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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助产护理干预对产妇分娩及产后出血的影响 

白宏宇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呼伦贝尔 

【摘要】目的 探究在产妇分娩时实施温馨助产护理对产后出血情况的影响。方法 研究入选 60 例受试

者，均为我院产科收治的孕产妇，选取时间段为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6 月，将其按照统计学方法分组，

分成研究组、对照组，每组产妇 30 例，2 组分别应用不同的分娩护理方法，比对组间分娩方式、产后不良

现象发生率和产后出血情况。结果 研究组产妇生产过程借助外力分娩的例数和产后不良现象出现的例数明

显更低，总体生产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值＜0.05；研究组产妇术后 2 小时、4 小时内出血量明显超出对

照组，总住院天数低于对照组，P 值＜0.05。结论 由于产妇生理和心理指标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因此，

在分娩过程中应实施专业的温馨助产护理，提高产妇分娩舒适度，降低产后出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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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warm midwif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maternal labor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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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warm midwifery care on postpartum hemorrhage during 
childbirth. Methods A total of 60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ll pregnant and lying-in women admitted to the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The selected time period was from May 2020 to June 2021. They were grouped accord- 
ing to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divided into a research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30 puerperae, and the 
two groups applied different delivery nursing methods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 the mode of delivery, the inci- 
dence of postpartum adverse phenomena and postpartum hemorrhage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In the study 
group, the number of cases of childbirth by external force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of postpartum adverse phenol- 
men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overall production situation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hospital stay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Because matern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are easily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professional and warm midwifery ca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during childbirth to improve maternal 
comfort during childbirth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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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的分娩结局易受到各方面外界因素影响，诸

如既往病史、生产环境、产妇情绪等[1]。分娩期是产妇

整个妊娠过程的关键时期，生产过程中风险因素较高，

容易出现不良并发症，包括羊水栓塞、产褥感染以及

产后出血，其中产后出血作为发病率最高的并发症，

会对产妇的生命健康造成直接影响[2-3]。文章选取在我

院产科分娩的 60 例产妇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探究在产

妇分娩时实施温馨助产护理对产后出血情况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入选 60例受试者，均为我院产科收治的产妇，

选取时间段为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6 月，将其按照

统计学方法分组，分成研究组、对照组，每组产妇 30
例，患者信息如下：对照组年龄 22-40 平均值（岁）：

（29.14±2.09），孕周 38-41 平均值（周）：（39.12
±0.39）；研究组 23-41 年龄平均值（岁）（29.37±1.
02），孕周 38-40 平均值（周）：（39.0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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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资料可得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一般生产护理，对产妇和其家属进

行健康宣教，告知其需要提前准备的母婴用品，产妇

进入分娩室后，密切监测体征变化，根据医嘱，结合

产妇状态进行分娩护理干预。 
研究组：实施温馨助产护理，具体如下： 
（1）生产时：首先要做好环境护理，分娩室提前

进行消毒和清理，调节好温湿度，通过产前健康宣教

了解产妇喜好，生产过程中可以播放轻柔舒缓的助产

音乐；生产过程中助产士要多与产妇进行沟通，密切

监测产妇机体状态，可以适当运用肢体语言安抚产妇

情绪；帮助产妇根据生产要求不断变换体位，定时按

摩受压处骶尾皮肤，加速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缓解应

激疼痛。 
（2）心理干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助产士要贯

彻落实温馨妇产护理理念，对产妇进行全程的心理干

预，进行任何操作前都应主动向产妇说明操作目的和

操作流程，提升产妇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分娩全程

监测产妇生理和心理状态，给产妇提供强有力的精神

支撑，鼓励产妇配合医师进行分娩，产妇情绪平稳时，

可向其传授缓解分娩疼痛的技巧。 
（3）产后：分娩结束后，助产士应第一时间告知

产妇新生儿情况，安抚其紧张情绪，待其生命指征平

稳后，全程陪同回到原病房，告知产妇家属和病区医

护人员此时产妇应严格卧床休息。待产妇状态恢复后，

可鼓励其与新生儿尽早接触。护理人员告知产妇家属

此时产妇生理和心理状态较差，需要为其营造良好的

家庭氛围，提升产后恢复效率。根据产妇情况进行针

对性饮食指导，鼓励其多摄入优质蛋白和维生素，向

产妇传授母乳喂养技巧和新生儿照护知识，嘱咐家属

密切关注产妇情况，如发生产后出血要立即通知主管

医生，并且记录好出血量。最后，根据产妇情况鼓励

其尽早下床运动，开展专项康复训练。 
1.3 观察指标 
（1）收集产妇不同分娩方式的例数，统计产后不

良现象发生率。 
（2）详细记录产妇产后不同时间段的出血量，比

较 2 组产妇住院总天数。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检

验和 T 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代表

2 组产妇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生产情况 
研究组产妇生产过程借助外力分娩的例数产后不

良现象出现的例数明显更低，总体生产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P 值＜0.05，见表 1。 
2.2 对比 2 组产后出血情况和住院天数 
研究组产妇术后 2 小时、4 小时内出血量明显超出

对照组，总住院天数低于对照组，P 值＜0.05，见表 2。 

表 1  生产情况对比（n，%） 

项目 
分娩方式 不良现象 

自然分娩 阴道 
辅助分娩 剖宫产 会阴 

撕裂伤 
新生儿 
窒息 产后出血 总发生率 

研究组 
（n=30） 18/30（60.00） 10/30（33.33） 2/30（6.67） 0/30（0.00） 0/30（0.00） 1/30（3.33） 1/30（10.00） 

对照组 
（n=30） 8/30（26.67） 3/30（10.00） 19/30（63.33） 3/30（10.00） 1/30（3.33） 2/30（6.67） 6/30（20.00） 

χ2 6.7873 4.8118 21.1722 - - - 9.9316 

p 0.0092 0.0283 0.0000 - - - 0.0016 

表 2  2 组产后出血情况和住院天数比对（ sx ± ） 

组别 产后 2h 出血量 产后 4h 出血量 住院时间 

研究组（n=30） 121.54±20.57 210.85±30.07 5.72±0.64 

对照组（n=30） 256.91±31.73 346.92±51.62 7.86±0.82 

t 19.6077 12.4756 11.2684 

p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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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分娩过程中容易造成产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较

多，包括既往疾病（妊高症、妊娠期糖尿病）、既往

手术史、产时环境、不良情绪等，以上因素都会直接

干扰产妇的生命体征，导致血压和心率在短时间内升

高，出现呼吸困难，进而影响宫缩速度，延长各产程

时间[4-5]。增加分娩痛苦的同时，也会危及产妇和新生

儿的生命健康。其中最主要的并发症为产后出血，其

发病原因就源于产时宫缩乏力。因此，要求分娩时助

产士应该进行有效的温馨护理，提高产妇生产舒适度，

缓解产妇紧张和恐惧情绪[6]。在分娩过程中，密切监测

产妇体征变化，做到始终以患者为中心。文章研究结

果显示，研究组产妇生产过程借助外力分娩的例数产

后不良现象出现的例数明显更低，总体生产情况明显

优于对照组，P 值＜0.05；研究组产妇术后 2 小时、4
小时内出血量明显超出对照组，总住院天数低于对照

组，P 值＜0.05。 
综上所述，由于产妇生理和心理指标易受到外界

因素影响，因此，在分娩过程中应实施专业的温馨助

产护理，提高产妇分娩舒适度，降低产后出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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