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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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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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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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皮肾镜碎石术(percutaneousnephrolithot-
tipsy,PNCL)为治疗肾结石病常用方法之一,该治

疗方法术后通常需要留置双J管和肾造瘘管进行引

流,目的是保持治疗部位的引流通畅,同时利用管子

的填塞压迫肾脏通道而抑制出血[1]。然而,留置双J
管和肾造瘘管通常会导致不适症状,且若引流不畅,
患者容易出现出血、尿漏、腰痛、感染等并发症,影响

患者的预后。对肾造瘘管的常规护理是采用引流方

法,但引流效果不满意,而肾造瘘管冲洗能够更好地

促进管道通畅[2-3]。本文通过对比不留置双J管的

PNCL术后行肾造瘘管冲洗和常规肾造瘘管引流的

效果,旨在为不留置双J管的PNCL患者提供更好

的护理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

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PNCL术的100例患

者,均不留置双J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每组50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结石数

目、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1。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女),n

年龄/岁,
x±s

结石数目/
个,x±s 病程/年,x±s

实验组 50 24/26 43.70±1.74 1.300±0.07 1.40±0.075
对照组 50 25/25 40.64±1.48 1.340±0.08 1.54±0.107

1.2 护理方法 实验组患者术后应用常温500mL
生理盐水和输液管进行密闭式持续肾造瘘管冲洗,
开始时一般调节速度为40~50滴/min,每隔2h观

察引流液的颜色变化以调整冲洗速度,在这个过程

中保持有效引流,记录冲洗液量及尿管引流量。
24h后根据引流液的颜色决定是否继续冲洗。对

照组患者术后不用生理盐水持续进行肾造瘘管冲

洗。
1.3 效果观察 观察两组患者出血、尿漏、腰痛、感
染等情况。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护

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为

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4个等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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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实验组出血、尿
漏、腰痛、感染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住院时间比较 实验组患者平术后均住

院时间为(5.8±0.5)d,对照组为(7.5±0.4)d,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的护理满

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2.061,P=0.039),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n(%)]

组别 出血 尿漏 腰痛 感染

实验组
(n=50) 1(2) 3(6) 5(10) 2(4)

对照组
(n=50) 6(12) 10(20) 13(26) 10(20)

χ2 3.953 4.332 4.336 6.061
P 0.0468 0.0374 0.0373 0.0138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项目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Z P
实验组 45 4 1 0 -2.061 0.039
对照组 38 2 7 3

3 讨 论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PNCL目前已成为治疗肾结石和上段输尿管结石的

标准方法之一。常规的PNCL术后常留置肾造瘘管

和双J管。传统观点认为,输尿管手术后置入双J
管作用在于支撑与内引流,利于黏膜修复,防止粘

连,解除炎症水肿引起的暂时性梗阻,使输尿管持续

扩张,促进结石排出[4]。但也有研究表明,输尿管支

架管可减少肾盂和输尿管的自主运动,同时可刺激

输尿管黏膜,导致输尿管平滑肌间歇性的痉挛,影响

结石的排出[5-6]。同时,留置双J管和肾造瘘管常会

引起腰区疼痛、膀胱刺激征和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双
J管相关并发症也是PCNL术后非计划复诊的主要

原因,且术后需择期经尿道取出双J管,而给患者带

来了很大的痛苦和不便,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因此,是否可以选择不留置双J管(无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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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减少并发症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PCNL 无 管 化 技 术 (tubelessPCNL)是 由

Wickham等[7]在1984年首先提出。无管化PCNL
是对传统PCNL引流方式的大胆探索,自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多家中心开展了

无管化PCNL的研究,探讨不放置双J的可行性和

安全性[8-10]。Goh等[9]报道行部分无管化 MPCNL
病例中,30%患者术后明显感觉到双J管引起的不

适,如疼痛及持续的膀胱刺激症状,其中有60%的

患者需要镇痛药和(或)解痉药来缓解症状。此外,
留置双J管可导致活动后出现血尿,双J管脱落或

者上移等并发症。而不留置双J管将有可能使以上

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但不留置双J管是否会

导致术后输尿管梗阻,从而导致尿漏和尿外渗增多,
传统的肾造瘘管引流是否有效引流出积血,目前尚

未明确。
  引流护理是一种被动的护理方式,而肾造瘘管

冲洗是一种主动的护理方式。在本研究中,实验组

患者术后应用常温生理盐水和输液管进行密闭式持

续肾造瘘管冲洗,术后刚开始冲洗时,一般调节速度

约为40~50滴/min,然后根据引流液的颜色变化情

况来调整冲洗速度,冲洗过程中须密切关注以下几

个问题:(1)保持冲洗管引流通畅,冲洗液能有效排

出;(2)准确记录冲洗液量及尿管引流液量,防止进

多出少;(3)定期巡视患者,观察有无腰胀、腰痛情

况;(4)根据4h、24h后视引流液体的颜色变化情况

来决定是否继续冲洗。本研究中,实验组大部分患

者24h后冲洗的引流液颜色变淡,可以考虑停止冲

洗。本研究对行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与不冲

洗肾造瘘管两种方法的临床效果进行比较,发现行

盐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后,实验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行肾造瘘管冲

洗可以有效减少肾结石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笔

者认为,实验组通过主动的生理盐水冲洗,可以高效

地将损伤部位的内容物,如尿液、血块等干净彻底冲

洗出来,从而降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
  目前国家提倡优化诊疗流程,加强围手术期管

理,加快周转,缩短平均住院时间,降低患者的住院

费用,从而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本研究结果表

明,实验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日为(5.8±0.5)d,对
照组为 (7.5±0.4)d,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表明盐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可以有

效缩短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本研究观察患者术后住

院时间而不是总住院时间,原因是为了排除术前住

院时间的影响,更好评估盐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对

患者术后住院时间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实验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减少,缩短了康复时间及术后住

院时间。
  护理工作是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

竞争日益激烈的医疗市场,护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反

应了医疗水平的高低。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笔者认为,患者满意的提高与临

床效果的提高和术后盐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并发症

的减少有关,另外,实验组需要护士定期观察引流液

颜色变化情况,对患者的不适能够及早发现和处理,
定期观察过程中也延长了护士与患者的交流时间,
增加患者对医护的信任感,在一定程度也会对患者

护理的满意程度产生影响。
  总之,不留置双J管的经皮肾镜术后行生理盐

水持续冲洗肾造瘘管可以有效减少PNCL术后并发

症,提高患者满意度,促进医患和护患关系和谐,临
床效果满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杨庆亚,黄晓波,许清泉,等.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常规夹

闭肾造瘘管的必要性研究[J].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2017,17(2):137-140.
[2] 曾四平.部分无管化经皮肾镜治疗上尿路结石临床观

察[J].重庆医学,2016,45(27):3836-3838.
[3] 董 策,郑俊斌,陈孝敏,等.肾造瘘管在PCNL术后的

应用价值[J].浙江临床医学,2016,18(2):260-262.
[4] 刘克龙,周 兴.双J管的临床应用及并发症[J].实用

医学杂志,2002,18(5):523-524.
[5] RAMSAYJW A,PAYNESR,GOSLINGPT,etal.

TheeffeetsofdoubleJstentingonunobstruetedure-
ters.Anexperimentalandclinicalstudy[J].BrJUrol,

1995,57(5):30-34.
[6] RYANPC,LENNONGM,FITZPATRIEKJM.The

effectsofacuteandchronicJJstentplacementonupper
urinarytractmotilityandcalculusplacement[J].BrJ
Urol,1994,74(4):434-439.

[7] WICKHAMJE,MILLERRA,KELLETTMJ,etal.
Percutaneousnephrolithotomy:onestageortwo? [J].
BritishJouraalofUrology,1984,56(6):582-585.

[8] BELLMANGC,DAVIDOFFR,CANDELAJ,etal.
Tubelesspercutaneousrenalsurgery[J].Br.JUrol,

1997,157:1578-1582.
[9] GOHH,WOLFJS.Almosttotallytubelesspercutane-

ousnephrolithotomy:furtherevolutionofthetech-
nique[J].JEndourol,1999,13:177-180.

[10]LOJANPIWATB,SOONTHORNPHANS.Tubeless
percutaneousnephrolithotomyinselectedpatients[J].J
Endourol,2001,15:711-713.

(本文编辑:韦所苏) 

·009·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June;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