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乳腺癌患者术后实施延续性护理对其化疗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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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延续性护理运用于乳腺癌患者中的效果。方法：抽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到我院诊治的乳腺癌患者７４例，分为两组，３７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３７例试验组采用延续性护理，并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对化疗健康常识的把握状况与生活质量等。结果：对比发现，试验组经护

理后对化疗健康常识的把握状况与生活质量都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结论：延续性护理运用于乳腺癌患者中有显著效果，值得推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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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群体内的多发恶性肿瘤，临床对其进行治疗多是手术

清除，手术以后辅助开展化疗，但患者于放疗过程内很多会有不良反应出

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１］。文章讨论且分析了延续性护理运用于乳

腺癌患者中的效果，并获得如下结论：

１　一般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把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到我院诊治的７４例乳

腺癌患者依据不同的护理方式分成两组，试验组３７例，年龄４１－５９岁，

平均年龄（５０±２．１９）岁；试验组开展延续性护理。对照组３４例，年龄４４

－６６岁，平均年龄（５５±３．７９）岁；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两组患者年龄

的比较，差异不明显，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包括服药指导、健康宣教等。试验

组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延续性护理，措施如下：

（１）出院以前的延续性护理：①健康宣教座谈会：患者在出院以前的１
周中，由医护人员创建健康宣教团队组织座谈会，座谈会内容就是依据患

者化疗以后出现的不良反应、优良生活习惯与家庭恢复锻炼状况等开展

深层次、全方位的教导及介绍。②由医护人员汇编《乳腺癌患者教育册

子》，册子内容有：乳腺癌的疾病原因与威胁；乳腺癌化疗以后不良反应的

防治与护理方式等，由医护人员分发给患者与亲属，引导其开展学习。

（２）出院以前的评测：患者在出院以前的２－４ｄ，由医护人员给患者

开展全方位且整体的出院以前护理评测，评测的内容包含有患者的身心、

社会与健康等方面的行为状况，并检测患者潜藏的健康隐患。

（３）电话回访：患者在出院１周以后由医护人员给患者开展认真且细

心的电话回访，每周开展１－２次，每次１０－２０ｍｉｎ，从而全方位知晓患者

的身体状况与恢复锻炼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内，家庭适应能力的持续增

强，使得患者对医护人员叮嘱的健康方式也会有所忘记。所以，要根据各

个患者的具体状况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健康引导，其中包括有：患肢养护、

并发症的防治、平时生活及运动能力恢复与恢复锻炼引导。

（４）家庭探访：患者在出院１个月以后由医护人员对患者开展家庭探

访，探访内容就是对电话回访的护理工作加以稳固，并补足缺陷，从其中

挑选出关键内容深层次加强记忆。

１．３　效果评定：记录两组对化疗健康常识的把握状况与生活质量，

其中，生活质量借助乳腺癌生活质量量表（ＱＬＳＢＣ），分成社会因素、心理

功能及身体功能等方面，分数总共为４６０分，总分愈高证明生活质量愈

高；健康常识把握状况借助调查问卷，分为皮肤状况、消化道状况、基础化

疗常识等方面，各项总分是１－３分，１分即不知道、２分即部分知道、３分

即完全把握。

１．４　数据统计学分析：本次研究的数据都采用了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

件来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犘＜０．０５时有差异且有统计学的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比较护理后两组的生活质量：两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经对比后

具有统计学的意义，犘＜０．０５。参见表１。

表１　比较护理后两组的生活质量（ｘ±ｓ，分）

组别 社会因素 心理功能

试验组 ４７．３３±１８．９９ １１７．０９±１４．７８

对照组 ４７．４３±１７．３２ ８４．３９±１０．９７

２．２　比较护理后两组对化疗健康常识的把握状况：两组护理后对化

疗健康常识的把握状况经对比后具有统计学的意义，犘＜０．０５。参见

表２。

表２　比较护理后两组对化疗健康常识的把握状况（ｘ±ｓ，分）

组别 基础化疗常识 皮肤状况

试验组 ２．７９±０．１７ ２．８８±０．９２

对照组 １．９６±０．３１ １．４９±０．２６

３　讨论

当前，医学技术的逐步提升与医治对策的逐渐健全，使得对乳腺癌患

者开展延续性护理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护理方式。延续性护理能够很好地

促使患者尽早康复，在患者手术以后化疗及放疗过程内，患者的免疫功能

会由于开展了化疗与放疗而出现较大的不良反应，使得患者产生不适，减

弱了其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所以，在这一工程内患者要对自己的疾病

状况开展自主观测及防护，要把握有关肿瘤的化疗及护理常识，以提升患

者接受治疗的积极性，确保其于化疗暂停期中能开展科学的自行护理，提

升生活质量。本次研究中，进行延续性护理的试验组，患者对化疗健康常

识的把握状况与生活质量都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与黄剑等
［２］研究结果

相符。

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运用于乳腺癌患者中的效果明显，具有临床应

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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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成像仪在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中的应用
马晓艳　朱振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要：目的：探讨血管成像仪在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中的应用。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科收治的需行静脉治疗的住院

婴幼儿１００例，血管等级均为２～３级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采用血管成像仪辅助穿刺，对照组采用常规穿刺。结果：

研究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高于对照组，穿刺时间短于对照组，住院患儿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结论：采用血管成像仪辅助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

可以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缩短穿刺时间、提高住院患儿满意度。

关键词：血管成像仪；婴幼儿；住院；外周静脉留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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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是儿科病房疾病治疗中的一项常见而又重要的

护理操作。由于婴幼儿年龄小、静脉血管细、脂肪厚、个体血管分布差异

大、哭闹、依从性差等原因，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一直是困扰儿科护士的

一个难题，若患儿伴有发热、腹泻、外周循环差更将是难上加难。再加上

近几年我院儿科处于高速发展期，低年护士占比大幅增加，穿刺经验不

足。重复穿刺增加了患儿的痛苦，降低了患儿家属的住院满意度，也增加

了护士的心理负担及工作量。如何提高首次穿刺成功率成为了儿科病房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科收治的需行

静脉治疗的住院婴幼儿１００例，血管等级均为２～３级作为研究对象，将

其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５０例。研究组患儿男２７例，女２３例；

对照组患儿男２９例，女２１例；年龄０－３岁，平均年龄（１．５±０．４）岁，肉

眼不能清晰观察到患儿静脉，均取得患儿家属的知情同意。两组患儿的

性别、年龄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仪器与方法：使用的仪器为北京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ＶＩＶＯ－Ｖ－１００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采集数据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组两名成员，每组一人负责穿刺操作，一人负责记录穿刺时长，每天两组

拟各采集５例穿刺数据，连续采集８周，采集数据４周完毕时，采集对照

组数据人员与采集干预组数据人员调换，以减少人为技术因素误差，统一

采用２４Ｇ安全型留置静脉针，穿刺时长从消毒完毕开始计时至穿刺成功

确认滴数良好无外漏时结束。

１．３　观察指标：对两组患儿每次静脉输液治疗外周静脉留置针成功

需要的时长、穿刺次数进行观察和记录，采用自制问卷对患儿家长进行满

意度调差和统计。家长满意度＝患儿家长满意例数／患儿家长总例数×

１００％；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一次成功率＝一次穿刺患儿成功例数／患儿

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本次研究，使用了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调研的数据进

行了统计分析，其中计量的资料，都采用了均数标准差形式进行了展示，

也就是用进行了表示，然后应用的是狋检验，使用百分比计算相应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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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然后使用狓２加以检验，并以犘＜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平均穿刺时间及次数对比。研究组患儿每次外周静

脉留置针穿刺成功需要的时间平均所需的时间约为３分钟，而对照组成

功穿刺时间则有６分钟左右，而从成功率方面，研究组一次成功率在

８４．０％左右，而二次以上成功率则有１０．０％左右，总成功达到９４．０％，而

对照组，这个数据则显著的落后，犘＜０．０５，这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可以参见下表１。

表１　研究和对照组穿刺成功率的对比表

组别 Ｎ 一次成功 大于等于二次 失败 总成功

研究组 ５０ ４２（８４％） ５（１０％） ３（６％） ４７（９４．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７（５４％） １０（２０％） １３（２６％） ３７（７４％）

犡２ ７．１５４ ４．２７６

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５

２．２　两组患儿一次穿刺成功率及患儿家属满意度对比：研究组一次

穿刺成功率为８４．０％，患儿家属满意度为９２．０％；对照组一次穿刺成功

率为５４．０％，患儿家属满意度为７２．０％，犘＜０．０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意义，具体可参见下表２。

表２　患者家属对研究和对照两组的满意度

组别 Ｎ 一次成功率 满意度

研究组 ５０ ４２（８４．０％） ４６（９２．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７（５４．０％） ３６（７２．０％）

犡２ ７．０５７ ３．８３７

犘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３　讨论

随着血管成像仪的引进与运用，护士能清晰识别患儿皮下０～５ｍｍ
的细微血管，帮助护士判别血管的走向、血流情况、深度，有利于外周静脉

穿刺前精准定位［２，４，６］。更重要的是仪器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患儿及护

士造成健康伤害。血管成像仪辅助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改善了护

士及患儿静脉穿刺的新体验，成为临床静脉穿刺得一种新选择。

本观察结果显示，应用血管成像仪进行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

与传统的盲穿法穿刺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表现在：（１）显著提高了婴幼

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的一次成功率。血管成像仪可以精确显示血管，

并可以直接了解血管具体走向以及血流充盈情况，让护理人员能够精准

进行静脉定位穿刺，大大提高了一次穿刺成功率［２］。（２）应用血管成像仪

进行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节约了穿刺时间，有效降低了护理人员

的工作强度，提高了护理质量［３］。（３）应用血管成像仪进行婴幼儿外周静

脉留置针穿刺提高了住院患儿满意度，有效改善了护患关系［５］。

综上所述。血管成像仪在婴幼儿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中有重要作

用，可显著提高患儿一次性穿刺成功率；缩短穿刺时间，减轻了护理人员

的工作强度及心理压力，提高了护理质量；有效减轻了患儿痛苦，缓解了

护患关系，提高了住院患儿满意度。这也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护理理

念，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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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后留置肾造瘘管患者的护理对策
张　静

（重庆市秀山县人民医院　重庆　秀山　４０９９００）

摘要：目的：观察和分析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后留置肾造瘘管患者的护理对策。方法：选择我院接收治疗的１００例接受经皮肾镜气压弹道

碎石术并术后留置肾造瘘管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实施系统性的护理干预路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路径。结果：实验组并发症发

生率为５．０％，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６．７％，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犘＜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在ＢＩ、ＳＡＳ评分、住院时间的对比上，实验组显

著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在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后留置肾造瘘管患者的护理上，系统性的护理干预路

径具有明显的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提高治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强化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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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以我院接收的１００例接受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并术后

留置肾造瘘管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后留置肾造

瘘管患者的护理对策进行初步分析，内容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选择２０１５年６月到２０１７年３月我院接收治疗的

１００例接受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并术后留置肾造瘘管患者为研究对

象。所有患者均符合肾造瘘管患者的临床诊断标准［２］。将患者随机分成
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５０例，男２９例，女２１例，年龄４５～７４岁，平均

年龄（６３．２±８．７）岁，右肾结石１８例，左肾结石２８例，双肾结石４例；６例
合并糖尿病，１４例合并心血管疾病，８例合并泌尿系统感染；实验组５０
例，男３０例，女２０例，年龄４６～７３岁，平均年龄（６４．２±８．１）岁，右肾结

石１９例，左肾结石２７例，双肾结石４例；５例合并糖尿病，１５例合并心血
管疾病，９例合并泌尿系统感染。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上差

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在术前对５０例患者展开造痪管健康教育，向患者详

细介绍有可能发生的不适以及造瘩管留置时的并发症，消除患者的紧张

情绪，在穿刺当日嘱咐患者尽量避免穿刺肢体的活动。在穿刺后定时间

展开换药，１次／３ｄ，在护理时需要对造痰管的通畅性严密观察，如果出现
异常情况需要及时报告给主治医师，以便实施有效对策。

１．２．２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融入系统的护理干预手段，第

一步：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健康状况、护理方式全面评估，完善患者的个人
健康信息档案；第二步：在基于每位患者的具体健康状况的基础上，优化

出个性护理方案，最大程度上规范患者的行为；第三步：在完成计划后，依

据计划有效地展开实施。每天通过护理组长对实施效果定时检查，有效
评价护理质量，在护理小组展开讨论的前提下，对问题进一步改进，总结

护理路径，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优化护理方案。即：（１）造瘘管的护理：造

瘘术后会出现出血的可能性，造成造瘘管与血尿的阻塞，鉴于此，这就需
要对尿液的量、颜色以及尿液中是否出现结石、血块等杂质进行严密观

察，尽快冲洗，确保造屡管的通畅性。如果发生阻塞，还需要重新保证挤

压管道的通畅性。（２）心理干预：在展开肾造疹术后，需要在留置肾造瘘
管之余，留置尿管，但是由于患者本身对相关的技术与操作掌握程度有

限，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患者的恐惧心理，进而难以和医护工作者对手术

疗效进行有效的配合。所以相关的护理工作者还需要在术前对患者展开

心理疏导，向患者详细的解释造瘘管相关知识，帮助患者构建治疗信心，

强化对医护工作者的信任，以期有效的配合治疗的进行。（３）体位护理：

告知患者以仰卧位为主，尽可能避免侧卧位。在翻身的过程中，需要通过

外力，切记不可自行移动，有效的防止躯干的扭曲。针对术后早期患者而
言，还需要强化和患者家属的沟通，切实关注患者，悬挂相关的防脱管标

志，防止脱管。（４）引流不畅的护理：在术后，需要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

对造瘘管挤压，确保造瘘管的通畅性，防止受压、牵拉、扭曲、堵塞等不良
现象的出现，完善造瘘管的评估制度，优化交接班制度。如果患者出现腰

部不适，需要及时对引流管反复挤压，同时在无菌环境中，凭借８ｍｌ０．９％
氯化钠溶液对造瘘管冲洗两次。（５）造瘘管周围皮肤护理：确保造瘘口处

垫料的清洁度，如果被浸湿，需及时更换。对造瘘口周围皮肤的变化及时
观察，如果出现湿疹、潮红的现象，需在局部对氧化锌软膏进行涂抹，每日

对引流袋展开更换。（６）拔管前后护理：在拔除造瘘管前需夹闭１ｄ，明确

膀胧、肾盂的通畅排出，接着进行对造痰管的拔除。在拔管后的４ｄ内，确
保患者可以每３小时进行１次排尿，避免膀胧的太过充盈。

１．３　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置管并发症发生情况、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

（ＢＩ）、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得分、住院时间。其中Ｂａｒｔｈｅｌ量表：评估内容
主要涉及了生命体征、意识状态、肾造瘘管引流情况、留置尿管情况、接受

水平、身体的耐受度、活动营养等，分值范围。ＳＡＳ评分主要涉及了２０个

项目，评估焦虑症状的患者焦虑程度，分值与焦虑症状呈现正相关的

关系。

１．４　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

用狋检验［６］。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为５．０％，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６．７％，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犘＜０．０５），具有

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ｎ）

组别 ｎ 周围感染 出血 造瘘管移位 引流不畅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６０ ２ ３ ２ ３ １０（１６．７）

实验组 ６０ ０ １ １ １ ３（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对比：在ＢＩ、ＳＡＳ评分、住院时间的对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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