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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减少鼻腔填塞物拔除时出血的影响
王雅燕，杨妙靓，林义清

(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 汕尾逸挥基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减少鼻腔填塞物拔除时出血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汕尾市第二人民医

院(汕尾逸挥基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收治的98例鼻内镜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

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9例，对照组患者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干预时间为

1周。术后及拔除鼻腔填塞物前分别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患者进行评分，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

疼痛程度，并记录出血量；比较两组出院时的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鼻腔填塞物拔除前，观察组患者的SAS评分

为(42.2±5.3)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9.7±6.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拔除时，观察组患者的VAS评分为

(2.8±0.8)分，出血量为(3.2±1.4) mL，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7±2.9)分，出血量为(6.7±2.6) 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院时，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1.3±8.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4.9±7.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鼻内镜术后鼻腔填塞患者，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减少鼻腔填塞物拔

除时疼痛和出血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 鼻内镜；鼻腔填塞；护理干预；疗效；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473.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19—2810—03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the bleeding during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WANG Ya-yan, YANG Miao-liang, LIN Yi-qi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Surgery, Shanwei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Shanwei Yihui's Funds Hospital), Shanwei 5166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the bleeding

during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Methods A total of 98 cases of nasal endoscopic surgery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Surgery of Shanwei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Shanwei Yihui's Funds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16 to October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

ing to randomly number method, with 4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

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one week.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core was evaluate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to evaluate pain, and the

amount of bleeding was recorde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discharge.

Results Before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the SA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2.2±5.3), which wa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49.7±6.8)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VAS score and bleed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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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
患者与对照组相比，其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94.00% vs 74.00%，P<0.05)，因此肯定了耳穴压豆疗
法在临床上对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耳穴压豆法治疗高血压病疗效显著，
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耳廓上穴位分布较密，穴位间
距较近，在取穴的精确性上较难把握，应请中医科的
专家现场示范指导取穴，并每人发放穴位示意图，以
期准确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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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镜手术是目前治疗鼻腔疾病最重要的技术

之一，具有手术时间短、创伤小及患者痛苦轻、术后恢

复快的优势[1]。鼻内镜术后需要鼻腔填塞以防止鼻腔

出血、稳定鼻腔结构、防止鼻腔黏连。鼻腔填塞物的

拔除是术后鼻腔换药的必经过程，疼痛与出血是这一

过程最常见的并发症[2]。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改进填

塞物的材料与填塞方法以减少出血[3]，相关材料包括

凡士林纱条、明胶海绵、膨胀止血海绵、瑞纳凝胶气囊

和藻酸钙纤维等等，但是关于综合护理干预方面的研

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

减少拔除鼻腔填塞物时出血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

期间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汕尾逸挥基金医院)耳鼻喉

头颈外科收治的 98 例鼻内镜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鼻内镜手术后48 h内，术

后鼻腔填塞；③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正常。排除标

准：①年龄<18岁；②合并难治性高血压、甲状腺功能

亢进、糖尿病、血液系统疾病及肝肾功能衰竭的患者；

③妊娠哺乳期女性。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49例，观察组中男性26例，女性23例；年

龄 22~59岁，平均(32.8±6.5)岁。对照组中男性 28例，

女性 21例；年龄 20~61岁，平均(33.6±6.8)岁。两组患

者的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常规护理干预，主

要内容包括术后基础护理、口头健康知识宣教如鼻腔

填塞相关注意事项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

用综合护理干预，方法：①心理护理，针对患者普遍存

在的紧张、焦虑情绪，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护士应

加强与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沟通，对患者进行安慰，疏

导以缓解患者的焦虑心理。拔除鼻腔填塞物前告知

患者操作的必要性及可能出现的相关情况，使患者做

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取得患者的积极配合；对于紧张、

焦虑较重的患者，在拔除鼻腔填塞物前可以予地西泮

片口服，起到镇静作用。②舒适护理，患者住院期间

应保持房间的环境清洁整齐，以及适宜的光线、温度、

湿度，拔除操作前可以放些舒缓的音乐以转移患者的

注意力；保证患者的睡眠质量，尤其是拔除填塞物的

前晚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必要时给予镇痛、镇

静等对症处理以促进睡眠。患者鼻腔填塞后需张口

呼吸，经口吸入的空气没有得到加温湿化，致使呼吸

时带走口腔大量水分，长时间的张口呼吸容易引起咽

干疼痛和口臭。故应指导患者正确的呼吸方法。呼

吸时口轻轻张开，舌尖微翘顶住上腭，自然呼吸，使空

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温和湿化。自觉口干时可不

定时的喝水或漱口，进食前后坚持漱口。③体位及饮

食护理，鼻内镜术后应指导患者休息时取半坐卧位，

以有效引流鼻腔分泌物、减轻水肿；针对患者术后由

于鼻腔填塞物在鼻咽部的压迫引起异物感，使进食时

有食物向鼻咽部上返，有窒息感和吞咽困难等不适，

致使患者食欲下降方面则应指导患者进食时注意小

口慢咽，减轻患者的不适感。以清淡易消化、高热量、

高维生素等温凉半流质或软食为主，同时应多食用富

含纤维素的蔬果以预防便秘。④正确使用滴鼻药水，

术后按时滴鼻药水，滴鼻时取肩垫枕头，使患者保持

头低仰卧位，维生素AD滴剂和呋嘛滴鼻液应交替滴

鼻。维生素AD滴剂每1~2 h滴1次，每次3~5滴；呋嘛

滴鼻液每天滴 4~6次，每次 3~5滴。滴两种滴鼻液之

间应间隔 3~5 min。使鼻腔填塞物充分湿润，防止拔

除鼻腔填塞物时引起疼痛和出血。干预时间为1周。

1.3 观察指标 ①焦虑情绪：术后及拔除鼻腔填

塞物前分别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4]对患者进

行评分，以反映患者的焦虑情况，分数越高则焦虑状

态越重。②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

患者的疼痛程度；具体方法为使用 1条直线，0分、10

分两端分别代表无痛、最痛，患者根据自己疼痛程度

在直线上标出对应位置。③出血情况：采用纱布块、

棉片法对出血量进行估算，其中湿透一块棉片、纱布

块估计出血量分别约为1 mL、5 mL。④护理满意度情

况：采用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满意度调查，该问

卷总分为 100分，总分<60分为不满意，60分≤总分>

80为满意，≥80分为非常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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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SAS评分比较 术后，

两组患者S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鼻腔填塞物拔除前，观察组患者的SAS评分无明显变

化(P>0.05)，对照组则较术后明显升高，且明显高于观

spectively (2.8±0.8) and (3.2±1.4) m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responding (4.7±2.9) and (6.7±2.6) 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en discharge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3±8.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4.9±7.4)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

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after nasal endoscop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reduce the amount of

pain and bleeding during the extraction of nasal stuffing,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Key words】 Nasal endoscopy; Nasal fill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Curative effec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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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SAS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9

49

拔除前

42.2±5.3

49.7±6.8a

6.089

<0.05

术后

42.8±5.2

43.1±4.9

0.294

>0.05

注：与本组术后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及出血量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9

49

VAS评分

2.8±0.8

4.7±2.9

4.421

<0.05

出血量(mL)

3.2±1.4

6.7±2.6

8.297

＜0.05

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拔除时的疼痛程度及出血量比

较 拔除时，观察组患者V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出院时，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1.3±8.2)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84.9±7.4)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056，

P<0.05)。

3 讨 论

鼻内镜手术是临床上鼻部疾病治疗的重要技术

手段之一，与传统手术相比其优点在于视野清晰、创

面小、对患者的损伤轻及术后恢复快等[5-6]。由于鼻腔

具有复杂的解剖结构，鼻腔、鼻窦的表面是与骨膜联

系紧密的黏膜，因而术中难以对手术创面进行缝合

止血，鼻腔填塞则是最重要的止血方法[7]。凡士林纱

条和膨胀海绵是应用最为广泛的鼻腔填塞物，术后

48~72 h 内需要将填塞物拔除[8]。术后拔除鼻腔填塞

物均在非麻醉下进行，患者最大的不适感在于疼痛、

出血。目前对于减少患者疼痛、出血等不适的相关研

究多集中于鼻腔填塞物的材料选择上，以保证经济、

无毒、容易填塞和拔除，使其有利于鼻腔黏膜上皮的

修复[9-10]，并且近年随着生物材料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和

进步，推出了多种各具特色的鼻腔填塞材料。部分学

者研究的重点还在于填塞方法的不断改进[11-12]，但是关

于综合护理干预对拔除鼻塞物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鼻内镜术后鼻腔填塞时由于鼻腔的正常呼吸、通

气功能被填塞物阻断，因而需要需张口呼吸，多数患

者难以适应；加之住院环境的改变以及害怕疼痛等因

素的影响，患者常常合并紧张、焦虑情绪，进一步增加

了填塞物拔除时的出血及疼痛的发生风险；此外，通

气模式改变、填塞物的压迫及刺激引起的不适，患者

常出现睡眠障碍，加剧了紧张、焦虑情绪[13-14]。本研究

对观察组患者应用综合护理干预，首先通过心理干预

以疏导患者紧张、焦虑情绪，使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配

合治疗，并防止患者因焦虑引起的血压升高导致出血

量的增加；其次，对患者进行舒适护理，保持环境的舒

适及良好的睡眠状态，降低患者的不适程度，使其处

于愉快、舒适的状态；再次，做好饮食干预及体位护

理。本研究结果表明，鼻腔填塞物拔除前，观察组

SAS评分无明显变化，而对照组则较术后明显升高，

且对照组明显高于观察组。说明了综合护理干预可

以明显缓解患者拔除鼻腔填塞物前的焦虑情绪；另一

方面，拔除鼻腔填塞物时，观察组患者VAS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说明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缓解鼻腔

填塞物拔除时的疼痛，减少出血量。同时，观察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综合护理

干预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进而进

一步改善护患关系。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应用于鼻内镜术后患者，可

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减少鼻腔填塞物拔除时

疼痛和出血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因而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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