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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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连续护理在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傅幼琼
选取本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进行手术治疗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７６ 例患者ꎬ随机分为两组ꎬ对照组( ｎ ＝ ３８) 采用
常规护理ꎬ实验组( ｎ ＝ ３８) 采用胸腰椎骨折连续护理ꎬ主要包括院内围术期护理指导、出院指导以及家庭护
【 摘要】

目的

探讨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手术患者应用连续性护理的效果ꎮ 方法

理指导等ꎬ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 对两组心理状态进行评定和比较ꎬ采用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对两组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定和比较ꎮ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ＳＣＬ－９０ 总分和阳性项目数与护理前比较均

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 ꎬ且实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与护理前
比较均明显升高( Ｐ<０.０５) ꎬ且实验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的尿潴留等并发症总发生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采用连续护理后ꎬ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

健康状态ꎬ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ꎬ并发症发生率更低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 关键词】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ꎻ

连续护理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是临床骨科较为常见的骨折 [１] ꎬ因暴

持ꎬ协助患者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ꎬ提高手术耐受性ꎬ帮助手

力造成胸腰椎椎体连续性和完整性的破坏ꎬ中老年人因骨质

术顺利完成ꎮ 对术后如长期卧床及康复训练等可能面临的问

疏松引起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并不少见ꎬ年轻患者则可因强烈

题及时告知ꎬ并做好适应性训练ꎮ 术前由手术室护士进行沟

暴力引起ꎬ常伴随其他组织和器官的损伤

[２]

ꎮ 引起骨折的暴

通ꎬ充分说明术前、术中、术后注意事项及风险ꎬ强调手术安全

力可以破坏椎体ꎬ影响躯体运动功能ꎬ严重的病人还可能伤及

性ꎬ并对患者问题耐心解答ꎬ做好解释工作ꎮ 术后密切观察患

脊髓ꎬ引起损伤平面下感觉、运动功能不同程度的损伤ꎬ患者

者生命体征ꎬ并进行全程精细护理ꎬ做好患者术后护理ꎮ 注意

常需手 术 治 疗ꎬ 且 术 后 的 康 复 训 练 过 程 需 要 持 续 进 行 干

协助患者进行生活能力的锻炼ꎬ如卧床的呼吸调节、进食、体

预 [３] ꎮ 连续性护理是一种全新的、优质的护理模式ꎬ涉及医
院各相关科室及康复机构ꎬ将护理模式从医院延伸至家庭ꎬ协
助患者自我管理ꎬ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ꎬ降低并发症

[４]

ꎮ

本文探究了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应用连续性护理的效

位、个人卫生以及排泄等ꎬ注意预防感染、压疮、坠积性肺炎以
及深静脉血栓形成ꎬ同时积极进行心理疏导ꎬ避免患者产生心
理障碍ꎮ 对患者的饮食进行指导ꎬ促进患者恢复ꎬ同时关注患
者临床表现和诉求ꎬ耐心解释并帮助患者顺利渡过此期ꎮ
出院指导ꎮ 出院前对患者进行康复评估ꎬ建立健康档案ꎬ

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确保已教会患正确的康复训练ꎬ并鼓励患者积极锻炼ꎬ坚持训

１.一般资料:选取本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进行手

练ꎮ 有条件的可以适时转入康复科或社区康复机构等ꎬ嘱患

龄 ２０ ~ ７９ 岁ꎬ平均年龄( ４６± １７.６) 岁ꎮ 患者均经我院确诊为

家庭护理指导ꎮ 由康复科或社区康复机构对患者进行康

术治疗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７６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ꎮ 患者年

者定期进行复诊ꎮ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ꎬ且伤后就诊时间<４８ 小时ꎬ严格排除其他

复训练ꎬ并通过随访对患者进行康复护理、家庭护理ꎬ积极进

系统病变ꎮ 其中ꎬ男 ４２ 例ꎬ女 ３４ 例ꎮ 患者随机分为 ２ 组ꎬ其
中对照组( ｎ ＝ ３８) ꎬ男 ２２ 例ꎬ女 １６ 例ꎬ年龄 ２３ ~ ７９ 岁ꎬ平均

(４７±１４.５) 岁ꎻ骨折原因:骨质疏松 ２０ 例ꎬ暴力 １０ 例ꎬ其他 ８
例ꎻ实验组( ｎ ＝ ３８) ꎬ男 ２０ 例ꎬ女 １８ 例ꎬ年龄 ２０ ~ ７４ 岁ꎬ平均

行心理干预ꎬ定期进行健康知识宣讲ꎬ并组织患者座谈ꎬ积极
交流ꎬ从而获得心理支持ꎬ促进功能恢复ꎬ帮助其早期重返社
会ꎮ

３.评价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及日常生

(４３± １８. ３) 岁ꎻ骨折原因:骨质疏松 ２３ 例ꎬ暴力 ９ 例ꎬ其他 ６

活功能ꎬ同时注意观察两组并发症发生率ꎮ 心理状态评价采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ꎬ见表 １ꎮ 本研究

数评分ꎬ包括进食、洗澡、修饰、如厕、控制大便等 １０ 个评定项

例ꎻ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骨折类型等一般资料进行比较ꎬ差

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 [２] ꎮ 日常生活功能采用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

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目ꎬ总分为 １００ 分ꎬ６０ 分以上为良ꎬ得分越高ꎬ日常生活活动

２.方法:对照组仅进行脊柱骨折的常规护理ꎮ 实验组进

行胸腰椎骨折连续护理ꎬ主要包括院内围术期护理指导、出院
指导、家庭护理指导等ꎮ

围术期护理指导ꎮ 在围术期对患者进行足够的健康知识
宣讲ꎬ帮助患者了解伤病情况以及手术情况ꎬ减轻患者心理负
担ꎮ 同时ꎬ注意要与患者家属进行充分沟通ꎬ获得家属的支

能力越好ꎮ 并发症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坠积性肺炎、压疮、
尿路感染、尿潴留等ꎮ

４.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计
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ꎬ两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计量资料
均采用数±标准差 ( ｘ
± ｓ) 表示ꎬ两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以 Ｐ <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作者单位:５１６５００ 广东省陆丰县人民医院脊柱外科

１.两组患者护理前和护理后的心理状态比较:护理前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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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和对照组的心理状态评分( ＳＣＬ－９０ 总分和阳性项目数)

组的 ＳＣＬ－９０ 总分和阳性项目数与护理前比较均明显降低( Ｐ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护理后ꎬ实验组和对照
表１
组别

例数

实验组

３８

组别

骨质疏松

４３±１８.３

２０ / １８

２３(６０.５)

例数

２２ / １６

暴力

２０(５２.６)

护理后总分

３２４.８５±３９.５４

３８

骨折原因 ｎ( ％)
１０(２６.３)
９(２３.７)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的比较( ｘ
±ｓ)

护理前总分

３８

实验组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性别( 男 / 女)

表２
对照组

<０.０５) ꎬ且实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２ꎮ

年龄( 岁ꎬ
ｘ ±ｓ)
４７±１４.５

３８

对照组

 ４２２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２１７.６４±３５.８０ ａ

３１９.３３±４７.６６

１８４.９０±２７.３６

注:ａ 与护理前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ｂ 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ａｂ

其他

８(２１.１)
６(１５.８)

护理前阳性项目数

护理后阳性项目数

６７.３２±２１.９５

３３.６０±９.１５ ａｂ

６５.６１±１７.３８

５８.７３±１２.４４ ａ

２.两组患者护理前和护理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比较:

随着医疗模式的改变和医疗服务的发展ꎬ对患者功能障碍进

评分)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护理后ꎬ实验组和

意到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恢复ꎬ

护理前ꎬ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
对照组的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评分与护理前比较均明显升高( Ｐ < ０.

０５) ꎬ且实验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３ꎮ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比较 ｎꎬ( ｘ
±ｓ)

表３

组别

例数

护理前评分

护理后评分

对照组

３８

４９.３５±４.７１

５５.２７±８.１１ ａ

３８

实验组
Ｐ

４７.１１±５.０８

６９.３４±６.５４

>０.０５

ａｂ

<０.０５

注:ａ 与护理前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ｂ 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３.两组患者护理前和护理后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护理

后ꎬ实验组的尿潴留等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

行早期、科学、全面康复锻炼的同时ꎬ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注
帮助患者早日重返家庭和社会ꎬ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积极
作用ꎮ 而连续性护理ꎬ一种从医院延续到家庭的新型护理模
式ꎬ将护理贯穿了患者从入院、术前、术后直至康复的全过程ꎬ
注重改善患者的疗效ꎬ提高患者生活质量ꎬ涉及了多个相关科
室以及专业康复机构ꎬ在对骨折患者的护理中ꎬ其良好的效果
被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采用 [９￣１１] ꎮ 使用连续性护理可以使患
者在入院至院外康复获得全程护理指导ꎬ对患者进行充分的
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ꎬ进行充分的知识宣讲ꎬ帮助患者对病情
和手术有充足了解ꎬ进行充分准备ꎬ提高心理的耐受度ꎬ减轻
患者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ꎬ继而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依从
性 [１２] ꎮ

本文对本院收治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采用连续护

０.０５) ꎬ见表 ４ꎮ

理ꎬ并探究其治疗效果ꎮ 结果显示ꎬ患者在连续护理之后ꎬ其

伤或骨质疏松等引起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ꎬ事故暴力造成

心理健康状态有明显改善( Ｐ<０.０５) 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明显

提高( Ｐ<０.０５) ꎬ且与对照组比较改善及提高的幅度均更大( Ｐ

临的健康问题 [５] ꎮ 这种压缩性骨折不仅直接影响脊柱的支

患者尿潴留等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降低ꎬ提示采用连续护理

脊髓损伤ꎬ造成残疾ꎬ严重影响患者预后以及生活质量 [６￣７] ꎮ

秘等骨折后卧床病人的不常见的并发症进行研究ꎮ

讨论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可由坠落、交通事故等暴力损

的骨折也呈上升趋势 [１] ꎬ骨质疏松也是很多中老年人常常面
撑和运动功能ꎬ对病情严重或基础条件差的患者还极易引起

<０.０５) ꎮ 而对于不良反应的研究ꎬ结果表明采用连续护理的

有助于减少骨折患者并发症的发生ꎮ 而本文并未对腹胀、便

目前骨科对此压缩性骨折常需采用手术治疗ꎬ可恢复或部分

综上所述ꎬ对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采用连续护理后ꎬ可

恢复胸腰椎骨结构ꎬ但随之带来的长期卧床以及严重的功能

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ꎬ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ꎬ

障碍ꎬ需要长期康复锻炼ꎬ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ꎬ且术

比常规护理操作效果更好ꎬ并发症发生率更低ꎬ值得临床推

后并发症发生率也较高ꎬ影响患者治疗信心和治疗效果 [８] ꎮ
表４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深静脉血栓形成

坠积性肺炎

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１]
[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ｎ( ％)

例数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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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宫外孕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倪兰芳

熊娟

【 摘要】

王超

目的

研究人文关怀用于宫外孕患者护理服务中的效果ꎮ 方法

在本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间收治的宫外孕患者中随机选出 １２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以随机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其中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ꎬ观察组患者采用人文关怀护理ꎬ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等
指标ꎮ 结果

出院时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ꎬＰ< ０.０５ꎻ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

分更高ꎬＰ<０.０５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在宫外孕的临床护理工作中渗透人文关怀效果确切ꎬ有助

于促进患者保持积极、愉悦的心态接受治疗和护理ꎬ并且在构建和谐护患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ꎬ值得推广
应用ꎮ
【 关键词】

人文关怀ꎻ

宫外孕ꎻ

ＳＡＳꎻ

ＳＤＳꎻ

护理满意度

宫外孕是一种常见的异位妊娠症ꎮ 近些年来因流产率的

卵管功能正常ꎬ依然能正常受孕ꎬ消除患者的顾虑心理ꎮ 在与

升高、剖宫产率升高等因素ꎬ宫外孕的发病率逐渐增高ꎬ严重

患者交流沟通中ꎬ耐心倾听ꎬ并主动关心安慰患者ꎬ针对患者

影响到患者的身心健康

[１]

ꎮ 人文关怀也就是尊重人的权利ꎬ

重视人的个性ꎬ关心人、爱护人ꎬ满足人的需求ꎬ终极落脚点在
于对于人精神的照护 [２￣３] ꎮ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ꎬ人文关怀护
理就是以人为本的护理ꎬ满足患者的身心需求ꎬ使患者得到最
好的照顾和护理 [４] ꎮ 本文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发现人文关怀
护理用于宫外孕护理中效果确切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从本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间收治的

宫外孕患者中随机抽取出 １２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全部患者均
自愿参与本研究ꎮ 以随机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观察组

的疑虑做出保证ꎬ减轻焦虑情绪ꎮ 同时在交谈中ꎬ对患者的正
确行为做出肯定ꎬ鼓励患者ꎮ 以诚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患者ꎬ
做到鼓励的具体化ꎬ以免令患者产生医护人员敷衍的错觉ꎮ
(２) 保护患者隐私ꎮ 对于宫外孕患者ꎬ采取保密措施ꎬ尊重每
一个患者的隐私ꎬ在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中ꎬ除必要的工作人
员外ꎬ其余人员严禁参观ꎬ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不得有
任何轻视的行为、表情等ꎮ 在检查、治疗、护理中减少暴露ꎬ必
要情况下遮盖患者的隐私部位ꎮ 禁止私下讨论患者的隐私ꎬ
坚守秘密ꎮ (３) 构建温馨舒适的病房环境ꎮ 环境质量与人的
健康密切相关ꎬ温馨舒适的环境、完备的设施有助于患者康

中患者 ６４ 例ꎬ年龄 ２１ ~ ３６ 岁ꎬ平均(２８.９±５.４) 岁ꎬ其中保守治

复ꎮ 满足患者的需求ꎬ为其创造人文关怀的住院环境ꎬ开设家

岁ꎮ 平均( ２９. ３ ± ５. ６) 岁ꎬ其中保守治疗 ２４ 例ꎬ手术治疗 ４０

炉、便当盒等ꎬ供患者 ２４ ｈ 使用ꎮ 每日定时给患者送开水ꎬ进

性ꎮ

时更换ꎮ 护士开展各项护理操作时保证动作轻、说话轻、走路

疗 ２１ 例ꎬ手术治疗 ４３ 例ꎮ 对照组中患者 ６４ 例ꎬ年龄 ２３ ~ ３５

庭式病房ꎬ病房中配备电视机、卫生间、沙发ꎬ护理站配备微波

例ꎮ 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ꎬ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

行病房的清扫、消毒等环境护理ꎮ 若被服被血尿等污染ꎬ则及

２.方法: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ꎬ向患者介绍疾病特

轻、开关门轻ꎬ为患者营造良好的住 院 环 境ꎬ 减 轻 其 不 良 情

理ꎬ具体护理措施如下:(１) 心理护理ꎮ 确诊后护士主动与患

如:行手术治疗的患者ꎬ在术后 ６ ｈ 告知患者可食用少量流质

点、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等知识ꎮ 观察组患者采用人文关怀护
者交流沟通ꎬ耐心安慰患者ꎬ给患者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ꎬ减
轻认知水平低带来的心理问题ꎮ 例如:部分手术治疗的患者
担心以后难以受孕ꎬ给患者讲解切除患侧的输卵管后ꎬ健侧输

绪 [５] ꎮ (４) 生活护理ꎮ 根据患者的治疗方法给予生活护理ꎬ
食物ꎬ接着根据患者的肠蠕动情况逐步从流质食物过渡到半
流质食物、普食ꎮ 饮食应遵循清淡、营养的原则ꎬ不得食用辛
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 [６] ꎮ 可多食用鱼肉、豆类、木耳、绿叶
蔬菜等食物ꎬ增强机体免疫力ꎮ 对于出现便秘的患者可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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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香蕉、蜂蜜水等ꎮ 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平为其解说个人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