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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2001

未经同行评议（NO PEER REVIEW）

综合护理在粪菌移植治疗慢性便秘中的应用
王雪丹 1，张

勇2

（1. 辽宁省沈阳市肛肠医院，电子胃肠镜中心，辽宁 沈阳，110002；
2. 辽宁省沈阳市肛肠医院，胃肠肛门病科，辽宁 沈阳，110002）

摘要：目的

观察综合护理干预在粪菌移植治疗慢性便秘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4 月—

2021 年 10 月医院收治的接受粪菌移植的 46 例慢性便秘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3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综合护理干预。比较分析 2 组 Knowles-Eccersley-Scott 症状评分（KESS）和
便秘患者生活质量量表（PAC-QoL），评价患者满意度。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KES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

意度评价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

在粪菌移植治疗慢性便秘过程中开展综合护理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观察组患者 PAC-Qol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观察组满
干预，能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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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terven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stipation with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Meth⁃
ods In this study，46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who received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
ta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2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nurs⁃
ing interven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Knowles-Eccersley-Scott Symptom
Questionnaire（KESS），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PAC-QOL）scor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KESS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 05）. The
PAC-QoL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 01）.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 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
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stipation by fecal mi⁃
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ca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KEY WORDS：comprehensive nursing；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chronic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
便秘是一组症候群，主要包括排便困难、排便

次减少、大便干结等，病程超过 6 个月为慢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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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我国成人慢性便秘患病率为 4%～10% ［1-3］。

施协调工作，协助完成量表评估与满意度调查。

常生活和生命质量。粪菌移植是指通过将来源于

人员积极主动与患者交流，全面掌握患者内心真

正常供体粪便中的菌群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重

实想法，综合评估患者当前心理状态，向病人讲解

新建立新的肠道菌群，以此达到治疗肠道以及肠

慢性便秘疾病本质，消除患者焦虑、恐癌情绪，必

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措施：①心理护理：护理

因其病因复杂、治疗满意度低，严重影响患者的日

［4］

道外相关疾病的一种治疗手段 。经临床研究证

要时结合患者心理焦虑、抑郁量表测量结果，制定

实，粪菌移植能够有效改善慢性便秘患者的症状，

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案，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

但是治疗效果仍与患者的生活方式的调节、心理

应用音乐疗法、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病人调节心

状态的调整密切相关，因此实施综合护理十分必

理状态［6］。②健康宣教：积极向患者讲解慢性便

要。本研究探讨了综合护理在粪菌移植治疗慢性

秘的生活方式调节，指导患者的日常饮食、运动、

便秘中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其他疾病治疗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等；根据患者

1

的主要症状，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等一般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4 月—2021 年 10 月医院收治的

接受粪菌移植治疗的慢性便秘患者 46 例为研究

对象，男 14 例，女 32 例，平均年龄（59. 90±9. 20）
岁。纳入标准：①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②年龄

18～75 周岁，男女不限；③符合功能性便秘罗马

IV 诊断标准 ；④患者愿意接受后期随访及其他
［5］

协议要求。排除标准：①伴有精神疾病或重度抑
郁与焦虑；②存在交流、认知障碍，无法完成量表

评 估 ；③ 合 并 其 他 疾 病 并 且 可 能 影 响 患 者 生 活
质量。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入组的 46 例患者分成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对照组男 8 例，女 15 例；
年龄（58. 90±9. 50）岁，病程（53. 70±30. 40）个月。
观察组男 6 例，女 17 例；年龄（60. 90±8. 30）岁，病
程（66. 80±55. 20）个月。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谱、推荐适合的运动方
式；向患者强调睡眠质量与功能性肠病治疗效果
间的密切相关性，纠正患者既往生活中不良生活
方式与习惯，根据《中国慢性便秘专家共识意见
［7］
（2019，广州）》
，针对患者的疑问给予解读。③

粪菌移植中的专科护理：在患者接受粪菌移植过
程中，指导患者口服益生元、庆大霉素、菌群胶囊
的正确方式，避免出现药物服用方式的差错而出
现的不良反应；根据患者在粪菌移植过程中出现
的消化道症状及时调整患者便秘秘治疗药物种类
与剂量，积极帮助患者与主管医生间的实时沟通，
提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就诊效率。④指导患者
完成粪菌移植治疗前后的量表评估，给出终末满
意度评价。⑤依托微信建立院外医-护-患沟通
平台，护理人员充当平台管理员，为患者提供就诊
预约；指导患者记录排便日记与复诊时病史、症状
叙述技巧，提高患者与医生交流效率与质量［8-9］。

程 等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差 异（P

1. 3

1. 2

进行 Knowles-Eccersley-Scott 便秘症状评估量表

＞0. 05）。
方法

2 组患者均接受粪菌移植。本研究采用口服

胶囊法行粪菌移植，所有患者于粪菌移植前口服
缓泻剂（或温水灌肠）1 周、庆大霉素 3 d，完成肠道

准备。随后口服肠道益生元 7 d 与肠道促动力药

物，最后连续服用菌群胶囊 3 d。服用方法如下：
早 、中 、晚 饭 前 口 服 10 粒 菌 群 胶 囊 ，每 分 钟 口
服 1 粒。

治疗期间，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措施。按照

粪菌移植诊疗护理要求，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主
要包含胶囊粪菌移植的过程、药物的使用注意事
项、健康生活习惯的宣教，告知复诊要求与注意事
项。此外，针对患者诉求，给予解答相关问题与实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观察指标

在患者接受粪菌移植前与移植后 1 个月分别

（KESS）评分［10］和便秘患者生活质量量表（PACQoL）评分［11-12］，治疗后 1 个月进行满意度调查，满
意度评价结果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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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用 χ2 检 验 ，检 验 水 准 α =
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结果
2 组 KESS 评分比较

治疗前，2 组 KES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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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 05）。治疗后，2 组 KESS 评分均较治

此将粪菌移植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护理。

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已经被广泛应用。本研究采用的综合护理方案中

疗前下降，且观察组 KES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
表1

2 组 KESS 评分比较（x±s）

21. 8±3. 74

12. 21±4. 63

治疗后

15. 207

t

＜0. 001

P

2. 2

t

P

员给予患者心理指导与安慰，缓解患者的焦虑、恐

20. 338±8. 86

0. 571

0. 592

惧情绪，帮助患者学会自我调节不良情绪。以此

15. 7±4. 30
8. 319

4. 125

0. 030

能［15-16］。治疗后对患者排便情况进行针对性跟踪

治疗前，2 组 PAC-QoL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 05）。治疗后，2 组 PAC-QoL 评
分均较治疗前下降，且观察组 PAC-QoL 评分低

于 对 照 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 01），
表2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t

83. 70±9. 10

85. 64±7. 20

1. 212

11. 019

t

＜0. 001

P

2. 3

2 组 PAC-QoL 评分比较（x±s）

55. 20±15. 70

治疗后

68. 00±10. 80
9. 828

4. 541

分
P
0. 178

＜0. 001

满意度评价结果显示，观察组满意度 95. 65%

（22/23），高于对照组的 86. 96%（20/23），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3。

对照组（n=23）
观察组（n=23）

3

报，实现全面掌握患者排便功能恢复状态，及时处
理不良反应。依托微信建立医护患沟通平台，实
施掌握患者院后恢复情况，为患者提供有效病情
恢复保障。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KESS 评分和 PAC-Qol 评分改善幅度优于对照组

（P＜0. 01），且观察组满意度评价高于对照组（P
＜0. 05）。提示综合护理的实施能够提高粪菌移
植技术对慢性便秘症状的改善效果，同时提高患
者活质量和满意度，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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