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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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肾结石;皮肾镜取石术;并发症;医护一体综合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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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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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师负责制,先通过专科学习相关康复、手术并发症

及专项护理知识,定期开展理论及操作培训,入院后

主管医师即时进行病情评估并制定手术方案,手术

结束后将相关手术情况在早交班时通过影像资料传

达给主管护师;查房时采用主管护师跟随主管医师

查房,由主管护师追踪负责相关医嘱的执行及反馈,
同时将患者反馈信息及时与医师沟通,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入院时进行健康宣教,印发专项宣教手册,
做到每位患者都知晓常见并发症及预防方法,并采

用抽查方式进行评估宣教效果;每周开组会,动态跟

踪分析治疗效果及恢复情况,制定下一步方案。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包括:术后

感染率、拔除导尿管后出血、引流不畅、肾造瘘管脱

落、双J管脱落;(2)手术及术后情况:记录两组患者

的术中出血量、术后下地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住
院时间;(3)护理满意度评分:分数越高,患者满意度

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总体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6%,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34%(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及满意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术后下地时间、拔除造瘘管

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均 P<0.05),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

组别 n
并发症

术后
感染

拔管后
尿血

引流不畅
造瘘管
脱落

双J管
脱落

总发
生率

观察组 50 1(2.0) 2(4.0) 2(4.0) 2(4.0) 1(2.0) 8(16.0)
对照组 50 3(6.0) 4(8.0) 3(6.0) 4(8.0) 3(6.0) 15(34.0)*

           与观察组相比,*P<0.05。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x±s)

组别 n
术中出

血量/mL
术后下地
时间/d

拔除造瘘
管时间/d

拔除导尿管
时间/d

住院
时间/d

满意度
评分/分

观察组 50 113.43±18.34 3.53±0.71 5.36±1.32 3.24±0.88 6.43±1.29 93.92±4.29
对照组 50 173.82±22.28* 5.99±1.32* 7.54±1.83* 5.27±1.21* 9.43±2.19* 87.49±4.32*

     与观察组相比,*P<0.05。

3 讨 论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护理在临床诊疗中

的作用日渐突出。新型专业结构的护理人员积极的

参与到了患者的术前评估、术后康复及随访当中,医
护关系也逐渐由最初的主导-从属关系变为并列互

补模式。但由于传统的重医轻护的观念,医护合作

仍不理想。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医护合作及积极的

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及缩短康

复时间,并能有效改善护理工作环境[3]。护理工作

环境是指在提供护理服务时,护士对于工作控制的

环境及自主性及责任感。护理工作环境对于护士的

绩效、离职密切相关,对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及患

者预后都有重要影响。如何改善护理环境、提高护

理人员的积极性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在临床实践工作中积极探索,运用医护一体化

综合护理模型,可以加强医护之间、医患之间的沟通

及联系,做到每个患者都有专门的主管医师、主管护

师,责任明确,同时通过调动积极性,形成通力合作

的良好氛围,改善治疗效果。医护共同制订实施治

疗方案,医护密切配合,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在医

护一体模式强调加强护理人员在团队合作中的主导

性,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成就感,进
一步推动了医护合作的顺利高效运行。资源配置数

量及其结构的合理性关系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医
护人员作为医疗服务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其配置方

式是否合理有效,人员组合是否能够发挥最大的工

作效率,是关系到整个医院能否健康长久发展的关

键[4]。医护一体化的突破了传统医护各自为阵,不
相沟通的局面,优化了资源配置模式。医护人员在

共同制订治疗康复方案中,共同关注如何提高医疗

安全和质量,减少了无效、无益的医疗干预;提高了

工作效率,避免了如非计划性退药、非计划性修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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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等无效工作,从而使医生、护士能够在更加安全有

序的环下高效地完成工作[5]。同时,医护一体模式

加强了医药器械资源的协调计划,提前申请储备,提
升了工作效率。
  皮肾镜取石术作为目前治疗肾结石的主要微创

手术方式,具有微创、恢复快、疗效确切的特点,但由

于手术损伤了肾脏部分组织,术后容易并发出血、引
流管脱落、引流不畅及尿血等并发症,而且由于伤口

小,有时候容易忽视并发症的早期表现,造成严重后

果,延长了患者的康复时间及住院时间[6-7]。如何早

期预防、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并发症的发生,是临床

工作者着重思考的问题。
  本研究中,针对皮肾镜取石术并发症发生率高

的情况,强化医护一体综合护理,有效降低了术中出

血量,缩短了下地时间及拔除导尿管、住院时间,有
效地缩短了患者的康复时间,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此外,观察组术后感染、尿血、引流不畅、引流管及双

J管脱落的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果表明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能降低并发症

的发生,原因可能为围手术期进行切实有效的护理

及健康宣教是重点,有效地提高患者及家属配合度、
医嘱遵从率;另外一方面,由于加强了医护之间的沟

通,改过去的被动沟通为主动沟通,主管医师及护师

之间密切进行沟通,有效地提高了医嘱的执行度,从
而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此外,我们认为最

重要的一点体会就是通过成立专门护理小组,加强

了业务学习及交流,整体医护人员专业知识得到了

有效地提高,带动了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
  综上,医护一体化综合护理通过加强医患、医护

之间的沟通,可有效降低手术相关并发症,缩短康复

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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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置双J管的经皮肾镜碎石术后行肾造瘘
冲洗的临床护理效果观察*

何淑贤,龙福芝,王菊廷,苏小霞

(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钦州 535001)

摘要 目的:观察不留置双J管的经皮肾镜碎石术(PNCL)后应用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的临床护理效果。方法:将行不

留置双J管的PNCL治疗的100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实验组术后给予生理盐水持续进行

肾造瘘管冲洗护理,对照组术后不用生理盐水持续进行肾造瘘管冲洗,比较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护理满意度。结果:实
验组出血、尿漏、腰痛、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不留置双J管的PNCL术后行肾造瘘冲洗能够显著减少患者的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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