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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在宫颈炎护理中的应用 

于慧丽 

黑龙江省第三医院  黑龙江北安 

【摘要】目的 本文探究在宫颈炎患者中实施以人性化为基础的护理，对患者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的价值。

方法 入组样本为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699 例宫颈炎患者，对比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传统护理组的护理满意度占比 81.95%，治疗依从率为 83.38%，人性化

护理组满意度占比 94.00%，治疗依从率为 92.29%；在生活质量评分上传统护理组明显低于人性化护理组，

P＜0.05，说明存在对比性。结论 在宫颈炎患者中实施以人性化理念为基础的护理，患者对护理效果满意度

和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的评分非常高，说明人性化护理有良好促进宫颈炎患者的康复速率的效果，值

得将其科学利用并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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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cerviciti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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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cervicitis patients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Methods 699 patients with cervicit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enrolle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was 81.95%, the treatment comp- 
liance rate was 83.38%, and in the humanized nursing group, the satisfaction rate was 94.00%, 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was 92.29%;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umanized nursing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nursing based on humanized concept is 
implemented in patients with cervicitis.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effect,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are very high, indicating that humanized nursing has a good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rehabilitation 
rat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itis, which is worthy of scientific utilization and wid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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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炎是女性较为常见的妇科病之一，可分为

慢性宫颈炎和急性宫颈炎，在已婚妇女中发病率非

常高，发病大多是因宫口受到损伤，从而受到外界

细菌的感染引发的炎症，因为宫颈内膜的皱襞相对

较多，感染后不易清除，很容易形成慢性宫颈炎，

患者的患病时间较长，治疗过程复杂，且该疾病极

易复发。宫颈炎的主要临床表现为阴道有灼热感、

下腹坠痛、腰部酸痛、分泌物增多等，如治疗不及

时会转成其他病变，给患者带来生活上以及工作上

的不便，同时加上患病部位的隐私性，会影响患者

的正常心理状态，使其产生各类不良情绪[1-3]。在临

床治疗的过程中，人性化护理广泛应用其中，该护

理措施是以患者护理需求为实际工作内容，通过护

理人员的精心干预和护理而改善白带增多、外阴瘙

痒或者下腹坠痛等疾病症状，使患者可以得到更好

的临床治疗，实现提升患者临床舒适度与满意度，

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以及生活质量[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组样本为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在我院进

行治疗的 699 例宫颈炎患者，根据护理措施差异进

行分组，其中传统护理组 349 例，人性化护理组 350

https://imrf.oajrc.org/�


于慧丽                                                                        人性化护理在宫颈炎护理中的应用 

- 97 - 

例。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所有患者都符合宫颈炎

的临床诊断标准，并经宫颈提取物涂片检验确诊为

宫颈炎，临床病历资料完整，均在本院进行治疗及

护理，能积极地配合护理工作，且所有患者或其家

属均同意参与调查研究，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确认。

排除伴有合并恶性肿瘤、凝血机制障碍、免疫功能

障碍、其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认知及语言功能障

碍、精神疾病或癫痫史者、重要器官功能障碍和临

床配合度较低者以及对治疗用药存在过敏的患者，

指标间 P＞0.05，具备可比性。 

表 1  宫颈炎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平均病程 

传统护理组 349 41.84±3.75 岁 3.06±1.24 年 

人性化护理组 350 41.72±3.93 岁 3.01±1.36 年 

 

1.2 方法 
（1）传统护理组：开展常规入院健康教育、对

患者进行必要的身体监护、饮食指导和健康教育、

遵医嘱用药、运动指导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同时

积极预防并发症，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

护理方案，并定时监测患者各项指标。 
（2）人性化护理组： 
①组建人性化护理小组：根据医护人员的学历、

职称、临床社会经验进行合理配置，落实小组责任

制，为护理人员制定护理目标及责任制度，增强医

护人员的责任感，确保每一位医护人员可以更好的

完成护理任务[5]。对小组成员进行人性化护理培训，

让每一位护理人员全面掌握人性化护理的工作流

程，了解宫颈炎临床特点以及护理特点。根据患者

实际治疗内容给予护理支持，主要内容包括健康宣

教工作、饮食指导工作、病情监测工作、用药护理

工作、心理护理以及运动指导等[6]。 
②环境护理：营造干净整洁、轻松愉悦、温馨

和谐的病房环境，保持室内温湿度适宜，每日定时

开窗通风，避免噪声过大，经常与患者进行交流沟

通，了解患者对于环境方面的需求，如对病室温度、

护理人文环境有无特殊需求，尽可能满足患者对于

环境护理方面的要求[7]。 
③健康教育：医护人员要结合患者的文化水平

以及理解能力对其进行宫颈炎的健康宣教，其内容

主要包括疾病发病原因、发病症状以及治疗方式，

在健康宣讲过程中，使用亲切且温柔的言语回答患

者提出相关疾病的问题，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健康知识掌握率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④心理护理：由于宫颈炎患者发病部位隐私，

发病时会引起患者白带增多，腰痛和下腹坠胀等症

状，因此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导致患者不良

情绪情况明显，护理人员需了解患者治疗期间的心

理状态，给予针对性心理干预，从而有效缓解患者

不良情绪，提高患者治疗信心。对于需要手术治疗

的患者要积极予以心理疏导，由于患者需要面临手

术治疗，但却对手术缺乏了解，并对治疗缺乏信心，

在手术前普遍会产生恐惧、紧张、焦虑、抑郁等不

良心理情绪，易导致患者在进手术期间出现应激反

应的情况，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对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给予患者一定的心理安慰，并将手术可以达到

的效果向患者进行讲解，提升患者的治疗信心，保

持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8]。同时要温和并有耐心地

与患者交流沟通，详细告知患者手术室环境，采取

的手术方法、步骤以及在手术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

告知患者在手术期间注意的配合事项。 
⑤生活护理：叮嘱患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日常注意勤换内衣，不要穿过紧的内裤，内裤要用

开水烫洗后在阳光下直接晒，以防止各种细菌繁殖，

才能够避免宫颈发炎。告知患者避免性生活频繁和

不洁性生活，同时，还需要指导患者避免久站、熬

夜，调整生活习惯，有利于改善患者病情发展。 
⑥用药指导：在患者进行用药之前，先对患者

进行药敏测试，指导患者按时按量服用药物，讲述

正确用药效果、使用方式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不良反

应，部分用药方式可采用实际操作教学，护理人员

需在患者出院后进行定期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用药

状况，并给予针对性用药指导，提高患者用药依从

性，以提高药物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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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和生活

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6.0 软件对各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 sx ± ）表示，行 t 检验。若 P＜0.05 说明存

在对比意义。 
2. 结果 

表 2  两组宫颈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相比[n（100%）] 

组别 例数 依从 较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传统护理组 349 115（32.95%） 176（50.43%） 58（16.62%） 291（83.38%） 

人性化护理组 350 204（58.29%） 129（36.86%） 17（4.86%） 323（92.29%） 

P - - - - ＜0.05 

表 3  两组宫颈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相比[n（100%）]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传统护理组 349 192（55.01%） 94（26.93%） 63（18.05%） 286（81.95%） 

人性化护理组 350 233（66.57%） 96（27.43%） 21（6.00%） 329（94.00%） 

P - - - - ＜0.05 

表 4  两组宫颈炎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传统护理组 349 75.71±11.55 76.31±13.88 73.75±13.82 72.17±12.01 

人性化护理组 350 82.37±11.62 83.28±11.94 81.65±12.94 82.65±11.28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宫颈炎是妇常见产科疾病之一，此病为长期累

积导致，且具有一定复发率，发病人群多为已婚女

性，发病原因是频繁流产或者感染病原菌导致宫颈

感染，其主要症状为：白带异常、腰疼、外阴瘙痒

等，宫颈炎早期往往无明显临床症状，导致疾病被

忽略，造成疾病不断加重，少数患者可能出现恶性

病变的可能，该疾病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

患者的身心状态[9-10]。 
以人性化理念为基础的护理干预其核心就是

“人性化”，该护理方式在临床上的护理效果得到

广泛认可，可从环境、心理、疾病认知、治疗方式

等多方面出发，对患者施以人性化、针对性的护理，

使患者在接受临床治疗时，可以更加主动地配合治

疗。 
通过研究数据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宫颈炎患

者中实施以人性化理念为基础的护理，患者对护理

效果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的评分非常

高，说明人性化护理有良好促进宫颈炎患者的康复

速率的效果，值得将其科学利用并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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