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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与预见性护理在上消化道出血
急救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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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上消化道出血临床较为常见，具体指食管、胃肠道等屈

氏韧带以上消化道病变出血情况，临床症状以黑便、呕血为主，

患者伴有周围微循环衰竭情况，严重影响其营养状态，不利

于患者身体健康 [1]。在上消化道出血急救过程中，科学合理

的护理方案利于病情好转，在疾病恢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护理理念不断创新，循证护理、预见性护理应用广泛，

临床效果得到认可，但具体护理方案、效果尚未完全确定，

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本次研究基于上述背景，探讨了循证护

理与预见性护理在上消化道出血急救中的应用效果，现详述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研究时段设定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研究对象设定为我院收治的奥出血急救患者，共计选择 56
例，参考其入院时间先后进行编号，应用计算机软件分组，

具体分为两组，对照组 28 例，观察组 28 例。对照组男 15
例，女 13 例；年龄 27-59 岁，平均（43.17±2.08）岁；出血

类型：肝硬化并发出血 9 例，消化道溃疡出血 10 例，饮食不

当出血 9 例。观察组男 16 例，女 12 例；年龄 26-58 岁，平

均（42.44±2.14）岁；出血类型：肝硬化并发出血 10 例，

消化道溃疡出血 8 例，饮食不当出血 10 例。本我院伦理委

员会详细研究本研究资料，予以批准通过，入选患者对研究

细则知情且同意，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可进行分析对比。

1.2　护理方法。对照组给予预见性护理干预，具体措施：第

一，心理疏导，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交谈，评估患者情绪状

态，介绍治疗过程、疾病知识和相关成功案例，预见性地疏

导患者情绪状态，促使患者保持积极乐观态度；第二，出血

先兆干预，密切观察患者状态，定期询问是否存在胃部灼烧、

异物感、咽喉瘙痒或恶心情况，尽早发现出血先兆，并对血

压、尿量进行监测，有效判断患者病情，做好急救准备工作；

观察组行循证护理，具体措施：第一，确立循证问题，护理

人员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确定循证问题，并通过万方、知网

等数据库查阅相关资料，总结分析形成循证依据，以此指导

临床护理工作；第二，落实循证护理方案，判断患者是否存

在微循环障碍，若出现微循环障碍，应立即创建静脉通路，

利用葡萄糖生理盐水或血浆代用品补充血容量，若患者出血

量较大，则应立即输注红细胞；同时护理人员做好用药指导，

合理控制药物滴注速度，说明注意事项，并观察服药后不良

反应情况，予以有针对性处理。

1.3　观察指标。护理效果比较，显效：护理 24 h 后患者出血

症状消失，生命体征恢复正常；有效：护理 48 h 后出血症状

消失，生命体征改善；未达到上述标准，护理总有效率为显

效率和有效率之和 [2-3]；急救过程中出血次数、止血时间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参考具体观察指标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具体统计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前者表示为均数（Mean 
Value） 加 减 标 准 差（Standard Deviation）（ ±s）， 后

者表示为例（n ）、百分率（%），将有效数据录入到 SPSS 
24.0 软件中，进行统计分析，t 值和 χ 2 检验，设定当 P<0.05
时提示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比较。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为 92.86%
较对照组 89.29% 高，但差异不明显，未提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8 11（39.29） 15（53.57） 2（7.14） 26（92.86）

对照组 28 9（32.14） 16（57.14） 3（10.71） 25（89.29）

χ 2 - - - - 0.220

P - - - - 0.639

2.2　两组患者出血、止血情况比较。观察组治疗期间出血次

数较对照组多，但止血之间早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出血、止血情况比较（ ±s）
组别 例数 出血次数 止血时间（h）

观察组 28 6.21±1.15 28.34±3.45

对照组 28 3.34±1.84 33.66±3.12

t - 6.999 6.052

P - 0.000 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与预见性护理在上消化道出血急救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时段设定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研究对象设定为我院收治的奥出血急救患者，共计选择 56 例，参考其入院时间先后进行编号，
应用计算机软件分组，具体分为两组，对照组 28 例，观察组 28 例，对照组给予预见性护理，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和止血情况。结果   观察组护理总有效率为92.86%较对照组89.29%高，但差异不明显，
未提示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期间出血次数较对照组多，但止血之间早于对照组，P < 0.05。结
论   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急救中，循证护理和预见性护理干预效果理想，均可作为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有效护理方
式，且循证护理更利于快速止血，推荐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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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胃镜检查术属于近些年新型检查技术之一，其可以

在麻醉情况下对患者进行检查，患者舒适性较高，同时检查

时患者因为处于麻醉状态所以检查顺利性更高，更利于提高

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3-4]。

通过无痛胃镜检查认为，危险因素主要是体现在术前、

术中以及术后三个方面。对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共同着手，

借助行之有效的护理措施降低无痛胃镜危险艺术。术前主要

是保障患者的身心状态以及设备的使用性能，从而保障检查

效果。术中主要是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控制多种不良反

应的发生必要因素，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5]。术后则是以控制

患者术后意外事件的发生为主。无痛胃镜检查应用麻醉药后，

患者有可能产生肌力减弱、头昏、头痛等症状，护理人员一

定要叮嘱患者家属，全程陪护，并进行术后的健康指导，如

饮食、活动、术后患者症状的改变等，防止意外的发生 [6]。

综上所述，针对无痛胃镜检查中的相关危险因素提出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检查效果，提高患者的舒适

度并控制多种不良现象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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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上消化道出血临床较为常见，患者病情发展快，伴有呕

吐、黑便、呕血、腹部疼痛等症状，严重影响机体营养吸收，

不利于患者身体健康，若治疗不及时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

全，因此临床提倡及时有效的急救治疗，且在急救过程中配

合科学合理护理干预服务意义重大 [4-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出血次数较多，止血时间较短，P < 0.05。

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预见性护理以疾病特征和患者可能出现

的情况为依据，综合评估患者可能出现的状况，以此为依据

制定护理干预方案，循证护理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临床症

状为参考，查阅相关资料形成循证依据，进而制定有针对性

的护理干预方案 [6-7]。针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两种护理方式

均以调整患者情绪状态，满足其临床实际需求为主要目的，

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指导，切实促进其病情尽快恢复。

综上所述，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急救中，循证护理和预

见性护理干预效果理想，均可作为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有效护

理方式，且循证护理更利于快速止血，推荐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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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等优势，同时具有一定的美观性，在临床上被广泛的

应用，但是该手术的成功需要完善、有效的护理方式 [4]。在

围手术期优质护理中，术前则具有针对性的对负面情绪进行

疏导，帮助缓解情绪，建立起成功治疗的信息，提高患者后

期的依从性，在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对所需的手术物品进行

及时的供应，密切的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发现异常及时的

报告处理，在手术完成后对患者手术区域的血迹进行清洗，

同时将相关注意事项详细的告知患者以及其家属，对患者的

体征进行观察 [5]。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质量、护理

满意度以及不良反应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提

示对行胸腔镜肺大疱切除术患者应用围术期优质护理的效果

理想。

综上所述，对进行胸腔镜肺大泡切除手术的患者在围手

术期进行优质护理具有显著的效果，明显的提高护理质量以

及护理满意度，安全行理想，应当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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