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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手术室护理探析
刘艳

（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山西  大同  037000）

0　引言

剖宫产是临床一种创伤性分娩方式，也是妇产科中应用

最广泛的手术方法之一 [1-5]。通过对妊娠孕妇腹部和子宫实施

切开，将胎儿以及附属物从子宫内取出的过程。实践表明，

剖宫产手术中，对患者实施优质的手术室护理，可以大大提

高剖宫产手术的成功率，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的概率，

对患者缩短住院时间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接收诊治的 100 例剖宫产患者护理情况进行总结

分析，探讨优质的手术室护理措施。

1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 100 例实施剖

宫产手术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28.5 岁，平均胎龄

37 周，100 例产妇中初产妇 63 例，经产妇 37 例；平均剖宫

产手术时间（42±20）min。

2　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2.1　心理护理。手术实施前，护士要对患者进行术前访视，

全面了解患者的术前心理状态，并对产妇讲解手术的大致过

程，介绍主治医生，增加产妇的安全感，有患者存在术前恐

慌情绪的，还需要专门进行细心疏导，降低其紧张感，使其

能够积极配合手术的治疗，顺利完成手术的整个过程。

2.2　准备工作。护士要嘱咐患者手术前 12h 禁止进食，手

术前 4 h 要禁止喝水。要保持患者的皮肤清洁，进行常规备

皮以及留置导尿管。保证手术环境干净和整洁，温度控制在

20℃ -25℃，湿度控制在 45%-75%，备好薄棉被 。准备好手

术过程中需要的物品，常规用物包括：基础器械包，盐水巾，

开腹包，手术衣 [6-8]，一次性物品，吸引器，收集袋，18 号

保护器，3L 手术巾，1、2、4 号薇乔线。手术前对手术需要

使用的器械进行检查，对摆放的位置进行确认。护士要根据

病历对患者档案资料进行准确核对，然后将产妇领入手术室，

填写相关的手术安全核查表。在产妇实施麻醉时，可告知产

妇适当放松心情，指导和协助产妇将体位摆放正确，保证产

妇在手术台上取侧卧位，方便进行腰麻或硬膜外腔麻醉，同

事，协助配合麻醉师的工作，递卵圆钳夹碘伏棉球消毒皮肤。

密切观察产妇是否麻醉成功，麻醉完全后方可实施下一步的

手术。在麻醉起效后，需要帮助患者将体位调整成仰卧位，

方便置导尿管。要消毒手术区的皮肤，按照腹部切口的手术

铺巾法，确立好无菌区域 。然后，将三块治疗巾的 1/4 反折

面对手术医生，最后一块反折面对自己进行传递，递 4 把巾钳，

小双层单铺于切口上方递过麻醉头架，大双层单铺于切口下

方盖过器械升降台，最后铺洞巾 [9]。

3　术中协助

3.1　开腹。传递 23# 的大圆刀，切开皮肤和其皮下组织，递

中弯血管钳、组织剪，剪开产妇腹部筋膜，进行钝性腹直肌

分离，遇到血管要避开或用慕丝线进行结扎。递解剖剪及长

平镊，剪开腹膜，主刀医生将左手中指或食指伸入切口内，

在左手引导下剖开腹膜至适当的长度。最后递双头的腹腔拉

钩牵开组织，暴露出子宫。

3.2　切开子宫。递一把新的 23# 大圆刀，在子宫下段剖开一

个小口，递中弯血管钳，把胎膜刺破，用吸引器将羊水洗干净，

用子宫剪剪开或钝性撕开胎膜，切口 10-12 cm。

3.3　胎儿娩出。胎儿娩出时，护士要提前将切口周围金属器

械和电刀移除，防止损伤到刚娩出的胎儿。手术医生一人手

压宫底，另一医生把手伸入到宫腔内将胎儿娩出。若是有胎

儿过大分娩困难的情况出现时，护士需递产钳协助分娩。传

递 2 把中弯血管钳，依次钳夹于脐带，传递组织剪把其剪断，

并同时再传送组织钳把子宫壁静脉窦夹闭。递装有缩宫素的

注射针筒，在子宫壁的肌层上进行注射。递弯盘接取娩出胎盘，

递卵圆钳钳，夹住干纱布卷拭净宫腔，将宫腔内残留的胎膜

及胎盘组织清理干净，递一四折治疗巾铺于切口下方。将置

有胎盘的弯盘放于无菌桌，防止污染 [10-11]。护士需将娩出后

胎儿的口鼻内秽物吸出。

3.4　缝合。缝合子宫：递 1 号大薇乔线连续缝合。递生理盐

水洗手，递长镊，盐水纱布探查双侧附件，关腹前，清点器

械，敷料数目。缝合腹膜：大弯钳数把提起腹膜，甲状腺拉

钩牵开术野，递有齿镊，11×24 圆针 2 号薇乔线连续缝合，

关腹后再次清点物品，递生理盐水冲洗，吸净，换干净纱布。

递酒精纱球消毒皮缘，递有齿镊，11×24 圆针 4 号线间断缝

合皮下组织，最后用皮内缝线缝皮肤，将创缘内翻，这样可

以加速创口的愈合，缩短疗程。

3.5　术后处置。术后要协助医生，观察产妇各项情况，同时

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待产妇情况稳定后，送入病房，对未

使用的子宫兴奋类药物进行交接。

4　结果
对 100 例剖宫产术患者给予术前准备严密的手术配合，

剖宫产手术时间得到有效缩短，减少术中出血量，并降低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术中无一例患者出现手术意外，无剖宫产

术后恢复差的病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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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剖宫产手术室护理探析。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100 例进行剖宫产手
术的产妇，作为此次的临床研究对象，对妇产科中进行剖宫产手术的患者手术室护理的术前准备、术中协作、术
后结果进行详细阐述。结果与结论   优质的手术室护理能缓解产妇在手术过程中的不良心理，保障手术的顺利进
行，具有较高的护理满意度，对提高护患关系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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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紧急处理。如果是完全脱管，应该重新对刺穿部位

进行消毒，脱管一部分的，应该先进行消毒处理，再讲留置

针复位，重新固定，等输液结束后再将留置针取出。

3.4　静脉炎。引起静脉炎症的原因有药物刺激性较强、输入

液溶度过高或者静脉内置管时间太长等。表现为穿刺部位出

现红肿、发热，并伴随疼痛。为避免静脉炎发生，须严格执

行无菌操作原则。置管期间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及时更换

无菌敷贴。加强巡视，一旦发现患儿置管处沿静脉走向出现

红、肿、热或苍白状分支现象，要立即停止输液，拔出套管

针；局部发生肿胀的患儿应控制滴速，用 33% 硫酸镁或 75%
乙醇湿敷进行消毒等处理 [14]。

4　结论

静脉留置针操作简单，有利于临床用药和紧急抢救，同

时也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减少了静脉炎的发生，使静脉输液

更加方便快捷，大大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及护理质量，应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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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手术室护士在进行剖宫产手术时，要准备好术中可能会

用到的抢救物品，例如喉镜、气管导管及吸引器等；在实施

手术时，应将产妇的隐私位置进行适当的遮挡，保护产妇隐私；

进行剖宫产手术时孕妇通常取左侧卧位的体位，目的是预防

压迫腔静脉，因此护士需要在术中严密观察产妇的各项生命

体征，预防“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的发生 [12-13]。对产妇的

生命体征进行实施的监控；在手术中，产妇颈部可能发生酸

麻的感觉，护理人员可以对其颈部进行按摩，定时询问产妇

的需求。缩宫素的使用需要根据产妇的具体情况，按照医生

嘱咐进行子宫肌层注射。胎儿被取出的整个进程中，指导产

妇调整呼吸，身体放松，方便将胎儿顺利的取出；及时告知

产妇胎儿的健康情况和性别。术中胎儿被取出前，注意清理

干净手术区，以免胎儿被器械扎伤的情况出现。

剖宫产手术是处理高危妊娠解决难受的重要方法之一。

多年的手术实践证明，在剖宫产术中的护理配合极为重要。

虽然剖宫产手术的术程一般较短，但护理配合得当，不仅能

缓解产妇在手术整个过程中的不良心理，大大缩减手术的时

间，结合术后有效的护理，通常患者可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具有较高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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