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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式健康教育对中耳气压伤影响的比较研究 

赵　莉 、 李佩云 、 范文清 、 李燕霞 、 林司司 、 黄　芳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情景式健康教育对中耳气压伤影响的比较研究。方法　将 112 例首次高

压氧治疗患者按治疗时间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口头健康教育方法，实验组采

用根据患者健康教育的需求强度、重要性、时机选择性编辑制作成高压氧科 DVD 录像，治疗间隙利

用音像视频设备循环播放，同时在加压治疗前陪舱护士进行舱内实物现场示教相结合的方法。治疗

后以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效果评价。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中耳气压伤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结论　采用情景式健康教育能降低高压氧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护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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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ituation-oriented Health Education in Prevention for Middle-ear Barotraumas during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ZHAO Li，LI Peiyun，FAN Wenqing，et al. Haikou People’s Hospital，Haikou 
5702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ituation-oriented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vention of middle ear 

barotraumas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Methods　112 patients，who received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n first time，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mplemented with the situation-oriented health education，the control group was implemented with ordinary 

health education. 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 of middle ear barotrauma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situation-oriented health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middle ear barotraumas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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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治疗是指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环境内机体

吸入氧气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有效医疗方法 [1]，随

着高压氧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患者接

受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治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

中耳气压伤 ［2］。中耳气压伤是由于在加、减气压时

加压舱内气压突然改变致患者中耳鼓室内外压强不

能平衡所致［1］。轻者出现耳堵塞感、疼痛、中耳黏

膜血管扩张，继而充血，并有渗出；重者出现剧烈耳

痛，可放射到颞、腮、颊部，鼓膜广泛充血，听力

减退，有时会出现眩晕、耳呜、中耳腔渗出液，甚

至鼓膜破裂［3，4］。据文献报道目前高压氧治疗病人中

耳气压伤发生率 10.3~12.8％［4，5］ 。

研究表明健康教育可以预防及降低中耳气压伤

的发生，提高患者满意度 [8]。因此，做好健康教育，

对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患者满意度至关重要。而

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是确保健康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的关键。情景式健康教育是一种接受度高，临床中

较为方便实施的一种健康教育方式，本研究发现该

方法在降低高压氧治疗不良反应果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5 年 2~8 月接受高压氧治

疗患者 112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其中实验

组 64 例，其中男 32 例，女 32 例，年龄 15~88 岁，

对照组 62 例，其中男 32 例，女 30 例，年龄 12~89
岁。入组标准：按照高压氧诊疗规范，入组患者均

需高压氧科医师会诊，符合高压氧治疗适应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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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症、清醒、有认知能力、能正常交流及有效沟

通的患者。排除标准：合并有高压氧治疗禁忌症、意

识不清、烦躁、无法交流、沟通的患者。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病情、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的口头健康教育宣教方法，实

验组在口头宣教的基础上采用治疗间隙循环播放

DVD 录像及加压治疗前陪舱护士舱内实物示教的方

法进行宣教，DVD 录像及舱内实物示教管理方法

如下。

1.2.1　1DVD 录像的设计及制作方法　通过调

查 60 例高压氧治疗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强

度，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语言编写成解说词，

内容包括：科室介绍、高压氧治疗原理及方法、治疗

前准备、治疗注意事项、治疗适应症、禁忌症、安

全提示、便民服务设施提示、联系电话、地址。指

定专人演示开放咽鼓管动作、相关技巧，请专业人

员拍摄，最后配以文字、图片、音乐、双语配音（由

于地域特点，应用普通话及海南话配音），制作出高

压氧科健康教育 DVD 录像。全程 15 分钟。

1.2.2　舱内实物示教操作流程的设计　根据高

压氧治疗流程，编排舱内示教解说词及操作流程。

内容包括：问候语、陪舱护士自我介绍、治疗方法及

流程、治疗时注意事项、安全检查、舱内环境及设

备介绍、吸氧方法、开放咽鼓管技巧。请专业人员

双语配音。由陪舱护士配合解说词分别进行环境及

设备介绍、安全检查、开放咽鼓管动作及吸氧相关

技巧的演示。全程 5 分钟。各陪舱护士均经过统一

健康教育示教操作流程培训。

1.2.3　实施步骤　DVD 录像：治疗间隙利用视

频播放系统在治疗大厅及高压氧舱内循环播放。舱

内示教：氧舱门关闭、加压治疗开始前，由操舱人员

利用氧舱音频设备播放录音，同时由陪舱护士进行

现场示教。

1.2.4　对照组健康教育方法　对照组患者只接受传

统健康教育方法，治疗前护理人员一对一进行口头宣教。

1.2.5　评价方法　首次治疗结束后，采用我科

自制患者健康教育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是否知道高压氧治疗环境，是否知道高压

氧治疗原理及方法，是否知道高压氧治疗注意事项，

是否知道治疗适应症、禁忌症，是否知道治疗前饮

食、物品准备，是否知道进舱前安全检查的必要性，

是否知道治疗流程及吸氧方式，是否知道咽鼓管开

放动作，健康教育是否满意，对护士的服务是否满

意，共 10 项，1~8 项采用计分作答，3 分为掌握，2
分为了解，1 分为不知道，掌握、了解皆视为知晓。

第 9、10 项 2 分为满意，1 分为不满意。统计中耳气

压伤发生率。

1.2.5　统计学方法　本数据均采用 SPSS 软件包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方法分析，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人健康教育效果比较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健康教育效果存在明显差

异，其中治疗前饮食、物品准备，开放咽鼓管动作、

安全检查必要性、高压氧治疗流程及吸氧方式的内

容患者知晓率明显提高（P<0.01），高压氧治疗环

境、高压氧治疗注意事项患者知晓程度也有所提高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两组病人健康教育效果比较

因素

分组

χ2 P对照组
（n=62）

实验组
（n=64）

高压氧治疗环境 40/22 56/8 9.171 0.002

高压氧治疗注意事项 44/18 56/8 5.256 0.022

治疗前饮食、物品准备 36/26 56/8 13.849 <0.001

治疗适应症、禁忌症 40/22 50/14 2.858 0.091

开放咽鼓管动作 50/12 64/0 13.89 <0.001

安全检查的必要性 34/22 58/6 14.937 <0.001

高压氧治疗原理及方法 45/17 50/14 0.522 0.470

高压氧治疗流程及吸氧方式 30/32 60/4 31.754 <0.001

2.2　两组病人中耳气压伤发生率比较 

结果显示实验组中耳气压伤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病人不良事件发生率为比较 

因素
分组

χ2 P
对照组（n=62） 实验组（n=64）

中耳气压伤 6/56 1/63 4.036 0.045

2.�　两组病人满意度比较

结果显示实验组健康教育满意度及护士服务满

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3
3　结论

以患者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提高护理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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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对护理人员的要求，更是护理管理者的追求

目标。健康教育作为一种投入少、效果好的治疗方

式，顺应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大趋势，对缩短平

均住院日、减少医患纠纷、降低医疗费用有着积极

的作用，是医疗护理工作的重要内容［9］。随着人们

对高压氧治疗作用的认识的发展，对相应的护理工

作也提出了安全、舒适、优质、高效的新要求［10］。

中耳气压伤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一、由于患者

对治疗环境陌生，对封闭环境及机器巨大的气流声

产生恐惧，对治疗方法、原理不理解，导致精神紧

张［4］。二、行高压氧治疗前，医务人员未向患者讲

清楚高压氧治疗的适应证及机制，患者信息来源不

畅通，不清楚高压氧治疗风险性及效果，导致不遵

医行为的发生，致使治疗时患者调压不及时或调压

不到位［6］。三、对高压氧禁忌症不了解，带病入舱，

咽鼓管堵塞等［6］。发生中耳气压伤不但使患者不得

不停止治疗，因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而且延长

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为病人带来痛苦。

本研究发现与普通口头健康教育相比，情景式

健康教育使得患者更好的了解高压氧治疗的知识，

对治疗满意度更高，出现中耳气压伤的比例更低。

情景式健康教育之所以取得的效果更好，可能的原

因如下：首先，通过 DVD 录像循环播放及陪舱护士

舱内实物示教，并配以清新明快的解说词及舒缓优

美的音乐，寓教于乐，激发了病人的求知欲和参与

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对治疗的认知度，提高病人

的遵医行为。舒缓的音乐可以缓解患者的情绪 [7]，减

轻了病人的焦虑紧张情绪；根据地域特点，采用双语

配音（普通话、海南话），解决了语言表达上的差异，

更便于不同地域患者对宣教内容的理解；应用图文结

合形式，弥补了因文化程度不同产生的文字理解上

的差异。其次，情景式健康教育中使用规范化用语，

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之间的一致性，能减少护士在

传统式健康教育法进行时语言容易出现偏差，漏掉

介绍事项，无严格的时间逻辑性，缺乏直观形象化

等缺点，该宣教内容通俗易懂，容易被病人听懂而

接受，增加护患之间的信任感，提高了患者遵医行

为，提高护理质量安全。

除此以外，情景式健康教育还有其它优点，它

是集体式健康教育，一多人同时接受宣教，减少了

护士重复工作量和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护理

人力缺乏的情况下，有效节省了护理资源。另外，

舱外健康教育使首次治疗患者初步了解高压氧的治

疗，同时配合舱内护士实物示教能促进患者进一步

了解高压氧知识，增加了护患、患者之间的互动、

沟通，使其治疗依从性增高，降低不良反应，提高

患者满意度。

现阶段高压氧科健康教育都是以舱外指导为

主 [8，11]，病人进舱治疗，护士在舱外利用氧舱对讲系

统指导患者，此方法缺点在于一旦患者出现不适症

状，护士不能进入舱内进行指导，因患者病情、语

言表达沟通能力及护士观察、沟通能力等的影响，

操舱护士往往不能及时、客观、详细的掌握患者需

求并迅速做出判断及现场处理；本研究均采取舱内

陪舱护士实物示教结合舱外宣教的方法，其优点是：

一、护士舱内陪舱使患者对治疗更加放心，陪舱护

士可及时发现问题并现场处理。二、在加压治疗前

统一进行实物示教，因该宣教方法新颖且易懂，使

患者注意力集中、易接受，更加便于记忆。三、培

养了护士的宣教能力，创立护理特色服务和打造品

牌护理。

总之，本研究发现情景式健康教育结合舱内陪

舱护士实物示教的方法更加有利于患者掌握高压氧

治疗的相关知识，提高患者的治疗满意度，减少中

耳气压伤的比例，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样本量较小，且被

试均来源于本地，不一定能够代表全部接受高压氧

治疗的群体，进一步研究需要扩大样本量，并选取

有代表性的几个地域一起进行研究，以验证本研究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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