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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监护·

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实践对提高
营养支持护理质量的效果观察

王静，杨晓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48 医院，山东  淄博  255300）

0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医学进步，危重病人在临床治疗中进展明

显，营养支持是危重病人治疗的十分重要。国际上已经针对临

床营养支持制定了治疗指南，但目前在我国还未普及，在现行

营养支持落实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从本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接受的

需要营养支持的患者中，抽取 478 名，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均 239 例。对于本次研究，患者及其家属均知

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对照组中男 113 例，女 126 例；年

龄 38-81 岁，平均（59.5±21.5）岁。观察组中男 121 例，女

118 例；年龄 37-82 岁，平均（59.5±22.5）岁；两组患者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

研究经由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营养支持护理，对患者原发病积极治

疗并根据患者原发病筛查营养风险，为患者提供营养支持护

理，每月检查营养支持护理情况等。

1.2.2　观察组采取专业化的营养支持管理，成立专业的护营

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对所有需要采用营养支持的科室设置

专门的营养支持联络员，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核心成员由

这些联络员组成，技术指导员由重症科营养亚专科医生担任；

建立营养专科管理数据库；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制定营养护

理质量标准，控制及监督营养专科护理质量。

1.2.2.1　肠内营养支持护理。将无禁忌患者床头抬高 30°，

每 4 小时监测患者胃残余量，胃药前后以及每 3-4 小时用 50 
mL 的温水对空肠管、三腔喂养管进行冲洗。监测患者每日

肠内营养总量、已输入量、剩余量、输注速度等。

1.2.2.2　肠外营养支持护理：检查各管道标识粘贴位置是否

合理，导管名称、置管时间和签名以及标识是否清晰完整；

配备肠外营养标识卡，禁止与抗生素、化疗药物以及抗生素

同时输注，必须和肠内营养挂与不同的输液架；合理固定导管，

避免导管缠绕相互牵扯，确保静脉营养管道衔接牢固，避免

发生空气栓塞；对患者血糖定期进行检测。

1.3　疗效评价与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肠内营养并发症包

括腹泻、反流等其他症状发生率和肠外营养并发症包括血栓

形成、静脉炎等其他症状的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21.0 软件对两组患者肠内肠外

并发症率进行统计与分析，计数资料对比采用 χ 2 检验；若

P<0.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肠内肠外营养并发症相比，观察组总肠内并发

症发生率 7.53% 优于对照组肠内总并发症发生率 19.67%，

χ 2=6.271，P =0.012；观察组总肠外并发症发生率 7.53% 优于

对照组肠外总并发症发生率 17.15%，χ 2=4.277，P =0.038。

组间数据对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肠内、肠外并发症对比 [n（%）]

组别 n
肠内营养并发症 肠外营养并发症

腹泻 反流 其他 血栓形成 静脉炎 其他

对照组（239） 20（8.37） 13（5.43） 14（5.86） 6（2.51） 23（9.62） 12（5.02）

观察组（239） 8（3.35） 7（2.93） 3（1.26） 2（0.84） 11（4.60） 5（2.09）

χ 2 2.284 0.780 3.081 0.846 1.907 1.251

P 0.131 0.377 0.079 0.357 0.167 0.263

3　讨论

目前，营养支持护理在我国重视度还不够，在操作方面

欠缺规范，医生凭借临床经验判断，护士缺乏营养支持相关

知识，无法满足患者在治疗康复过程中对营养支持的需求，

给患者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培养成立专业化营养支持

护理人才小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2]。

本研究通过对观察组患者采用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进

行护理后，患者肠内和肠外并发症率均优于对照组（P < 0.05），

结果显示证明组建专业的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对患者进行

营养支持护理可有效降低患者的并发症。临床实施过程中通

过营养支持小组成员对患者加强营养监测和根据患者不同病

情和申请情况制定个性化营养方案，规范营养支持实施流程，

积极探讨营养相关并发症处理心得，从中吸取教训，提前对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干预，对临床护士操作规范进行指导，

有效降低了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了治疗效果。定期开展

营养专科小组活动，进行营养主题护理查房，讨论典型个案

护理，进行营养相关的操作竞赛等，提高营养支持护理知识

的普及率，从意识增强了医护人员对营养支持护理的重视。

综上所述，成立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不仅使营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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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实践对提高营养支持护理质量的效果。方法   从本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接受的需要营养支持的患者中，抽取 478 名，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均 239 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营养支持护理，观察组由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进行专业化营养支持管理护理。结果   观察组经过营养支
持护理专科小组护理后肠内、肠外并发症率均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由营养支持护理专科小组护理可以
有效提高营养支持护理的质量，降低了患者并发症，促进了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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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擦身或者物理降温法进行降温。其次，相关护理人员要

给予正确的评估与正确处理，确保整个护理措施更加具有针

对性与预防性，有效降低患儿病情的转移率，促进患儿病情

康复 [4-5]。

从上述情况来看，对患儿采用良好的护理干预能有效避

免患儿在治疗期间出现不良反应，促进康复，从而有效缩短

患儿住院时间，促进伤口愈合。另外，为患儿提供早期预警

护理能让患儿在生理及心理方面得到良好的医疗体验，改善

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6]。

在本次研究中，实验组采用早期预警护理后，患儿疱疹

消退时间、口腔溃疡愈合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

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由此可证：对小

儿手足口病患儿应用重症早期预警护理能有效缩短其自身的

疱疹消退时间、口腔溃疡愈合时间，缩短患儿住院时间，同

时显著提高临床护理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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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 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收治的 24 例患者其中有 3 例患者在入院后 10-30d 死亡，

死 亡 率 为 12.5%（3/24）， 死 亡 原 因 为 MOF； 其 余 21 例

患者在治疗 3-5 天后，消化道症状好转，存活者好转，病例

影像学有肺间质纤维化征象，血氧饱和度正常，血常规，肝

肾功能及心肌酶谱多在 10-20 天后恢复正常，治疗有效率为

87.5%（21/24）。

3　讨论

血液灌流利用活性炭，树脂等毒物吸附剂，吸附血液中

的毒物，从而清除毒物，减少组织器官的损伤；能够有效吸

附血液中游离的百草枯，降低血液中百草枯的浓度，同时还

可清除炎性因子，减轻炎症的级联反应，保护重要脏器的功能，

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本次研究结果：24 例患者死亡率为

12.5%（3/24）；治疗有效率为 87.5%（21/24）。依患者具

体情况在经过血液灌流后，精神神志清醒，积极住院治疗时

间为 4-28 天后出院。每位护理人员都应当熟练的掌握血液灌

流的技术，且学习其护理要点，能够积极配合临床医师进行

紧急抢救；同时护理中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尽早发

生并发症并积极的处理，尽可能的保护患者生命健康，降低

患者死率。马丽静 [6] 等研究百草枯中毒行血液灌流治疗的护

理，治疗百草枯中毒其病死率 16.5%，对百草枯中毒的患者，

要尽早彻底反复洗胃。能有效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为临床救治百草枯中毒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因此，对急性百

草枯中毒患者早期行血液灌流救治以及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

措施，能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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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统一化规范，还有效降低了需要营养支持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率促进了患者康复，目前营养支持专科小组组建还需继

续完善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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