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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造口定位的腹部功能锻炼

对肠造口并发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江怀宁1,陈摇 莉1,方摇 磊1,江霞林1,许摇 力2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造口定位的腹部功能锻炼对肠造口病人并发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取接受肠造口治疗的 93
例病人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观察组 48 例和对照组各 45 例。 对照组病人术前行造口定位且术后予以常规

护理,观察组病人在对照组基础上指导病人进行腹部功能锻炼。 比较 2 组病人围手术期一般情况、护理满意程度、术后 3 个月

并发症、造口功能评分(DET 评分)及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及 DET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观

察组病人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病人(P < 0. 05 ~ P < 0. 01)。 观察组对本次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 01)。 2 组病人

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观察组术后首次通气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术后腹部功能

锻炼不仅能明显减少肠造口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还有效缩短病人术后通气时间,提高病人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
[关键词] 结肠造口;造口定位;功能锻炼;生活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R 656. 9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08. 032

Effect of abdominal functional exercise based on stomatostomy location
on the complications of enterostom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JIANG Huai鄄ning1,CHEN Li1,FANG Lei1,JIANG Xia鄄lin1,XU Li2

(1.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Anqing,Anqing Anhui 246003;
2.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Yijishan Hospital,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bdominal functional exercise based on stomatostomy location on the complications
of enterostom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Methods:Ninety鄄three patients treated with enterostom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48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45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stomatostomy location and postoperative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function exercis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general condi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stoma function score(DET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DET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life
qua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but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anal exhaust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functional exercise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enterostom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but also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anal exhaust time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for nursing work.
[Key words] colostomy;stomatostomy location;functional exercise;quality of life

摇 摇 随着结直肠癌发病率的持续增高,接受肠造口

手术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多。 肠造口是通过将肠道直

接引至腹壁外,从而使肠内容物顺利排至体外的手

术方式,其在挽救以及延续病人生命方面展现了重

要作用,而其又可导致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在

对病人的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1]。 近些年国内

外专家学者对肠造口技术不断改良,但其术后并发

症仍持续较高,相关文献[2] 报道 16. 3% ~ 53. 8% ;
病人对排便无控制意识,排便无规律,生活质量受到

很大影响。 本研究在术前常规行造口定位基础上行

腹部功能锻炼,通过分析评价腹部功能锻炼对经肠

造口术后造口并发症、功能等方面影响,探讨提高病

人术后生活质量的方法。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7 - 2018 年接受肠造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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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病人 93 例。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48
例和对照组 45 例。 观察组男 31 例,女 17 例;年龄

(55. 96 依 13. 67)岁;体质量指数(BMI) (24. 68 依
3. 53)kg / m2;文化程度小学 33 例,初中 6 例,高中 9
例;末端回肠造口 27 例,乙状结肠造口 13 例,横结

肠造口 8 例。 对照组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68. 29
依5. 6)岁;BMI(24. 19 依 3. 17)kg / m2;文化程度小学

25 例,初中 12 例,高中 7 例,本科 1 例;末端回肠造

口 22 例,乙状结肠造口 14 例,横结肠造口 9 例。 2
组病人性别、文化程度、造口类型、BMI 及合并基础

疾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观察组年龄

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1)。 本研究经过院伦

理调查委员会批准,病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

标准:(1)年龄逸18 岁;(2)意识清醒,能够正常进

行沟通交流;(3)病人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排除标

准:(1)急诊手术;(2)心肝肾重要脏器功能衰竭。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岁
文化程度

小学摇 初中摇 高中摇 大学摇
造口类型

末端回肠造口摇 乙状结肠造口摇 横结肠造口摇

BMI /

(kg / m2)

合并

基础疾病*

观察组 48 31 17 55. 96 依 13. 67 33 6 9 0 27 13 8 24. 68 依 3. 53 17

对照组 45 27 18 68. 29 依 5. 60 25 12 7 1 22 14 9 24. 19 依 3. 17 16

字2 — 0. 21 5. 62# 4. 26 0. 51 0. 7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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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基础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示 t 值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术前造口定位,术后予以常规护

理。 观察组病人术前行造口定位,术后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指导腹部功能锻炼。
1. 2. 1摇 术前造口定位摇 术前由造口治疗师、医师及

病人共同选择造口位置。 理想的造口位置应位于腹

直肌上,一般以脐与髂前上棘连线中上 1 / 3 交界为

预计造口位置。 不同肠段的造口根据解剖位置适作

调整。 乙状结肠造口或永久性造口常选择在左下

腹,回肠造口或预防性造口选择在右下腹,横结肠造

口在剑突至脐连线中点的右侧,旁开中线 2 横指[3]。
应选择避开腰带位置、皮肤皱褶、脐部、骨隆突处、慢
性皮肤病等部位。
1. 2. 2摇 腹部功能锻炼摇 术前由造口治疗师一对一

教会病人腹式呼吸功能锻炼及腹部肌肉功能锻炼方

法并发放锻炼手册。 (1)腹式呼吸功能训练,病人采

取卧位、坐位、站位均可,病人一手置于腹部,通过鼻

部吸气,保持腹肌紧张,手随腹部隆起. 持续腹部张

力 4 ~ 7 s;呼气时以缩唇姿势缓慢吐气,并将腹肌以

及全身予以放松. 再将腹部回收持续时间 4 ~ 7 s。
并以 10 次呼吸 /组频率进行练习,而 2 组练习之间

进行 2 ~ 3 次正常呼吸。 (2)腹横肌训练。 病人取

坐姿并将背部予以挺直,进行深呼吸时应尽可能收

腹,此过程中不要屏气,并尽可能维持在 3 s 及以上

时间,再将此重复进行 10 ~ 20 次。 (3)腹肌锻炼。
使病人仰卧在床或者地板上,并使其双小腿进行屈

膝、双上肢予以伸直,同时将手指触摸到脚跟,再通

过收腹动作使肩背部离开床或者地板,使肩部向膝

部进行移动,并控制较慢速度。 在不低于 1 s 时间

内将肩膀抬高,而后将此姿势维持 1 s,再予以 1 s 时
间返回。 将此操作重复进行 10 ~ 20 次,且每次应尽

可能通过放慢速度来达到延长时间的目的。 术后第

1 天在病人耐受情况下指导病人有意识的腹式呼吸

功能锻炼,每日 2 次,每次 15 ~ 20 min,选择在空腹

或餐后 2 h 进行。 术后 4 周,通过伤口造口门诊、微
信平台及电话回访督促病人按锻炼手册要求开始进

行腹横肌及腹肌锻炼,每日 2 次,每次 15 ~ 20 min,
选择在空腹或餐后 2 h 进行。
1. 3摇 观察指标及赋分标准摇
1. 3. 1摇 术后造口并发症及造口功能摇 通过微信平

台及电话回访追踪病人情况,出院 3 个月均到造口

门诊进行复诊,由造口治疗师进行造口功能评分

(DET 评分),比较 2 组并发症及生活质量。 采用

DET 评分量表[4]:每个症状的单项总分最高 5 分,
DET 三个症状总分最高 15,分数越低说明造口功能

越好。 发放问卷调查表(造口病人生活质量量表

(Stoma鄄QOL) [5]:其囊括了心理负担(8 个条目)、社
会交往(4 个条目)、造口管理(4 个条目)及日常起

居(4 个条目)四个维度,共 20 个条目,并通过予以

4 级评分法,1 =总是、2 = 有时、3 = 很少、4 = 完全不

会,量表得分范围 20 ~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

量越好。 问卷填写过程中,提供必要的解释,由研究

对象自行填写。 回收问卷发现填写遗漏,及时提醒

补充,保证回收问卷的有效性。
1. 3. 2摇 围手术期情况及病人护理满意程度摇 比较

2 组病人住院时间、术后首次通气时间有无差异性;
2 组病人出院后均采用问卷形式对围手术期护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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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度进行统计,总分为 100 分,分为:非常满意

(逸90 分);满意(80 ~ < 90 分);一般(60 ~ < 80
分);不满意( < 60 分)。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及秩和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造口并发症及造口功能

评分比较摇 观察组及对照组术后追踪 3 个月,观察

组病人出现 4 例粪水性皮炎,2 例造口分离,余无其

他并发症,造口功能评分(4. 75 依 2. 9)分。 对照者

病人出现 8 例粪水性皮炎,3 例造口分离,3 例造口

脱垂,1 例造口旁疝,2 例造口狭窄,造口功能评分

(7. 33 依 3. 9)分。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及 DET 评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2. 2摇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生活质量问卷得分比较

摇 观察组病人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病人(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表 2摇 2 组造口并发症及造口功能评分比较

分组 n
并发症

摇 粪水性皮炎摇 摇 摇 造口分离摇 摇 摇 造口脱垂摇 摇 摇 造口旁疝摇 摇 摇 造口狭窄摇
DET 评分 / 分

总计

[n,百分率(% )]

观察组 48 4 2 0 0 0 6(12. 5) 4. 75 依 2. 9

对照组 45 8 3 3 1 3 18(40. 0) 7. 33 依 3. 9

字2 — 9. 17 3. 62*

P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 值

表 3摇 2 组病人术后 3 个月生活质量问卷得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心理负担 社会交往 造口管理 日常起居

观察组 48 75. 88 依 8. 92 72. 32 依 9. 65 76. 17 依 10. 49 72. 59 依 10. 01

对照组 45 68. 71 依 5. 73 66. 87 依 11. 62 68. 29 依 5. 60 66. 62 依 12. 41

t — 4. 58 2. 47 4. 48 2. 56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2. 3摇 2 组病人围手术期护理满意程度比较摇 经问

卷调查得知,观察组对本次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 < 0. 01)。

表 4摇 2 组病人围手术期护理满意程度比较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uc P

观察组 48 15 23 6 4

对照组 45 7 16 13 9 2. 78 < 0. 01

合计 93 22 39 19 13

2. 4摇 2 组病人围手术期情况比较摇 2 组病人术后住

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观察组术

后首次通气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 01)。

表 5摇 2 组病人围手术期情况比较

分组 n 术后住院时间 / d 术后首次通气时间 / d

观察组 48 15. 85 依 1. 47 3. 13 依 0. 67

对照组 45 16. 42 依 4. 78 3. 71 依 0. 76

t — 1. 68 3. 95

P — >0. 05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由于肠造口改变了病人的正常排便方式,导致

其躯体、生理、精神状态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病人生

活质量,给个人、家庭甚至社会都带来严重的危害和

沉重的负担。 因此,降低造口并发症,改善造口病人

的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肠造口病人术后行腹部

功能锻炼是近些年来护理学领域提出的新命题、新
探索,对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意义。 经

过腹部功能锻炼,排便前出现的排便信号明显提前。
腹壁肌肉是受大脑控制的随意肌,加强腹壁肌收缩

训练,可有效控制粪便自由溢出,自主控制排便能力

明显提高,病人生活质量改善[6],因此为病人提供

相应的护理干预在肠造口病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在肠造口术病人常规护理干预及术前造口定

位基础上联合腹部功能锻炼,以期更大程度上改善

病人术后造口功能,减少并发症发生率,从而提升病

人术后生活质量。
腹部功能锻炼护理干预对病人出院后的生活质

量有较高的改善作用[6 - 8]。 本研究中观察组 DET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且造口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 < 0. 01)。 表明腹部功能锻炼可显著降低术

后造口并发症,与上述报道相符。 由此可见,对肠造

口术病人加强护理干预,尤其是在常规护理干预的

基础上加用腹部功能锻炼,能够有效改善病人术后

造口功能,减少并发症,减轻病人痛苦及带来的经济

压力。 本研究中观察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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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观察组

及对照组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考虑与病人自身身体状况,手术时间及术中

出血等相关因素有关。 观察组术后首次通气时间明

显短于对照组(P < 0. 01)。 肠造口病人出院后需要

长期或一段时间进行造口护理,病人若未能自行对

自己的造口进行护理,且需依赖家人予以操作,则可

对家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 同时亦会对自己造成

一定的不便,使其无法正常进行社交以及活动等,使
其心理负担增加,并对其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术后

腹部功能锻炼可促进肠道功能恢复,减缓病人术后

心理压力[7]。 另外,本研究 2 组病人在对护理满意

程度方面,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这也

从侧面反映了术后腹部功能锻炼提高了病人术后生

活质量[9],病人对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自然就有了

较大提升,这医患关系的和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腹部功能锻炼可以降低肠造口术后

并发症,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病人全面康复。 值得思

考的是尽管本研究中观察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
但观察组总体生活质量评分仍呈现不高水平,因此

作为胃肠外科专科护士仍需不断实践探索,以期探

索出更大程度降低肠造口术后并发症、提升术后生

活质量的护理模式应用于临床,使病人最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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