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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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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优质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于 2018 年-2021
年至我院接受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护理的患者，共 20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
式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措施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的
护理措施进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穿刺成功率、术后并发症。结果 观察组在护
理满意度、穿刺成功率、术后并发症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优质
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中可有效提升护理满意度、穿刺成功率同时降低术后并发症，具有较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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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ultrasound-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of thyroid
Cuilian Wang, Yali Wang, Xihua Chang*
Dato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 Datong, Shanx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the value of ultrasound guided
thyroid fine needle puncture. Methods in 2018-2021 to our hospital with ultrasound guided thyroid fine needle
puncture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a total of 200 ca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choose own way will b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measures to intervene; Observation group is made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care measures to intervene, contrast
analy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with P<0.05,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n ultrasound guided thyroid fine needle biops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puncture success rate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has high clinical value,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Pthyroi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High-quality nursing; Impact
前言

靠，能有效判别结节大小、结节部位、在引导定位

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肿

穿刺上具有意义。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对于结节

块，随吞咽动作上下移动。是临床常见的病症，临

的良恶性处理很有帮助，大大的减少了不必要的甲

床中有多种甲状腺疾病，如：甲状腺退行性变、炎

状腺手术，提高了良恶性肿瘤的诊断率，同时减少

[1]

症、自身免疫以及新生物都可以表现为结节 。其中

了甲状腺结节的处理费用，具有较高的准确率[2]。而

单发结节甲状腺癌的发生率较高。在检查诊断中，

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前的护理也尤为重

可通过超声诊断、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血清检查

要，本文将探究分析优质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

等方式。其中，超声诊断：对囊性病变的诊断很可

细针穿刺中的价值，详细内容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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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速率。

1.1 一般资料

术中：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体位进行正确摆放，

选取于 2018 年-2021 年至我院接受超声引导下

充分暴露颈部、双手固定头部，再次提醒其不要说

甲状腺细针穿刺护理的患者，共 200 例，作为本次

话，减少吞咽动作，如出现不适、无法忍受等情况

研究对象，按照电脑盲选的方式将其随机分为对照

及时举手示意，确保穿刺的准确性。密切观察患者

组与观察组，对照组中，男性患者 56 例，女性患者

术中各项身体指标以及生理状态，如出现异常及时

44 例，年龄为 20-65 岁，平均年龄为（36.82±5.31）

采取应急措施或停止穿刺，同时在穿刺过程中安抚

岁，共 100 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62 例，女性患者

患者，缓解患者紧张恐惧情绪。

38 例，年龄为 28-65 岁，平均年龄为（37.27±5.89）

术后：穿刺结束后，嘱患者用力按压穿刺点 30

岁，共 100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

分钟，观察患者身体相关状况，如出现出血，血肿

学意义，其中 P＞0.05，具有可比性。

等情况，立即采取冰敷，加压止血等措施进行处理。
告知患者穿刺部位术后 1-2 天避免着水，防止感染发

纳入标准：①所有穿刺患者均通过医师的诊疗
与评估，且进行超声检查；②②两组患者及其家属

生，术后当日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合理安排膳食，

均已同意参与本次研究；③本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

确保营养成分充足，3 周后进行电话随访，询问其身

员会审批通过。

体状况，确保随访的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本次研究的患者；②精
神异常、沟通障碍、配合度低患者；③血小板或凝

对比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经护理之后的护理满意

血功能异常，口服抗凝药物患者。

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穿刺成功率，其中护理满

1.2 方法

意度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护理满意度=（满

（1）对照组方法

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术
记录；术中：持续监测患者身体指标，如出现异常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x ± s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

情况及时进行处理；术后：予以患者常规护理，遵

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

循医嘱，按要求实施护理措施。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前：准备好穿刺工具，对患者身体指标进行观察与

（2）观察组方法

2 结果

观察组在对照的基础上采用优质护理的护理措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

施进行干预。

度。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 P＜

术前：制作专业的穿刺知识与穿刺注意事项
PPT，组织患者进行学习，让其了解穿刺是一种安全、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满意例数：52 例（52%），基本满

快捷的诊断方式，进一步了解过程总的操作方法，
为其详细讲述穿刺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禁忌事项，

意例数：22 例（22%），不满意例数：26 例（26%），

确保其了解相关内容，保证穿刺的顺利进行。及时

护理满意度为：74%。
观察组中：满意例数：56 例（56%），基本满

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通，掌握其心理状况，
对其内心的不良情绪，如：焦虑、恐惧等进行排除，

意例数：38 例（38%），不满意例数：6 例（6%），

提升术中的配合度。术前对患者各项身体指标：血

护理满意度为 94%。对照组与观察组中 χ2=7.441，

常规、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等进行检查，了解并

P=0.006。

记录数据。同时对其进行穿刺时的体位、呼吸、进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行指导，告知患者在术中减少四肢的活动，减少吞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并发

咽等动作，如出现无法忍受穿刺的情况及时举手示

症发生率。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优于对照

意，方便医护人员采取紧急措施，提升整个过程的

组，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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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的顺利进行，提升了成功率；

对照组中：出血、血肿例数：12 例（12%）；

术后对患者进行优质护理，以及随访，降低了并发

头晕、心率加快例数：8 例（8%）；疼痛例数：7

症的发生率，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使对照组的护理

例（7%）；气管损伤例数：4 例（4%）；并发症发

满意度、穿刺成功率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有效

生率：31%。

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对照组有着更为优良的
效果，其中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中：出血、血肿例数：6 例（6%）；头
晕、心率加快例数：2 例（2%）；疼痛例数：1 例（1%）；
气管损伤例数：0 例（0）；并发症发生率：9%。对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
穿刺中可有效提升护理满意度、穿刺成功率同时降

2

照组与观察组中 χ =15.125，P=0.001。

低术后并发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

2.3 对照组与观察组穿刺成功率对比

广与应用，本文仅供参考。

经护理干预后，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穿刺成功
率。观察组穿刺成功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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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细针穿刺前对患者进行优质护理的干预，通过术
前采用 PPT 宣讲的模式对患者进行知识科普，深度
沟通交流，减少患者内心不良情绪的产生，提升患
者配合度；术中准确有效的加强护理保证了超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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