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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园地

早期功能锻炼康复操在老年心脏起搏器    
植入术后患者的应用效果*    

郑 梅,邹宝林,张 瑶,谭知知,黄静云,梁 洁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血管内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应用自行编制的起搏器植入术后康复锻炼操指导老年患者进行术后早期功能锻炼,评价其对老年起搏器植入患

者术后肩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的效果。方法:将50例老年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康复组患者由护

士按起搏器术后康复操方案指导功能锻炼,对照组患者术后按常规宣教及护理。术后1周及12周,采用肩关节功能综合评定

量表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肩关节活动功能、肩关节疼痛程度3方面进行评价,术后12周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术后

1周,康复组患者肩关节活动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周,康复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肩
关节活动功能、肩关节疼痛及肩关节功能综合评定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起搏器术后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可改善老年患者肩关节活动功能,并可进一步提高老年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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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及起搏器适应证的拓

展,起搏器植入患者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由于植

入器械和技术方法的不断改进,常见的手术并发症,
如穿刺并发症、电极脱位、囊袋出血、囊袋感染等发

生率下降。但起搏器植入术后由于术侧肢体制动、
伤口疼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肩关节活动障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1]。近年来,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

早期功能锻炼逐渐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为此,本
组与运动医学、起搏器程控员、医护人员共同摸索和

编制了一套起搏器术后患者早期功能锻炼方案,并
通过临床对照观察,对该方案进行临床有效性和安

全性的评价。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5年2月至2017年12月在广西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血管内科行永久起搏器植

入术的患者50例,其中男32例,女18例,年龄60~
80岁。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符合

2008年ACC/AHA永久起搏器植入术的Ⅰ类或Ⅱa
类适应证[2];(3)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自愿参加本

研究。排除标准:(1)术前存在肢体活动障碍者;(2)

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者;(3)语言表达不清或语言沟

通障碍、听力问题、认知障碍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每组25例。康复组男

16例,女9例,平均(68.68±4.77)岁,生活自理能

力(ADL)评分(97.60±4.59)分;对照组男18例,女
7例,平均(66.72±4.16)岁,ADL评分(96.20±
5.64)分。两组患者年龄、性别、ADL评分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心脏永久起搏器植入方法:所有患者均经左侧

锁骨下静脉途径植入永久起搏器。1%利多卡因进

行局部麻醉,锁骨下穿刺固定针头,送入导引钢丝,
切开皮肤,逐层钝性分离皮下组织制作囊袋,经静脉

植入起搏电极,固定并测量各项参数,连接脉冲发生

器,关闭囊袋,缝合皮下 组 织 及 皮 肤。术 后 卧 床

24h。
1.2.1 对照组 本组患者按术后常规护理及健康

宣教,术后绝对卧床24h,嘱患者术后1周内避免术

侧肢体外展、高举过头或剧烈活动,避免提重物。术

后1个月后返院进行起搏器程控1次。再次交代术

后注意事项。
1.2.2 康复组 由主任医师、护士长、体育医院康

复专家、起搏器公司工程师、责任护士组成康复小

组,共同合作设计起搏器植入术后早期功能锻炼方

案,并将方案制成示范图,给患者及家属进行示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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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术后4h开始进行功能锻炼,具体步骤包括:
(1)站立于患者的上方按揉锁骨上窝30次;(2)按揉

耳后5次后轻推至锁骨下窝重复6次;(3)按揉颈后

5次后轻推至锁骨上窝,重复6次;(4)按揉颈肩部

5次后轻推至锁骨上窝,重复6次;(5)用四指按揉

肩后肌肉15次(注意不要牵拉到胸前部的皮肤);
(6)按揉腋窝30次;(7)按揉肩部30次;(8)按揉上

臂上端一圈共60次,然后向上推;(9)按揉肘窝

30次;(10)按揉下臂下端一圈约60次,然后向上

推;(11)按揉下臂下端一圈约60次,然后向上推;
(12)按揉手掌30次,然后撑开手掌;(13)点头运动,
手轻扶患者额头,前4拍与护士的手对抗,后4拍与

枕头对抗;(14)摆头动作,一共2个8拍;(15)摇头

动作,一共2个8拍;(16)耸肩动作,一共2个8拍;
(17)抓握练习,尽最大力量用力内收外张开和紧握

手指,一共4个8拍;(18)腕部练习,手掌自然打开,
先由内而外旋转2个8拍,再由外而内旋转2个

8拍;(19)肘部练习,用力内收外张开和紧握手指,
一共4个8拍;(20)肩部对抗练习,术者压住患者肘

窝,患者抬臂与术者做对抗。然后再与床做对抗,一
共做2个8拍;(21)上臂内收外展对抗练习,术者压

住患者肘窝,让患者与术者对抗,做内收和外展动

作,一共做2个8拍;(22)综合对抗练习,双手合十,
指尖朝向下颌位置,对抗用力,一共2个8拍;(23)
最后整体放松肌肉运动。全套康复操术后24h至

7d,2~3次/d。
1.3 观察指标

1.3.1 生活质量 于术后12周,根据张代民等[3]

针对起搏器植入术患者所编制的量表评价患者生活

质量,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一般认

知,共4个维度3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级Lik-

ert评分,分为“根本没有”、“几乎没有”、“有一些”、
“大多数有”、“非常明显”,分别为5分、4分、3分、
2分、1分,总分170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

好。
1.3.2 肩 关 节 功 能 分 别 于 术 后1周 及 术 后

12周,采用上海肩周炎临床优势专病建设中心设

计[4]的肩关节功能综合评定量表进行评定。该量表

包括日常生活能力、肩关节活动功能、肩关节疼痛

3部分,总分分别为35分、30分、35分,综合总分

100分。分数越高,说明肩关节功能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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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1周及12周肩关节功能评分比

较

  术后1周,康复组肩关节活动能力评分高于对

照组(P<0.05),而两组肩关节功能综合评分、日常

生活能力及肩关节疼痛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术后12周,康复组患者肩关节

功能综合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肩关节活动功能评分

及疼痛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见
表1。
2.2 两组患者起搏器术后生活质量比较

  术后12周,两组患者起搏器植入术后躯体功

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及一般认知得分比较,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术后1周及12周肩关节功能评分比较(分,x±s)
项目 组别 n 术后1周 术后12周

肩关节功能综合评分 对照组 25 43.78±6.382 63.48±7.430
康复组 25 46.48±4.574 77.02±6.854

t -1.719 -6.696
P  0.092  0.000

日常生活能力 对照组 25 22.48±3.242 25.68±3.659
康复组 25 21.48±3.043 29.32±1.573

t 1.125 -4.569
P 0.266  0.000

肩关节活动功能 对照组 25 10.30±2.824 14.00±3.061
康复组 25 12.40±2.101 19.10±3.526

t -2.982 -5.460
P  0.004  0.000

疼痛 对照组 25 11.0±6.922 23.80±8.326
康复组 25 12.60±4.359 28.60±4.898

t -0.978 -2.484
P  0.333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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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起搏器术后生活质量比较(分,x±s)

组别 n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一般认知 生活质量总分

对照组 25 33.72±3.646 28.68±2.249 19.0±3.082 20.76±2.296 102.16±6.920
康复组 25 35.76±3.503 32.72±2.051 21.04±3.360 22.08±2.196 111.60±3.830

t -2.017 -6.635 -2.237 -2.077 -5.968
P  0.049  0.000  0.030  0.043  0.000

3 讨 论

  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是一种有效治疗各种缓慢心

律失常,提高生存质量的方法,近几年来,起搏器植

入患者呈快速增长趋势[5-6]。其中,老年患者比例占

70%~80%[7]。80岁以上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患者

也越来越常见[8]。传统观点认为,起搏器植入术后,
由于电极刺激心肌和心内膜,易出现局部组织水肿,
从而使心肌与电极附着不牢,因此传统的护理方法

是指导患者术侧肩关节制动可避免和预防因术侧肢

体早期活动或者因活动过度而导致起搏器电极移

位。目前国内外在起搏器植入术后仍然以术后制动

占主导,近年来,因预防起搏器电极导线移位而过度

制动术侧肩关节所导致的肩部不适问题日益突出,
已成为影响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重

要因素[9]。国外研究者 Korte等[10]报道显示有高

达62%的起搏器植入术患者曾出现肩痛和肩关节

活动障碍。国内研究者也陆续发表关于术后患者发

生术侧肩关节活动障碍、术侧肢体肿胀甚至静脉血

栓形成的报道[11]。其主要原因可能包括:高龄患

者,术前可能存在隐匿的肩关节疾患;手术时间延

长;术后由于伤口疼痛和患者的恐惧心理,加压包扎

的时间延长,以及患者术侧肩部制动时间增加、老年

患者血流缓慢、血管不同程度的粥样硬化[12]。因

此,老年患者术后肩关节活动障碍等问题越来越受

到关注和重视,国外内也有学者提出早期功能锻炼

的方案[13-14],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老年患者术后康复

指导的相关报道。
  早期功能锻炼康复操可有效改善老年患者肩关

节功能。本研究设计的早期功能锻炼康复操,主要

针对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包含手术部位周围肌肉

和淋巴的按摩以及手腕部的阻抗运动,整个功能锻

炼方案设计适用于术后7d早期循序渐进的功能锻

炼,康复操前半部分主要由护士给予患者肩周的按

摩和护理,后半部分由护士指导和协助患者进行阻

抗运动,使患者肩周关节和肌肉放松,促进老年患者

肩功能恢复,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功能锻炼康复操可

以改善老年患者肩关节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缓解肩关节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郭英

等[15]研究结果相一致。

  一对一的指导训练可增加护患之间的交流,使
护理人员更进一步的了解老年患者心理状况,及时

发现问题,有利于缓解老年患者的术后紧张情绪,增
强老年患者遵医行为,有利于康复操的实施。本研

究实施过程中,康复操的运用和实施获得老年患者

一致好评和认可,有利于老年患者术后康复。
  综上所述,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的老年患者早

期进行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能够改善肩关节功能

和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本研究不足之处

在于观察病例数较少,观察时间较短,远期的有效性

和风险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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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一体综合护理模式在经皮肾镜取石术
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周 莹,柯 澜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医护一体综合护理在经皮肾镜取石术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在广西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100例肾结石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方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50例。观察组采用

医护一体综合护理进行护理,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拔除肾造瘘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并发症、
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率的差异。结果: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术中出血量、术后下床时间、拔除肾造瘘管时间、拔除

导尿管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医护一体综合护理模式可以降

低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康复时间,提高患者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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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既往多采用切

开取石的手术方式,但因创伤大逐渐被经皮肾镜手

术所取代。皮肾镜取石术已成为目前治疗肾结石的

主要手术方式,具有微创、恢复快等优点。但由于肾

脏组织本身的特点,术后容易并发出血、感染等并发

症[1-2],如何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是我们的研究重

点,本文自2016年采取医护一体综合护理,提高了

围手术期医疗及护理质量,并有效的降低了并发症

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在广西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100例肾结石患者,按

照随机数字方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50例。病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诊断为肾结石,结
石的位置均位于第4腰椎水平以上;体外冲击波碎

石治疗无效的患者;无明显手术禁忌证患者。排除

标准:输尿管结石伴中重度肾积水的患者;合并有

肾肿瘤或肾结核的患者;患有精神疾病或智障,不能

配合调查者;其中观察组50例患者,男31例,女
19例,年龄45~72岁,平均(54.3±4.9)岁;对照组

50例患者,男33例,女17例,年龄46~76岁,平均

(56.3±5.2)岁。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被告知病情及

治疗方式并签署之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

学学会审核批准。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围手术期护理,包括常规

的入院健康指导、饮食及康复指导、病情常规观察。
1.2.2 观察组 采取医护一体综合护理,成立专门

的医疗护理小组,由科室主任牵头,主管医师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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