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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在疝气手术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张静

郑州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目的：分析综合护理在疝气手术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方法：选择我院在2019年1月~2020年
1月间收治的腹股沟疝患者72例纳入本次研究，按照数字随机分组的方法等分成综合组和基础组。基础组患

者实施常规基础护理干预，综合组则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联合针对性的综合护理，将两组患者的实际护理

效果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利用统计对比软件进行分析，P<0.05时数据具有临床意义。结果：在住院天数和下

床活动时间方面进行数据对比分析，综合组数据显著优于基础组，且综合组并发症发生率比基础组降低明显

(P<0.05)。结论：综合护理干预在疝气手术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良好，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患者的

住院天数和下床活动时间缩短，非常值得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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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Hernia Surger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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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valu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hernia surgery. 
Methods: 72 cases of inguinal hernia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mprehensive group and basic group. The basic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basic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comprehensive group was given target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actual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rehensive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comparison software. The data had clinical significance when p<0.05. Results: The data of hospitalization 
days and ambulation time in the comprehensiv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basic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comprehensiv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basic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horten the time of patients out of bed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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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股沟疝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在普外科的

患者中较为常见，老年人为主要的发病人群。现如

今我国正在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进而我国腹

股沟疝发病率逐年升高，给我国医疗产业造成了沉

重负担。手术治疗腹股沟疝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是术后患者并发症会对患者康复造成严重影响，

且会增加疾病痛苦。手术的实施效果及恢复情况与

患者心理状况有着重要的相关性，在外科手术患者

中实施针对性的综合护理是非常重要一项工作。由

于手术患者术在术前会产生焦虑和恐惧的心理，所

以护理人员要分析产生恐惧和焦虑诱因，针对性的

实施高质量的护理策略来应对特殊情况的发生。因

此实施护理干预对疝气手术患者来讲是十分必要。

近年来，课题组成员尝试为此类患者实施综合护理，

有效减少了并发症加快了术后患者的康复，先具体

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在 2019年 1月～2020年 1月间收治的

腹股沟疝患者72例纳入本次研究，按照数字随机分

组的方法等分成综合组和基础组。基础组研究对象

中，男患者 22例，女患者 14例，年龄范围 49～71
岁，平均 (59.64±3.52)岁；综合组研究对象中，男

患者 28例，女患者 8例，年龄范围 50～69岁，平

均 (59.71±3.40)岁。选取的病例均获得明确诊断，

排除存在手术禁忌症患者，且患者同时期未参加

其他课题研究。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无明显差异

(P>0.05)。
1.2方法

基础组行常规护理，打造优质病情环境，入院

前实施健康教育，对各项生命体征密切观察，加强

术前准备，术后实施饮食护理，加强抗感染治疗，

在出院时做好护理指导。

综合组行综合护理，具体如下。(1)健康教育：

主动为患者说明腹股沟疝症状、病因及治疗方法，

结合患者对病情掌握程度、学历水平，制定宣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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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通过画册、录像等诸多方式，为患者进行健康

知识讲解。在术前提前指导患者胸式咳嗽、腹式咳

嗽，嘱咐患者术后不要憋便，主动练习床上排便。

患者进入陌生的医疗环境中，适应过程中会产生焦

虑情绪，更希望等到医护人员的尊重和包容。所以

护理人员在宣教过程中要热情自然得体大方，详细

的为患者介绍医院环境及接触到的每位成员。耐心

讲解住院期间的诊疗安排和注意事项。让患者尽快

适应医疗环境，让其获得安全感。在护理过程中应

该礼貌的称呼患者，而不要单以床号代替患者的姓

名。护理人员给外科患者及其家属有效的心理干预，

帮助他们从心理上获得安全感，以利于外科患者的

恢复，以及稳定家属的情绪并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

疗。(2)心理疏导：每日主动和患者交流，多给予支

持与鼓励，对患者心态、配合治疗的行为及时肯定；

对心理状态不佳者，结合其不良情绪类型与产生原

因，针对性护理，如对恐惧手术者详细说明手术意

义、实施步骤、配合方法，对情绪焦虑者加强沟通，

说明可能预后情况，打消患者焦虑情绪。在护理全

程，注意用语简单明了、态度亲和，力争患者信任

感。患者在术前、术中和术后都会因为疾患以及其

他原因而产生心理应激反应，其中择期手术的患者

通常会产生术前焦虑的情绪反应。心理护理在研究

医学心理学的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来解决存在护理

活动过程中患者所有的心理问题，从而达到促使患

者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3)饮食指导：术前1d，嘱

咐患者实施半流质饮食，不可进食产气食物，避免

术后出现腹胀。手术当日，提前禁饮禁食，术后从

排气开始，给予流质饮食，以具有丰富营养的果汁

与汤汁为主，结合情况可换成半流食及软食，注意

营养均衡，合理搭配。(4)术后护理：告知术后疼痛

发生机制，说明疼痛是术后常见现象，不用过度担

忧。遵医嘱行镇痛处理，教会患者缓解疼痛的方法，

可以尝试听音乐、读书看报、深呼吸、写日记等，

鼓励患者主动调节减轻疼痛。住院患者对医护人员

的服务态度和言行举止尤为关注，所以医护人员不

经意间言语轻率可能造成患者误解并丧失必要的信

任，使得患者焦虑和恐惧情绪加重。另外也要强调

家属和亲友的态度，让他们帮助患者建立起治疗的

信心。因此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及职业素质的全面

培养，可以促进术后与患者家属的有效沟通，降低

患者不良心理发生的几率，让患者有积极配合治疗

的心理，鼓励其迸发出积极的精神状态。(5)并发症

护理：提前告知患者术后易出现并发症，将疝气手

术后常见并发症知识 (阴囊血肿、感染、渗血、压

疮、肠梗阻等 )印刷成知识宣传手册，提醒患者重

视并发症预防，从而提高患者配合度。由于患者对

手术有着较高的期望值，因此患者特别留心手术进

展到什么程度。迫切希望了解自己的手术进展情况。

并鼓励、指导患者更好地做好手术配合，让患者感

到医师正在全神贯注的进行手术。医护人员每时每

刻都会关怀和安慰患者，让患者产生安全感，并且

最大程度的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在手术结束后，

把手术情况告诉患者，使之安心，以待更好的恢复。

对阴囊血肿预防时，可及时热敷，协助肢体被动活

动；预防伤口渗血时，可先在膝部下垫一软枕，将

膝部抬高，减轻切口张力。(6)出院护理：在患者准

备离院前，详细讲解离开医院后的日常生活注意事

项，告知其约定的复诊时间。和患者互留微信以便

及时解答其问题，让患者关注公众号，随时获取疾

病康复的信息。

1.3观察指标

(1)统计不同分组中研究对象的住院天数已经下

床活动时间。(2)统计不同分组中研究对象的并发症

情况。

1.4统计学分析

用SPSS20.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 x±s)、计数

资料分别实施 t检验与 χ2检验对比。P<0.05为差异 
显著。

2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住院天数及下床活动时间

在住院天数和下床活动时间方面进行数据对比分

析，综合组数据显著优于基础组 (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住院天数及下床活动时间 [(x±s)分 ]

组别 例数 住院天数 (d) 下床活动时间 (h)

基础组 36 8.67±1.23 15.52±1.97

综合组 36 8.03±1.12 10.22±2.33

t - 13.121 11.725

P - <0.05 <0.05

2.2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

两组患者均存在并发症发生情况 , 综合组并发症

发生率比基础组降低明显 (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对比 (n, %)

组别 尿潴留伤口渗血术后感染肠梗阻 发生率 (%)

基础组 (n=36) 2 3 2 1 8(22.22)

综合组 (n=36) 0 1 1 0 2(5.56)

χ2 - - - - 4.181

P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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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老年人腹壁强度有退行性变化，腹部过胖、用

力喷嚏等可导致机体中的器官或组织内的一部分脱

离原本位置，经机体中间隙缺损或薄弱部位，可进

至其他部位，最终形成疝气。疝气手术后，需通过

有效方法为患者实施护理干预，进而为患者康复提

供有效保障。住院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情绪极为不稳

定，对自己的行为能力缺乏控制，受到刺激时容易

激动。这样就要去医护人员要有爱心，为患者带来

更多的关怀和温暖。实际上患者是希望有技艺高超

医德高尚的人员来为其服务，而且也期望与医护人

员真诚的交朋友，像自己家人一样来关怀和对待自

己，进而得到最佳的护理照护。治疗不仅仅在药物

上更在患者的心灵深处。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在疝气手术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良好，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患

者的住院天数和下床活动时间明显缩短，非常值得

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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