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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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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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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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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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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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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心脑血管常见的病症之一，具有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等特点，是目前导致人类死

亡的主要疾病之一[1]。部分幸存者均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后遗症，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了

患者的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2]。因此如何提高脑卒

中患者生活质量成为临床护理关注的重点。我院近

年来采用连续性护理模式对 139例脑卒中患者实施

护理干预，明显提高了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年 12月至 2011年 12

月收治的278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

①符合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的

临床诊断标准[3]；②均经CT或MRI证实；③生命体征

稳定，神志清楚者；④年龄>20 岁者；⑤均为发病后

72 h 内入院患者；⑥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

准：①拒绝参加本研究者；②存在意识障碍者；③无法

随访或者可能失访者；④慢性脑血管疾病或者短暂性

脑缺血性发作者；⑤有精神病史者。将278例符合条

件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139例。对照

组中男 70 例，女 69 例；年龄 25~75 岁，平均（50.6±

12.9）岁；其中脑梗死64例，脑出血60例，脑梗死合并

脑出血15例；左瘫77例，右瘫50例，两侧瘫痪12例。

干预组中男 68 例，女 71 例；年龄 22~73 岁，平均

（51.1±11.2）岁；其中脑梗死 65例，脑出血 62例，脑梗

死合并脑出血12例；左瘫80例，右瘫48例，两侧瘫痪

11例。对照组和干预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和病情等

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出院

后按照传统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组采用持续性护

理，具体护理措施如下：①脑卒中知识宣讲：就脑卒中

基本知识进行讲解，指导患者或家属如何进行有效预

防；指导患者正确用药。②心理护理：脑卒中幸存患者

大部分伴有不同的肢体残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

问题，其中孤单、恐惧和自卑是常见的心理问题[4-6]。医

护人员应耐心倾听患者的问题，尊重患者，建立良好

的医患关系，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鼓励

家属应保持良好的心态。③家庭康复护理：脑卒中患

者存在一定的语言或者智力功能障碍，护理人员采用

听写看读说等方式对患者语言表达能力进行训练，利

用图片实物等对患者记忆力加强练习。同时指导家

属加强对患者的按摩，促进其肢体恢复。④饮食护

理：指导患者进食低脂肪、低盐、低碳水化合物、高蛋

白和高维生素的食物，以提供足够的营养。⑤并发症

预防：应帮助患者定时翻身，擦拭身体，防止褥疮和皮

肤感染的发生；保持患者所在空间通气良好，空气新

鲜，预防呼吸道感染的发生；预防泌尿系统感染。干

预自患者入院后开始，患者出院时教会家属各项护理

的基本要点，持续干预 6个月。6个月后对患者进行

随访观察，评估持续性护理的临床疗效。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方法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

生活质量进行评定。生活质量的评定采用生活质量

综合评定问卷（GQOLI）[7-8]，总共74条目，该问卷包括

客观生活质量评估与主观生活满意度 2个方面的自

评问卷，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

活状态4个纬度和一个总体生活质量因子，前3个纬

度各 5个因子，物质生活纬度 4个因子，共计 20个因

子。纬度分为其各因子粗分公式相加按×100/80换算

成0~100分范围，物质生活纬度分按×100/64换算，总

体生活质量因子分为其4个条目得分相加，计分范围

4~20，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

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
示，计量比较采用 t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结果如表1所示，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患者物质

生活、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以及GQOLI总分

均显著性提高，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干预组

t值
P值

例数

139

139

-

-

物质生活

62.4±9.3

93.4±10.9

2.72

0.007

躯体功能

70.8±10.1

93.0±9.8

2.59

0.01

心理功能

58.4±8.9

89.6±9.0

2.66

0.008

社会功能

51.2±7.6

90.6±8.8

3.12

0.002

GQOLI总分

63.1±8.3

92.8±10.5

2.68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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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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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脑卒中是我国常见病和多发病之一，其发病率高

达 400/10万人，每年全国新增病例高达数百万，严重

威胁着我国人口的生命健康[9]。脑卒中具有极高的

致死率和致残率，目前成为导致我国人口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10]。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手段的不断的进

步，脑卒中的死亡率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其致

残率仍然居高不下。大多数幸存者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躯体、心理和社交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11]。因此如何提高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成为临

床护理和家庭护理的关键。由于脑卒中患者对疾病

的认识不足，保健意识不强，采用传统的护理模式无

法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往往使患者病情不能好

转甚至出现恶化，使患者失去战胜疾病的信心，最终

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越来越差。因此我

院采用持续性干预模式对患者进行护理。

所谓持续性护理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以患者

为中心，在整体的原则上注重个体的差异，针对性的

将患者的健康教育有机地融入护理实践，并将健康教

育贯穿于整体护理工作的全程[12]。通过对患者进行

脑卒中知识宣传、心理护理、康复护理、饮食护理和并

发症护理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功

能康复指导、心理疏导，使患者积极参与到疾病的康

复过程中，使其能病情早日康复，进而达到提高生活

质量的目的。

本研究比较分析了常规护理模式和持续性干预护

理对脑卒中生活质量的影响。从GQOLI评分结果来

看，持续的干预护理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

患者预后。本研究结果表明，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身体、

心理等方面护理，能改善其功能，从而使患者能够更好

的适应社会，使其社会功能得到更好的恢复。因此，干

预组相应的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不难看出，

GQOLI评分的各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这也就要求护理的系统性，而持续性护理就很

好的体现了全面综合的护理理念，从而取得良好的临

床效果。

综上所述，持续性护理干预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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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蜂蛰伤致多脏器功能障碍
综合征行杂合肾脏替代治疗的护理体会

刘 念，吴健谊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血液净化科，湖北 宜昌 443003）

【摘要】 目的 探讨胡蜂蛰伤致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进行杂合肾脏替代治疗(HRRT)时的护

理方法。方法 对2009年4月至2010年6月收治的21例患者，除行常规治疗外，还采取杂合肾脏替代治疗，即血

液灌流（HP）、血浆置换（PE）、连续性静静脉血液滤过(CVVH)、持续低效透析(SLED)联合的治疗方式。在行

HRRT治疗过程中，除做好患者皮肤及心理护理外，还需重点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血液净化治疗相关并发症，并

做好导管的护理。结果 16例患者好转出院、2例患者自动出院、2例患者死亡、1例患者转为慢性肾功能不全。

结论 杂合肾脏替代治疗模式多样，针对不同种类的毒素，需要以不同的治疗方式以达到清除效果。在行HRRT

治疗时需要专科护士全程操作、观察、护理，精湛的护理技术是完成杂合肾脏替代治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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