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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公众号构建 CT 增强检查健康宣教平台的应用

丁春玲1,丁摇 晔2,朱正芳3,王艳玲1

[摘要]目的:探讨微信公众号在 CT 增强检查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行 CT 增强检查的 240 例病人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健康宣教,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进行健康宣教。 比较 2 组病人

的宣教知识知晓度、检查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评分等。 结果:2 组病人宣教前知识知晓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观察组病人宣教后知识知晓度及护理满意度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CT 增强检查采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健康宣教,有利于改善宣教效果,减少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度,建议有条件

的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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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医学影像学发展迅速,多排螺旋 CT 逐

渐普及,以前“高大上冶的 CT 增强检查越来越成为

常规检查项目,为临床诊断疾病提供了极大方便。
由于 CT 增强检查流程相对复杂,病人的配合度十

分重要,因此,需要对病人和家属进行详细的健康宣

教。 传统的常规宣教由于时间有限、方法单一,以及

护士交流技巧和病人文化程度的差异,病人对入院

宣教的理解程度也不一[1],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获取健康相关信息的途径不断增

多,病人希望通过更方便、快捷、轻松的方式获取健

康指导[2]。 我科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对 CT 增强检

查病人开展健康宣教,取得较好效果,受到病人和家

属一致好评,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8 年 6 - 11 月,在排除碘过敏、
严重甲状腺功能亢进等检查禁忌证,以及严重心衰、
肝肾功能不全、支气管哮喘、体质衰弱等高危人群以

及精神障碍疾病,共接受 CT 增强检查 240 例,所有

病人(或者陪检家属)均会使用微信。 将入选病人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 118 例,男 76
例,女 42 例,其中心脏 9 例,胸部 18 例,腹部 51 例,
甲状腺 11 例,头部 16 例,其他 13 例;观察组 122
例,男 83 例,女 39 例,其中心脏 13 例,胸部 15 例,
腹部 49 例,甲状腺 12 例,头部 21 例,其他 12 例。 2
组病人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健康宣教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常规宣教方法,观
察组采用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宣教方法。 除健康

宣教方法不同,静脉血管的选择、穿刺方法、高压注

射药物护理、CT 扫描方法以及检查结束后的观察、
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护理均无明显区别。
1. 2. 1摇 对照组健康宣教 摇 采用常规宣教方法:CT
增强检查前一天由操作护士采用面对面讲解的方

式,配合文字、图片等,详细介绍检查目的、检查的安

全性、检查流程以及检查过程中哪些属于正常、哪些

属于异常,应该怎样配合检查,消除病人紧张情绪,
取得病人主动配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2摇 观察组健康宣教摇 采用基于微信公众号平

台的宣教方法:(1)建立微信公众号。 首先成立微

信公众号管理小组,成员由放射科护士长 1 名、放射

科医师 1 名、护士 2 名、宣传科干事 1 名组成。 护士

长为小组组长,负责微信公众号的建立、信息更新和

及时推送,医生和护士负责将拍摄好的图像、宣教视

频以及搜集的知识内容,根据需要加以编辑、修改,
做到生动形象、浅显易懂,宣传科干事负责公众号技

术支持并对所有成员进行程序使用和功能操作方面

的培训,确保所有人能熟练使用。 (2)宣教内容,让
病人充分了解 CT 增强检查的具体程序,学习怎样

固定穿刺侧上肢,防止留置针滑脱,怎样保持正确的

姿势以利于取得稳定的影像,告知病人轻度发热、胀
痛为正常现象,让病人练习呼气屏气以配合胸部和

心脏检查,还针对常见问题给予权威解答,所有内容

以文字、图片、短视频等方式定期推送,发布前均由

医生和护士长审核确认,力求内容准确、通俗易懂。
通过宣教,让病人心情放松,从而主动配合检查。 检

查前同样签署知情同意书。 (3)检查前一天,负责

健康宣教的护士指导每位病人(或家属)使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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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通过扫二维码关注健康宣教公众号,并教会他

们如何使用公众号学习相关宣教内容,如有不懂地

方当面给予讲解,也可在微信公众号中给予解答。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宣教知识知晓度:宣教前和检

查前 30 min 分别调查病人对宣教知识的知晓情况

(满分为 100 分);(2)并发症发生率:检查结束统计

并发症和不良反应例数;(3)满意度评分:自制护理

满意度评分表,包括服务态度、宣教、操作技术 3 项

单独内容,根据每项所得分值计算出每组平均分并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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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前后知识知晓度得分对比摇 宣教前观察

组和对照组知识知晓度得分分别为(35. 18 依 2. 36)
分和(36. 52 依 1. 95)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t =
1. 26,P > 0. 05);宣教后得分分别为(83. 20 依 5. 66)
分和(67. 84 依 4. 93)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
4. 31,P < 0. 01)。
2. 2摇 并发症发生率摇 观察组有 2 例(1. 64% )(肿
痛 1 例,低血压 1 例),低于对照组的 6 例(5. 08% )
(外渗 1 例,肿痛 3 例,低血压 2 例)(字2 = 7. 23,P <
0. 01)。
2. 3摇 总体满意度评分比较摇 观察组总体满意度评

分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总体护理满意度比较

分组 n 服务态度 宣教 操作技术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118 95. 31 依 4. 22 94. 36 依 5. 17 97. 67 依 4. 46 95. 78 依 3. 26

观察组 122 97. 55 依 4. 35 97. 93 依 3. 88 98. 73 依 3. 77 98. 07 依 5. 47

t — 4. 40 5. 83 2. 67 5. 02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CT 增强检查是临床常用的检查手段,利用碘对

比剂的密度差,对病变组织进行定位和定性[3],检
查过程中的穿刺、注药、扫描等环节都有可能导致外

渗、肿痛、过敏反应、低血压等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发

生。 由于病人多为首次检查,难免紧张导致肢体抖

动、血管痉挛,无法配合检查,甚至针头移位、滑脱,
由于疼痛不适、情绪紧张发生迷走反射导致心慌、出
汗、低血压,以致不得不中断检查。 因此,健康宣教

尤为重要。 常规健康宣教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负责

宣教的护士很难在有限的时间把有关知识讲解透

彻,让病人和家属了解 CT 增强检查的目的、原理以

及需要注意的事项,而且讲解的内容往往枯燥乏味、
形式呆板,不易让病人理解。 而微信公众号平台支

持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的发送,是现代社会重要

的沟通渠道之一,具有信息传播迅速、方便、直观、低
成本的优势[4]。 不仅保证了宣教内容的统一化、标
准化、规范化,而且适应了现代护理工作的要求[5]。
陈冬梅等[6] 研究显示微信平台宣教为病人及家属

答疑解惑,使病人有存在感,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

心,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科 2018 年 6 月至 11 月 240

例 CT 增强病人的健康宣教效果,发现基于微信公

众号开展健康宣教,显著提高了病人的宣教知识知

晓度和护理满意度,同时降低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发

生率,说明微信公众号的应用可以提高病人对宣教

知识的认知度,能够更好地配合检查过程中的各项

要求,从而减少了并发症和不良反应,也间接提高了

护理满意度。 朱娴子等[5] 认为,通过微信公众号,
护理人员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进行宣教,
发挥了信息平台内容丰富、生动形象、传播迅速、互
动性强等特点。 同时,护理人员利用这种方式,提高

了工作效率,给护士提供了展示其专科护理水平的

平台,使工作价值得到体现[7],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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