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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循证护理用于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

陈菲菲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与护理 河南 郑州

【摘要】目的：综合探究循证护理在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随机抽

取我院 2019年 4月~2020年 2月收治的 70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利用数字奇偶性将其

具体分为 35例观察组与 35例对照组。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而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健康知识达标率以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等等。结果：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前，观察组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较小，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实验证明，循证护理对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具有较好积极作

用，能够帮助患者有效加快康复进程，同时科室的整体护理服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从而提高了患者及

其家属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意程度，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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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nursing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Feifei Chen

Aortic dissection intervention and nursing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aortic dissection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February 2020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5 observation groups and 35 control groups using digital parit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vidence-based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 compliance,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mall and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It has been prov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at evidence-based nurs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atients undergoing aortic dissection intervention,
which can help patients effectively speed up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of the
department's overall nursing servi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has improved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bout the service work,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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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早期出现于 1991年的加拿大，由著名

学者 Guyatt提出。循证护理是医学临床上的一个学

术名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

其逐渐发展成为可实现的一种护理模式。循证护理

主要是指医护人员在规划护理方案的过程中，理性、

科学的将理论基础、临床经验以及患者愿望相结合，

并以此来获取护理中所需要的依据[1]。由此可见，循

证护理顾名思义就是采用特殊手段收集患者的实际

需求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护理模式。基于全新

的医疗体制背景，循证护理成为循证医学以及循证

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抽取我院 2019
年 4月~2020年 2月收治的 70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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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两组，综合探究循

证护理在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

用效果，现报道如下[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 2019年 4月~2020年 2月收治的

70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利用

数字奇偶性将其具体分为 35 例观察组与 35 例对照

组。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而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措施，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健康知识达标

率以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等等。35例观察组患者

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年龄

分布：53~82岁，平均年龄（65.34±5.26）岁；介入

治疗中采用股动脉穿刺的方式进行。35例对照组患

者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8 例；年

龄分布：54~83岁，平均年龄（66.54±4.32）岁；排

除存在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相关并发症的患者。

两组患者之间的性别、年龄以及基本病情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较小，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该次研究将给予 35例对照组患者常规

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①健康饮食指导，考虑

到主动脉介入治疗可能会在后续的护理工作中引起

动脉粥样硬化、心律失常以及心力衰竭等相关并发

症，因此医护人员需要定期为患者更换健康饮食方

案，同时向患者详细讲解主动脉介入治疗相关禁忌
[3]。②心理健康教育，患者及其家属由于对治疗方法

与疾病的不了解，因此很有可能在治疗或者护理过

程中产生焦虑心理或者抑郁情绪，医护人员需要细

心观察患者每天的心理变化，积极与患者进行有效

的交流与沟通，拉近医患关系，在此基础上实施心

理健康教育[4]。③生理功能监测，医护人员在实施治

疗或临床护理的过程中，必须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

征进行密切观察，必要时可以进行实时生理功能监

测，如此一来便能够保证医护人员足够了解患者的

病情现状，有助于医护人员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或护

理措施[5]。

观察组：本次研究给予 35例观察组患者循证护

理模式，具体内容如下：①制定科学护理方案，医

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临床护理的过程中，必须要保

证自身的相关临床操作是具备科学依据的，或者说

是绝对正确的。此外，医护人员可以采用某些手段

收集患者的实际康复需求，以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护

理方案[6]。②强化医患沟通以及健康教育，患者在治

疗或者康复过程中，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必不可少，

因此责任护士以及主治医师应当结合患者的病情现

状、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条件等情况与患者进行有效

的沟通，同时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必须不断

加大力度，嘱咐家属要多与患者沟通交流，积极鼓

励患者，帮助患者建立快速康复的自信心[7]。③提高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依从性不论是对前期治疗还是

后期康复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患者的依从性高则

代表其康复的速度加快。针对部分依从性较低的患

者，医护人员应当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

再与其进行有效的交流，及时纠正患者的不良心理

状态，帮助其建立治疗的自信心，从而进一步提高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8]。

1.3 观察指标

该次研究主要观察两组患者实施相应护理措施

后的护理满意度、健康知识达标率以及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概率。具体将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为满

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其中，满意的评价标准

为：护理服务评分＞80分；基本满意的评价标准为：

护理服务评分＜80分，且＞60分；不满意的评价标

准为：护理服务评分＜60分。将两组患者的健康知

识达标率具体分为不同的 3 个层级，分别为优秀、

良好以及较差。其中，优秀的评价标准为：健康知

识得分大于 80分；良好的评价标准为：健康知识得

分＜80 分，且＞60 分；较差的评价标准为：＜60
分[9]。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

处理工具，主要作用于本次研究中所产生的相关数

据信息的统计与分析。运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

组患者的计量资料，使用 x2、t 检验两组患者的计

数资料。当（P＜0.05）时，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10]。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结合表 1所示，35例观察组患者的满意例数为

21例，基本满意例数为 9例，不满意例数为 5例，

其总满意度为 85.71%；35例对照组患者的满意例数

为 15例，基本满意例数为 10例，不满意例数为 10
例，其总满意度为 71.42%。由数据可知，观察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且组间比较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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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n）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度（%）

观察组 35 21 9 5 85.71

对照组 35 15 10 10 71.42

P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从历史角度分析，循证医学是循证护理术语的

前身，直至 1992年，加拿大籍医学专家 Lsackett针
对循证医学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整理以及

优化。自此才将循证医学的核心理念确立为审慎地、

明确地、明智地应用当代最佳证据，以此为基础，

对个体病患作出医疗决策。后续的几十年里，各个

国家的医学者对循证医学展开了不断深入的探讨，

旨在发扬西方自然科学实验与理性的传统，同时也

帮助人类进一步迈向更高的文明。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对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

者具有较好积极作用，能够帮助患者有效加快康复

进程，同时科室的整体护理服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

升，从而提高了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

意程度，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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