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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模式在口腔颌面外科的应用
赖明霞

陈水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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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郑丽维
探讨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在口腔颌面外科患者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

１０ 月在本院口腔外科手术患者 ８０ 例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０ 例ꎮ 对照组
采用常规沟通方式与患者沟通ꎻ实验组采用基于 ＳＢＡＲ 的口腔外科标准化沟通模式与患者进行沟通ꎮ 比
较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口腔清洁度及患者对护患沟通方式的满意度ꎮ 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患者

焦虑评分(３６.１２±５.０３) 分ꎬ明显低于对照组(４５.６５±４.８１) 分ꎬ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 ꎻ实验
组患者口腔清洁度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患者对护患沟通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ＳＢＡＲ 模式应用于口腔外科患者的护患沟通中ꎬ可以改善患者的焦虑情绪ꎬ提高术后患者口腔的清洁度ꎬ
提高患者对护患沟通的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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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腔特殊的生理结构和温度、湿度及食物残渣等ꎬ口
腔内寄居着大量的致病性和非致病性微生物ꎮ 口腔术后由于
手术创伤及进食减少ꎬ容易导致患者口腔内细菌生长而造成
伤口感染及愈合不佳等ꎮ 在治疗过程中ꎬ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能够促进护患双方的互动ꎬ有效预防术后并发症ꎬ促进伤口愈
合ꎬ从而提高就医满意度ꎮ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是以证据为基础

的标准化实践沟通方法ꎬ被证明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使用能够
确保患者明确治疗和护理的重点ꎬ从而有效地避免沟通中存
在的缺陷 [１] ꎮ 本研究将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应用于口腔颌面外科
护理中ꎬ取得较好的效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０ 月在本市某三甲医院口

腔科手术治疗的患者 ８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经确诊

需口腔手术治疗的患者ꎻ年龄 １８ ~ ７０ 岁ꎻ沟通无障碍者ꎻ自愿
参与研究ꎮ 排除标准:意识不清及语言沟通障碍者ꎻ合并其他
严重的疾病者ꎻ中途转院者ꎮ 将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

实验组和对照组ꎬ每组各 ４０ 例ꎮ 实验组中男 ３０ 例ꎬ女 １０ 例ꎬ
作者单位:３６５０００ 三明市ꎬ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赖明霞) ꎻ

３６５０００ 三明市ꎬ三明市第一医院( 陈水燕) ꎻ３５００１２ 福州市ꎬ福建中医
药大学护理学院( 郑丽维)

年龄(２８.６３±１２.６０) 岁ꎬ其中颌骨囊肿切除 １７ 例ꎬ面部外伤 １２
例ꎬ颌面部骨折 １１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２４ 例ꎬ女 １６ 例ꎬ年龄( ３４.
１６±１０.９８) 岁ꎬ其中颌骨囊肿切除 ２２ 例ꎬ面部外伤 ８ 例ꎬ颌面
部骨折 １０ 例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干预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沟通方式进行术前、术后沟
通ꎮ 术前根据患者病情项患者介绍手术部位、麻醉方式、术前
准备等相关知识ꎻ术后给予患者体位、引流、饮食、健康教育等
方面的指导ꎮ 实验组采用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与患者进行沟通ꎬ
具体如下:(１) 护理人员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培训ꎮ 成立 ＳＢＡＲ 沟
通模式科研小组ꎬ由护理部教学主任担任组长ꎬ病房护士长任
副组长ꎬ小组成员包括本科室主管护师 ２ 名ꎬ护师 ２ 名ꎬ统一
培训授课ꎮ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ＳＢＡＲ 模式概念、ＳＢＡＲ 模式的
优势、ＳＢＡＲ 模式的临床应用现状及应用技巧等ꎬ通过集体授
课、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法进行培训ꎬ使小组成员充分了
解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ꎮ (２) 设计基于 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模式的
口腔颌面外科护理沟通方案ꎮ 见表 １ 和表 ２ꎮ (３) ＳＢＡＲ 标准
化沟通模式在口腔颌面外科的具体应用ꎮ 根据口腔颌面外科
ＳＢＡＲ 标准化术前及术后的护理沟通方案中的内容收集患者
的资料ꎮ 护理过程中需要持续动态评估、关注重点问题ꎬ适时
调整个体化方案与患者进行沟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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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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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ＢＡＲ 的口腔颌面外科标准化护理沟通方案( 术前)
沟通内容

( 现状) Ｓ

包括患者姓名、年龄、住院号、生命体征、主要症状、阳性体征等相关信息

( 评估) Ａ

患者对自身症状及治疗方案的认识、心理认知、患者对预后的期望、手术的部位、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患者

( 背景) Ｂ

病史( 既往史、过敏史) 、文化程度、就医情况、生活习惯等
自我护理能力等ꎬ确定患者目前的主要关注重点

( 建议) Ｒ

根据对患者的评估确定沟通要点ꎬ术前护理准备、术前健康教育等

表２
要素

基于 ＳＢＡＲ 的口腔颌面外科标准化护理沟通方案( 术后)
沟通内容

( 现状) Ｓ

包括患者姓名、年龄、住院号、生命体征、主要症状、阳性体征、药物治疗等相关信息

( 评估) Ａ

患者术后的心理认知、术后呼吸道情况、伤口引流情况、口腔清洁度、医嘱依从性等ꎬ确定患者目前的主要关注

( 背景) Ｂ

手术部位、麻醉方式、手术情况、术后天数、药物治疗情况
重点
根据对患者的口腔情况ꎬ指导术后体位护理、饮食护理、呼吸道护理、口腔护理、术后功能锻炼等

( 建议) Ｒ

３.观察指标:(１) 焦虑状态评价:采用 Ｚｕｎｇ 编制的焦虑自

评量表( ＳＡＳ) 于入院时和出院前测评ꎮ 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
明显ꎬ标准分≥５０ 分为焦虑ꎮ 该量表已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

和效度 [２] ꎮ (２) 口腔清洁度评价:采用口腔评估指南(１９８８ 年
修正) 量表ꎬ于患者出院前进行判断ꎮ 该量表有 ５ 个条目ꎬ每
个条目 １ ~ ３ 分ꎬ该量表分值为 ５ ~ １５ 分ꎮ ５ ~ １０ 分为清洁度

好ꎻ１０ ~ １５ 分为清洁度差 [３] ꎮ (３) 护患沟通模式满意度测评:
采用自制的沟通满意度调查表ꎬ包括护士沟通的态度、沟通内

容、沟通的条理性和方式、沟通及时性、问题的解答 ５ 个方面ꎬ
于出院前填写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 件 建 立 数 据 库ꎬ 导 入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
２
χ
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采用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评分比较:见表 ３ꎮ
表３

组别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评分比较( ｘ
±ｓꎬ分)
干预前

实验组( ｎ ＝ ４０)
对照组( ｎ ＝ ４０)

５６.３４±８.２０

Ｐ值

０.２２１

ｔ值

５３.７８±１０.２６
１.２３３

干预后

３６.１２±５.０３
４５.６５±４.８１
－８.６６０

ｔ值

Ｐ值

１２.５６

０.０００

４.５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两组患者口腔清洁度比较:干预后实验组口腔清洁度

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４ꎮ
表４

干预后两组患者口腔清洁度比较[ ｎ( ％) ]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４０)
对照组( ｎ ＝ ４０)

表５

清洁度好

清洁度差

２９(７２.５)

１１(２７.５)

３６(９０.０)

４(１０)

χ２ 值
４.０２

Ｐ值

<０.０５

两组患者对护士沟通模式的满意度比较( ｎ)

组别
实验组( ｎ ＝ ４０)
对照组( ｎ ＝ ４０)

满意

不满意

３２

８

３９

１

χ２ 值
６.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３.两组患者对护士沟通模式满意度度比较:干预后实验
组患者对护士沟通模式满意度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５ꎮ
讨论 标准化沟通模式有利于改善口腔颌面外科手术患
者焦虑程度分析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焦虑
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 ꎻ实验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水
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 ꎬ说明 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
模式有助于改善口腔颌面外科患者手术治疗的焦虑 程 度ꎮ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是一种结构化和标准化的沟通模式ꎬ其目的
是为医护人员提供正确、即时的医疗信息 [４] ꎮ 由于缺乏口腔
手术的相关知识ꎬ担心疼痛、手术效果和术后的并发症ꎬ口腔
颌面外科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 [５] ꎮ 大多数患
者在围 手 术 期 有 非 常 强 烈 的 信 息 需 求 和 情 感 支 持 需 求ꎮ
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模式下ꎬ护士需对患者进行系统的评估ꎬ将
患者所需的的关键信息准确采集到位ꎬ并将精准、个性化的处
理方案和全面的术前指导反馈给患者ꎬ从而降低患者的焦虑
情绪 [６] ꎮ
标准化沟通模式有利于提高术后口腔的清洁度ꎮ 研究结
果显示ꎬ干预后实验组患者口腔清洁度好和清洁度差的分别
为 ９０％和 １０％ꎬ对照组患者口腔清洁度好和清洁度差的分别
为 ７２.５％和 ２７.５％ꎬ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术后口腔内部的清洁度对于伤口愈合和术后恢复非常重要ꎬ
需要患者特别重视ꎮ 经过 ＳＢＡＲ 沟通培训后ꎬ护士对患者病
情观察更清楚、更全面ꎮ 标准规范的沟通方式让患者切身感
受到护理措施到位ꎬ护士技术过硬ꎬ从而提高了患者主动依从
护嘱的意愿ꎮ 朱丽萍等 [７] 的研究表明ꎬ实施 ＳＢＡＲ 标准化的
沟通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及家属的配合度ꎮ
标准化沟通模式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ꎮ 研究结果显
示ꎬ实验组患者对基于 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模式的满意度为 ９７.
５％ꎬ对照组的 满 意 度 为 ８０％ꎬ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Ｐ < ０. ０５) ꎮ
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模式有助于提高口腔颌面外科手术患者的
满意度ꎮ 护患之间的信任度ꎬ是患者满意度的基石ꎮ ＳＢＡＲ
沟通模式要求护士掌握患者的基本信息和疾病的基本状况ꎬ
并根据患者目前的状况ꎬ查找原因ꎻ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
施ꎮ 护士细致、全面地掌握患者病情、诊疗计划、护理要点ꎬ患
者的病情变化得到预警的结果ꎬ使患者觉得处于安全的环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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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患者安全感和认可度 [８] ꎮ 同时ꎬ针对患者的病情科学
地讲解手术的效果及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ꎬ避免夸大手术效
果ꎬ减少病人的心理落差ꎬ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ꎮ
综上所述ꎬＳＢＡＲ 标准化沟通模式充分体现了以患者为
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理念ꎬ增进护患之间的信任感ꎬ改善了患
者口腔的清洁度ꎬ提高患者满意度ꎬ确保沟通的有效性ꎬ值得
临床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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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手术室护士对剖宫产产妇实施心理护理的临床价值
尹红芳
【 摘要】

目的

探讨手术室护士对剖宫产产妇实施心理护理的临床价值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于本院进行剖宫产手术的初产妇共 ３０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干预组与
对照组ꎬ每组各 １５０ 例ꎮ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ꎬ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ꎮ 分别于干预前及
干预 ７ ｄ 对产妇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ꎬ并比较两组的术后疼痛发生情况、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产妇对
护理的满意程度ꎮ 结果

干预 ７ ｄ 后ꎬ干预组的 ＳＡＳ[ (４０.９４±３.６６) 分 ＶＳ (４７.７７±３.７１) 分] 及 ＳＤＳ[ (４３.１９

±４.４９) 分 ＶＳ (４８.２１±６.１３) 分] 评分显示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剖宫产术后 ７２ ｈꎬ

干预组疼痛情况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Ｚ ＝ ６.２１９ꎬ０.０００) ꎮ 干预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６.０％ꎬ显
著低于对照组的 １３.０％( χ２ ＝ １２.９９７ꎬＰ< ０.０５) ꎮ 干预组产妇护理满意度体优于对照组( Ｚ ＝ １０. ２６１ꎬＰ < ０.

０５) ꎮ 结论

手术室护士对剖宫产妇实施心理护理可有效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ꎬ减少术后疼痛及不良反

应ꎬ提高护理满意度ꎬ值临床上进行大力推广ꎮ
【 关键词】

手术室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１

护士ꎻ

剖宫产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产妇ꎻ

心理护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４７

近年来ꎬ因多种原因致使我国的剖宫产率连年增高ꎬ部分

大城市的剖宫产率甚至超过了 ７０％ [１] ꎮ 从心理层面分析ꎬ剖
宫产对于产妇属强烈的应激源ꎬ有可能引起产妇在围生期前
后发生较大的应激反应ꎬ可能会对分娩结局产生影响 [２] ꎮ 特
别是初产妇对分娩充满恐惧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与负面情

绪ꎬ会降低疼痛的忍耐程度ꎬ会对产后康复造成负面影响 [３] ꎮ
故对产妇实施心理护理显得十分必要ꎮ 本院手术室护士对剖
宫产妇实施心理护理ꎬ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于本院进

行剖宫产手术的初产妇共 ３０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依据随机数
表法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ꎬ每组各 １５０ 例ꎮ 观察组年龄 ２１ ~

３３ 岁ꎬ对照组年龄 ２２ ~ ３５ 岁ꎮ 纳入标准:单胎ꎬ初产ꎻ孕周 ３７

~ ４２ 周ꎻ符合剖宫产术指征 [４] ꎻ意识清醒自 愿 参 与 本 研 究ꎮ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脏器病变患者ꎻ存在腹部手术史ꎻ中枢系

统障碍或精神病史患者ꎮ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１ꎬ具有可比性ꎮ 所有产妇均签属知情同
意书ꎬ且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２.研究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ꎬ护理内容包括:术前

健康宣教ꎬ术前准备ꎬ术后饮食、生活及切口护理ꎬ同时仅以语
言疏导进行浅显的心理护理ꎮ
观察组由手术室护士实施心理护理ꎮ 耐心与产妇交流ꎬ
评估产妇对于剖宫产的认知ꎬ评估产妇心理水平ꎬ对不合理的
心理认知进行纠正ꎬ并讲解其负面情绪对于分娩结局的不利
影响ꎬ协助产妇建立自我责任感ꎮ 借助图文小册向产妇说明
剖宫产手术过程、安全性及术后疼痛原因与控制等ꎬ缓解产妇
的担忧情绪ꎮ 进行反馈式提问ꎬ提高产妇对于产后疼痛与并
发症的认识ꎬ建立信念ꎬ缓解负面情绪ꎮ 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１) 正性暗示疗法:产妇入院即进行积极地心理疏导ꎬ通过与
麻醉师、医生的交流进行语言暗示ꎬ给予正性鼓励安慰ꎮ 术中
通过肢体动作及语调引导产妇积极回应ꎮ 产后恢复时可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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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好的病例进行现场宣教分享其分娩前后的心理状态ꎬ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