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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对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急救时间、负性情绪及并发症的
影响

张德芬 、 毛世芳 、 陈　妮 、 冯春爱 、 周成莉

【摘要】目的　探讨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对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急救时间、负性情绪和并发症的

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 44 例作为对照组，给予常

规急救护理；再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 44 例作为研究组，给

予优化急救护理流程。观察并记录两组急救时间、护理前后负性情绪评分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抢救室救治时间、入抢救室至用特异性解毒药的时间和留观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研究组护理后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低于对照组；研究组

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应用于急性有

机磷中毒患者可缩短急救时间，缓解负性情绪，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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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ptim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dure on first aid time，negative emotion an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ZHANG Defen，MAO Shifang，CHEN Ni，et al.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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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optim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dure on first aid time，nega-

tive emotion and complications of acut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Methods　Forty - four patients with 

acut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from September，2014 to September，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and 

received routine emergency care. Forty - four patients with acut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from October，2015 to 

October，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given to optimize the emergency nursing care process. The time of first 

aid，negative emotion score and the rate of complication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sults　 The time of treatment 

in resuscitation room，the time from going into the resuscitation room to use specific antidote，and the time of staying 

emergency room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nursing，SAS，

SDS score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Optimized emergency nursing procedure can shorten the time of first aid，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Key words】Optimization of emergency care procedures；Acute organophosphate poisoning；First aid time；N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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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是我国使用量最大、范围最广的杀

虫剂 ［1］。急性有机磷中毒指的是有机磷农药在短时

间内大量进入机体内，从而对神经系统等造成显著

伤害，严重威胁患者生命［2，3］。所以需要建立效率高、

安全性高的急救护理流程 ［4］。本研究探讨了优化急

救流程对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治的急性有机

磷中毒患者 44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21 例，女 23
例；年龄为 21～44 岁，平均年龄为（26.26±2.13）

岁；中毒程度：轻度 18 例、中度 20 例、重度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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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药物类型：敌敌畏 15 例、乐果 11 例、甲拌磷 8
例、内吸磷 6 例、对硫磷 4 例；再选取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10 月收治的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 44 例作

为研究组，其中男 20 例，女 24 例；年龄为 21～45
岁，平均年龄为（26.81±2.28）岁；中毒程度：轻度

19 例、中度 18 例、重度 7 例；中毒药物类型：敌敌

畏 13 例、乐果 12 例、甲拌磷 7 例、内吸磷 8 例、对

硫磷 4 例。两组临床资料水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 

（1）入选标准：患者为初次有机磷中毒；患者存

在有机磷接触史，且存在明显有机磷中毒临床症状

及体征；未伴随严重脏器功能损伤；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自愿参加此研究。（2）排除标准：曾发生有机磷中

毒者；患者存在洗胃、导泻及催吐等禁忌症；伴随严

重脏器功能损伤者；拒绝配合此研究者。

1.3　护理方法 

1.3.1　对照组　行常规急救流程，护理人员遵

医嘱对患者进行洗胃、补液，并给予特异性解毒药

治疗，再实施常规急救护理。主要为：①护理人员保

持患者呼吸道的绝对通畅，并且给予患者吸氧处理；

②有效维持患者机体循环功能，严密观察患者心率、

血气指标等；③使用冰帽头部降温等方式避免脑水肿

的发生；④详细记录患者出入量，对于出现脱水及水

电解质紊乱者应立即根据医嘱进行补液处理。

1.3.2　研究组　行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具体如

下：（1）制定优化急救流程制度。首先开展科室护

理人员全体会议，挑选护理骨干查找相关文献资料，

并在总结讨论后完成报告，记录人员进行整理，然

后共同找出过往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制定优化

急救流程制度。（2）优化急救护理流程人员。挑选

高资历、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作为优化急救护理流

程的急救人员，并且给予定期培训，学习急性有机

磷中毒急救相关知识，并且使用模拟情景演练的方

式进行有效训练，最后将三人分为一个小组进行考

核，将考核成绩优秀者作为组长。（3）优化急救护理

流程具体实施。①优化接诊措施。在患者入院后护

理人员立即将其护送至急诊抢救室内，然后通知医

生，为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在抢救患者过程中遵循

急事急办、三先三后的原则，即为就诊优先、检查

优先和治疗优先，并且由组长评估患者病情。②优

化抢救措施。建立三人抢救小组，分别为机动护士、

抢救室护士和治疗护士组成。机动护士准备好抢救

相关器具，准备洗胃液，并且连接洗胃机，给予患

者吸痰、吸氧处理；抢救室护士负责帮助患者脱去受

污染的衣物，帮助患者取合理体位，进行胃管洗胃，

并且严密观察患者状况，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治

疗护士在对患者进行洗胃的同时给予患者心电图检

测，并进行采血，建立静脉通路，检测患者血氧饱

和度状况，并且机动护士帮助抢救室护士进行洗胃

操作，留取胃内容物标本送检。在对患者进行抢救

的过程中，组长详细记录抢救时间及经过，并且观

察患者各项生命特征。③留观优化。在对抢救后患

者转入留观室内，由治疗护士对患者的意识及机体

状况进行严密观察，并且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并发症

先兆，若发现有任何异常立即告知医生以做好相应

处理。组长严密观察患者中毒症状，并且详细记录

下患者用药的剂量、用药次数，并且定期清洁患者

皮肤，从而尽可能降低机体对毒物的吸入量。④强

化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在患者恢复期主

动与患者沟通交流，告知患者恢复期相关注意事项，

并且让患者了解有机磷中毒的症状、治疗方式等相

关知识，使其提高对疾病及治疗的认知度。护理人

员耐心倾听和解答患者内心疑虑和不解，指导患者

正确抒发不良心理情绪的方法，从而使其尽可能消

除不良心理情绪，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和护理。

1.4　观察指标

（1）观察并记录两组抢救室抢救时间、入抢救

室至用特异性解毒药的时间及留院观察时间。（2）采

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

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价，分数越高则

焦虑、抑郁越严重［5］。（3）统计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主要包括过敏反应、凝血、出血、空气栓塞等方面。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此次研究进行数据

分析，两组急救时间、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均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用

百分比（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急救时间比较 

研究组抢救室救治时间、入抢救室至用特异性

解毒药的时间和留观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比较

两组护理前 SAS、SDS 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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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研究组护理后 SAS、SDS 评分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护理后发生过敏反应、凝血及出血者各

1 例，占 2.27％，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6.82％（3/44）；

对照组护理后发生过敏反应 5 例，占 11.36％，凝

血 3 例，占 6.82％，出血 3 例，占 6.82％，空气栓

塞 4 例，占 9.09％，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34.09％。观

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451，P<0.05）。

3　讨论

急性有机磷中毒对患者的神经功能造成影响，

引发神经功能严重损伤，其中呼吸功能受损最为严

重，最终对生命活动造成影响，而副交感神经兴奋

会引发 M 样作用，导致机体呼吸道产生大量腺体，

引发严重肺水肿，增加了患者机体缺氧的严重性，

患者会因为呼吸衰竭而致死［6，7］。有效护理干预对患

者的病情抢救具有重要意义。优化急救流程作为一

种新型护理模式，其能够有效提高护士之间的配合

度，真正做到无缝隙急救护理，从而促进提高抢救

效果［8］。

本研究发现：实施优化急救护理流程的研究组抢

救室救治时间、入抢救室至用特异性解毒药的时间

和留观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说明通过实施优

化急救护理流程可明显缩短救治时间，提高抢救效

率。原因主要在于，护理人员娴熟的抢救护理操作

及护理人员之间的配合、分工与抢救质量存在直接

关联。而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在对患者进行抢救时条

理清晰、各抢救程序清楚明了，护理人员均通过专

业培训，具备熟练急救操作，并且优化急救护理流

程通过三人抢救小组的模式，使得分工明确，最终

有效缩短患者救治时间［9，10］。此外，本研究中在对

患者进行洗胃处理的同时建立静脉通道，从而使患

者能够尽早接受阿托品及胆碱酯酶复能剂治疗，进

而有效减少护理急救的时间。本研究中，研究组护

理后 SAS、SD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表明

给予患者实施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可有效缓解其负性

情绪，原因主要在于，护理人员通过恢复期的有效

心理护理干预，与患者主动沟通交流，促进其消除

恐惧、紧张等不良心理情绪［11］。本研究中，研究组

发生过敏反应、凝血及空气栓塞等并发症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P<0.05）。表明实施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对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具有显著效果，原因主要为此护

理模式通过护理人员严密监测患者病情，对出现任

何并发症发生征兆及时告知医生，将被动护理转变

为主动积极施护，从而有效提高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优化急救护理流程应用于急性有机

磷中毒患者效果显著，可明显缩短急救时间，缓解

负性情绪，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必须指出的是：影响

负性情绪、并发症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无法控制

表1　两组急救时间比较（x±s）
组别 例数（n） 抢救室救治时间（min） 入抢救室至用特异性解毒药的时间（min） 留观时间（h）

对照组 44 28.65±6.33 21.76±3.26 24.55±6.83

研究组 44 16.02±3.27 10.14±2.35 17.86±5.26

t - 11.759 19.180 5.148

P - <0.001 <0.001 <0.001

表2 两组护理前后负性情绪比较（x±s，分）
时间 组别 例数（n）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对照组 44 67.95±5.33 62.84±3.82

研究组 44 68.12±4.95 62.74±4.15

t - 0.155 0.118

P - 0.877 0.907

护理后 对照组 44 51.25±4.69 49.89±1.86

研究组 44 40.22±3.15 40.06±2.11

t - 12.950 23.182

P -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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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影响因素，但本研究还是初步说明了优化急

救护理流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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