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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rotid tumor resection.
Method: 100 patients with parotid tumor resection in our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patient care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the study group underwent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s,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indexes an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unted. Result: The oper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anal exhaust tim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mbulation time and hospital sta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measures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parotidectomy can improve the
prognosis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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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总结腮腺肿瘤切除手术患者围术期内护理干预效果。方法：抽取我院五官科2013年1月~2017
年1月收治腮腺肿瘤切除术患者10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护理方法选择结果，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研究组进行临床护理路径。统计两组患者临床观察指标和满意度。结果：研究组
患者临床观察指标中手术时间、术后恢复肛门排气时间、术后恢复进餐时间、术后恢复下床活动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显著缩短(P < 0.05)。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没有差异(P < 0.05)。研究组患者满意度
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腮腺肿瘤切除手术患者围术期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措施，能够改善患
者预后，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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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护理路径是一种院内护理模式，最早应用于结肠外科，现被广泛应用于外科护理中。临床护理
路径主张围手术期将患者作为治疗和护理中心，制定有效护理措施，达到确保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
的目的[1]。本文研究腮腺肿瘤切除手术患者围术期内护理干预效果，选取我院 100 例患者进行研究，现
将总结结果如下。

2. 资料和方法
2.1. 基本资料
抽取笔者所在医院口腔科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收治腮腺肿瘤切除术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
按照患者护理方法选择结果，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研究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32~76 岁，平均年龄(48.4 ± 3.2)岁；对照组中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29~74 岁，平均年龄(49.7 ± 3.0)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术前指导患者作手术准备，术前 12 h 禁食、6 h 禁水术中遵照医生安排配合
手术，术后观察患者病情和生命体征，并及时向临床医生汇报患者情况。研究组进行临床护理路径，主
动与患者交流，建立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为患者讲解手术治疗过程和预后效果、临床护理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术前常规禁食、禁水。术中注重保护患者隐私，缓解患者担心情绪。术后根据患者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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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拔除导尿管，指导患者形成排尿意识和控制自主排尿。术后患者完全清醒后 6 h 开始进食流食和少
量多次饮水，在 24 h 内未出现恶心、呕吐、腹胀等症状，即可恢复饮食，并指导患者家属合理搭配膳食。

2.3. 观察指标[2]
手术时间、术后恢复进食时间、术后恢复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满意度。

2.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是回顾性调查，所得的实验数据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数据用均数 ± 标
准差( x ± s)表示并采用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比(%)表示并采用 x2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3. 结果
3.1. 临床观察指标
研究组患者临床观察指标中手术时间、术后恢复进餐时间、术后恢复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
比对照组显著缩短，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没有差异(P < 0.05)，患者并
发症均为术后胃部不适，经护理后都已解决。结果见表 1。

3.2. 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患者满意度 70%，研究组患者满意度 92%，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 2。

4. 讨论
临床护理路径是一种围绕患者疾病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个体化、高水平的护理服务[3]。临床护
理路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个体化、标准护理措施，缓解患者负面情绪、了解疾病本身、懂得治疗和护
理措施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患者依从性，达到临床治疗效果。围手术期采取临床护理路径措施主要注重
Table 1.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index statistics
表 1. 临床观察指标统计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术后恢复进食时间(h) 术后恢复下床活动时间(d)

住院时间(d)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50

60.8 ± 12.5

15.7 ± 3.1

1.3 ± 0.2

13.4 ± 1.4

3(6)

研究组

50

45.6 ± 9.7

27.4 ± 1.9

2.5 ± 0.8

8.7 ± 2.3

2(2)

统计值

7.47

7.75

9.27

9.98

1.21

P值

0.00

0.00

0.00

0.00

0.79

Table 2.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statistics [n(%)]
表 2. 患者满意度统计[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患者满意度

对照组

50

12(24)

23(46)

15(30)

35(70)

研究组

50

26(52)

20(40)

4(8)

46(92)

χ 值

9.99

P值

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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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方面，术前主动疏导患者心情，使患者相信手术治疗效果，对治疗充满信心，术中尽可能保护患者
隐私，降低手术刺激应激反应，术后指导早期康复运动[4]。
本文对比研究腮腺肿瘤切除术围手术期采取常规护理和临床护理路径的不同效果，发现，研究组患
者临床观察指标中手术时间、术后恢复进餐时间、术后恢复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显著
缩短，(P < 0.05)。对照组患者满意度 70%，研究组患者满意度 92%，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5)。可以认为，腮腺肿瘤切除术围手术期进行临床护理路径措施，是可以有效改善患者预后，缩
短患者术后恢复下床活动时间，利于患者术后康复。临床护理路径方案还有效的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
满意度，利于患者信任护理人员，积极配合临床护理工作，达到护理效果和目的。
择期全麻手术的术前晚上需要禁食，确保第二天麻醉时不发生胃内残留食物呕吐、返流和误吸。有
研究指出，患者术前禁食的同时需要做好心理疏导以及营养支持，禁食后可能发生脱水、低血糖等，使
得患者在术中不能保持较好身体状态，不利于手术和术后康复。常规护理认为[5]，术后患者需要保持绝
对卧床，且 24 h 之内不能进食。临床护理路径服务在术后早期指导患者进行少量多次饮水，仅流食，随
着患者胃肠蠕动加强直至恢复，全麻手术 6 小时后即可进食且有医嘱，利于消化道黏膜功能恢复，防止
消化道细菌异位定植。临床护理路径中，支持患者早期拔除导尿管，恢复自主排尿意识和能力，缩短下
床活动时间。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的产生和发展，是医护人员对临床护理的重新思考，将患者作为医疗护理
的中心，不仅仅单纯性治疗疾病，还要为患者的心理、预后等多方面考虑。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口腔科
腮腺肿瘤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能够改善患者手术观察指标，提高患者对治疗和护理依从性及满
意度，促进患者术后康复，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减轻患者医疗负担，可以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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