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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干预在危重症患者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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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个性化护理在危重症患者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00 例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450 例，
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研究组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结果 两组患者通过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发现
研究组的患者在躯体、心理、社会、认知功能、生活总质量及血液净化总治疗时间上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研究
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3.7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8.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个性化护理干预
在危重症患者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期治疗效果，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
况，具有实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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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 the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Methods: 900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Sept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4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research group
implemented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y adopting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found that the group of patients in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cognitive function, the total quality of life, and
blood purification total score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on the treatment time, the team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3.78%,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22% of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
expected treatment effect,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ich has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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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患者的病情特点主要表现为病情发展快和

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2]。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又

病死率高等，患者的生命体征时刻在发生着变化，不

被称作为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可用作肾脏衰竭、胰

及时采取治疗会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医护

腺炎等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有利于缓解病情，延长患

人员必须对此类患者进行严密监护，并且实施治疗进

者的生存时间。本文的研究选取我院在 2020 年 1 月至

[1]

行干预 。血液净化是指把患者体内的血液引出体外并

2022 年 9 月所接受治疗的 900 例危重症患者，探讨个

通过一种净化装置，连续、缓慢清除水分和溶质治疗

性化护理在危重症患者连续血液净化中的效果分析，

方法，以达到治疗的目的。目前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

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在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越来越广泛，在重症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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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患者机体营养的摄入，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指导患者

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连续

合理运动，严格参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患者的耐

性血液净化治疗的 900 例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受性合理安排运动量及运动时间。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450 例，其中对照

（6）出院指导护理，与患者保持联系，定期回访

组男性 287 例，女性 163 例，年龄为 22-73 岁，平均

患者的病情信息，动态性的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有

年龄为（57.49±6.31）岁，研究组男性 291 例，女性

助于及时展开对患者的针对性指导。

159 例，年龄 23-75 岁，平均年龄为（58.26±6.74）岁，

1.3 观察指标

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经过不同的护理方式后
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认知功能及生活

（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接受血液净化治疗；

总质量的评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2）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的情况，其中包括

（2）所有患者或家属都知晓本次研究且自愿参与；

可能发生的出血、低血压、肌肉痉挛、感染、出血、

排除标准：（1）有禁忌症的患者；（2）拒绝参

血液净化治疗时间和血栓等情况的发生情况，并发症

与本次研究的患者。
1.2 方法

发生的越少证明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为患者进行定期的
者的异常问题，安抚患者的情绪，让患者尽量保持一

数据处理选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对计量资料
以（ x ± s ）表示，行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个稳定的心态。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检查，协助患者进行常规的治疗，合理用药，处理患

研究组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

2 结果

（1）为患者制定护理方案，分析患者的个人情况，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并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为患者安排血液净化

在躯体功能上，对照组的得分为（68.6±10.7），

专科护士或高年资的护理人员进行个性化护理，首先

研究组得分为（79.4±10.9），t 值为 14.1，P 值为 0.001，

掌握患者病情及化验结果，时刻了解患者的身体状态，

心理功能上，对照组得分为（61.2±11.3），研究组得

观察患者的体温、肢体等变化情况，依据患者的个人

分为（69.5±11.5），t 值为 10.921，p 值为 0.001；社

特点，护理人员采取患者容易接受的方式安抚其情绪，

会功能上，对照组得分为（64.7±11.4），研究组得分

避免患者因紧张焦虑等情绪而导致血管痉挛，避免不

为（79.1±11.6），t 值为 18.782，p 值为,0.001；认知

适当的活动刺激患者；

功能上，对照组得分为（59.8±12.1），研究组得分为

（2）为患者进行个性化心理护理，在患者身心状

（69.7±11.9），t 值为 12.375，p 值为 0.001；生活总

态允许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友好的沟通交流，获得患

质量上，对照组得分为（79.8±11.5），研究组得分为

者的信任，向患者介绍和讲解健康知识，让患者正确

（90.1±11.7），t 值为 13.319，p 值为 0.001；两组患

的认识和对待自身疾病，引导患者建立自我管理和配

者通过不同的护理干预发现在躯体功能、心理功能、

合的意识；

社会功能、认知功能及生活总质量的对比下，研究组

（3）治疗时及治疗后护理，治疗期间实时监测患

的评分均高于观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者的心率血压等指标的变化，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

研究组的护理效果明显由于对照组。

应的解决措施，血液净化治疗结束后，在无菌的条件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对比

下封闭导管，并对封闭液剂量和种类等进行个性化调

对照组出现 7 例出血，11 例低血压，13 例肌肉痉
挛，6 例感染的情况，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8.22%，研究

整；

组 3 例出血，5 例低血压，7 例肌肉痉挛，2 例感染，

（4）环境护理，护理人员在接触患者穿刺部位时
要做好清洁和消毒的工作，合理安排患者的探视时间

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3.78%，
x2 值为 7.880，
P 值为 0.005,。

和次数等，严格控制人员的流动，对室内的温度和湿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可以看出研究

度进行合理的调整；

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3.7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8.22%，

（5）饮食和运动指导护理，根据患者的饮食偏好、
体质病情等情况制定饮食方案，告知患者家属掌握好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采用个性化护
理干预可以有效减少危重症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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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采取个性化护理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

血液净化是一种对器官损伤患者进行治疗的常见

期治疗效果，对其预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力
推广使用。

手段，还有一些患者甚至存在多器官功能的衰竭，通
过血液净化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血液净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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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的连续
性血液净化的危重患者在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
功能及认知功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生活质量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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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提高，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仅为 3.7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8.22%，并发症的发生
率较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常规
护理，个性化护理模式的针对性更强，更有助于患者
的身体各项功能的恢复，表明血液净化的危重患者采
用个性化的护理模式，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对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危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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