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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脉冲治疗仪联合常规护理在足月分娩产妇产后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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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低频脉冲治疗仪联合常规护理在足月分娩产妇产后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选择本院 382 例

足月分娩产妇进行分组，对照组进行常规产后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低频脉冲治疗仪。观察两组的临

床数据。结果 实验组的乳汁分泌量及血清泌乳素均高于对照组（P<0.05），且泌乳始动时间、产后出血量及住

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足月分娩产妇产后护理中使用低频脉冲治疗仪可有效改善产妇的泌乳

指标，减少产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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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ow frequency pulse therapeutic apparatus combin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 postpartum care of full-term parturients. Methods: 382 full-term partur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postpartum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low-frequency 
pulse therapeutic apparatu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Observe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amount of milk secretion and serum prolacti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onset time of lactation,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low-frequency pulse therapeutic apparatus in postpartum care of 
full-term parturi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actation index of parturient and reduce postpartum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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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临床上大部分的常规护理并不能满足产妇

们所需的护理效果，有部分的产妇会出现产后宫缩疼

痛，产后大出血等情况，严重影响产妇的产后恢复和

母乳喂养情况[1]。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加强对产

妇产后护理的干预力度，帮助产妇更快的恢复。近几

年来，随着物理疗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种通过物

理刺激改善产妇身体循环功能的疗法[2]，被越来越多的

产妇所接受，低频脉冲治疗仪是临床上常用的康复设

备之一，对产妇的产后康复起促进作用。对此，本次

实验将讨论低频脉冲治疗仪联合常规护理的临床效

果，现实验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来本院产科就诊的足月分娩产妇（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作为本次实验对象。选 382 例进

行随机分配法，分组后每组各 191 例。产妇信息为：

参照组女性 191 例，年龄范围为 23~36 岁，平均年龄

为(28.12±5.05)岁；实验组女性 191 例，年龄范围为

24~35 岁，平均年龄为(29.25±5.12)岁。比较两组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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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产后护理：首先要对室内进行消

毒，杀菌和整理，定期做好通风，保证室内舒适，对

产妇的各项生命体征进行检测并记录，嘱家属时刻注

意产妇是否出现阴道出血等情况，让产妇多饮水。鼓

励产妇产后 2—4 小时内早下床排尿，24 小时后，可在

家属的搀扶和护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下床活动，适当

的开展产后康复训练。饮食方面，制定合理的饮食计

划，为保证母乳的质量，指导多摄入维生素和高蛋白。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低频脉冲治疗仪：产

妇平躺，对乳房进行清洁之后，分别将 4 片电极片贴

于相应位置，连接导线和电极片。为防止出现接触不

良的情况，要确保所有的电极片贴合紧密，粘贴良好，

确定固定完整之后，启动治疗仪，按照由强至弱的顺

序逐步增加刺激强度。在治疗过程中，评估患者有无

身体不适情况。出现胸闷疼痛等不适症状，及时调整

治疗强度，如不适症状较为强烈，立刻终止治疗。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产妇的泌乳指标。泌乳指标包括：泌乳

始动时间、乳汁分泌量及血清泌乳素。其中乳汁分泌

量评分:若挤压乳房时有乳汁排出，且乳汁分泌能够满

足新生儿需要，即为乳汁充足。乳汁充足为 3 分,无泌

乳为 0 分，不足为 2 分。泌乳始动时间以产妇双乳出

现胀满感，且乳汁自乳头溢出时间确定。血清泌乳素

主要是测定机体泌乳素水平的高低，泌乳素是人体正

常的激素，如果泌乳素水平过高就属于病理状态，一

般女性 40 毫克每升为正常水平。观察并评估两组产妇

的产后出血量及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5.0 软件对本次数据进行预处理与统计

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产妇的泌乳指标 
实验组的乳汁分泌量及血清泌乳素高于对照组

（P<0.05），且泌乳始动时间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比较两组产妇的产后出血量及住院时间 
实验组的产后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 1 泌乳指标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乳汁分泌量（分） 血清泌乳素（ug/L） 泌乳始动时间（d） 

对照组 191 1.50±0.78 50.86±8.66 2.53±1.12 

实验组 191 2.85±0.32 30.64±4.21 1.20±0.63 

t — 22.1298 20.1597 14.3039 

P — 0.0000 0.0000 0.0000 

表 2 产后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量（ml） 住院时间（d） 

对照组 191 380.37±20.18 5.37±1.37 

实验组 191 232.37±15.37 2.21±1.12 

t — 80.6333 10.2999 

P — 0.0000 0.0000 

 
3 讨论 
产妇的分娩过程会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时间较

长的分娩阶段，这一阶段，产妇的体力和精力会受到

极大消耗[3]。其次就是产后恢复阶段，大部分的产妇在

产后会出现伤口疼痛等一系列并发症，甚至出现焦虑

不安等负面情绪。最后就是角色转换阶段，产妇会经

历由普通女性向母亲的角色转变。这几个阶段很容易

让产妇出现生理功能失调、内分泌紊乱等情况，不利

于产妇的康复。为了加快产妇产后的康复速度[4]，并且

促进产妇和新生儿的关系，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去解

决这些阶段会出现的问题和危险因素。低频脉冲治疗

仪是一种多用途医疗仪器，针对产妇而言，主要针对

于产后的功能性恢复[5]。由于产妇在生产过程中盆底肌

肉、筋膜等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产后松弛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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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频脉冲治疗仪会根据人体的穴道对人体的各项器

官进行调节[6]，能够有效的加速产妇的血液循环，帮助

产妇促进子宫的修复[7]，能够有效减少产后并发症的发

生概率，极大的保障了产妇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8]。低

频脉冲治疗仪可以通过局部刺激作用，松弛盆底肌，

使收缩运动规律有力，促进机体内缩宫素分泌，增强

子宫收缩力，预防产后出血[9]。部分产妇产后由于分娩

过程中子宫压迫膀胱，造成膀胱肌麻痹，导致产后尿

潴留,影响子宫收缩，增加泌尿系统感染风险。低频脉

冲治疗仪可以促进膀胱肌肉规律运动，缓解括约肌痉

挛，有利于产妇产后排尿通畅[10]。低频脉冲治疗仪可

以通过低频电脉冲刺激膀胱肌肉[11]，恢复逼尿肌功能，

降低排尿阻力，缓解膀胱黏膜水肿，降低产后尿潴留

发生率。低频脉冲治疗仪对产妇产后胃肠功能恢复也

具有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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