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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护理对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内镜术后患者预后效果的影响

王玮，李晶，刘桂林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山东 青岛 266300

【摘要】目的：探析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内镜术后患者护理中，系统护理的效果及对预后效果的影响。

方法：时间节点范围确定为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间，将在我院接受鼻内镜术治疗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

患者当中选择80例列为观察对象，以护理形式的不同之处，将其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组40例样本。对

照组用常规护理，观察组用系统护理，对比两组疼痛程度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并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

度。结果：疼痛程度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较低，差异显著 (P<0.05)；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较高，差异显著 (P<0.05)；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较少，差异显著 (P<0.05)；护理满意度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较高，差异显著 (P<0.05)。结论：在鼻内镜手术治疗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中，采

用系统护理，既能减轻疼痛感、提高生活质量，又能减少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度，故临床可积极提倡并施

展此护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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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on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after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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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ystematic nursing and the influence on prognosis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after nasal endoscopy. Methods: The time node range was 
determined as Nov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8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treated 
by nasal endoscop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nursing 
form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sampl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ystematic nursing. The score 
of pain degree,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i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treated by nasal endoscopic surgery, systematic 
nursing can not only reduce pai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but also reduc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his nursing form can be actively advocat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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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是耳鼻喉科最常见的一种疾

病，如得不到及时治疗，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对患

者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目前，临床在慢性鼻窦炎鼻

息肉治疗中，多用手术疗法，而鼻内镜手术属于目

前常用的一种微创手术之一，其具有创伤小、预后

好等优点，受到了广大患者与医生的认可 [1]。但实

践表明，鼻内镜术虽为微创手术，但其具有一定的

侵犯性，故而会使患者出现应激反应，影响疗效 [2]。

因此，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开展鼻内镜术治疗

时，配合有效的系统护理非常有必要。本次研究，

抽取80例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探析在慢性鼻窦

炎鼻息肉鼻内镜术后患者护理中，系统护理的效果

及对预后效果的影响，内容详述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时间节点范围确定为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12
月间，将在我院接受鼻内镜术治疗的慢性鼻窦炎鼻

息肉患者当中选择 80 例列为观察对象，以护理形

式的不同之处，将其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组

40例样本。对照组男 23例，女 17例；年龄 19~72
岁间，均值 (45.58±5.56)岁，病程 2~12年，平均

(7.52±2.18) 年。观察组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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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岁间，均值 (46.08±5.56)岁，病程 2-13年，

平均 (7.85±2.11)年。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
研究可比。

纳入标准：经CT检查确诊病情者；符合鼻内

镜手术指征者；愿意配合治疗者；参与者均知情，

并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严重鼻出血者；合并

有面部恶性肿瘤者；合并精神疾病者；不愿参与研 
究者。

1.2方法

两组均开展鼻内镜手术治疗，对照组行常规护

理，即术后准备，做好术后病情监测护理，用药指

导，出院护理等。基于此，观察组用系统护理，如

下 : 1)术前护理：因患者对自身病情与治疗方案不了

解，易出现不良心理，故会于术前出现害怕、恐惧

等心理，影响疗效。故需要及时对患者开展安抚护

理，给予心理支持与安慰，详细向其说明手术的流

程、麻醉方法、配合方法等，强化医疗技术的先进

性及手术的优点，增强患者信心，充分理解患者的

感受，减轻其不良心理，保持患者稳定的心理状态。

手术前做好手术准备，遵医嘱给予相应的药物干

预，改善通气与引流效果，提高治疗依从性。2)术
后护理：手术后需要遵医嘱及时给予相应的药物干

预，同时配合止血药，预防出血与感染。因鼻内镜

手术后患者会出现相关并发症，如脑脊液漏、出血

等，故需要对患者的生命情况加以观察与监测，等

其清醒后，帮助患者保持半卧位，保证口鼻内分泌

物可以全部清除，并对引流性状进行观察，了解患

者是否出现异常现象，如有及时处理。叮嘱患者不

可用力咳嗽，预防鼻腔内的填塞物脱出而引发出血，

教会其应用手指，对人中进行按压，并开展呼吸指 
导 [3]。同时观察眼部周围是否出现青紫，观察其视

力情况，记录眼球的运动情况。强化口腔卫生指导，

因鼻腔不通气，患者需要用口呼吸，此时易出现口

臭、口唇干裂等现象，因此需要做好口腔护理，保

证其卫生、清洁、无异味，预防感染，增强食欲。

对于疼痛者，需要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保

持病房内舒适的温度、湿度，提升患者休息效果。

叮嘱家属为患者提供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先进食

流质食物，之后过渡到普通食物，进食以少量多餐

为原则。在取鼻腔填塞物时，需要做好心理指导，

减轻不良心理，预防低血糖的出现 [4]。为患者做好

保暖护理，促进病情愈合。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疼痛程度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并

发症发生率、护理满意度：①用 VAS 工具，对疼

痛感做评分，0~10分，分数越高，越疼痛 [5]。②用

WHOQOL-BREF工具，对患者躯体疼痛、生理机

能、精神状态、情感健康等情况进行评分，以此来

评价生活质量，每项100分，分数越高，越好 [6]。③

并发症：鼻出血、颅内压增高、鼻腔粘连。④护理

满意度：自制工具评价，总分100分，分三个级别，

即不满意、满意、较满意，100%-不满意度=护理

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通过SPSS26.0软件完成数据的分析，若数据之

间存在组间差异性，则以P<0.05展开。

2结果

2.1比较疼痛程度评分

疼痛程度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较低，差

异显著 (P<0.05)，见表1。

表1　比较疼痛程度评分 [(x±s)分，n=40]

组别
疼痛程度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85±1.45 3.31±0.31 15.0994 0.0000

对照组 6.88±1.38 4.65±0.55 9.4939 0.0000

t 0.0948 13.4235 - -

P 0.9247 0.0000 - -

2.2比较生活质量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较高，差

异显著 (P<0.05)，见表2。

表2　比较生活质量评分 [(x±s)分 ]

组别 n 躯体疼痛 生理机能 精神状态 情感健康

观察组 40 85.15±13.05 89.12±12.22 86.45±12.01 89.15±12.45

对照组 40 45.20±7.20 43.45±6.20 47.85±7.15 43.10±6.65

t - 16.9524 21.0790 17.4661 20.6342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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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比较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鼻出血、颅内压增高、鼻腔粘连各 1
例，发生率 7.5%；对照组：鼻出血 4例、颅内压增

高3例、鼻腔粘连各4例，发生率27.5%，组间对比

差异显著 (P<0.05)。
2.4比较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不满意 1 例、满意 15 例、较满意 24
例，护理满意度97.5%；对照组：不满意8例、满意

20例、较满意12例，护理满意度80.0%，组间对比

差异显著 (P<0.05)。
3讨论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是多发病，其是指患者的鼻

腔内出现化脓性的炎症，鼻息肉是指在鼻腔或是鼻

窦黏膜上，出现的增生组织团，其对患者的身心健

康均造成极大的影响 [7]。目前，临床在慢性鼻窦炎

鼻息肉治疗中，主要采用鼻内镜手术治疗，虽此术

式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其会对鼻窦的结构、功

能等产生一定的损伤，增加并发症，如鼻腔粘连、

颅内压上升、鼻出血等。特别是鼻出血，其是慢性

鼻窦炎鼻息肉术后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如不及时

治疗，会引发贫血，对患者生命产生威胁。因此，

及时配合有效的护理措施，对辅助提高预后效果、

减少并发症具有积极作用。

系统护理具有一定的护理计划性与系统性，其

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与常规护理相比，此护理

更重视心理护理、健康宣教、并发症等护理措施，

其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从术前对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使其能保持平稳的心态接受手术治疗；

对于合并有感染的患者，及时做好抗感染护理；术

后强化心理疏导及饮食护理、并发症预防护理，可

减少并发症，提高预后效果，对拉近护患关系、提

高护理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内镜术后患

者护理中，系统护理的开展对提高预后效果有积极

影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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