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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在冠心病
合并糖尿病患者PCI围术期的干预效果

王丹红 1，林凡菊 2，祝玮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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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基于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在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介

入(PCI)围术期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期间收治的60例
均行PCI术的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患者采

用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采用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两组患者均连续干预6个月，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在干

预前后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 hPG)水平，并采用健康调查量表(SF-36)评价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SBP、
DBP、FPG、2 hPG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SBP、DBP、FPG、2 hPG水平均明显降低，

且研究组患者的SBP、DBP、FPG、2 hPG水平分别为(132.48±6.02) mmHg、(84.95±2.36) mmHg、(7.63±1.27) mmol/L、
(7.26±1.38) mmol/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52.56±5.89) mmHg、(93.46±2.18) mmHg、(8.59±1.58) mmol/L、(9.62±
2.03) 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6个月后，研究组患者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

能、角色功能的评分分别为(73.58±7.54)分、(79.26±10.06)分、(72.08±8.06)分、(68.69±10.26)分、(77.63±9.06)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68.56±8.03)分、(72.57±9.68)分、(66.57±7.16)分、(63.57±8.62)分、(68.27±8.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3.3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0.00%，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93.33%，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73.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PCI围术期采用基于FMEA模

式的康复护理，能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压与血糖，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与术后生活质量，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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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failure mode and ef-
fect analysis (FMEA) model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in patients with cor-
onary heart disease and diabetes.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who
underwent PCI in 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August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
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FMEA mode. Both
groups were continuously intervened for 6 months.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fasting blood glucose (FPG), and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2 hPG)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re-
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by health sur-
vey scale (SF-36),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BP, DBP, FPG, and 2 hP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levels of SBP, DBP, FPG, and 2 hPG in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sig-
nificantly, and the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132.48±6.02) mmHg, (84.95±2.36) mmHg, (7.63±1.27) mmol/L,
and (7.26±1.38) mmo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52.56±5.89) mmHg, (93.46±2.18) mmHg, (8.59±1.58) mmol/L,
and (9.62±2.03) mmol/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6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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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合并糖尿病在临床上属于危重症，具有

多支性、多节段性、弥漫性等特点。糖尿病是冠心病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1-2]。目前，

在临床上多采用冠状动脉介入(PCI)对冠心病患者进

行治疗，PCI也是治疗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首选方

法。但相关研究显示，PCI会给患者带来一定并发

症，需在围术期强化护理干预[3]。因此，PCI围术期常

给予一定的预防性护理干预，以降低各类并发症的

发生率，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4]。失

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A)模式是将护理理论知识

与以往的护理实践经验相结合，为患者建立了具有

一定预测风险价值的护理模式。目前，基于 FMEA
模式的护理措施在患者围术期的应用较为广泛。本

研究通过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在 PCI围术期给

予基于 FMEA 模式的康复护理，以探究其护理效

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8月至 2021年 6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收治的 60例冠心病合

并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经临床诊断

确诊为冠心病合并糖尿病，且符合《稳定性冠心病诊

断与治疗指南》[5]与《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年
版)》[6]的患者；(2)需行冠状动脉介入(PCI)术治疗者；

(3)无沟通障碍、意识障碍者。排除标准：(1)伴有其他

严重心血管方面疾病者；(2)伴有精神类疾病者；(3)治
疗依从性差，不密切配合者。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

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对照组中男性18例，女性

12例；年龄40~78岁，平均(59.0±16.0)岁；病程3~10年，

平均(8.5±1.5)年；冠脉病变情况：单支病变 10例，双

支病变 9例，三支病变 11例。研究组中男性 19例，女

性 11例；年龄 41~79岁，平均(61.0±17.0)岁；病程 2.0~
11.0年，平均(9.0±2.0)年；冠脉病变情况：单支病变

12例，双支病变 8例，三支病变 10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病程、冠脉病变情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具体

方法：严格按照医嘱对伤口进行护理，术前给予心理

疏导、健康宣教、饮食指导、控制血压、血糖等常规护

理方法，术中、术后严密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出

院时给予常规的出院指导。

1.2.2 研究组 该组患者采用基于 FMEA模式

的康复护理。具体方法：(1)建立FMEA小组，组内成

员由护士长、经验丰富的护士、主治医师组成，在小组

内定期开展讨论关于PCI术患者的护理经验会议，对

影响治疗效果、并发症、生活质量等因素进行分析，并

做出相应的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合理

有效的护理措施。(2)术前护理：①给予患者健康宣教

与心理护理，根据患者病情状况，给予针对性的护理

干预；②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讲解关于PCI治疗的相

关知识与注意事项，并耐心解答患者所提出的疑问，

通过视频、图片的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传达以往成功

病例的心得，以缓解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负担；③术

前给予患者口服降压、降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以控

制患者的血压、血糖，叮嘱患者控制饮食，多摄入低脂

低盐低糖的食物，不可进食高糖类食物，术前使患者

的血糖水平控制在4.4~15 mmol/L，并密切监测患者的

各项生命体征。(3)术中护理：患者进入手术室后，询

问患者近几日的饮食情况，并帮助患者取合理体位，

对患者的血压、血糖、心率、脉搏等生命体征进行密切

监测，术前备好一定的葡萄糖溶液，以防患者在手术

的过程中出现低血糖情况。(4)术后护理：术后严密监

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并定时测量患者的血压与血

糖水平，若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叮嘱患者术后多饮

水，密切关注患者的穿刺部位，定期查看其穿刺部位

是否有出血、疼痛、肿胀情况，若出现相关情况及时给

予合理的干预措施。住院期间组内成员对患者护理

效果进行回顾性评估，对不合理的护理措施及时予以

纠正并制定合理完善的干预措施，出院时，综合评估

患者的出院条件，对不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予以置留

观察。(5)出院指导：出院时，向患者及其家属叮嘱出

soci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and role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73.58±7.54) points,
(79.26±10.06) points, (72.08±8.06) points, (68.69±10.26) points, and (77.63±9.06)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8.56±8.03) points, (72.57±9.68) points, (66.57±7.16) points, (63.57±8.62) points, and (68.27±8.26)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3.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as 93.3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based on FMEA model in the peri-
operative period of PCI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diabete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ir blood pres-
sure and blood glucos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and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iabetes; Coronary intervention;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Periop-
erative perio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ffect;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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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的相关注意事项、饮食指导，并通过网络平台向患者

及其家属传送相关的院外护理知识，叮嘱患者家属多给

予患者一定的关心与照顾，嘱咐患者定期来院进行复查。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检测)方法 (1)血压、血糖

控制效果：两组患者均连续干预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

干预前后的收缩压 (SBP)、舒张压 (DBP)、空腹血糖

(FPG)、餐后2 h血糖(2 hPG)水平。所有患者采用鸿泰

盛全自动电子血压计-BP-705 [鸿泰盛(北京)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分别测量并记录患者的SBP、DBP值。采

用鱼跃血糖仪 310 (上海名元实业有限公司)测定患者

的 FPG、2 hPG水平。(2)生活质量：护理干预 6个月

后，采用健康调查量表(SF-36) [7]评价两组患者的生活

质量，该量表主要包括躯体功能、社会功能、认知功

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 5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总分为

100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3)并发

症：比较两组患者的低血压、低血糖、术后出血、局部

水肿、心率失常等并发症发生情况。(4)护理满意度：

护理干预 6个月后，采用院内自制的满意度问卷调查

表进行评价，主要包含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方

面，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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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血压、血糖控制效

果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BP、DBP、FPG、2 hPG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的SBP、DBP、FPG、2 hPG水平明显降低，且研究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血压、血糖控制效果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干预前

159.68±7.06
160.26±7.26
0.314
0.755

干预后

132.48±6.02a

152.56±5.89a

13.059
0.001

干预前

95.28±2.34
96.16±3.06
1.251
0.216

干预后

84.95±2.36a

93.46±2.18a

14.508
0.001

干预前

10.56±1.49
10.76±1.62
0.498
0.621

干预后

7.63±1.27a

8.59±1.58a

2.594
0.012

干预后

7.26±1.38a

9.62±2.03a

5.266
0.001

干预前

11.36±2.04
11.06±2.08
0.564
0.575

SBP (mmHg) DBP (mmHg) FPG (mmol/L) 2 hPG (mmol/L)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0.05；1 mmHg=0.133 kPa。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 6个月后的生活质量比

较 干预 6个月后，研究组患者的躯体功能、社会功

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的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并

发症总发生率为3.3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0.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43，P=0.044<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3.3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P=0.038<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6个月后的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躯体功能

73.58±7.54
68.56±8.03
2.496
0.015

社会功能

79.26±10.06
72.57±9.68
2.625
0.011

认知功能

72.08±8.06
66.57±7.16
2.799
0.007

情绪功能

68.69±10.26
63.57±8.62
2.093
0.041

角色功能

77.63±9.06
68.27±8.26
4.182
0.001

表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低血压

0
1

低血糖

0
1

术后出血

0
1

局部水肿

1
2

心率失常

0
1

总并发症发生率(%)
3.33
20.00

3 讨论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属于高风险人群，它不仅

存在糖尿病的风险还存在冠心病的治疗风险。冠心

病与糖尿病的相互影响，可能会加快病情的发展，为

其治疗难度与风险带来了一定的挑战[2]。相关研究发

现，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2~4倍 [8]，因此，糖尿病是冠心病发生的易患因素之

一。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PCI治疗冠心病合并糖尿

病，并在治疗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护理干预，以控制患

者的血压和血糖水平，保证PCI手术的顺利进行[9]。

FMEA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近年来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护理中，它将护理理论知识与以往的护

理实践经验相结合，为患者建立了具有一定预测风险

价值的护理模式。FMEA模式能使组内成员在护理过

表4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非常满意

18
9

满意

10
13

不满意

2
8

满意度(%)
93.33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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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结合自身的护理经验与专业知识，对影响患者治

疗效果、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等相关因素进行深

入分析，从而为患者制定合理、安全、有效的护理方

案。另外，FMEA模式是一种前瞻性护理方式，通过对

治疗过程中所存在的高风险因素进行合理评估，从而

明确其相关危险因素并纠正，对降低院内医疗风险事

件的发生率具有深远意义 [10-11]。本次研究结果表明，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SBP、DBP、FPG、2 hPG水平

均明显降低，且采用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患者

明显低于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分析，由于术前患者的情绪与压力较大，

患者的血压、血糖水平波动较大，笔者通过给予基于

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对护理技术、责任制度进行了

完善与改进，更加注重护理细节，提高了患者在躯体

上与心理上的舒适度，稳定了患者的情绪，对控制血

压与血糖的稳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采用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患者的躯体

功能、社会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的评

分均明显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采用基于FMEA
模式的康复护理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3.33%，明显

低于采用常规护理患者的2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经分析，原因为 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

通过加强健康教育，耐心解答了患者所提出的疑问，

缓解了患者的心理应激反应，从而提高了患者治疗依

从性，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本次研究结果还显

示，采用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为 93.33%，明显高于采用常规护理患者的 7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也提示了在PCI围术

期采用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有助于控制患者

的血压、血糖水平，通过术前健康宣教及术后膳食指

导，使患者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了患者自主

控制血压、血糖的能力。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能有

效地增强护患之间的关系，使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依赖

感与信任感得到了提高，从而提高了患者对临床护理

的满意度，同时也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热情，使护理工

作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2-14]。

综上所述，将基于FMEA模式的康复护理应用于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PCI围术期，有助于控制患者

的血压与血糖，能有效地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与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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