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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损伤。保护碎石机及光纤，按操作规程正确使

用，以延长光纤的使用寿命。术前应仔细检查瞄准

光的完整性，巡回护士启动钬激光器预热，先后打开

显示屏、摄像仪、冷光源，调节摄像系统，保持图像清

晰。设置激光功率为0．6一1．5 J，能量8一10 Hz。

经上述工作通道在显视屏直视下钬激光碎石，将较

小碎石冲出体外，较大结石用取石钳夹出，术后患侧

输尿管常规留置双J管(。肾结石术后要留置肾造瘘

管，并妥善固定，以备二期碎石)。术中保持灌洗液

的连续性，防止中断，避免气泡进入而影响内镜的视

野。调整合适的灌洗速度，避免灌注过快，压力过大

导致结石移位。天气寒冷时，注意灌洗液的加温，一

般用39—40℃温生理盐水，同时注意手术间的保

暖，术后将患者的结石放在已备好的标本袋中。

2．5术后护理术后去枕平卧6—8 h，严密观察患

者生命体征变化，每1 h 1次，平稳后改为4 h 1次，

观察患者尿液颜色、腹部体征及有无胸痛、胸闷、呼

吸困难等症状。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多饮水，

每天2 000～3 000 ml，预防感染。多食营养丰富的

食物及新鲜、富含粗纤维的蔬菜及水果。

3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初钬激光应用于临床以来，

其在泌尿外科腔道治疗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成为

泌尿系结石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优点h5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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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深度浅，碎石过程中无电流释放，热量极少，钬

激光的组织穿透度<0．5 mm；(2)效率高，能迅速粉

碎各种成分的结石，结石碎粒<2 mm；(3)创伤轻，

痛苦小，恢复快；(4)具有切割、汽化及电凝等功能，

对结石合并息肉者，可同时将息肉汽化切除。

该手术所用的仪器设备多，术前应详细检查各

种设备的性能和完整性，碎石时光纤须露在内镜

外【6J。巡回护士熟悉钬激光的性能，掌握操作程

序、技术参数和注意事项，术中根据病情及医生要求

及时调整。钬激光仪、光纤、输尿管镜、监视系统均

为精密仪器，术中操作、术后保养均应轻拿轻放。光

纤为脆性材料，不能过度弯曲，使用后及时清洗
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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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偏瘫肢体早期康复护理

张倩茹

·护理学·

[摘要]目的：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将76例符合康复条件的脑卒中患者随机分

为常规组与康复组，采用6级肌力评分法，于入院和出院前各自评定肢体运动功能，两组问时接受神经内科治疗。康复组早期

给予康复护理。结果：入院3天内两组患者肢体功能评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两组患者功能恢复均有提高，

但康复组功能恢复程度明显高于常规组(P<0．01)。结论：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恢复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脑血管意外；偏瘫；早期康复；护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43．3；R 682．22 [文献标识码]A

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病，随着脑卒中的诊断

及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下降，脑卒中后的神经功

能缺失、肢体残疾、自理缺陷是主要临床表现⋯。

大约75％患者留下不同程度地功能障碍，给家庭、

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为了提

高偏瘫患者肢体恢复，早期的康复护理，坚持不懈地

[收稿日期]2008—10—17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233000

[作者简介]张倩茹(1972一)，女，主管护师．

功能训练是降低脑卒中致残的重要方法。2005—

2006年，笔者对76例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行康复

护理，取得较好临床效果，现作报道。

l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76例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

脑血管会议诊断标准‘2|，经CT或MRI证实。脑出

血44例，脑梗死32例，均为首次发病。按人院顺序

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康复组，各组38例。常规组：脑

 



出血21例，脑梗死17例；男21例，女17例；年龄

42—78岁。康复组：脑出血23例，脑梗死15例；男

29例，女9例；年龄34～73岁。两组患者平均住院

日30天。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1．2实行早期康复护理的条件 (1)意识清楚；

(2)生命体征平稳；(3)能配合护理人员指导，征得

患者及家属支持；(4)无严重合并症。缺血性脑卒

中发病24—48 h后；出血性脑卒中在发病48小时

至5天后，给予康复护理。

1．3评估方法采用6级肌力评定法"J，评定患者

上、下肢体活动功能。0级：为完全瘫痪；I级：肌肉

可收缩，但不能产生动作；U级：肢体能在床面上移

动，但不能抵抗自身重力，即不能抬起；Ⅲ级：肢体能

抵抗重力离开床面，但不能抵抗阻力；IV级：肢体能

作抗阻力动作，但不完全；V级：为正常肌力。

1．4评定时间 两组患者人院后3天内和出院前，

由同一床位医生与责任护士进行评定。

1．5康复护理早期康复护理是在患者生命体征

平稳、神志清楚、神经系统不再变化48 h后进行一j。

1．5．1 良肢体位摆放”1 患者仰卧位时肩下垫一

小枕，肩部外展45。，上肢肘关节微屈，腕、指关节指

伸，掌心向上，5个手指微屈(放一海棉球)。下肢由

臀下至小腿置一薄薄的软枕。胭窝处加一小软枕，

保持髋关节内收内旋，膝关节微屈，足底与床尾之间

加一硬枕防止足下垂。保持屈髋、屈膝、踝背屈

900，两腿之间加一30 cm硬枕防止小腿内收。健侧

卧位时患者上肢处于伸位，用软枕支撑，掌心向健

侧，健侧下肢后伸，屈膝，患肢放在健侧下肢前，膝关

节屈曲900，足底垫一软枕，保持屈髋、屈膝、踝中立

位。患侧卧位时背部垫长软枕使上身倾斜600，不

可过度侧卧，健手放在胸前，健肢微屈，患手放在枕

边呈900，患侧下肢伸直呈迈步状，两下肢间垫软

枕，以免压迫患肢，影响血循环。以上3种体位常用平

卧位与健侧卧位，2 h交替进行，尽量少用患侧卧位。

1．5．2肢体活动(1)按摩：以按、摩、揉、捏4法，

由患肢末端向近心端方向，轻轻揉捏和旋转按

摩HJ，按摩力度先轻后重，由浅而深对瘫痪肌以揉

捏手法为主，对拮抗肌以安抚性推摩使其放松。每

日2次，每次每个肢体5—10 rain。并注意肢体的保

暖，促进血液循环。(2)被动活动：对肩、肘、腕、指、

髋、膝、踝、趾关节的屈曲、伸展及抬举活动，从近端

至远端进行№J。上肢训练：护士托扶患者肩部，握

手掌做肩关节前伸、外展、内收、内旋活动，肘腕关节

屈伸，掌指关节屈伸、对指、握拳、释拳。下肢训练：

护士托扶患者大腿和足跟，髋关节屈伸、内旋、内收、

外展和膝关节、足趾关节屈曲。要求各关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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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每日数次，动作轻柔。(3)主动活动：利用健肢

功能训练握手、床上移行、桥式运动。以健手带动患

手五指分开，对应交叉，伸直肘关节上举30。一

1200，用健手协助屈髋、屈膝、抬高床面，协助患肢外

展、内收。平卧时将双足抵住床尾，臀部抬高，训练

腰背肌、股四头肌，教患者以健手健肢为支点在床上

进行上下移行活动。

1．5．3翻身切I练先做双髋向左右两侧移动，带动

躯干向左右两侧移动，手抓床边，健足插入患腿下方

带动躯干旋转，抬起患腿转向健侧翻身。主动活动

每日训练3次，活动量视其耐受程度而定。

1．5．4坐卧训练先抬高床头300，逐渐延长时

间，患者能适应后帮助过渡坐位至床边，两腿下垂，

待其能坐稳并能坚持10 min再行站平衡训练(一般

在出院前)。

1．5．5 日常能力训练利用健手带动患手患肢洗

脸、刷牙、吃饭、拍手、翻纸，训练手的精细协调能力。

1．6统计学方法采用∥检验。

2结果

入院3天内两组患者上、下肢体肌力评定、运动

功能均十分接近(P>0．05)；出院时两组的肌力评

定均有改善，常规组改善的幅度较小，康复组与常规

组患者相比肌力恢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1)。

表l 两组患者入院3天内肢体运动功能评定比较(n=38)

3讨论

3．1 脑卒中患者早期行康复训练的意义 脑卒中

发生后，病灶中心在短时间内出现不可逆性的改变，

药物治疗仅仅在于降低脑水肿，控制血小板聚集，降

低血液黏度，改善侧支循环，增加局部血供，促进部

分脑细胞功能恢复。实践表明，药物治疗的作用是

有限的。岳炜等H1主张脑卒中后只要生命体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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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相关细胞因子研究进展

张桂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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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8yl'ldrome，ACS)是

由于冠状动脉内粥样斑块破裂导致不稳定型心绞痛(UA)、

急性心肌梗死(AMI)或心源性猝死的急性缺血综合征。研

究【1．21表明，ACS的发生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无关，而与斑

块的不稳定性和继发血栓形成密切相关口J。炎症反应的激

活可能是导致斑块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业已证实，C反应蛋

白(cap)、肿瘤坏死因子一Ot(TNF—Ot)、白细胞介素-6(IL-6)、

白细胞介素．8(IL-8)、核因子一KB(NF-KB)、黏附分子

(CAM)、CIMOL、金属蛋白酶、血清妊娠相关蛋白A(PAPP-

A)、脂联素等炎症标志物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从而参与

ACS的过程及调节作用。

I CRP

Cap是一种能与肺炎球菌荚膜C多糖物质反应的急性
期反应蛋白。当炎症、感染和组织损伤后由细胞因子介导肝

脏产生。CRP具有与Igc和补体相似的调理和凝集作用，促

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刺激单核细胞表面的组织因子表达

及其他免疫调节功能。Cap是炎症的一种敏感性急性反应
标志物¨“1。尸检发现，ACS中斑块破裂常发生于斑块的肩

部区，该区炎症最明显，CRP沉积较多，表明CRP与斑块稳

定性密切相关。国外研究发现，急性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时

血清CRP水平显著升高。BradfordeL51观察35例UA患者，

90％患者血清CRP明显升高，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只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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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因此，CRP是缺血性心脏病的一种独立危险因子，并具

有重要的预后价值。Veda【61发现，血清Cap水平可预测

AMI后心脏破裂的发生，当CRP>200 mg／L，其敏感性是

89％，特异性是96％；CRP持续升高且>200 mg／t者，AMI

后心脏破裂的可能性更大。De-winter等⋯研究显示．UA患

者无论肌钙蛋白C(cTnC)正常与否，CRP升高(>0．5 ms／

L)者较Cap正常者近6个月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
升高，且Cap升高较激酸肌酶(CK)和cTnl更早。若CRP

升高且eTnI也异常者(>0．4 mg／L)，预后最差。资料表

明⋯，Cap在ACS中有着直接的病理作用。Cap通过结合
C1q和因子H能介导经典的补体激活途径，在动脉粥样硬化

(AS)斑块内，CRP与终末补体复合物共存。如人类初期冠

状AS病灶中同时有Cap和补体终末反应蛋白(C5b-9)沉

积。在死于AMI患者的梗死心肌组织中进行免疫组化研究

发现有Cap的沉淀，并有激活的C3、c4片段沉积，梗死部位
的CRP和补体的沉积具有时间依赖性。提示在AMI阶段，

CRP促进局部补体激活，从而导致组织损伤L8J。Zwaka等【9
J

发现，早期冠状AS斑块中有大量CRP沉积，以新生内膜处

为显著，且泡沫细胞中也有Cap染色阳性，并可见大量CSb．
9的沉积，CRP在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状动脉疾病

(CHD)患者中血清含量是正常人的2倍，心肌梗死率是正

常人的4倍。陈润祥等¨叫研究亦表明，血清Cap水平明显
增高，从临床角度提示局部炎症反应是导致斑块破裂的原

因，亦是ACS发生心脏事件的原因。同样有研究表明Ll“，发

生ACS时CRP显著升高，表明ACS过程中存在有炎症反

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肌损伤及坏死的严重程度。

稳，神志清楚，神经系统不再变化，48—72 h就开始

进行训练，促进侧支循环式的轴突突触联系的建立，

对侧大脑半球的代偿及功能重组。早期康复针对半

暗区，通过增加脑血流量，改善短期内可存活的脑细

胞，本文结果表明，早期康复护理起到了与药物治疗

协同作用，可有效的改善患肢功能。

3．2转变康复观念过去康复护理往往从恢复期

开始，目前宜早期康复护理的观点已达成共识，它可

以预防各种并发症和功能缺陷的发生，包括良肢体

位摆放，防止瘫痪肢体肩关节脱位。被动运动对大

脑有一定刺激作用，促进感、知觉恢复，预防关节挛

缩、僵直、肌肉萎缩、足下垂或内翻，这一点是没有任

何药物可以替代的。我们在开展早期康复护理工作

中认识到，早期康复护理非常重要，康复过程需要患

者及家属积极配合，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更需要

做好心理护理，在住院期间的康复护理仅仅是康复

护理的开始，需要护士给予正确的出院指导，坚持不

懈地功能锻炼，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运动功能恢复，

提高生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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