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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前馈控制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
黄玉耀，苏夏，甘凯璇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镜室，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围术期前馈控制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7月
至2021年6月于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镜室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的6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30例。对照组患者围术期采取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采取前馈控制护理。出院前，比

较两组患者的一次穿刺成功率、操作时间、穿刺次数、护理满意度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研究组患者一次穿刺

成功率为 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6.67%，操作时间、穿刺次数分别为(10.04±2.51) min、(1.47±0.18)次，明显低

(少)于对照组的(26.38±8.56) min、(3.61±1.25)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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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在围术期实施前馈控制护理不仅能够

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缩短操作时间、减少穿刺次数，而且还可以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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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feedforward control nursing in ultra-
sound-guided puncture biopsy.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ultrasound-guided puncture biopsy in Depart-
ment of Digestive Endoscopy, Qinzho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objects, whi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odd and
even number method,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feedforward contro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
trol group. Before discharge, the one-time puncture success rate, operation time, puncture times,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punctu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6.6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unctures were (10.04±2.51) min and (1.47±0.18) time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6.38±8.56) min, (3.61±
1.25) tim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6.6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6.67%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m-
plication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3.33%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eedforward control nursing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ultrasound-guid-
ed puncture biops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ne puncture,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punctures, but also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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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是一种凭借超声实时引

导，选择专用穿刺针穿刺消化道及其附近病灶，得到

组织细胞学的技术，在消化道肿瘤的诊断鉴别中广泛

使用[1]。消化道周围组织及黏膜下病变通常很难由常

规检测获得病理标本，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能够

比较简便得到病理组织标本[2]。与传统的凭借CT及

腹部超声指引下经皮穿刺比较，超声内镜的优势表现

为安全性高、穿刺距离短、并发症发生率低以及分辨

率高等，能够使患者的食管、胃部及肠道壁等组织的

结构有效显示，一方面能够对消化道病变的性质、起

源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鉴别消化道壁内及壁外的

病变，进而能够为诊断疾病类型以及设计干预方案提

供相对重要的依据[3-5]。前馈控制护理是主动实施管

理控制措施的一种护理手段，其能够针对相关影响因

素实施控制，防患于未然；同时，前馈控制护理能在初

始阶段解决风险事件，属于“事前控制”的一种。本文

主要探讨了围术期前馈控制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穿刺

活检术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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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

的6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于本院行穿刺

活检术者；(2)沟通理解能力尚可，且积极配合临床医

护工作。排除标准：(1)存在精神心理疾病或沟通障碍

等；(2)伴有感染、严重脏器功能不全；(3)合并恶性肿

瘤。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0例。对照组中男性16例，女性14例；年龄31~62岁，

平均(46.28±1.69)岁；病变位于直肠1例、胰腺15例、胃

11例、食管3例。研究组中男性17例，女性13例；年龄

32~61岁，平均(45.18±1.35)岁；病变位于直肠2例、胰腺

14例、胃 10例、食管 4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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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于围术期进行常规

护理，主要有术前的心理指导与健康教育、术中协助

大夫开展手术操作、术后的用药指导等。研究组患者

进行前馈控制护理。具体措施：(1)成立前馈控制小

组：核心成员有护士长、医疗组长、麻醉师，其中护士

长联合护理骨干，将降低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并发

症发生率设置为目的，查阅数据库，总结出干预及预

防措施，经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等方式，同时联合科室

实际，制定相关制度。(2)医护人员培训：主要内容有

高危因素与人群、非药物及药物干预措施、预防措施

等，所有护士均经考核，且合格后上岗。(3)术前护理：

了解病史后，将禁忌证排除在外，协助医生将术前检

查做好，像术前四项、血常规、心电图、凝血常规等，尽

量使术前评估完善，将穿刺包与必需物品准备好，于

穿刺之前了解脉搏、血压，同时将手术安全巡查表填

好。做好心理护理工作，良好的心理素质是穿刺顺利

进行的首要保障条件，一些患者在术前由于不了解穿

刺或害怕穿刺等，会出现焦虑、紧张、恐惧等消极情

绪，护理人员需详细地将穿刺方式、注意事项及目的

告知患者，鼓励患者勇敢面对，消除不良情绪，于轻松

的状态下完成穿刺术。对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屏气训

练属于穿刺术非常必要的干预措施，能够使并发症发

生率降低，屏气训练时每次屏气需超过 10 s，需熟练

掌握，若患者在术前出现咳嗽需服用镇咳药物。穿

刺之前需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穿刺期间是否出现肋

间动脉进行检查，防止肋间动脉被损伤而发生大出

血。(4)术中护理：使用超声内镜检查期间需置入适

量的水，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的心率、血氧饱和度进行

观察，若患者出现血氧饱和度降低，需及时地将其下

颌抬高，口腔分泌物抽吸，避免发生误吸，直到血氧饱

和度值稳定。穿刺之前，护士需要协助大夫挑取满意

的穿刺点，提前于注射器中抽入空气10 mL，保证其在

负压状态，选择生理盐水(20 mL)冲洗清洁活检孔，然

后选择乙醇纱布对活检孔进行再次消毒。患者于超

声内镜下穿刺活检术期间，需协助大夫变换患者体

位，以获得满意的图像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变换体位

时要由一人指挥，且于体位改变期间暂停注水。完成

穿刺之后，要对穿刺点是否发生渗血状况进行观察，

如果发生需告知大夫及时处理。完成穿刺之后，将注

射器负压关闭，针退回到针鞘，且把固定螺丝回到 0°，
松开全部固定装置，退出穿刺针。(5)术后护理：完成

穿刺之后需主动清洁鼻腔与擦拭口腔中的分泌物，避

免发生呼吸道阻塞，待患者苏醒之后于病房摆放体位

为侧卧位，避免误吸。患者于复苏室期间需监测其呼

吸、心率、意识等状况，因为患者在苏醒之后的一段时

间内会发生反应迟钝等状况，一些患者还会出现程度

不同的肢体障碍、头晕，所以医务工作者需查看患者

有没有出现呼吸抑制、恶心呕吐等。待患者清醒之

后，护理人员需叮嘱患者卧床8 h，于前6 h禁止半流质

饮食。做好针道出血与咯血的护理工作，前者通过按

压止血，通常出血较少时不需要处理，针对咯血患者

要按照出血量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且使患者咳出血

液，防止呼吸道被堵塞。通常大量咯血比较少见，穿

刺期间凭借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够避开大血管，使出血

风险降低。此外，实施穿刺术之后会出现疼痛，许多

患者在使用穿刺部位时会出现疼痛不适，护理人员需

了解患者的疼痛，若有必要需选择暗示的方式使其注

意力分散、疼痛减轻，如果疼痛加剧，出现明显肿胀等

状况需及时告知医生。

1.3 观察指标 (1)手术相关指标：出院前，比

较两组患者一次穿刺成功率、操作时间、穿刺次数。

(2)护理满意度：选择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

调查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

满意，共 100分，其中非常满意为 90~100分，满意为

60~90分，不满意<60分。满意度=(非常满意数+满意

数)/例数×100%。(3)并发症：比较两组患者的感染、出

血、穿孔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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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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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的一次穿刺成功率、操作时间、穿

刺次数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一次穿刺成功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操作时间、穿刺次数明显短(少)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次穿刺成功率、操作时间、穿刺次数比较[例(%)，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30
30

一次穿刺成功率

29 (96.67)
23 (76.67)
5.192
0.023

操作时间(min)
10.04±2.51
26.38±8.56
10.033
0.001

穿刺次数(次)
1.47±0.18
3.61±1.25
9.28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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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为 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6.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017，P=0.003<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并

发症发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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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借助超声实施穿刺活检术为一种入侵式操作，且

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大部分与依从性较差、缺乏

操作细致度、体位与操作手法不准确等相关[6-7]。所以

于实施操作时需选择精细化、系统化、有针对性和前

馈控制护理进行配合[8-9]。

前馈控制属于经济、科学的一种临床控制手段，

现在已经在临床护理中逐渐被应用。医务工作者依

据临床经验预估治疗期间会发生的不良事件，于不良

事件出现之前对其实施控制，进而最大程度地降低风

险 [10-11]。前馈控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防患于未然，合理

配置各类资源，对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衡量然后设计治

疗方案，同时纠正不足之处，确保目标的达成[12]。在实

施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的患者中开展包括术前准

备、心理干预、术中配合、并发症护理等在内的前馈控

制护理，同常规护理相比，能够变被动的护理工作为

主动，将责任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护理措施应用到护

理患者的过程中。本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前馈控制护

理的患者的一次穿刺成功率同实施常规护理的患者

相比明显较高，发生并发症的概率明显较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前馈控制护理应用于超声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术中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主要

是由于前馈控制护理对患者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与

疑问进行了预先的评估，同时将对应的处置措施做

好，给患者提供针对性较强的健康宣教及心理护理，

提高其依从性，使检查过程更加地顺利 [13-14]。于手术

过程中，护理人员同大夫的高度配合能够使大夫的操

作质量与效率提高，使其可以专心手术，进而使手术

措施的精细度提高，使患者体验较为优质的手术过

程。除此之外，手术完成之后的护理预判了患者极易

发生的不良状况，经由严密观察、摆放体位等使发生

并发症的概率降低，促使患者于恢复期间能防止额外

损害的发生，使其舒适度提高[15]。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实施前馈控制护理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

常规护理的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说明前馈控制护理能够有效提高穿刺活检术患者对

护理的满意度。这主要是由于前馈控制护理提前分

析患者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而强化此类问题的护

理，通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等

使患者的满意度提高。

综上所述，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术在围术期实施

前馈控制护理能够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并能缩短操

作时间、减少穿刺次数，还可以提高护理满意度，同时

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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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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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3

满意

6
7

不满意

1
10

满意度(%)
96.67
66.67

表3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感染

0
1

出血

0
1

穿孔

1
4

合计(%)
3.33
20.00

··2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