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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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分析集束化护理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效果
童巧勤
【 摘要】

目的

探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采用集束化护理的临床价值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院接收的 １８０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遵照随机化原则分为对照组和
干预组两组ꎬ每组各 ９０ 例ꎬ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ꎬ干预组采用集束化护理ꎮ 分析比较两组护理效果ꎮ 结果
干预组止血成功率高于对照组ꎬ再出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ꎬ再出血量少于对照组ꎬ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集束化护理运用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效果显著ꎬ可降低再出血

发生率ꎬ缩短住院时间ꎬ值得在临床推广ꎮ
【 关键词】

上消化道出血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护理效果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集束化护理ꎻ

再出血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５３

消化道出血属于消化系统常见病 [１] ꎬ主要指的是由食管

压下降、脉搏增快、面色苍白和大汗淋漓等表现ꎬ主动询问患

至肛门间的消化道出血 [２] ꎬ病情较轻者临床表现主要为血

者是否出现咽部异物感、头晕和胸骨后疼痛等症状ꎮ 责任护

便、黑粪与呕血等ꎬ可合并血容量减少、贫血、休克等症状ꎬ病

理人员还需参与到夜间床旁交接班中ꎬ若有问题出现ꎬ可追究

情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安全ꎮ 集束化护理属于新型护理模式ꎬ

到责任人ꎮ 嘱咐患者夜间饮用适量的温水ꎬ以滋润咽喉ꎬ条件

其能结合患者病情实际情况ꎬ集合有循证依据的护理措施ꎬ以

允许时可加设空气加湿器ꎬ以维持病房湿度ꎬ避免咳嗽引起再

提供给患者科学有效的护理服务ꎬ帮助患者战胜疾病ꎬ早日康
复

[３]

ꎮ 本文探析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院收

治的 １８０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采用常规护理、集束化护理的

出血ꎮ (２) 健康教育:患者病情稳定后ꎬ可对患者开展个体化
健康教育ꎮ 通过讲解－患者复述的方式将消化道出血有关内
容告知患者ꎬ尤其是引起出血的因素ꎬ例如情绪激动、酗酒、饮

临床效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食不良等ꎬ使患者提高重视ꎬ并嘱咐家属做好监督工作ꎮ 将遵

一、资料与方法

医治疗和自我护理的意义告知患者ꎬ教会患者简单的自护技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巧ꎬ使患者提高遵医行为与自我效能ꎮ 按照病理节律指导患

化原则均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ꎬ每组各 ９０ 例ꎬ对照组中

病情恢复特点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ꎬ采取阶梯式管理ꎬ禁食不

本院收治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１８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
男 ６３ 例ꎬ女 ２７ 例ꎬ年龄 ２８ ~ ９０ 岁ꎬ平均( ４５.６２± ６.９４) 岁ꎮ 干

者用药ꎬ以保障药效得到充分发挥ꎮ (３) 饮食管理:结合患者
易消化、刺激性食物ꎮ 对患者内镜治疗后 １ ｄ、２ ~ ３ ｄ、３ ~ ４ ｄ、

预组中男 ５７ 例ꎬ女 ３３ 例ꎬ年龄 ２８ ~ ９１ 岁ꎬ平均( ４５.３１± ６.０８)

４ ｄ 后的饮食合理安排ꎬ通常治疗后 １ ｄ 禁食ꎬ治疗后 ２ ~ ３ ｄ

２.方法:对照组行常规护理ꎬ遵照内科常规护理操作开展

质食物ꎬ并对各大能量占比进行合理安排ꎻ３ ~ ４ ｄ 可进食半流

岁ꎮ 两组临床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ꎬ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护理服务ꎬ对患者血氧饱和度、心率、血压和胃管引流液密切

观察ꎬ若患者处于急性期ꎬ需嘱咐禁食 ２４ ｈꎬ保持卧床休息ꎬ并
遵医采取补液等措施ꎻ若患者疑似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ꎬ
需紧急采用三腔两囊管行压迫止血措施ꎻ若患者疑似为酒精
戒断综合征ꎬ需将其四肢束缚好ꎬ必要时行镇静干预ꎻ若患者

按食物胃排空及小肠吸收时间指导患者少食多餐ꎬ可进食流
质食物ꎬ适当增加水果汁及酸奶摄入量ꎻ４ ｄ 后则可进食粥、烂
糊面等清淡、易消化食物ꎮ

３.评价标准:评价两组护理效果ꎬ主要指标为止血成功、

再出血ꎮ (１) 止血成功判定标准 [４] :临床症状消失ꎬ未再出现
活动性出血ꎬ红细胞数量、血红蛋白未再下降ꎬ胃管抽取液体

为胃、肠息肉出血ꎬ则待息肉治疗术后严格遵循 ＥＭＲ 术后常

澄清ꎮ (２) 再出血判定标准 [５] :①反复出现呕血、黑便等症

再出血ꎬ需即刻报予主管医生ꎬ并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

压下降ꎻ③补液量正常ꎬ尿量正常ꎬ但尿素氮持续升高ꎻ④尽管

规护理标准实施护理措施ꎻ对胃管引流液仔细观察ꎬ一旦发现
采取消化内镜下止血操作ꎮ 干预组行集束化护理:( １) 密切
巡视:消化道出血高发时间为夜间ꎬ因此护理人员要加强夜间
巡视ꎮ 患者病情稳定时ꎬ告知其避免睡前受到应激因素的影
响ꎬ尤其要嘱咐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ꎬ不熬夜ꎮ 患者完成
内镜治疗后 ２ ｄ 内ꎬ增加巡视次数ꎬ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血
作者单位:５１０２４０ꎬ广东广州ꎬ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通信作者:童巧勤ꎬＥｍａｉｌ:ｇｚｔｏｎｇｑｉａｏｑｉｎ＠ １６３.ｃｏｍ

状ꎻ红细胞及血红蛋白下降ꎻ②出血停止 １ ｄ 后心率加快、血
采取输血、补液等措施ꎬ周围循环衰竭征象依旧未见改善ꎮ 符
合上述 ２ 项或以上者即为再出血ꎮ

４.观察指标:观察记录两组再出血量和住院时间ꎮ

５.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ꎬ计量

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 表示ꎬ
２
χ
进行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护理效果比较:两组止血效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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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组别

两组止血效果比较( ％)
止血成功

对照组( ｎ ＝ ９０)
干预组( ｎ ＝ ９０)
χ２ 值

再出血

８２

１０

８９

２

５.７３１０

５.７１４３

０.０１６７

Ｐ值

０.０１６８

２.临床指标比较:对照组再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均多于干

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９０)
干预组( ｎ ＝ ９０)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ｘ
±ｓ)
再出血量(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１０５.４３±１０.４６

７.５０±２.１５

２１０.０８±２７.９４

１２.１８±２.８０

３３.２７７６

ｔ值

１２.５７６６

０.００００

Ｐ值

 ２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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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０

讨论 上消化道出血起病急ꎬ病情进展快ꎬ可使患者的生
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ꎮ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临床表现取决于
出血的位置、性质、出血速度及出血量 [６] ꎬ与患者循环功能代
偿能力、年龄有关ꎮ 在临床护理中ꎬ除了要严格遵照医嘱对患
者采取常规急救、止血、补充血容量等措施外ꎬ还应开展心理、
饮食和健康教育ꎬ以促进康复 [７] ꎮ
集束化护理是一种现代化护理模式ꎬ能使护理人员有针
对性、有预见性及有目的性开展临床护理服务ꎬ并通过医院、
家属与患者三方协作努力ꎬ以提高疾病治愈率ꎬ增强各类疾病
的治疗效果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干预组止血成功率为 ９８.
８９％、再出血率为 ２.２２％ꎬ均优于对照组的 ９１.１１％和 １１.１１％ꎬ
( Ｐ<０.０５) ꎬ表明集束化护理用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可行性

高ꎬ有助于提高止血成功率ꎬ控制再出血ꎮ 集束化护理包含多
年护理经验ꎬ是前沿护理知识的总结ꎬ将其应用到上消化道出
血患者中ꎬ能调动每位护理人员的参与热情ꎬ并使护理人员的
创新能力、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ꎮ 另外ꎬ集束化护理还可使患
者对患病原因、临床症状、治疗措施与护理要点等有一定的了
解ꎬ进而学会自我护理管理技巧ꎬ与护理人员密切沟通ꎬ最终
获得良好的护理成效 [８] 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与对照组相比ꎬ
干预组再出血量较少ꎬ住院时间更短( Ｐ< ０.０５) ꎬ进一步表明
集束化护理优于常规护理ꎬ能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ꎬ为预防再
次出血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总而言之ꎬ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采用集束化护理效果确切ꎬ
能合理控制出血ꎬ推动康复进程ꎬ建议进一步推广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娄丽华ꎬ苏彬ꎬ郭海梅ꎬ等.集束化护理在血液净化伴消化道出血
患者中的应用[ Ｊ] .河北医学ꎬ２０１７ꎬ２３(５) :２６５.
许芳ꎬ吴海珍.危险性分级护理对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情绪及
ＢＲＳ 积分的影响[ Ｊ]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２(３) :３６３￣３６６.
高荣峦ꎬ陈梅英.综合护理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治疗中的应用价
值[ Ｊ]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ꎬ２０１６ꎬ２１(５) :７９９￣８０１.
申月芹.基于危险性评估的针对性护理用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
的临床价值[ Ｊ]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ꎬ２０１６ꎬ２１(５) :７６０￣７６３.
贺艳茹ꎬ勾洋ꎬ郭莹.个性护理对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护理结
局的影响[ Ｊ]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６(２８) :１０８￣１１０.
贾运乔ꎬ周彩丽ꎬ冯小涛ꎬ等.综合性护理干预对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
出血患者应用效果分析[Ｊ].河北医药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１７):２７００￣２７０２.
常秀萍.临床分级护理对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的干预效果[ Ｊ]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ꎬ２０１６ꎬ２１(２) :３５０￣３５１.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Ｍꎬ Ｍａｊｕｍｄａｒ Ａꎬ Ｂｏｙａｐａｔ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ｕｐｐｅｒ ＧＩ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ＭＳ６５ ｓｃｏ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ａｌｌ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ꎬ２０１６ꎬ８３(６) :１１５１￣１１６０.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７)

( 本文编辑:陈颂)

八段锦对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的改善作用
张海英

夏晓萍

【 摘要】

目的

蒋佳英
观察八段锦“ 双手攀足固肾腰” 与西医“ 五点支撑” 功能锻炼对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

背痛的改善作用ꎮ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８０ 名护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ꎬ实验组进行八段锦

“ 双手攀足固肾腰” 功能锻炼ꎬ对照组进行西医“ 五点支撑” 功能锻炼ꎬ锻炼频率为每日一次ꎬ每周五次ꎬ每

次五分钟ꎮ 在锻炼前及连续锻炼 １０ 周后ꎬ对护理人员进行腰部活动度( ＬＲＯＭ) 、疼痛系数( ＶＡＳ) 评定ꎮ
结果

与干预前比较ꎬ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ＬＲＯＭ 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而实验组在 ＶＡＳ 评分也上

有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 ꎻ两组干预后结果比较ꎬ实验组在 ＬＲＯＭ 方面的改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八段锦有助于改善护理人员非特异性腰背痛ꎮ

【 关键词】

非特异性腰背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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