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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干预对膀胱造瘘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之欢，黄晓慧，高艺青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碧海云天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深圳 福田 518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社区护理干预对膀胱造瘘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

期间碧海云天社区膀胱造瘘术后出院的长期带管患者5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n=29)与对照

组(n=29)。对照组患者予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患者予社区护理干预，干预时间为1年。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及生活质量情况(JQOLI-74量表评分)。结果 干预1年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6.90%，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24.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 JQOLI-74量表中的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

等四个维度及总分分别为(64.3±8.9)分、(63.9±7.4)分、(60.2±5.8)分、(55.3±4.2)分、(241.4±24.6)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53.4±6.5)分、(52.0±7.1)分、(53.1±4.5)分、(51.2±3.6)分、(207.2±18.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

长期留置膀胱造瘘管患者进行社区护理干预，可明显降低造瘘管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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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bladder stoma. Methods Fifty-eight patients with long-term bladder stoma discharged from Bihaiyuntian Commu-

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March 2016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29) and control group (n=29).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discharge guidanc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

tion for 1 year.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JQOLI-74 scal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1 year,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6.90%, significant-

ly lower than 24.14%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JQOLI-74 scale score of mental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so-

cial function, material life, and total score were respectively (64.3±8.9), (63.9±7.4), (60.2±5.8), (55.3±4.2), (241.4±24.6)

in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3.4±6.5), (52.0±7.1), (53.1±4.5), (51.2±3.6), (207.2±18.2)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long-term indwelling bladder stoma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theter-associated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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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展以及前列腺

癌、膀胱功能障碍、尿道外伤及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发

病率的提高，接受膀胱造瘘术治疗并长期留置膀胱造

瘘管的患者也越来越多[1]。膀胱造瘘术是一种尿流改

道方法，一般在耻骨上将膀胱切开造口使尿流改道，

是解除尿路梗阻的有效方法。部分患者需要长期甚

至终身留置造瘘管，增加了患者尿路感染、膀胱挛缩

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

均造成严重影响[2]。膀胱造瘘患者一般只在急性期住

院治疗，社区护理干预在患者出院后的护理中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社区护理干预对膀

胱造瘘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3月

期间碧海云天社区膀胱造瘘术后出院的长期带管患

者58例为研究对象，均为男性，年龄51~83岁；排除高

位截瘫、精神疾病及不配合研究者。根据随机数表法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29例，平均年龄(64.8±

13.2)岁，原发病包括前列腺增生 20例，神经源性膀胱

7例，其他 2例；对照组 29例，平均年龄(65.7±12.8)岁，

原发病包括前列腺增生 22例，神经源性膀胱 6例，其

他 1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原发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出院时常规指导及

门诊随诊，观察组患者实施社区护理干预，具体方法：

①首先由社区护士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建立患者的

健康档案；②社区每个月举办一次健康教育讲座，主

要讲解内容包括膀胱造瘘管的相关知识、饮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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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足量饮水的重要性，造瘘管口家庭护理方法如
周围的清洁、消毒以及膀胱冲洗、放尿的方法，引流袋
更换周期及引流袋低位放置的意义；③社区护士每两
周进行一次上门访视或电话沟通，了解并检查患者造
瘘管有无定期更换、引流是否通畅、局部皮肤是否有
感染征象，并协助患者进行处理；同时了解患者的心
理状况，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患者疏导焦
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树立康复的信心；对患者家属进
行宣教，使其掌握造瘘管护理的相关知识，并指导家属与
患者的沟通，强化家属给患者精神支持，增强患者的适应
能力；④对患者的饮食进行干预管理，指导患者建立合理
的饮食及生活习惯，嘱患者应该以高蛋白及富含维生素
的食物为主，每日饮水量应大于2 000 mL，保持尿量在
每天1 500 mL以上；⑤对行动不便及无家属照顾的患
者主动进行上门服务，协助患者进行膀胱冲洗，定期
更换造瘘管。干预时间为1年。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及生活质量，其中并发症主要包括导管阻塞、导管脱
出、感染等；采用生活质量评定量表(JQOLI-74)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该量表主要由心理功能、躯体
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等4个维度74个条目构成，
分数越高者则表明其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均
数比较采用 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干预 1年后，观察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6.9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4.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86，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
者 JQOLI-74 量表中的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
能、物质生活等四个维度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膀胱造瘘是泌尿外科解除尿流梗阻的有效措施，

具有操作简便、患者痛苦小的特点，因而获得了广泛
的临床应用。某些泌尿系疾病患者需要长期留置造
瘘管，但是患者不可能长期住院，大部分时间是在家

中度过。在我国现行的医疗模式下，综合医院泌尿
专科医护人员无法对出院的社区膀胱造瘘患者提供
充分的宣教、监测和治疗方案的调整，仅仅在出院时
常规指导并让患者进行自我家庭管理。长期造瘘管
留置者如腹部皮肤肌肉松弛，容易引起尿液沿着瘘
管外溢，刺激瘘口肉芽增生和炎性反应而致使感染
的发生 [3]；部分老年患者记忆力减退、文化程度较低，
患者及患者家属缺乏护理知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
的发生；另一方面，患者由于长期携带尿袋，容易合并
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和自卑心理,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4-5]。近年来，各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在国家
政策的支持下有了明显的进步，但社区护理干预模式
均仍在不断探索中[6]。

本研究对观察组患者进行社区护理干预，为患者
建立健康档案，全面了解患者的临床资料；定期健康
宣教，使患者及家属掌握正确护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及时疏导患者的负性
情绪并强调家庭支持，通过家庭访视及电话沟通及时
解决患者存在的问题；对于存在特殊困难的患者如行
动不便或者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协助
患者进行膀胱冲洗、定期更换造瘘管，降低了这部分
患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并缓解了因为住院而导致的
经济负担[7-8]。本研究结果表明，干预 1年后观察组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为6.9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4.1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 JQOLI-74量
表包括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等四个
维度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社区护理干预的实行可有效降低膀胱造瘘
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长期留置膀胱造瘘管患者进行有效
的社区护理干预，可明显降低造瘘管相关的并发症，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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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29

29

导管阻塞

1

3

导管脱出

0

1

感染

1

3

总发生率(%)

6.90

24.14

表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29

29

心理功能

64.3±8.9

53.4±6.5

5.326

<0.05

躯体功能

63.9±7.4

52.0±7.1

6.301

<0.05

社会功能

60.2±5.8

53.1±4.5

5.208

<0.05

物质生活

55.3±4.2

51.2±3.6

3.991

<0.05

总分

241.4±24.6

207.2±18.2

5.94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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