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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策略聚束化管理在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芳

陈春花，郑玉琴，陈小芬，唐海艳，方

（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３７）

摘要：目的观察循证策略聚束化管理应用于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效果。方法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收治的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６８例作为对照组，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７０例作为实
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与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循证策略聚束化管理。比较两组的疗效、并发
症发生率及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昏迷时间、住院时间及脱呼吸机时间均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出现呼吸机肺炎、中
间综合征、和反跳现象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ＣＰ＜０．０５）；患者、患者家属、护理人员及医师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均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对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采用循证策略聚束化管理能提高疗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提高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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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是由于体内的胆碱酯酶活

１．１病例与分组

根据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诊断标准［¨，

性被毒物抑制，乙酰胆碱大量积聚于体内，从而引
起胆碱能神经功能亢进，患者出现呼吸衰竭、昏迷

选取我科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急性重度有

等导致死亡。有机磷中毒为急诊科常见的危重症，

机磷农药中毒患者１３８例，其中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

为了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自２０１５年起，我科对急
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采用循证策略聚束化管
理，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月收治的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６８例行常规

１资料和方法

治疗与护理的作为对照组，男４０例，女２８例，平均

年龄（４６．８±１２．４）岁，服毒到就诊平均时间
（５３．４±１０．８）ｒｎｉｎ，中毒来源：敌敌畏２０例，甲胺磷
１９例，氧乐果１５例，杀扑磷８例，其他农药６例。
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重度ＡＯＰＰ患者７０例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０；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１
作者简介：陈春花（１９８４—１，女，学士，主管护师。

万方数据

为观察组，男４０例，女３０例，平均年龄（４７．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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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服毒到就诊平均时间（５３－８±１１．０）ｍｉｎ，中毒来
源：敌敌畏２１例，甲胺磷２０例，氧乐果１５例，杀扑

召集科室两个以上的医生和主管护士共同讨论并处

磷７例，其他农药７例。两组性别、年龄、中毒时间

且患者已出现肠鸣音，可给予胃肠道营养支持，必
要时给予新鲜血浆支持治疗。情况允许后，逐渐增

及种类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方法

１．２．１观察组采用循证策略集束化管理。根据本
科对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护理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将影响患者抢救的问题为研究题目，根据本科

理，讨论怎样避免其他的并发症。（６）在病情稳定下

加高热量、含维生素多、易消化的食物。（７）做好基
础护理如Ｅｌ腔护理等。对上述循证护理的具体措施
加以修订和不断总结经验，使此过程不断丰富和添
加新证据。

实际情况，从万方、ＣＮＫＩ、ＣＢＭ等数据库中检索
有关文献，寻找证据，并将其特定化、结构化，并

ｌ，２．２对照组

制定集束化管理措施。方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１，３观察指标

由同一批护理人员执行，仅给予重

度ＡＯＰＰ常规护理。

培训护士，另一部分是制作集束化管理计划表。设

观察两组疗效、并发症发生率及满意度。疗效

立指导及实施小组，组长由专门受过集束化管理培

指标有：清洁肠道时间、昏迷时间、达到阿托品化

训的护士长担任，对实施小组进行有机磷中毒的急

的用量、住院时间及脱呼吸机时间等的疗效；并发

救护理技术和理论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熟练

症指标有呼吸机肺炎、迟发性多发性神经病、反跳

掌握有机磷农药的中毒特点，患者临床症状及表现
等；掌握解毒剂的常见剂量、不良反应的症状和处

现象、中间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采

理方法；洗胃方法的适应证、操作注意事项，以便
为医嘱把关；加强静脉穿刺技术；讲解方案的要点
和意义。第二部分是制作包括院前和院内的有机磷

及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中毒处理流程：（１）人院前当接到院前电话求救时，

准差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绝对值表示，

叮嘱患者家属采取的口服催吐法让患者吐出农药，

采用ｘ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尽早更换衣物，减少毒物吸收。（２）Ｊｋ院后由２位护士
在５ ｍｉｎ内完成以下操作包括保持呼吸道通畅，建立

２条静脉通道，监测生命体征，采血送检，测定手指
血糖。（３）抽取胃内容物送检，反复彻底洗胃，每隔３～
４

ｈ洗胃１次，总洗胃时问３～５ ｄ，直到洗出液澄清无

用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调查患者家属、患者、护士
１．４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ｌ７，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２结果
２．１．；ｌ亍效比较

观察组的昏迷时间、住院时间及脱呼吸机时间
均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详见表１。

味为止。每次洗胃后需往胃管注人活性炭以便吸附
残留在胃壁上的毒物且应用硫酸镁或甘露醇导泻。

２．２并发症情况

ｆ４）按医嘱尽早给予足量的胆碱酯酶复活剂和抗胆碱

现象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能神经药物，达到阿托品化，同时密切观察各项生

２．３满意度情况

命体征的变化，做到“在观察中用药，在用药中观
察”。（５１并发症的处理。若患者出现并发症，立即
表１

组别

胛

呼吸机肺炎

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６Ｐ＜０．０１。

万方数据

观察组出现呼吸机肺炎、中间综合征、和反跳

观察组的患者、患者家属、护理人员及医师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Ｐ＜ｏ．０５），见表３。

两种护理方法对患者的疗效影响

中间综合征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２＋ｓ）

反跳现象

迟发性多发性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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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两组满意度的调查情况
组别

ｎ

患者

开始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指导，并且入院后详细

例（％）

患者家属护理人员

２０１７年第３５卷

医师

让患者家属解释集束化管理计划表的相关内容，在
整个抢救过程中忙而不乱，分工合作，一切以患者
为中心，稳定患者家属的情绪，同时也改善医患关

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３讨论

集束化干预是近年兴起的由美国健康研究所最
先提出的一种循证医学，又译为捆绑式治疗，是指
对某种难治的临床疾患采用一系列有循证基础的治
疗及护理措施来处理，为患者提供优化的医护服
务，同时也是为医疗质量的提高、患者健康结局的
改善的一种有效举措［２。３］。集束化干预的临床效果取
决于支撑所推荐治疗及护理措施的证据强度及推荐
意见的实施和推广情况【４１。在国外集束化干预的应
用已渐趋普遍，在国内尚处于探索阶段［３１。随着新
的证据及指南的出现，组成集束的项目也不断进
展，集束化干预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展。近年来，
国内一些学者也探索性地将“集束化”理念应用于

临床实践。陈燕春掣５］在预防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方面采用集束化干预能够降低感染率。贾凤娟［６］在
急诊心肺复苏中应用集束化干预策略也取到较好的
效果。还有，应用在呼吸系统的疾病甚至在护理管
理教学方面也得到很好的应用［Ｊ７。引。
在本研究中，采用循证策略聚束化管理对急性
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进行管理，观察在循证的基础
上结合聚束化的护理方法对患者的疗效、并发症及

系。（２－心理指导到位。因为有机磷中毒多是患者思
想压力大而服农毒自杀，但患者家属往往没有心理
准备，常常自责不已，急需的心理安慰及提供解开
患者心结的内容。因此，在抢救治疗过程中，观察
组强调对患者及其家属心理指导，必要时请心理医
生进行开导。这与陈惠贞等［１０】在研究临床路径联合
集束化干预在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中的应用中
提高医患满意度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集束化护理
后，患者很多方面恢复的程度和速度都得到一定程
度的提高，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也得到一定程度
的改善，从而改善科室同事间的和谐程度。护理人
员采用集束化管理后，看到自己的工作得到患者、
患者家属及医生的肯定，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对
自己的工作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临床路径联合集束化管理模式在许
多方面都比传统护理有明显优势，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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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的影响。从表１中可看出，观察组的昏迷时
间、住院时间及脱呼吸机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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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操作极其熟练，再次提高的
空间已不多有关，这两项护理工作采用集束化干预
的作用不大。观察组的呼吸机肺炎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可能的原因是观察组采用集束化管理后，
强调无菌操作包含手卫生、监测卫生学、密闭式无
菌引流系统等ｌｏ个方面，发现操作者违反操作规范
时及时制止并补救，因此，感染率明显降低，这与
林小清等［９】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满意度的调查中可看到，观察组患者、患者
家属、护士及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均高于对照
组，原因可能如下：（１）观察组的护士在院前抢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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