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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ꎬ且观察组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显著性

[３]

生儿体重、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比较均无显著差异ꎬ但是观察满

[４]

( Ｐ<０.０５) ꎮ 虽然两组孕妇的总产程、产后 ２ ｈ 出血量以及新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ꎮ 说明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具有较好的
应用价值ꎬ可以有效减轻孕产妇的心理压力ꎬ降低剖宫产率ꎬ
提高围产期满意度ꎮ 通过该干预模式的应用ꎬ可以使助产士
与孕产妇进行直接的接触ꎬ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ꎬ有效的疏导
并消除孕产妇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ꎻ同时让助产士
提前介入到了产前阶段ꎬ不仅可以动态观察孕产妇在妊娠期

[５]
[６]
[７]

间的身心变化和社会支持ꎬ还能根据妊娠期不同阶段的需要ꎬ
对孕产妇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ꎬ使其本人及家属对分娩的过
程ꎬ以及需要的配合技巧均可以进行充分的认知ꎬ为分娩做好
心理准备ꎻ再次ꎬ助产士还可以提供妊娠过程及相关疾病、并
发症的知识解答ꎬ使其就诊时间有效缩短ꎬ解决了产科医生因
就诊患者多而无法详细耐心解释引发患者不满意的现象 [１３] ꎮ

综上所述ꎬ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ꎬ通过对孕产妇进行教育

干预ꎬ与孕产妇及其家属建立了互动的信任关系ꎬ可减轻孕产

[８]
[９]
[１０]
[１１]

妇的心理压力ꎬ降低了产前焦虑等负性心理情绪ꎻ同时可以有
效提高自然分娩率ꎬ提高围产期满意度ꎬ对降低剖宫产率是一
个有效的干预模式ꎬ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ꎮ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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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后遵医
行为及并发症的影响
马金玲
【摘要】

目的

探讨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后遵医行为及并发症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２０ 例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数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６０ 例ꎮ 观察组实施合理行为替代护理ꎬ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ꎬ比较两组患
者术后遵医行为及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结果

观察组合理休息、合理饮食、配合操作、情绪调适、遵医用药、

预防感染及康复锻炼等遵医行为评分均较对照组高ꎬ肺部感染、膀胱痉挛、尿路感染、排尿失禁及肉眼血尿
等并发症总发生率较对照组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可有效促进前

列腺增生症患者疾病转归ꎬ降低并发症的发生ꎬ提高其术后遵医行为ꎮ
【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合理行为替代护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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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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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 Ｊ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Ｑｕｅ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Ｚｈｕｍａｄｉａｎꎬ
Ｈｅｎａｎꎬ ４６３２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２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作者单位:４６３２００ 河南驻马店ꎬ确山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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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６０ ｃａｓｅｓ 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ｕｒｓｉｎｇ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ｔꎬ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ｉｅｔ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ꎬ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ꎬ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ｓｐａｓｍꎬ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ＢＰ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ꎻ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ｕｒｓｉｎｇꎻ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ꎻ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前列腺增生症是男性常见疾病之一ꎬ也是引起男性排尿
障碍常见的良性疾病ꎬ临床主要表现为尿急、尿频、尿不尽等
症状ꎬ严重困扰患者生活

[１]

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其发病

率不断上升ꎬ临床常通过手术治疗来解除前列腺增生所致梗
阻问题ꎬ消除症状ꎮ 但由于大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ꎬ术后康复

过程遵医行为差ꎬ倾向于固定传统观 念ꎬ 直 接 影 响 预 后 [２] ꎮ
因此ꎬ采取积极有效的护理ꎬ帮助患者转变不健康行为理念ꎬ
促进其进行科学健康行为ꎬ进而提高其遵医行为ꎮ 鉴于此ꎬ本
研究进一步探讨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后
遵医行为及并发症的影响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本院收治

的 １２０ 例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数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６０ 例ꎮ 观察组患者年龄 ５４ ~

８３ 岁ꎬ平均( ６３.５４± ３.５０) 岁ꎻ病程 ２ ~ ６ 年ꎬ平均( ４.２１± １.２０)

发症ꎮ (５) 进食延迟或错误ꎬ应向患者详解术后早期肠内营
养促进康复价值及安全性ꎬ以科学数据传播快速外科康复理
念ꎬ落实宣教内容ꎬ床头柜上放置术后进食科学提示卡ꎬ术后

８ ｈ 腹部听诊ꎬ如出现肠鸣音ꎬ不必等待肛门排气ꎬ即可告知患
者进食ꎬ督导患者饮食合理过渡ꎬ从流质、半流质、软食等逐步
转变ꎮ (６) 术前通过同伴教育改善患者饮水顾虑ꎬ予以按摩

腰背部及双下肢等被动活动ꎬ落实饮水要求ꎬ保证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ｍｌ / ｄ 的饮水量ꎬ逐渐提高膀胱容量ꎬ术后借助床尾处饮水计
划表工具ꎬ进行反复再教育ꎬ督导患者按时按需饮水ꎮ ( ７) 让

患者明白尿色在术后 ２ ~ ３ 个月内出现淡红色、暗红的原因ꎬ
对尿色观察结果进行科学讲解ꎬ正确对待尿液颜色ꎬ膀胱冲洗
液颜色正常时ꎬ指导患者床上缓慢翻身ꎬ帮助患者理性应对尿
色观察结果ꎬ排尿前站立不动ꎬ并指导患者进行膀胱功能锻
炼ꎬ然后放松盆底肌ꎬ降低不必要恐慌情绪所致的出血风险ꎮ

３.评价指标:( １) 术后 ３ ｄ 比较两组遵医行为:采用本院

年ꎻ文化程度小学 １３ 例ꎬ初中 ２９ 例ꎬ中专及以上 １８ 例ꎮ 对照

自制遵医行为量表ꎬ比较两组遵医行为评分ꎬ量表克伦巴赫系

均(４.３０±１.２３) 年ꎻ文化程度小学 １４ 例ꎬ初中 ２５ 例ꎬ中专及以

医用药、预防感染及康复锻炼等ꎬ各项按 ０ ~ ２ 分计分ꎬ０ 分表

组患者年龄 ５５ ~ ８４ 岁ꎬ平均(６４.０４±３.４８) 岁ꎻ病程 ２ ~ ７ 年ꎬ平
上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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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标准:均经尿常规检查确诊为前列腺
增生症ꎬ且符合« 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３]

中诊断

标准ꎮ 排除标准:(１) 存在明显生理缺陷ꎻ( ２) 合并语言障碍

数为 ０.８３１ꎬ包括合理休息、合理饮食、配合操作、情绪调适、遵
示患者情绪过度紧张ꎬ较难安抚ꎻ１ 分表示患者情绪不稳定ꎬ
可在家属及护理人员督促下进行各类遵医行为ꎻ２ 分表示患
者可进行自我调节ꎬ正确对待疾病ꎬ完全遵医ꎮ ( ２) 观察患者
术后出现并发症情况:包括肺部感染、膀胱痉挛、尿路感染、排

及精神障碍者ꎻ(３) 合并手术禁忌症者ꎮ

尿失禁、肉眼血尿等症状ꎮ

疏导、围术期健康宣教及术后切口、引流管护理等ꎮ 观察组实

析ꎬ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进行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
[ ｎ( ％) ] 表示ꎬ组间比较进行 χ２ 检验ꎻ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

２.方法:对照组实施前列腺增生常规护理ꎬ包括术前心理

施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干预ꎬ包括:(１) 首先告知患者不遵医不
良后果及遵医重要性ꎬ指导其情绪控制与调适ꎬ对诱发膀胱痉
挛、致血压骤升等情况知晓ꎬ叮嘱其 打 喷 嚏 时 需 轻 按 腹 部ꎮ
(２) 通过音乐疗法或注意力转移ꎬ强调术后并发症与紧张情

绪关系ꎬ加强患者心理状态评估ꎬ稳定患者良好的心态ꎬ及时
提供科普化答疑解惑ꎬ提高患者对健康行为认知ꎬ告知患者对
术后康复的重要性ꎬ指导患者学会情绪自我调节ꎬ避免患者自
行猜忌ꎬ保持心情舒畅ꎮ (３) 合理行为替代策略ꎬ强调术后适
当早期活动的必要性与益处ꎬ避免腹部用力过大ꎬ详细讲解术
后活动正确方式及基本原则ꎬ预防凝血系统及肺部感染等并

４.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遵医行为比较:观察组合理休息、合理饮食、配合

操作、情绪调适、遵医用药、预防感染及康复锻炼等遵医行为
评分均较对照组高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２.两组并发症比较:观察组肺部感染、膀胱痉挛、尿路感

染、排尿失禁及肉眼血尿等并发症总发生率对照组低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讨论

前列腺增生属一种慢性疾病ꎬ患者长期受病痛困

发症发生ꎬ促进肠道功能的恢复ꎮ ( ４) 督导患者在适宜的时

扰ꎬ产生诸多不良情绪ꎬ表现为固执已见不易说服ꎬ受传统观

适当角度的摇高ꎬ维持体位舒适度ꎬ尽早离床慢速活动ꎬ循序

预后 [４] ꎮ 常规前列腺手术护理多以口头简单的健康教育为

间开展合理的活动ꎬ在患者床头张贴术后活动流程图解ꎬ床头
渐进增加活动量及活动时间ꎬ降低长期卧床而引起的相关并

念左右ꎬ在术后康复期内不正确的行为而影响手术安全性及
主ꎬ对患者进行康复相关健康指导ꎬ但受行为阻碍程度不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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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阻碍等因素影响ꎬ患者不注重健康行为改变ꎬ缺乏正确
认知ꎬ健康行为执行度低下ꎬ造成健康信息渗透力度有限ꎬ成
为制约该类患者手术优势切实起效的主要负面因素ꎬ造成患
者遵医度普遍处于不佳状态 [５￣６] ꎮ

所致的情绪波动ꎬ保持情绪稳定 [１１￣１２] ꎮ

综上所述ꎬ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实施合理行为替代护理有

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ꎬ提高患者术后遵医行为ꎬ促进患者疾病
转归ꎮ
参

合理行为替代法深入分析老年患者的认知行为特点ꎬ对
[１]

患者施以遵医干预ꎬ并找出相关多种不遵医行为类型ꎬ通过多
种科学量化、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教育信息输入形式ꎬ包括

[２]

家属督导、数据量化展示、专项沟通及科普化健康教育等ꎬ可
有效降低心率、舒张压等波动幅度ꎬ提升老年患者认知与认可

[３]

度及对各类不遵医行为危害性 [７￣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观察

[４]

组合理休息、合理饮食、配合操作、情绪调适、遵医用药、预防
感染及康复锻炼等遵医行为评分均较对照组高ꎬ观察组肺部

[５]

感染、膀胱痉挛、尿路感染、排尿失禁及肉眼血尿等并发症总
发生率较对照组低ꎬ表明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可有效促进前列

[６]

腺增生症患者疾病转归ꎬ降低并发症的发生ꎬ提高其术后遵医
行为ꎮ 合理行为替代法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在床头柜放置科

[７]

学进食温馨提示卡、床尾处饮水计划表、床头粘贴术后活动流
程图解等ꎬ通过医护联合专项健康教育等方式ꎬ系统性心理评
估与干预、扭转老年患者歪曲思维及错误信念ꎬ帮助患者有效

[８]

调控术后情绪ꎬ利于促进手术顺利完成及其术后积极配合治
疗 [９￣１０] ꎮ 合理行为替代法通过自我放松技巧完成情绪自我整

[９]

理调适ꎬ提供强有力教育及督导支持ꎬ促进患者有意识配合正
确康复行为ꎬ主动按康复进展开展正确有序的训练活动ꎬ对术
后活动护理做出积极配合ꎬ合理摄入充足水分ꎬ按照流程所示
安全、科学、早期完成饮食过渡行为ꎬ告知患者正确看待尿液
颜色ꎬ切实发挥生理性膀胱冲洗作用ꎬ并对其做出有效观察与
合理判断ꎬ通过指导患者排尿前站立不动ꎬ床上缓慢翻身ꎬ进
行膀胱功能锻炼ꎬ然后放松盆底肌ꎬ理性对待尿液颜色ꎬ降低
不必要恐慌情绪ꎬ达到降低相关并发症等作用ꎬ避免错误评判
表１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６０)
观察组( ｎ ＝ ６０)
ｔ值

Ｐ值

合理休息

合理饮食

观察组( ｎ ＝ ６０)
χ２ 值
Ｐ值

[１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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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遵医行为比较( ｘ
±ｓꎬ分)

配合操作

情绪调适

遵医用药

预防感染

康复锻炼

１.０４±０.３７

１.１５±０.４０

１.０６±０.３８

１.２２±０.２７

０.９８±０.２２

１.１０±０.３４

１.１４±０.３３

９.４２３

９.７４２

９.６００

１７.９０８

２０.０５９

１５.９１０

１９.００９

０.５１±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０.２６

０.４６±０.３０

０.０００

尿路感染

肉眼血尿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３(５.００)

０.３９±０.２４

０.０００

表２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６０)

 ２３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３(５.００)

０.２６±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两组并发症比较[ ｎ( ％) ]

０.３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肺部感染

膀胱痉挛

排尿失禁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３(５.００)

２(３.３３)

０.２４±０.１６
０.０００

总发生

１２(２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６.１７１
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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