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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对围手术期白内障手术患者的临床疗效

吴　楠 、 成红英 、 张海燕 、 何　娟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对围手术期白内障手术患者缓解抑郁焦虑情绪和手术效果的临

床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12-2015 年收治的 240 例白内障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常规护理组（120

例）和临床路径护理组（120 例）。手术前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AD）进行施测，

术后第 2 天对所有被试进行重新施测，出院当天用健康问卷进行施测，记录两组患者的住院天数

和费用情况，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 0.05）。临床路径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平均住院费用，术后的 SAS 得分和 SDS 得分均显著

低于常规护理组，上述差异存统计学意义（P< 0.05）；常规护理组患者的白内障知识掌握程度和对护

理服务的满意程度均低于临床路径组，差异存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应用于

围手术期白内障患者，可减少患者的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缓解抑郁焦虑情绪，提高患者对白内障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护理的服务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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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patients with cataract surgery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WU Nan，CHENG Hongying，ZHANG Haiyan，et al. Xianyang City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Xi-
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the surgery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cataract surgery. Methods　24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ataract surgery were col-

lected from 2012 to 2015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group, 

120 cases of patients for each.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were evaluated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2 days after surgery. A health questionnaire was assessed on discharged the day. The number of 

days and costs of hospitaliz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surgery（P>0.05）. The number of days and 

costs of hospitalization of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group ,also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bot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patients with cataract surgery can reduce the hospital days and costs, also re-

lieve th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improve the patients’ knowledge of cataract master degree and 

nursing service satisfaction. It’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Clinical nursing path; Cataract; Perioperative; Anxiety;Depression

白内障是指晶状体透明度降低或者颜色改变所

导致的光学质量下降的退行性改变，常见于老年人，

是主要的致盲眼病，常用手术方法治疗［1］。但手术

容易对患者造成心理刺激，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

情绪［2］，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手术效果。近年来

为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和减少临床资源浪费，临床护

理路径广泛用于白内障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并取

得良好的疗效［3］。因此，本文随机选取了本院 120
例白内障患者应用临床护理路径，进一步探讨临床

护理路径对白内障手术患者的临床疗效，旨在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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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护理路径的应用与推广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本院 2013~2015
年收治的 240 例白内障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常规

护理组 120 例，其中男 79 例，女 41 例，年龄（68.59
±18.21）岁。临床路径组 120 例，男 74 例，女 46 例，

年龄（69.57±19.48）岁。两组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

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在性别和年

龄的差异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临床上确诊为白内障；②有外科手

术指征；③意识清楚，正常交流无障碍；④未患有严

重基础性病变。

1.2　实验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健康宣教、常

规检查和入出院流程指导等常规护理，临床路径组

患者接受临床护理路径的治疗方法及护理措施，具

体内容见表 1：

表1　白内障患者围手术期临床护理路径流程表

时间 内容

入院当日 1.向患者介绍科室环境和住院的规章制度；2.对患者进行入院的护理
评估并发放临床护理路径表，讲解其作用；3.介绍主治医师及
护理人员，评估患者对白内障的认识程度，解答患者疑问。

入院第2d 1.向患者讲解白内障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方法及预后；2.做好术前心理护理；协助患者完成各项常
规检查，并为患者讲解各
项检查的目的及临床作用，以取得患者的配合；3.为患者讲解药物的作用，指导其服用。

术前1d 1.向患者详细讲解手术的方式、流程、费用、术中的注意事项及术后
可能的并发症，列举同病房中手术疗效好的患者的例子，缓解患者的焦虑及恐惧；2.指导患者使用眼药水

手术当天 1.术前清洗结膜囊、泪道、术眼扩瞳、部位标识、佩戴手腕带，护送患者进入手术室；2.密切关注患者术后渗血及
疼痛情况；3.术后密切关注病情及心理情况，及时发现病人的心理问题及时安抚；4.术后心
理护理和基础护理；5.教导患者放松肌肉，减轻术后眼部包住的不适感和焦虑感。

术后1d 1.心理护理及基础护理；2.督促并指导患者术后眼部用药，教会患者
正确的点眼方法，告知其保持眼部卫生；3.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及观察并发症。

术后2d 1.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2.加强患者的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

出院当天 1.评估患者的状况，白内障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护理满意程度；2.告
知患者出院注意事项；3.出院后每周复查视力恢复情况，3个月门诊随访；4.嘱患者不适随诊

1.3　评价标准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定患者焦虑症状出现的频度。将各个项目的

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 1.25 以后取

整数部份，即为 SAS 得分；SAS 得分的分界值为 50
分，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

虑，≥ 70 分为重度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定患者抑郁症状出现的频

度。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 41 分，分值越低状态越

好，以 SDS 标准分≥ 50 为有抑郁症状［4］。用健康知

识问卷（100 分计）评估患者白内障知识掌握程度：

＜ 60 分为未掌握，60~85 分为基本掌握，＞ 85 分为

掌握［5］。根据患者的主观评价护理满意程度（100 分

计）：60 分为及格分，分越高则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和平均住院费用情

况比较

常规护理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和平均住院费

用均远远高于临床路径组，两组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和平均住院费用比较（x±s）

组别 n 平均住院天数（d） 平均住院费用（元）

常规护理组 120 13.56±3.41 7789.31±603.45
临床路径组 120 9.47±2.73 5920.46±449.19

t 10.257 27.211
P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白内障知识掌握程度和护理满意

程度比较

出院前 1 周，常规护理组患者的白内障知识掌

握程度和护理服务满意程度均远低于临床路径组，

差异存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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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临床护理路径（Clinical nursing path，CNP）是病

人在住院期间的护理模式，是临床路径的一种，是

针对特定的病人群体，以时间为横轴，搜索整理以

入院指导、接诊时诊断、检查、用药、治疗、护理、

饮食指导、活动、教育、出院计划等理想护理手段

为纵轴，制成一个日程计划表［6］，对何时该做哪项

检查、治疗及护理，病情程度，何时可出院等目标

进行详细的描述说明与记录，形成医护人员主动护

理与患者主动参与相结合的护理工作模式［7］。近年

来内障患者逐年增多［8］，如何优化白内障患者围手

术期的护理质量，形成规范的眼科护理措施是医务

工作者面临的难题。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临床路径组的平均住院

时间、平均住院费用、SAS 得分和 SDS 得分均显著

低于常规护理组，差异存统计学意义（P<0.05），这

与王燕萍等［9］研究结果一致。Sukhija J 等［10］分析表

明这可能是由于临床护理路径规定了护理人员的分

工，护理人员能主动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减少时间的浪费。且临床护理路径要求护理人员密

切关注患者病情，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预防并发症，

此举能降低医疗费用。而且临床护理路径能充分保

障患者的知情权，减少患者对于住院和手术的焦虑

感，同时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减少住院时间，降

低住院费用。临床护理路径要求护理人员直接询问

患者的需求并解决患者的问题，加强彼此的沟通，

加深护患之间的信任感，确保各项常规检查都能落

实到位，同时能缓解患者的焦燥感，减少医疗纠纷，

同时护理人员主动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专业的心理

护理，关注其心理变化，及时控制心理问题的产生，

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本文的研究显示常

规护理组患者的白内障知识掌握程度和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程度均低于临床路径组。张乔等［11］等分析这

是由于临床护理路径缓解了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

高了其健康理念，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为手术的预

后提供了良好的恢复环境，缩短了机体的恢复过程。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的开展能提高护理服

务质量，减少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有效缓解患者

抑郁焦虑情绪，提高患者对白内障知识的掌握程度

和护理的服务满意度，改善患者的手术效果，促进

视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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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得分

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 SAS 和 SDS 得分，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手术后，临床路径组的 SAS

和 SDS 得分分别为（42.17±3.28）、（40.26±3.35）

分，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的 SAS（49.51±3.28）

和 SDS（49.17±3.28）的得分，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白内障知识掌握程度和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白内障知识掌握程度 护理满意度

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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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需求：全职人员 4 名  兼职人员 30 名

简历投递：求职者请提供中英文求职信与学习、工作简历 MS Word（含照片）。

人事邮箱：hr@gjjsbxzz.com  /  hr@qingpengguoji.com 

官网网址，请点击进入了解：www.gjjsbxzz.com  / www.dnzh.org

联系人与联系电话：曹老师  0731-82480021
工作地点：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内  / 长沙麓谷高新区麓谷大道 627 号新长海中心 B2 栋 7F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编辑部

　　　　　　　　　　　　　　　　　　　　　　　　湖南青鹏国际传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