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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围手术期防治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研究 

阴梦姣  周继萍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妇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对妇科恶性肿瘤围手术期防治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手段进行分析，以期能够为护理人员开

展后续工作提供些许参考。方法：本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接受手术的妇科恶性肿瘤患

者共计 56 例，通过抽签将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人数一致。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对甲组患者实

施常规护理，在充分分析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原因的基础上对乙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联合针对性护理，统计和记

录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情况。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较高，两组患者之间差异较为突出，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

出现几率较低，两组之间差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妇科恶性肿瘤围手术期护理中对患

者进行针对性护理有着较好的效果，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减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

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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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nursing metho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s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work of nursing staff. Methods:A total of 56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cies who underwent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by lot drawing, a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the same.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nursing staff performed routine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in group A, and based on a full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the lower limbs, they performed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targeted care for 
patients in group B, and statistics and recorde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lower limb depth. 
Venous thrombosi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group A patients, group B patients ha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more prominen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mpared with group A patients, group B patients had lower extremities The incidence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s low, and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during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perioperative care has a good effect. It 
can promot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 ca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the 
lower limbs. It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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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医疗系统的压力，对医护人员提出

了新的挑战。目前，临床上多是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

恶性肿瘤的治疗，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患者及

其亲属的一致认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妇科恶性肿

瘤患者在围手术期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几率较高，

这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利于患者

的早日康复。因此，对妇科恶性肿瘤围手术期防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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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手段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

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年 1月~2019年 12月期间接受手

术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计 56 例，对两组患者分别实

施常规护理及常规护理联合针对性护理，具体内容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年 1月~2019年 12月期间

接受手术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计 56 例，通过抽签将

所选患者分为甲组及乙组，两组患者人数一致，均为

28 人。甲组 28 例患者中年龄最小为 34 岁，年龄最大

为 52 岁，均值为（42.5±5.3）岁，乙组 28 例患者中年

龄最小为 33 岁，年龄最大为 53 岁，均值为（42.7±5.5）
岁，两组患者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纳

入标准：所选患者均已确诊；所选患者及其亲属对本

次实验的内容及可能导致的后果充分知情；患者意识

清醒，能够配合实验的顺利开展；患者均签署自愿协

议书；本次实验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

所选患者患有其他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疾病[1]。 
1.2 方法 
实验过程中，护理人员对甲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

在充分分析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原因的基础上对乙组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联合针对性护理。在甲组患者护理

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根据甲组患者实际情况采取适当

的常规护理手段。在乙组患者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

应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针对性的开展护

理工作[2]。护理人员应在术前对手术风险进行研究，并

对患者进行知识宣讲，向患者及其亲属详细详讲解相

关注意事项，介绍本院优势及治疗案例，提高患者的

顺应性，降低医护工作的难度。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

心理疏导来消除患者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确保患

者能够积极配合手术，进而为手术的进行打下良好的

基础，保证手术的高效有序进行。在手术中，护理人

员应严格按照既定流程开展工作，始终保持严谨认真

的工作态度，密切监测患者各项生理指标，并对患者

体位进行规范，适当对患者腓肠肌进行按摩，以消除

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风险。在手术完成后，护理人员

应鼓励和引导患者进行适当的运动，并时刻关注患者

下肢情况，适当使用相关药物，尽可能避免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出现，最大程度的保证患者的健康[3]。 
1.3 判断标准 
统计和记录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及下肢深静脉

血栓出现情况。将患者护理满意情况分为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及不满意三种，护理满意度为十分满意及比

较满意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4]。 
1.4统计学处理 
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下，（x±s）为计量资料，

检验使用 t 进行，计数资料为（n），检验使用 x2 进行，

当 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护理满

意度较高，两组患者之间差异较为突出，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5）。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 

组别 人数（n） 十分满意（n） 比较满意（n） 不满意（n） 护理满意度（%） 

甲组 28 9 15 4 85.71 

乙组 28 13 14 1 96.43 

X2 值 - - - - 6.581 

P 值 - - - - p＜0.05 

 
2.2 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下肢深

静脉血栓出现几率较低，甲乙两组出现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患者分别有 7 人及 2 人，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几

率分别为 25.00%及 7.14%，两组之间差异较大，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在围手术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

的几率较高，这对手术治疗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如得不到及时可靠的控制有可能导致患者的死亡，护

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对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工作给

予足够的重视[6]。从目前研究来看，导致肿瘤促凝物质

释放、药物作用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深静脉血栓的出

现，因此，在妇科恶性肿瘤围手术期护理中对患者实

施针对性护理是十分必要的 [7]。本次实验抽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期间接受手术的妇科恶性肿

瘤患者共计 56 例，意在对妇科恶性肿瘤围手术期防治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护理手段进行分析，以期能够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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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开展后续工作提供些许参考。实验过程中，护

理人员从手术前、手术过程中及手术完成后三个环节

开展工作，通过知识宣讲、心理疏导等手段消除导致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因素，以期能够达到预防目的[8]。研

究结果显示，相比甲组患者，乙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较

高，甲组共有 4 例患者对护理工作不满意，乙组仅有 1
例患者对护理工作不满意，甲乙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分别为 85.71%及 96.43%，两组患者之间差异较为突

出，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甲组患者，乙

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出现几率较低，甲乙两组出现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分别有 7 人及 2 人，下肢深静

脉血栓出现几率分别为 25.00%及 7.14%，两组之间差

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以得出，

针对性护理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有着

较好的效果[9]。 
本次研究表明，针对性护理在促进患者护理满意度

的提升、减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现方面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护理人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在实际工作

中加以推广和应用，进而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

务，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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