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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在伤口造口护理中的价值探讨 

赵春梅 

成都市成飞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研究采用延续性护理对伤口造口患者进行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9 月 我院收治的 90 例伤口造口患者进行研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比，平均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

个小组，每组有伤口造口患者人数为 45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应用延续性护理，经不同方式护理后，

对两组伤口造口患者的护理能力以及护理满意程度进行对比。结果 实验组伤口造口患者护理后的护理能力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临床比较意义（P<0.05）。实验组伤口造口患者护理满意率高于对照组满意率，差异对比

存在意义（P＜0.05）。在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两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并发症发

生率相比于对照组较低，数据之间对比存在差异（P<0.05）。结论 对伤口造口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具有显著的

护理效果，并发症少，满意率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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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wound stoma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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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Chengfei Hospital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wound stom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wound and sto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and grouped and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 patients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wound stoma in each 
group was 45.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ontinuous care.The 
nursing abi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wound stoma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ability score of wound stoma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clinical significance (P<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wound stoma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After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P<0.05). 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for wound stoma patients has significant 
nursing effect, less complications, high satisfaction rate, and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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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造口在临床医学上又称为肠管的改道手术，

主要包括患者腹腔内肠管进行吻合后的临时肠造口，

或肿瘤性病变的晚期患者，因肠道梗阻而进行永久性

肠造口。通过将造口肠管提至腹壁建立人工肛门，可

解决患者排泄代谢废物的问题。但是护理不当很容易

引发并发症。有关专家认为，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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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关重要的。延续性护理能够保障患者出院后正确

进行护理，从而提高护理效果。不断向伤口造口患者

和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提高自我护理能力，使伤口造

口患者能够掌握有关伤口造口的护理技能[1-2]。为了验

证其临床价值，本次选取我院伤口造口患者进行调查

研究，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9 月 ，结果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伤口造口患者 9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9 月 ，根据随机数

字表法将所有伤口造口患者平均分成两组，即对照组

和实验组各 45 例。两组伤口造口患者基本资料如下：

对照组年龄 42-63 岁，平均（53.92±7.85）岁，其中

男患者 24、女患者 21，实验组年龄 39-65 岁，平均（52.36
±5.53）岁，其中男患者 23 例、女患者 22 例。资料结

果不具有可比意义，无临床对比意义（P>0.05）。 
1.1.1 纳入标准：（1）参选患者均为伤口造口患者；

（2）在患者入院后对患者的病历进行记录；（3）参

选患者无语言功能障碍，参选患者无其他脏器疾病，

无其他肿瘤疾病等；（4）参选患者无精神病史，无药

物过敏史。 
1.1.2 排除标准：（1）排除存在药物过敏史的患者、

排除治疗依从性差的患者、排除存在其他肿瘤疾病的

患者；（2）排除存在语言功能障碍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1）伤口造口护理，造口

袋更换手法演示、教授，注意造袋的剪裁和造口敷料

的使用，排泄物的观察，并发症的预防，不良反应的

处理等。（2）药物指导，所服药物服药方法、服药时

间进行说明并查看有无禁忌症。（3）饮食指导，根据

患者手术术式、恢复情况、饮食习惯、经济能力提供

个性化饮食指导。帮助患者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防

止出现便秘情况。（4）症状的管理与识别，出院后病

情好转及恶化的症状识别及应对，提供方便就诊的途

径。 

实验组在上述的基础上给予实施延续性护理。（1）
建立延续性护理档案。患者出院前，管床护士负责收

集患者相关信息，包括家庭住址，手机号，手术方式，

手术时间，造口情况等信息并整合为专门档案，当患

者病情发生变化时，及时更新。（2）电话随访，管床

护士于出院后一天、一周、一月与患者或家属进行电

话联系，对患者进行出院后情况的详细了解，并做好

登记。（3）建立微信群：责任护士担任群管理员，添

加患者及家属，在群里微信互动，让其可以上传一些

视频、照片，让护士们可以实时的掌握病人的病情及

造口情况，并实时提供相应的指导、帮助。（4）家庭

访视，每月开展一次家庭访视，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家

属进行面对面沟通，了解阶段性恢复的情况、居家环

境评估，提供相应的建议、辅助器具的使用、康复训

练等[3-4]。 
1.3 疗效观察和评价 
1.3.1 收集两组伤口造口患者的护理能力。 
1.3.2 记录两组伤口造口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1.3.3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伤口造口患者的生活质量

进行评价，包括：生理机能、躯体疼痛、角色生理等 8
个维度。 

1.3.4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包括：

营养不良、造口周围皮肤感染、便秘。 
1.4 统计学方法 
行 SPSS19.0 软件处理，用（均数±标准差）的形

式表示，行 t 检验；用率（%）的形式表示，行卡方检

验，当数据对比存在差异显示 P<0.05 时，证明统计学

意义存在。 
2 结果 
2.1 护理能力评分比较 
实验组伤口造口患者护理后的护理能力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具有临床比较意义（P<0.05），见表 1。 
2.2 护理满意率比较 
实验组伤口造口患者护理满意率高于对照组满意

率，差异对比存在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病例护理能力评分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护理知识掌握 护理概念 护理技能 护理责任感 

实验组 45 41.26±4.24 51.38±4.29 39.34±1.47 33.09±1.87 
对照组 45 31.34±3.12 42.35±5.13 27.61±2.05 22.54±1.36 

T  12.6411 9.0581 31.1932 30.6072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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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45 42（93.33） 3（6.67） 0（0.00） 45（100.00） 
对照组 45 3（6.67） 5（11.11） 5（11.11） 40（88.89） 
χ2     5.2941 
P     0.0214 

 
2.3 两组伤口造口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在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并没有明显的

差异，两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

后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相比于对照组较低，数据之

间对比存在差异（P<0.05），见表 4。 
表 3 实验组和对照组伤口造口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x s± ）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生理机能 64.57±3.10 91.12±3.78 64.12±3.45 82.21±2.81 
躯体疼痛 64.21±3.74 91.21±3.21 64.34±3.23 82.04±2.14 
角色生理 64.60±3.57 91.21±3.72 64.60±3.21 82.21±2.14 

心理健康状况 64.75±3.60 91.45±3.59 64.75±3.21 82.51±2.55 
社会机能 64.78±3.12 91.15±3.92 64.71±3.45 82.72±2.62 

角色心理状况 64.78±3.68 91.98±3.61 64.71±3.21 82.81±2.81 
活力 64.14±3.49 91.56±3.21 64.12±3.21 82.67±2.42 

主观健康状况 64.44±3.77 91.01±3.79 64.44±3.21 82.41±2.61 

表 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造口周围皮肤感染 便秘 营养不良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 45 1 0 0 1（2.22） 
对照组 45 2 2 2 6（13.33） 
χ2     3.8726 
P     0.0491 

 
3 讨论 
造口护理一直是临床护理中的一个难题。造口手

术主要是对患者一部分肠道至于腹部表面，从而代替

肛门已达到排泄粪便的作用[5]。因此对于患者的生活状

态以及患者的生活质量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仅如

此，术后造口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护理，很容易引发一

系列并发症的发生，对患者的后续治疗造成一定影响。

有关专家认为，通过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能够帮

助患者提高整体护理效果。由于专业的造口护士缺少，

对造口的了解也不多，导致许多造口病人得不到及时

的治疗和护理，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在住院

期间，对造口病人进行规范化的护理管理，在临床上

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住院期间对病人造口状况进行认

真评价，并对病人进行实时监控，并做好造口的处理

与护理，并与医院造口专家团队及病人进行沟通交流，

加强患者健康教育，可让病人更好地了解造口的治疗

及护理，以提升他们对造口的认识，以及对造口的自

我管理。 
而在住院护理的基础上，注重患者的延续护理也

十分重要。传统的医疗护理服务侧重于病人在医院的

治疗和护理。出院后只有在医院复查时，才能了解到

有关的康复情况。但是，病人出院后会面临很多问题，

尤其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在从医院回家的过渡期间，

若不能妥善照顾，再次住院的危险依然很大。近几年

来，国内外的护理人员对病人出院后的护理工作进行

了广泛的关注，称之为“延续护理”。延续护理可以

提高病人的生命品质，减少病人在急诊时的使用量，

并可降低病人的再次住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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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年人协会将延续护理定义为：为保证病人

在不同的保健地点和相同的保健设施中得到不同程度

的协调和延续的照顾。其他学者则从三个层面阐释了

延续性的涵义：病人资讯的延续，保证病人在不同地

点的转诊流程中资讯的准确性；延续提供医疗护理，

以保证病人在整个保健体系内都能延续地获得延续的

健康照顾；医患关系得以延续，病人在由不同的医疗

护理人员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始终维持着一种忠实而

信赖的医患关系[9-11]。近年来，由于国外延续护理工作

的影响，以及我国延续护理的需要，我国护理界开展

了延续护理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2-14]。 
此次我院为研究针对伤口造口患者进行延续性护

理的效果，选取了 90例伤口造口患者进行了相关分析，

验证了延续性护理的有效性。我们采取的延续护理模

式有（1）电话回访：电话回访是目前最常用的出院病

人的后续护理方式，通过电话对病人的病情变化、康

复状况、心理状态等进行指导和监测，以便病人出院

后能够延续进行相关的健康教育和护理[15-16]。（2）上

门随访。通过上门随访，可面对面根据病人的社会、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提供延续护理，可以提高

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3）微信群。

新时代下， “微信群”等途径来解答问题，已经成为

了一种常用的交流方式，可提供在线咨询、预约治疗、

药物治疗、以及与疾病有关的多种知识、宣传、教育

等方面的后续护理服务，以满足病人需求，缓解病人

的负面情绪，提高治疗的依从性[17-18]。利用网络平台

微信群解答患者健康问题，发布日常护理及日常基础

知识内容，有利于提高患者和家属的防病知识，降低

患者复诊率，保障患者健康，提高家庭幸福指数[19-20]。 
通过上述不同途径的延续护理可以更好地满足病

人的治疗需要，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可

以从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帮助。同时，延续

的护理可以降低病人的再诊次数，降低副作用。在现

代科技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下，通过与病人的多次交流，

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为患者提供快速、便捷的

医疗服务。这时，病人的生存质量提高，康复效果更

好，对病人的护理满意度也提高了。在工作中，通过

电话跟踪，可以了解病人的情况，在病人的反馈下，

可以帮助病人树立自信心，减轻孤独感，减轻紧张和

焦虑，使病人体会到人性化的关怀。其次，在专家的

陪伴和关心下，病人的家人会更加安心，这样才能更

好的防范并发症，更好的护理病人。同时，家人的支

持也很重要，可以帮助病人树立自信心。从试验结果

可以看到，延续护理既可以保障病人的安全，又可以

从心理和生理上进行综合护理，对提高病人的健康和

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伤口造口患者应用延续性护理效果更

佳，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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