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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微信订阅号在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中健康宣教的应用
于利

肖水平

【 摘要】
方法

陈传英

目的

袁君

叶碧玲

探讨微信订阅号在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和分析ꎮ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在本院妇科拟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 １７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８５ 例ꎮ 对照组相关将康宣教信息按常规向患者及家属传递ꎻ观察组则通
过微信订阅号对其基本信息、诊疗信息、健康教育信息 ３ 类信息加以设定并开展延伸护理服务ꎬ且患者可
通过微信平台提问及获取回复ꎮ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干预效果进行观察和比较ꎬ并于患者出院当日对其进
行护理满意度问卷调查ꎮ 结果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对照组更低ꎬ满意度比对照组更高ꎬ健康知识

知晓率比对照组更高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微信订阅号的开通与应用对妇科腹腔镜手

术患者进行干预ꎬ有利于降低术后患者并发症ꎬ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健康知识知晓率ꎮ
【 关键词】

妇科腹腔镜手术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微信订阅号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健康宣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４８

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ꎬ腹腔镜技术日趋成熟ꎬ如今在
妇科手术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ꎬ相关统计资料显示ꎬ在妇科开
腹手术中ꎬ腹腔镜手术可取代超过半数以上的手术 [１] ꎮ 相较

于传统的开腹手术ꎬ腹腔镜手术有着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
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以及瘢痕不明显等突出优势ꎮ 随着

２０１６ 年中国的微信订阅号数量已经超过 １２００ 万个ꎬ相比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４６.２％ꎬ其中 ５３.４％ 的网民使用微信订阅号获
取当前的最新资讯 [４] 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我国手机网民规模

达 ７.８８ 亿ꎬ较 ２０１７ 年末提升了 ０.８ 个百分点 [５] ꎮ 随着移动互
联网及职能通信设备的出现ꎬ使信息的获得变得更便捷ꎬ为妇

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ꎬ相应的对医疗质量也提出了更高

科腹腔镜手术患者的健康教育提供了更好的平台ꎮ 因此ꎬ本

的要求ꎬ而该术式恰好能够满足患者的更高要求ꎬ因此广受大

科室在传统健康教育方式上增加了微信订阅号开展健康宣

众好评和信赖 [２] ꎮ 但是ꎬ随着该手术的应用领域逐渐扩张ꎬ

教ꎬ效果显著ꎬ现报道如下ꎮ

妇科中许多非常复杂的手术也不断依赖腹腔镜手术加以治

疗ꎬ不仅使手术难度有所提升ꎬ同时会因术后护理不当ꎬ诱发
相关疾病并发症ꎬ不但会增加患者痛苦ꎬ还影响预后质量ꎬ从
而导致患者住院周期增长ꎬ住院费用增加

[１]

ꎮ 在以往的健康

宣教方式中ꎬ存在患者无法全部理解宣教内容、回忆困难ꎬ记
忆混淆等问题ꎮ 为了避免医疗差错以及追求高质量的护理服
务ꎬ护士必须反复进行宣教工作ꎮ 因此ꎬ为了降低手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和提高患者满意度ꎬ新的健康教育模式随之出现ꎮ

目前ꎬ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 ＡＰＰ 已实现了大众化以及国

际化ꎬ并且应用范围越来越广ꎬ后期又推出了微信订阅号功

能 [３] ꎮ 自微信订阅号推出后一直受到企业、媒体、公共结构、
个人用户 的 青 睐

[３]

ꎮ 据 艾 媒 咨 询 ( ｉｉ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报 道ꎬ
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８５)
对照组( ｎ ＝ ８５)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本院妇科

收治的 １７０ 例妇科平诊腹腔镜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８５ 例ꎮ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１ꎮ

２.方法:所有患者皆予以术前常规检查ꎬ检查项目包括血

常规、Ｂ 超以及心电图等ꎬ同时做好术前膀胱以及肠道等准备

工作ꎮ 对患者实施全身麻醉后ꎬ在恰当位置做一长度在 １ ｃｍ
以内的切口ꎬ继而实施腹腔镜穿刺ꎮ 要求左下腹穿刺孔不超
过 ０.５ ｃｍꎬ右下腹穿刺孔不超过 １ ｃｍꎮ 所有患者的术前检查
结果皆不存在异常情况ꎬ术前准备也均准备完善ꎬ且全部成功
施行腹腔镜手术 [６] ꎮ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学历( ｎ)

疾病类型( ｎ)

年龄( ｘ
±ｓꎬ岁)

大学

中学

小学

异位妊娠

卵巢囊肿

卵巢畸胎瘤

子宫肌瘤

３５.１９±７.８７

５４

１８

１３

３８

１２

４

３１

３５.９９±７.０７

５９

２４

２

３５

１４

２

３４

对照组护理方法:接诊护士予以该组传统的健康宣教ꎬ以

解的相关事项向患者说明ꎻ另外责任护士口头对其开展术前

口头告知为主ꎮ 包括入院须知ꎬ采取血液标本的相关注意事

指导、治疗方法等专科疾病知识说明ꎬ以及介绍术后康复、活

项ꎬ同时将采集不同检测标本的方法以及其它特殊检测需了

动、休息方法和饮食等要求ꎻ给药前护士都会告知药物使用方
法及药物作用ꎻ出院时当班护士会给与患者相应的出院指导ꎮ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６７ 广东深圳ꎬ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神妇科

观察组护理方法:该组予以口头宣教后ꎬ辅助应用微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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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阅号加以健康教育ꎮ 首先相关科室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微信订
阅号ꎬ将本科室及医护人员简介ꎬ疾病知识讲解ꎬ科学的用药
指导以及围术期健康宣教等内容以图文结合、视频等更为直
观的形式录入公众号ꎬ生成公众号二维码ꎬ并将其黏贴于各个
病房及护士站ꎬ患者入院后扫码关注ꎮ 随即微信公众平台自
动将相关宣教列表发送至患者微信ꎮ 各宣教项目前用阿拉伯
数字编号排序ꎬ比如患者想了解排序为 ６ 号的腹腔镜手术注

意事项ꎬ只需发送数字 ６ 至公众号ꎬ微信公众号将会自动将腹
腔镜手术注意事项相关宣教发至患者微信号ꎬ增加患者主动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８５)
观察组( ｎ ＝ ８５)
χ２ 值

列出使用步骤或制作出流程图ꎬ以方便患者理解并且增加患
者印象ꎮ 除此之外ꎬ微信订阅号以其传播精准性的优势ꎬ主动
推送各类相关信息:护理人员可结合患者病情的实际进展ꎬ讲
解的同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主动发送给患者ꎬ并且定期向所
有患者推送与妇科相关的一些健康小知识ꎻ微信订阅号还能
够对“ 一对一” 指导功能进行合理运用:护理人员对于患者提
出的特殊疑问ꎬ为其开展对话解答ꎬ对于一些不愿意为护理人
员增加过多工作负担的患者ꎬ或者较为隐私问题不愿在公共
场合询问护理人员ꎬ可利用微信将问题提出来ꎬ护理人员可在
工作较为闲暇时段直接回复微信解答或者到床边当面解答ꎬ
对于无法解答的问题可求助主治医师进行讲解ꎮ

３.评价方法:责任护士在患者腹腔镜手术后及出院时ꎬ分

别运用询问、观察及问卷调查方式对腹腔镜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知信行为( 健康知识知晓率) 以及满意度三方面进行调

５ 分( ｎ)

<５ 分( ｎ)

合格率( ％)

８１

４

９５.２９

７３

１２

８５.８８
４.４１６
０.０３６

Ｐ值

３.两组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观察组健康知识知晓率高

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４ꎮ
表４

学习的机会ꎬ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ꎮ 宣教内容将以简单易懂
的语言呈现ꎻ对于一些特殊使用的药物或者一些器械ꎬ我们将

两组满意度比较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８５)
观察组( ｎ ＝ ８５)
χ２ 值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 ｎ( ％) ]
全面掌握

基本掌握

掌握差

２４

５４

７

４３

２３

Ｐ值

讨论

１９

知晓率

６６(７７.６５)
７８(９１.７６)
６.５３９
０.０１１

健康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患者及其家属进一步明确

恢复健康和保持健康的相关知识ꎬ可促使其养成科学、积极向
上的行为习惯 [７] ꎮ 在以往常规的健康教育过程中ꎬ多通过宣
传资料或者口头教育的形式开展ꎬ虽然为患者灌输了很多的
健康知识ꎬ但是沟通效果不甚理想ꎬ患者积极主动反馈问题的
行为也比较少ꎻ另外因护理人员个人素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ꎬ
比如讲解时机、沟通能力以及知识面等方面ꎬ也导致沟通效果
参差不齐 [７] ꎮ 而目前所广为利用的微信订阅号ꎬ支持多人群
聊ꎬ同时能够快速发送图文信息以及语音短信ꎬ用户可以享

查ꎮ (１) 腹腔镜术后并发症:包括腹胀、肩背痛、尿潴留、恶心

受:(１) 群发推送功能:定向主动推送相关信息与内容ꎬ让患

(２) 患者满意度调查:设计满意度调查表于患者出院当日进

能:通过发送指定关键字的方式ꎬ用户可以自主地向公众号提

和呕吐ꎮ 术后并发症将通过观察及询问方式进行两组对比ꎮ
行问卷调查ꎮ 问卷共 １２ 个问题ꎬ满分为 ６０ 分ꎬ分 ５ 个等级:５
分为非常满意ꎬ４ 分为满意ꎬ３ 分为基本满意ꎬ２ 分为一般ꎬ１ 分

者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取得正确的医疗知识ꎮ ( ２) 自动回复功
取基本消息ꎬ增加患者自主学习的积极性ꎮ ( ３) 一对一交流
功能:每个用户与平台之间都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一对一的交

为非常不满意ꎬ全 ５ 分为合格ꎬ分别计算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合

流和互 动ꎬ 每 位 患 者 提 出 的 问 题 都 能 得 到 专 业 人 士 的 回

识的掌握程度ꎬ共计 １００ 分ꎬ其中 ８０ ~ １００ 分为全面掌握ꎬ６０ ~

家里ꎬ护理人员无法每天为其提供护理指导ꎬ因此患者自我管

格率ꎮ (３) 知信行为:患者出院后通过回访调查其对健康知

答 [８] ꎮ 大部分患者出院自我调节和康复阶段基本上都是在

７９ 分为基本掌握ꎬ６０ 分以下为掌握差ꎬ分别计算健康知识知

护能力的高低对于促进疾病的预后恢复至关重要ꎮ 微信订阅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及时的解决患者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ꎬ同时护理人员还能

晓率并比较ꎮ

计学意义ꎮ

够对患者开展间接性的指导ꎬ对患者饮食是否合理以及是否
定时服药等情况进行监督ꎬ无形中使患者治疗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和调动ꎬ对于巩固和提升治疗效果有

二、结果

１.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号为患者和护理人员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ꎬ能够

两组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ｎ( ％) ]

组别
腹胀
对照组( ｎ ＝ ８５)
８
观察组( ｎ ＝ ８５)
２
χ２ 值

肩背痛
６
２

０

Ｐ值

１１
２

２７(３１.７６)
６(７.０６)
２６.７４７
０.００９

２.两组满意度比较:观察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对照组更低ꎬ满意度比对照组更高ꎬ健康知识知晓率比对照组
更高( Ｐ< ０.０５) ꎻ患者对新的健康教育模式接受程度良好ꎬ健
康教育结果效果显著ꎮ 并且原始数据显示观察组中ꎬ发生并

尿潴留 恶心、呕吐 并发症发生率
２

着很大裨益 [９] ꎮ 本次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

发症患者年龄处于 ４１ ~ ５０ 岁之间ꎬ学历均在中学及以下ꎻ而
对照组并发症患者分布于各个年龄段ꎬ其中有 １８.５２％ ( ５ 名)

患者是大学学历ꎮ 由此看来ꎬ对于年龄较大或者文化程度较
低的患者ꎬ以及对微信订阅号使用不熟悉的患者ꎬ是微信订阅
号应用推广过程中的最大问题ꎮ 而大部分患者及家属对使用
微信平台传播信息持支持态度ꎮ
本研究是对微信订阅号在临床健康宣教中应用的初步探
讨ꎬ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及需要探讨的地方ꎮ 如本研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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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过小ꎬ未对家属进行宣教结果的评估ꎬ以及未将患者术
后随访结果纳入评估项目等不足ꎮ 但是我们相信ꎬ基于微信
订阅号的健康宣教学习ꎬ将成为医护人员传播健康知识的主
要方式之一ꎮ 而面对本院收治越来越多的外国患者ꎬ微信订
阅号双语健康宣教将成为我院医护人员与国际患者交流的重
要工具之一ꎬ让医护人员能更好地为广大患者及家属提供更
为丰富的学习资源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有效的学习服务ꎮ
综上所述ꎬ微信公众号开展健康宣教能降低妇科腹腔镜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ꎬ并且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健康知识知晓率ꎬ
具有推广价值ꎮ
[１]
[２]

参

考

文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献

王蕾ꎬ张玮ꎬ邵密.微信公众号在妇科术后出院患者健康教育中
的应用[ Ｊ] .中国乡村医药ꎬ２０１６ꎬ２３(６) :７６￣７７.
肖路花ꎬ林青ꎬ于娜英.微信公众号的延续性护理在粒子植入治
疗肺癌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Ｊ] . 现代临床护理ꎬ２０１７ꎬ( ２)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３４￣３７.
李美林ꎬ何晓睿ꎬ王会ꎬ等.微信公众号在护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 Ｊ] .全科护理ꎬ２０１７ꎬ(３４) :４３３５￣４３３７.
徐慧婷ꎬ郑雅宁ꎬ 郭梅.微信公众平台在产科临床健康宣教中的
应用效果[ Ｊ] .全科护理ꎬ２０１６ꎬ１４(１２) :１２８７￣１２８８.
肖文辉ꎬ妇科腹腔镜手术后 ５３ 例并发症观察及护理[ Ｊ] .齐鲁护
理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１９(１４) :４０￣４１.
尹丽萍.“ 微信公众平台” 在骨科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Ｊ] .护士进
修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３０(４) :３７２￣３７３.
向阳ꎬ赵峻.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诊治进展[ Ｊ]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
科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１) :１４￣１８.
吴燕ꎬ郑秋霞ꎬ方珍.微信公众平台在乳腺癌术后患者健康教育
中的应用[ Ｊ] .中医药管理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３) :１５１￣１５２.
王琳ꎬ何文龙.微信公众平台阶段性健康教育在耳鼻喉科患者护
理中的应用效果[ Ｊ] .护理实践与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２２) :７５￣７７.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６)

( 本文编辑:王涛)

知信行健康教育干预方案对卵巢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虚梅

王文娟

【 摘要】

目的

陈桂香
探究分析知信行健康教育干预方案对卵巢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影响ꎬ

为卵巢癌术后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来院就诊均行根

治性手术的卵巢癌患者 ７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９ 例ꎮ 对
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ꎬ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加用知信行健康教育干预ꎮ 比较两组

患者行不同护理干预前后知信行理论模式( ＫＡＰ) 评分、生命质量核心量表( ＥＯＲＴＣＱＬＱ－Ｃ３０) 评分、Ｈｅｒｔｈ
希望量表( ＨＨＩ) 评分以及主观幸福感量表( ＭＵＮＳＨ) 评分变化情况ꎮ 结果

干预前ꎬ两组患者各项 ＫＡＰ

量表评分、ＱＬＱ－Ｃ３０ 量表评分、ＨＨＩ 量表评分及 ＭＵＮＳＨ 量表评分组间比较ꎬ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Ｐ> ０.

０５) ꎮ 行不同干预后ꎬ两组患者知识评分、态度评分以及行为评分等 ＫＡＰ 模式各项评分均明显升高( Ｐ<０.

０５) ꎬ两组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及总体健康状况评分也均明显升高( Ｐ<

０.０５) ꎬ现实和未来积极态度、采取积极的行动、与他人保持密切关系以及希望总分等 ＨＨＩ 量表各项评分

明显升高( Ｐ<０.０５) ꎬ且干预后实验组患者 ＫＡＰ 量表、ＨＨＩ 量表及 ＱＬＱ－Ｃ３０ 量表各项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患者( Ｐ<０.０５) ꎬ实验组患者 ＭＵＮＳＨ 评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知信行健康教育能

帮助改善卵巢癌术后患者的希望水平ꎬ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ꎬ对于保障患者的知信行理论情况
具有积极意义ꎮ
【关键词】
福感量表

知信行健康教育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知信行理论模式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生命质量核心量表ꎻ

Ｈｅｒｔｈ 希望量表ꎻ

主观幸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４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ｏ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Ｉ Ｘｕ－ｍ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ꎬ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ｉｚｈｏｕꎬ Ｐｉｚ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２１３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ＫＡＰ )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ꎬ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ａ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ꎬ ３９ ｃａｓｅｓ ｉｎ
作者单位:２２１３００ 江苏省邳州市人民医院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