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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精细化护理对全身麻醉下妇科腹腔镜手术复苏期的影响分析
孙静璐，曹爽（通讯作者）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医院 麻醉科，上海  200126）

0　引言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腹腔镜手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因其具有创伤小、出血量少 [1]、恢复快速等特点，因此在异

位妊娠、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的治疗中应用广泛。因妇科腹

腔镜全麻患者术后保护性反射未得到完全恢复，具有一定的

危险性，因此在这一阶段实施临床护理干预至关重要。精细

化护理属于细致周到的护理模式，重视患者的主体地位，关

注人的发展和自由 [2]，能使患者就医期间的生理舒适度得到

提高，使患者在身心状态俱佳的情况下接受有效的治疗及护

理，进而达到预后改善的目的。现探究本院 2016 年 11 月到

2018 年 1 月接收的 2000 例妇科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采取

两种护理方案的临床价值，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常规资料。2000 例患者均来源于本院妇科，纳入起始时

间在 2016 年 11 月，结束时间在 2018 年 1 月，分为两组，

各 1000 例，参照组平均年龄（34.92±3.74）岁；平均身高

（161.24±15.14）cm；平均体重（58.46±2.49）kg；疾病类型：

337 例卵巢囊肿，259 例卵巢管妊娠，218 例卵巢畸胎瘤，27
例子宫内膜增生，154 例子宫肌瘤以及 5 例其他。试验组平

均年龄（34.15±3.52）岁；平均身高（161.36±15.20）cm；

平均体重（58.71±2.52）kg；疾病类型：341 例卵巢囊肿，

254 例卵巢管妊娠，229 例卵巢畸胎瘤，21 例子宫内膜增生，

149 例子宫肌瘤以及 6 例其他。两组基本资料对比后接近，

符合研究指征（P>0.05）。

1.2　方法。所选患者均实施安全性佳的气管内插管全麻措施，

出现高血压患者 13 例，出现低血压患者 21 例，出现恶心呕

吐患者 11 例，出现谵妄躁动患者 10 例。所选患者麻醉并发

症经及时对症处理后均得到良好解决；于麻醉复苏室实时监

测血氧饱和度，手术完成后观察时间不低于 1 h。患者术后均

处于未完全清醒状态，肌张力未完全恢复，循环及呼吸不稳定。

麻醉复苏停止后患者意识恢复，吞咽反射与咳嗽正常，肌力

接近正常，呼吸稳定，血流动力学指标接近稳定，血氧饱和

度 >95%。

1.2.1　参照组：行常规护理：在患者未清醒前选取半卧位，

对其生命体征指标进行密切监测；若患者主诉不适需行针对

性干预。

1.2.2　试验组：行精细化护理，具体内容有：

1.2.2.1　对患者脉搏、血压、呼吸和意识状态等指标加强观察，

间隔 15-30 min 对其血压进行一次测量，待其血压处于稳定

状态后再监测，一小时测量一次；另外，还需对患者麻醉苏

醒时间仔细观察。

1.2.2.2　对患者皮肤色泽密切观察，若患者术后疼痛明显，

可严格遵照医嘱实施药物镇痛干预。结合患者术中尿量、出

血量、输液量等纠正输液，使其维持平衡；对患者出血量以

及出血体征加强观察，例如血压下降、皮肤湿冷、脸色苍白、

脉搏快且细弱等症状；重点观察患者对输液、输血和升压药

的反应；护理过程中若发现异常情况需尽快通报责任医生。

若患者存在烦躁不安等表现，需注意患者是否存在缺氧情况，

并对尿管引流畅通情况仔细检查；碘胺酮等麻醉药物应用后

在患者苏醒期导致的幻觉亦会诱发不安、烦躁等表现，因此

可给予约束带保护，有效预防坠床。

1.2.2.3　将患者麻醉恢复整个过程详细记录，待进入至复苏

室时，护理人员需对患者基本情况、手术类型、生命体征、

术中表现、引流种类、渗液、伤口部位及大小、并发症等情

况仔细检查；复苏期间可参照 Steward 评分判定患者苏醒程

度，评分需高于四分方可离开复苏室。

1.3　效果评价（观察） 
1.3.1　观察指标：对两组自主呼吸恢复时间、苏醒时间、拔

管时间以及复苏室停留时间仔细观察，做好相关记录。

1.3.2　评价指标 [3]：参考 AVS 评分（视觉模拟镇痛评分）评

估患者疼痛程度，其中无痛：0 分；剧痛：10 分。3 分以下：

存在轻微疼痛，患者可忍受；4-6 分：疼痛且影响睡眠，尚能

忍受，需行临床处置；7-10 分：渐强烈疼痛，疼痛剧烈或难忍。

1.4　统计学分析。对获取的各组数据利用 SPSS 22.0 实施分
析，（ ±s）表示计量结果，t 检验，P<0.05 提示形成统计

学差异。

2　结果

试验组各项临床指标均优于参照组，P < 0.05，具备统计

学意义（见表 1）。

摘 要：目的   探析全身麻醉下妇科腹腔镜手术复苏期采取精细化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参研对象选取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 2000 例，按随机化分组原则均分成参照组、试验组，参照
组采取常规护理，试验组采取精细化护理。对比两组临床指标。结果   两组各项临床指标对比差异显著，统计学
意义形成（P < 0.05）。结论   将精细化护理运用在全麻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复苏期能缩短恢复时间，缓解疼痛，
值得深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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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组各项临床指标比较（ ±s）
组别 自主呼吸恢复时间（min） 拔管时间（min） 苏醒时间（min） VAS 评分（分） 复苏室停留时间（min）

试验组（n =1000） 9.81±2.89 15.01±5.48 12.17±2.76 1.28±0.21 65.14±17.93

参照组（n =1000） 14.02±3.59 22.27±5.67 14.03±4.32 4.08±0.29 88.02±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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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些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腹腔镜在现代外

科急腹症诊治中的优势逐渐显现，并且已成为妇科疾病治疗

的首选。尽管妇科腹腔镜手术安全性高、痛苦轻，极易为患

者接受；但受麻醉过深、长时间低血压等因素的影响，患者

术后极易出现苏醒延迟或较慢的情况，因此需采取合适的护

理措施，使患者顺利渡过苏醒期 [4]。

精细化护理是建立在常规护理前提下的护理模式，能够

使护理流程精确化和细致化，对提升护理质量有积极作用。

精细化护理的宗旨便是使护理工作更加准、严、细和精，通

过管理好护理工作中的每项环节，使护理流程更加合理、准

确以及有效，进而最大程度防止操作失误，避免护患纠纷，

维护护理工作安全。患者清醒时，极易出现烦躁、紧张和不

安等情绪，因而采取精细化护理还能使患者不良情绪得到安

抚 [5]；对患者体温及时监测，做好保暖措施，维持酸碱及电

解质平衡，能使患者复苏期的生命体态处于稳定状态，减少

并发症的不良影响 [6]。

总而言之，对全麻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复苏期采取精细

化护理行之有效，不仅能维护患者的机体安全，还能积极预

防各种并发症，加速术后恢复，建议深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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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挂线法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复杂性肛瘘予以保留括约肌挂线法治疗，不

仅可以使并发症发生率降低，同时可以促使患者快速康复，

可在临床上进一步普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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