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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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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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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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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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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0 月收治的 49 例病人为对照组,2015 年 12 月

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 49 例病人为观察组。 观察组

男 29 例,女 20 例,年龄 22 ~ 70 岁;文化程度小学及

以下 7 例,初中至高中 31 例,大专及以上 11 例;其
中胃肠手术 19 例,阑尾切除术 4 例,胆道手术 23
例,腹壁肿物切除术 3 例。 对照组男 21 例,女 28
例,年龄 18 ~ 70 周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4 例,初
中至高中 29 例,大专及以上 16 例;其中胃肠手术

17 例,阑尾切除术 7 例,胆道手术 18 例,腹壁肿物

切除术 7 例。 2 组病人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对照组摇 由责任护士进行常规的围手术期

护理,包括术前肠道准备、饮食指导、术后卧位指导、
活动指导、引流管护理等。
1. 2. 2摇 观察组摇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知信行模

式实施健康教育。 (1)术前访谈:为了解择期手术

病人的心理状态和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责任护

士于手术前 2 d 对择期手术的病人及家属进行访

谈。 访谈结果显示,病人及家属普遍关心的问题是,
手术后何时可以进食,何时可以离床活动,何时可以

拆除缝线,何时可以拔除引流管,术后疼痛程度以及

家属护理要点等问题,病人及家属希望护士能够给

予正确的指导,并愿意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使病人

早日康复。 (2)术前讲座:由一名年资较高的护士

于手术前一日下午对次日做相同手术的病人及家属

进行手术相关知识讲座,重点强调术后离床活动的

注意事项,内容包括离床活动时如何保护术区切口,
如何预防直立性低血压,如何保护各种引流管,如何

有效的咳嗽咳痰等,并邀请术后康复期病人共同参

与讲解并做示范,发挥同伴教育作用,改善病人及家

属对术后离床活动的错误认知,提高病人的自信心

和治疗的依从性。 (3)强化教育:责任护士在术前

讲座结束后再次评估病人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
采取反问式提问,如手术前何时开始禁食禁水,术前

导泻药的服用方法,术后活动要点等,对病人存在疑

问的问题进行强化教育并做记录。 责任护士将病人

术前关心的问题汇总,结合病人病情,制定个性化的

术后活动方案,便于提高病人术后护理的依从性。
加强对病人家属及照护者的培训,提高病人家属对

术后早期离床活动的正确认识,发挥家属对病人的

支持和督促作用,使病人摆脱术后活动的心理障碍,
完成早期离床活动的目标。 (4)同伴教育:安排同

一病种的病人共处一室,当病人在病房中观察到其

他病人在护士的指导下能够坐起、站立、独自行走

时,可打消其思想顾虑,通过相互比较、鼓励、督导,
使病人战胜心理障碍,成功实现离床活动的目标。
1. 3摇 评价指标 摇 对早期离床活动的评价标准[8]:
非呼吸机依赖,血氧饱和度稳定,术后第 1 天由护

士,家属协助下床自主或被动活动(从床上坐起、站
立、椅子入座和步行)且步行至少 5 m。 责任护士于

病人术后当日至出院前日,记录 2 组病人病人术后

首次离床活动时间、每日活动时间、排气排便时间、
进食后腹痛腹胀情况。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术后首次离床活动时间、平均每日活

动时间及排气排便时间比较摇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

组术后首次离床活动时间提前,每日活动时间延长,
术后排气时间提前(P < 0. 05 ~ P < 0. 01),而排便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摇 表 1摇 2 组术后首次离床活动时间、平均每日活动时间及

排气排便时间比较 (x 依 s;h)

组别
术后首次

离床活动时间

每日

活动时间

术后

排气时间

术后

排便时间

观察组 30. 51 依 13. 42 2. 23 依 0. 94 43. 73 依 16. 24 59. 61 依 15. 33

对照组 38. 18 依 13. 57 1. 24 依 0. 56 50. 65 依 17. 91 66. 35 依 19. 36

t -2. 81 6. 33* -2. 00 - 1. 91

P <0. 01 < 0. 01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2. 2摇 2 组病人进食后腹痛腹胀情况比较摇 结果显

示,进食后腹胀情况较对照组减轻(P < 0. 01),而腹

痛情况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
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进食后腹痛腹胀情况比较[n;百分率(% )]

组别 n 进食后腹痛 进食后腹胀

观察组 49 5(10. 20) 9(18. 37)

对照组 49 11(22. 45) 23(46. 94)

字2 — 2. 69 9. 09

P — >0. 05 <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知信行健康教育可提高病人术后活动的依从

性摇 表 1 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病人术后首次离

床活动时间早于对照组,且平均每日活动时间较对

照组长;说明采用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对腹部手术

8851 J Bengbu Med Coll,November 2020,Vol. 45,No. 11



病人及家属进行干预,可提高病人治疗的的依从

性[9]。 王雅菁的研究发现,48. 05%的腹部术后病人

因缺乏相关知识而限制了术后活动,约 75%的病人

需要护士为其讲解疾病相关知识,而护士的健康教

育内容单一,缺乏必要的示范和个性化护理[10]。 本

研究通过术前访谈,了解病人的需求和对疾病知识

的掌握情况,为制定个性化的活动方案提供依据。
术前讲座使病人对治疗方案有全面的认识,提高了

自信心,缓解了心理压力,再通过病友的示范讲解,
使其掌握康复要点,提高了自我护理能力。 本次调

查发现,对照组病人病人术后首次离床活动时间为

术后(38. 18 依 13. 57) h,早于以往调查的调查结果

(60. 0 依 1. 5)h[11],原因是本调查中行胃肠手术的病

人数量较少,且年龄较小,因此结果有差异。
3. 2摇 知信行健康教育可促进腹部术后病人胃肠功

能的恢复摇 腹部手术后暂时性的肠道功能障碍是每

一位病人必经的过程,如何安全有效的提早术后首

次排气时间,尽早恢复正常进食是术后病人康复过

程中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减少术后并发症,促
进机体功能恢复的重要环节[12]。 本调查采用知信

行健康教育模式实施干预,病人术后排气时间提前,
腹胀情况减轻,说明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较常规的

健康教育方式更能提高病人主观能动性,对促进病

人术后康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病人家属对疾病知

识的认知水平也是影响病人术后离床活动的一项重

要因素[2]。 陈俊等[13]的研究发现,积极配合治疗家

庭,病人术后离床活动时间、排气时间、进食时间均

早于家属配合欠佳的病人。 本研究通过对病人家属

的健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术后早期离床活动的意

义,并督导、协助病人做有效的术后活动。 本次研究

中观察组病人术后排便时间较对照组提前、进食后

腹痛情况较对照组减轻,但无统计学意义。 分析原

因,病人行腹部手术前需进行肠道准备,尤其是胃肠

手术病人需进行清洁灌肠,病人术后恢复肠蠕动后

仅可进食无渣饮食,因此两组病人术后排便时间均

较长,而病人术后进食的标准需严格遵照医嘱循序

渐进执行,若病人进食后出现不适症状,将终止进食

改为肠外营养,因此两组病人进食后腹痛的发病率

均较低。
综上所述,采用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对腹部手

术的病人及家属实施系统化的健康教育,改变病人

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错误认知,可提高病人术后早

期离床活动的依从性和主观能动性,有利于病人术

后的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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