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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脊柱微创手术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温 艳

漯河市中心医院脊柱科 河南漯河

【摘要】目的 探析在脊柱微创手术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我

院 2019年 1月-2020年 1月我院收治的脊柱微创手术并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共计 40例，将其分为对照组。

选取同期收治的脊柱微创手术并接受常规护理和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护理的患者 40例，将其分到观察组。两

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对其临床状况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分析，并将相关参数进行详细记录，同时比

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状况、住院时间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经过对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应用研究得知，

使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护理的观察组，其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另外，观察组无论是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是患者的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相比之下两组同样存

在明显区别和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过对比研究得知，在脊柱微创手术围手术期护理中使用快速

康复外科理念，不仅能够减少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而且还能够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患者病情的康

复有着积极作用，临床应用价值和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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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rapid recovery surgery in
spi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during perioperative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tients with spi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and routine care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s. Fort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pi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and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rapi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concepts were selected and assign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 different methods of nursing, their clinical conditions
were comprehensively observed and analyzed, and related parameters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lications,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the concep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both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f the patients. In contrast, the two groups als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After comparative research, we learned that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rapid rehabilitation
surgery in the perioperative care of spi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ut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hich also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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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现代医学领域的发展

突飞猛进。脊柱微创手术在脊柱外科疾病中的影响

越来越广泛，其不仅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还能够减

少手术过过程中的创伤，但想要使患者的康复效果

得到提升，还需在围手术期加强护理工作的实施。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院于 2019 年-1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脊柱微创手术患者进行分析，并采用分组

的方法对不同护理效果进行观察，以此探析在脊柱

微创手术围手术期护理中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

临床效果，具体报告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9年 1 月-2020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脊柱微创手术并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共计 40例，

将其分为对照组。选取同期收治的脊柱微创手术并

接受常规护理和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护理的患者 40
例，将其分到观察组。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和女性患

者分别有 23 例和 17 例，患者的年龄阶段为 25-70
岁，年龄的平均值为（52.37±4.63）岁。观察组中男

性患者和女性患分别为 22例和 18例，该组患者的

年龄阶段介于 26-71 岁之间，年龄的平均值为

（52.86±4.72）岁。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和性

别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资料具有可比价值。

1.2 方法

将健康治疗、生活护理、疾病护理等常规护理

方法应用到对照组患者的护理工作中。观察组围手

术期的护理工作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快速康复

外科理念进行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术前护理工作的实施。首先针对患者的

实际情况，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治疗，并

帮助患者完成移动、翻身等床上康复运动，同时指

导患者完成简单的肌肉训练，如腹肌训练、腰背肌

训练以及侧身坐起训练（该训练实施时需要为患者

佩戴腰围），对患者的疼痛状况进行了解，对疼痛

程度严重的患者，可对患者使用止痛药进行止痛。

其次，术前加强心理护理的实施[1]。由于患者患病

后，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同时患者还会表

现出不良情绪，这种情况下会对治疗效果造成影响，

所以，护理人员要积极主动的与患者交流，密切关

注其心理状况，并且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要认真

倾听，以此了解患者的真实心理状况并进行针对性

的疏导。另外，护理人员要给以患者一定的鼓励，

可将手术成功案例向患者分享，提高其战胜疾病的

信心。

第二，术中护理工作的实施。在患者接受手术

治疗期间，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严密的监

测，以便发生不良情况，若在病情观察中发现患者

有不适反应，护理人员应该第一时间使用正确的方

法进行处理，必要时将患者的反应告知医生，由医

生进行处理。

第三，术后护理工作的实施。患者接受手术治

疗后，对饮食方面要求较高，所以护理人员要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制定饮食计划，术后护理

人员要嘱咐患者进行饮水，此时使用吸管饮水的方

法，告知患者术后 2h 后才能够饮水，6h 前禁止进

食，之后可正常饮食，在进食期间患者要多食用营

养丰富，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禁止食用刺激性食

物。另外，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其术后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疼痛感，因此，护理人员要加强疼痛护理，

对患者的实际疼痛情况进行了解，若患者疼痛严重，

可使用正统药物进行止痛。为了防止患者夜间疼痛，

可提前使用塞来昔布。此外，患者手术后需要充分

的休息，护理人员要对病房患进行定期清理，并控

制好病房中的空气、湿度和温度，为患者营造出良

好的修养环境，提高患者舒适度。除此之外，术后

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在正确的时间进行结束，当天

可进行翻身训练。

第四，做好出院指导，患者术后恢复到一定程

度时方可出院，此时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正确的

健康教育，奖相关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明确下床活

动时间和锻炼时间，并约定每月复查时间。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统计患者的临

床状况，观察患者师傅发生感染、脊柱不稳、术后

疼痛等并发症，并进行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另外，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住院时间进行统计和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由于本研究数据较多，故将其全部录入计算机

中，并使用计算机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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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均数±标准差（x±s）和百分比（%）分别

描述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t 检
验和卡方值 X2检验。若两组数据比较存在差异统计

学意义，则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5.0%（2/40）、15.0%（6/40），两组相比存在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所示。

2.2 比较两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住院时间

据表 2 所示：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住

院时间分别为（48.92±4.33）分、（13.51±1.87）d；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住院时间分别为

（39.81±3.72）分、（19.66±2.54）d。无论是生活质

量评分，还是住院时间，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感染
脊柱

不稳

术后

疼痛

并发症

发生率

观察组 40 2 0 0 2（5.0%）

对照组 40 3 1 2 6（15.0%）

X2 5.251

P值 ＜0.05

表 2 两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评分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40 48.92 ± 4.33 13.51 ± 1.87

对照组 40 39.81 ± 3.72 19.66 ± 2.54

t 13.535 12.521

P值 ＜0.05 ＜0.05

3 讨论

临床中脊柱外科疾病较为常见，比如骨折、腰

椎间盘突出等，一旦患有此类疾病，患者的生活就

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其生活质量会大幅度下降。当

前在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

脊柱微创手术，该方法相对于传统手术而言，其具

有更高的诊断准确性，而且脊柱微创手术还具有治

疗效果高、创伤小的特点[2]。通常情况下，临床治

疗期间，为了提高整体的治疗效果，还需要采取正

确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护理。随着医学领域的进步，

许多学者对脊柱微创手术患者的护理中应用快速康

复外科护理理念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使用该

护理方法，不仅能够提高整体护理质量，还能够减

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对患者的康复有着积极作用。

本研究表明，使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护理的观察组，

其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观察组无论是患者

的生活质量，还是患者的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

相比之下两组同样存在明显区别和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经过对比研究得知，在脊柱微创手术围

手术期护理中使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不仅能够减

少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而且还能够促进患者生活质

量的提高，对患者病情的康复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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