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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护理在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围术期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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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围术期中全程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8年 12月至

2020年12月在我院进行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患者68例作为研究对象，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患

者进行术后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进行全程优质护理。依据焦虑自评样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比

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评分并通过收集问卷获取护理满意度，得出全程护理的应用效果。结

果：实验组通过全程优质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较对照组更低，且患者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全程护理在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围术期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对手术效果、预后治疗都具有

重要意义，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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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whole course nursing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interventional operation of aortic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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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whole course of nursing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interventional operation of aortic diss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surgery for aortic disse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full quality nursing.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scores,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whole cours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whole course nursing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aortic dissection interventional surgery is significant,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rgical effect and prognostic treatment, 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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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心脑血管疾

病，主要是由于主动脉肌层发生动脉瘤，死亡率极

高，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以及影响生活质量 [1]。目

前对于该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为覆膜支架植入术，

由于疾病的风险性较大，围术期更需要良好的护理

措施相结合，促进患者身体健康的恢复，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2]。因此本文就将对全程护理在主动脉

夹层介入手术围术期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间进行主

动脉夹层介入手术的患者共68例作为研究对象，将

其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34例。患者

符合纳入排除标准且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对

照组中男性患者 21例，女性患者 13例，平均年龄

(55.69±4.51)岁；实验组中男性患者23例，女性患

者11例，平均年龄 (56.78±4.36)岁，研究对象的临

床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介入手术常规护理，包括护理人

员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术中配合医务人员完成手

术，术后做好交接工作，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护理 
措施。

实验组：基于对照组增加全程优质护理。包括

第一心理护理，术前仔细向患者讲述疾病有关知

识，手术前后应注意的事项，解答患者的疑问，帮

助患者缓解术前压力；第二环境护理，患者病房

的温度、湿度等都应调节到适宜程度，基于现有环

境，可以根据患者自身需求对环境进行改善，如摆

放一些患者喜欢的物品、绿植等等，保持室内安

静，灯光柔和；第三并发症护理，手术中严密观察

患者的各种体征变化，及时通知主治医生，保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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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正常安全进行；术后定期观察患者的恢复情

况，防止并发症或者后遗症的产生。观察手术区域

伤口的恢复状况，必要时进行止血，重新包扎，协

助患者早期下床活动，促进康复。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以及护理满

意度。评分满分为 100分，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抑

郁程度越高，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分为“十

分满意”、“满意”、“不满意”，满意度主要是选择

“十分满意”以及“满意”的患者所占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数据代入SPSS17.0软件处理分析，计量

资料用 (
_
x±s )表示，实施 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

示，用χ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由表 1可知，两组患者护理前焦虑、抑郁评分

差异无意义 (P>0.05)；护理后实验组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由表2可知，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
_
x±s)分 ]

组别
焦虑 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3.43±5.54 27.98±4.78 50.98±5.23 26.45±5.32

对照组 54.67±5.21 40.43±4.01 50.85±5.29 38.23±4.89

t 0.137 8.188 0.052 7.893

P 0.825 <0.001 0.972 <0.001

表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n=34) 29(85.29) 4(11.76) 1(2.94) 33(97.06)

对照组 (n=34) 21(61.76) 6(17.65) 7(20.59) 27(79.41)

χ² 6.354 0.547 4.658 4.345

P 0.032 0.425 0.031 0.034

3 讨论

现阶段，临床治疗主动脉夹层常采用覆膜支架

植入术，作为主要治疗方法，其疗效较好，对症治

疗，但手术势必会对患者身体造成伤害，影响其短

时间内的生活质量，患者生理、心理都容易受到负

面的干扰。在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围术期，患者极

易产生动脉栓塞、脑梗死、动脉瘤破裂等危险，治

理过程中患者心理的变化也会影响疾病的发展，因

此手术围术期内的护理尤为重要 [3-4]。全程护理就是

指在患者入院起，直到其符合出院标准，在这一全

过程中，护理人员尽可能地让患者的身体以及心理

得到全面兼顾地优质护理，做好患者入院后以及手

术前后的护理，特殊情况下进行特殊检查、健康指

导和身心问题的调节，从各方各面促进卫生护理服

务的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的实验组采用对患者实施心理干预、生

活环境干预以及可能并发症干预等等措施，对患者

进行全程优质跟踪护理。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各方

面恢复效果均优于对照组。而对于护理方法的满意

程度，接受全程护理的患者满意度达到97.06%，而

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满意度为79.41%，可以认为患

者对于全程护理更为满意，更容易接受。

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中，应在术前、术中以及

术后均对患者实施全面的护理干预，尽量做到对症

治疗，使患者高度配合，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和效

率。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将手术过程与护理

过程相结合，做到融会贯通，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术前、术中、术后三个过程中严密监

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对可能发生的医疗隐患进

行适当防治，确保实时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如遇

异常立刻通知上级医师 [5]。

常规护理仅仅是对于患者术后康复阶段进行必

要护理，如按时换药、定期查房等等，做不到全方

位关注患者情况，只关注患者的生理健康状况，而
( 下转第 12 页 )



当代介入医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2021年第1卷第1期
http://jcim.oajrc.org

- 12 -

忽略了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患者身体康复的速

度减慢，生活质量也会有一定的下降。在现代医学

的理论认知中，人文关怀在护理方面越来越重要。

患者、患者家属与医护人员进行及时全面的沟通变

得尤为重要，及时了解到患者的实时情况，患者家

属会更加配合医护人员，也会减少很多麻烦。以患

者为中心，了解患者的需求，这也要求每一位护理

人员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全程护理的好处不仅

仅体现在使患者得到完整连续的护理过程，加快疾

病恢复，同时也使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得到

提高，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

综上，对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围术期进行全程

护理，有助于患者身体健康的恢复，对于手术成效

以及预后效果有重要意义，值得在临床进行广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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