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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ld鄄Chiari玉型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围手术期优质护理方法

王丹丹

[摘要]目的:探讨 Arnold鄄Chiari玉型畸形(ACM鄄玉)合并脊髓空洞症(SM)的优质护理方法。 方法:将 51 例 ACM鄄玉合并 SM 患

者随机分为优质护理组 30 例和常规护理组 21 例。 常规护理组实施常规围手术期护理;优质护理组在常规围手术期护理的基

础上,进行加强营养饮食护理、呼吸道护理、卧床及体位练习护理、功能锻炼护理等优质护理方法。 对 2 组患者家属满意度、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神经功能改善率进行比较。 结果:优质护理组患者家属满意度高于常规护理组(P < 0. 05),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常规护理组(P < 0. 05),神经功能改善率高于常规护理组(P < 0. 05)。 结论:ACM鄄玉合并 SM 的围手术期优质护理能

改善护理效果,提高患者家属满意度,减少术后并发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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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rnold鄄Chiari 畸形(Arnold鄄Chiari malformation,
ACM)是较常见的颅枕交界区先天性畸形,以后颅

窝容积减小、小脑扁桃体下疝至椎管内压迫脑干及

上段颈髓、脑脊液循环障碍为特点,从而引起一系列

临床综合征,常合并脊髓空洞症 ( syringomyelia,
SM)。 Arnold鄄Chiari玉型畸形(ACM鄄玉)解剖上表现

为小脑扁桃体下缘下降超过枕骨大孔 5 mm[1]。
ACM鄄玉合并 SM 发病机制均尚不明确,治疗以手术

减压为主,围手术期护理对患者康复起重要的作用。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我科显微手术治疗

ACM鄄玉合并 SM 51 例,围手术期分别采取常规护理

和优质护理,现对二者护理效果作一报道。

1摇 临床资料

1. 1摇 一般资料摇 ACM鄄玉合并 SM 患者 51 例,随机

分为优质护理组 30 例和常规护理组 21 例。 其中常

规护理组男 6 例,女 15 例,年龄 16 ~ 58 岁;优质护

理组男 8 例,女 22 例,年龄 18 ~ 60 岁。 患者均在全

麻下行手术减压,术后按照医嘱予相同治疗。
1. 2摇 护理方法摇
1. 2. 1摇 常规护理组摇 患者入院后常规进行入院介

绍,协助医生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及术前准备。 术后

监测生命体征,严密观察病情变化,保持呼吸道通畅

和切口清洁。
1. 2. 2摇 优质护理组摇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优质

护理方案:(1)营养饮食护理。 入院时告知家属注

意保暖,注意饮食卫生,帮助调整患者饮食结构,术

前给予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提高手术耐

受能力;术后注意合理补充营养,按流质 -半流质 -
正常饮食逐步过渡。 对于部分后组颅神经受累患者

早期予以留置胃管,鼻饲流质。 (2)呼吸道护理。
吸烟患者术前戒烟 1 ~ 2 周,以减少呼吸道分泌物。
术前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及有效咳嗽锻炼,以增大

肺活量,促进痰液排出,从而减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

的发生。 术后患者自主呼吸较弱时可考虑使用呼吸

兴奋剂,必要时呼吸机辅助。 鼓励患者主动咳嗽、排
痰,对术后咳嗽无力者加强翻身,拍背,吸痰,必要时

加用雾化吸入稀释痰液,促进排除,保持呼吸道通

畅。 (3)卧床及体位练习护理。 因术后需卧床 1 ~
2 周,术前指导患者进行卧床进食及大小便练习,以
防术后出现排便困难。 同时指导患者进行床上轴线

翻身练习,具体方法为:一手托住患者头部,确保颈

部无旋转,另一只手扶患者的腰骶部,保持患者头、
颈、躯干在同一条轴线上进行翻身[2]。 术后取平卧

位,常规颈托固定,轴线翻身及搬运。 (4)功能锻

炼。 术后指导患者合理深呼吸,以锻炼肺功能,提高

肺活量。 对于饮水及吞咽功能障碍者术后喂温开

水,每次 3 ml,每天 5 次,逐渐锻炼吞咽功能。 肢体

功能锻炼自术后 3 d 生命体征平稳时即可开始,先
行床上肢体功能锻炼,四肢伸展和屈曲运动,被动运

动时先健侧后患侧,先大关节后小关节,每天 3 ~
5 次。 后逐渐过渡到下床站立及行走锻炼。
1. 3 摇 评价标准 摇 分别比较 2 组患者家属满意度

(采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护士满意度调查

表,总分 100 分,90 分以上合格)、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和神经功能改善率(患者术后感觉功能及运动功

能好转视为改善)。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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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

摇 摇 优质护理组患者家属满意合格率 100. 00% ,高
于常规护理组的 80. 95% (P < 0. 05)(见表 1)。 优

质护理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0. 00% ,低于常规

护理组的 19. 05% (P < 0. 05)。 优质护理组患者神

经功能改善率 96. 67% ,高于常规护理组的 71. 43%
(P < 0. 05)(见表 2)。

表 1摇 2 组患者家属满意度比较(n)

分组 n 合格 不合格 合格率 / % 字2 P

优质护理组 30 30 0 100. 00摇

常规护理组 21 17 4 80. 95 3. 85 < 0. 05

合计 51 47 4 92. 16

摇 表 2摇 2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神经功能改善率比较

[n;百分率(% )]

分组 n
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

神经功能

改善率

优质护理组 30 0(0. 00) 29(96. 67)

常规护理组 21 4(19. 05) 摇 15(71. 43) 摇

合计 51 4(7. 84) 43(86. 27)

字2 — 3. 85 4. 68

P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ACM鄄玉合并 SM 是一种复杂疾病,其发病与后

颅窝容积缩小和局部脑脊液流体动力学改变有

关[3]。 ACM鄄玉合并 SM 患者治疗上主要采用手术

减压的方法,围手术期的优质护理对于患者康复十

分重要,主要包括营养护理、体位护理、呼吸道护理

和功能锻炼护理四个方面。
首先,ACM鄄玉合并 SM 患者,尤其是后组颅神

经受累患者,常因饮水呛咳及吞咽困难导致营养不

良,故于术前应尽可能纠正低蛋白血症,达到正氮平

衡。 术后早期留置胃管,鼻饲流质,可在保证营养供

给的同时,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 其次,患者的减

压手术术中咬开了枕骨大孔后缘和寰椎后弓,故术

后患者颈椎的稳定性下降,此时头颈部的扭曲可能

导致脊椎脱位,压迫脊髓,引起脊髓功能障碍[4]。

故术前应向患者及家属解释轴线翻身的重要性并指

导患者进行练习。 术后取平卧位,常规颈托固定,翻
身或搬运时应轴线进行,尽可能减少颈椎的扭曲。
同时反复告知家属术后颈部制动的重要性,并要求

责任护士巡视病房时认真检查体位的正确与否,协
助患者取得舒适体位。 第三,ACM 患者因病变靠近

脑干及上段颈髓,严重时术后可能导致呼吸功能障

碍,应注意呼吸道护理,避免使用影响呼吸循环的中

枢性镇静药物,鼓励患者主动咳嗽、排痰,保持呼吸

道通畅,预防肺部感染。 但咳嗽时禁忌用力,以免诱

发颅内压增高导致枕骨大孔疝。 第四,ACM鄄玉合并

SM 患者常以神经功能障碍为主,术后早期功能锻炼

既能观察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也避免废用性肌肉

萎缩[5]。 术后即使留置胃管,亦应早期少量多次喂

饮温开水,锻炼吞咽功能,改善后组颅神经受损的恢

复状况;而早期肢体功能锻炼可提高患肢的肌力,改
善肢体感觉功能,延缓畸形肢体的进一步恶化。 同

时应告知患者出院后坚持功能锻炼的重要性,最大

限度促进肌肉萎缩的恢复和神经功能的康复。
本研究中,优质护理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和神经功能改善率均优于常规护理组 ( P <
0. 05)。 优质护理组术后无一例出现并发症,常规

护理组术后出现 1 例呼吸功能障碍,经呼吸机辅助

治疗后好转;2 例肺部感染及 1 例切口愈合不良,经
治疗后好转。 同时,优质护理组的患者及家属满意

度亦优于常规护理组(P < 0. 05)。 可见围手术期的

优质护理可有效提高护理效果,预防和减少术后并

发症,改善预后,同时提高护理依从性,改善护患关

系,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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