袁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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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干预前两组 Marshll尧Murray 评分对比袁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两组出院时 Marshll尧Murray 评分
低于干预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出
院时 Marshll尧Murray 评分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窑护理研究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8 月第 59 卷第 23 期
表 1 两组血气指标对比渊x依s冤
PaCO2渊mmHg冤

组别

n

观察组

43 59.18依6.41 43.62依4.58 12.952

对照组
t值

干预前

t值

出院时

43 58.79依5.76 50.71依5.62
0.297

6.584

6.413

0.767

P值

P值

0.000
0.000

干预前

PaO2渊mmHg冤

t值

出院时

P值

56.17依5.01 90.31依4.60 32.915

0.000

56.09依5.44 84.78依5.61 24.075
0.071

0.000

0.000

4.998

0.944

干预前

n

观察组

43

干预前

43

对照组
t值

Marshll

7.76依2.29

2.24依0.82

0.426

6.720

7.53依2.70
0.671

P值

出院时

84.15依4.38 87.07依4.49
0.222

0.000

4.01依1.52

t值

14.881
7.450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值

肺部感染

43

3渊6.98冤

43

1渊2.33冤

呼吸机相关肺炎

2渊4.65冤

3渊6.98冤

1.19依0.42

0.284

5.283

1.78依0.60

t值

7.790
3.351

P值

0.000
0.000

0.000

知识培训会的方式提升成员基础知识及操作技能袁配

0

提升机械通气安全性尧有效性袁纠正患儿缺氧状态袁改
总发生

2渊4.65冤

8渊18.60冤
4.074
0.044

P值

Murray

时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袁 从而有效增强护理质量袁

肺不张

1渊2.33冤

0.000

0.000

2.17依0.71
2.21依0.59

3.053

P值

0.000

合护质量跟踪督导环节袁 利于持续改进护理质量袁同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渊%冤]
n

0.000

出院时

t值

10.750

实施专职护理前首先成立专职护理小组袁并通过开展

观察组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

组别

0.000

干预前

0.777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6.554

0.825

P值

0.000

出院时

83.94依4.41 92.14依2.36

表 2 两组 Marshll尧Murray 评分对比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SpO2渊%冤

善呼吸功能[17-18]遥 专职护理小组成员经专业培训后可

对呼吸机使用方式尧监测指标等熟练操作袁实施呼吸
机管理尧密闭式吸痰等护理服务袁有效确保患儿呼吸
气道通畅袁维持血氧饱和度等血气指标平稳遥 同时加
强患儿血压尧脉搏等生命体征监测袁确保患儿出现异

3 讨论

常时及时获得救治袁提供体位尧吸痰护理袁增强通气效

儿童免疫系统发育发育尚未完善袁身体抵抗力较

差袁发生 ARDS 风险较高[8]遥 临床根据疾病症状选择综
合治疗方案袁机械通气是其中常用治疗措施袁通过打
开闭合肺泡尧支气管袁提高血液氧含量袁纠正缺氧

遥

[9-10]

但 ARDS 病情发展较快袁症状严重时患儿可能因无法

进行有效氧气交换而导致二氧化碳潴留袁引发低血氧
遥

[11-12]

症袁威胁患儿生命安全

果袁改善肺顺应性袁并纠正低氧血症[19-20]遥 此外袁专职护

理人员在临床医生等指导下获得专业理论知识袁为临
床医师反馈准确的患儿病情变化信息袁从而准确掌握
肺部感染控制窗袁及时拔出气管导管袁保证拔管安全
性袁减少呼吸机相关肺炎等并发症遥 本研究不足之处
在于所选病例数较少袁观察时间较短袁未来需扩充样
本量袁延长观察时间袁同时进一步规范干预流程袁制定

专职化护理成立护理小组并加强组员培训袁提高
组员风险识别意识及能力袁可根据患儿病情进行护理
干预袁同时动态监测病情袁充分发挥护理作用袁增强护

统一评价标准袁 以进一步探讨专职化护理模式对
ARDS 患儿干预效果遥

综上所述袁专职化护理模式可对 ARDS 患儿进行

遥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 PaCO2 低于对照

针对性护理袁增强通气效果的同时缓解患儿呼吸困难

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袁 提示专职化护理能够纠正

度袁改善血气指标遥 此外袁该护理模式还可提高肺部顺

理效果

[13-14]

组袁PaO2尧SpO2 高于对照组袁Marshll尧Murray 评分尧并发

ARDS 患儿缺氧状态袁改善血气指标袁促进身体器官

功能恢复袁改善肺部顺应性袁降低并发症发生率遥 蒋凤
[15]

症状袁降低二氧化碳分压袁提高血氧分压及血氧饱和
应性袁减少肺损伤袁促进身体功能恢复袁预防肺部感染
等并发症袁使患儿获得良好预后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遥

碧等 研究结果显示袁予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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