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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对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术后舒适度及在并发症预防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2014年1~12月期间在我院泌尿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18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及随机余数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93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循证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舒适度、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对

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舒适状况量表（GCQ）评分总分为(75.58±5.3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1.38±6.24)分，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者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为

(3.72±0.76)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85±1.13)分，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为 9.68% (9/9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7.96% (26/93)，护理满意度为 92.47% (86/9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57% (74/93)，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结论 循证护理能有效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术

后舒适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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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手术是治疗多种泌尿系疾病的最常用

的手段之一。然而，由于泌尿外科手术本身具有一定

的创伤性，且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影响患者术

后康复及生活质量[1-2]。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提高泌

尿外科手术患者术后舒适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是目前广大同仁共同关心的重点问题。循证护理是

循证医学的发展和延伸，指护理人员在计划护理活动

过程中审慎、明确、明智地将科研结论与临床经验及

患者愿望相结合，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过程，临

床应用非常广泛[3-4]。本文通过探讨循证护理对泌尿

外科患者术后舒适度及并发症的影响，以期为提高泌

尿外科手术患者的护理质量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12 月期间在我

院泌尿外科进行手术治疗且符合以下标准的泌尿系

疾病患者 186例。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明确诊断为

泌尿系疾病，具有完整的一般人口学资料；(2)患者自

愿接受泌尿外科手术治疗，签署知情同意书；(3)完成

本研究中的相关调查项目。排除标准：(1)有精神疾

病史或精神疾病者；(2)有明显的认知功能、意识障碍

者；(3)看不懂简单中文者。将 186 例患者随机数字

表及随机余数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3 例。

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60 例，女性 33 例；年龄 18~83 岁，

平均(50.47±7.84)岁；肾癌根治术 36 例，肾囊肿开窗

术 27 例，肾上腺瘤切除术 16 例，其他 14 例。对照组

患者中男性 63 例，女性 30 例；年龄 19~81 岁，平均

(51.17±7.25)岁；肾癌根治术 37 例，肾囊肿开窗术 25

例，肾上腺瘤切除术14例，其他17例。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及具体手术方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循证护理理念，按照提出

循证问题→查找研究证据→评估研究证据的有效性

→结合临床护理经验→实施护理计划的循证护理步

骤进行护理。循证护理实施方案概述为：(1)提出循证

问题：根据我科的实际情况，总结患者术后出现且可

能影响临床疗效的相关问题，如切口出血、渗液、尿路

感染、术后疼痛严重、腹胀较严重、排尿困难等，将这

些问题作为循证问题，进行归类和统计，组织例会进

行研讨，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2)在中国知网、万方

及NBCI等数据库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中文资料选择

近 3年中国科技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文献，并分析文献

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推广性，对提出的循证问题进

行分析。(3)将文献分析结果与本科室护理实际（知识

和经验）相结合，根据患者的具体需求制定预见性护

理计划。(4)实施该护理计划：针对相关循证问题发生

的可能因素采取预防措施，做好发生相关问题的应急

处理预案。如对护理人员进行相关的专科知识和技

能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素养；腹胀可能是由术

前胃肠内滞留物质过多、术后胃肠功能紊乱引起，因

而术前确保患者空腹，尽量将患者胃肠内发热代谢物

排净，术后采取按摩等方式以缓解胀气程度；对护理

人员评估患者疼痛的能力进行培训，避免评估不准而

采取的错误治疗方案；合理使用镇痛药物，对患者实

施疼痛教育，尽可能减轻术后疼痛情况的发生；术前

做好切口渗液或渗血的预防措施，术后加强监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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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发生切口渗液或渗血及时对症处理或遵医嘱处理；针

对术后出现排尿困难的诱因做好对症处理；加强切口部

位的基础护理，严防感染的发生；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

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等。(5)通过护士自评、护士互评

和护士长审评的方式评价证据的实施效果。

1.3 观察指标 (1)术后患者的舒适度：由病房责

任护士于患者麻醉清醒后第 3天采用Kolcaba研制的

GCQ量表进行评价，该量表包括生理(5个条目)、心理

(11个条目)、社会(6个条目)和环境(6个条目)4个维度

共28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正向条目直接评分，负

向条目反向评分，总分112分，得分越高表示舒适度越

高；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SA）评定患者术后疼痛程

度，采用十分制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疼痛越重，舒适

度越低。(2)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切口

渗液/血、切口感染、尿路感染、腹胀、排尿困难等并发

症的发生情况。(3)患者出院前 1d由值班护士采用自

制简易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设置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和不满意四级满意度，满意度=非常满意率+

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

料比较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χ²检验；性别构成、具体手术方式构成以频数资料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列变量为无序分类的 2×C 表的

Pearson χ²检验；多分类有序变量之间的比较采用秩和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舒适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舒适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GCQ各维度评分和总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VSA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后第3d的GCQ评分和VS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93

93

GCQ生理

14.76±1.24

10.37±1.54

2.543

0.036

GCQ心理

29.84±3.38

26.25±4.72

2.684

0.032

GCQ社会

15.78±2.14

12.54±2.37

2.478

0.039

GCQ环境

15.16±2.23

12.21±2.83

2.335

0.041

GCQ总分

75.58±5.37

61.38±6.24

3.746

0.000

VSA

3.72±0.76

4.85±1.13

3.543

0.001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为9.6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7.96%，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2=9.009，P=0.007)，见表2。

2.3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2.4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10，P=0.04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例(% )]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93

93

切口渗血/液

1(1.08)

4(4.30)

切口感染

1(1.08)

3(3.22)

尿路感染

2(2.15)

5(5.38)

腹胀

3(3.22)

9(9.68)

排尿困难

2(2.15)

5(5.38)

合计

9(9.68)

26(27.96)

注：同一患者发生多种并发症只计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3 讨 论

循证护理不是一种工作模式，也不是一种具体的

护理措施，而是一种工作理念和思维方式，是由循证

医学发展而来，是以有价值、可推广的护理科学研究

成果为证据的护理理念，包括提出循证问题并将问题

特定化和结构化、根据循证问题进行文献综述以循证

源于研究的外部证据、评审研究证据的有效性和可推

广性、将所获得的证据与临床经验和知识结合并制定

护理计划、实施计划并对临床证据的实施效果进行评

价5个具体的步骤[5]。循证护理包括可利用的护理研究

证据、护理人员的个人技能及经验、患者的实际情况三

个要素，循证护理对护理人员的经验积累和整体护理理

念具有严格的要求，是循证护理的核心价值所在[6]。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临床随机对照实验探讨循证

护理对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术后舒适度及在并发

症预防中的应用价值，结果显示：实施循证护理的观

察组患者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比较，观察组

患者术后舒适度GCQ评分、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术后疼痛VSA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这提示我们：循证护理能有效提高

泌尿外科手术患者术后舒适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率。本研究的这一结论与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7-8]。

循证护理在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者术后舒适度

和预防并发症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首

先，循证护理作为一种以护理研究成果作为主要客观

依据，且与临床护理经验相结合，同时根据患者的具

体需求为依据，针对性采取护理干预措施，保证了护

理活动的科学性和有序性，避免了护理实践活动的盲

表3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例(% )]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93

93

很满意

54(58.06)

41(44.09)

满意

32(34.41)

33(35.48)

一般

4(4.30)

9(9.68)

不满意

3(3.22)

10(10.75)

满意度

86(92.47)

74(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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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对医院感染的影响
周广玉，陈龄

(万宁市人民医院护理部，海南 万宁 571500)

【摘要】 目的 探讨重症监护病房(ICU)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对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

性调查方法对2012年7月至2014年6月入住我院 ICU>48 h的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监测。将2012年7月至2013

年6月入住 ICU的366例患者设为对照组，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入住 ICU的556例患者为干预组，分析总结对

照组医院感染的特点及相关因素。干预组在对照组实施医院感染控制措施的基础上，针对 ICU医院感染发生的相

关因素采取相应的持续质量改进措施，如强化手卫生教育和监管、加强多重耐药菌患者管理、缩短导管留置时间

等，然后分析比较两组院感指标的差异。结果 实施干预前后，分别发生医院感染33例和20例，医院感染率分别

为9.02%和3.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分别为17例和6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

率分别为 19.56‰和 4.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根据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针对性地提

出并落实相应的持续质量改进措施，能够显著地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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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ICU)是急危重症患者集聚的场所，

患者大多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有研究报道 ICU医

院感染的发生率高达 32.14%[1]。医院感染不仅加重患

者病情，且导致平均住院日延长和住院费用增高，因

此采取有效的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医

院感染的发生是当前关注的热点。本研究针对万宁

市人民医院 ICU 院感发生的高危因素提出并落实质

量改进措施，比较改进前后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差异，

探讨质量改进措施对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的有效性，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日入住 ICU超过 48 h及转出 ICU小于 48 h的患

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将2012年7月至2013年

6月入住 ICU的366例患者设为对照组，2013年7月至

2014年 6月入住 ICU的 556例患者为干预组，在此期

间发生的医院感染纳入 ICU医院感染统计分析。

1.2 方法 按照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对

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全部患者进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

测。每日上午8时由医院感染监督员记录 ICU日志[2]，



目性和主观性；其次，循证护理对护理人员的护理经

验的积累和整体护理理念要求非常严格，客观上也促

进了护理人员业务素养的提高；再次：通过对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循证研究，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

从而有效预防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对

护理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能有效提高泌尿外科手术患

者术后舒适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

理的满意度，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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