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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间歇经口食管管饲渊IOE冤在促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遥 方法 选择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我院接收的脑卒中患者 60 例袁随机分成观察组渊n=30 例冤和对照组渊n=30 例冤遥 对照组采用留
置鼻胃管渊NG冤治疗袁观察组采用间歇经口食管管饲渊IOE冤治疗遥 治疗后袁对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评估袁比较两组
患者的吞咽障碍疗效尧患者的满意度和治疗前后患者生活质量及营养状况各指标的变化以及并发症的发生
率遥 结果 治疗前袁两组患者的洼田饮水试验尧FOIS 分级以及患者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
疗后袁观察组洼田饮水试验分级低于对照组袁FOIS 分级以及患者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治疗前袁两组
患者生活质量 SWAL-QOL 评分及营养指标 Hb尧ALB尧T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治疗后袁观察组 SW鄄

AL-QOL 评分尧Hb尧ALB尧TP 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袁观察组的吸入性肺炎尧胃食管反流尧呕吐尧出血的总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在促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使用 IOE 治疗患者袁可以改善患者的

吞咽障碍袁提高患者的治疗满意度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患者的营养状况袁减少患者置管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袁保证了患者的安全袁临床效果显著袁值得推广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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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OE in promoting rehabilitation of swallowing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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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mittent oro-esophageal tube feeding(IOE) in promoting the re鄄

habilitation of swallowing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Methods Sixty stroke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April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30) and the control group(n=30). The con鄄

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n indwelling nasogastric tube (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ermittent

oro-esophageal tube feeding (IOE).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The efficacy of
dysphagia,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the changes in various indicators of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nutrition鄄

al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watian drinking water test, FOIS classification,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atian drinking water test classific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FOIS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鄄
ence in the SWAL-QOL scores and nutritional indicators Hb, ALB, T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SWAL-

QOL score, Hb, ALB, and TP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spiration pneumonia,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vomiting, and bleed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IO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wallowing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can improve patients忆 dysphagia,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treat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ate. It
also ensures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nd has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Stroke; Assessment of swallowing dysfunction; Indwelling nasogastric tube (NG); Intermittent oro-esophageal
tube feeding(IOE)

脑卒中是临床上致残率和致死率较高的脑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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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障碍性疾病 [1]袁常见的并发症有肢体功能障碍尧
吞咽障碍等遥 而患者长时间由于吞咽障碍可造成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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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尧水电解质代谢紊乱尧机体抵抗力下降等[2]遥 不良

成功后需要经过胃管缓慢地注入流食遥 每天 8~10 次袁

遍使用经鼻胃管管饲来进行肠内营养支持遥 这种方法

呈现坐位或半坐卧位袁需要轻抬下颔遥 清洁口腔袁润滑

反应严重的会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遥 通常情况下袁普
虽然解决了患者的进食问题袁但是容易出现鼻黏膜损
伤遥误吸造成肺炎等并发症袁临床效果不明显遥随着医
疗技术的发展袁目前常使用间歇经口至食管管饲对脑
卒中后的吞咽障碍患者营养支持遥 但是袁探讨间歇经
口食管管饲渊Intermittent oro-esophageal thbe feeding袁
IOE冤在促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研

究较少遥 因此袁本研究采用 IOE 治疗的脑卒中吞咽功

能障碍康复患者作为对象袁探讨 IOE 在促进脑卒中后
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效果观察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医院接收的脑

卒中患者 60 例袁随机分成观察组渊n=30冤和对照组渊n=

30冤遥 对照组袁男 15 例袁女 15 例曰年龄 40~82 岁袁平均
渊68.14依4.69冤岁曰病程 15耀25d袁平均渊16.24依2.54冤d曰脑梗

死 23 例袁脑出血 7 例曰病变位置院脑干 3 例袁大脑皮质
8 例袁基底节区 19 例遥 观察组袁男 13 例袁女 17 例曰年龄

45~86 岁袁平均渊69.18依8.24冤岁曰病程 10耀20 d袁平均
渊18.21依3.21冤d曰脑梗死 22 例袁脑出血 8 例曰病变位置院
脑干 6 例袁大脑皮质 7 例袁基底节区 17 例遥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渊1冤纳入标准院患者均通过脑疾病的病理诊断曰患

者意识清醒袁能够接受检查尧治疗曰无其他器官以及系

统的严重性疾病曰患者知情并且同意参加本次研究袁

每次 200 mL 左右遥 观察组采用 IOE 治疗袁患者同样

胃管前段 20 cm 左右遥 医护人员沿着患者口腔的正中
部位插入胃管袁直到咽喉袁医护人员嘱咐患者进行吞
咽动作袁继续推进胃管袁距离门齿约 30 cm袁之后过程

同对照组袁每天 4~6 次袁每次 400~600 mL左右袁同时
需要保持坐位或者是半坐卧位 30 min遥
1.4 观察指标

渊1冤比较两组患者的吞咽障碍疗效尧患者的满意

度遥 吞咽障碍检测包括洼田饮水试验[6]渊患者呈现坐位

姿势袁正常饮下 30 mL 的温开水袁观察患者的饮水和

呛咳情况遥 1 级院能够 5 s 内顺利地 1 次将水饮下袁无
呛咳情况曰2 级院将水分 2 次或以上咽下袁无呛咳情

况曰3 级院患者能够 1 次咽下袁但发生呛咳情况曰源 级院

将水分 2 次或以上咽下袁出现呛咳情况曰5 级院患者不
能全部咽下袁且发生频繁呛咳情况冤遥 功能性经口进食

量表渊Functional oral intake袁FOIS冤[7]分级院1 级院不能进
行口部进食曰2 级院依赖管饲进食袁尝试最小量的进食曰
3 级院依赖管饲进食袁进行口部进食单一的食物或液体

流食曰4 级院完全进行口部进食单一食物曰5级院完全进行
口部进食多种食物袁但需要特殊准备曰6 级院全部进行
口部进食袁不需要特殊的准备袁但有食物限制曰7 级院
全部进行口部进食袁没有食物限制遥 患者满意度主要
包括护理质量尧服务水平尧护理态度等方面满意度袁满
分 100 分袁数值越高袁满意度越高[8]遥

渊2冤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患者生活质量及营养

状况各指标的变化遥 采用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

同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表 渊Swallowing disorder patients quality life scale袁SWAL-

晰曰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渊Glasgow coma scale袁GCS冤[3]评

条分值为 1耀5 分袁分值越低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差遥

渊2冤排除标准院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曰意识不清

分约8 分袁既往有口咽部疾病或手术史袁患有精神疾病曰

QOL冤 [9]对其评估袁量表包含 11 个维度 44 个条目袁每
治疗前后医护人员采集患者空腹时静脉血置于抗凝

中途退出治疗的患者曰患者具有其他严重的心肺疾病遥

管中袁采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袁分离血浆袁采

1.3 方法

用生化分析仪袁检测血清中的血浆白蛋白和总蛋白遥

渊3冤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遥 并发症包括

两组患者均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神经肌肉

电刺激的康复治疗遥每天 1 次袁每次 30 min袁同时还需
要指导患者进行张口尧闭口尧空口吞咽尧咀嚼等功能训

练 遥 对照组采用留置鼻胃管渊Nasogastric tube袁NG冤治
[4]

疗袁治疗过程中患者需要呈现坐位或者是半坐卧位姿

势袁进行鼻腔清洁遥 润滑胃管前段 20 cm 左右袁将胃管

经过鼻腔送入鼻咽部 15 cm 左右遥 医护人员需要嘱咐
患者进行吞咽动作袁并根据患者吞咽动作快速送入胃

管深度约为 45 cm遥 若患者呼吸平稳无呛咳的情况发
生[5]袁或者是胃管末端放入水中没有气泡溢出袁且在剑

突下可听见气过水声则证明插入胃管成功遥 插入胃管

吸入性肺炎尧胃食管反流尧呕吐尧出血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袁计数资料行

字 检验袁采用[n渊%冤]表示袁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袁采用
2

渊x依s冤表示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吞咽障碍疗效尧患者满意度比较
治疗前袁两组患者的洼田饮水试验尧FOIS 分级以
及患者的满意度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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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袁观察组洼田饮水试验分级低于对照组尧FOIS 分
级以及患者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的吞咽障碍疗效尧患者的满意度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对照组

n

时间

30

治疗前

P值
观察组

30

4.98依1.26

1.86依0.23

85.12依6.45

生活质量[10]遥 目前临床较为常用的手段是采用持续经

5.793

5.982

6.143

食摄入问题袁但是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袁还会引发

渊级冤

t值

1.67依0.56

86.14依2.14

5.577

6.234

6.751

6.89依0.68

鼻腔以及食管黏膜的溃疡出血等袁增加了误吸以及肠

98.14依2.39

胃感染的风险[11]遥 同时袁由于鼻饲法长时间放置鼻胃

0.000

管端会随着胃蠕动以及体位发生变化而产生移位袁容

0.000
5.994

0.000

吞咽障碍是常见的并发症遥 这类并发症会降低患者的

鼻胃管管饲的方法袁这类措施虽然能够解决患者的饮

0.000

4.46依0.29

5.183

P 观察组治疗后 vs 对照组治疗后

92.13依2.65

0.000

0.000

P值
t 观察组治疗后 vs 对照组治疗后

渊分冤

5.56依0.57

1.48依0.36

治疗后

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状态袁并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袁

治疗满意度

0.000

治疗前

快袁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袁脑卒中

FOIS 分级

1.92依0.58

t值

的生命质量遥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

洼田饮水试验
渊级冤

治疗后

致患者残疾袁严重的还会导致患者死亡袁影响着患者

管袁会压迫或牵拉袁使患者鼻腔黏膜损伤或溃疡状态遥

5.876

0.000

易导致胃黏膜的损伤遥 目前医学治疗上常使用间歇经

0.000

口食管管饲的方法遥 这种方法遵循了人体的生理结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及营养状况指标比较

治疗前袁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SWAL-QOL 评分及

构袁充分利用患者存在的口腔等部位的功能 [12]袁在保
障了患者营养摄入的同时袁还促进了吞咽功能的尽早

营养指标血红蛋白渊Hemoglobin袁Hb冤尧白蛋白渊Albu鄄

恢复袁可降低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袁提高了患者

学意义渊P>0.05冤,治疗后袁观察组 SWAL-QOL 评分尧

后袁观察组洼田饮水试验分级低于对照组袁FOIS 分级

min袁ALB冤尧总蛋白渊Total protein袁TP冤比较差异无统计
Hb尧ALB尧TP 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见表 2遥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的舒适度袁减少了患者的治疗压力[13]遥 本研究中袁治疗

以及患者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说明在促
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使用间歇经口食管

治疗后袁观察组的吸入性肺炎尧胃食管反流尧呕吐尧

出血等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见表 3遥
3 讨论

管饲渊IOE冤治疗患者袁可以改善患者的吞咽障碍袁提高
患者的治疗满意度遥 间歇性经口食管管饲的方法明显
优于常规方法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袁避免
了营养管所致的食物反流现象袁符合正常人的生理节

脑卒中是一种发病急骤的脑血管循环障碍性疾
病遥 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脑血管发生梗塞或栓塞后引
起的缺血缺氧症状袁这类疾病发病突然袁致死率高袁若
患者发病时治疗不及时或得不到良好的治疗容易导

奏[14]遥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反复插管来刺激咽喉鼻腔等
病变的肌肉组织来促进吞咽肌肉的收缩袁促进吞咽功

能的恢复袁还减少肠胃感染遥 本研究中袁治疗后袁观察

组 SWAL-QOL 评分尧Hb尧ALB尧TP 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及营养状况指标比较渊x依s冤
n

组别

时间

30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30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SWAL-QOL 评分渊分冤

Hb渊g/L冤

97.15依10.25

114.23依12.35

11.273

13.116

198.12依12.35

6.792

0.000

0.000

113.54依9.88

9.832

10.414

155.23依9.24
0.000

10.271

0.000

52.01依3.47

5.763

4.152

30.24依10.22

0.000

0.000

50.23依2.30
0.008

6.933

0.000

62.33依5.19

28.14依3.14

132.14依2.12
11.794

0.000

P 观察组治疗后 vs 对照组治疗后

6.983

38.26依10.25

96.35依10.65

TP渊g/L冤

52.34依6.14

150.24依10.26

0.000

P值
t 观察组治疗后 vs 对照组治疗后

ALB渊g/L冤

29.14依8.21

7.152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n渊%冤]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n

吸入性肺炎

胃食管反流

呕吐

出血

总发生率

30

8渊26.67冤
2渊6.67冤

5渊16.67冤

6渊20.00冤

6渊20.00冤

25渊83.33冤

30

1渊3.33冤

0

4渊13.33冤
12.357
0.000

P值

182

1渊3.3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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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冤袁说明在促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使

用间歇经口食管管饲渊IOE冤治疗患者袁可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以及患者的营养状况遥 间歇经口食管管饲治

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J].新乡医学院学报袁2018袁35渊11冤院
[4]

疗可以有效保障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营养袁同时治疗
过程中不会放置鼻胃管袁因此患者在治疗中不会产生
不适或吞咽器官功能有所减退的现象遥 间歇经口食管
管饲可以使患者促进主动吞咽袁加快口腔和吞咽功能
的改善状况袁重症感会减轻袁同时治疗的形象较好袁患

[5]
[6]

者乐于交往袁治疗依从性提高袁加快全面康复遥 由于治
疗方法简单袁使并发症减少袁鼻咽食道内分泌物有所
减少袁反流减少袁产生误吸的现象明显减少袁肺部感染
率降低袁增加患者的临床治愈率遥 同时还可以维护食
管的功能袁预防胃蠕动能力退化遥 间歇经口食管管饲

[7]
[8]

治疗可以加速吞咽功能恢复袁提高患者的康复依从性
和治愈率遥 本研究中袁治疗后袁观察组的吸入性肺炎尧
胃食管反流尧呕吐尧出血的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渊P约
0.05冤袁说明在促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使

用间歇经口食管管饲渊IOE冤治疗袁可减少患者留置胃管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袁保证了患者的安全袁临床效果
显著[15]遥

综上所述袁在促进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中

使用间歇经口食管管饲渊IOE冤治疗袁可以改善患者的
吞咽障碍袁提高患者的治疗满意度袁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以及患者的营养状况袁减少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袁保证患者的安全袁临床效果显著袁值得推广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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