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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无缝隙护理模式在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
入手术中的应用
胡彦秋

胡长娥

【 摘要】
方法

目的

林会芳

李英英

探讨无缝隙护理模式在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ꎮ

采用便利抽样法ꎬ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某部队三甲医院眼科由同一手术医生所做的白内障超声乳

化手术患者 １１６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ꎬ每组各 ５８ 例ꎮ 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干预ꎬ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实施无缝隙护理干预ꎮ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指标
的差异ꎬ评价其临床应用效果ꎮ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１ 个月最佳矫正视力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

为 ０.２７５ꎻＰ>０.０５) ꎻ干预组患者手术时间、干预后焦虑及抑郁评分较对照组低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４８９ꎬ１４.８４ꎬ１７.２１ꎻＰ<０.０５) ꎻ干预组患者手术配合度、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４４３ꎬ１３.７０９ꎻ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实施无缝隙护理模式可提高患者手术配合度ꎬ缩
短患者手术时间ꎬ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程度ꎬ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ꎮ
【 关键词】

无缝隙护理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白内障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手术配合度ꎻ

焦虑ꎻ

护理满意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ｐｈａｃｏ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Ｕ Ｙａｎ－ｑｉ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９８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ꎬ 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ꎬ Ｈｅｎａｎꎬ ４６７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ｐｈａｃｏ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 １１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ｔ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ꎬ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５８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ｓ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ｔ ＝ ０.２７５ꎬ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ｔ ＝
２.４８９ꎬ １４. ８４ ａｎｄ １７. ２１ꎻ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χ２ ＝
１０.４４３ ａｎｄ １３. ７０９ꎻ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ꎻ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ꎻ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ꎻ
Ａｎｘｉｅｔｙꎻ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白内障是世界首位致盲眼病ꎬ可明显降低患者的视觉及
生活质量

[１]

ꎮ 目前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是

最为常用的治疗白内障的手术方法 [２] ꎮ 由于疾病本身致盲
性的特点ꎬ加之手术的风险性和手术后会出现的并发症ꎬ引起
患者出现不同的负性情绪ꎬ如焦虑、抑郁、恐惧等ꎬ进而影响患
者手术中的配合ꎬ而无缝隙护理模式是现代护理管理的新突
破ꎬ保证了护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ꎬ个性化、人文化的服务内
容ꎬ满足患者心理的需求 [３] ꎬ因此用无缝隙护理模式缓解患

者的负性情绪ꎬ提高手术配合度是很有必要的ꎮ 本院对白内
作者单位:４６７０００ 河南平顶山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九医院平
顶山院区眼科

通信作者:胡长娥ꎬＥｍａｉｌ:ｈｃｅ６６６６６６＠ １６３.ｃｏｍ

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患者实施无缝隙护理管理取
得较好的成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及方法
１.一般资料:采用便利抽样法ꎬ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在本
院由同一位手术医生所做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患者 １１６ 例
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１) 所有患者均符合白内障手术指
征 [４] ꎻ(２) 选取按 Ｅｍｅｒｙ 晶状体核分级标准Ⅰ ~ Ⅳ级核ꎻ( ３)
无角膜病、青光眼、高眼压、糖尿病史、虹膜粘连、高度近视、眼
底病变及眼病手术史ꎻ(４) 单眼发病ꎬ无失明ꎻ( ５) 经医院伦理
学会审核并批准ꎬ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ꎻ( ６) 小学
以上文化程度ꎻ( ７) 可与医护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ꎮ 排
除标准:(１) 术中发生后囊膜破裂患者ꎻ( ２) 术后不能按时随
访患者ꎻ(３) 正在接受其他慢性病的护理干预患者ꎮ 按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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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数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ꎮ 每组各 ５８ 例ꎬ干预组中

免长时间低头和重体力劳动ꎮ 做好患者出院后的复查交接ꎬ

前最佳矫正视力(０.２０±０.０９) ꎻ对照组中男 ３０ 例ꎬ女 ２８ 例ꎬ年

查ꎬ１ 月后由门诊医师复查ꎬ期间出现眼睛胀痛、头疼情况要

男 ３１ 例ꎬ女 ２７ 例ꎬ年龄 ３１ ~ ６８ 岁ꎬ平均( ５１.５９± １３.１２) 岁ꎬ术
龄 ３０ ~ ６７ 岁ꎬ平均(５０.６８±１２.７６) 岁ꎬ术前最佳矫正视力( ０.２０
±０.０８) ꎮ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术前视力、手术方式、发病史

告知具体复查时间( 出院 １ 周、２ 周、１ 个月) 由住院医师复
及时来院就诊ꎮ

３.观察指标:( １)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ꎬ并进行比较ꎮ

及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

(２) 手术配合 [５] :①良好:术中眼位始终保持正位ꎬ快捷安全

２.方法:(１) 对照组进行常规专科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

下快速恢复正位ꎬ顺利安全完成手术ꎻ③差:术中眼位偏移 ４

具有可比性ꎮ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常规的入院评估、入院宣教、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饮食指导、

完成手术ꎻ②尚可:１ 次术中眼位偏移 ３ 次ꎬ在医护人员提醒

心理疏导、出院时给予常规出院指导等ꎮ ( ２) 干预组在常规

次ꎬ需医护人员反复提醒勉强维持正位ꎬ安全完成手术ꎮ 总有
效配合度 ＝ ( 良好＋尚可) 例数 / 总例数×１００％ꎬ得分越高ꎬ代表

①入院护理ꎮ 实行一对一首问负责任制护理ꎬ热情接待ꎬ全程

表( ＳＡＳ) 和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 [６] ꎬ该量表由 Ｚｕｎｇ 于 １９７１ 年

护理干预的基础上ꎬ对患者实施无缝衔接式护理ꎬ具体包括:
主动介绍病区环境、住院须知、管床医生、护士、同室病友等ꎬ
协助生活护理ꎬ关心体贴患者ꎬ使患者生活上得到照顾ꎬ心理
上得到满足ꎬ消除陌生感和孤独感ꎮ 入院后进行全面身体检
查ꎬ同时进行详细眼部专科检查ꎬ完善视力、眼压、眼底检查、
测量角膜曲率计算人工晶体度数、眼科 ＡＢ 超检查、视功能检

查ꎬ及角膜内皮和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等ꎮ 全面评估患者一
般情况ꎬ洞察患者心理状况ꎬ针对存在的心理焦虑抑郁进行有
效沟通ꎬ并与患者家属建立良好的沟通ꎮ 向患者讲解疾病知
识及有关注意事项ꎬ使患者有被尊重感ꎬ促进心理舒适ꎬ增强
手术的信心ꎬ以最佳的心理状态迎接手术ꎮ ②术前护理ꎮ 术
前一日进行泪道冲洗ꎬ给予左氧氟沙星眼液点眼 ６ 次 / 日ꎬ常
规进行局部消炎ꎬ预防感染ꎮ 术前 １ 小时用散瞳眼液点眼ꎬ使
瞳孔充分散开ꎬ讲解散瞳目的ꎬ并告知麻醉方法ꎬ缓解患者对
手术的陌生感、恐惧感ꎮ 术前进行家庭式护理宣教重点向患
者及家属讲解白内障发生原理、手术原理、手术方案、手术各
步骤操作可能会出现的感受及应对方法、手术配合要点ꎬ加强
患者对手术治疗护理的认知和信心ꎬ消除患者的陌生感ꎮ 随
着家属对疾病手术的了解ꎬ增强家属对患者的心理支持水平ꎮ
同时病房大屏幕循环播放以往做过手术的患者ꎬ现身说法ꎬ消
除患者的恐惧心理ꎬ降低患者焦虑抑郁ꎬ使之情绪稳定ꎬ积极
主动配合手术ꎮ ③术中护理ꎮ 将患者送至手术室准备间ꎬ核
对好患者信息ꎬ与手术室护士进行详细交接ꎮ 进入手术间后
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情绪反应ꎬ耐心向患者讲解手术和情
绪的关系ꎬ使其认识到良好的情绪可提高手术的配合度ꎬ进而
提高手术成功率ꎮ 手术开始时提醒患者进行腹式呼吸并给予
关爱性抚触ꎬ缓解患者过分紧张情绪ꎬ使其主动配合手术ꎮ 叮
嘱患者术中避免打喷嚏和咳嗽ꎬ以免眼压瞬间飙升ꎬ影响术者
手术操作ꎮ ④术后护理ꎮ 第一时间告知患者手术很成功ꎬ彻
底解除患者的紧张心理ꎮ 指导患者采取平卧位或侧卧位ꎬ保
持病房安静ꎬ确保患者获得充分休息ꎮ 指导患者避免大声谈
笑、避免低头、弯腰、提重物、撞击术眼或用力揉眼和挤眼ꎬ坐
起时动作缓慢ꎬ以免切口裂开、出血、晶体移位ꎮ 保持术眼敷
料整洁、干燥、无渗出ꎮ 告知患者术后会有轻微酸、磨、疼、流
泪的症状ꎬ询问患者感受ꎬ了解患者有无眼痛、眼胀、恶心、呕
吐症状ꎬ及时观测眼压情况ꎬ防止高眼压情况ꎮ 术后指导患者
正确点眼ꎬ注意眼部卫生ꎬ学习眼部护理相关注意事项ꎮ 饮食
方面易进食清淡、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ꎬ禁食辛辣、刺激性
食物ꎬ防止便秘ꎬ避免用力排便引起眼压升高或眼内出血ꎮ ⑤
出院护理ꎮ 遵医嘱出院带药ꎬ坚持滴眼药ꎬ减轻眼部反应ꎮ 避

手术配合情况越好ꎮ ( ３) 干预前、后采用汉化后焦虑自评量

研制ꎬ可用于评估反映有焦虑、抑郁倾向的人群的主观感受ꎬ
评价两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ꎬ评分越高ꎬ表示患者情绪越差ꎮ
(４) 采用国际标准 Ｅ 视力表监测患者术后 １ 个月最佳矫正视
力情况ꎮ ( ５) 干预后采用本院自制无缝隙护理满意度调查

表评价两 组 患 者 护 理 满 意 度ꎬ 共 １０ 个 条 目ꎬ 每 个 条 目 按

３、２、１ 分等 ３ 个级别计分ꎬ总 分 ３０ 分ꎬ得 分 越 高 提 示 护 理
满意度越高ꎬ２７ 分以 上 非 常 满 意ꎬ１８ ~ ２７ 分 为 满 意ꎬ１８ 分
以下为不满意ꎮ 总满 意 度 ＝ ( 非 常 满 意 ＋ 满 意 ) 例 数 / 总 例

数× １００％ ꎮ 此 量 表 在 预 实 验 中 效 度 相 关 系 数 为 ０. ７８７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９４９ꎮ

４.最终参与研究样本量:干预过程中ꎬ对照组中有 １ 例患

者自动退出研究ꎬ最终参与研究的样本量有干预组 ５８ 例ꎬ对
照组 ５７ 例ꎮ

５.统计学处理:运用 Ｅｘｃｅｌ 表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ꎬ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用例数和百分率[ ｎ( ％) ] 表示ꎬ
２
χ
采用
检验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ꎻ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术中手术时间和术后 １ 月最佳矫正视力比

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
术后 １ 个月最佳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 １ 月最佳矫正

组别

视力的比较( ｘ
±ｓ)

干预组( ｎ ＝ ５８)
对照组( ｎ ＝ ５７)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 １ 月最佳矫正视力

６.３８±０.６９
－２.４８９

０.７５±０.１７

５.９８±０.５１

ｔ值

０.７６±０.１７
０.２７５

０.０１６

Ｐ值

０.７８４

２.两组患者手术配合情况比较:干预组患者手术配合度

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干预组( ｎ ＝ ５８)
对照组( ｎ ＝ ５７)
Ｚ值
Ｐ值

两组患者手术配合情况比较 例( ％)
良好

４０(６９.０)
２４(４２.１)

尚可

１６(２７.６)
２５(４３.９)

差

２(３.４)

８(１４.０)

总有效配合度
５６(９６.６)
４９(８６.０)
－３.０５６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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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后的 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比较:干预

实施的无缝隙护理具体是从患者入院到出院中的入院环境介

０５) ꎻ干预后ꎬ干预组 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

育( 一对一宣教模式与家庭式宣教模式相结合) 、专科护理

前ꎬ两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后的 ＳＡＳ 和 ＳＤＳ 评分比较(
ｘ±ｓ)

组别
干预前 ＳＡＳ 干预后 ＳＡＳ 干预前 ＳＤＳ 干预后 ＳＤＳ
干预组( ｎ ＝ ５８) ４９.０５±６.８２ ２６.１２±２.３６ ４８.８５±４.０２ ２７.６６±２.３１
对照组( ｎ ＝ ５７) ５０.１１±３.６３ ４０.１７±３.４３ ４９.５４±４.０１ ３９.２９±３.４６
－０.５２９
－０.４３７
ｔ值
１４.８４０
１７.２１０
０.６０３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６６６

０.００１

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干预组护理满意度优于

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４ꎮ
表４

组别
干预组( ｎ ＝ ５８)
对照组( ｎ ＝ ５７)
Ｚ / χ２ 值
Ｐ值

讨论

５４
２８

满意
４

１７
－５.２９２
０.０００

不满意
０

１２

总满意度( ％)
５８(１００.００)
４５(７８.９５)
１３.７０９
０.００１

白内障是我国首要致盲疾病ꎬ超声乳化联合人工

晶体植入手术是目前治疗白内障最为有效的方法ꎮ 但手术过
程中造成的黑暗环境、手术本身的刺激及术后并发症等均可
引起患者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情绪ꎬ从而影响手术时的配
合ꎬ最终影响手术的顺利快捷完成及疾病本身预后

[７]

( 术前、术中及术后的护理) 以及出院指导等ꎬ给患者提供全
程的衔接紧密无缝隙的优质护理服务ꎮ 从而使患者自入院开
始就逐渐消除陌生感、恐惧感ꎬ加之术前、术中、术后衔接紧密
的护理ꎬ使患者不断提高对白内障超乳手术的认知ꎬ熟悉手术
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不适感受及应对方法ꎬ使患者对手
术进程心中有数ꎬ增强战胜疾病获得光明的信心 [１０] ꎬ从而减
轻患者紧张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ꎬ提高手术配合度ꎬ缩短手术

时间ꎬ使手术快捷顺利完成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术后 １ 个月ꎬ
两组患者术后最佳矫正视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ꎬ说明不管是常规护理模式下ꎬ还是无缝隙护理模式下ꎬ
两组患者最终的矫正视力都可达到最好ꎬ其对术后视力恢复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ｎ( ％) ]
非常满意

绍、首问负责制、基础护理、心理护理、完善相关检查、健康教

ꎮ 无缝

隙护理模式是现代护理管理模式的新突破ꎬ在杨洪彬等 [３] 的
研究中ꎬ实施无缝隙护理模式可以满足肿瘤患者护理的需求ꎬ
在护理工作中ꎬ它通过减少并消除缝隙因素ꎬ使各环节紧密相
连ꎬ环环相扣ꎬ使患者在接受治疗和护理的整个过程中获得更
为细致、完善的护理服务ꎬ从而使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等
处于最佳状态ꎬ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和治疗效果的提高ꎮ 但
关于无缝隙护理模式在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
术中护理的效果评价鲜见报道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通过对白内障手术患者实施无缝隙护
理干预ꎬ干预组患者手术配合情况、手术时间、护理满意度均
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ꎻ干预前ꎬ两组患

者 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干预后ꎬ
干预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ꎮ 考虑以上研究结果与实施无缝隙护理干预有
关ꎬ在国外相关的研究报道中 [８－９] ꎬ无缝隙护理模式对于提高

治疗过程中的心理舒适度具有明显效果ꎬ同时也能有效提高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ꎮ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本研究中通过

的影响差异ꎬ无统计学意义ꎬ不影响最终的视力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在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患
者中实施无缝隙护理模式ꎬ可减轻患者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
情绪ꎬ提高患者的手术配合度ꎬ缩短手术时间ꎬ提高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ꎬ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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