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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镜检查术后并发症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探讨
符丽娥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 昆明 650021
【摘要】目的：浅析支气管镜检查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原因和实施的护理措施。方法：将我院在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3 月期间呼吸内科接诊的患者进行分组，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比组和实验组，每组患者 30 例，
共计患者 60 例。对比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结果。结果：
经过不同的护理模式，实验组患者的依从性、满意率和不良情绪评分均优于对比组患者 (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对支气管镜检查术后的患者进行并发症原因的分析并给予综合护理服务措施，可以有效
降低其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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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fter Bronchoscopy and Exploration of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FU Li-e
Yunn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Kunming Yunnan 65002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nursing measures implemented after
bronchoscopy. Methods: Patients received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were divided
into comparative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by randomized digital table, with 30 patients with a total of 60 patients.
The comparative group perform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erform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Comparing the care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the compliance,
satisfaction rate and bad mood scores were better than the comparison patients(P<0.05).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of
complications and giv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services can eﬀ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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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镜是一种可以经过患者口腔或者鼻腔直
[1]

30 例。对比组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1 例，年

达患者下呼吸道的管状医疗器械 。作用于患者的

龄从 21 岁到 68 岁，平均年龄为 (45.37±2.39) 岁；实

肺叶、肺段支气管以及亚段支气管的检查和活检采

验组中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3 例，年龄从 22

样，可以及早的发现患者病变的位置。是检查不明

岁到 69 岁，平均年龄为 (45.62±2.15) 岁。两组患者

原因的慢性咳嗽、咯血或痰中带血以及不明原因的

在上述的基础资料比较中数据相差较小 (P>0.05)，

局限性哮鸣音和声音低哑的主要手段，也适用于肺

没有对比意义。
1.2 因素分析

部手术前对手术位置的检查和胸外伤以及其他肺部
[2]

疾病的检查 。支气管镜分为硬支气管镜和软支气

数据显示，支气管镜检查后，患者常会出现咽

管镜两种，硬支气管镜的使用要求较为严格，患者

喉部疼痛、出血、喉咙水肿、声音沙哑、咽喉和气

需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而在目前的临床中，

管发生痉挛、心律失常以及低氧血症等症状。导致

[3]

软支气管镜使用的较为广泛 。有研究表明，支气

这些症状的主要原因就是麻醉药物使用的不充分，

管镜使用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情况较多。我院现

患者的疼痛感和紧张感加深导致的，其次，支气管

选取 60 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来分析其并发症的发

镜对气管和喉咙的刺激和损伤也是以上症状出现的

生原因和综合护理对于并发症的有效性，具体方法

主要原因，加重了患者的不良情绪，降低了其接受

如下。

治疗的依从性。

1 资料与方法

1.3 研究方法

1.1 基础资料

对比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我院选取的 60 例需要进行支气管镜检查的肺部

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处理方式。

疾病患者均来自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之间收

实验组采取综合护理：(1) 术前护理。针对支气

治的，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比组 30 例和实验组

管镜检查后并发症发生率较多情况，要对患者进行

- 205 -

2021 年第 1 卷第 10 期

当代介入医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http://jcim.oajrc.org

心理疏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讲解支气管镜

满意率，差异之间具有统计意义 (P<0.05)。见表 2。

的检查过程，鼓励患者和安慰患者，提醒患者积极

表2

治配合对于治疗结果的重要性，转移患者的注意力，
并告知患者在术前 6 小时内禁食禁水。(2) 术中护理。
检查前做好器械和抢救物品的准备，为患者实施局
部麻醉，减少痛感，并配合相应的药物来辅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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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2(73.33) 6(20.00)

对比组

30

17(56.67) 4(13.33) 9(30.00) 21(70.00)

2(6.67) 28(93.33)

支气管镜的检查，在为患者进行插管时，动作要轻

c

2

-

-

-

-

5.4545

柔，不可使用蛮力强行插入，根据患者呼吸道的情

P

-

-

-

-

0.0195

况缓慢插管，减少对喉部和呼吸道的刺激，根据患

2.3 不良情绪评分比较

者的表情和手势来判断的不适感，减少并发症的发

实验组患者在紧张、焦虑、恐慌的不良情绪评

生情况，关注患者的血压等数据，提醒患者在检查

分的比较中较对比组更低，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学意

过程中不可翻身，若在秋冬季节检查时，要注意日

义 (P<0.05)。

常的保暖。(3) 术后护理。提醒患者在术后尽量少说

3 讨论

话，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减少咳嗽的发生，并且

支气管镜检查针对的是上肺部以及气道内的一

在检查后两小时内继续禁食禁水。可在观察室滞留

种检查方式。检查时间较短，一般在十分钟左右就

半个小时以上进行观察。对于已经出现的并发症，

可以完成检查，痛苦较小，但还会有部分患者出现

及时上报并进行科学有效的处理，降低对患者产生

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发生，从而降低了患者的接受

的伤害。

治疗的依从性和增加了其负面情绪的产生 [5]。常规

1.4 指标观察和分析

护理对支气管镜检查患者的作用较小，为了提高患

1.4.1 对比两组患者的依从性

分为完全依从、

者治疗的依从性和对护理的满意程度，我院现采取

部分依从和不依从。依从率 = 总例数 /( 完全依从 + 部

综合护理对支气管镜检查患者实现临床护理。综合

分依从 )×100%。

护理包含了术前护理、术中护理和术后护理三个部

1.4.2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满意率 = 总

例数 /( 非常满意 + 一般满意 )×100%。

分，术前提醒患者禁食禁水，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和健康宣教，鼓励和安慰患者，告知患者积极配合

1.4.3 记录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评分

分别采用

的重要性。术中，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出现，并做好

紧张情绪量表、焦虑情绪量表、恐慌情绪量表进行

抢救准备，并在插管过程中要求护理人员手法轻柔，

评分。分数越低，不良情绪越小。

减少对患者的伤害。在术后，对患者可能出现的并发

1.5 统计学方式

症进行及时的护理和预防，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提

根据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处理，以百分率
% 表示时，用 c2 检验，以 ( x±s) 表示，用 t 检验，当

醒患者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 [6]。我院选取了 60 例肺部

P<0.05 时，差异有统计意义。

验组在治疗的依从性、护理的满意率和不良情绪评分

疾病患者进行研究分组，结果显示实施综合护理的实

2 结果

的比较中，全部优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比组患者，以

2.1 依从性比较

上数据再一次说明了综合护理的有效性。

实验组患者经过护理后的依从性较对比组患者

综上所述，在对我院呼吸内科接诊的需要进行

的依从性更高，差异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支气管镜检查的患者实施临床护理时，优质的护理

见表 1。

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满意率，并降低
表1

其不良情绪，并在今后的检查中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依从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次 部分依从 不依从

实验组

30

21(70.00) 8(26.67)

对比组

30

14(46.67) 6(20.00) 10(33.33) 20(66.67)

1(3.33) 29(96.67)

2

-

-

-

-

9.0167

P

-

-

-

-

0.0027

c

情况，此处理手段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应用。

依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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