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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宫腔镜手术开始广泛应用于子宫内膜息肉的治

流沟通障碍;(2) 子宫内膜癌;(3) 入院前接受过相关治疗;

。 然而,

(4) 处于相同病房的患者。 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效果较差。 为促使患者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综合护理干预

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11. 11% 。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由治疗前的

疗,具有疗效显著、创伤小、术后康复较快等优势

[1-2]

以往护理未能早期预估围手术期可能出现的情况,主动护理
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本文分析了宫腔镜手术治疗子宫内
膜息肉的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旨在寻找最佳
护理措施。
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宫腔

镜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息肉患者,30 ~ 55 岁,平均(40. 28 ±

我院伦理委员会已批准。 发生 7 例宫腔感染、3 例子宫穿孔,
(48. 82±10. 24) 分降至治疗后的(22. 58±6. 52) 分;抑郁自评
量表评分由治疗前的(36. 68 ±8. 91) 分降至治疗后的(20. 50
±5. 77) 分。

2

2. 1

护

理

护理方案制定

采用围手术期综合护理进行干预,组

建以护士长为组长、5 名护理人员为组员的综合护理小组,每

3. 50) 岁;孕次 1 ~ 4 次,平均(2. 11 ±0. 60) 次;子宫内膜息肉

周五举办一次“ 头脑风暴” 活动,先由护理人员详细介绍前一

中及以上 29 例。 职业:公务员 29 例,工人 32 例,农民 18 例,

自由表达自己对于护理工作的遗漏及弥补措施,记录大家一

类型:单发 37 例,多发 53 例。 文化程度:高中以下 61 例,高

周的护理情况及突发情况,再由组长提出问题,组员思考后

自由职业者 11 例。 纳入标准 [3] :(1) 患者均经实验室检查确

致认可的优质新型护理措施并进行后期培训,形成综合性的

诊为子宫内膜息肉;(2) 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子宫内存在异常

围手术期护理方案。

回声;(3) 子宫异常出血,且久治不愈;(4) 年龄>20 岁;(5)

2. 2

临床病历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1) 合并精神系统疾病或交

护理方法

(1) 术前干预:护理人员向患者详细讲解疾

病及手术相关知识,做好指导、解释工作,同( 下转第 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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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47 页) 时嘱患者保持卫生清洁。 合并盆腔炎等妇

活,如有出血、感染等情况发生,及时进行止血、消炎处理,病

语气向患者讲述手术成功病例,并明确患者真实想法,对其

3

科炎症的患者,予以积极治疗。 (2) 心理干预:采用温柔的
提出的疑惑进行正确指导与解答,并告知患者手术的优越性
及医生的高超水平,以增加患者的安全感。 此外,应进行针
对性的心理干预,耐心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尽量找出促使
患者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的原因,予以针对性疏导。 (3)

并发症的预防:术后短期内严密观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 如
阴道出血量较多,应予以相应药物止血处理;存在低钠血症
时,应予以利尿、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等相关措施;患者早期无

情严重时应来院就诊。
讨

论

宫腔镜手术属侵入性操作,容易使患者出现恐慌、紧张

等负性情绪,进而对临床治疗效果产生一定影响 [4] 。 随着近
年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常规护理干预已无法满足人们
对护理服务的需求,寻找一种效果更明显的护理干预措施已
成为临床护理工作的重点 [5] 。 本研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
低,且护理后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降低,提示护
理效果较好,考虑与护理措施的科学性、全面性等有关。

法下床活动,按摩其下肢,以免发生下肢静脉栓塞;保持各导

围手术期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于术前对各事件进行指导、

管通畅,密切观察尿液颜色,同时注意会阴部的清洁。 如患

解释,从而有效缓解了患者因对疾病、手术的未知而产生的

干预:嘱患者以清淡食物为主,禁止高脂、高糖饮食,尽量多

外,通过多方面的护理措施,有效拉近了护患间的关系,增加

者腹部疼痛剧烈,应立即报告医生并遵医嘱处理。 (4) 饮食
摄入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的食物。 (5) 出院指导:主要包括
饮食方式、活动方式及切口预防等,嘱患者 30 d 内禁止性生

一系列不良情绪,利于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6] 。 此
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赖,最终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况,降
低了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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