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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王摇 伟1,汪吉平1,骆俊秀1,金怀芝1,贾建光2

[摘要]目的:观察舒适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对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

舒适护理模式,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 2 组患者的情绪变化,调查患者的舒适度及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患者舒适度

及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焦虑程度与抑郁程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开展舒适护理能改善血

液透析患者的不良情绪,减少患者焦虑抑郁。
[关键词] 血液透析;舒适护理;满意度

[中图法分类号] R 459. 5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5. 12. 049

摇 摇 血液透析是对终末期肾病患者进行维持生命的

有效治疗方式,此类患者由于长期受到病痛的困扰

和折磨,再加上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压力,导致患者生

活质量较低,患者对未来的生活持有一种悲观的态

度,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1 - 2]。 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护理模式也在随着变化。
舒适护理模式是由台湾学者提出,从患者心理、生
理、精神和社会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护理,以减轻其

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和不适为目的的新型护理模

式[3 - 4]。 本文就舒适护理模式在血液透析患者应用

效果进行作一总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 2013 - 2014 年血液透析

80 例,男 48 例,女 32 例,年龄 26 ~ 75 岁,病程 1 ~
17 年,所有患者均为终末期肾病或尿毒症、肾小球、
肾炎、肾结石。 每周 2 ~ 3 次,每次 4h,排除不能配

合和中途退出本次试验,以及精神病和认知障碍患

者。 2013 年 40 例患者为对照组,男 22 例,女 18 例,
年龄 26 ~ 76 岁,实施常规护理。 2014 年 40 例患者

为观察组,男 26 例,女 14 例,年龄 30 ~ 75 岁,实施

舒适护理。 2 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舒适护理模式摇
1. 2. 1摇 基本舒适护理摇 在患者进行护理和操作之

间,护士均应做好所有准备工作,详细了解本组患者

的基本病情和基本资料,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加强

血透前的探访工作,向患者简要说明透析护理主要

步骤和治疗的大体过程,消除患者的紧张心理,及时

对有心理变化的患者进行心理指导,建立良好的患

关系。
患者入院后,观察组与每位患者进行积极沟通,

发放一些宣传手册、画册和讲座等多种形式,向患者

介绍相关疾病的发展过程及治疗的方法及治疗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使患者和家属能够积极了解病情,正
确理解所使用的治疗方式和意义,并积极学会透析

以后的自我护理,自我管理常识,提高患者及家属自

我护理的能力,做到对今后生活更有信心。
1. 2. 2摇 环境舒适护理摇 由于透析时间较长,患者入

住次数增多,改善血透室环境尤为重要,根据温度变

化,保持透析室内的湿度和温度。 空气流动及采光

应控制好,光线不宜太强,主要以方便患者诊疗而不

引起不适为佳,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尽量在合适的位

置增添患者比较喜欢和适宜的植物和鲜花,将室内

的墙壁增加一些温暖家庭、幸福美好生活家庭的壁

画和一些与患者相关、病痛有关的健康知识宣传海

报,增进患者战胜病痛的信心和动力。
1. 2. 3摇 心理舒适护理摇 透析过程是一个时间长、频
率高的过程,患者长时间受透析和病痛的双重折磨

以及长期治疗给家庭带来的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
从而引起患者生理—心理—生物学行为的变化,多
数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甚至个别患者出

现厌世、悲观、放弃治疗,甚至不配合治疗等。 此时,
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和心理治疗尤为重要,护理人

员应耐心听患者倾诉,了解其难处及心理情况,积极

与其沟通、交流,让患者重新认识疾病,重新认识生

活,缓解其心理压力及心理负担,改善患者的精神面

貌,放下心理包袱,让患者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安

排,积极治疗,让患者主动积极参与治疗过程中。
护理人员要保持微笑,交流过程中要体贴,声音

适宜,举止得体大方,语言甜蜜、轻柔,让患者感觉到

处处有温暖,时时有微笑,充分尊重患者的信仰和隐

私。 帮助患者改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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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进患者能够深刻足够的营养,定期对患者的饮

食进行指导,让患者体会到有家的温馨[5 - 7]。
1. 2. 4摇 侵入性高级舒适护理摇 在透析过程中,详细

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及时巡视患者并及时发现患

者可能出现的情绪变化,发现留置导管处有血液外

渗,应及时通知医生和预先处理,若发现血肿及时调

整穿刺部位,次日用 50% 硫酸镁湿敷,利于加快血

肿处皮下淤血的吸收,及时与患者沟通,向患者交代

注意事项和护理要点,如患者出现心慌、血压降低、
眼花、心律加快,应及时通知医生,快速采取急救措

施,巡视中发现机械报警及时解除和处理机械故障

问题,向患者说明原因,减轻患者顾虑和紧张心理。
1. 3摇 观察指标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

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同时对患者的舒适程度

及满意度进行统计。 SAS 和 SDS 由护理人员讲解

后,患者自行填写。 然后进行评分,总分逸50 分为

焦虑 /抑郁,分值越高焦虑 /抑郁程度约严重。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两组患者舒适度及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

舒适度及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舒适度及满意度比较(n)

分组 n 舒适度 满意度

观察组 40 36 38

对照组 40 27 30

合计 80 63 68

字2 — 6. 05 7. 45

P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患者不良情绪比较摇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

程度与抑郁程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
表 2)。

表 2摇 2 组患者的不良情绪评分比较(x 依 s)

分组 n SAS SDS

观察组 40 35. 86 依 8. 28 38. 28 依 8. 62

对照组 40 43. 68 依 9. 86 46. 92 依 9. 18

t — 3. 84 4. 17

P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血液透析已成为终末期肾病或尿毒症的临床治

疗模式,其安全性和可行性已被患者和医务工作者

认可。 由于尿毒症患者年纪轻、病程长,需要长期、
持续的治疗,给患者的家庭及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加上社会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等各方面原

因,易使患者产生恐惧、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部分

患者产生厌世、悲观、易怒,对生活失去信心[8 - 9]。
作为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不能单纯为治疗疾病而进

行护理,也需要进行一些心理等方面进行护理。
舒适护理概念是由台湾著名专家萧丰富先生提

出,该护理模式的主题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

工作中心冶,属于现代临床医学模式在护理领域内

的创新和延伸,该模式要求护理人员变被动为主动,
从患者入院到出院,贯穿整个治疗过程,改变以往针

对单一疾病的机械性护理模式过渡到一切护理工作

人员以患者整体为核心,开展的人性化、温馨化的护

理模式。 不仅使患者得到疾病上的护理,更是从患

者生理上、心理上、家庭、社会及精神等多方面、多层

次对患者进行护理,更符合现代化的医疗控制模式,
即生物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为患者提供优质的

支持环境,满足患者作为主体所需要的尊重感和受

重视感,大大提高了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满足感,也增

加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足程度,明显降低了医患矛

盾,构建了和谐的医患关系,为社会、家庭的和谐现

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舒适护理模式能够使

患者较好理解医护工作者所采取的治疗方法,使患

者能够主动积极的与医护工作者进行配合,为战胜

疾病树立了信心,有效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改善了

患者关系[10 - 11]。
本文结果显示,对患者开展舒适护理,可以使患

者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降低,使患者满意度及舒

适度明显提高。 提示开展舒适护理能够改善患者的

不良情绪,让患者更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为构

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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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白血病患儿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李潘华

[摘要]目的:探讨白血病患儿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的穿刺方法以及并发症的处理方法。 方法:选择白血病患

儿 249 例,其中经肘正中静脉置入 PICC 患儿 125 例为观察组,头静脉置入 PICC 患儿 124 例为对照组。 比较 2 组一次置管成

功率、静脉炎、导管堵塞及穿刺点渗血发生率。 结果:观察组一次置管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静脉炎和导

管堵塞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2 组穿刺点渗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白血病患儿经肘正中

静脉置入 PICC 与头静脉置入 PICC 相比,能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降低静脉炎及导管堵塞发生率,值得推广。
[关键词] 中心静脉导管;肘正中静脉;头静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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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白血病是造血干细胞发生异常克隆,失去进一

步分化成熟能力而停滞在发育的不同阶段,在骨髓

和其他造血组织中大量增生积聚,破坏机体造血功

能,能浸润其他器官和组织,临床表现为贫血、出血、
感染及各器官浸润症状[1]。 化疗是白血病的首选

治疗方法,能够白血病细胞克隆并重建骨髓正常造

血功能。 但化疗过程中,大多数化疗药物需通过静

脉途经给药,而白血病患儿血管较细,反复穿刺易造

成渗漏性损伤及静脉炎,影响化疗的顺利进行及其

疗效。 因此,建立良好的静脉通道对有效治疗白血

病和减轻患儿痛苦具有重要意义[2]。 经外周静脉

置 入 中 心 静 脉 导 管 ( peripheral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具有留置时间长、能够安全输入化疗

药物、保护血管、减轻痛苦的优点,被临床广泛应

用[3]。 我科在白血病患儿治疗中分别采用经肘正

中静脉和头静脉置入 PICC,本研究比较二者效果及

安全性,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10 月

收治的白血病患儿 249 例,均经骨髓穿刺涂片分析

确诊。 其中经头静脉置入 PICC 患儿 124 例为对照

组,男 72 例,女 52 例,年龄 3 ~ 12 岁;经肘正中静脉

置入 PICC 患儿 125 例为观察组,男 68 例,女 57 例,
年龄 3 ~ 11 岁。 2 组 PICC 导管材料均选用美国 BD
公司 3F 规格[国食药监械(进)字 2006 第 3661055
号]。 研究前均取得家属同意并签署同意书。
1. 2摇 方法摇 准备穿刺所需物品,选择合适静脉,严
格执行无菌操作。 患儿取平卧位,穿刺侧手臂外展

90毅。 对照组选择头静脉,观察组选择合适的肘正中

静脉,测量导管插入长度,然后进行穿刺点充分消

毒,预冲导管,按照预计长度修剪导管,扎止血带。
穿刺肘正中静脉时在肘窝下两横指进行穿刺;穿刺

头静脉时最好不要选择腕部的头静脉,尽量选择肘

部的头静脉。 穿刺成功后,将穿刺针从导引鞘内取

出,匀速缓慢置入导管。 导管行至患儿肩部时,使患

儿头部转向穿刺侧,使其下颚紧贴肩部,以免导管误

入其他部位。 退出引鞘,固定导管,去除导引鞘,将
导管全部置入静脉,移去导引钢丝,吸取和封管,然
后清理穿刺点,固定导管,覆盖无菌敷料。 最后进行

X 射线检查,确定导管尖端位置[4]。
1. 3摇 评价标准摇 比较 2 组患儿的一次置管成功率

和静脉炎、导管堵塞及穿刺点渗血发生率。 参照美

国 PICC 相关并发症的判定标准[5]:静脉炎表现为

沿静脉走行出现红、肿、热、压痛,伴或不伴硬结或条

索状物;导管堵塞是指抽回血时回流速度缓慢或无

回血,影响输液;穿刺点渗血是指置管 24 h 内,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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