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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无力危象 44 例循证护理分析

乔摇 娟,王摇 佳

[摘要]目的:分析循证护理对重症肌无力危象、并发症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应用循证方法分析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确定循

证的护理问题,寻找循证支持。 干预组 44 例应用循证护理措施,对照组 38 例应用常规护理。 比较 2 组并发症发生率及卫生

经济学指标。 结果:干预组患者呼吸道感染和情感障碍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和 P < 0. 01),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明显

少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循证护理能减少重症肌无力危象并发症发生,对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应早期应用循证护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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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鄄based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44 myasthenia gravis crisis cases
QIAO Juan,WANG Jia

(The 309 Hospital of Chinese PLA,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vidence鄄based nursing on complications and pro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myasthenia gravis crisis. Methods:The research method of evidence - based medicine was used to the patients with myasthenia gravis
crisis. Forty鄄four cases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evidence鄄based care,and another 38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just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ndicators of health economics were evalua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With Evidence鄄based nursing,the incidence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affective disorder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and P < 0. 01). In addition,the length of stay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were decreased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onclusions:Evidence鄄based nursing can low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gain better prognosis after myasthenia gravis
crisis,which suggested that evidence鄄based nursing should be practiced on an early stage.
[Key words] myasthenia gravis;myasthenia gravis crisis;evidence鄄based nursing;complication

摇 摇 循证护理(evidence鄄based nuring,EBN)是受循

证医学的影响而产生的护理观念,即以有价值的、可
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提出问题,寻找和利用当

前的最佳证据,制定最佳的护理措施,EBN为临床

护理提供了新标准[1 - 2]。 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是乙酰胆碱受体抗体介导的神经肌肉接

头传递障碍的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临床特征为

部分或全身骨骼肌易疲劳,症状波动,休息和胆碱酯

酶抑制剂治疗后症状减轻[3]。 MG 危象(myasthenia
gravis crisis,MGC)指因呼吸道感染、手术、精神紧

张、应激引起病情加重累及呼吸肌引起呼吸肌无力、
呼吸困难,是致死的主要原因[4] 。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本文对重症肌无

分析了老年人的一般资料情况,未作各种疾病等影

响的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通过本研究发现,
本地区老年人认知功能缺损比较严重,对于尚未达

到痴呆但处于认知功能减退者,尤其是对于文化程

度低、年龄大、离异丧偶这部分群体应予以关注,应早

发现、早干预,以便延迟或阻止痴呆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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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危象的患者运用循证护理,分析临床表现及并发

症,观察循证护理对患者并发症、恢复时间及预后的

影响。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在解放军 309 医院就诊治疗的 MGC 患者 82 例。
MGC 诊断根据典型的骨骼肌无力、症状波动、重复

电刺激试验阳性、血气分析证实呼吸衰竭确诊。 使

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入组循证护理的干预组和对照

组:干预组 44 例,其中男 24 例,女 20 例,年龄 23 ~
47 岁;对照组共 38 例,其中男 20 例,女 18 例,年龄

24 ~ 52 岁。 2 组在年龄、性别、病情和治疗方法均具

有可比性。 患者住院期间给予溴吡斯的明、免疫抑

制剂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
1. 2摇 循证方法摇 2 组均以系统化整体护理为基础。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和健康教育的传统护理方法;
干预组采用循证护理方式进行护理。 观察患者住院

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恢复时间及预后情况。
1. 2. 1摇 确定问题摇 总结 MGC 常见的并发症,主要

包括肺部感染、肺不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焦虑抑

郁状态。 确定需要循证的护理: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MGC 类型的鉴别、病情变化的观察、机械通气的气

道管理、药物治疗护理及长期卧床并发症护理。
1. 2. 2 摇 寻找循证支持 摇 文献检索资源:MEDLINE
(1966 ~ 2012 年)、EMbase(1984 ~ 2012 年)及中文

期刊全文数据库为(1979 ~ 2012 年)。 检索主题词:
英文数据库为 myasthenia gravis、 myasthenia gravis
crisis、nursing、complications、mechanically ventilated;
中文数据库为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护理、
并发症、机械通气。 组织我院神经内科护士讨论收

集的文献,科学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临床实

用性,制定实施护理计划。

2摇 循证护理

2. 1摇 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 摇 循证:MG 为慢性疾

病,病程长,反复发作,患者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抑郁

状态;长期治疗致家庭经济困难、悲观、思想负担沉

重[5];MGC 突然出现呼吸衰竭,进行气管切开或插

管属有创操作,可使患者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和濒死

感;机械通气后患者不能说话引起交流障碍,都会加

重患者心理负担[6]。 这些心理问题如不能得到及

时的关注和疏导,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良好

的护患关系建立是解决这些心理问题的关键。

护理措施:(1)心理护理。 针对患者焦虑、抑郁

等情感障碍,选择有经验的护士,向患者及其家属了

解心理状态,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工作、家庭、社会

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适时给予心理干预,机械通气

后不能说话患者通过手势、写字板等进行交流,向患

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鼓励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取得患者信任和配合[6]。 (2)饮食护理。 给予

高蛋白、高热量、易于消化的食物[7]。 (3)体位训

练。 MGC 由于机械通气需长期卧床,需给予气垫

床,每 2 ~ 3 h 定时翻身,变换体位后应询问患者感

受,侧卧时背部垫、侧翻的肢体及腘窝处应垫软

枕[8]。 保持床单整洁、干燥,预防压疮形成。
2. 2摇 病情变化的观察摇 循证:MGC 分肌无力危象、
胆碱能危象和反抗力危象 3 种类型。 肌无力危象因

抗胆碱药物使用不足引起,胆碱能危象因抗胆碱药

物使用过量引起,发病机制不同,在抢救过程中可能

发生演变,因各种危象的处理不同,在护理过程中应

仔细观察鉴别[4]。
护理措施:(1)严密观察患者神志、瞳孔及生命

体征变化,监护仪适时检测心率、呼吸、血压、血氧饱

和度,出现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口腔及气道分泌物

增多为危象先兆;(2)出现口唇、肢端发绀、呼吸频

率减慢应立即报告医生,抬高床头、及时吸痰、保持

呼吸道通畅,准备好气管插管和呼吸机;(3)MGC 为

疾病本身呼吸肌无力引起,注射新斯的明可缓解;
(4)观察到肌束颤动及瞳孔缩小、眼泪、唾液、呼吸

道分泌物增多等反应提示抗胆碱酯酶药物使用过

量,发生胆碱能危象;(5)严密观察患者的呼吸、吞
咽、口腔及呼吸道分泌物,及时准确观察危象的发

生,及时报告医生,对于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9]。
2. 3摇 呼吸机管理和气道护理摇 循证:MGC 病情危

重,死亡率高,机械通气是抢救 MGC 的重要手段。
严格执行机械通气的护理常规、定时翻身拍背、吸
痰、保持呼吸道通畅,可有效防止肺部感染及肺不

张[4,6,10]。
护理措施:(1)护士应熟练掌握呼吸机性能及

使用方法,保证呼吸机正常运行,定时检查管路密闭

性;认真检测呼吸机各参数,根据病情变化,随时请

医生调整呼吸机参数,让患者处于最舒适状态,减轻

呼吸机对抗,有利于患者呼吸肌功能的恢复和顺利

撤机;(2)气囊套管管理,使用呼吸机时,可注入套

囊内 3 ~ 4 ml 空气以控制在呼吸时不漏气的最小气

量;每 2 ~ 4 h 放气 1 次,每次 15 min,减轻对气管的

压迫;(3)定时检查记录气管插管距门齿距离,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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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气管插管,避免气管过深引起肺不张;(4)通过

呼吸机电热湿化器,调整温度在 30 ~ 35 益,及时添

加湿化液,根据痰液黏稠度和痰量配合雾化或定时

向气管内滴入药液。 (5)及时吸痰保持呼吸道通

畅。 吸痰前根据患者情况,加大呼吸机供氧量,避免

吸痰时发生严重的低氧血症。 每次吸痰时间不超过

15 s,连续吸痰不宜超过 2 次,2 次机械通气持续间

隔在 5 次以上,吸痰应自浅至深,禁忌一插到底。 吸

痰时注意观察痰液的颜色、量、黏稠度,及时报告医

生[6,11]。
2. 4摇 长期卧床并发症护理摇 循证:患者由于病情需

要,可能要卧床 2 ~ 3 周,合并肢体无力患者卧床时

间可能更长,容易发生压疮。 长期卧床患者易并发

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11]。
护理措施:(1)预防压疮:使用气垫床,保持床

铺平整、干燥,每天定时翻身,加强皮肤护理;(2)定
期彻底吸痰,动作轻柔,防止气道黏膜损伤;(3)预

防泌尿系感染:加强会阴护理,留置导尿管的患者每

天膀胱冲洗 2 次,每周更换导尿管,严格执行无菌操

作原则[11 - 12]。
2.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四格表确切

概率法。

3摇 结果

摇 摇 2 组患者治疗后 MGC 症状均完全缓解,病情稳

定脱机后出院。 干预组 MGC 患者呼吸道感染和情

感障碍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和

P < 0. 01)(见表 1),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亦明显少

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2 组并发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呼吸道感染 泌尿系感染 压疮 情感障碍

对照组 38 9(23. 7) 7(18. 4) 1(2. 6) 20(52. 6)

干预组 44 3(6. 8) 3(6. 8) 0(0. 0) 9(20. 5)

合计 82 12(14. 6) 10(12. 2) 1(1. 2) 29(35. 4)

字2 — 4. 64摇 1. 59摇 — 9. 24

P — <0. 05摇 > 0. 05摇 0. 463吟 < 0. 01

摇 摇 吟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表 2摇 2组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比较(x 依 s)

分组 n 住院时间 / d 住院费用 / 元

对照组 38 24 依 2. 5 35 492 依 2 723. 5

干预组 44 20 依 1. 9 31 783 依 1 629. 8

t — 8. 21 7. 34*

P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4摇 讨论

摇 摇 MG 是累及神经肌肉接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病变累及部分或全身骨骼肌,MGC 是 MG 患者急骤

发生呼吸肌或延髓肌无力导致呼吸困难,危象一旦

发生,病情凶险,预后差,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传统护理措施以经验为基础,缺乏对于护理措施疗

效的评价,同时单纯以疾病为中心,缺乏对于心理障

碍、心理问题的关注,不能有效解决 MG 患者伴发的

抑郁状态,对于疾病恢复有一定的影响。
循证护理是在客观明确运用最新证据的基础上

开展护理工作,摆脱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护理理念,
向以最佳证据为基础的现代护理的方向发展,这也

是循证护理的核心[2]。 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了解

MGC 相关并发症的预防护理措施,并将循证得到的

护理措施结合患者具体情况。 MG 病程长、花费大,
易产生悲观、绝望情绪,MGC 患者急进性出现的呼

吸衰竭,易让患者出现濒死感,病程中易出现焦虑、
抑郁等情感障碍。 因此,在本研究中强调护士加强

心理干预,应学会换位思考,切实体会患者无助的感

受,尽量多陪伴患者,多种方式加强与患者沟通,消
除恐慌心理,树立战胜疾病信心[5]。 因长期卧床、
强迫体位、机械通气等因素,容易产生压疮、呼吸道

感染、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本组研究中通过建立干

预组,改变了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护理方式,将循

证护理资料与临床资料相结合,针对 MGC 常见并发

症实施循证护理,在气道管理、皮肤护理、泌尿系管

理方面,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其中,呼吸道感染

发生率的降低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本研究中干预组通过有针对性地护理措施,

MGS 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和住院

费用等卫生经济学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提高了护理

质量,改善了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促进了患者的

康复,同时降低了平均住院日,有效降低了单次住院

费用,对于改善卫生经济学指标有一定的意义。 因

此,循证护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应在更多的

护理实践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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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密闭式预冲法在血液透析中的应用

刘摇 丽,李摇 虹,刘摇 华

[摘要]目的:探讨重力密闭式预冲法在血液透析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血液透析患者 1 000 例次管路(包括透析器)随机分

为 2 组进行预冲,对照组 500 例次采用常规转泵密闭式预冲,观察组 500 例次采用重力密闭式预冲法,观察管路中残余气泡、
一次排气成功率、空气报警概率、与首次使用综合征和透析充分性。 结果:2 组在体外循环过程无一例空气报警及首次使用综

合征发生。 观察组一次性排气成功率达 99% ,残余气泡检测得分为(1. 01 依 0. 09)分,而对照组一次排气成功率为 90% ,残余

气泡检测得分为(1. 13 依 0. 39)分,2 组残余气泡得分和一次排气成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结论:重力密闭式

预冲法可完全排净膜内的气体,减少透析器内的残余气泡,减少上机过程的空气报警概率和首次使用综合征,提高透析充分

性,还可以减少感染,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 血液透析;预冲;残余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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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预冲的目的是血液透析为了排净血路管和透析

器里的空气和贴壁小气泡,清除残留的灭菌剂,使透

析膜润滑膨胀,以提高尿素氮清除力,达到充分透

析[1]。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密闭式预冲由于减少

了感染机会、节约时间等优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预

冲方法。 我国现行的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中只提

到转泵密闭式预冲法,该法需要软包装大袋的0. 9%
氯化钠注射液,操作过程复杂且增加成本。 在临床

中我们总结出了一种新的预冲方法———重力密闭式

预冲法,是同静脉输液一样利用大气压和液体静压

的原理使 0. 9%氯化钠注射液灌满整个管路及透析

器,又称静水压预冲法,该法操作简单,在清除血液

透析器和管路中的气体方面优于常规转泵预冲法。
现作介绍。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选取我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

2011 年 6 ~ 8 月行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 40 例,共行

血液透析 1 000 例次,其中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

33 ~ 71 岁。 均为终末期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随

机分成 2 组各 500 例次,对照组采用转泵密闭式预

冲法,观察组采用重力密闭式预冲法。 2 组一般资

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转泵密闭式预冲方法:将透析器置

于支架上(动脉端朝下),连接动静脉管路与透析

器,将冲洗管 -端连接血路管动脉端,一端与预冲液

相连,倒转动静脉壶,开动血泵以 80 ~ 100 ml / min
速度预冲,排掉透析器膜内的空气,再调高泵速至

200 ~ 300 ml / min,将透析液接头与透析器旁路连

接,排净透析器膜外的气体,整个预冲完成。 根据患

者的需要进行闭路循环。 0. 9% 氯化钠注射液的流

向:先充满动脉端寅透析器寅静脉端。 整个过程依

靠血泵动力,用手轻拍透析器完成排气。 (2)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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