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3鄄09鄄09
[作者单位] 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中医肝病科,236001
[作者简介] 陈摇 杰(1983 - ),女,主管护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15)03鄄0409鄄03 ·护理学·

标识腕带在肝病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陈摇 杰,尤德玲

[摘要]目的:探讨标识腕带在肝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按入院时间先后将肝病患者分为 2 组。 482 例未使用标识

腕带(对照组),采用常规查对制度;511 例使用标识腕带(观察组),除采用常规查对制度外,给每例患者佩戴标识腕带。 比较

2 组患者满意度、护患纠纷率、患者投诉率及护理工作差错率。 结果: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99. 41% ,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 93. 57% (P < 0. 01);观察组护患纠纷率 0. 20% 、患者投诉率 0. 39% 及护理工作差错率 0. 00% ;均低于对照组护患纠纷率

1. 66% 、患者投诉率 3. 32%及护理工作差错率 1. 24% (P < 0. 05 ~ P < 0. 01)。 结论:标识腕带的使用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提高

了护理质量,是防止护理差错发生的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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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患者标识腕带是患者标识的一种,是对在医院

接受治疗的患者佩戴使用的 24 h 贴身身份标识的

新型识别标志,被称为患者的第二身份证[1]。 医护

人员通过识别腕带信息能准确识别患者身份,有效

地执行查对制度,保证医疗护理安全。 本文回顾性

分析了我科使用腕带患者的相关资料,并与未使用

腕带时的患者资料进行比较,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中医肝病科 2012 年 7 ~

12 月收治的 482 例肝病患者(未使用腕带)为对照

组,其中男 274 例(56. 85% ),女 208 例(43. 15% ),
年龄 17 ~ 82 岁,住院时间 4 ~ 96 d;选择 2013 年 1 ~
6 月收治的 511 例肝病患者(使用腕带)为观察组,
其中男 289 例(56. 56% ),女 222 例(43. 44% ),年
龄 16 ~ 85 岁,住院时间 2 ~ 75 d;2 组患者性别构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0. 01,P > 0. 05)。 2 组患者

疾病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1. 2摇 方法摇 观察组采用常规查对制度,对照组除采

用常规查对制度外,参考余光容等[2 - 3]方法,入院后

摇 表 1摇 2 组患者疾病构成比较[n;构成比(% )]

分组 n 慢性乙肝 肝硬化 肝癌 肝性脑病 脂肪肝 肝损害 急性肝炎 甲、丙、戊型肝炎摇 其他肝病 字2 P

对照组 482 237(49. 17) 86(17. 84) 41(8. 51) 19(3. 94) 47(9. 75) 22(4. 56) 15(3. 11) 10(2. 07) 5(1. 04)

观察组 511 258(50. 49) 79(15. 46) 50(9. 78) 21(4. 11) 52(10. 18) 21(4. 11) 17(3. 33) 7(1. 37) 6(1. 17) 2. 35 > 0. 05

合计 993 495(49. 85) 165(16. 62) 91(9. 16) 40(4. 03) 99(9. 97) 43(4. 33) 32(3. 22) 17(1. 71) 11(1. 11) 摇

统一佩戴书写式标识腕带,昏迷、神志不清、无自主

能力的重症患者使用红色腕带,普通患者使用淡蓝

色腕带,在全科各病房实施。 责任护士选择合适的

腕带型号并填写患者的信息,包括姓名、住院号、性
别、年龄、科别、床号、诊断、血型及过敏史 9 项内容,
经 2 人核对后方可使用;一般佩戴于患者左手腕上,
如左手腕无法佩戴时可佩戴在右手腕,松紧可容一

指,以免脱落或影响血液循环,将纽扣扣好后向患者

交代使用腕带的作用和注意事项,患者病情发生变

化时,需由责任护士重新评估后更改腕带色系和信

息,出院时由病区护士用剪刀拆除并统一处理。 患

者转科时应认真核对腕带信息,转入科室后应重新

更换腕带。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99. 41% ,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93. 57% (P < 0. 01)(见表 2);观察

组护患纠纷率、患者投诉率及护理工作差错率均低

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2006 年中国医院协会公布了《2007 年患者安全

目标》,其中目标之五中明确提出使用“腕带冶作为

识别标志,这是医务人员对患者身份进行确认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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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 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n)

分组 n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 % 字2 P

对照组 482 451 31 93. 57

观察组 511 508 3 99. 41 25. 62 < 0. 01

合计 993 959 34 96. 58

表 3摇 2组患者护患纠纷、患者投诉及护理工作差错情况比较(n)

分组 n
护患

纠纷次数

发生

率 / %
投诉

次数

投诉

率 / %
差错

例数

差错

率 / %

对照组 482 8 1. 66 16 3. 32 6 1. 24

观察组 511 1 0. 20 2 0. 39 0 0. 00

合计 993 9 0. 91 18 1. 81 6 0. 60

字2 — 4. 40 11. 95 4. 49

P — <0. 05 < 0. 01 < 0. 05

要依据,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医务人员对患者身份识

别的准确性。
3. 1摇 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摇 提高患者满

意度,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是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

共同追求的目标。 患者住院期间,与其接触最多的

是护士,正确的身份标志有利于护理人员及时准确

地识别患者,完善查对流程,一方面提高了护理人员

的风险防范意识,确保了护理安全,另一方面提高了

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和满意度[4 - 5]。 在护理诊

疗活动中认真核对腕带信息,确认患者身份。 患者

佩戴腕带后,即使出病区到他科检查或走错病区,当
患者发生意外时,也可通过患者的腕带上的信息及

时和患者所在病区取得联系,并可给予及时抢救,增
加了患者的安全感[6]。 患者标识腕带的使用,为护

患沟通新增了渠道,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时,在核对醒目而又不涉及患者隐私的腕带标识中,
使患者感受到医务人员工作的严谨性[7]。 正确的

信息、正确的操作,进一步赢得患者尊重、信任和

满意。
3. 2摇 提高了护理工作的质量摇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人民健康需求的日益提高,细节管理对护理工作显

得尤其重要,只有在护理工作中加强每一个环节质

量管理,才能促进整体护理质量的提高[8]。 执行腕

带识别制度,切实落实查对各环节。 护士长加强督

查腕带佩戴情况及护士核对腕带信息情况,使腕带

核对工作常规化。 加强宣教,提高患者佩戴腕带的

依从性。 告知患者腕带佩戴的目的、意义和注意事

项,随时提醒患者腕带是住院期间的 “临时身份

证冶,腕带系上后不能随意拆除或调换,以确保标识

对象的唯一性和正确性,防止口头核对时患者因疏

忽、随口误答、理解错误或其他原因而出错[9]。 标

识腕带提高了医务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有效的规

避了风险。 患者标识腕带为规范化护理管理提供了

先进、可靠地辅助工具,有效地防止因错误识别病人

引发的医疗事故,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也
是医院规范化、正规化医疗管理的发展方向。
3. 3摇 标识腕带的不足之处摇 在护理实施过程中也

发现了标识腕带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目前大多医院

采用的手写方式填写标识腕带,存在如下不足:(1)
使用不规范,容易造成信息遗漏或冗余;(2)手写资

料可能太潦草难以辨认,无法获得准确信息;(3)重
复书写导致工作负担加重;(4)难以与医院信息系

统自动接入,信息在腕带被摘除后就丢失了,因而无

法实现更加快速、有效、正确的建立数据采集方法;
(5)腕带松紧不适或患者腕部出现肿胀时,而护理

人员因各种原因未及时更换腕带,可影响血液循环,
严重的甚至出现肢端缺血坏死;(6)部分患者认为

标识腕带不美观,特别是夏天穿短袖时,认为影响其

形象,故个别患者依从性差,出现私自拆下或更换腕

带现象。 (7)医护人员的执行力不足,据报道[6] 大

部分医护人员不能每次操作核对腕带,主要原因为

思想认识不足,一般认为工作忙、腕带信息查看不方

便及患者或家属不配合。
3. 4摇 如何改善标识腕带的不足之处 摇 我们建议:
(1)腕带信息填写至少科室内需统一、规范,尽量避

免手写;(2)改善腕带的外观,腕带的形状及图案可

以结合本院或者科室疾病特点进行设计,进行腕带

佩戴改进;(3)提高医护人员的执行力和患者的依

从性。 对部分特殊患者可以实行握手核对腕带,可
以提高患者对腕带核对工作的满意度[10]。

尽管标识腕带存在不足之处,但医院使用标识

腕带技术后,完善了患者安全保障系统,提高了患者

对医院及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减少了护患纠纷及护

理差错的发生,改善了医患关系,提高了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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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38 年,Hermann Muller 通过 X 射线照射果蝇产生突变

体,发现了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并命名为端粒(telomere)。
端粒是真核细胞染色体的末端物质。 它作为一种保护性的

结构单位,在维持染色体稳定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的

端粒由 TTAGGG 重复序列构成,长度大约 2 ~ 15 kb[1] 。 端粒

在染色体末端形成 T 环,不但可以防止染色体重排和末端融

合,而且可以保护编码 DNA 序列,防止 DNA 在复制中丢失,
起到了维持染色体稳定性的作用[2] 。 不同个体的端粒长度

各异,不完全复制机制使得细胞每分裂 1 次,端粒缩短 50 ~
100 bp。 端粒的这种调节机制限制了细胞的分裂次数,防止

细胞异常增殖和恶变。 而端粒酶的存在使细胞逃脱了端粒

的这种调节,最终发展成为永生细胞。 人的端粒酶由人端粒

酶逆转录酶(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hTERT)、
人端粒酶 RNA 和人端粒酶相关蛋白 3 个亚单位组成[3] 。 在

许多人类肿瘤中都可观察到 hTERT 表达水平上调与端粒酶

活性成正相关,同时这也被认为是肿瘤发生所必须的[4] 。 本

文就 hTERT 与临床肿瘤的相关性作一综述。

1摇 hTERT 基因

摇 摇 hTERT 基因位于人类 5 号染色体短臂上(5p15. 33),由
16 个外显子和 15 个内含子组成[5] ,包含 330 bp 的 hTERT 核

心启动子以及 37 bp 的外显子位于翻译起始位点(ATG)上

游[6] 。 hTERT 启动子富含 GC 序列,缺乏 TATA 和 CAAT 盒,
但包含许多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这表明 hTERT 基因表达

的调控是在多细胞间不同因子不同层次的调控[7] 。 研究[8]

发现,hTERT 与相关转录因子结合后可以激活 c鄄Myc、Sp1、
HIF鄄1、AP2 等癌基因的表达,而许多抑癌基因如 p53、WT1 却

可以抑制 hTERT 的活性。 hTERT 基因主要表达于癌细胞

中,正常细胞不表达或仅有少量表达[9] 。 同时,hTERT 的过

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 。

2摇 hTERT 与肿瘤诊断

摇 摇 Kawai 等[11]通过检测 56 例肺非典型性腺瘤样增生患者

和 77 例细支气管肺泡癌患者组织样本中的 hTERT mRNA,
发现在肺癌早期阶段即存在端粒长度的缩短和端粒酶的活

化。 作为宫颈癌变的早期事件,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时就

可以检测出高水平的端粒酶活性,而在宫颈癌组织中端粒酶

的阳性率可在 90%以上。 可见端粒酶的表达水平或许可作

为一个监控 CIN 的标志,并为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一种新

方法[12] 。 同时又发现 CIN 中端粒酶的激活要晚于 hTERT
mRNA 的表达,于是引起了人们对 hTERT 基因的关注和研

究。 hTERT 是端粒酶激活的限速酶,其表达与端粒酶活性相

一致。 在所有的人类肺癌细胞株中 hTERT mRNA 均高表达。
用 RNAi 抑制 hTERT 表达后,肺癌细胞株增殖能力减弱并发

生凋亡[13] 。 由此可以推测 hTERT 在肺癌的发生中可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有实验室[14]在检测 69 例确诊肺癌和 46 例非

癌患者胸腔积液的 hTERT 基因后发现,肺腺癌和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的 hTERT 表达均显著高于肺组织良性病变的患

者。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 hTERT 扩增来检测胸腔

积液的良恶性,与传统的细胞学检查相比具有较高的灵敏性

(91. 3% vs 56. 5% )与准确性(92. 2% vs 73. 9% )。 这种方

法不但可以对早期肺癌作出及时诊断,还可以早期发现肺癌

的胸膜微转移。 hTERT 蛋白在卵巢癌上皮细胞中高表达并

与国际妇科联盟分期呈正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对 hTERT 和

CA19鄄9 的联合检测来判断病理组织学检查无法区分的恶性

卵巢交界性肿瘤[15 - 16] 。此外,Kammori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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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原位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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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2008,11(4):436 -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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