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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非 ICU 护士对机械通气患者的照护行为意向 , 为提高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技能培训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态度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向量表(中文修订版)对照护过机械通气患者

的 140 名非 IC U 护士进行测评。结果 66.9%、93.9%及 94.0%的调查对象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态度 、规范及意

向为正性。结论 大部分非 ICU 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态度积极;可从对行为 、态度 、规范及意向有显著影响的因

素入手改善少部分人的行为意向 ,尤其注重其正性主观行为规范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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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non-ICU nurse s' attitude , subjective no rm and behavio ral intentions tow ard caring

mechanica lly ventilated patients in chengdu.Methods The modified ve rsion of a ttitude , subjective no rm &behavio ral in-

tention of nurses towa rd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ASIMP)was used to investig ate 140 non-ICU nur ses in three

te rtiar y-level ho spitals in Chengdu.Results 66.9%, 93.9% and 94.0% non-ICU nur ses we re po sitive fo r the attitude ,

subjective norm and behavio ral intentions toward caring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Conclusion Most of non-ICU

nurses' behavio ral intentions towa rd caring fo r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w ere po sitiv e.In o rde r to improve non-

IC U nurses' behavio ral intentions towa rds ca ring mechanically v entila ted patients , fac to rs that had significantly posi-

tiv e effec t on behavio ral inten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Non-ICU nurse s' positive subjective no rm should be tr ained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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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机械通气技术在临床的普及 ,需要长期或短

期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机械通气患者无论

在心理 、生理还是社会方面都存在对医护人员的高度

依赖。因此 ,我国大多数机械通气患者均收治在加强

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 ICU),而 ICU 的医疗费

用远高于普通病房。如何使患者既得到良好治疗 ,又

能降低医疗费用 ,已成为医院管理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目前倾向于将这类患者转入普通病房接受治疗 ,美国

甚至提倡将一些需要长期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放在疗

养院和家庭进行治疗 、护理[ 1] 。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

发展中国家 ,卫生总经费仅占国民总产值的 3.7%[ 2] ,

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尤为重要。将呼吸机依赖患者转至

非 ICU治疗是控制和节约医疗成本的途径之一。为

此 ,笔者对成都地区 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非 ICU 护

士对机械通气患者的照护行为意向进行现状调查 ,以

期为机械通气患者在非 ICU接受治疗以及对相关的护

士培训提供参考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标准:在成都地区 3所三级甲等医院非 ICU

工作 ,近 3个月内照护过机械通气患者 ,无精神疾病

或心理障碍 , 1年内未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符合上述

标准的护士 140 人 ,其中女 137人(97.9%)、男 3人

(2.1%);工作年限0.5 ～ 23.0年。文化程度:中专17

人(12.1%), 大 专 96 人 (68.6%), 本 科 27 人

(19.3%)。职称:护士 89 人(63.6%), 护师 36 人

(25.7%),主管护师 15人(10.7%)。接受过机械通

气相关知识培训 98 人(70.0%), ;正式护士 61 人

(43.6%),合同制护士 79人(56.4%)。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采用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

行为态度 、主观行为规范和行为意向(中文修订版)量

表进行测评。内容包括 2部分 ,第 1部分为人口统计

学资料 ,包括性别 、年龄 、工作年限 、职称 、学历等;第

2部分由三类 7个分量表组成。 ①行为态度。共计

21个条目 ,其中行为信念 、行为价值判断各 10 个条

目 ,综合态度 1个条目;行为态度评分=∑(行为信念

×行为价值判断)+综合态度。 ②主观行为规范。共

计 9个条目 ,其中社会规范信念和遵从社会规范的动

机各 4个条目 ,综合主观行为规范 1个条目;评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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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行为态度。 ③行为意向 。共计 25个条目。各分

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79 ～ 1.00 ,总量表的内容效

度指数为 0.92;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62 ～ 0.93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6。

各分量表的赋值均为 1 ～ 7分(1 ～ 3分表示调查对象

对测试条目持负性态度 , 4分表示调查对象对测试条

目持中性态度 , 5 ～ 7 分表示研究对象对测试条目持

正性态度)。

1.2.2　调查方法和资料处理:在护士长配合下 ,由研

究者向调查对象说明研究目的 、意义 ,征得知情同意

后发放问卷 ,要求每个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匿名

填写)。完成后由调查对象装入信封放入指定信箱 ,

研究者定时回收 。本次共发放问卷 193 份 ,回收有效

问卷 140份 ,有效回收率72.5%。用 SPSS 11.5统计

软件包处理数据 ,进行统计描述。

2　结果

140名非 ICU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各分量表

评分 ,见表 1 。
表 1　140 名非 IC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各分量表评分

分量表 分数( x±s)
构成比(%)

负性 中性 正性

行为态度 286.11±62.17 22.5 10.6 66.9

　行为信念 47.10±5.92 31.4 9.3 59.3

　行为价值判断 51.96±7.75 19.1 10.5 70.4

主观行为规范 158.13±32.18 2.4 3.7 93.9

　社会规范信念 25.37±3.22 1.8 1.4 96.8

　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 23.76±3.15 3.4 6.1 90.5

行为意向 158.54±11.60 2.3 3.7 94.0

3　讨论

3.1　行为态度

表 1示 ,有 59.3%和 70.4%非 ICU 护士照护机

械通气患者的行为信念和行为价值判断为正性 。原

因可能是本次调查对象均来自三级甲等医院 ,该等级

医院对护士的甄选和聘用有相对严格的要求 ,较注重

对护士的继续教育 、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培养。另

外 ,有 70.0%调查对象接受过机械通气知识的培训 ,

掌握了机械通气知识及其护理技能 ,对其树立正确的

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信念和行为价值判断可能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行为信念和行为价值判断 2 个分量表中 ,调查对

象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为我提供了 1次学习或更新

知识的机会” 、“照护机械通气患者需要我给予患者更

全面的照护” 、“照护机械通气患者对于我来说是一次

挑战”3个条目的认同率最高 ,提示调查对象对照护

机械通气患者工作的复杂性 、挑战性 、机械通气患者

照护需要的全面性认识清楚 ,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照护

机械通气患者的知识和能力有待更新 、提高。值得注

意的是 ,在行为信念和行为价值判断 2个分量表中 ,

分别有 22.5%和 59.3%调查对象认为“照护机械通

气患者会造成我照护其他患者的时间减少” ,这一结

果可能与护理工作量大 ,而护士人力资源普遍缺乏有

关;分别有 10.7%和 38.7%调查对象认为“照护机械

通气患者会增加院内交叉感染的机会” , 产生这一结

果的原因可能是:①调查对象对医院感染的认识存在

差距;②个别护士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可能没有注意预

防医院感染。在行为信念分量表中有 20.0%调查对

象认为:“照护机械通气患者让我感到有压力” ,这可

能与机械通气护理工作内容复杂 ,对护理技能要求

高 ,患者对护理需求量大等有关;在行为价值判断分

量表中 ,59.5%调查对象认为:“照护机械通气患者是

不好的 ,由于我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知识或经验缺乏可

能将机械通气患者置于危险中” ,提示应加强对非

ICU 护士机械通气方面的知识培训 。

66.9%非 ICU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持正性

态度 。国内外对护士行为意向的研究表明 ,护士的行

为态度随服务对象的不同而不同 ,如韩国护理专业学

生认为照护艾滋病患者会使其感染艾滋病 ,并且会受

到周围人群的歧视 ,因此 ,他们对照护艾滋病患者这

一行为的态度为中性
[ 3]
。本研究中 ,护士的服务对象

为机械通气患者 ,这类患者对护士的高度依赖也许增

加了护士对他们的责任感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 ,绝

大多数护士感知到无论是机械通气患者 ,还是患者家

属 、护理同事 、医生和护士长 ,均认为护士应照护好机

械通气患者这一弱势群体 ,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促成了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积极行为态度的

形成。

3.2　主观行为规范

在社会规范信念分量表中 , 90.0%以上的非 ICU

护士依次认为(由高到低)患者家属 、医生 、护士长和

护理同事希望其应该尽力照护好所负责的机械通气

患者。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非 ICU 接受治

疗的机械通气患者多数有家属陪伴 ,患者家属通常会

对各项医疗 、护理操作进行干预和监督 ,使非 ICU 护

士感到患者家属迫切希望其尽力照护好机械通气患

者的群体。而非 ICU 护士由于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

经验少 ,工作时忙于应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心理压

力 ,可能使其无暇顾及护理同事对她们的工作期望 ,

导致她们视护理同事是继患者家属 、医生 、护士长之

后最希望其照护好机械通气患者的群体。

在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分量表中 , 绝大多数非

ICU 护士表示愿意按照护士长 、患者家属 、护理同事

和医生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出现这一结

果的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有关。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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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 ,强调集体主义精

神 ,强调爱岗敬业以及和睦的人际关系
[ 4]
,此因素可

能造成护士对社会规范格外关注 ,并积极遵从 。另

外 ,护士希望其工作得到周围人群的肯定和认可 ,她

们会按照这些人群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通气患者。

在对护士遵从社会规范的动机有重要意义的人

群中 ,非 ICU 护士表示想按照护士长希望的那样去

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人数最多 ,可能与护士的工作受

其信仰 、价值观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有关
[ 5]
。儒家

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 ,如“按等级

观念行事”的思想使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

理[ 6] 。护士长既是专业上的权威又是最直接的上级 ,

这也许是绝大多数非 ICU 护士表示愿意按照护士长

希望的那样去做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国外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 7] 。

由于照护机械通气患者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

极强的工作 ,护士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可能会认为完全

按照患者家属的要求照护患者是不合理的 ,因此 ,表

示愿意按照患者家属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通气患

者的护士最少。

93.9%非 ICU 护士的主观行为规范为正性 ,可

能有 3个原因:①调查对象均来自整体医疗水平较高

的三甲医院 ,自身素质较高;②护士对有重要意义的

人群(护士长 、医生 、护理同事和患者家属)认为护士

应尽力照护好机械通气患者有良好的感知 ,这在本研

究中已经得到证实;③护士为了自身工作能够得到认

可和肯定 ,愿意按照周围人群希望的那样去照护机械

通气患者 。

3.3　行为意向

仅极少数非 ICU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

意向为负性(2.3%)和中性(3.7%),条目分析显示 ,

最低均分>5.69 ,说明绝大多数护士愿意照护好机械

通气患者。这一结果与 McKinlay 等[ 7] 报道的护理专

业学生对照护老年患者的行为意向为正性一致 。可

能与研究对象综合素质较高 ,多数接受过机械通气培

训以及具有良好的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态度

和主观行为规范有关。当然 ,这一结果不能排除社会

期待效应等调查问卷难以避免的问题 。

4　小结

本研究描述了 140 名曾照护过机械通气患者的

非 IC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为态度 、主观行

为规范和行为意向。结果显示 , 分别有 66.9%、

93.9%和 94.0%的调查对象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行

为态度 、主观行为规范及行为意向为正性。研究结果

也提示 , 要改善非 ICU 护士对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

行为意向 ,可以从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的因素着

手 ,如定期举办非 ICU 护士照护机械通气患者的理

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班 ,分批到 ICU 轮转等
[ 8]
,尤

其注重正性主观行为规范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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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王菊香)

一次性头皮针管在患儿吸氧中的应用

　　临床护理中给患儿吸氧时 ,一般采用成人使用的一次性鼻氧管 , 吸氧时由于鼻氧管型号与患儿不相符合 , 患儿难以接受。

2005 年 5 月至 2006 年 5 月 ,笔者采用一次性头皮针对成人鼻氧管进行改进后应用于临床 , 效果满意 ,介绍如下。

材料:成人一次性双腔鼻氧管 1根 、一次性头皮针 1 副 、剪刀 1把 、胶布若干。

制作方法:将一次性双腔鼻氧管一侧环行绕鼻阻断氧流 ,另一侧末端沿鼻塞处剪断 , 取下一次性头皮针帽 , 将头皮针帽与剪断

的鼻氧管连接后 ,根据患儿鼻尖到脸颊的长度选取长短适宜的头皮针软管与头皮针帽另一端连接 , 同时将与患儿鼻腔接触的头皮

针软管修剪光滑 ,以防损伤患儿鼻腔黏膜 , 然后用胶布固定连接处即可使用。

优点:取材方便 , 安全实用 ,患儿乐于接受 , 且制作方法简单 , 易于掌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骨科 , 宁夏 银川 750004 , 王洁 ,秦川)

(本文编辑　镇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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