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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术前联合宣教对肝胆胰外科患者康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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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在肝胆胰外科，医护术前联合宣教对患者康复的影响。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

医院肝胆胰 外科 2017 年 6―8 月进行医护术前联合宣教手术患者 49 例为观察组，2017 年 3―5 月进行传统常规宣教手
术患者 49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观察
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和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提前，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缩短，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 (P<0.05)。结论 ：对肝
胆胰外科手术患者行医护术前联合宣教可明显缩短患者下床活动和胃肠功能恢复时间，缩短住院时间，并减少术后并发
症发生，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节约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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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护理学的发展，护士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学科间壁垒、行政管理
协调缺陷，医护合作仍不理想 [1-2]。临床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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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医护术前联合宣教，实施效果极为理想。
1

资料与方法

肝胆胰外科诊疗工作相对复杂，给临床工作人员带

1.1

来很大挑战。为了提高患者术前对相关术式的认知

淮安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住院手术患者。选取 2017

水平和对治疗的依从性，临床上常对患者进行术前宣

年 6―8 月 49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2017 年 3―5 月 49

教，但以往传统的术前宣教是医师和护士单独对患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无凝

者进行，具有单向性和独立性，效果不理想。在传统

血功能障碍及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等 ；自知力良好，无

术前健康教育基础上开展医护术前联合宣教，可极

精神异常；均签署相关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标准 [3]。

大提高患者的满意程度和对治疗的依从性。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自 2017 年 6 月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手术方式等方面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具有可比性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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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n, x±s)

性别
n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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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情绪。在宣教过程中，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和
护理计划。由医护联合进行术后宣教。饮食方面 ：

手术方式
年龄/岁

男女

胆囊 肝部分 脾切
切除 切除 除术

胆肠
吻合

术后医师告知患者可以进食流质时，护士则向患者
介绍流质的种类，哪些流质适宜早期饮用，在饮食过

观察组 49 30 19 54.8±5.3

31

10

6

2

程中如有腹胀、呕吐等不适即停止，及时向医护人员

对照组 49 31 18 54.7±5.4

31

9

7

2

汇报等。术后活动方面 ：医师讲解早期活动的必要

1.2

护理方法

1.2.1

性，护士则指导并协助患者进行下床行走，骑车等活

宣教方式

1.2.1.1

对照组

动，必要时进行示范。引流管护理方面 ：医师向患者
采用常规宣教方式，主管医师和

介绍引流管放置的作用，观察要点 ；护师同时进行引

责任护士分别对患者和家属进行独立病情评估和宣

流管的二次固定，指导患者引流管的护理要点，保持

教，内容包括入院宣教、术前宣教、术后宣教、出院指

引流管的通畅，指导引流管和引流袋的摆放等。镇痛

导宣教等。医师宣教：疾病情况、相关检查、术前准备、

方面 ：医师告知患者给予按时镇痛的目的和意义，护

手术方式、并发症和愈后情况等 ；护士宣教 ：医院环

士则根据医嘱，按时给药，指导并教会患者采用视觉

境介绍，生活设施、饮食、护理等级等常规内容。因为

模拟评分法对疼痛进行评分。

医师和护士不同时出现在患者面前，因此在护士宣

1.2.2

教过程中，如患者提出和医疗有关的问题，护士往往

gery, ERAS) 护理

会先记录，请示床位医师后再回答；医师宣教过程中

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 [7]，且作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因

如遇护理问题，亦如此。

素 [8]。为排除两组患者接受护理的差异性，均采取规

1.2.1.2

范化的 ERAS 护理措施。

观察组

采取医护联合病情评估和宣教模

加 速 康 复 外 科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如今 ERAS 理念在外科中已广泛

式 ：综合了解患者的术前情况，整合相关临床资料，

1.3

集合同类型患者及家属进行集中宣教，单一疾病患

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下床活动时间、胃肠道功能恢复

者进行单独宣教 ；利用文字、视频及 PPT 等多媒体

时间和住院时间。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常见并

[4]

评价指标

观察并记录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

形式进行宣教 ，详细讲解手术部位、手术风险和术

发症如切口感染、肺部感染 ( 肺不张 )、恶心呕吐、急性

中配合等。不论是单一宣教还是集中宣教，都采取医

胃扩张的发生率。

护联合的方式进行。虽然内容和对照组相同，但因为

1.4

有医师和护士的同时参与，在宣教过程中涉及医疗
或护理的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现场答疑，有明显的
专业性和及时性，在评估病情和宣教时，医护共同制
定符合患者病情的个体化医疗和护理方案。如在入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8.0 软件进行
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
计数资料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统计学方法

结

果

院和术前宣教时：医师宣教内容包括术前准备情况，

2.1

手术的原理、目的、风险和可能并发症。护士宣教主

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中输血量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 ；观察组患者的术后下

要在健康指导的基础上，侧重于术前护理准备、术中
配合和术后护理等 [5-6]。医护可以同时了解患者的想
法和思想顾虑，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消除患者的忧
表2
组别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两组患

床活动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 ( 均 P<0.05)( 表 2)。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x±s)

手术时间 /min

术中出血量 /mL

术中输血量 /mL

观察组

69.1±50.7

194.48±271.10

49.10±111.60

71.30±25.96

50.72±43.64

80.34±25.18

对照组

74.9±58.7

225.10±323.00

64.58±133.20

90.11±30.56

118.59±43.06

120.56±31.73

t值

2.16

1.98

2.34

2.67

6.94

4.37

P值

0.300

0.310

0.270

0.003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下床活动时间 /h 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 /h

住院时间 /h

观察组共发生并

发生 14 例(28.57%)，其中切口感染 4 例，肺部感染(肺

发症 8 例 (16.33%)，其中切口感染 2 例，肺部感染 ( 肺

不张 )2 例，恶心、呕吐 4 例，急性胃扩张 4 例。观察
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χ2=5.20, P<0.05)。

不张 ) 1 例，恶心、呕吐 3 例，急性胃扩张 2 例；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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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教能提高肝胆胰外科手术患者对整个治疗过程的认

论

知，有利于加速患者康复。与此同时，观察组并发症

医护术前联合宣教这一理念，经过多年发展已
经趋于成熟，但目前尚无明确定义。笔者认为其核心
理念是医师和护士术前提前沟通，从各自领域出发，
采用多种手段、多种媒介对患者和家属进行联合宣
教，目的在于提高患者对相关术式的认知水平和治疗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证明医护联合宣教有利于患者
术后康复。综上所述，医护术前联合宣教作为新的
管理运作模式，可以提高肝胆胰外科患者对诊治过
程的认知，加速患者的康复进程，减少医护双方投入
精力，值得推广。

的依从性，促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这一理念在外
科中，尤其适用于肝胆胰外科。肝胆胰外科手术涉及
人体多个重要器官，手术类型众多 ( 胆囊切除术、肝
门部胆管癌根治术，肝叶切除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等 )，给患者带来的手术创伤大，并发症 ( 肠瘘、胆瘘、
胰瘘等 ) 也相对较多。因此，及时消除患者恐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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