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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目前，我国大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活动范围仅局 

限于病室内或院内工娱治疗室，生活刻板被动。由 

于残留症状或长期住院，患者的各个方面与社会群 

体的生活越离越远，生活质量大大降低，回归社会后 

的适应能力下降。因此，有计划地进行院内康复训 

练很有必要。在精神卫生逐渐引起社会关注的今 

天，如何使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是摆在每一位精神 

科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J。精神疾病的康复过 

程实际上是患者再适应的过程。我们通过对 47例 

患者半年的康复训练及职业技能训练，并采取康复 

疗效量表及 PANSS进行统计分析显示，2组只有 

PANSS中的阳性症状因子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其余的各量表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P<0．【)1)。提示有计划地进行康 

复训练与职业技能训练对提高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生 

活质量、社会适应能力有一定的帮助，同时观察组经 

进一步分析显示，康复训练 3个月末，学习能力、社 

交能力及阴性症状的评分与人组时的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而与康复训练 6个月末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康复训练时 

问长效果才明显。 

本研究让每位观察者共同参与康复训练，该形 

式较适合更多的有社交困难的需求者接受治疗。治 

疗中邀请部分家属陪同训练，以便患者家属了解有 

关理论和技能，使患者出院后在家庭中也能得到良 

好的支持与帮助。该训练方法为社交困难、生活自 

理能力差、服药主动性差及被动学习的患者营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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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轻松、和谐、愉快的氛围；治疗者与患者之问、患 

者彼此之问相互友好、信任、支持、接纳。每次康复 

训练后治疗者加入患者的讨论中，患者提出自己的 

问题，共同在治疗者的指导下分析，找出问题的症 

结，使患者认识到回归社会、提高生活质量是必须 

的。促 使其 产 生 认 知 改变，使 正性 行 为 得 到 

强化 。 

本研究结果表明，主动参与的患者在沟通和交 

往方面得到明显改善，通过信函或电话访谈，部分接 

受培训的患者已重新回到学校或工作岗位或主动参 

与家庭生活。但本研究方法和结果有待于扩大样本 

量进一步予以验证。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表现为 

适应行为有不同程度障碍，构成精神残疾，严重影响 

社交能力、工作能力和家庭生活能力，造成精神贫 

困 J。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面康 

复正逐渐成为评价临床疗效的重要指标之一。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治疗十分重要，可减少复发率、致 

残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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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G动脉血气针与塑料注射器抽取动脉血效果比较 

孟春明，金雪梅 

[摘要]目的：比较 ABG动脉血气针与塑料注射器抽取动脉血的效果。方法：将行动脉标本采集的 8O例患者随机均分为 ABG 

动脉血气针组和塑料注射器组。对 2组患者的穿刺疼痛程度、一针穿刺成功率、混入气泡例数及血气结果进行 比较。结果： 

ABG动脉血气针抽血可减轻患者疼痛程度，一针穿刺成功率高，2组 pH值及 PaO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PaC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BG动脉血气针抽血可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 ，一针穿刺成功率高，2组 pH值及 PaO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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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是用于监测呼吸功能及酸碱平衡的重 

要指标之一，尤其对呼吸衰竭、酸碱平衡失常的监护 

以及机械通气参数调节、疗效分析和预后判断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临床广泛应用。动脉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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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多源于标本采集、前处理、标本运送等过程， 

其影响着标本的质量和实验的准确性。特别是行呼 

吸机辅助通气的患者，每天至少采2次动脉血标本， 

故动脉血标本采集是临床上常用的护理技术之一。 

近来，ABG动脉血气针已应用于临床，但 目前多见 

于条件较好的医院，大多数医院仍采用传统的塑料 

注射器抽血。2008年 1月至 2009年 1月，我科对 

40例患者采用 ABG动脉瓶气针进行穿刺，并同时 

与塑料注射器穿刺抽血方法进行比较，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例均为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疾病患者，随机均分为ABG动脉血气针组与塑料注 

射器组。其中男44例，年龄65～78岁；女 36例，年 

龄55～78岁。心脏病30例，肺部感染 22例，肺癌 

8例，气胸 5例，胸腔积液 15例；局部皮肤无溃疡、 

炎症和瘢痕。 

1．2 材料 美国 B—D公司ABG动脉血气针，5 ml 

塑料注射器，1 250 u／ml肝素生理盐水，橡皮塞 

1个。 

1．3 方法 向患者介绍操作目的及注意事项，准备 

好物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可选择桡动脉、股动脉、 

肱动脉进行穿刺。患者可自取体位，无需脱衣，不受 

自身病情的影响。股动脉较粗，容易穿刺，但易误穿 

股静脉，穿刺后穿刺部位渗血；桡动脉穿刺较痛但刺 

入桡静脉机会较小⋯。以桡动脉为例，穿刺点位于 

掌横纹上方 1—2 cm的动脉搏动处 ，常规消毒穿 

刺部位以及操作者的食指和中指，先用 ABG动脉血 

气针抽血，血标本须轻轻摇匀后送检，在 20 rain内 

测定完毕，放置时问过久可使 PaO 下降及 PaCO。 

升高。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使用5 ml注射器抽取 

1 250 u／ml肝素生理盐水 1．0 ml，将空针肝素化，湿 

润空针后推去，然后抽血。穿刺后立即送检观察 

结果。 

1．4 观察内容 观察2组一针穿刺成功率、混人气 

泡率、血气分析结果(pH、PaO 、PaCO：)以及患者疼 

痛程度。 

1．5 评价方法 疼痛判定标准为注射过程中观察 

患者面部表情变化，采用 Wong—BaKer面部表情 

表 评估，0级无疼痛，1级有点疼痛，2级轻微疼 

痛，3级明显疼痛，4级较严重疼痛，5级剧烈疼痛但 

不一定哭泣。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X。检验和秩和 

检验 。 

2 结果 

2．1 2组穿刺疼痛程度比较 结果表明，ABG血气 

J Bengbu Med Coil，October 2010，Vo1．35，No．10 

针组患者穿刺疼痛程度较塑料注射器组明显减轻 

(P<0．O1)(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穿刺疼痛程度比较(n) 

2．2 2组穿刺成功率和混入气泡发生情况比较 

结果表明，ABG血气针组一次穿刺成功率高于塑料 

注射器组(P<0．05)，混入气泡例数减少(见表2)。 

2．3 2组血气分析结果比较 2种方法检查的血气 

分析结果中，pH和PaO，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 PaCO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 

表 3)。 

表2 2组穿刺成功和混入气泡发生情况比较(n) 

表 3 2组血气结果比较《 -4-s) 

3 讨论 

动脉采血多用于临床急症患者，可判断体内有 

无酸碱失衡。因此，须进行血气分析检查者常因面 

临反复多次穿刺而产生恐惧和紧张的心理，这些非 

疾病因素可引起血中 PaO 、PaCO 的变化 J。传统 

塑料注射器采集动脉血气标本方法存在操作复杂、 

无效腔气体无法排出、液体抗凝剂稀释标本、系统密 

闭性和材料致密性较差易造成外界气体交换等缺 

陷，严重干扰实验结果，降低了实验数据对临床实验 

诊断治疗的参考价值 。其需要护士抽药后再将 

药物排去，如果无菌操作不严则有隐性污染注射器 

的可能，会增加患者感染的危险性；故护士在采血后 

将针头注入橡皮塞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针刺伤。 

而用 ABG血气针采血可省掉配药环节，减少了医疗 

锐气伤的风险，而且从准备到采集成功平均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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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在我国是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宰和病死率 

居各种恶性肿瘤之首⋯。胃癌的复发和转移是造成患者预 

后不 良的主要原因，其中淋巴结转移是重要的转移途径之 
一

。 有研究 表明，局限于黏膜的胃腺癌有 3％ ～5％的患 

者存在淋巴结转移；局限于黏膜下的胃腺癌有 11％ ～25％的 

患者存在淋巴结转移；进展期胃癌按浸润深度分类发现 T2 

期和 1、3期病例分别有 50％和 83％的患者有淋 巴结转移。 

进一步分析 与预后生存相关的因素，证实淋巴转移是患者 

生存的重要独立预后因素之一。288例 ．r4期胃癌患者中，淋 

巴结转 移阴性者 1年和 3年 的生存 率分别为 76．0％和 

21．9％，而淋巴结转移阳性者 1年和 3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40．0％和 10．0％L3"。因此，胃癌患者淋巴转移的术前诊断尤 

其重要。很多学者已在探索包括影像学检查、前哨淋巴结测 

定 、免疫组织化学及 RT—PCR检测相关癌基因及其表达产物 

等各种手段，以期在术前和术中就能准确地诊断淋巴结是否 

转移，从而指导临床治疗方案和术式的选择。本文就胃癌淋 

巴结转移术前诊断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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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1 放射学检查 

1．1 CT检查 CT检查是首选的胃癌分期和淋巴转移程度 

评估的术前检查。有报道 表明，三维立体多排 cT术前诊 

断 胃癌浸润 (T分期)的准确率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3．3％ 、69．1％及94．4％ ，而淋巴转移分期(N分期)的准确 

率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5．0％、57．4％及 89．3％。Kim 

等 发现判断淋巴转移程度的敏感性 CT要优于正电子发射 

断层摄影(PET)(P<0．001)，而特异性则 PET优于 CT(P< 

0．001)。CT的另一重要 功能是测定转移淋 巴结的大小。 

Lee等 。研究23例胃癌伴淋巴结转移病例，用 CT检测其淋 

巴结直径 0．7～1．0 cm或者 >1．0 em，术后淋巴结病理诊断 

证实，CT判断腹主动 脉淋巴结转移 的准确率为 43．5％ 

(10／23)。 

1．2 MRI检查 一般认为 ，MRI的淋巴转移检测的准确性 

劣于 cT，但对转移性疾病，其准确率要高 。Tatsumi等 

通过对 l7例胃癌患者行 ferumoxtran一10增强 MRI吸收检测， 

结果与患者术后淋巴结病理诊断比较，淋巴结的敏感性、特 

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 100．O％、92．6％和 94．8％，因此 MRI 

对淋巴结的检测可能会占据新的重要地位。 

1．3 F—FDG PET 在胃癌诊断中， F—FDG PET可获得分 

期或预后判断的更多信息，通过 FDG吸收度和临床病理特 

征的比较，证明 FDG的吸收度与大体类型、肿瘤大小、淋巴 

结转移、组织分型及 TNM分期密切相关。 F—FDG PET对局 

部淋巴结、转移淋巴结及腹膜转移诊断的准确性与 CT相 

似 。对于原发肿瘤和转移淋巴结 ， F—FDGPET的特异 

3 min，为急救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问。我们采用的 

ABG血气针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它采用螺 口乳头与 

针头连接更牢固安全。当动脉压使血液进入注射器 

时，空气通过注射器活塞的孑L石排出，孔石与血液接 

触湿润封闭，血液无法穿过，穿刺后有可排气的针座 

帽，保证分析前的气密性；而一次性注射器乳头与针 

头衔接不紧密，针栓与针筒内壁接触面摩擦力较大， 

依靠外力抽吸就会增加操作难度和危险性。 

ABG血气针针头锐利，穿刺时痛感轻，超薄壁， 

容易进针且可缩短进血时间，并呈负压真空状态。 

穿刺前拉回针栓，置活塞于欲取血量处，使注射器内 

有与血样等量的空气；进行动脉穿刺时，无需拉动针 

栓，针头固定良好；且针内含有 100 u固体肝素锂， 

无液体稀释效应，阻止了 PaCO 降低，还能避免传 

统抗凝剂对 Na 等电解质结果的干扰。 

ABG动脉血气针高质厚壁，聚丙烯塑料针筒使 

抽出的动脉血中的氧气扩散最小，保证结果准确，可 

排气的针座帽保证了血氧在分析前的气密性。采用 
一 次性的正方体形橡胶塞和针头保护装置，避免了 

针头刺伤等不安全因素。未打开包装的穿刺针已经 

灭菌处理，固实的包装为产品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 

便于存放。 

[ 参 考 文 献 ] 

[1] 羽毛．如何采集动脉血气[J]．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2005，1 

(1)：22—24． 

[2] 藏小芳．2种动脉采集血气分析标本的比较[J]．中国实用护理 

杂志，2006，22(2)：47—50． 

[3] 申萍．用i 部表情量表评估疼痛f J]．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 

1998，17(3)：127． 

[4] 邱春芳 ，林敏霞，胡友珍．两种静脉方法比较[J]．护理学杂志， 

2O04．19(1)：5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