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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规行阴道准备在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中的应用研究
夏

【 摘要】

丹ꎬ段翠雪ꎬ彭

芳ꎬ赵

丹ꎬ王

宁ꎬ回丽妹ꎬ王

(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ꎬ河北

瑾ꎬ陈书霞

邯郸ꎬ０５６０００)

目的:探讨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不常规行阴道准备的安全性与有效性ꎬ总结腹腔镜

全子宫切除术前阴道准备的最佳方法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收治的 ６０ 例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患者ꎬ根据阴
道准备方式分为实验组( ｎ ＝ ３０) 与对照组( ｎ ＝ ３０) ꎬ两组均予以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ꎬ实验组术前不常规行阴道准备ꎬ仅于

术前 ３０ ｍｉｎ 用 ０.５％碘伏原液浸泡的棉球行阴道擦洗消毒ꎻ对照组术前予以相同的碘伏棉球擦洗ꎬ２ 次 / ｄꎬ共 ３ ｄꎮ 记录两组患
者术前阴道清洁度、术后 ７２ ｈ 体温、术后 ４８ ｈ 外周血白细胞数值、术后阴道残端感染发生率、术前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治
疗总费用及出院后随访满意度ꎮ 结果:两组患者术前阴道清洁度、术后体温、外周血白细胞数值、阴道残端感染率、术后住院
时间、治疗总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实验组术前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ꎬ术后满意度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指导下ꎬ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前不常规行阴道准备是安全、有效的ꎬ不会增加术后感
染发生率ꎬ并在减轻患者不适、简化护士操作、缩短总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方面具有优势ꎬ是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前有
效实用的阴道准备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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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准备是妇科全子宫切除术围手术期的重要
内容ꎬ有效的阴道准备能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ꎮ

目前临床常规术前应用 ０.５％ 碘伏原液浸泡的棉球
进行阴道擦洗ꎬ２ 次 / ｄꎬ共擦洗 ３ ｄꎬ已证实是较理想

通讯作者:段翠雪ꎬＥ￣ｍａｉｌ:９４８３５９８０８＠ ｑｑ.ｃｏｍ
作者简介:夏 丹(１９９３—) 女ꎬ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ꎬ主要从事妇产科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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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便捷、准备效果好、安全、有效的阴道准备方法ꎮ

１

操作会给患者带来不适ꎬ加重患者的不良情绪ꎮ 研

１.１

究表明ꎬ术后恢复情况与患者所受应激成反比ꎬ过多

资料与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我院妇产

临床资料

科收治的因子宫肌瘤或子宫腺肌病行腹腔 镜 子 宫 切 除 术

的应激反应同样会增加感染发生率ꎮ 研究表明ꎬ腹

(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ꎬＬＨ) 的 ６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ꎬ３７

腔镜妇科手术具有创面小、出血少、应激反应小等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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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道准备方式ꎮ 阴道准备属于外源性应激ꎬ过多

[１]

科

~ ５５ 岁ꎬ既往体健ꎬ术前无并发症ꎬ能耐受手术ꎮ 根据术前阴

ꎬ目前在临床上已获得广泛应用ꎮ 而加速康复

道准备方式将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ꎬ实验组

外科将围手术期的措施进行优化ꎬ以减轻患者的心
理及生理创伤应激反应为目的ꎬ在确保患者安全的

术前不常规行阴道准备ꎬ仅于手术开始前 ３０ ｍｉｎ 予以碘伏

前提下ꎬ减少围手术期应激反应及术后并发症ꎬ缩短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且入组前患者及家属同意并签字ꎮ 手术

棉球行阴道擦洗ꎻ对照组术前常规行阴道准备ꎮ 本研究经我

总住院时间ꎬ减少住院治疗费用ꎬ促进患者的早期康

方式均为 ＬＨꎬ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如疾病种类、年龄、阴道准

复 [２] ꎮ 因此本文旨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基础上

备前阴道清洁度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有可
比性ꎮ 见表 １ꎮ

寻找到能减轻患者围手术期痛苦、促进早期康复、操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 ｘ±ｓ)
疾病种类[ ｎ( ％) ]

例数

组别

( ｎ)
３０

实验组

子宫腺肌病

１３(４３.３３)

１７(５６.６７)

１６(５３.３３)

３０

对照组
ｔ / χ２ 值

子宫肌瘤

阴道准备方法

１４(４６.６７)

６.０１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４(４６.６７)

０.４４

Ｐ值

１.２

准备前阴道清洁度[ ｎ( ％) ]

Ⅰ

１５(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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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术前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ꎻ( ５) 患者满意

实验组术前不常规行阴道准备ꎬ仅于

度ꎬ分为很满意、一般、不满意ꎬ很满意与一般称为患者满意ꎮ

洗ꎬ消毒阴道壁、阴道穹隆、宫颈、会阴、肛周ꎮ 对照组入院后

１.４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ꎬ计量
资料与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ｔ 检验与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患者均于术前最后一次行阴道擦洗后用无菌棉拭子进行阴

统计学意义ꎮ

用相同的碘伏棉球进行阴道擦洗ꎬ２ 次 / ｄꎬ共擦洗 ３ ｄꎮ 两组

２

道清洁度对比ꎬ并记录数值ꎮ
观察指标

１６(５３.３３)

年龄

Ⅲ

０.７８

手术开始前 ３０ ｍｉｎ 予以 ０.５％碘伏原液浸泡的棉球行阴道擦

１.３

Ⅱ

阴道清洁度:术前最后一次擦洗阴道后行

统计学处理

结

果

实验组术前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

阴道清洁度检测ꎬ共 ４ 度ꎬⅠ度:镜下阴道杆菌为主ꎬ并可见

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实验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ꎬ

细胞、杂菌ꎻⅢ度:只见少许杆菌、上皮细胞ꎬ但有许多脓细
胞、杂菌ꎻⅣ度:未见阴道杆菌ꎬ几乎都是脓细胞、杂菌ꎮ 并发

度、术后 ７２ ｈ 体温、术后 ４８ ｈ 白细胞计数、术后阴道

常ꎻ(２) 白细胞:术后 ４８ ｈ 后查白细胞计数 > １０. ０ × １０９ / Ｌ 为

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 ꎮ 两组术前阴道清洁

很多上皮细胞ꎻⅡ度:有阴道杆菌ꎬ上皮细胞亦可见ꎬ也有脓

残端感染率、术后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差异无统计

症:(１) 术后体温:如果患者术后 ７２ ｈ 后体温>３７.５℃ 则为异
异常ꎻ(３) 阴道残端:阴道残端感染出血及愈合情况ꎻ( ４) 患
表２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的比较( ｘ±ｓ)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ｔ / χ２ 值
Ｐ值

续表 ２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ｔ / χ２ 值
Ｐ值

住院费用

住院时间( ｄ)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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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０.１０

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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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６.６７)

４.４８±０.１２

０.００

阴道残端感染

很满意

７(２３.３３)

患者满意率[ ｎ( ％)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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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

合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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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清洁度[ ｎ( ％) ]
Ⅰ

Ⅱ

２４(８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１.１８
０.２８

３(１０.００)

温>３７.５℃
[ ｎ( ％) ]
４(１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０.１３
０.７２

白细胞>１０.０×１０９ / Ｌ
[ ｎ( ％) ]
６(２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１.１８
０.２８

６２３

第 ２４ 卷第 ８ 期

腹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

３.１

讨

腔

镜

科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论

Ｖｏｌ.２４ꎬ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９

对腹腔镜的认识不足ꎬ不愿意接受腹腔镜手术ꎻ另一

阴道准备在全子宫切除术中的必要性及存在

的问题

外

方面ꎬ腹腔镜手术的效果往往与术者的技术、经验相

阴道是连接子宫与外界的通道ꎬ为非清洁

关ꎬ因此要求术者必须熟稔掌握操作器械、详细了解

区ꎬ在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时ꎬ容易将阴道内的病

解剖结构及患者病史ꎬ避免损伤脏器ꎻ术前应与患者

原菌带入腹腔造成局部或全身性感染

[３]

ꎮ 因此术

前有效的阴道准备是减少阴道内致病菌、防止污染

手术野造成术后感染、保证手术顺利进行、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的重要措施 [４] ꎮ 正常女性阴道内环

进行良好沟通ꎬ协助患者了解微创知识ꎬ消除其紧张
焦虑等不良情绪ꎮ

３.３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不常规行阴道准备在 ＬＨ 中

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仍缺乏规范的阴道准备方式ꎬ

境保持相对的稳态ꎬ对人体并无大碍ꎬ一旦机体内环

阴道准备效果得不到保障ꎮ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及

境遭受创伤、手术、心理应激等刺激后ꎬ机体抵抗力

人们观念的转变ꎬ医护人员更加关注患者的心理与

会相应下降ꎬ从而利于细菌的增殖ꎬ导致上行性感

生理状态ꎮ 加速康复外科在确保患者安全的基础

染

[５]

ꎮ 传统的全子宫切除术ꎬ术前行阴道准备需进

行多次阴道操作ꎬ如操作不当不但会破坏阴道黏膜
的完 整 性、 阴 道 正 常 的 酸 性 环 境ꎬ 加 重 感 染 的 风
险

[６]

ꎬ也会使患者感觉不适ꎬ从而产生紧张、排斥、

恐惧心理ꎬ而这些不良情绪容易引起患者心率、血压
波动及烦躁不安等应激反应ꎮ 研究表明ꎬ如果患者

上ꎬ优化各种围手术期处理方法ꎬ于 １９９７ 年由丹麦
外科医 师 Ｋｅｈｌｅｔ [１２] 首 次 提 出 并 实 施ꎮ 我 国 则 于

２００７ 年由中国外科泰斗黎介寿院士首次引入ꎬ并广
泛应用于临床手术科室ꎬ其目的是减少患者围手术
期的各种应激及并发症ꎬ促进患者康复 [１３] ꎮ ＬＨ 因
应激反应小ꎬ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相结合可更好地

长时间受某种情绪刺激ꎬ容易超出人体生理承受力

促进患者康复ꎮ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ꎬ不常规行阴道

从而导致出现各种疾病ꎬ不但会增加患者的痛苦ꎬ还

准备明显缩短了术前阴道准备时间ꎬ未增加残端感

会影响手术效果ꎬ不利于预后康复

[７￣８]

ꎮ 而目前国内

外仍缺乏规范的阴道准备方式ꎬ阴道准备效果得不
到保障ꎮ

３.２

微创技术在全子宫切除术中的应用

目前临

床上应用最多的全子宫切除术主要为 ＬＨ 与传统开

染、发热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ꎬ在确保患者安全的基
础上缩短了住院时间ꎮ 相较传统阴道准备ꎬ实验组
患者满意度为 ９０.０％ꎬ明显高于对照组ꎮ 而阴道准
备作为全子宫切除手术前准备的重要环节之一ꎬ操
作次数的减少不但可消除患者的不适感ꎬ而且可更

腹子宫切除术ꎮ 传统开腹手术虽然手术视野直观ꎬ

好地节省医疗资源ꎬ这一点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相

可更清晰暴露组织结构ꎬ术中止血迅速ꎬ但手术创伤

符ꎮ

大ꎬ容易使患者处于高度应激状态ꎬ不利于术后康
复ꎬ增加了患者的痛苦ꎬ且腹部往往留有较大瘢痕ꎬ
很难满足女性的审美要求

[９]

ꎮ 随着人们生活理念

综上ꎬ在加速外科理念下 ＬＨ 术前不常规行阴

道准备是安全、有效的ꎬ与传统阴道准备相比ꎬ虽然
不能明显提高阴道清洁度ꎬ降低术后体温、白细胞异

的不断更新、器械技术的进步ꎬ腹腔镜凭借其创伤

常率及阴道残端感染率ꎬ但缩短了术前住院时间ꎬ提

小、应激反应小、术后康复快、住院时间短、手术瘢痕

高了患者满意度ꎬ并在节省医疗资源、提高护理工作

小、可避免盆腹腔器暴露在空气中造成不必要的感

效率等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ꎮ 目前加速康复外科理

染等特点ꎬ迅速发展ꎬ并逐渐成为妇科手术的主要方

念的实施尚无统一标准ꎬ有的观念因与传统观念相

式

[１０￣１１]

ꎮ 但 ＬＨ 也存在一定不足ꎬ一方面 ＬＨ 手术

悖ꎬ仍难以被接受ꎬ本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ꎬ积累的

费用明显高于开腹手术ꎬ导致部分家庭难以接受ꎻ由

病例数量有限ꎬ临床效果尚需多中心、大样本、前瞻

于人们传统观点认为开腹手术范围大ꎬ效果会更好ꎬ

性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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