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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心脏瓣膜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效果

卜秋丽，郑月星，薛土凤，陈妙玲，邓锦凤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心脏乳腺外科，广东  湛江  524037）

0　引言
心脏瓣膜病是目前我国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病，目前，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老龄化的加重，心脏瓣膜病的发病率也逐渐增加，

心脏瓣膜病的病因主要包括退行性改变、先天性畸形、感染等，

从而引病患者的心脏功能受损，进而导致患者出现心力衰竭。

本文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心脏瓣

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将研究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心脏瓣

膜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心脏瓣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中，男 16 例，女 14 例，

年龄为 38-52 岁，平均（45.2±5.4）岁，实验组中，男 16 例，

女 14 例，年龄为 38-52 岁，平均（45.3±5.4）岁，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无差异 P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均同意，并且签订了同意书。

②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意识清醒并且沟通能力完好。排除标

准：患者患有精神病史或者其他严重的致命性疾病。

1.2　方法。对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此基

础上配合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主要内容有：①健康宣教。首先，

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当用简单的语言向患者描述该疾

病的治疗方式以及治疗目的，帮助患者可以更好的认识该疾

病，了解该疾病的治疗方式，从而可以用更加积极的态度配

合主治医生进行治疗，用正确的态度面对该疾病 [1]。②心理

护理。在患者入院后，很多患者由于对该疾病的不了解从而

产生了相应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此时护理人员要根据

患者的不同病情采取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正确疏导患者的负

面情绪，必要时通过其他方式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从而排解

负面情绪 [2]。③饮食护理。督促患者食用清淡的食物，避免

患者食用辛辣、油腻的食物，严禁患者吸烟和酗酒，督促患

者多食用水果、蔬菜，促进患者的肠道蠕动和血液循环，防

止便秘的发生，并且督促患者多喝水，对不同病情的患者制

定个性化的饮食护理，每天一日三餐固定安排，保证患者的

营养摄入 [3]。④快速康复护理。对不同病情的患者采取个性

化的快速康复护理，主要包括呼吸功能的锻炼和床上肢体的

锻炼，首先对患者进行腹式呼吸和缩唇式呼吸的指导，其次，

在术后 24 h，可以适当的鼓励患者进行四肢的运动锻炼，一

天两次，每次十遍，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生活

质量评分 [4]。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对两组患者持续观察 4 周，记录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其中，生活

质量评分主要包括情感评分、社会评分、意识评分、躯体评

分等，并发症主要包括心房纤颤、急性肺水肿、血栓栓塞等。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2.0 对所收集到的患者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率）表示，并且用 χ 2 检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P <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s）

组别 情感评分 社会评分 意识评分 躯体评分

实验组（n =30） 47.5±6.8 54.8±6.3 38.7±2.8 44.5±5.4

对照组（n =30） 40.3±5.9 47.8±6.4 33.5±3.2 38.4±5.2

t 4.40 4.30 6.73 4.52

P 0.01 0.01 0.01 0.01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实验组患者的并发症

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的发生率 [n（%）]

组别 心房纤颤 急性肺水肿 血栓栓塞 并发症的发生率

实验组
（n =30） 1（3.3） 1（3.3） 1（3.3） 3（10）

对照组
（n =30） 3（10） 3（10） 4（13.3） 10（33.3）

χ 2 - - - 4.81

P - - - 0.03

3　讨论

心脏瓣膜病的临床表现一般为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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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并且其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P < 0.05。结论   对心脏瓣膜患者围术期护理采用快速康复理念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
生活自理能力，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提高其护理有效率，帮助患者可以更好的恢复身
体健康，有效排解患者由于对该疾病的不了解而产生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因此值得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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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置管引流能明显减轻患者的黄疸指数，改善肝功能，疏通

胆道梗阻，为成功手术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对不能手术者可

作为改善患者症状的一种有效手段。采用经超声引导经皮肝

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治疗，具有穿刺准确、快速，成功率高、

损伤小，并发症少的优点，可作为术前解除胆道梗阻的首选 [6]。

研究表明，实验组治疗的效果，即 AIL、TBIL、AST、

DBIL 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且治疗安全性即患者不良反应情

况 10.91% 显著优于对照组 33.33%，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由此可见，采用经超声引导经皮肝穿刺胆

道引流治疗对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明显缓解患者症状，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对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

采用经超声引导经皮肝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治疗，具有显著的

治疗效果和极高的安全性，值得在医学领域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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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气短、倦怠等，可以通过 x 线胸片、心电图等方式来检验

患者是否患有心脏瓣膜病，目前对该疾病的治疗方式主要是

通过介入治疗、内科治疗、手术治疗等治疗，从而帮助患者

缓解症状，不同的护理方式给患者带来的护理效果是不同的，

为了帮助患者可以更好的恢复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

生活自理能力，所以本文研究了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心脏瓣

膜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通过以上简单讨论可以得知：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并且其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P < 0.05。主要原因有：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可以

有效的帮助患者更好的了解该疾病，提高自我护理的意识，

从而更加积极的配合主治医生进行治疗，用良好的态度面对

该疾病，提高患者痊愈的信心，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可以有效

的帮助患者正确疏导由于疾病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用良好的

心态面对该疾病，对患者的饮食护理可以有效的防止患者便

秘的发生，促进患者的肠道蠕动和血液循环，帮助患者术后

的伤口愈合。对患者的快速康复护理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

免疫能力和肌肉能力，帮助患者可以更好的恢复身体健康以

及生活自理能力 [5]。

综上所述，对心脏瓣膜患者围术期护理采用快速康复理

念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生活自理能力，

降低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提高其护理

有效率，有效排解患者由于对该疾病的不了解而产生的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帮助患者可以更好的恢复身体健康，因此

值得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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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降低患者并发症对身体的影响，

恢复老年患者各个脏器及系统的运行效果，临床护理效果较

好，因此，老年髋部骨折患者采用早期离床坐护理干预模式

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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