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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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手术室优质护理对食管癌全麻留置尿管患者苏醒期
躁动及耐受度的影响
李营
【 摘要】

目的

探讨手术室优质护理对食管癌全麻留置尿管患者患者苏醒期躁动及耐受度的影响ꎮ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于本院行根治手术的 ９４ 例食管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

方法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７ 例ꎮ 对照组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干预ꎬ观察组实施手术室优质
护理ꎮ 监测两组生命指标ꎬ并对比两组患者苏醒期躁动程度及导尿管耐受情况ꎮ 结果

观察组苏醒期舒

张压、收缩压、心率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观察组苏醒期躁动发生率及发生程度均
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观察组导尿管耐受度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ꎮ 结论

食管癌全麻留置尿管患者实施手术室优质护理可减少苏醒期躁动发生ꎬ提高导尿管耐受度ꎮ

【 关键词】

食管癌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１４.２

手术室优质护理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导尿管ꎻ

苏醒期躁动ꎻ

耐受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９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ꎬ早期病变时瘤体
体积较小ꎬ症状较隐匿ꎬ早期确诊率较低ꎮ 经临床数据统计ꎬ
我国食管癌年均死亡数可达全球食管癌死亡率的 ５０％ [１] ꎮ
手术是根治食管癌的首选疗法ꎬ但手术全麻所引起的苏醒期
躁动则会对患者术后早期恢复造成影响ꎬ导致生命指标异常
波动、导尿管不耐受等ꎬ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ꎻ常规围术

程ꎬ通过交谈缓解患者心理压力ꎻ术中手术室温度调控至 ２７
℃ ꎬ开始时下调至 ２５ ℃ ꎬ并控制湿度为 ５０％左右ꎬ严格无菌操
作、持续进行生命指标监测ꎻ术后观察患者各指标变化及生理
指征ꎬ保持正确卧位ꎬ采取相关镇痛措施等ꎮ 观察组实施手术
室优质护理:( １) 术前优质护理:①通过护患交流、患者生命
指标变化、病情、情绪表现等评估患者心理耐受程度ꎬ并通过

期护理不够细致ꎬ患者无法得到充分的知识、心理及术后干

语言开导、家属支持安慰、病友鼓励等措施调控患者心理情

预ꎬ应激反应较为强烈ꎬ故而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手术室护

绪ꎬ减轻心理应激ꎻ②贯彻健康教育ꎬ详细告知患者手术治疗

理ꎬ对于改善患者术后苏醒期躁动、提高尿道管耐受度具有重

流程、导尿管留置必要性、麻醉作用及相关可能出现的不适ꎬ

要价值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以 ９４ 例行根治手术的食管癌患者为
研究对象ꎬ在患者围术期采用手术室优质护理ꎬ并以常规手术
室护理为对照ꎬ旨在探讨其具体应用价值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于本院行根

治手术的 ９４ 例食管癌患者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

改善患者认知ꎬ缓解紧张、焦虑情绪ꎬ以积极乐观心态做好术
前准备ꎮ (２) 术中优质护理:①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综合保
温措施ꎬ在手术床上为患者铺垫循环水变温毯ꎬ温度控制于

３８ ℃ ~ ４０ ℃ ꎻ同时尽量避免非手术区的暴露ꎬ必要时以保温
毯覆盖暴露区域ꎬ并应用加温设备控制术中输液温度为 ３６ ℃

~ ３７ ℃ ꎮ ②严防术中并发症的发生ꎬ术中将生理盐水浸泡后

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７ 例ꎮ 纳入标准:( １) 经影像

的无菌纱布放置于患者眼周ꎬ保护眼角ꎬ避免暴露性眼角炎的

受ꎻ(３) 预计生存期超过 ３ 个月ꎻ( ４)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

垫ꎬ避免压疮ꎮ (３) 术后优质护理:①术后对留置的各导流管

痛病史ꎻ(３) 继发性食管肿瘤ꎻ(４) 行为障碍、精神系统或中枢

语言鼓励ꎻ②做好术后疼痛评估ꎬ患者清醒后与其谈论感兴趣

学、病理学等联合检查确诊 [２] ꎻ( ２) 存在手术指征ꎬ对手术耐
标准:(１) 严重脑、心、肝、肾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ꎻ( ２) 慢性疼

发生ꎻ对于采取单侧卧位进行手术的患者ꎬ在支撑处放置软
严格管理ꎬ在患者清醒初期及时告知手术顺利、成功ꎬ并进行

神经障碍ꎻ(５) 阿片类药物成瘾史ꎮ 对照组中男 ２７ 例ꎬ女 ２０

话题、播放轻柔音乐或引导其沉浸于美好的回忆中ꎬ充分转移

例ꎬ腺癌 ９ 例ꎬ鳞状细胞癌 ２７ 例ꎬ其他 ８ 例ꎻ肿瘤位置:食管上

３.评价标准:监测两组生命指标ꎬ观察两组患者苏醒期躁

例ꎻ年龄 ４３ ~ ７０ 岁ꎬ平均(５５.８±４.４) 岁ꎻ病理类型:小细胞癌 ３

其注意力ꎬ缓解疼痛ꎬ必要时遵照医嘱给予镇痛药物ꎮ

段 ２５ 例ꎬ下段 ８ 例ꎬ中段 １４ 例ꎮ 观察组中男 ２５ 例ꎬ女 ２２ 例ꎻ

动程度及导尿管耐受情况ꎮ ( １) 生命指标:心率、舒张压、收
缩压ꎮ (２) 躁动 程 度 评 定 采 用 Ｒｉｋｅｒ 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ｄ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年龄 ４５ ~ ７２ 岁ꎬ平均(５６.３±５.１) 岁ꎻ病理类型:小细胞癌 １ 例ꎬ
腺癌 ８ 例ꎬ鳞状细胞癌 ２８ 例ꎬ其他 １０ 例ꎻ肿瘤位置:食管颈段

１ 例ꎬ上段 ２２ 例ꎬ下段 １０ 例ꎬ中段 １４ 例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ＲＳ) 分级:３ 级:无刺激时身体活动剧烈ꎬ需采用药物及制动
控制ꎻ２ 级:无刺激也出现身体无控制活动ꎬ但无需制动可安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有可比性ꎮ

抚ꎻ１ 级ꎻ进行吸痰操作时轻微活动ꎬ安抚后可停止ꎻ０ 级:情绪

用常规手术室护理:术前辅助患者完成相关检查ꎬ告知手术流

应情况反向评估患者耐受度ꎮ ３ 级:有严重不适ꎬ有明显尿

２.方法:两组均采用食管癌根治术进行治疗ꎮ 对照组采

平稳ꎬ较安静 [３] ꎮ (３) 导尿管耐受程度:根据患者尿道刺激反
痛、下腹痛等尿道反应ꎬ难以忍受ꎻ２ 级:中度不适ꎬ有尿痛、下

作者单位:４６３０００ 河南驻马店ꎬ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麻醉科手术部

腹痛等表现ꎬ但尚可忍受ꎻ１ 级:有轻微不适ꎬ可忍受ꎻ０ 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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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表现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等
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ꎻ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ｘ
± ｓ) 表
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ꎻ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１
心率( 次 / ｍｉｎ)

组别

 ２３５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术前

二、结果

１.临床指标的比较:两组患者术前舒张压、收缩压、心率

对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苏醒期舒张压、收
缩压、心率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
表 １ꎮ

两组生命指标水平比较( ｘ
±ｓ)
舒张压( ｍｍＨｇ)

苏醒期

术前

苏醒期

收缩压( ｍｍＨｇ)

术前

苏醒期

对照组( ｎ ＝ ４７)
观察组( ｎ ＝ ４７)

７２.２±７.５

８０.９±９.２

８１.０±６.７

９２.５±９.０

１３３.３±８.５

１４６.４±９.７

Ｐ值

０.３７３
０.６５８

２.１５４

０.６０５

３.４３１

０.８４２

４.６０１

７２.８±８.１

ｔ值

７６.９±８.８

８１.８±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４３９

２.苏醒期躁动发生情况的比较:观察组苏醒期躁动发生

率及发生程度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两组苏醒期躁动发生情况的比较[ ｎ( ％) ]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４７)
观察组( ｎ ＝ ４７)
Ｚ / χ２ 值

３级

２(４.３)
０(０)

２级

１级

０级

总计

４(８.５) ４２(８９.４) ５(１０.６)

２.１７９

４.３９８

０.０２９

Ｐ值

０.０３６

３.导尿管耐受度的比较:观察组导尿管耐受度高于对照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４７)
观察组( ｎ ＝ ４７)
Ｚ值

两组导尿管耐受度的比较[ ｎ( ％) ]
３级

６(１２.８)
１(２.１)

１６(３４.０)
５(１０.６)

１级

１６(３４.０)
２３(４８.９)

３.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７

１３７.７±８.６
０.０００

护理可减少苏醒期躁动发生ꎬ提高 导 尿 管 耐 受 度ꎮ 研 究 发

现 [７￣８] ꎬ苏醒期躁动的发生与患者心理状况不良、认知缺乏、
术后疼痛、术中体温丧失等因素相关ꎮ 手术室优质护理通过
知ꎬ从而减轻心理应激ꎬ尽可能稳定心率、血压等相关生命指
标水平ꎬ预防苏醒期躁动的发生ꎻ术中通过手术室预热、铺设
保温毯、输液加温等措施ꎬ减少体温丧失导致的心理应激及血
压波动ꎬ利于术后疼痛的减轻ꎬ减少苏醒期躁动发生风险ꎻ术
后通过持续镇痛及持续性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缓解患者不良情
绪ꎬ进而减少情绪波动及疼痛导致的苏醒期躁动ꎬ并避免苏醒
期躁动导致的尿道刺激反应加重ꎻ此外ꎬ手术前后贯彻性心理
健康教育可促使患者做好导尿管留置的心理准备ꎬ进而提高
导尿管耐受性ꎮ 多项优质护理措施联合作用ꎬ满足患者心理、

０级

９(１９.１)

１８(３８.３)

０.００１

Ｐ值

讨论

２级

１３４.７±７.６

术前心理调控、健康教育等措施ꎬ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及认

４(８.５) ７(１４.９) ３４(７２.３) １３(２７.７)
１(２.１)

８６.２±８.８

手术是治疗食管癌首选方法ꎬ可大大提高食管癌

短期生存率ꎮ 但食管癌根治术手术出血量多、创口大ꎬ术后疼
痛感较重ꎬ活动限制较大ꎬ且因食管的特殊性ꎬ患者术后会发
生一定的感觉障碍ꎬ若患者术后早期恢复不当则会影响癌症
治疗效果及预后 [４] ꎮ 全麻是减轻患者手术痛苦ꎬ促进手术顺
利进行的必要措施ꎬ但手术结束后麻药残留等会引起一定的
并发症ꎬ苏醒期躁动则是常见并发症之一ꎬ临床主要表为兴
奋、 无理性哭喊或言语、无意识活动等不适当行为ꎬ发作严重
时容易引起创口撕扯、导尿管刺激反应加重等多种不良后果ꎬ

手术治疗、生理等多方面的需求ꎬ利于患者早期恢复ꎮ
综上所述ꎬ手术室优质护理在食管癌全麻留置尿管患者
应用效果显著ꎬ可尽可能避免生命指标异常波动ꎬ减少苏醒期
躁动发生ꎬ提高导尿管耐受度ꎮ
[１]
[２]
[３]

[４]
[５]

影响患者术后早期恢复 [５] ꎮ

[６]

落实护理责任制及人文关怀理念ꎬ将护理专业内涵进行深化ꎬ

[７]

优质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ꎬ在强化基础护理时贯彻

提升护理整体水平ꎮ 优质护理则是在观念及行为上为患者着
想ꎬ以患者疾病治疗需求及身心需要为服务中心采取护理措
施ꎬ以提供优质、高效、放心的护理服务ꎬ从而减轻疾病对患者
的影响 [６]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组苏醒期心率、血压、苏醒
期躁动发生率和发生程度均低于对照组ꎬ导尿管耐受性高于
对照组ꎮ 说明在食管癌全麻留置尿管患者中采取手术室优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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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３￣３４０５.
肖帮儒ꎬ刘颖.优质护理干预用于胸腹腔镜联合行食管癌根治术
４９ 例效果观察[ Ｊ] .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１８( ４) :６４７￣
６５０.
章敏ꎬ谢言虎ꎬ周玲ꎬ等.充气式保温毯联合输液加温对全麻食管
癌手术苏醒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Ｊ] . 临床麻醉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２
(４) :３５１￣３５３.
刘德敏ꎬ刘红.手术室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根治术患者麻醉苏醒期
躁动及留 置 尿 管 耐 受 度 的 影 响 [ Ｊ] . 河 北 医 学ꎬ ２０１６ꎬ２２ ( ８) :
１３６１￣１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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