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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术治疗静脉曲张的护理

孙丽娟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一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探析在使用射频消融术治疗静脉曲张中的护理。方法：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静脉曲

张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于 2018年 12月~2019年 12月共计选取 60例。使用双盲选法将其中 30例患者

分到对照组，另外 30例分到观察组，两组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护理，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则

采用针对性的护理方法。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对患者的临床状况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分析，并记

录相关内容，同时比较两组的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通过观察和分析得知，观察组患者的满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观察组患者中未发现患者发生并发症情况，

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 20.0%（6/30），两组相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表明，在使用射频消融术治疗静脉曲张的过程中，做好针对性的护理工

作，不仅能够缩短手术时间，促进手术成功率的提高，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治疗效果，对并发症发生率的减

少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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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of varicose veins using radiofrequency ablation.Methods: In
this study, varicose vein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Using the double-blind selection method, 30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30 were assign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adopted different methods of nursing,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asur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desired nursing method. Afte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 different
methods of nursing, the patients' clinical condition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relevant content
was recor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atisfaction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20.0% (6/30).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to treat varicose veins, targeted nursing work can not only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promote the
success rate of surgery,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reduce complications. The reduction in
incidence has had a posi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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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医学中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下肢慢性

静脉疾病，导致该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下肢静脉功

能出现障碍，一旦患有该病，患者的病症部位就会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水肿和疼痛，随着病情的发展，

患者的静脉曲张会发展成静脉扭曲，这种情况下，

患者的生活质量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也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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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较大的心理压力。当前，对于静脉曲张的治疗，

射频消融术的应用较为广泛，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

安全性高、术中并发症少的特点。但是仍需治疗期

间加强护理工作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治疗

效果的提升，减少手术时间，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对手术成功率的提升意义重大。基于此，本研究选

取我院 2018年 12月~2019年 12月期间收治的静脉

曲张患者进行分析，采用分组对比的方法探析射频

消融术治疗静脉曲张中的护理措施。具体报告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 2018年 12月~2019年 12月期间收治的

静脉曲张患者中，选取其中 60例作为本次主要研究

对象。并采用双盲选法将患者分到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组 30例患者。对照组中男女患者的比例分别为 17
例和 13例，其中年龄最大的患者 78 岁，年龄最小

的患者 33岁，年龄的平均值为（55.47±3.42）岁，

该组患者的病程阶段处于 3~30 年，平均病程

（21.32±2.31）年。对照组中男女患者的比例分别为

18例和 12例，其中年龄最小的患者 34岁，年龄最

大的患者 77岁，年龄的平均值为（55.33±3.52）岁，

本组患者的病程阶段处于 4~45 年，平均病程为

（22.12±2.27）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以及病程等

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资料之间可比性较高。

1.2 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有的患者均接受射频消融术治

疗。治疗方法：穿刺前，需要使用常规方法进行穿

刺点麻醉，之后进行穿刺，此时需要在彩超直营下

完成穿刺。同时，将射频消融导管和 7F血管鞘放置

其中，将麻醉肿胀液注入患者的下肢静脉，与此同

时连接系统合理的设置相关参数。此步骤完成后，

合理的调整患者下肢高度，要高于头部，保证患者

下肢静脉血液能够顺利排空，此后将患者下肢静脉

主干闭合。

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措施。观

察组则实数针对性的护理方法，具体如下：

第一，手术前护理。患者接受治疗前，需要做

好相关护理工作。护理人员在术前，要协助患者完

成各项检查，通过检查结果的分析，将患者下肢深

静脉通道进行明确，以便确认手术中具体的穿刺位

置[1]。同时治疗前，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穿刺部位皮肤

进行相应的护理，保证其完好。加强心理护理的实

施。由于患者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有限，且处于陌生

的环境中，加上疾病对患者带来的生理压力。其会

出现焦虑、恐惧及抑郁的不良情绪，不利于治疗效

果的提升。因此，护理人员要提前进行健康宣讲，

将疾病的相关知识、注意事项和手术过程进行详细

的讲解，提高患者的认知，让其做好心理准备[2]。另

外，护理人员还要积极主动的与患者交流，同时沟

通了解到患者的心理状况，要耐心倾听患者的讲述，

若患者存在问题，要第一时间解决，以此消除疑虑

并完成心理疏导。此外，还要给以患者一定的鼓励，

在此过程中，讲解成功的案例，增加患者战胜病魔

的信心，使其能够积极的配合治疗。

第二，术后护理。待患者手术意识恢复正常后，

护理人员要即刻给以患者一定的帮助，协助其下床

活动，但要控制好活动范围和强度，不宜进行剧烈

运动，只需在病房中缓慢行走即可，活动时间控制

在 1h内，同时嘱咐患者要多饮水，促进排尿，避免

发生静脉血栓等不良事件。除此之外，还要做好并

发症的预防工作。护理人员在患者手术成功后，要

对患者的情况进行严密的监测，尤其是穿刺部位及

周围皮肤，如果发现异常状况要及时采取正确的方

法进行处理，避免发生不良反应。如果在观察期间

发现患者穿刺部位存在轻微红肿，可指导患者进行

缓解，若症状较为严重，则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帮

助患者消除症状。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法护理后，观察和统计患

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状况，并进行比较。另外比较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通过满意度调查问卷获取，分为

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研究中包含的数据和资料统计录入计算

机中，同时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3.0完成分析和处

理。以百分比（%）描述计数资料，采用卡方值 X2

检验，若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则使用（P＜0.05）
表示。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状况

据表 1所示，观察组 30例患者中午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发生率为 0.0%。对照组发生皮下血肿、肢

体肿胀、静脉血栓的患者分别有 3例、1例、2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0%（6/30）。两组相比观察组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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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状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皮下血肿 肢体肿胀 静脉血栓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0 0 0 0 0.00

对照组 30 3 1 2 6（20.0%）

X2 5.874

P值 ＜0.05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0 25 4 1 29（96.67）

对照组 30 18 4 8 22（73.33）

X2 8.564

P值 ＜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据表 2 所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96.67%
（29/30）；对照组护理满意度为 73.33%（22/30）；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静脉曲张是临床中常见的下肢静脉疾病，目前

可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治疗，其中大隐静脉高位结扎

抽剥术是静脉曲张常见的治疗方法，该方法具有安

全性高、操作简单、并发症少的特点，且手术成功

率较高。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创面较大，容易

留下瘢痕，并且治疗后患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

所以临床认可度较低。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水平

和技术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在静脉曲张治疗中，射

频、激光灯微创治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相

关研究表明，使用射频消融术，不仅能够提高治疗

效果，而且不会影响切口美观，术后患者恢复较快。

另外，在静脉闭合中射频消融术具有较高的优势。

有学者研究表明，虽然射频消融术治疗效果良好，

但是仍然存在并发症发生情况[3]。因此，为了避免不

良反应的发生，治疗期间应该加强护理工作的实施，

对各个环节进行针对性护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

体效果。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无论是护理满意度，

还是并发症发生率，都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P＜0.05）。

总之，在静脉曲张患者接受射频消融术治疗期

间，实施针对性的护理，能够有效的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对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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