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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冠心病PCI术后患者血管并发症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黄金莲

（安康市中心医院介入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在预防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后血管并发症中的作用及其对患者

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行PCI治疗的126例冠心病患者随机分入对照组与观察组，给予60例对照组患者常

规护理措施，66例观察组患者接受循证护理干预。采用SF-36生存质量量表评估患者生存质量，比较两组患者术

后血管并发症发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干预后生存质量的差别。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血管并

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5%和 1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少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干预后3个月、6个月及12个月SF-36生存质量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循证

护理可显著减少冠心病行PCI术患者术后血管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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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life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PCI. HUANG Jin-lian. Interventional Center, Ankang City Central Hospital, Ankang 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on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life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six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PC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n=60)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n=66)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SF-36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patietns. The incidence of vascular compli-

cations, adverse reactions and life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operation was 4.5% in the study and 16.7%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F-36 scores 3, 6 and 12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for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ndergoing PCI can

greatly decrease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lif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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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是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

段[1-2]，但PCI术可能会产生对血管壁的损伤，导致术

后各种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影响患者预后。循证护理

是根据临床所面对的实际问题，通过对最新研究进展

进行科学评价，获得最佳证据指导临床的护理方法。

本组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循证护理在预防冠心病 PCI

术后血管并发症的作用及其对生存质量的影响，为改

善患者预后、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5

月本院诊治的 126 例行 PCI 治疗的冠心病患者为研

究对象，126 例患者中男 68 例，女 58 例，年龄 42~76

岁，中位数年龄59.8岁。其中原发病为急性心肌梗死

者 80例，不稳定型心绞痛者 46例。所有患者均经桡

动脉途径穿刺，将126例患者随机分入对照组与观察

组，给予60例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措施，66例观察组

患者接受循证护理。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及原发病等

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措

施，观察组患者接受循证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1.2.1 成立循证护理小组 由护士长、介入护

士、责任护士、医生组成，明确各成员的职责，进行知

识培训。

1.2.2 确定冠心病 PCI 护理问题 包括血管并

发症的预防及护理、心律失常的诱发因素、心理障碍

的原因及干预等。认真检索万方数据库、知网及

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3.04.0266

··616



Hainan Med J, Feb. 2013, Vol. 24, No. 4 海南医学2013年2月第24卷第4期

pubmed 等文献库，搜索解决上述问题的临床证据。

在医生的帮助下对检索文献的研究方法、结论是否可
靠，进行综合评估。对于不确定的方面与文章的通讯
作者联系，以获得未检索到的有价值信息。最后结合
本专业的知识、患者病情及个体需求，制订个体化、科
学有效的护理方案并实施。

1.2.3 循证应用阶段 术后明确术肢包扎时间
及注意事项，加压包扎应做到松紧得当，密切观察术
区有无渗血及血肿。心律失常的发生与导管插入冠
状动脉开口产生机械刺激及导管嵌顿等有关，术后密
切观察心律及心电图有无心律失常出现。拔管前常

规准备阿托品等药品，拔管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是否

出现心率和血压下降、苍白出汗等迷走神经反应。如

果出现应马上给予静脉输入阿托品。患者精神过度

紧张会引起冠状动脉再度痉挛狭窄，增加心血管事件

发生率，因此护理人员应在患者入院后即进行心理护

理。消除患者的恐惧感，增加对疾病的了解，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最后由护理人员对是否达到预期目

标进行评估，认真分析未达标的原因，改进护理措施

直至达标。

1.3 评估指标 采用SF-36生存质量量表评估

患者生存质量，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血管并发症发生率、

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生存质量的差异。SF-36共包括10

项36个条目，有8个维度，记算方法为各个条目记分相

加，总分为145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生存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统计学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值±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术后血管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血管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5%和 1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观察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生存质量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 3 个

月、6个月及12个月SF-36生存质量评分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见表3。

3 讨 论

PCI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PCI使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死亡率由原来的 30%降至 5%左右，是急性

心肌梗死获得早期再灌注的首选治疗措施。循证护

理是从临床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将先进的研究进展与

临床经验、患者个人需求相结合，制订个体化的护理

方案，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护理质量[3-4]。

本组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术后血管并发症及不

良反应发生率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

后 3个月、6个月及 12个月SF-36生存质量评分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P<0.05)。 我们将循证护理理念应用

于PCI术后患者护理中，广泛地查找和评价实证，获

得最佳证据，制定出全面科学的护理方案，应用于临

床实践，更好地改善患者预后及生存质量。

在预防PCI术后血管并发症护理时，应仔细观察

桡动脉搏动情况，如果包扎过紧，患者手指颜色会变

紫、局部浮肿，这时应调整松紧度；出现局部渗血或皮

下出血，提示包扎过松，应重新加压包扎。术后对穿

刺部位的压迫包扎松紧度要求较高，既要能够有效压

迫止血，又不能影响局部血运[5]。穿刺部位皮下血肿

的形成是因为穿刺部位不当或反复穿刺、使用抗凝剂

等原因所致。为预防血栓形成，PTCA术后常常给予

抗凝治疗，但是肝素的应用会增加出血并发症的发生

率，因此护理工作中应严密观察敷料有无渗血，穿刺

部位有无出血及血肿。当术后发生皮下血肿时，应立

即给予弹力绷带加压包扎，3 d之内可拆除绷带，血肿

一般在2周内可吸收。为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术

后可给予温水泡脚，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指导患者被

动及主动活动，指导患者早期下床活动[6-7]。目前认为

PCI术后患者卧床时间 4 h是安全的，术后为增加患

者舒适度，调整体位 30°也不会增加出血并发症。

PCI术后早期活动及变换体位可增加患者舒适度，减

少不良反应[8]。护理工作中做好血管迷走神经反射

表1 两组术后血管并发症比较 [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χ2值

P值

例数

60

66

皮下瘀血

6（10.0）

2（3.0）

局部

血肿

3（5.0）

1（1.5）

上肢静

脉栓塞

1（1.7）

0（0）

血管闭塞

0（0）

0（0）

血管并发

症发生率

10（16.7）

3（4.5）

4.990

0.026

表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χ2值

P值

例数

60

66

腰酸

20(33.3)

3(4.5)

17.455

0.000

尿潴留

13(21.7)

4(6.1)

6.558

0.010

低血压

8(13.3)

0(0)

9.397

0.002

迷走反射

10(16.7)

2(3.0)

6.782

0.009

表3 两组患者SF-36生存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术前

67.49±7.94

67.37±7.81

0.086

0.932

出院时

76.30±8.67

79.09±9.37

1.730

0.086

术后3个月

81.27±9.08

90.72±11.20

5.171

0.000

术后6个月

84.31±10.13

93.15±12.68

4.296

0.000

术后12个月

85.09±10.75

95.16±12.90

4.73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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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拔管前给予充分扩容，向患者做好解释工作，

给予利多卡因皮下注射以避免因疼痛引起的迷走神

经反射，同时准备好多巴胺及阿托品等急救药品。

介入护理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护理人员应积极

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进展和新技术，不断提高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

对 PCI 术患者采取循证护理的方法，能有效提高护

理质量和工作效率，改善患者预后，帮助患者早日

康复，减少住院天数。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可显著

减少冠心病行 PCI 术患者术后血管并发症发生率，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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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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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持续性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2009年 12月至 2011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278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干预组采用持续性综合

护理。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患

者生活质量指标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组患者在物质生活、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的评分均值分

别为93.4分，93.0分，89.6分和90.6分，而对照组相对应的评分均值为62.4分，70.8分，58.4分和51.2分；干预组和

对照组的GQOLI总分分别为 92.8分和 63.1分；各指标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持续性

护理干预可显著提高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持续性护理干预；脑卒中；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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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ng-endur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stroke patients. LIU Yan-qiu 1, LIU T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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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Chengde City, Chengde 067000, Hebei, CHINA; 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Chengde City, Chengde 067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ong-endur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seventy-eight patients with stroke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2009 to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139)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n=139).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os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ong-enduring nurs-

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by GQOLI.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life quality were obtained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 scores of mater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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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were 93.4, 93.0, 89.6, 90.6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62.4, 70.8, 58.4, 51.2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total scores of GQOLI assessment for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92.8 and 63.1,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ll the indexes (P<0.05).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can be effectively im-

proved with long-endur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Key words】 Long-endur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Strok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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