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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规范化护理方案应用于卧床卒中患者的卫生经济学效果。方法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7 月对我国 6 省 25 家不同级别医院入组科室护士开展 4 种卧床常见并发症（压疮、下肢深
静脉血栓形成、肺部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规范化护理培训，内容包括风险评估、预防护理措施等，并应
用于入组科室的卧床卒中患者。连续调查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6 月的卧床患者 4 118 例作为对照组，
调查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7 月的卧床患者 3 940 例作为试验组。对照组卧床卒中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
各级医院原有的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接受以《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护理规范》为基础的规范化护理干
预措施，比较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卧床时间、卧床并发症发病率、疾病经济负担差异并计算增量 - 成
本效果比。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16.83±14.68）d vs.（16.28±14.58）d）］及卧床

时间［（25.31±232.60）d vs.（23.93±166.64）d］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2.59、2.27；P ＜ 0.05）；
压疮、肺部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发生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及疾病
总经济负担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增量成本效果比为 13 658.14。结论

实施规范化

护理可降低卒中患者卧床并发症发生率及其经济负担，具有成本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卒中； 卧床患者； 规范化护理； 疾病经济负担； 成本 - 效果分析； 增量 - 成本效
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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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health economic effects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program in
bedridden patients with stroke.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6 to July 2017，we carried out standardized
nursing training of four common complications（pressure ulcers，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pulmonary infections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for the included nurses in departments from 25 hospital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six provinces of China. The training included risk assessment and preventive nursing which
were applied in bedridden patients. From November 2015 to June 2016，we investigated 4 118 bedridden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From November 2016 to July 2017，we investigated 3 940 bedridden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patients. Bedridden inpatients with stroke of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nursing，while
patients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standardized nursing based on "Nursing Standard for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Bedridden Patients". We compared the hospital stay，time in bed，incidences of bed
complications，economic burden of disease of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and analyzed the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Results Being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ontrol group，the hospital stay［
（16.83±14.68）d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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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14.58）d］and time in bed［（25.31±232.60）d vs.（23.93±166.64）d］of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shortened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t=2.59，2.27；P ＜ 0.05）；the incidences of pressure ulcers，pulmonary
infections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reduced in varying degrees；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conomic burden as
well as the total economic burden of disease decreased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P ＜ 0.05）. The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was 13 658.14. Conclusions The standardized nursing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s of
bed complications and its economic burden of stroke patients which has cost-effectiveness and is worthy of being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Stroke； Bedridden patients； Standardized nursing； Cost of illness； Cost-benefit
analysis；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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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卒中发病率逐年增加，每年仅该病种住院
费用的年均增速就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剧
［1-2］

了个人、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

。由于卒中患

二、方法
1. 干预方法：对照组卧床卒中患者在住院期间
接受各级医院原有的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接受以

者长期卧床，机体功能退化，易发生压疮、肺部感染、 《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护理规范》为基础的规范化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及
［3-6］

泌尿系统感染 4 种卧床并发症

。护士是并发症

防治的主力军，实施规范化护理干预可预防卧床并
发症发生［4，6-8］，对节约患者住院费用、改善生存质

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实施内容见表 1，由经培训的护
士依据规范化护理方案各细则实施规范化护理措
施，详细过程见文献［6］。
2. 研究工具与观察指标：
（1）基本资料调查表。

量至关重要。本研究前期在循证、基线数据调查分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测量，其中一般资料包括年

析并结合专家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卧床患者常见并

龄、性别、教育程度、住院天数、卧床天数、医疗付

发症护理规范，该规范对我国 6 省直辖市 25 所不同

费方式等。（2）卧床常见并发症。采用自行设计的

级别医院的卧床患者进行了干预。为评价规范化

病历报告表记录卒中患者的卧床常见并发症发生

护理的卫生经济学效果，现对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

情况，其 中 压 疮 由 入 组 科 室 责 任 护 士 评 估 记 录，

况、平均住院时间、平均卧床时间、疾病经济负担及

DVT、肺部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根据病历进行记录。

应用成本 - 效果分析等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进行探

（3）卫生经济学指标。包括平均卧床时间、平均住院

讨，旨在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及住院费用，为后

时间［9］、疾病经济负担及增量成本效果比等。其中

续护理专业开展卫生经济学评价提供研究思路。

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及

对象与方法

无形经济负担。直接经济负担又分为直接医疗费
用与直接非医疗费用，前者指患者购买卫生服务直

一、研究对象

接产生的费用，采用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本研究为历史对照研究，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分

行业标准》进行分类［10］，由现况调查获得；后者指

布，便利选取全国 6 省直辖市（北京市、河南省、湖北

患者在获得医疗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支持性费用，如

省、四川省、浙江省和广东省）25 所医院（6 所三级医

食宿费、交通费等，根据全国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即全

院、11 所二级医院和 8 所一级医院）内、外科住院的

国人均消费支出×患者住院日/365［11］。间接经济负

卧床患者，连续调查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6 月的

担指患者因病造成的劳动力价值及社会劳动时间损

卧床患者 4 118 例作为对照组，调查 2016 年 11 月—

失，根据劳动价值理论依托全国人均GDP来计算［12］。

2017 年 7 月的卧床患者 3 940 例作为试验组。纳入

研究考虑到无形经济负担测量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标准：年龄≥ 18 周岁；医师明确诊断为卒中的卧床

只计算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无形经济负

患者，入院后绝对卧床时间≥ 24 h；未发生或仅发

担采用定性方法分析［11-12］。成本 - 效果分析（cost-

生 1 种并发症（压疮、下肢 DVT、肺部感染、泌尿系统

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13-14］是一种分析和评价

感染）；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排除入组后明确诊断

各类健康干预项目成本和结果的方法，通常以防止某一

或疑似诊断 4 种并发症中 2 种及以上的患者。本研

疾病的发生或成功挽救一条生命所需要的花费作为其

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结果的表现形式。本研究以收费代替成本［11，15-17］，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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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护理规范》内容概要
环节
风险评估
病情观察
预防措施
护理措施

操作技术
健康教育

具体内容
压疮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肺部感染

泌尿系统感染

应 用 Braden 量 表、NRS 量 表 Caprini 量表的应用
根据规范要求定期评估
开展评估
受压部位皮肤评估
下肢腿围肿胀、疼痛等情况 咳嗽、咳痰情况，肺部症状体征

根据规范要求定期评估

尿液的色、质、量及性状，排尿
相关症状
体位更换、减压工具、皮肤保 基本预防、物理预防、药物 口腔护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预 会阴护理，导尿管相关性泌尿系
护
预防
防
统感染的预防
应用伤口敷料
物理治疗、用药护理
用药护理，口腔护理，机械通气护 用药护理，会阴护理，尿管维护
体位更换、减压工具、皮肤保
理
护
体位变化、敷料更换等
穿脱弹力袜、物理预防等
呼 吸 功 能 锻 炼、吸 痰 法、雾 化 吸 导尿术、导尿管维护、手卫生等
入、体位引流等
压疮预防措施
踝泵运动方法，
肺部感染预防知识
饮水、活动、用药安全知识
压疮发生后的居家护理措施 压力梯度袜穿戴方法
呼吸功能锻炼方法
带尿管患者：尿管安全知识
抗凝药物知识
经口进食预防误吸方法
会阴部护理方法，手卫生方法
抗感染用药知识
抗感染用药知识

结

施规范化护理后避免的并发症人数作为效果指标。
选用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对规范化护理的卫生经济学效果进行
评价（C：成本；E：效果）。

果

1.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见表 2。
结果显示，两组卧床卒中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ICER=ΔC/ΔE=（C1-C2）（
/ E1-E2）
3. 资料收集方法：本研究前期自主开发建设电

表2

子数据采集平台，供多中心调查员填写和录入研究
数据，包括患者基本信息、预防护理措施、卧床时间

项目

及并发症相关情况等［18］。患者出院后，基本资料由
该平台导出，住院时间等由患者电子病案首页获取，

年龄（岁，x±s）

医疗费用信息由医院信息处协助统一从 HIS 系统导

性别

出。对照组患者资料在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6 月
进行收集，试验组患者资料在 2016 年 9 月干预培训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对照组
（n=4 118）
百分比
例数
（%）
63.97±14.70

试验组
（n=3 940）
t/χ2 值 P 值
百分比
例数
（%）
64.71±14.60 0.348 0.555

男

2 349

53.04

2 346

59.54

女

1 769

42.96

1 594

22.97

小学及以下

2 147

52.14

2 089

53.02

行收集。

初中

1 044

25.35

1 028

26.09

高中或中专

533

12.94

493

12.51

大专及以上

394

9.57

330

8.38

查员进行培训并进行预调查，确保信息记录的连续

公费

128

3.11

113

2.87

科 - 病房的质控架构，定期反馈并组织现场质控。

自费

783

19.01

818

20.76

保险

3 207

77.88

3 009

76.37

［10］

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进行分类

有

2 881

69.96

2 764

70.15

费用与出院患者病案首页中的记录核准，费用处理

无

1 237

30.04

1 176

29.85

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进行描述，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
述，采用 χ2 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校正混杂
因素。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240

4.076

0.130

0.035

0.865

7.854

0.164

吸烟史

，患者住院

全程有统计学专家及公共卫生专业专家提供指导。

4.200

医疗付费方式

性、完整性及正确性；资料采集时，构建护理部 - 大
为保证费用分类的科学性，严格按照 2014 年《中华

0.161

教育程度

结束并试行 2 个月后（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7 月）进
4. 资料收集质量控制：资料采集前，统一对调

1.122

卒中分型［19］
I60.x

398

9.66

390

9.95

I61.x

908

22.05

850

21.57

I63.x

2 480

60.22

2 418

61.37

I64.x

29

0.70

13

0.33

G45.x

302

7.33

269

H34.1

1

0.02

0

6.83
0

   注：校正了患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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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2.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住院天数及卧床天数比
较：见表 3。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住院天数

卒中患者长期卧床，压疮、DVT、肺部感染及泌

及卧床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3

论

尿系统感染 4 种卧床常见并发症发生率极高，其能
够影响患者预后，延长患者卧床及住院时间［23-25］，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住院天数、卧床天数比较（d，x±s）

不仅增加患者住院费用，还增加患者家属陪护时产

组别

例数

住院天数

卧床天数

对照组

4 118

16.83±14.68

232.60±25.31

试验组

3 940

16.28±14.58

166.64±23.93

t值

2.590

2.270

本研究前期制定了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护理规范，

P值

0.009

0.023

基于规范开展系统化培训后对我国 6 省直辖市 25 所

生的支持性费用。陪护家属作为有效社会劳动力也
会损失社会劳动时间，导致社会有效生产力浪费。

不同级别医院的卧床卒中患者进行了干预，结果显

   注：校正了患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基本资料

示，其降低了患者 4 种卧床并发症发生率，减轻了患

3.两组卧床卒中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见表4。

者经济负担，节约了社会劳动时间，取得了良好的

相比于对照组患者，试验组患者压疮、肺部感染、泌

干预效果。

尿系统感染 3 种卧床并发症的发病率均有不同程度

实施规范化护理临床效果显著，有助于改善护

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的 DVT

士并发症预防意识。卒中患者卧床时间缩短、并发

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症发生率降低能够直观提示规范化护理临床效果

4.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疾病经济负担比较：见表5。

显著。本研究结果显示，开展规范化护理，有效缩

由于本研究时间跨度超过 1 年，为排除货币时间价

短了患者的住院及卧床时间，改善了患者预后，降低

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试验组患者的费用选择 3%

了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这与既往研究者对 DVT 及

贴现率进行贴现［20-22］。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

压疮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干预的研究结果一致［26-27］。

的直接医疗费用、直接经济负担及疾病总经济负担

其中，试验组患者的压疮、肺部感染和泌尿系统感

降幅明显；直接非医疗费用及间接经济负担小幅度

染发生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 DVT 的发病率上

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升，原因在于第 2 轮患者下肢静脉造影和彩超的检

5. 实施规范化护理的增量成本效果分析：见表6。

查率远高于第 1 轮（11.86% vs. 5.74%），提示实施系

对照组费用完整患者共计 4 118 例，发生并发症例

统化培训提高了护士对卧床并发症的预防意识，临

数 639 例；试验组费用完整患者 3 698 例，发生并发

床工作中其能主动评估患者、发现高危人群并提醒

症例数 489 例。ICER 为 13 658.14。

医生开具检查医嘱，对 DVT 做到了早预防、早发现、

表4
组别

例数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情况比较

压疮
例数

深静脉血栓

发生率（‰）

例数

肺部感染

发生率（‰）

例数

发生率（‰）

泌尿系统感染
例数

发生率（‰）

对照组

4 118

66

16.03

45

10.93

427

103.69

101

24.53

试验组

3 940

41

10.41

54

13.71

341

86.55

53

13.45

χ2 值

12.640

4.207

10.890

15.640

P值

0.002

0.122

0.004

0.001

   注：发病率 = 发病例数 / 入组时未发生并发症的患者数

表5
组别

例数

直接医疗费用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疾病经济负担比较（元，x±s）
直接非医疗费用

直接经济负担

间接经济负担

疾病总经济负担

对照组

4 118

47 986.35±62 112.88

919.32±823.45

48 931.58±62 163.72

2 337.72±2 093.93

51 248.85±62 203.74

试验组

3 698

46 263.32±57 950.43

894.47±779.96

47 219.70±57 978.87

2 317.27±2 020.61

49 555.95±58 033.22

费用差值
t值
P值

1 723.03

24.85

1 711.88

20.45

1 692.90

2.323

2.266

2.324

2.266

2.443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注：为排除货币时间价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试验组患者费用选 3% 贴现率进行了贴现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9 年 6 月 6 日第 25 卷第 16 期

表6

Chin J Mod Nurs，June 6，2019，Vol.25，No.16

两组卧床卒中患者实施规范化护理的增量成本

·2003·

识，提高护士“知 - 信 - 行”水平，并对卧床患者进

效果分析

行规范化护理干预，以期惠及更多地区的护士以及

住院总费用 并发症 增加成本 增加 增量成本
组别 例数
（元）
例数
（元） 效果 效果比
对照组 4 118 16 298 779.00 639
2 048 722 150 13 658.14
试验组 3 698 14 250 057.00 489

不同病种的患者，改善护理服务质量与患者生存质
量。此外，还将开展跨学科团队合作，结合卫生技
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科学分析
后续实施规范化护理干预对患者健康结局的影响及

早治疗。因此，今后在实施规范化护理过程中，需
提高护士对并发症知识的掌握程度、预防意识及应
用并发症评估工具的能力，还需逐步培养护士善于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思问题的临床思维能力，以
预防并发症发生，改善患者生存质量［28］。
实施规范化护理有助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节
约社会劳动时间。卒中患者疾病经济负担降低提示
实施规范化护理不仅具有临床意义，还具有经济学
意义。本研究中，实施规范化护理有效降低了患者
的住院费用，节约了社会劳动时间，分析原因如下。
实施规范化护理后，护士对并发症知识掌握更加牢
固，预防意识提高，并发症的评估能力改善，因此根
据“知 - 信 - 行”理论，护士会有相应的行为改变［29］，
通过严密病情观察、评估记录、护理宣教等一系列
措施预防卧床并发症发生、缩短患者卧床时间，不

节约的社会疾病负担，并与现阶段研究结果进行比
对，探讨实施规范化护理的远期卫生经济学效果并
为卫生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32-33］。
本研究基于循证、基线数据调查分析及专家共
识制定了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护理规范，经过对护
士进行系统化培训，在不同等级医院中实施规范化
护理，有效缩短了患者卧床时间，降低了 4 种卧床并
发症发病率及疾病经济负担，节约了社会劳动时间。
本研究是目前有关卧床卒中患者的较大宗多中心涉
及卫生经济学指标的研究，对了解卧床卒中患者疾
病经济负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卫生决策制定部
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研究涉及的卫生经济学
指标仍需细化，将在后续研究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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