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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LED 显示屏作为信

息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标志,尤其是面向信息服务领域的 LED
显示屏应用的会更加广泛[1]。 胸卡是一种挂在胸

前工作中表明自己身份的证明卡片。 护士在临床护

理工作中需佩戴胸卡,但是目前的护士胸卡只是一

张卡片,只能显示护士的姓名、工号、职称、星级等简

单信息,已无法满足护理工作中的需求。 其一,护士

在护理工作中不允许携带电子通讯设备,离开护士

站,如有紧急情况需要联系时,护士难以及时知晓信

息;其二,护士每天要到固定的地方排队打卡,很浪

费工作时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严管迟到、早退现

象,胸卡的一个功能就是进行上下班的刷卡,并可传

输到后台电脑,作为业务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2]。
其三,管理人员和病人无法对护士的护理工作进行

有效评价。 岗位考核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

节,也是薪酬分配的主要依据。 公立医院所具有的

岗位职能具有社会公益性、岗位构成复杂性和行为

指标的难以量化等特性,决定了医院岗位考核的难

度,如何设立全院统一的科学规范的考核依据和方

法成为建立科学有效的医院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体系

的关键问题[3]。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护士胸卡进行改进,丰富

胸卡功能,更加方便护士工作。 在本文设计的电子

胸卡当中,使用 12 点阵 伊 40 点阵的单色 LED 显示

屏,点阵数据利用列传送和行扫描的方式予以显示,
参考的葛健等[4]设计的基于单片机控制电子胸卡。
本发明公开了一款新型的护士临床工作时佩戴在工

作服口袋上的智能多功能胸卡。 已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专利号:201920053526. 4)。

1摇 设计思路

摇 摇 本实用新型的设计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护士

胸卡,解决现有的护士胸卡功能单一的问题。 可以

解决护士工作期间不能接打电话、上班打卡、计步累

计工作量、显示时间、互相沟通等问题。

2摇 设计原理

摇 摇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款智能护

士胸卡,包括胸卡本体,所述胸卡本体的正面设置有

显示模块、背面设置有固定件和电池槽,所述电池槽

内固定有纽扣电池,胸卡本体内设置有智能部件;所
述智能部件包括主控模块,所述主控模块连接有存

储模块和 WIFI 模块,所述主控模块通 WIFI 模块连

接于医院管理系统,所述主控模块和显示模块相连,
所述纽扣电池为所述主控模块和 WIFI 模块供电。
主控模块连接有实时时钟模块,所述实时时钟模块

外接计时晶体振动器。 实时时钟模块采用型号为

DS1302 的时钟芯片。 主控模块还连接有振动模块,
纽扣电池为振动模块供电。

振动模块包括开关、调整电容、振动电机及稳压

芯片,开关分别连接主控模块、振动电机的负极和稳

压芯片,稳压芯片分别连接上述纽扣电池和振动电

机的正极,开关和稳压芯片共同连接调整电容的一

端,调整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主控模块还连接有计

步模块,计步模块包括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三轴加

速度传感器的型号为 BMA250E。 胸卡本体内集成

有 RFID 标签。 本实用新型的智能护士胸卡的模块

连接图见图 1。

3摇 工作过程

摇 摇 结合图 1 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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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智能护士胸卡,包括胸

卡本体显示模块 1,可以清楚地显示护士的姓名、职
称、工号等信息与传统方式一致,利于病人记住认识

护士。 背面设置有固定卡件便于很轻松地固定在护

士工作服的口袋上和电池槽,电池槽内固定有纽扣

电池,胸卡本体内设置有智能部件参见图 1,智能部

件包括主控模块 2,主控模块 2 连接有存储模块 4
和 WIFI 模块 5,存储模块 4 用于存储预设的信息和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主控模块 2 通 WIFI 模块 5
连接于医院管理系统,主控模块 2 和显示模块 3 相

连,纽扣电池为智能部件的各模块供电。

摇 摇 主控模块 2 连接实时时钟模块 6,利用实时时

钟模块计算时间然后通过显示模块进行实时显示。
实时时钟模块 6 外接计时晶体振动器,计时晶体振

动器可以选择 32. 768 KHz 的晶体振动器。 实时时

钟模块 6 采用型号为 DS1302 的时钟芯片。
为了对护士进行提醒,主控模块 2 还连接有振

动模块 7,纽扣电池为振动模块 7 供电。 振动模块 7
包括开关、调整电容、振动电机及稳压芯片,开关分

别连接主控模块 2、振动电机的负极和稳压芯片,稳
压芯片分别连接纽扣电池和振动电机的正极,开关

和稳压芯片共同连接调整电容的一端,而调整电容

的 另 一 端 接 地。 本 实 施 例 中 开 关 的 型 号 为

ES6U2T2R。
为了对护士的工作步数进行统计。 本实用新型

的主控模块 2 还连接有计步模块 8,计步模块 8 包

括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型号为

BMA250E。 为了减少工作卡片,本实用新型将打卡

功能集成于胸卡上,在胸卡本体 1 内集成有 RFID
标签 9。

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护士将本实用新型的胸卡

挂于衣服上,卡槽内的卡片信息显示护士的基本信

息,显示模块 3 则用于实时显示时间;在上下班时,

直接用胸卡内集成的 RFID 标签在打卡机上进行打

卡;该胸卡的智能部通过 WIFI 模块 5 连接于医院的

管理系统,当护士在查房等情况不在办公桌前时,如
果有病房呼叫等信息,医院的管理系统可以将信息

通过 WIFI 模块 5 发送到主控模块 2,并通过显示模

块 3 进行显示,同时通过振动模块 7 提醒护士及时

查看;在护士带上胸卡运动的过程中,通过计步模块

8 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获取相应运动信息,然后主

控模块 2 进行相应运算后换算为步数进行统计。 而

且由于本实用新型通过 WIFI 模块接于网络,所以

护士本人可以使用电脑或手机等客户端预设闹铃等

信息并存储于存储模块 4 中,在相应时间对护士进

行提醒。

4摇 特点

摇 摇 这款实用新型的智能护士胸卡是对传统的胸卡

进行改造,增加相关显示信息和振动的功能,便于对

护士进行提醒;而且利用计步模块统计护士每天的

运动量,便于其上下班打卡和进行工作量统计;利用

集成的 RFID 标签实现打卡功能。 通过上述方式,
大大丰富了胸卡的功能,方便护士工作。

5摇 讨论

摇 摇 胸卡是护士身份的显示,也可以成为护士工作

中的帮手。 此款新型智能护士胸卡具有计时功能、
通信功能、打卡功能、计步功能,还可以在电脑进行

对护士下病房工作的统计和比对。 计时功能可以省

掉结构简单的护士表。 通信功能可以避免护士上班

期间因不能接打电话而产生的焦虑。 打卡功能可以

准确记录上下班时间,避免排队拥挤,延误上班。 计

步功能可以自知每天的活动量,也便于管理者客观

了解护士下病房巡视情况,对比护士工作情况等。
此外,根据临床需要,还可以设计胸卡具有点赞功

能,用于病人对护士的评价;还可以设计工作提醒功

能,以免忙碌的护士忘记做重要的事情;还可以设计

声控呼叫功能,以便工作期间同事间互相沟通等。
目前,病人使用的手腕带和胸卡都还不能与医院信

息系统建立数据采集的自动接口[5]。 以绿色、蓝
色、黄色条纹区分刚毕业、进修和实习医生[6],也可

以在智能胸卡上用不同颜色如绿色、蓝色、黄色来区

分护理的级别。 也有一些医院有自制的胸卡或号码

牌,胸卡牌号和提醒标识也是消耗品,用时间长会磨

损,或保存不当等缺点[7]。 随着时代的发展,成本

的降低,病人如果能佩戴相关的电子产品,就可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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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佩戴的智能型卡互动,为优秀护士进行点

赞和评价等。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冀恩祥. 基于单片机控制电子胸卡的设计[D]. 大连:大连交

通大学,2009.
[2] 摇 张红. 大型综合性医院多功能胸卡的设计与管理[ J] . 现代医

院,2011,11(4):141.
[3] 摇 杨易成,杜纲. 医院岗位绩效考核平衡计分卡指标的设计[ J] .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4(28):80.

[4] 摇 葛健,邢入姿,龙翔. 基于单片机控制电子胸卡的设计初探

[J] . 科技创新与应用,2017(16):67.
[5] 摇 蔡丽萍. 自制标识胸卡的设计与使用[ J] . 当代护士,2016,12

(12):48.
[6] 摇 周淑萍,许晨耘,柯雅娟,等. 应用颜色标识胸卡管理手术室外

科新进人员[J] . 护理学杂志,2010,25(8):92.
[7] 摇 牛凤兰. 胸卡牌号与提醒标识在儿童输液区的应用[ J] . 中国

医药指南,2011,9(3):155.

(本文编辑摇 刘畅)

[收稿日期] 2016 - 11 - 03摇 [修回日期] 2018 - 11 - 22
[作者单位] 辽宁省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1. 护理部,2. 普通外科一

病房 116000;3. 辽宁省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护理

部,116037
[作者简介] 孙摇 健(1969 - ),女,副主任护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0)11鄄1587鄄03 ·护理学·

知信行健康教育对腹部手术病人早期离床活动的影响

孙摇 健1,谷摇 虹1,佐摇 品2,郭摇 丹3

[摘要]目的:探讨知信行健康教育对腹部手术病人早期离床活动的影响。 方法:选择普外科自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行

腹部择期手术治疗的病人 98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9 例,住院期间,观察组病人采用以知信行健康教育为指导的

系统化健康教育模式,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计划对其进行干预,对照组病人采用常规的围手术期护理,比较 2 组病人术后首

次离床活动时间,平均每日活动时间、肛门排气、排便时间和进食后的腹痛、腹胀情况。 结果:观察组病人经干预后与对照组

相比,术后首次离床活动时间提前,平均每日活动时间延长,肛门排气时间缩短,进食后腹胀的发生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5 ~ P < 0. 01)。 结论:采用知信行健康教育对腹部手术病人进行早期离床活动干预,可提高病人治疗的依从性,
促进康复。
[关键词] 健康教育;知信行;腹部手术;术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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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腹部手术的病人由于麻醉、手术创伤及牵拉等

刺激,使病人胃肠功能减弱或消失,表现为腹痛腹

胀、排气排便功能障碍等,若不尽早恢复肠蠕动,将
导致体内毒素蓄积,严重影响病人身体的恢复及疾

病的预后[1]。 大多数术后病人因切口疼痛、担心切

口裂开、术后疲劳、直立不耐受、术后焦虑等原因拒

绝离床活动或延迟离床活动时间[2]。 调查[3] 显示,
腹部手术后肠粘连的发生率高达 95% ,病死率为

8% ~ 13% ,肠粘连已成为腹部手术的重大临床挑

战。 术后早期离床活动有利于肠蠕动,降低肠粘连

的发病率,促进切口愈合和膀胱功能的恢复,增加肺

活量,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减少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

生率[4]。 研究[5]表明,对病人实施合理有效的健康

教育可提高病人术后活动的依从性。 知信行模式是

改变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之一,它将人类行为

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和形成行为三个连

续的过程[6],指导健康教育工作者首先从宣教服务

对象健康知识和改变健康信念入手,以帮助其形成

正确的健康知识,增强其健康的信念,从而愿意主动

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7]。
本研究以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为指导,对腹部手术

的病人及其家属实施早期离床活动健康教育,旨在

提高病人治疗的依从性,降低腹部术后并发症发病

率。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大连市

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

治的腹部择期手术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年龄 18 ~ 70 周岁;(2)行腹部择期手术;(3)经手术

医生评估病情,允许病人早期离床活动;(4)认知及

沟通能力正常;(5)术前生活自理,行动自如;(6)愿
意参与此项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行腹部急诊手术;(2)意识不清,不能正常交流;
(3)术前有肢体活动障碍;(4)术后生命体征不稳

定,不允许早期离床活动;(5)既往有严重心肺功能

不全。 经综合评定,共纳入研究对象 98 例,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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