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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园地

预见性护理流程教育对帕金森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胡作华 孙文莉 王 华 王 芳 袁连芳 王 倩1△

(陕西省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 710038)

摘要 目的:探讨预见性护理流程教育对帕金森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并发症的影响。方法:收集2012年3月至2015年9月陕西

省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帕金森患者1382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91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用建立品管圈、改良护理用具、制定操作指引、组织培训、严密质控等综合措施进行护理干预。分

析比较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及“开关现象”、便秘、精神症状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对照组患者服药

完全依从率为44.90%,观察组患者为92.0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3.76%、20.5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采用建立品管圈、改良护理用具、制定操作指引、组织培训、严密质控等综合护理措施对提高帕金森患者服药依从性疗效

显著,而且明显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度,降低机械通气时间,降低“开关现象”、便秘、精神症状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值
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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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PREDICTIVE NURSINGCARE ON MEDICATION ADHERENCEIN PA-
TIENTSWITHPARKINSON'SDISEASE
HuZuohua,SunWenli,WangHua,WangFang,YuanLianfang,WangQian.(TheSecondAffiliated
HospitalofXi'anMedicalUniversity,Xi'an71003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influenceofpredictivenursingcareonmedicationadherenceinpa-
tientswithParkinson'sdisease.Methods:From March2012toSeptember2015,atotalof1,382patients
withParkinson'sdiseaseinourhospitalwererecrui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nobservationgroupand
acontrolgroupwith691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routinenursing
care,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receivedcomprehensivenursingmeasuresincludedestablishing
qualitycontrolcircle,improvingnursingprocess,creatingoperationguidelines,etc.,onthebasisofthe
routinenursingcare.Medicationadherence,awarenessofdiseaseand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be-
tweentwogroupswerecomparedandanalyzed.Results:Theobservationgroupexhibitedamuchhigher
medicationadherencecomparedtothecontrolgroup(92.04%vs.44.90%,P<0.05).Percentageofdis-
easeawarenessintheobservationgroup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Moreover,

thetotal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intheobservationgroupwas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
(3.76%vs.20.54%,P<0.05).Conclusion:Comprehensivenursingmeasurescouldeffectivelyimprove
medicationadherence,enhancediseaseawarenessandreduceadversereactionsinpatientswithParkinson's

disease.
Keywords predictability;nursingprocess;Parkin-
son'sdisease;medicationad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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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是锥体外系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静止性

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及精神行为异常等症状为主要表现,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医学界尚无有效根治帕金

森病的手段,主要依靠口服药物治疗以控制症状,多数患者

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1]。服药依从性指患者对于医嘱及

用药充分依从,不擅自加减药方药量,从而达到有效遵从医

嘱的行为。研究表明,大部分帕金森病患者服药依从性偏

低[2]。这是由于患者对于帕金森病的认识度不足,尤其是临

床症状较轻者,往往认为服药无关紧要,随意停药及间隔服

药,以及自行查找疾病资料,擅自加减剂量,或由于担心成瘾

而中断治疗。故提高帕金森病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对有效控

制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3]。预见

性护理流程教育是指护理人员根据患者存在的症状,在患者

未提出要求之前,护理人员及时洞察患者的心理需求,有计

划、有目的地进行早期健康教育模式,达到使患者了解、增进

健康知识,改变患者健康行为,使其往有利于健康的方向发

展。本研究选取陕西省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2012年3
月至2015年9月收治的1382例帕金森患者,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探讨预见性护理流程教育干预对帕金森患者服

药依从性及并发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2年3月至2015年9月我院收治的帕金森患者

1382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91例。病例纳入

标准和排除标准参照文献[4,5]。观察组中男451例,女240
例;年龄25~69岁,平均(48.3±6.4)岁;对照组中男387例,

女304例;年龄27~63岁,平均(47.8±6.9)岁。两组一般资

料如年龄、性别、血脂、血糖、文化程度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人员已通过医院

研究内容培训考核。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在对

照组护理基础上,加用建立品管圈、改良护理用具、制定操作

指引、组织培训、严密质控等综合措施进行护理教育,干预时

长为14d,于院内采用问卷调查对患者的相关情况进行评

估,之后在患者复查后再对其相关评分情况进行评估。具体

方法:(1)建立提高护理人员床头胎高依从性的品管圈:构建

一支应用科学品管工具来持续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团队,

护理人员根据神经系统重症监护室(NICU)服药依从性低的

现状,寻找具体原因,制定对策。(2)服药过程护理:加强健

康教育,定期随访,向患者讲解用药剂量及使用原因。由于

帕金森症用药早期是由小剂量开始,随着患者的适应状况,

逐渐加量,故早期疗效可能不明显,部分患者会因此失去信

心,自主停药,去寻求民间偏方治疗,反而延误病情,故需要

在治疗前期向患者说明用药疗程,使患者了解帕金森症的特

点、常见的并发症及其危害性,提高患者思想重视程度,达

到提高服药依从性的目的。(3)规范化培训:加强临床护理

人员提高帕金森患者服药必要性的理论培训。学习帕金森

症不良反应治疗知识,强化服药疗程的理论基础,学习系统

的用药疗程及拮抗措施,做到有序、系统的对患者进行治疗。
(4)简化治疗方案:尽量减少患者用药的种类及次数,减轻其

服药负担,根据患者经济实力及要求选择疗效最好、性价比

最高、相对在患者承受范围内副作用最小的药物,并非一味

追求新药及进口药物,有助于患者长期治疗、坚持服药,从而

提高服药依从性。(5)科学质控:应用三级质控方法,结合

PDCA循环的科学程序,不断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6)建
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

帮助家属建立关于服药流程的措施,指导患者家属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从而提高老年患者的依从性,并指导患者两周后

进行复查。

1.2.2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分析采取干预措施后两组患

者服药依从性情况、疾病知识认知程度及“开关现象”、便秘、

精神症状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依从性的评价标准:(1)完全

依从:完全遵从医师和药师的医师的治疗指导;定点、定量的

服用,不错服;(2)基本依从:部分(超过或不足剂量用药、增
加或减少用药次数等)遵从医师的治疗指导(包括漏服一顿

药);(3)不依从:完全不按医师的治疗指导,不遵从医嘱。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百

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情况比较[n(%)]

组别 n 不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依从

对照组 691 183(26.53) 198(28.65) 310(44.90)

观察组 691 3(2.04) 42(6.12) 636(92.04)

χ2 12.00 55.62 123.44

P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认知程度比较:两组患者对疾病

知识的认知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比较[n(%)]

组别 n 不合格 合格 优秀

对照组 691 50(7.24) 344(49.78) 297(42.98)
观察组 691 5(0.72) 35(5.07) 651(94.21)

χ2 46 347 201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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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总发

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33,P <0.05),见
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开关现象” 便秘 精神症状 总发生率

对照组 691 51(7.38) 47(6.80) 44(6.37)142(20.54)

观察组 691 12(1.74) 9(1.30) 5(0.72) 26(3.7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帕金森患者由于群体的特殊性,服药禁忌证较少,但不

良反应较多,部分患者由于对自身疾病不了解以及对不良反

应具有畏惧心理,自行停药或减少药量,不愿意遵从医嘱按

时、按量、足疗程服药,依从性低[6]。而帕金森患者遵从医嘱

服药可大大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减慢疾病的进行性发展,

降低帕金森病并发症,同时有效预防压疮的发生。由于服药

导致的“开关现象”、便秘、精神症状等不良反应可以通过相

关拮抗措施处理或恢复,并不对会患者造成实质性不可逆的

危害[7]。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服药完全依从为636
例,占92.04%,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3.76%,对照组不良反

应总发生率为20.54%,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对照组

明显降低(P<0.05)。观察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

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采用建立品管圈、改良

护理措施、制定操作指引、组织培训、严密质控等综合措施护

理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帕金森患者服药依从性,提高患者对

于自身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减少不良反应。患者正确选择

服用药物与临床医疗护理措施的高效实施紧密相关,早期、

足量、足疗程的联合用药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患者病情进

展,减少并发症[8]。此外,医护人员需要每日定时查看患者

服药,并帮助患者按适当剂量服药,且日常在护理过程中将

床尾适当抬高或在患者膝下放置软枕,使患者躯体不易下

滑,每3h的定期查看,有效帮助患者及时进行翻身等活动,

促进局部组织血供及新陈代谢,有利于防治压疮[9]。建立护

理人员帮助患者提高服药依从性的品管圈后,不仅提升护理

人员个体专业素养及对体位护理重要性的认识,并且通过团

队的力量,提高护理人员对帕金森护理措施的执行力度,密
切沟通配合,也是提高护理整体水平的重要因素[10]。

  综上所述,采用建立品管圈、改良护理用具、制定操作指

引、组织培训、严密质控等综合措施能显著提高帕金森患者

服药依从性以及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度,降低机械通气时间,

降低“开关现象”、便秘、精神症状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值得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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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中法定计量单位对长度单位的要求

  医学中在微小的长度计量中以往常用的A
o
、μ(指μ作为

单位单独使用,代表微米)不属于法定单位,不宜再用,宜采

用法定单位中长度基本单位 m的分数单位,如nm、pm等。

以往将词头重叠的用法,如 mμm、μμm等,不符合法定计量

单位使用方法的规则,不宜再用,宜采用只有一个词头与单

位构成的分数单位,如nm、pm等。以往用X线波长的X单

位(舍巴恩单位)不是法定单位,不宜再用,宜采用 m的分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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