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ent-perceivedsatisfactionofperipherallyinsertedcen-
tralcathetersinterminallyillcancerpatients:apro-
spectivemulticenterobservationalstudy[J].Supportive
CareinCancer,2016,24(12):4987-4992.

[5] 姜 敏,张 帆,李 红.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

管与超声引导下置管对置管感染影响的临床研究[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5,25(9):2023-2024,2027.

[6] 刘 洋,刘 宁,郝振民,等.乳腺癌患者超声中心静脉

导管引导置管感染的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6,26(16):3766-3767,3770.

[7] 张 伟.肿瘤患者留置PICC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研

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6):1306-1307.
[8] 赵林芳.国内外输液小组与PICC管理研究进展[J].中

国护理管理,2009,4(2):5-9.
[9]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血管内导管相关感染的预

防与治疗指南(2007)[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8,

28(6):413-421.

(本文编辑:韦所苏)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July;35(7)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自筹

课题资助项目(No.Z2015504)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2017-09-07

运用医疗APP延续性护理促进断指再植
患者手功能康复的效果观察*

胡艳艳,王 琦△,郑 捷,韦苏怡,陆梅凡,黄玲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手外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应用移动医疗应用程序(APP)延续护理促进断指再植术后患者手功能康复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

3月至2017年3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手外科收治的断指再植患者200例(单指),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97例)和观察组(103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健康教育和电话随访,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医疗APP进行延续康

复护理与随访。6个月后对两组患者的再植指体手功能康复疗效进行记录分析,分别于出院后1个月、6个月末观察患者康复

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观察组再植指活动角度与手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患者出院后1个月、6
个月末康复健康教育知识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断指再植术后应用医疗APP进行延续护理能够明显提高手功

能康复疗效,提高患者康复健康教育知识水平及依从性,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医疗APP;延续护理;断指再植;康复

中图分类号:R47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8)07-1033-03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8.07.036

  随着我国工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手指

离断伤发生率呈增长趋势,已成为我国职业安全的

重要问题[1],而断指再植手术是恢复肢体完整性和

功能的最佳治疗手段。据统计,我国断指再植的成

活率高达90%以上[2],然而,断指成活并不代表断

指再植成功,评价的最重要指标为再植手功能恢复

状况。目前我国在再植手功能恢复方面缺乏重视,
断指再植患者出院后缺乏延续康复护理指导,容易

出现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再植手功能恢复很大程

度上依赖长期、系统、科学的康复训练,患者是否掌

握康复健康教育知识以及是否配合功能锻炼起到关

键作用[3]。延续性护理是近20年来国际上发展起

来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以家庭探访等形式进行延

续护理,但存在高失访率和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
患者未能得到高质量、有效的管理,随着移动互联网

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智能手机移动医疗应用程序
(application,APP)被广泛应用在卫生保健、疾病预

防知识传播以及患者健康行为提高等方面,在患者

健康教育、疾病自我管理以及患者远程监控与随访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4]。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创伤骨科手外科对断指再植患者运用医疗

APP进行延续性护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在本院行断指

再植术的患者200例(200指),病例纳入标准:(1)
按照临床路径规范诊治行断指再植(单指)并成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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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2)出院后随访时间6个月以上,且无失访;
(3)患者或家属能使用智能手机、知情同意参与出院

后延续护理与随访。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97例,其中男68例,女29
例,年龄16~56岁,平均38.9岁;观察组103例,其
中男71例,女32例,年龄18~64岁,平均35.2岁。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断指离体时间、离断

单指体、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健康教育指导,并定期提

醒患者复查和电话随访,了解康复情况。观察组在

患者出院时除实施常规出院健康教育外还应用医疗

APP进行延续性护理和随访,具体干预措施:(1)组
建延续护理随访小组,由1名护士长、1名专科主任

医师、1名康复科高级技师、5名具有5年以上骨科

临床经验的高年资护士组成。护士长负责组织实

施、检查协调。专科主任医师负责患者咨询指导、答
疑解惑。康复技师负责给予专业的康复训练指导。
护士负责指导患者或家属下载、安装医疗 APP,注
册并完善个人信息绑定用户,建立每位患者的健康

随访档案,收集并详细记录患者复查结果、随访中出

现的问题,为下一步护理干预及健康指导提供可靠

依据。(2)康复指导,注册成功后医疗 APP后就开

始为患者定制个性化、自动化协助管理和随访方案,
内容包括:①建立断指再植专属病例资料库,记录数

据并进行病情跟踪,更有统计分析助力科研;②患教

中心,提供针对性的康复指导,定期推送文字、图片、
视频等信息,主要内容:健康教育知识和图片、饮食

指导、心理疏导方法和康复锻炼患教视频等;③随访

计划,定时提醒自动发送问诊表和提醒随诊,及时跟

踪患者恢复情况,调查康复知识掌握情况并了解满

意度,从而取得更好的随访资料;④免费电话,提供

指导和咨询服务,依照美国 HIPPA标准,保护隐私

安全。康复技师为患者及时释疑解惑进行专业康复

训练指导。患者可以通过医疗 APP与医生、护士、
康复师进一步的交流,直接解决传统门诊的沟通短

板。可以加强医护患间的沟通,提高患者居家管理

及家属照护的能力,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发生[5]。

1.3 观察指标

1.3.1 再植手指活动角度 出院前教会患者或家

属判断及测量再植手指被动及主动弯曲的程度,一
般使 用 关 节 活 动 度(rangeofmotion,ROM)检
查[6],包括手指被动运动弯曲度数及主动运动手指

弯曲度数,在患者出院后6个月用量角器测量,正常

手指屈曲100°~120°,伸展0°。分为4级:Ⅰ级,手
指弯曲0°~30°;Ⅱ级,手指弯曲30°~60°;Ⅲ级,手
指弯曲60°~90°;Ⅳ 级,手指弯曲>90°。
1.3.2 再植手指运动功能恢复情况 断指再植功

能评定标准参照文献[7],80~100分为优,60~
79分为良,40~59分为差,<40分为劣。
1.3.3 健康知识掌握评分 分别于出院后1个月、
6个月,使用自拟评价量表对患者康复健康知识进

行评分,内容包括断指再植术相关知识、出院后注意

事项、并发症预防、健康教育知识、自我护理知识、复
诊方式等10个项目内容,每项内容分为掌握(10
分)、基本掌握(8分)、未掌握(5分)3个等级。满分

100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健康管理知识掌握程度

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内部一致性,
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0.79,重测信度系数为

0.83,内部一致性0.911。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
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Wilcoxon秩和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手指主动、被动弯曲度数及再植指功

能评分比较

  术后6个月,观察组患者手指主动、被动弯曲度

数及再植指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见
表1、表2。
2.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评分比较

  出院后1个月、6个月,观察组健康知识掌握评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1 术后两组患者手指主动、被动弯曲度数评分比较(n)

组别 n
主动弯曲角度 被动弯曲角度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 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 级

对照组 97 20 50 18 9 8 41 21 27
观察组 103 4 15 28 56 1 4 24 74
U 9.600 7.653
P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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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再植手指运动功能恢复情况比较[n(%)]

组别 n 优 良 差 劣

对照组 97 19(19.6) 29(29.9) 38(39.2) 10(10.3)
观察组 103 46(44.7) 38(36.9) 18(17.5) 1(0.9)

U 2.560
P 0.008

表3 两组患者出院后健康知识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出院后1个月 出院后6个月

对照组 97 76.62±6.02 50.75±7.46

观察组 103 82.78±2.11 88.06±4.58

P <0.05 <0.01

3 讨 论

3.1 应用移动医疗APP进行延续护理具有重要意

义

  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制定“互
联网+”行 动 计 划,并 将 其 作 为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2016年,全国“两会”再次就医改话题提出互联网医

疗问题,实现“互联网+健康医疗”的发展战略目标,
均为移动医疗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导

向[8]。移动医疗 APP是基于移动智能手机中用于

进行医疗服务行为的第三方应用软件,是移动医疗

实现的一种应用形式。应用移动医疗 APP对断指

再植的患者进行延续护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满足了患者及家属对术后康复知识的需求,提供

了一个更方便获取相关信息并与医务人员交流的平

台,高效发挥了有限医疗资源的作用[9]。随访是医

院服务功能的延伸,通过随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

解该种疾病的预后。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运用大

数据精准医疗护理技术,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10],
我们可以随时掌握断指术后患者的病情,并快速提

供一个全面系统的治疗、护理、康复锻炼计划进行远

程间接随访,提高患者就医效率和满意度。

3.2 延续性护理促进断指再植手功能康复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指间关节活动度及手

功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说明延续性

护理对断指再植出院后患者再植手指功能康复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手外科护理主要关注于

临床,对患者出院后的自我管理能力重视度低,相关

报道也较少。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出院后

1个月、6个月健康知识掌握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0.05或P<0.01),由于专科医院床位不足及患者

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不能保证患者住院接受全

程康复训练,而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护理

人力资源紧缺,如何给出院的断指再植患者提供专

业的护理指导和康复锻炼计划,确保患者出院后的

延续护理,是目前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11]。基于现

代医院管理中优质护理服务的需求,各医院都积极

推行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服务,由于疾病的不同,延
续康复护理的模式和内容也有差异,我科通过运用

医疗APP对断指再植患者实施延续康复护理,使护

理工作从院内延伸到家中,随时可以发现患者存在

的健康问题,及时给予正确的康复指导和帮助,使住

院护理计划和出院护理计划得到连续和协调,更利

于患者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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