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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外科围手术期应用的研究进展
吴万贤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乐百道卫生院，云南 开远）

摘要：单纯简单的护理技术操作已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尤其是在外科围手术期的护理过程中更应当注重“以人为本”。作为一种
整体的、创造性的护理模式，舒适护理的推行能够让患者从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处于愉悦、舒适的状态，对患者的舒适感受、满
意度更加注重。本文就舒适护理在外科围手术期应用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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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围手术期护理是护理的重要部分，它主要是针对患者在

手术过程中，由于手术和麻醉会给患者带来生理和心理的不
利影响而展开的护理。当前，护理模式日益发展和完善，单
纯技术操作这样的常规护理已然不适应当前的发展，且无法
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各种护理需求。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
模式，舒适护理充分尊重患者的需求、感受，可以在较大程度
上满足患者对医疗护理新的需求 [1,2]，具体来说，舒适护理就
是通过护理干预措施的实施让患者从心理、生理等方面处于
最愉快状态，或者尽可能使患者治疗期间产生的不愉悦、不
舒适的感受得以减少，增加患者的愉悦感、舒适感，以提高患
者的配合度，以对健康和疾病的康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科围手术期的护理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
围手术期各种因素给患者带来的不良影响，舒适护理被广泛
应用在围手术期。下面就外科围手术期舒适护理的应用展
开如下的综述。

1   围手术期舒适护理现状
1.1   术前舒适护理
1.1.1   环境舒适护理

Janice 指出，营造良好的病房环境，如温湿度控制在合理
的范围内，光线适宜且不会造成不良刺激，室内气味不刺鼻、
不让人有不愉悦的感受，室内保持安静，各种声响都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等，这样的病房环境便于患者在术前进行良好的
休息，为其睡眠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利于患者的生命体征
保持平稳状态，且不会使患者的情绪出现异常的波动，利于
患者以平稳的心态应对接下来的手术。同时若有条件提供
家庭式病房，会使病人更加放松像在家一样。
1.1.2   心理舒适护理

手术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都是一次严重的心理刺激．
会使患者术前产生恐惧心理和疑虑心理 [3-5]。针对患者的此
种心态，巡回护士要于术前一天到患者病房，强化与患者的
沟通和交流，耐心地将一些手术注意事项向患者介绍和解释
清楚，安抚患者不要过于紧张，向患者介绍术者和护理人员
的水平、医疗设备、手术环境等，增加患者对此的了解度，同
时列举经手术治疗获得良好疗效的病例，增强患者对医疗的
信心，提高患者的配合度。
1.1.3   术前指导

手术前一天，手术室护士深入病房，对患者实施术前访
视。根据病历上所记载的内容，对患者的术前诊断结果、身
体情况、手术类型、是否具有过敏史等加以了解。积极做好
术前患者评估，向病房主管医生和责任护士了解相关情况，
进行术前指导，查看术前的一些检查资料和确定手术部位，
进一步了解患者的身体情况，耐心解释手术的必要性和必要
准备，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地将手术前用药、禁食、禁饮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患者解释清楚，简单地向患者概述一些

手术步骤和麻醉方法，将手术过程中需要患者配合的要点耐
心地向患者解释清楚，使其对配合要点加以正确的掌握 [6,7]。
1.1.4   睡眠舒适护理

术前睡眠质量不理想，将有可能导致患者的血压处于高
水平状态，造成患者心率处于异常加快状态，且会影响患者
的心理状态和配合度，对手术的进行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8]。
故要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利于睡眠的环境，引导患者调整好心
理状态，使自身情绪处于平稳状态，有需要时，遵医嘱给予患
者适量的安定类药物。
1.2   术中舒适护理
1.2.1   营造良好的手术环境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受到不良手术环
境的影响，术前提前做好准备，营造良好的手术环境，如室内
温湿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室温保持在 22-25℃，湿度大约
保持在 50%，各种医疗设备、物品摆放整齐等。将患者送进
手术室时，不出现明显的颠簸和碰撞，以免增加患者的紧张
感和恐惧感，以免引起患者出现异常的生理反应。
1.2.2   术中舒适护理措施

（1）在患者躺在手术床上时，护理人员站在床边，并通过
爱抚患者手或脸，将其放松。（2）麻醉时协助患者保持手术
需要的特殊体位，并通过语言告诉患者可能会出现的感觉。

（3）患者术中出现疼痛时，耐心倾听并对其进行充分的安慰，
告诉患者减轻痛苦的技巧，增强其信心 [9]。（4）合理遮盖患
者不必要暴露的部位，使患者的隐私得到尊重和保护。（5）
术中各项操作动作轻柔、娴熟，避免声响超出患者接受的范
围，以免导致患者的情绪出现波动，以免引起患者出现异常
的生理反应。（6）手术过程中通过应用柔软的棉垫达到局部
保暖的目的，增加患者的舒适度。（7）在手术过程中，尽量无
声稳定地操作器械，避免手术器械相互碰撞的声音；切记不
得将手术台上的无影灯直接照射到患者的面部，减轻患者的
紧张感。（8）在手术操作期间，时时留意患者的生命体征是
否保持平稳状态、是否出现异常的波动。
1.3    术后舒适护理
1.3.1   手术结束舒适护理

（1）手术完毕后，及时将存在于患者皮肤上的血迹、消毒
液清除干净，将患者的衣服穿好，为患者将被单盖好，告诉意
识处于清醒状态的患者已经成功完成手术，叮嘱患者安心休
养。（2）合理固定好引流管，确保引流保持顺畅状态，强化病
灶切口的隔离，最大限度地避免污染发生。将患者平稳安全
地送回病房，同病房护士做好交接工作，将相关注意事项交
代清楚 [10,11]。（3）及时告诉全麻后尚未恢复清醒的患者的家
属手术的情况，安抚其放宽心，等待患者苏醒。（4）借助于力
学原理，采用搬移布单法或卷轴法，安全搬运患者，最大限度
地减少搬运时因震动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
1.3.2   体位舒适护理

普遍来讲，将术后患者的体位调整为去枕平卧，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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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恢复清醒的患者的头部偏向一边，以免患者误吸呕吐
物、分泌物 [12]。
1.3.3   环境舒适护理

合理控制室内温湿度，保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保证室
内空气流通顺畅、新鲜，合理控制室内声响，对探视人数和次
数进行合理的控制，各种光线适宜，让患者在一个安静、舒适
的病房内进行休养和术后恢复。
1.3.4   疼痛舒适护理

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强化与患者的沟通，告诉患者疼
痛是术后的常见反应，安抚患者不要过于紧张，指导患者通
过看报纸、看电视、听音乐、与家人聊天等方式转移集中在疼
痛上的注意力，有需要时，或遵医嘱给予止痛药，或遵医嘱让
患者应用止痛泵，以缓解患者的疼痛感 [13,14]。
1.4   出院指导

出院前，恭喜患者出院，耐心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患
者进行出院指导，告诉患者出院后切勿大意，要注意合理饮
食，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保持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要循序
渐进地进行出院后的康复训练等。

2   小结
做好外科围手术期护理对于促进手术的顺利进行，提高

手术成功率，促进患者术后恢复有积极的作用。在外科围
手术期对患者实施舒适护理，可以全方位地满足患者的护理
需求，使其在此期间出现的不愉快程度得以降低，使其身心
保持最佳状态，使其配合度得以提高，能够为顺利完成手术
提供可靠的条件，且可以对患者术后恢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使患者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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