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rsRxiv

·1 ·

护理学科预印本论文网络首发平台

NursRxiv

作者版权开放（CC BY-NC-ND 4.0）

DOI：10. 12209/issn2708-3845. 20210713002

未经同行评议（NO PEER REVIEW）

快速康复外科在完全神经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管
减压术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陈黎芸，蔡凤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神经外科，上海，200127）
摘要：目的
方法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FTS）理念在完全神经内镜下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100 例接受完全神经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治疗的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围

手术期间，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基于 FTS 的护理干预。评估 2 组患者焦虑状况，统计恶心、呕吐
等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术前和术后 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观察

组恶心呕吐、尿路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

基于 FTS 理念的护理干预可

有效缓解完全神经内镜下微血管减压术患者的焦虑情绪，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
关键词：快速康复外科；神经内镜；微血管减压术；围手术期护理；焦虑；术后并发症

Perioperative nursing based on fast-track surgery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neuroendoscope-assisted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trigeminal neuralgia
CHEN Liyun，CAI Fengti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Ren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200127）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fast-track surgery（FTS）for patients undergoing neuroendoscope-assisted microvascular decom⁃
pression（EMVD）for trigeminal neuralgia.. Methods Totally 100 patients undergoing EMVD
for trigeminal neuralgia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during the operative
perio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FTS theory. The anxi⁃
ety status was evaluated b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
plications such as nausea and vomiting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 of
S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P
＜0. 05）. The incidences of nausea and vomiting，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FTS concep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statu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MVD for trigemi⁃
nal neuralgia，and reduce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such as nausea and vomiting.
KEY WORDS：fast-track surgery；neuroendoscopy；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perioperative
nursing；anxiety；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功能神经外科疾

病，发病率约为 52. 2 / 10 万。随着国内神经内镜

微创手术在神经外科技术领域的应用，完全神经
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相较于传统的开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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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具有手术患者创伤小，出血量少，术后出现
血管、神经系统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少等优点，是

士和麻醉师在术前 1 天对患者进行访视，了解患

者的身心状况，并向患者介绍手术室环境、麻醉风

目前研究三叉神经痛的首选治疗方式。快速康复

险、手术配合情况，最大程度消除不良情绪，保证

外科（FTS）最早是由丹麦外科医生 Kehlet 等 在

手术质量。术前采取 NRS2002 营养风险筛查量

［1］

2001 年率先提出，主要是指在术前、术中及术后

应用各种已证实有效的方法以减少手术应激及并
［2］

发症，加速患者术后的康复 。为了促进完全神
经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患者的术后康
复，科室对行完全神经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管减

表对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及风险评估，必要时

在术前给予营养支持。术前 1 天患者正常饮食，
术前 3 h 补充 10% 葡萄糖溶液 200～300 mL，术前
2h 禁饮，③备手术区皮肤：患侧耳后枕部剃发，上

界到耳郭上缘水平，后方到枕部中线，下方至发

压术的患者实施基于 FTS 理念的护理干预，现将

际。④采用成人 PONV 简易风险评分量表（Apfel

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评分法）及恶心呕吐视觉模拟评分（VAS）对患者

1

进行术后恶心呕吐（PONV）的术前评估，根据评

1. 1

资料与方法

估结果，针对性给予各种不同的预防措施。

1. 2. 2 术中护理：积极配合手术医生开展全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上海交通大学

麻手术，控制输液速度。手术室温、湿度适宜，所

性三叉神经痛，行完全神经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

积极预防低体温。手术即将开始前预防性的使用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确诊为原发
管减压术的患者 100 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50. 89±6. 77）

需使用液体提前加温至 36～38℃，使用保温毯，
抗生素。

1. 2. 3 术后护理：①患者术后 6 h 进食流质饮

岁，平均病程（73. 25±11. 63）个月；观察组平均年

食，若无明显不适即可过渡到半流质、普食。②控

月。2 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mL。③手术当天麻醉清醒后，指导患者进行早期

龄（51. 75±8. 42）岁 ，平 均 病 程（68. 96±9. 44）个
0. 05），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所有接受 EMVD 的患者均由统一的医护人

员协作完成。对照组患者按神经外科术前护理常
规进行术前准备，包括：口头术前宣教；术前 1 天

晚 20：00 后禁食，22：00 后禁水，若手术为接台手
术，则手术当日遵医嘱补液；皮肤准备：剃全头；全

身麻醉，暴露手术区皮肤。术后给予神经外科术

后一般护理常规，包括：术后第 1 天进流质饮食，

制补液量，无特殊情况补液量控制在 1000～1500
床上活动，如踝泵运动及简单的肢体活动，术后

24 h 鼓励患者床旁站立，下床活动，术后第 2 天经
评估若病情许可可在房内慢走。④术后第 1 天经
间断式夹尿管训练后将尿管拔除。
1. 3

观察指标
1. 3. 1 焦虑状况：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对患者手术前后的焦虑状态进行评分。共 20 个

项目，先由患者进行自我评估，然后由工作人员负
责对患者得出的原始分按照标准进行换算，得出

逐渐过渡到半流质、

最终的标准分。分界值为 50，＜50 分为正常状

3000 mL，并根据患者情况遵医嘱酌情加减；卧床

患者的焦虑状态越严重。

普 食 ；术 后 第 1 天 ，补 液 量 控 制 在 2500～

休息，术后第 1 天按照患者实际情况行床上活动；
术后第 2～3 天经夹管训练后拔除尿管，后患者根
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下床活动。

观 察 组 患 者 采 取 基 于 FTS 理 念 的 围 术 期
护理。

1. 2. 1 术前护理：①责任护士向患者及家属

讲解三叉神经痛的相关知识及手术注意事项，提

高患者及家属对疾病和手术的认知。在与患者沟
通的过程中，结合心理护理手段，因势利导，减少
紧张、恐惧和焦虑，提高就医依从性。②手术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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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50 分以上则视为焦虑状态。分值越高，说明

1. 3. 2 术后并发症：统计术后恶心呕吐、肺部

感染及尿路感染的发生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x ± s ）表示，2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表示，行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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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1

的不均衡，从而减少了因患者出现明显的口渴、饥
饿和焦虑而出现的一系列生理、心理反应［8-9］。国

2 组患者焦虑状况比较
观察组术前和术后 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表1

n

对照组

50

术前

50

观察组
t

50. 88±8. 98

56. 68±9. 37

47. 89±6. 75

6. 334

5. 163

P＜0. 05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2。
n

恶心呕吐

肺部感染

尿路感染

对照组

50

15（30. 00）

6（12. 00）

8（16. 00）

50

5（10. 00）
6. 250
0. 012

P

3

3（6. 00）
1. 099
0. 295

温、术后应激性疼痛和感染等［11-12］。也有研究［13］

负担，还会损伤凝血机制，加重机体应激反应。基
于 FTS 理念对完全神经内镜下微血管减压术患者
进行一系列围手术期护理，从根本上降低了创伤

2 组术后并发症比较［n（%）］

组别

χ2

指标之一。常见的手术并发症有恶心呕吐、低体

度的低体温症状，低体温不仅会增加心血管系统

观察组恶心呕吐、尿路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

观察组

术后并发症是评估颅脑手术患者预后的主要

发现，手术时间≥2 h 的患者均会出现各种不同程

P＜0. 05

术后并发症比较

表2

患者实施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下的护理干预可以对
与本次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基本一致。

术后

61. 28±10. 48

内相关研究［10］报道，对接受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
患者产生一个十分积极的影响，缓解其焦虑情绪，

2 组患者焦虑状况比较（x ± s）分

组别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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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0）
4. 000
0. 045

应激反应，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本研究中，观
察组采用了 PONV 术前预评估，减少术中补液量，
加强保暖、术后尽快拔除导尿管、控制补液量、尽
早下床活动以及尽早进食补充缺失的蛋白，提高
了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积极预防术后感染、恶
心呕吐等并发症［14］。结果显示，观察组恶心呕吐、

讨论
不同于其他相关神经外科疾病治疗，三叉神

经痛患者的病程往往比较长，发作性的面部疼痛、

尿路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 05），与栗超
跃等［15］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应用快速康复理念指导完全神经

长期服用镇痛药物的不良反应以及对手术疗效的

内镜下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围手术期护

担忧都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心理，产生焦虑不安等

理，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症状，降低术后并发症

情绪，而术前患者的焦虑及复杂的情绪变化不利

的发生风险，有利于术后快速康复。但本研究纳

［3］

［4］

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及术后疾病转归 。研究 表

入病例数较少，且颅脑手术过程中由于既有手术

明，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教育，可以减轻他们的

创伤所致的脑水肿，也有颅内压升高等因素引起

焦虑和恐惧，缓解术后疼痛，加快术后恢复。本研

的恶心呕吐，需要重视风险防范。

究对 50 例完全神经内镜下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加
强术前宣教和心理护理，强化认知干预，结果观察

组 术 前 和 术 后 SAS 评 分 均 低 于 对 照 组（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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