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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改善脑动脉瘤介入病人

术后运动功能及生存质量的效果观察

吴春花1,代摇 凤1,辛摇 玲1,段晓侠2

[摘要]目的:探究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对脑动脉瘤介入病人术后运动功能及生存质量的改善作用。 方法:选取 60 例脑

动脉瘤介入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 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

上实施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 比较 2 组病人护理干预前后的运动功能和生存质量变化情况。 结果:干预前,2 组病人的

简式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评分(FM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2 组 FMA 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且观察组 FMA
评分优于对照组(P < 0. 01)。 干预后 6 个月,观察组病人简明健康问卷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基于时间理

念的护理策略对脑动脉瘤介入病人术后运动功能及生存质量具有积极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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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time鄄based nursing strategy on the improvement of motor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rebral aneurysm patients w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WU Chun鄄hua1,DAI Feng1,XIN Ling1,DUAN Xiao鄄xia2

(1.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2.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ime鄄based nursing strategy on the improvement of motor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rebral aneurysm patients w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Methods:Sixty cerebral aneurysms patients w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routine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he time鄄based nursing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otor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Before intervention,the
difference of the Fugl鄄Meyer Assessment of Motor Function( FMA)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FMA scores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and the FMA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 After 6 months of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each item of Short Form 36 Questionnai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time鄄based nursing strategy can
actively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erebral aneurysm patients with interventional therapy.
[Key words] nursing strategy;time concept;cerebral aneurysm intervention;motor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摇 摇 脑动脉瘤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但并非真

正的肿瘤,而是由于颅内动脉血管壁因局部先天性

缺陷和颅腔压力升高而引起的异常膨出;在脑血管

意外事件中,该疾病的发生率仅次于脑血栓和高血

压脑出血。 该病的发生几乎毫无征兆,但破裂出血

后会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导致病人出现相应的中

枢神经系统功能缺损表现[1 - 2]。 随着微创技术以及

影像学设备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介入治疗成为临床

治疗脑动脉瘤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3]。 介入治疗

虽然较传统的开颅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和效果

显著等优势,但其仍属于有创手术,研究[4] 表明针

对脑动脉瘤介入治疗病人实施科学的护理干预对手

术成功率以及病人预后均会起到积极的促进和保障

作用。 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源自中医理论,是
指临床护理的项目实施应当根据病人的不同阶段的

需要而给予相应的针对性干预措施,充分体现了现

代护理“以人为本冶的人性化护理宗旨[5]。 为此,我
科自 2017 年起便把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应用

于脑动脉瘤介入病人,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
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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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收治的 60 例脑动脉瘤介入病人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所有病人均具有蛛网膜下腔出血症

状如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并经 CT、MRI 以及全

脑血管造影术诊断明确;(2)均为首次发病且全程

在我院接受诊疗和护理;(3)均符合脑动脉瘤介入

治疗手术指征;(4)所有病人及家属均被告知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严重心肝肾

肺功能不全或器质性病变者;(2)原发性或继发性

痴呆者;(3)严重精神系统疾病、无法正常沟通交流

者;(4)介入治疗禁忌症者。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其中对照组中男 9 例,
女 21 例,年龄(55. 87 依 9. 6)岁;观察组中男 15 例,
女 15 例,年龄(54. 30 依 9. 04)岁。 2 组病人在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护理方法摇 所有病人在入院诊断明确后第一

时间给予常规对症治疗。 其中对照组病人给予临床

常规护理干预,包括介入治疗术前健康教育、术后康

复锻炼、饮食指导和心理疏导。 而观察组病人则在

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具体

实施方案如下:
1. 2. 1摇 成立基于时间理念护理策略小组摇 挑选年

资超过 3 年的优秀护理人员作为小组成员,由科室

护士长作为小组组长。 邀请护理领域专家对小组成

员进行时间理念策略的培训,并查阅近 5 年来国内

外关于该策略在临床相关护理的文献报告,结合本

院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本科室临床实际的基于时间

理念护理策略执行内容和流程。
1. 2. 2摇 介入治疗前的时间护理摇 小组制定脑动脉

瘤病人接诊临床路径和流程,一旦病人确诊后,便立

即开通相关绿色通道并按照临床路径及流程进行分

工明确。 (1)病房准备:病房在接到收治病人电话

的 10 min 内准备好病床以及其他相应的抢救器械

和药物等;(2)病人处置:病人入科后,管床护士在

10 min 内对病人进行护理评估,同时快速建立静脉

通道,确保病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治疗

和护理,体现“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冶的理

念;(3)心理照护:病人在接受介入治疗前,因为对

疾病的认知不足及对介入手术方案的不确定感,容
易出现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 责任护士及时了解

病人的心理状态,择时与病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

流,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康教育提高病人的

认知水平,同时向病人介绍介入治疗的优势和效果,
进一步缓解病人的心理应激反应,提高病人的治疗

依从性和遵医行为,进一步保障介入治疗手术的成

功率。
1. 2. 3 摇 介入治疗后的时间护理 摇 (1)加强病人病

情监测的时间护理:介入栓塞治疗术后,术侧髋关节

制动 6 h,卧床休息 24 h,观察双下肢末梢血液循环、
穿刺点有无渗血及皮下血肿,术后 6 h 内易发生皮

下血肿。 每日上午 7:00 和下午 15:00 分别进行相

关生命体征指标的测量,该时间段是一天中病人生

命体征相对平稳的时候,因此在上述时间段进行生

命体征指标监测能够较好的反映病人的恢复状况,
一旦发现异常则需要及时上报并给予护理干预。
(2)加强病人合理饮食的时间护理:由于介入治疗

会影响病人脑血管的供血,为避免因过度饥饿而导

致胃肠道血液供应增加而减少了脑部供血,影响病

人术后的中枢神经功能恢复,因此合理安排病人的

就餐时间、就餐量和饮食种类,如病人晚餐时间不宜

超过下午 17:30,饮食不宜过饱,宜营养丰富的流

质、半流质为主。 (3)指导病人科学睡眠的时间护

理:介入治疗手术本身以及术后所使用的营养神经

系统药物等均会影响病人术后的睡眠质量,因此小

组成员应当指导病人尽可能在晚上 21:00 后入睡;
为确保睡眠质量,对病房定时熄灯、播放轻柔舒缓的

催眠音乐、保持病房安静等干预措施来促进病人入

眠;对于失眠严重者则遵医嘱在术前 1 h 给予安眠

药以帮助入睡;对于起夜病人则叮嘱一定要在苏醒

后保持 1 min 平卧后才可起身,以避免发生体位性

低血压。 (4)加强病人合理用药的时间护理:根据

不同病人的实际个体差异,行支架辅助下动脉瘤介

入栓塞的病人,小组成员应制定个性化用药清单,通
过发放详细、醒目的用药时刻表来确保病人在不同

时间段进行按时服药,确保介入治疗的效果。 (5)
加强病人合理运动的时间护理:小组成员根据病人

生活习惯和人体生物钟特点为其制定详细可行的功

能锻炼表,在与病人细致耐心的沟通交流并建立相

互信任的护患关系基础上,本研究中小组成员指导

并协助病人在每日 7:00 ~ 9:00 被动运动锻炼、
15:00 ~ 17:00 主动运动锻炼、20:00 ~ 21:00 日常生

活自我照护训练。
1. 3摇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摇 2 组病人均在护理干

预前和干预 6 个月后采用简式 Fugl鄄Meyer 运动功能

评分(FMA)法[6]对病人的运动功能进行评分,其中

FMA 量表主要由上肢运动功能评定(总分 66 分)和
下肢运动功能评定(总分 34 分)两部分组成,总分

值越高,病人的运动障碍越小。 所有病人干预 6 个

月后利用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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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量表(SF鄄36)中文版[7] 进行生存质量的评价,该
量表包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

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 8 项

35 个条目,分值越高说明病人的生存质量越高,恢
复情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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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组病人护理干预前后 FMA 评分比较摇 干预

前,2 组病人,F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干预后,2 组 FMA 评分均较干预前提高,且
观察组 FMA 评分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护理干预前后 FMA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FMA 评分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30 37. 21 依 4. 32

摇 对照组 30 36. 96 依 4. 29

摇 摇 t — 0. 22

摇 摇 P — >0. 05

干预后

摇 观察组 30 摇 44. 76 依 4. 79**

摇 对照组 30 摇 40. 64 依 4. 61**

摇 摇 t — 3. 39

摇 摇 P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P < 0. 01

2. 2摇 2 组干预后 6 个月的 SF鄄36 评分比较摇 干预后

6 个月,观察组病人的 SF鄄36 各项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P < 0. 01)(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传统的临床护理工作为了使工作更为集中,往
往对所有病人均选择在相同的时间段来开展治疗和

护理,这虽然表面上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并不符合

因人而异、因病施护的现代护理理念。 基于时间理

念的护理策略最大的优势在于实施临床护理干预措

施的时机需要符合病人的病情发展以及病人个性化

的生理特点,从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8]。 这实际上是将传统护理“以疾病为中心冶的

护理理念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冶的人性化护理,从
而为病人提供更为科学有效和优质合理的护理服

务。 赵飞丽等[9] 对脑梗死后吞咽障碍病人实施时

间康复护理方案,结果与常规护理组相比,总有疗效

从 73. 3%升高至 93. 3% ,藤氏吞咽障碍评分、洼田

饮水试验评分和生活质量亦获得了显著的改善。 焦

红玉等[10]对急性心肌梗死观察组病人实施时间护

理干预,结果干预后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相比,观察

组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心绞痛发作频率和心绞痛疼

痛评分、心绞痛持续时间、卧床休息时间和住院时间

表 2摇 2 组干预后 6 个月的 SF鄄36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一般健康状况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观察组 30 67. 76 依 7. 20 72. 90 依 7. 22 66. 46 依 6. 43 72. 72 依 9. 20 75. 68 依 7. 53 58. 85 依 7. 11 68. 84 依 7. 31 75. 18 依 7. 50

对照组 30 54. 35 依 5. 34 60. 77 依 6. 82 57. 48 依 5. 81 59. 70 依 6. 41 56. 38 依 6. 00 49. 65 依 5. 64 55. 24 依 7. 15 60. 18 依 6. 95

t — 8. 19 6. 69 5. 68 6. 36 10. 98 5. 55 7. 28 8. 04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均得到显著降低,而满意度评分显著升高。 由此可

见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的临床实用性值得

肯定。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为脑动脉瘤介入治疗病人,

此类病人一方面因脑动脉瘤的影响使得病人的中枢

神经功能受到影响,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介入治疗

手术本身也会对病人的大脑动脉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病人术后的护理干预对病人的大脑功能恢复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1]。 强荧艳等[12] 将介入治疗的

脑动脉瘤病人分别给予传统照护和引入基于时间理

念的护理策略,结果干预第 6 个月末,后者的运动功

能和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前者。 本研究中根据时间理

念的护理内涵,在对护理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后使小组成员能够深刻领会时间理念护理干预的内

容和步骤,确保了本研究的顺利开展。 在针对脑动

脉瘤介入病人术后的生理特征,本研究着手于病情、
饮食、睡眠、用药和锻炼的时间管理。 结果显示,观
察组病人无论是运动功能还是生存质量均较干预前

和同期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得到了显著改善。 其

中大脑动脉瘤病人由于发病程度的不同、部位的不

同,其病情的严重程度和表现程度也大相径庭,因此

本研究在反映病人病情的最佳时间段对病人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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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体征测量,从而能够获得较为可靠和真实的反映。
而在饮食上通过合理的时间安排,使得病人在获取

营养的同时还能有效保持脑部供血,为病人的预后

和恢复提供了保障。 睡眠对于脑神经细胞的修复具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中小组成员对病人

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和指导,确保病人能够获得最

大程度的恢复。 临床药物在体内都存在一定的药物

浓度,如何最大程度的确保药物浓度处于适宜水平

是本研究进行时间管理的关键所在。 而功能锻炼作

为术后运动功能的直接表现,不仅直接体现了治疗

效果,而且还彰显了我院护理服务水平;尤其本研究

中护理小组成员严格按照时间理念实施功能锻炼,
不仅使得病人的功能锻炼更为有效,而且还使得大

脑的功能恢复和重塑效果更为满意。
综上所述,基于时间理念的护理策略对脑动脉

瘤介入病人术后运动功能及生存质量具有积极的改

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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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业务知识和沟通能力强,且责任心较强人员,其
能够对病人疑惑问题进行解答,对病人术后康复加

强指导[7]。 电话随访能够减少病人从家到医院的

交通、咨询时间,能够在电话中了解在家康复情况,
并叮嘱其养成良好生活和饮食习惯,按时服药,告知

其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并加强其运动指导,使其免疫

力得到增强,对促进术后早期康复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微信平台在临床得到

广泛应用[8],微信具有极强互动性,能够免费发送

语言信息、文字信息和图片,有利于护患交流更为通

畅,同时通过定期在微信公众号内发布有关疾病相

关知识,使病人能够对自身疾病了解度增加,实现医

患个性化沟通。
本文从建设目标、信息平台架构等方面,提出了

整体设计思路,提出了健康管理信息化服务平台的

建设目标,设计了系统架构,并详细论述了该架构的

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临床应用结果显示,观察组

SAQ 评分比对照组高,心脏不良事件低于对照组,6
min 步行实验结果优于对照组病人,提示构建健康

护理教育的相关交流平台,在安全性方面具有优势,

能显著保障病人安全,提高病人术后康复效果及运

动能力,整体效果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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