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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园地

全程关护护理在核医学检查中的应用*    

陆静佳,李 宁,柴 华,李玲玲,韦红娇,方建芸,杨鸿宇,杨 志,廖光星,李党生△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研究全程关护(TCT)护理在核医学检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接受检查的80例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TCT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每组40例,分别实施TCT护理和常规

护理。对患者核医学检查知识了解程度和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估,并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对核医学检查知识了解程度及护理满意

度差异。结果:TCT护理组对核医学检查知识总了解度(92.5%)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77.5%),护理满意度(95.0%)亦明显

高于常规护理组(8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TCT护理在核医学检查中能提高患者对检查相关知识

的了解程度,提高护理总满意度,使患者安全、有效地完成检查,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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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医学是一门涉及医学、生物学、核物理学、放
射化学、药学和电子工程学、计算机等的综合性学

科。核医学工作很多采用开放型放射性核素,操作

人员及周围人群可能受到电离辐射的外照射[1]。很

多患者及家属由于缺乏对核医学知识的了解,一谈

“核”即色变,常因害怕辐射而在检查前及检查中都

会或多或少产生焦虑、紧张、害怕心理,甚至出现完

成不了检查的现象。因此,加强患者的护理干预尤

为重要。全程关护(totalcareandtreatment,TCT)
护理是以服务患者为中心,从患者心理角度上思考

问题,以达到实施优质护理的目的。TCT护理干预

更能突出“以人为本”的护理核心,以更佳的护理模

式为患者提供全程、全面护理,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身

心状态[2],使患者能更好地完成检查。本研究旨在

探讨TCT护理在核医学检查中的应用效果,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在广西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接受检查的80例患者,随
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TCT护理组,每组40例。病

例纳入标准:(1)患者对本次调查知情,愿意签署知

情同意书参与调查;(2)符合核医学检查范围标准;
(3)意识清楚,听力视力正常,能正常交流沟通。排

除标准:(1)患者有精神类疾病者;(2)严重心、肺、肾
功能衰竭者。TCT护理组男21例,女19例;年龄

21~63岁,平均(50±3)岁;甲状腺静态显像4例,
全身骨骼显像32例,肾动态显像4例。常规护理组

男18例,女22例;年龄22~64岁,平均(51±5)岁;
甲状腺静态显像3例,全身骨骼显像32例,肾动态

显像5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疾病、疾病情况、文化

水平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核医学检查是使用放射性核素或其标记的化合

物为示踪剂注入人体后采取特异性或非特异性的方

式吸收或浓聚在特定的正常或病变的脏器组织,从
而利用核医学设备进行测定或显像以达到诊断目

的。检查方法按《核医学与分子影像临床操作规

范》[1]进行。

1.2.1 常规护理组 本组患者给予核医学科普通

护理[3],包括为检查患者合理安排检查,告知患者检

查时间,给予环境护理、患者随问随答护理模式。注

射前医护人员先准确地测量放射性药物的活度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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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患者体内。检查前将身上金属物品取出,以防导

致伪影影响检查结果;嘱患者排空小便,以免影响骨

盆部位骨骼病变的诊断。对因病不能排空小便者,
如条件许可,可在检查前给予患者导尿,避免尿液

(因尿液含有未吸收的显像剂)对患者体表的污染。
如发现已经污染,先清除后再进行检查。
1.2.2 TCT护理组 本组为患者采取TCT护理

模式,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注射前的护

理:核医学科护理人员首先认真核对检查申请单及

与申请检查项目是否一致,根据检查项目告知检查

前的准备;根据检查内容详细交代注意事项。如全

身骨扫描告知可正常饮食,按具体预约时间到核医

学科即可;如行肾动态显像,要求在检查前30min
饮水300~500mL,告知患者完成此项检查前需要

充分水化,因为良好的水化能减少膀胱接受99Tcm俄
歇电子的辐射剂量,也有利于显像结果的解读[4],耐
心、仔细回答患者或家属提出的问题。由于在核医

学检查中,需使用到不同的放射性核素标记药物,根
据不同的检查项目把对应的放射性药物注入到患者

体内,绝大多数患者缺乏对放射性核素的认识和了

解,内心会出现紧张、恐惧和焦虑等一系列心理反

应[5],加上很多患者身患癌症的压力,使患者处于更

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中。因此,医护人员应全面了

解患者情况,针对患者出现的对核素进入体内产生

害怕或恐惧的心理给予指导,如对患者解释放射性

核素99mTC的半衰期只有6h,有效半衰期会更短,
引入量相对很少,并且使用时大多数为一次性,因此

在体内蓄积引起化学危害性的可能性很小。在核医

学检查前医护人员以宣传小册和口头讲述两种方法

耐心向患者讲解核医学检查的原理及基本普及知

识。让患者了解核医学检查相关知识内容提高患者

的配合度能增加穿刺成功率降低药物泄漏发生,从
而更有利于完成检查,提高显像质量。与X线对比

剂不同的是放射性核素显像剂通常不会存在过敏反

应。(2)注射中和注射后的护理:医护人员要掌握各

种检查的适宜注射时间及放射性标记药物的名称、
使用方法及放射活度。注射前先准确地测量放射性

药物的活度,这对于影像的质量、患者的检查安全和

检查效果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测量剂量时双人核

对,并做好标记[6];注射部位要避开手腕、瘢痕和肿

胀部位。给药时必须小心谨慎,注意注射药物是否

泄漏于静脉周围,给予的放射活度是否全部注入患

者体内。因注射点药物外渗或静脉阻塞引起的注射

不良可导致探测器对放射性药物的清除率测量不

准,引起检查结果异常。需采取“弹丸”注射方式的

检查类别,注射点应尽量选择在右侧贵要静脉,因为

右侧贵要静脉距心脏较左侧近,可以提高“弹丸”注
射的质量[7-8]。“弹丸”注射显像剂的体积要小于

1mL,这样“弹丸”注射的质量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弹丸”注射后立即给予患者手前臂向上抬举90°,可
以有效降低放射性药物在腋部的滞留。注射核素过

程中询问患者有无不适,向其解释操作人员穿铅防

护衣等是因为医护人员长期接触放射线药物需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打消患者的顾虑。全身骨显像患

者注射显像剂后,告知患者2h内饮水500~1000
mL,并及时排尿;如因化疗后呕吐或进食受影响者,
可采取静脉点滴的方式补充液体;告知患者上厕所

时不要将尿液污染到皮肤或衣裤上以免干扰检查结

果。让患者注射显像剂后在候诊室内休息,为患者

配备电视设备、饮水设施,摆放绿色植物、设置书报

架,配备书报杂志;在候诊室墙面悬挂、张贴核医学

检查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内容形象、生动,尽量营

造舒适、温馨、轻松、和谐的环境,减轻患者等待检查

过程中的烦躁及焦急感。叮嘱患者在检查前排空小

便,将眼镜、帽子、皮带、钥匙及手机等金属物品取

下。对于因疼痛不适而难以维持显像体位者,可提

前口服或注射镇痛药物。检查完毕后协助患者起

身,询问患者有无头晕、胸闷等情况,对行动不便的

患者给予帮助。特别注意观察带有尿管、胃管等管

道的患者,注意保护避免牵拉脱出。
1.3 观察指标

  我科自制核医学检查相关知识了解程度问卷表

和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问卷表,内容包括核医学检

查了解情况、预约、接待、健康宣教、注射前护理、注
射中护理、注射后护理、侯检中的护理9个内容,两
组患者检查结束后进行填写。对核医学相关检查内

容按非常了解、部分了解、不了解3个级别分别统

分,(非常了解>90分,部分了解80~90分,不了解

<80分);护理满意度按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三

个级别分别统分,(百分制,非常满意>90分,满意

80~90分,不满意<80分)。再对TCT护理组和常

规护理组两组患者对核医学相关检查内容了解程度

和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核医学检查知识总了解度

=(非常了解+部分了解)例数/总例数×100%,护
理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例数)例数/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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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TCT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对核医学检查知识

总了解度分别为92.5%和77.5%,两组对核医学检

查知识了解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813,
P=0.02),见表1。TCT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总的

护理满意度分别为95.0%和82.5%,两组护理服务

质量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522,P
=0.009),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对核医学检查相关知识的了解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
了解

部分
了解 不了解

核医学检
查知识总
了解度

TCT护理组 40 27(67.5)10(25.0)3(7.5) 37(92.5)
常规护理组 40 15(37.5)16(40.0)9(22.5)31(77.5)

χ2 7.813
P 0.02

表2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总
满意度

TCT护理组 40 33(82.5)5(12.5) 2(5.0) 38(95.0)
常规护理组 40 20(50.0)13(32.5)7(17.5)33(82.5)

χ2 9.522
P 0.009

3 讨 论

  核医学检查是临床一项重要的检查,能为医师提供诊断

和治疗依据。因其核医学的特殊性,所以更要求医护人员提

供优质、高效、全面的护理,让患者减少或消除其心理顾虑,
配合医务人员顺利完成检查,提高检查质量,为临床治疗提

供重要依据[9]。常规护理往往不注重患者的心理动态,对患

者出现的困惑、恐惧、抗拒心理不够重视。很多患者对核医

学检查不了解,对带有放射性的药物注入体内产生害怕、排
斥心理,以致不能顺利完成核医学检查,这对于患者的诊断

及治疗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而TCT护理,在核医学检查前,医护人员主动向患者介

绍核医学检查的相关知识,以宣传小册和口头讲述两种方法

讲解核医学检查的原理及基本普及知识。讲解时避免专业

术语,内容通俗易懂,针对出现的对放射性药物恐惧的心理

给予指导,告知注入药物及其检查的安全性;向患者解释行

核医学相关检查对疾病治疗的重要性,让其以放松、合作的

心理状态接受核医学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
仔细告知患者各方面注意事项,动态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
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对行动不便、年迈、身体虚弱的患者给予

主动、及时帮助。主动提前告知其检查流程及注意事项,让

患者对整个检查过程一目了然、清楚明白。协助患者上床,
给予摆放合适体位,使其安全、舒适的完成检查。检查完成

后,协助患者下检查床,询问患者感受及有无不适,告知其检

查报告领取时间及复查时间。全程以微笑、耐心、细心、主动

关怀面对患者,以整体、全面的护理贯穿于整个核医学检查

过程。TCT护理不仅仅是完成护理操作那么简单,更大程

度上要对检查患者的心理动态进行观察,让患者完成检查提

高显像质量;TCT护理也更能体现和提升科室文化内涵,起
到更加积极的促动作用[10]。本研究结果示,TCT护理组患

者对核医学检查知识总了解度为92.5%,高于常规护理组的

77.5%(P<0.05);TCT护理组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总满

意度为95.0%,高于常规护理组的82.5%(P<0.05)。说

明在核医学检查中TCT护理可提高患者对核医学检查相关

知识的了解程度,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使其以放松、合作

的心理状态接受并完成核医学检查。因此,TCT护理在核

医学检查中是一种可行、可推广的护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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