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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野反面素材冶健康教育对提高患者及家属对压力性损伤预防的认知程度和依从性及减少压力性

损伤发生的效果遥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我院骨科病区 200 例依从性差的卧床患者渊Brend 评
分 14 分及以下冤袁随机分为对照组 100 例和观察组 100 例遥 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压力性损伤预防知识宣教渊正面指

导材料冤遥 观察组在常规宣教基础上实施野反面素材冶健康教育遥 比较两组患者压力性损伤知识掌握率尧遵医行为尧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遥 结果 观察组压力性损伤知识掌握率为 95.00%渊95/100冤袁高于对照组的 78.00%渊78/100冤袁观
察组完全依从率为 93.00%渊93/100冤袁高于对照组的 75.00%渊75/100冤袁观察组未发生压力性损伤渊0/100冤袁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 6.00%渊6/1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实施野反面素材冶教育对骨科患者预防压力性损伤
并发症有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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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of negative material educa鄄
tion model in prevention of orthopedic pressur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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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野negative material冶 health education on improving patients爷 and their fami鄄

lies爷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on the prevention of pressure injury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pressure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200 bedridden patients with poor compliance (Brend score of 14 points or less) admitted to the or鄄

thopedic ward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6 to Octo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100)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100).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education on prevention knowl鄄

edge of pressure injury (positive guidance material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野negative material冶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education. The mastery rate of pressure injury knowledge, compliance behavior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knowledge mastery
rate of pressure injur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 (95/100), higher than 78.00% (78/100) of control group.The com鄄

plete complianc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00% (93/100), higher than 75.00% (75/100) of control group.There
was no pressure injur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0/1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00%(6/10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野negative mate鄄
rials冶 education is effective for orthopedic patients to prevent complications of pressur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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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医疗机构中压力性损伤均为临床护理中

所面临的重点问题 袁尤其是在骨科等病区袁骨科由于
[1]

大部分患者骨头完整性或连续性受损袁常伴有疼痛尧

摩擦力尧潮湿影响袁导致压力性损伤发生袁不仅给患者

增加疼痛和经济负担袁甚至会因严重感染而导致死亡[2]遥

探寻有效的压力性损伤预防方法一直是临床护理研

肿胀和身体相应功能的失用袁卧床时间较长袁且难以

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袁如何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袁加

进行简单日常活动和翻身遥 基层医院骨科老年患者居

强健康教育很有必要遥 既往开展预防压力性损伤健康

多袁患者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尧知识缺乏袁依从性很

教育均为正面指导模式遥 本院骨科采用了野反面素材冶

差袁由于害怕活动后疼痛尧不适应角色改变尧经济等原

教育模式袁对提高患者及家属对压力性损伤预防的认

因袁使身体局部骨突处长期受到较大压力且经常受到

知程度和依从性尧减少压力性损伤发生起到了一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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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现报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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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完全依从曰采用 8 条及以上袁称为部分依从曰采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在我院骨科

病区住院的依从性差的卧床患者 200 例袁按入院时间

8 条以下袁称为依从性差遥 渊3冤压力性损伤并发症遥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先后顺序袁随机将 10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袁将 100 例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及以下的中高危者曰于家属是主要照顾者或第一照顾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患者作为观察组遥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 Brend 评分[3]14分
者曰盂连续卧床逸3 d袁需要他人协助翻身的患者袁住
院病程在 10耀28 d曰榆所有患者均经过 X 线尧MRI 确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2 结果

诊袁入院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 院淤已出现院

2.1 两组患者家属压力性损伤知识掌握率比较

者遥本研究已通过院内医学伦理审查遥对照组 100 例袁

100冤袁高于对照组的 78.00%渊78/1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

岁曰观察组 100 例袁男 55 例袁女 45 例袁年龄 40耀90 岁袁

表 1 两组患者家属压力性损伤知识掌握率比较[n渊%冤]

[4]

前压力性损伤者曰于有认知能力异常者曰盂精神异常
男 56 例袁女 44 例袁年龄 42耀85 岁袁平均渊78.50依2.10冤
平均渊80.00依4.32冤岁遥 两组患者性别尧年龄比较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两组患者统一

观 察组压力 性 损伤知识 掌 握率 为 95.00% 渊95/

意义渊字2=6.114袁P=0.014冤遥 见表 1遥
项目

观察组渊n=100冤 对照组渊n=100冤

采用了 Braden 评分法进行压力性损伤危险因素评分遥

压力性损伤概念

危险袁10耀12 分为高度危险袁臆9 分者为极度危险遥

潮湿相关因素

Braden 评分 15耀18 分者为轻度危险袁13耀14 分为中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压力性损伤预防知识宣
教渊正面指导材料冤袁包括宣传册尧口头讲解等遥 观察组
在常规压力性损伤预防知识宣教的基础上袁将野反面
素材冶以图片/实例的形式提供给患者及家属阅览袁并
实施全程评估和宣教遥 野反面素材冶来自历年本院就诊

的压力性损伤患者的案例袁经过筛选袁收集了常见压
力性损伤的图片资料袁根据美国国家压力性损伤咨询
委员会渊National Pressure Ulcer Advisory Panel袁NPUAP冤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布的新分期袁分成 1耀4 期压力性

形成原因
分期渊1耀4 期冤
营养

气垫床知识
气垫尿便盆知识
翻身时间

表2

翻身 q1耀2 h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遥 渊1冤相关知识院分

10 个小题袁每题 10 分袁总分 100 分袁逸80 分为掌握遥

渊2冤遵医行为院淤翻身 q1耀2 h曰于使用气垫床曰盂使用
翻身垫尧骨突处使用小软枕曰榆及时使用皮肤保护剂

及保护敷贴曰虞避免皮肤潮湿曰愚加强营养摄入曰舆避

80渊80.00冤

5.980

0.014

88渊88.00冤

96渊96.00冤

100渊100.00冤

82渊82.00冤

10.010

85渊85.00冤

16.216

83渊83.00冤
88渊88.00冤

100渊100.00冤

90渊90.00冤

97渊97.00冤

82渊82.00冤

100渊100.00冤

12.766

90渊90.00冤

18.579
12.766
10.526
11.971
10.526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P=0.026冤遥 见表 2遥

导致失禁性皮炎的图片袁及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前后的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92渊92.00冤

100渊100.00冤

组的 75.00%渊75/1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4.841袁

项目

治疗措施尧预后等袁装订入册袁制作野反面素材冶遥

0.000

观察组完全依从率为 93.00%渊93/100冤袁高于对照

损伤尧黏胶引起的黏膜损伤 8 种曰护理不当行为的图

对照图片曰出现各期压力性损伤所需要的治疗时间尧

16.216

2.2 两组患者家属遵医行为比较

损伤尧不可分期尧深部组织损伤尧骨科器械引起的黏膜

片渊如便盆使用不当尧使用时间过长等冤曰大小便失禁

85渊85.00冤

100渊100.00冤

皮肤保护

P值

100渊100.00冤

100渊100.00冤

床铺过硬

字2 值

两组患者家属遵医行为比较[n渊%冤]
观察组

使用气垫床

渊n=100冤

对照组

渊n=100冤

字2 值

P值

99渊99.00冤 85渊85.00冤 13.315 0.000
97渊97.00冤 81渊81.00冤 13.075 0.000

使用翻身垫尧骨突处使用小软枕 100渊100.00冤 86渊86.00冤 15.054 0.000
及时使用皮肤保护剂及保护敷贴 93渊93.00冤 80渊80.00冤 7.236 0.007
避免皮肤潮湿
加强营养摄入
避免摩擦力尧剪切力
床单保持平整清洁

95渊95.00冤 85渊85.00冤 5.556 0.018
96渊96.00冤 85渊85.00冤 7.037 0.008
97渊97.00冤 80渊80.00冤 14.198 0.000
97渊97.00冤 85渊85.00冤 8.791 0.003

使用组合型气垫尿便盆渊减少便 93渊93.00冤 79渊79.00冤 8.140 0.004
盆使用约5 min冤
保持皮肤清洁

97渊97.00冤 85渊85.00冤 8.791 0.003

免摩擦力尧剪切力曰余床单保持平整清洁曰俞使用组合

2.3 两组压力性损伤并发症的比较

洁遥 参照 Braden 压力性损伤危险因素评估表[5]袁中高

照组发生 2 期压力性损伤 6 例渊6/100冤袁差异有统计

型气垫尿便盆渊减少便盆使用约5 min冤曰逾保持皮肤清

危患者渊Brend 评分 14 分及以下冤采用以上 10 条措施袁

观察组未发生压力性损伤渊0/100冤袁明显低于对

学意义渊字2=6.114袁P=0.01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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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袁对提高骨科住院患者预防压力性损伤的依从性尧

压力性损伤袁即压力性溃疡或褥疮袁由局部组织

减少压力性损伤的发生有积极作用遥 反面教育素材取

长期受压迫袁导致持续性缺血尧缺氧或营养不良袁局部

自发生在周围真实的案例资料袁作为一个可靠的信息

组织溃烂坏死而形成[6]遥文献报道[7]每年约 575 人以上

渠道袁让患者及家属更形象地认识到压力性损伤并发

死于压力性损伤遥 压力性损伤是卧床患者比较容易出

症产生的严重后果袁有效增强了警示作用遥 在日常护

现的一种并发症袁对老年卧床患者是一个灾难性合并

理工作中袁对患者及家属的教育措施需要精细化尧具体

症 [8]袁压力性损伤一旦出现会增大疼痛程度及感染发

病率袁降低预后生活质量[9]遥如何有效落实压力性损伤
预防措施袁一直是骨科护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袁骨折
是高龄人群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10]袁统计骨折患者围
术期发生压力性损伤原因袁大小便管理不当属于最大

化尧形象化袁还需坚持在正面教育的主旋律下袁正确把
握反面教育的尺度袁根据不同的患者袁实施有效的教
育措施遥 如对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要特别重视教育内
容通俗易懂及教育后患者及家属的知晓度评估 [22]袁采
用图片尧影视资料为主袁语言通俗易懂袁减少医学用语遥

的隐患袁骨科压力性损伤部位常见于股骨粗隆尧足跟

采用反面素材教育袁在整个素材搜索整理尧健康

部及骶尾部袁由于老年人皮下脂肪减少袁真皮层变薄袁

宣教过程中袁对医护人员而言也是一个知识尧经验积

弹性纤维少袁致使皮肤弹性较差袁尤其是上述部位血

液循环差袁导致压力性损伤更容易发生[11]遥 骨折患者
由于活动受限尧疼痛尧经济方面等原因袁又因股骨粗隆
及骶尾部是患者隐私处袁对各种干预措施患者容易产
生抵触心理袁依从性差遥
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袁护理人员需寻求患者家属

的帮助和协助袁加强患者健康教育的理解和认知力度[12]遥
调查研究发现袁 家属在压力性损伤的治疗上不积极袁
对压力性损伤治疗重视程度不够袁是院前压疮发生的主
要原因之一[13]遥 照顾者普遍存在照顾行为的误区袁照顾
者对压力性损伤的产生尧危害及预防相关知识的缺乏

会增加压力性损伤发生的风险[14]遥 照护者对压力性损
伤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压力性损伤的防治效
果[15]遥 据统计袁在任何环节护理不当发生的压力性损

伤中袁便盆使用不当就是重要环节之一 [16]遥 而患者的

累过程遥新患者入院时尧病情变化时袁及时采用 Braden
评分表评估压力性损伤的风险袁并采用等级对应的护
理措施及时干预袁据报告袁Braden 评分表中 6 项累计

总分臆12 分袁提示有压力性损伤发生的高度危险袁其
预测敏感度为 90%耀100%袁即 90%耀100%达到此分值

的患者会发生域期以上压力性损伤[23]遥 反面素材教育
模式将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袁在实践中发现问

题袁总结经验袁为有效地指导压力性损伤预防工作提
供强有力依据遥 个性化尧最优化的教育模式袁有效地促
进了疾病转归袁提高了护理质量[24]遥

综上所述袁对骨科卧床患者实施反面素材教育模

式预防压力性损伤袁可显著减少压力性损伤的发生率袁
减轻家庭尧社会经济负担袁提升患者满意度袁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袁临床上值得推荐遥

大小便有效管理也是临床护理中比较重要的一环[17]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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