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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吞咽障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谭梦佳，赵欣欣，刘 静，高晓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讨间歇性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吞咽障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
用目标定位研究法，选取我科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以来收治的 76 例吞咽障碍患者为受试实验对比对

象，按照术后护理方法差异，等分为两对照组和实验组两实验小组，分别给予间歇性经口管饲法单独治疗

和间歇性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和护理观察，临床对比分析二者护理疗效及其预后。结果 实验

组护理疗效 94.73%（36/38）显著高于对照组护理疗效 65.79%（25/38），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和对照组在不良结局发生指数、护理质量改善指数、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合格率上，数值对比分别为（4.62
±0.25）和（1.05±0.37）、（3.61±1.33）和（7.02±1.40）、（3.86±0.01）和（6.96±0.09），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在吞咽障碍患者术后早期治疗中，综合应用间歇性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

具有显著的护理疗效和明显的改善患者预后效果，值得临床大力实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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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ntermittent oral tube feeding combined with 
swallowing function training i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Methods: Using the target location 
research method, 76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from June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postoperative care methods, they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control groups and experiments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given intermittent oral 
gavage alone and intermittent oral gavage combined with swallowing function training and nursing observation. 
Clinic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nursing efficacy and prognosis of the two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 
nursing curative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4.73% (36/3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5.79% (25/38),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occurrence index of adverse outcome, the improvement index of nursing quality,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nursing quality sensitive indicators, the numerical comparisons were (4.62±0.25) and (1.05±0.37), (3.61±1.33) and 
(7.02±1.40), respectively ), (3.86±0.01) and (6.96±0.09),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early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intermittent oral gavage 
combined with swallowing function training has a significant nursing effect an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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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障碍（Dysphagia）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后遗

症，本病因吞咽功能涉及最复杂的躯体反射之一,需
良好的口腔、咽、喉和食管功能协调来防范脱水、

营养不良、吸入性肺炎等的发生率[1]。间歇性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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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饲法作为本病最常规的治疗方法，在临床实践中

起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一些多次食道造影显示意识

不清、认知障碍的患者中，因食道下段功能舒张困

难，导致部分食物滞留于食道，体位变化后滞留食

物反流入气道，发生误吸风险。吞咽功能训练护理

作为辅助性治疗方法，可在提升患者护理效果，改

善患者预后上起到积极的效果。故此，本研究为探

讨间歇性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在吞咽障碍

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特选择我科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以来收治的 76 例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

资料为受试分析对象，相关实验过程统计分析对比

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用目标定位研究法，选取我科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以来收治的 76 例吞咽障碍患者为受试

实验对比对象，纳入研究范畴的所有患者均符合

《2019 中国吞咽障碍评估与治疗专家共识》的诊断

标准，按照术后护理方法差异，等分为两对照组和

实验组两实验小组。其中对照组：男 25 例，女 13
例，年龄（50-70）岁，平均年龄（59.74±0.26）岁；

实验组：男 24 例，女 14 例，年龄（51-69）岁，平

均年龄（59.64±0.36）岁。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在

基础疾病、临床症状、疾病分级上差异不明显，不

具统计学可比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分别给予间歇性经口管饲法单独治疗和间歇性

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治疗和护理观察，临

床对比分析二者护理疗效及其预后。 
间歇性经口管饲法：具体训练方法包括间接训

练、直接训练、代偿性训练、电刺激治疗、环咽肌

痉挛（失弛缓症)。（1）其中直接训练中因病情而

异，坐位最佳；不能坐位者：>30°体位，头部前屈，

偏瘫侧肩部垫枕的进食体位。（2）餐具和食物选择

中，勺子:勺柄粗且长、边缘钝厚、勺面容量（5-10ml）；
碗：吸盘碗、防滑垫；食物：密度均匀、适当粘性、

不易松散、易变形、不易在粘膜上残留、色、香、

味、温度等，首选糊状食物；食物在口中位置：健

侧舌后部或健侧颊部；一口量:即最适于吞咽的每次

摄食入口量，正常人约为 20ml。先以少量试之

（3-4ml），酌情增加；进食速度：避免 2 次食物重

叠入口；进食环境、习惯:安静无异味、轻松；定时，

能坐起来不要躺着、能在餐桌上不要在床边进食。

（3）代偿训练：侧方训练：适用一侧舌肌和咽肌麻

痹病人，让病人分别左、右侧转头，作侧方吞咽，

可除去梨状隐窝部残留食物；空吞咽与交替吞咽:适
用咽收缩无力病人，每次进食吞咽后，反复做几次

空吞咽，可除去残留食物防止误吸；每次进食吞咽

后饮极少量水（1-2ml），既有利于刺激诱发吞咽反

射，又能除去咽部残留食物，为交替吞咽；用力吞

咽：让病人将舌用力向后移动，帮助食物通过咽部，

增大口腔吞咽压，减少食物残留；点头样吞咽：适

用舌根部后推运动不足/会厌谷残留病人，颈部先后

仰，然后前屈形状似点头，同时做空吞咽动作，可

去除会厌谷残留食物；低头吞咽：适用咽部启动迟

缓，喉口闭合不全病人，颈部尽量前屈姿势吞咽，

避免食物漏人喉前庭。（4）间接训练如口唇运动：

微笑、缩唇、吹口哨等，利用单音单字进行训练，

如“a”、“yi”、“wu”等，唇抗阻训练，促进唇运

动，增强唇力量；颊肌、下颌、喉运动:颊肌运动：

鼓腮，吮手指，可收缩颊部及轮匝肌肉，每日 2 遍，

每遍 5 次；下颌运动：把下颌移至左/右边，维持 5
秒，然后放松，或夸张的做咀嚼动作，重复做 10 次。

喉上提训练：患者头前伸，使颌下肌伸展 2-3 秒，

在颌下施加压力，嘱病人低头，舌向上吸抵硬腭或

发辅音的发音训练，改善喉入口的闭合能力，扩大

咽部空间，增加食管上括约肌的开放的被动牵张力；

舌部运动：舌头向前伸出，左右运动摆向口角，舌

尖分别舔上下唇，按压硬腭，重复 20 次；冰刺激：

提高软腭和咽部敏感度，改善吞咽过程中必须的神

经肌肉活动，增强吞咽反射，减少唾液腺分泌。（5）
口腔器官训练等。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其中计数数据均用 X2 检验，以%表示，

计量资料均以（x±s）表示，以 t 检验，当 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疗效情况 
实验组护理疗效 94.73%（36/38）显著高于对照

组护理疗效 65.79%（ 25/38），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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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有效 可控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38 10（26.32） 15（39.47） 13（34.21） 25（65.79） 
实验组 38 19（50.00） 17（44.73） 2（5.27） 36（94.73） 

X2 / 11.741 8.410 9.621 8.145 
P / 0.001 0.021 0.012 0.036 

表 2 两组预后其他指标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不良结局发生指数 护理质量改善指数 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合格率 
对照组 38 4.62±0.25 3.61±1.33 3.86±0.01 
实验组 38 1.05±0.37 7.02±1.40 6.96±0.09 

X2 / 6.477 4.954 8.543 
P / 0.036 0.046 0.021 

 
2.2 两组预后其他指标情况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不良结局发生指数、护理质

量改善指数、护理质量敏感指标合格率上，数值对

比分别为（4.62±0.25）和（1.05±0.37）、（3.61
±1.33）和（7.02±1.40）、（3.86±0.01）和（6.96
±0.09），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下表 2
所示： 

3 讨论 
临床上中，许多患者常因卒中或颅脑疾病而引

起皮质脑干束损伤、意识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等系

列并发症出现。吞咽障碍的发生，多因患者病后贲

门括约肌开放，导致反流或误吸，使已存在的肺部

感染难以控制；压迫口咽食管胃黏膜，造成黏膜损

伤出血；顽固性呃逆。而长期留置鼻胃管或鼻肠管

还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故此，间歇性经口至食管

管饲法技术（IOE 技术）在进食后，即可拔出食饲

管。该项操作在插管中对刺激舌根部，诱发吞咽反

射，极符合经口进食生理规律，鼻腔刺激少、咽喉

部肌肉痉挛少、不需长期带管、不影响外观形象和

吞咽康复训练等，更容易为患者所接受。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常规间歇鼻饲注入配合

康复护士每天实施 2～3 次的全身按摩、嗅觉刺激和

摄食训练等强化康复护理干预；在吞咽功能恢复、

留置胃管时间、吸入性肺炎发生上对比效果明显；

个性化强化康复护理干预有效促进因吞咽障碍需鼻

饲患儿功能恢复[3]。还在患者吞咽功能改善情况、

吞咽障碍疗效评定、吸入性肺炎发生情况上对比明

显(P<0.05)；间歇性经口胃管置管鼻饲法能明显改善

患者的吞咽功能,减少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4-5]。 

从治疗机理和护理辅助性方法的结合使用来

看，两种治疗方法配合治疗环节的护理举措，更能

根据患者进食量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极大程度

地降低了粘膜损伤发生的可能性，伤害性较小、痛

苦较少，吞咽功能训练的同步进行也有了便利的改

善条件。 
综上所述，在吞咽障碍患者术后早期治疗中，

综合应用间歇性经口管饲法结合吞咽功能训练，具

有显著的护理疗效和明显的改善患者预后，缩短术

后恢复时间的作用，值得临床将其作为有效治疗患

者的手段和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的有效方法在临床实

践中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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