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2年第 1卷第 8期（2022年 8月）
Journal of Modern Nursing https://jmnm.oajrc.org/

- 13 -

腹膜透析患者家庭血压测量的现况调查及护理对策

桑永艳，尚明静，桑秀平，李 娟，汪海燕*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腹膜透析患者家庭血压测量的现况调查及护理对策。方法 选取我院 21年间 300例
患者进行分析，运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患者在家测量血压情况。结果 300例患者中存在测血压不规范行

为 288例（96%），随着透析次数的增加，长期透析者居家测血压的不规范性逐渐降低（P<0.05）。结论 针

对腹膜透析患者进行调查了解家庭护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合理化建议能减少患者不规范行为，为患

者家庭血压测量提出指导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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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nursing strategy of home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of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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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vestigation of family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in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Methods 300 patients in 21 years and analyzed were measured blood pressure at home. Results In
288 of 300 patients（96%）, as the number of dialysis increased, the long-term dialysis patients gradually decreased
（P <0.05）. Conclusion Investigate the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in home nursing,
and then mak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hat can reduce the irregular behavior of the patients and guide the patients'
family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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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是一项常见的治疗技术，主要是针对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病情管理手段，其优势在于操

作方便、可居家进行，还能够切实的保护参与肾功

能，患者的接纳度高。但是，对于腹膜透析群体而

言，高血压情况发生率高，特别是近些年，在难治

性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事件上频发，这也是导致患

者死亡的重要因素。对于腹膜透析患者要加强治疗

管理，特别是在血压控制上，要定期测定采取干预

措施，由此保障患者的生存率，稳定治疗疗效[1]。

然而，上述内容的前提是腹膜透析患者能够在家庭

持续多次正确监测血压值并准确记录。而患者居家

血压不测量的主要原因是依从性较差，主要表现在

* 通讯作者：汪海燕

无血压计、没有时间、不会测量、不会记录等方面，

居家测量血压是医生为腹膜透析患者控制血压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医生为腹膜透析患者调整高血压药

物和调整腹膜透析方案控制腹透相关性高血压的基

础。为了解患者在居家治疗期间的血压波动情况，

故而实施对患者的血压测量调研，通过与患者的信

息互通，总结不良事件产生的原，并提升患者居家

期间血压测量的依从性，以达到对疾病更好地控制，

保障治疗安全。

1 资料及方法

1.1一般资料（1）研究对象:2021年 1月-7月在

本腹膜透析中心门诊行规律腹膜透析治疗随访的

300例患者，所有患者在门诊治疗中均由笔者负责，

并且在腹膜透析居家操作上按照《腹膜透析居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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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导手册》对患者、家属进行培训，均使用美国

Baxter公司的乳酸盐透析液，双联系统管路，葡萄

糖浓度为 1.5%或 2.5%腹膜透析液，每日交换透析液

在 4L以上，临床状况平稳，行腹膜透析治疗。其中

男 188例，女 112例；年龄在 18~80 岁，平均年龄

（42.43±5.6）岁，透析龄＞3 月。原发病其中慢性

肾小球肾炎 115例，糖尿病肾病 75例，高血压肾病

53 例，痛风性肾病 40 例，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多囊

肾病 2 例，其他 15 例。（2）排除标准 :有精神疾

病的患者。

1.2方法

采用问卷调研、现场观察的方式进行患者血压

测量分析，具体观察项目则有：测血压的血压计种

类、测血压时间是否固定、测血压的体位是否固定、

测血压的方法是否正确等。此外，对患者发放测血

压以及血压控制方面的知识问卷，了解患者的掌握

程度，以问卷星平台进行发放与回收，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 300份，回收率 100%。

1.3统计方法

借助 SPSS26.0软件解析处置，计数率（%），

计量均值（χ±s），检验 t，P<0.05表示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患者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测量血压不规范

行为

测血压不规范行为总共有 288 例，占总例次

96%，发生率由高到低:测量血压时间不固定 155例，

占率 53.8%。测血压方法不会 55例，占率 19.1%。

测血压袖带松紧不适宜 48例，占率 16.7%。测血压

体位不固定 20 例，占率 6.9%。血压计不知道校正

10 例，占率 3.5%。 数据统计体现统计学价值

（P<0.05）。

2.2 患者居家测血压的不规范行为在不同透析

龄的比较

居家测血压的不规范性，开始较差，特别是 3
个月-1 年透析患者中，行为不规范的人数占比为

36.4%。随着透析龄的增加，居家测血压的不规范越

差，特别是 2年以上透析患者中，行为不规范的人

数占比为 35.1%。（P<0.05）。由此可见，患在居

家测血压的知识上理解不充分，这也会导致重视度

不高，也从侧面说明了对患者的培训力度不充分。

见表 1

表 1 不同透析龄患者居家测血压不规范行为的比较（N=288）

透析龄
测血压时间

不固定

测血压的方

法不会

测血压袖带绑

的松紧不适宜

测血压体

位不固定

血压计不

知道校正
合计 构成比（%）

3个月-1年 33 32 28 12 0 105 36.4

1年-2年 53 13 11 4 1 82 28.5

2年以上 69 10 9 4 9 101 35.1

3 讨论

3.1患者的教育及对患者进行居家测血压的培

训 居家腹膜透析患者控制血压的前提是患者能

正确测量血压并准确的记录血压。但是通过调查发

现患者居家腹膜透析过程中，对测血压的重视度不

够，不知道如何测量血压、测量血压在居家腹膜透

析中有何重要性，通过护士进行相关内容培训加强

患者的认知。因此，在腹膜透析的培训方面，应当

由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对患者进行重点培训：推荐使

用同一款血压计、准确记录测量血压值，也包括测

量血压的四定：定血压计、定时间、定体位、定部

位 ，及其它注意事项:①测压时患者不能讲话，静

息状态或休息 5-10min；②患者取坐位或仰卧位；③

坐位时，右心 房水平位于胸骨中部第四肋水平，卧

位时使上臂与腋中线同高；④袖带宽度为臂围的 46
% ，袖带气囊至少应覆盖 80%的上臂周径；⑤袖带

的下缘在肘窝的上方 2cm〜3cm,松紧度一般以能塞

进 2个指头为宜；⑥血压测量需开展 2次，间隔 1
分钟，计算两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同时，加强居

家测血压对控制血压的重要性的宣教，在问卷中可

见，患者缺乏对居家血压测量的重视度，且对高血

压影响的认知不足，难以按照医嘱开展血压测量，

依从性不高。在培训过程中，应当为患者、家属讲

解血压测量的重要性，以及对腹膜透析的影响，帮

助其改善错误观念，逐步养成每日血压测量的习惯。

在本次结果中，透析龄 3个月-1年的患者，居家测

血压不规范行为比例最高达 36.4%，由此可见，随

着透析时间的延长，不规范的血压测量患者人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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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所下降，但是 2年以上透析龄的患者居家测血

压不规范行为呈上升趋势占 35.1%，透析龄低的患

者很大原因跟患者没有经过系统的居家测血压培训

有关。因此，护理人员要改善工作内容，加强培训

指导，并选择患者容易接纳的方式进行血压测定指

导，也可以由家属对患者进行督促，确保居家血压

测量的规范化执行。

3.2宣教的形式的多样化 对居家测血压方法

在口头的宣教基础上，增加示教次数，培训新患者

完成腹膜透析和居家测血压操作，出院后叮嘱患者

防止意识松懈忘记测量血压，或遗忘相关注意事项

等。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缺乏患者结合图片将测血压

步骤、注意事项等粘贴于操作室，随时提醒指导患

者规范测血压，改善相关可控因素提高腹膜透析患

者血压控制情况。

3.3加强家访 姜玲等[4 -6]研究 在家庭随访下

有助于提升患者的遵义行为，自我管理水平提高。

在家访时间上，可结合患者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刚

刚康复出院的患者，可为每周一次，在半年后可改

为每月一次，在一年后可改为电话访问，或者 6个
月一次的随访工作。同时要重视遵医率较差患者的

病情情况，增加家访频率，家访中除检查腹膜透析

室布置，物品放置、无菌操作等情况。观察患者居

家测血压实际操作以及准确记录血压情况，询问患

者服用高血压药物等，对于血压记录 < 3 0 个/月的

患者加强再培训的力度，通过文图宣讲等方式，提

升患者对知识的吸收程度，也有助于提高患者居家

测量血压的依从性。

4 小结

虽然居家测血压和记录血压对于患者的血压控

制和医生调整患者的降压药和腹膜透析方案，随着

腹透时间的延长患者意识上麻痹、思想上遗忘、精

神上怕麻烦等原因，很难做到每日认真准确的测量

血压[5]。 因此，腹透患者居家血压测量多有不规范

的情况，且较为普遍，特别是刚透析患者的知识缺

乏和不够重视，还有透析龄＞2年的长透析龄的患

者，由于长期养成习惯以后，再培训改变习惯，难

度增大，对于腹膜透析培训者应高度重视，做好患

者每项操作的培训，培训形式多样化，提高患者居

家测血压和记录血压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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