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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王摇 慧1,徐摇 艳2,牛摇 璐2,赵摇 蓓1

[摘要]目的:探讨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出院准备度量表对 381 例缺血性卒

中病人进行调查,分析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381 例缺血性卒中病人中,出院准备充分和不充分的病人分别为

224 例(58. 8% )和 157 例(41. 2% )。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独居、出院后是否有人照护和住院时间与

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有关(P < 0. 05 ~ P < 0. 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出院后是否

有人照护和住院时间是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 结论: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年龄

大、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出院后无人照护及住院时间长的病人的出院准备情况,积极采取个性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

缺血性卒中病人的出院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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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charge readiness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WANG Hui1,XU Yan2,NIU Lu2,ZHAO Bei1

(1. Department of Neurology,2.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Lianyungang,Lianyungang Jangsu 222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charge readiness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Methods:A total of
381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and readiness for hospital discharge scale,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charge readiness were analyzed. Results:In the 381 patients,224 (58. 8% ) patients were adequately ready
for discharge, and 157 (41. 2% ) patients were inadequately ready for discharg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living alone or not,having nursing care or not after discharge and hospital stay were related to the discharge readiness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gender,
education level,having nursing care or not after discharge and hospital stay 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charge
readiness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should focus on the discharge
readiness in older, female, less educated, unattended and long鄄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actively take personalized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ischarge readiness of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Key words] ischemic stroke;discharge readiness;influencing factor

摇 摇 卒中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我国每

年首发卒中病例超过 200 万,且以 8. 7% 的速度增

长[1],其中缺血性卒中的比例高达 70% ~ 80% [2]。
此外,卒中是导致严重且长期残疾的首位疾病[3],
经过积极治疗后仍有 75% 的病人留有不同程度功

能障碍[4],42%的病人为重度残疾。 由于现代观点

提倡最大限度地缩短病人住院时间,病人在出院时

可能遗留较多的健康问题,同时,病人照护需求也从

医院延伸到家庭或社区,后期康复的负担则降到病

人及家属的身上[5]。 因此,评估病人出院准备情

况,保障出院后安全显得尤为必要。 现国外对病人

出院准备度的研究较多,国内近几年开始逐渐关注,
但目前相关研究尚少,针对卒中病人的研究更少。
本研究调查缺血性卒中病人的出院准备度并探讨其

影响因素,为临床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理论依

据,以保障病人出院后的安全,提高病人满意度。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我院神经内

科 2017 年 6 - 11 月出院的缺血性卒中病人为研究

对象。 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诊

疗指南(2014) [6]诊断要点,并经头颅 CT 或 MRI 确
诊;(2)住院时间逸4 d;(3)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

研究。 排除标准:(1)沟通有障碍者;(2)合并其他

重要脏器(如肝、肺、肾)功能严重损害者。 本研究

共纳入 381 例缺血性卒中病人,年龄 40 ~ 88 岁,住
院天数 9 ~ 1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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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研究工具摇 (1)一般资料调查表:该调查表

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病人的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独居、出院后是否有人照

护、出院当日病区床位使用率、住院时间、Charlson
合并症指数评分、此次住院是否住过神经内科重症

监护室(NICU)。 (2)出院准备度量表(readiness for
hospital discharge scale,RHDS):采用 ZHAO 等[7] 汉

化的中文版出院准备度量表,信效度均为 0. 97。 该

量表共 23 个条目,第 1 个条目为是非题,不纳入计

分。 量表包含 4 个维度:身体状况(7 个条目)、疾病

知识(8 个条目)、出院后应对能力(3 个条目)以及

出院后期望得到的社会支持(4 个条目)。 采用 0 ~
10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表示出院准备度越好。 评分

逸7 分,示病人出院准备充分;评分 < 7 分,示病人出

院准备不充分[8]。
1. 2. 2摇 资料收集方法摇 调查中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病人在其出院当天进行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前,向
研究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征得研究对象

同意后,采用不记名形式填写问卷。 对研究对象提

出的疑问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不加暗示性的解答。
此问卷为病人自评,对于填写有困难(不识字或视

力障碍)者,可由照顾者或调查者根据病人回答代

为填写。 现场发放并收回问卷。 本研究共发放问

卷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 38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25% 。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秩和检验

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摇
381 例缺血性卒中病人中,出院准备充分和不充分

的病人分别为 224 例(58. 8% )和 157 例(41. 2% )。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独

居、出院后是否有人照护和住院时间与缺血性卒中

病人出院准备度有关(P < 0. 05 ~ P < 0. 01) (见表

1)。
2. 2摇 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多因素分析摇
以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出院准备充分 = 1,
出院准备不充分 = 0)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结果

中有意义的因素,年龄、性别(女 = 0,男 = 1)、受教

育程度(文盲 = 0,小学及中学 = 1,高中 = 2,大专、
本科及以上 = 3)、是否独居(否 = 0,是 = 1)、出院后

是否有人照护(否 = 0,是 = 1)、住院时间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出院后是否有人照护、住院时间是

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摇 表 1摇 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n;百分

率(% )]

项目
出院准备不充分

(n = 157)
出院准备充分

(n = 224)
字2 P

年龄 68. 3 依 17. 2 60. 1 依 18. 4 4. 40吟 < 0. 01

性别

摇 女

摇 男

102(50. 0)
55 (31. 1)

102 (50. 0)
122 (68. 9)

14. 01 < 0. 01

婚姻状况

摇 已婚

摇 单身(未婚、离异或丧偶)
103 (38. 7)
54 (47. 0)

163(61. 3)
61(53. 0)

2. 25 > 0. 05

受教育程度

摇 文盲 34 (64. 2) 19 (35. 8)

摇 小学及中学

摇 高中

76 (49. 4)
22 (28. 9)

78 (50. 6)
54(71. 1)

30. 41 < 0. 01

摇 大专、本科及以上 25(25. 5) 73 (74. 5)

是否独居

摇 是

摇 否

15 (65. 2)
142 (39. 7)

8 (34. 8)
216 (60. 3)

5. 82 < 0. 05

出院后是否有人照护

摇 是

摇 否

121(36. 1)
36 (78. 3)

214 (63. 9)
10 (21. 7)

29. 65 < 0. 01

床位使用率 0. 85 依 0. 1 0. 85 依 0. 1 0. 00吟 > 0. 05

住院时间# 16(10 ~ 19)摇 12(8 ~ 15) 5. 73银 < 0. 01

Charlson 合并症评分 2. 47 依 1. 7 2. 22 依 1. 7 1. 41吟 > 0. 05

是否住过 NICU

摇 是

摇 否

11(52. 4)
146 (40. 6)摇

10 (47. 6)
214 (59. 4)

1. 15 > 0. 05

摇 摇 吟示 t 值;银示 uc 值;#示中位数(第 25 百分位数 ~ 第 75 百分位数)

表 2摇 缺血性卒中病人出院准备度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茁 SE Wald P OR(95%CI)摇

年龄 -0. 06 0. 02 16. 77 < 0. 05摇 0. 94(0. 91 ~ 0. 97)

性别 0. 97 0. 38 6. 71 < 0. 05 2. 65(1. 27 ~ 5. 54)

受教育程度 0. 51 0. 21 6. 03 < 0. 05 1. 67(1. 11 ~ 2. 51)

出院后是否有人照护 1. 66 0. 51 10. 68 < 0. 01 5. 24(1. 94 ~ 14. 15)摇

住院时间 -0. 67 0. 08 80. 80 < 0. 01 0. 51(0. 44 ~ 0. 59)

3摇 讨论

摇 摇 缺血性卒中是神经内科常见的慢性疾病,饮食、
用药、康复锻炼、心理等多种因素均对病人的康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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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产生影响。 病人在未做好充分出院准备的情况下

出院,其并发症的发生率及再入院率相对增高[9]。
相关研究[10]证实,出院准备度与病人、医院及社会

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缺血性卒

中病人出院准备度主要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
出院后是否有人照护及住院时间相关。

本研究中,病人的年龄越大,其出院准备不充分

的可能性越大。 这可能是由于病人的身体状况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变差,导致其出院后的自我照顾能力

下降,与 COFFEY 等[11]的研究一致,其研究发现 80
岁以上的病人出院准备度得分低于 80 岁以下病人。
然而,LAU 等[8]的研究显示病人的出院准备度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变好。 此外,WEISS 等[12]发现年龄对

外科手术病人出院准备情况无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

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研究所纳入的研究

对象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病人的出院准备情况优

于女性病人,与以往研究[13 - 14]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

由于激素水平的差异,女性一般表现得比男性更脆

弱、焦虑、敏感[15],加之女性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方

面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角色和责任,从而使她们心理

感受到对出院后所要面对的事务准备不足。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病人出

院准备不充分可能性较大。 这一结果与李琳

等[16 - 17]观点一致。 分析原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病

人能更好地掌握疾病相关知识,具有丰富的健康相

关信息获取渠道,进而增加其出院后的安全感,具有

更好的出院准备度。 而受教育程度低的病人往往不

能充分了解疾病,面对离院后可能遇到问题感到焦

虑和不安。 因此,提示医护人员应该为受教育程度

低的病人提供更充分、更易理解和掌握的出院宣教

和指导,从而提高其出院准备度。
本研究中出院后有人照护的病人较无人照顾的

病人出院准备充分的可能性更大,这与以往研究[9]

结果一致,说明出院后家庭支持较好的病人出院准

备度更佳。 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提高,缺血

性卒中病人的病死率不断降低,但多数病人会遗留

不同程度的运动、吞咽、语言等方面功能障碍,大部

分病人出院后均需进行康复治疗[18]。 因此,病人出

院后需要生活与心理双方面的陪伴与支持,而出院

后无人照护的病人,生活不便,且缺乏心理支持,影
响病人预后及自我管理能力。 本研究结果提示,有
必要评估病人出院后的社会支持情况,针对独居或

出院后家中无人照护等社会支持缺乏的病人加强关

注,提供适当的出院后生活方式指导与心理安慰。
本研究还发现住院天数越长病人出院准备充分

的可能性越小,与 SCHMOCKER 等[19] 研究结果相

符。 可能原因是住院时间长的病人,意味着其病情

较重,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加,进而导致其出院准备不

充分。
综上,医护人员应更加关注年龄大、女性、受教

育程度低、出院后家中无人照顾及住院时间长的病

人的出院准备情况,加强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对薄

弱环节加强干预,积极采取个性化、针对性的手段,
提高缺血性卒中病人的出院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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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法在导管室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姚良悦

[摘要]目的:探讨五常法在导管室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比较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5 月实施导管室常规管理(干预前)
与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常规管理基础上采用五常法进行规范化管理(干预后)的情况,分析干预前后导管室管理前后

物品准备、器材使用管理情况、拿取和补充物品所需时间及术者对科室的满意情况的差异。 结果:干预后导管室物品准备、器
材使用管理完好率均明显高于干预前(P < 0. 01),干预后拿取和补充物品所需时间均明显短于干预前(P < 0. 01),干预后术

者对科室的满意率高于干预前(P < 0. 05)。 结论:五常法可有效改善导管室的规范化管理质量,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

效率和术者的满意程度,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护理管理质量;导管室;五常法;满意度

[中图法分类号] R 472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03. 035

摇 摇 导管室是介入科的一个协作科室,主要负责提

供介入诊断和治疗,对心血管及全身各系统多种疾

病的诊治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除其自身介入放

射学的特点外,在科室管理方面应与手术室一样有

严格的无菌手术配合等管理要求[1]。 而五常法是

一种常用的管理技术,属于对物质及流程管理的一

种概念,可有效改进环境、物品等方面的管理,有利

于提高工作效率[2]。 本研究通过在导管室中实施

五常法管理,探讨其在导管室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5 月实施导管室常规管理(干预前)与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常规管理基础上采用五常法进

行规范化管理(干预后)的情况,其中干预前后导管

室护理人员均为 5 名,包括主管护师 1 名,护师 4
名,手术室 2 间,干预前后导管室承担介入手术台

次、术者的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等一般资料均具有

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5 月,我院导管

室实施常规管理;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我院

导管室在常规管理基础上采用五常法进行规范化管

理,具体如下。
1. 2. 1摇 小组成立摇 由主管护师组织成立五常法辅

导小组,主管护师为组长,选 1 名护师为辅导员,其
余护师为组员,并由护士长、辅导员组成审核小组,
组长负责组织全科人员学习五常法管理有关内容,
进行培训,做到统一认识,全员行动,以达到预期目

标,同时审核小组负责制定审核标准及检查内容,根
据需要建立物品种类、基数、统一标签、规范流程、质
量标准,每月月底审核评比 1 次。 通过对物品、环
境、标签、流程等进行现场评比。
1. 2. 2摇 方案计划 摇 组长组织全科人员召开以“五
常法管理规范及整改冶为主题的工作会议,每月由

组长根据“五常法冶审核表中的管理标准,每天将结

果记录于检查记录单中,每周一对上周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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