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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干预在二次手术主动脉夹层患者中的应用：附1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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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分析1例主动脉夹层行血管腔内修复术后二期腔内再干预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护理方法。此患者高血压病史
10年余，未规律治疗，曾因胸主动脉夹层行胸主动脉支架置入术，术后血压控制不佳，18月后复查发现腹主动脉段假腔增大，
再次行血管腔内治疗。根据此患者的病情特点，给予个性化的整体护理干预，包括血压管理、疼痛护理、心理护理、预防便
秘、预防跌倒及预防并发症等。经过2周的治疗及护理，患者顺利出院，出院后继续给予延续性护理，指导其改善生活方式，
完善自我监测，患者目前恢复良好。个性化的整体护理措施，对患者术后的康复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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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holistic nursing service on aortic dissection patients who had
secondary operation: a cas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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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medical materials of an aortic dissection patient who had undergone a
second operation of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and summarized some experience from this nursing case. This patient had a
ten-year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which had not been treated regularly. He had received endovascular thoracic aortic repair
because of thoracic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which the blood pressure was poorly controlled. 18 months later, he was found to
have abdominal aortic dissection and a second surgery was performed. Personalized holistic nursing care was carried out,
which included blood pressure management, pain nursing care, mental nursing, and prevention of constipation, fall and
complications.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re,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without any complication, and the
nursing care was continued, including lifestyle modification and self-monitoring suggestions. Now the patient recovers well.
Personalized holistic nursing care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recovery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Keywords: aortic dissection; endovascular repair; nursing

主动脉夹层是指在主动脉腔内血液通过主动脉
内膜裂口进入主动脉中层，使中层分离形成血肿，并
沿主动脉壁延伸剥离导致的严重心血管急症[1]。高
血压是主动脉夹层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血压控制是
主动脉夹层治疗的重要措施，血压控制水平是主动
脉夹层治疗的重要客观指标[2-3]，直接影响疾病的预
后。主动脉夹层在美国已是最常见、最危险的主动脉
急性疾病之一，年发病率为5~30/100万，国内目前尚
无详细统计数据，但临床上近年来病例数有明显增
加趋势[4]，其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50~70岁为高发
年龄。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的灾难性危重急
症，如不及时治疗，48 h死亡率可达50%[5]。该病起病
急，进展快，病情凶险，死亡率高，术后的护理比较复
杂。此例患者因胸主动脉夹层行胸主动脉支架置入
术，术后血压控制不佳，18月后复查发现腹主动脉段
假腔增大再次行血管腔内治疗，有一定的特殊性，本
文旨在通过总结这例患者的护理经验，巩固专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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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识，提高专科护理能力。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72岁，诊断“高血压病”10年余，未规律
治疗，曾因胸主动脉夹层于2016年3月21日在气管插
管全麻下行“下肢动脉探查+胸主动脉造影+胸主动
脉夹层腔内修复术+锁骨下动脉烟囱支架植入术”。
患者出院后服药基本规律，但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休
息不佳，导致血压控制不良，18月后常规复查胸部
CT，提示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主动脉夹层（DeBakey
Ⅲ型），于2017年10月7日再次入院。入院查体：体温
36.7 ℃ ， 心 率97次 /min， 呼 吸 20次 /min， 血 压 147/
73 mmHg，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双侧桡
动脉、股动脉、足背动脉搏动对称，四肢皮温无明显
差别，精神、饮食及睡眠可，大小便正常，体质量无明
显减轻。
本次入院，完善相关术前准备后，于2017年10月
13日在局麻下行“下肢动脉探查+主动脉造影+一体
支架腹主动脉段夹层腔内修复术”，术后2 h出现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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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恶心、呕吐、腰背部疼痛，血压74/60 mmHg，心率

态，安慰并鼓励患者，避免因情绪波动引起血压升

78次/min，不排除心肌梗死或血管破裂可能。急请心

高。向患者讲解疾病康复的相关知识，帮助其树立信

内科会诊，查心电图、心酶5项后，初步排除心肌梗

心，使其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主动与家属沟通，指

死。观察患者神志、眼睑、口唇、甲床等，未发现异

导家属多关心患者，主动承担照顾的责任，让患者内心

常，初步排除血管破裂。考虑患者术中血压高，多次

有依靠。住院期间患者情绪稳定，能配合治疗及护理。

含服降压药物，可导致药物蓄积，予加快输液速度，

2.4 预防便秘

升压、止吐对症处理后症状好转。于10月14日上午停
用升压药，10月15日停病重。

患者术中肠系膜下动脉隔绝，以及卧床休息均
会引起便秘的发生，护理人员严密观察患者腹部情

术后患者心理较紧张，睡眠尚可，跌倒风险评估

况，评估腹胀是否改善。遵医嘱给予通便药物口服，

4分（中危），NRS疼痛评分3分，主诉轻微腹胀，给予降

术后给予开塞露塞肛2次、人工扩肛治疗1次。指导进

压、控制心率、预防感染、抗凝、改善微循环、人工扩

低盐低脂易消化的清淡软食，多食新鲜蔬菜水果，少

张、胃肠动力药物、氧气雾化吸入及肺功能锻炼等治

量多餐，缓慢进食，禁止急食、过饱[7]。协助行腹部环

疗，提供个性化的整体护理干预，包括血压管理、疼

形按摩，刺激肠蠕动。适当下床活动，增进食欲，促

痛护理、心理护理及相关并发症的预防等，术后第

进肠蠕动，有效预防便秘的发生。术后患者腹部平

5天患者治愈出院。

软，诉轻微腹胀，大便通畅，质软。

2 护理措施
2.1 血压管理
高血压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最常见的致病因
素，积极控制血压是本病治疗的关键。患者高血压病
史多年，且本次发病与术后血压控制不佳有直接关
系，因此本次住院除了做好高血压常规护理外，重点
是反复向患者及家属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讲解
血压控制不好与本病的关系，详细告知体力劳动与
休息不佳对血压造成的影响，提高其治疗依从性。指
导患者及家属做好血压的自我监测及居家护理：（1）
教会患者及家属便携式血压计的使用及血压正常值
范围；（2）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降压药物；（3）保证充
足的休息和睡眠时间；（4）不从事体力劳动，避免剧烈
运动；（5）多食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避免
剧烈咳嗽、情绪激动及增加腹压的动作[6]。住院期间
患者血压控制良好；出院时责任护士对患者及家属
进行考核，患者及家属已掌握血压监测方法及居家
护理要点，并表示会遵照执行。
2.2 疼痛护理
疼痛是主动脉夹层主要的症状，术后切口、支架
的植入也会引起疼痛的发生。疼痛会导致血压上升、
心脏负荷变大[7]，遵医嘱给予降压及控制心室率的药
物，严格控制血压及心率，术后予持续心电监护。给
予吸氧，保证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有效血流灌注
及氧合，减轻因疼痛带来的不适感[8]。使用疼痛护理
记录单，严密观察病情，做好疼痛的动态评估，遵医
嘱予氨酚双氢可待因片2片口服，2次/d，及时评价止
痛效果。术后患者疼痛评分控制在3分。
2.3 心理护理

2.5 预防跌倒
反复向患者及家属宣教跌倒的发生风险及预防
措施，签署知情同意书。血压高时不宜下床活动，嘱
卧床休息，护理人员及家属协助生活护理。告知患者
日常生活起居要遵循“3个30 s”的原则，即醒后30 s再
起床，起床后30 s再站立，站立后30 s再行走。为其提
供合适大小的病服及防滑鞋，避免发生跌倒。住院期
间患者未发生跌倒。
2.6 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2.6.1 预防出血 患者手术切口可出血或形成血肿，
术后使用抗凝药物亦可能引起出血。严密监测血压、
心率的变化，防止血压过高，防止血压波动加重出
血。指导卧床休息，术后8 h保持下肢伸直，24 h后根
据情况下床活动，切口处予弹力绷带包扎、沙袋（质
量为1 kg）加压8 h，发现出血、渗血或血肿，及时报告
医生作相应处理[3, 9]。术后避免情绪激动，保持大便
通畅，防止腹压过大。规范腹部皮下注射，严密观察
使用抗凝药物后有无出血征象，查看患者腹部有无
皮下血肿或淤紫，避免剔牙或碰撞，观察大便的颜
色，警惕消化道出血，观察神志及瞳孔，注意有无头
晕头痛等现象，警惕脑出血。患者无出血征象。
2.6.2 警惕内漏 I~IV型内漏是主动脉夹层治疗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同时I型也是主动脉支架植入失败
的主要原因之一[10]，手术方式选择不当及术中操作
不当均可引起内漏发生。予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变化，
控制血压，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尽早处理。术后早期
指导患者卧床休息，床上活动时动作宜轻柔，避免情
绪激动。严密观察疼痛的情况，如术后出现背痛或胸
痛及时报告医生，复查主动脉CTA以了解是否有内
漏发生。患者未发生围手术期内漏现象。

患者因再次手术以及家庭因素，导致心理负担

2.6.3 预防急性肾功能损害 术中使用对比剂、支架

重。护理人员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了解其心理动

阻断肾动脉均会导致肾损害的发生。术后密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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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尿量、颜色及性状，出现尿少或者血尿及时报

境，为其顺利康复提供保障；同时，护理人员继续加

告医生。定时抽血监测肾功能，记24 h尿量，给予静

强对该患者的出院管理，改变其认知态度及行为管

脉补液水化、碱化尿液及利尿等处理。鼓励患者多饮

理，跟进其血压监测、药物使用及居家休养情况，做

水，6~8 h内饮水1000 mL（尿量在4 h内达到800 mL），

好延续性护理。此次住院期间，患者情绪稳定，血压

以加速对比剂的排泄，避免肾损害的发生。患者未发

控制良好，舒适感较好，能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未

生急性肾功能损害。

发生任何术后并发症，于术后第5天康复出院；目前

2.6.4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血管重建后，吻合

回访，患者能遵医嘱做好自我管理，未再从事体力劳

口及动静脉腔内均易发生血栓栓塞症，患者卧床休

动，规律作息，血压控制良好，无不适主诉。

息、活动减少也易导致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为防止血

该病例也提示护理人员，需改变“对患者的护理

栓形成，术后给予抗凝药物治疗。避免下肢穿刺，定

仅限于住院患者，出院后就终止了护理服务”的传统

期行下肢肌肉按摩，指导行踝关节运动及趾间关节

观念，应多关注患者出院后的自我管理，不可忽视家

运动。术后患者病情稳定，于第2天下床活动。密切

庭因素对疾病预后的影响。延续性护理是整体护理

观察下肢皮肤颜色、温度、感觉，有无肿胀。患者未

的一部分，即住院护理的延伸，使出院患者能在恢复

发生深静脉血栓。
2.6.5 预防感染 手术切口、血管异物植入及留置尿
管、输液管等均可能发生细菌污染和感染，因此预防
感染十分重要。严格无菌操作，定期监测体温，加强
营养，给予高蛋白饮食，遵医嘱按时按量使用抗生
素。观察手术穿刺口及切口情况，如有渗血渗液，及
时通知医生换药。留置尿管期间会阴抹洗2次/d，嘱
多饮水，观察尿管有无沉淀物，根据情况尽早拔除尿
管，该患者于术后第3天拔除尿管。防寒保暖，预防
感冒，予半卧位休息，指导做深呼吸，吹气球练习，遵
医嘱氧气雾化吸入治疗，锻炼肺功能，防止肺部感染
及坠积性肺炎的发生。患者未出现感染现象。

期中得到持续的卫生保健，从而促进患者的康复，改

2.7 出院后护理
护理人员严格落实出院病人回访制度，从日常
问候、健康问题、健康行为指导、心理健康指导、听取
意见及复诊提醒等方面加强对该患者的出院随访，
跟进其血压监测、药物使用及居家休养情况。通过出
院后1周及随后每月1次定期电话随访，护理人员了
解到，患者目前能遵医嘱按时按量服用降压药物，未
再从事体力劳动，按时作息，血压控制良好，无不适
主诉。

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住院期间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整体护理干预，有针对性和预见性地对其病情
进行合理的干预，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加快疾病康
复，提高生活质量；出院以后，护理人员继续定期为
患者提供有效的延续护理干预，可提高其治疗疾病
维护健康的自信心，避免各种疾病诱发因素的发生，
有利于改善其术后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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