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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在胃肠外科肠造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孙彩凤
黄岛区人民医院

山东青岛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延续性护理在胃肠外科肠造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2021 年接收治疗胃肠外科肠造口患者 100 例为观察对象，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
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采用延续性护理，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对于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并发症
发生率与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比较差异较小，（P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均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发生接触性皮炎、感染、造口回缩、造口旁疝、黏膜分离等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延续性护理在胃肠外科肠造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有效提高患者对疾病
相关知识的掌握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进一步拉近医患关系，有重要临床应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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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Caifeng Sun
Huangdao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from
2018 to 2021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nursing care. ,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stoma and self-care ability,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stoma knowledge and self-care abiliti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ad
little difference (P>0.05). After nursing, the stoma knowledge and self-care abiliti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the data.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incidences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contact dermatitis, infection, stoma
retraction, parastomal hernia, and mucosal separ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enterostomy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is remarkabl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mastery of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further shorte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which has
import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Keywords】Continuous nursing;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Enterostomy; Nurs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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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造口全称为结肠造口术，指外科医生在腹壁

类患者建立一个延续护理小组，每个小组的组长由

上的人工开口，用于治疗某些肠道疾病（如直肠癌、

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担任，并负责对组员进行培训，

结肠癌、外伤肠破裂等），从开口处拉出一部分肠

每组组员人数为三名，需要明确每位护理人员的工

管，转动固定并缝合腹壁，从而形成肠造口术，其

作职责。②方案评估，在患者入院接受治疗之后，

[1]

功能是取代原来的肛门，发挥排便功能 。事实上，

护理人员应首先对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掌握，主要

这是一种排泄途径的转移。尽管肠造口术给许多患

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特征、疾病史、家族史等，

者带来了不适和精神痛苦，但它实际上挽救了数千

对患者的疾病状况进行了解，对患者以往的治疗药

人的生命，良好的造口不仅取决于手术本身，还取

物和治疗周期等进行了解，以对患者的状态进行评

决于术前医患之间的沟通和教育，以及术后的长期

估，便于制定护理方案。③落实随访护理 ，延续护

康复治疗。肠造口术的预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理组将为每位患者创建一组随访数据，包括患者的

由于肠造口术患者出院后经常在家进行造口护理，

一般情况、造口周围的皮肤、潜在疾病的认知水平、

但大多数患者由于缺乏造口护理知识，容易出现各

健康需求信息等，同时，将最近的随访情况记录于

种并发症，无利于疾病的恢复。因此，出院后的延

文档中，力求准确详细的记录，并让患者签署护理

续性护理尤为重要。本次研究为了分析探讨延续性

知情同意书。使用信息技术创建数据库，随时了解

护理在胃肠外科肠造口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具

患者状态发展。造口患者可以通过电话沟通和微信

体报告如下。

进行定期回访。有特殊情况的患者可以适当增加回

1 资料与方法

访次数，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质量和更方便的延续护

1.1 一般资料

理。④随访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的日常生活状况、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18 年-2021 年接收治疗胃

心理状态调整、并发症预防、健康培训等。在技术

肠外科肠造口患者 100 例为观察对象，纳入标准：

支持方面，专门成立了针对性的医疗团队，为患者

①所有患者均为首次接受肠造口手术；②所有患者

提供专业的生活指导，包括药物指导、预后健康培

出院后均能接受随访；③所有患者与其家属对本次

训和康复、心理咨询和干预。同时，与其他医院形

研究知情，并与医院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成区域合作互助联盟，分享患者的病理信息和治疗

①内分泌严重失调者；②患有其他严重代谢性疾病

经验，加强患者的干预和治疗效果。⑤健康教育，

或肝脏功能损害者；③精神异常或不配合者；④预

医院每年举办一次造口患者联谊会，由科室护士、

计生存期不足者。采取随机数字法将 100 例病例分

医生、患者及其家属参加。医务人员讲解造口和护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50 例，男性 29 例，

理知识，用造口模型演示造口冲洗等动作，并介绍

女性 21 例，患者年龄在 40 岁~65 岁之间，平均年

一些可靠性高的造口产品。此外，我们可以通过知

龄（53.7±0.34）岁，对照组 50 例，男性 27 例，女

识竞赛、临床经验交流等方式来讲述生活中的困难，

性 23 例，患者年龄在 41 岁~66 岁之间，平均年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

（53.2±0.31）岁，所有患者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

1.3 观察指标

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①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对于造口知识掌握与自

1.2 方法

护能力进行比较，通过造口知识评定量表对患者的

（1）对照组

造口护理知识、并发症知识、病情监测、日常饮食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根据患者的临床资

等方面进行评估，分值在 0-100 分；通过自我护理

料和术后情况，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了必要的健康

能力测定量表从患者的自我概念、自我护理技能、

知识，告知了患者及其家人一些家庭护理措施，提

健康知识水平掌握与自护责任方面对患者的自护能

供了正确的饮食指导、运动和药物指导，并告诉患

力进行评估，分值为 0-172 分。两个量表评评结果

者定期到院复诊。

与患者状态呈正比。②将两组患者的并发生发生情

（2）观察组

况进行比较，并发症包括：接触性皮炎、感染、造

观察组患者采用延续性护理，①胃肠外科为此

口回缩、造口旁疝、黏膜分离等。③对患者护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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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进行调查，满分百分制，将满意度分为满意：

力比较差异较小，（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分数在 90 分及以上、一般满意：分数在 70 分-89 分、

的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均高于对照组，数据对

不满意：分数在 69 分以下，三个等级，计算患者总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并发生发生率比较

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将两组患者的并发生发生情况进行比较，观察

用 SPSS 20.0 软件对所统计的研究数据进行处

组患者发生接触性皮炎、感染、造口回缩、造口旁

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

疝、黏膜分离等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数据

2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 检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验，如果 P<0.05，则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2 结果

将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观察组患

2.1 两组患者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比较

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

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对于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

意义（P<0.05），见表 3。

能力进行比较，两组患者的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
表 1 两组患者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造口知识掌握

自护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50

57.76±12.13

87.35±11.65

83.15±13.51

123.14±15.82

对照组

50

56.98±11.37

74.48±13.85

84.17±12.65

89.47±13.61

t

--

0.3317

5.0284

0.3897

11.4086

p

--

0.7408

0.0000

0.6976

0.0000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生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接触性皮炎

感染

造口回缩

造口旁疝

黏膜分离

观察组

50

1（2.0）

1（2.0）

0（0.0）

1（2.0）

0（0.0）

对照组

50

6（12.0）

5（10.0）

4（8.0）

5（10.0）

3（6.0）

--

7.6805

5.6738

8.3333

5.6738

6.1856

--

0.0056

0.0172

0.0039

0.0172

0.0129

X

2

p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35（70.0）

12（24.0）

3（6.0）

47（94.0）

对照组

50

4（8.0）

15（30.0）

31（62.0）

19（38.0）

2

--

80.7902

0.9132

69.8752

69.8752

P

--

0.0001

0.3392

0.0001

0.0001

X

3 讨论

导致额外的并发症出现，对患者的生活产生严重影

所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反映了护理在

响，也会显著影响预后。

促进患者康复方面的重要价值，专家强调，虽然永

医院常规护理的效果有限，忽视对肠造口术自

久性肠造口术可以有效控制患者的原发疾病，但也

理操作的指导，长期缺乏正确、有用的肠造口护理

会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增加心理负担，

知识，导致周围性皮炎、造口回缩、造口旁疝等不

出院后，患者往往无法获得适当的培训和指导，会

良事件的风险增加，影响生活质量增加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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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从以往的院内护理到院内、院外护理服

[2] 范珍兰, 刘仕娟. 肠造口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对

务，扩大了护理服务内容，有效避免了患者出院后

生活质量影响的观察[J]. 中外医学研究, 2020, 1

护理不足的问题。此外，持续护理从生理、心理和

8(14):2.

生活等多方面为患者提供指导，同时，根据患者的
建议和意见进行持续改进，以提高护理服务的效果

[3] 李静, 蔡娇娇. 延续性护理管理在肠造口患者护
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其价值[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

和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本次研究报告中，观察
组患者经过延续性护理后，与对照组常规护理相比
发现，观察组患者的造口知识掌握与自护能力均高

子杂志, 2020, 5(5):1.
[4]

于对照组，患者发生接触性皮炎、感染、造口回缩、

张晓燕. 延续性护理在肠造口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分析[J]. 中外女性健康研究, 2021，01(16):2.

造口旁疝、黏膜分离等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均说明延续性护理效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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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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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延续性护理在胃肠外科肠造口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对患者的身体康复具有积
极影响，能够有效提升护理效果，提高患者满意度，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与应用于临床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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