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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用海扶刀®治疗后的护理干预价值研究

韦芬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广西 柳州 545000

【摘要】目的：研究对子宫肌瘤行海扶刀®治疗患者采取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于2018年6月～

2020年6月在本院选取396例子宫肌瘤行海扶刀®治疗患者，使用抽签法分为两组，各198例，实施常规护

理为常规组，实施护理干预为研究组，对两组护理后临床效果进行分析。结果：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研究

组高于常规组 (P<0.05)；两组护理前NRS、ADL评分对比无差异 (P>0.05)，护理后，与常规组相比，研究组

NRS评分更低，ADL评分更高 (P<0.05)。结论：对海扶刀®治疗后子宫肌瘤患者给予护理干预措施，可减轻

患者术后疼痛，提升患者舒适度，进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使患者更为满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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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the Treatment of Uterine Fibroids with Haifu Kn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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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uterine fibroids 
treated with Haifu knife®. Methods: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396 cases of uterine fibroids treated with Haifu 
knife®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rawing lot, with 19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was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was the research group.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NRS and AD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P>0.05). After nurs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NRS scor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lower and ADL score was higher(P<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uterine fibroids after treatment with Haifu knife®can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enhance patient 
comfor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make patients more satisfied, which is worthy of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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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一种生殖器良性肿瘤，

近年来，随着女性生活压力不断增加，饮食与生活

习惯的不断改变，我国子宫肌瘤发病率也随之上升，

该病多见于育龄期女性，白带增多、月经量过多、

下腹部包块等均是该病主要临床表现，患者常伴有

腰酸背痛 [1]。针对子宫肌瘤临床多以手术治疗为主，

海扶刀®是目前治疗各种良恶性病变的综合治疗方

式之一，其主要是将体外超声能量聚焦于体内，在

“焦点”区聚集到足够的强度，形成65～100℃的瞬

间高温，同时发挥超声波的固有特性——热效应、

空化效应、机械效应等，导致组织凝固性坏死，坏

死组织可逐渐被吸收或变成瘢痕 (纤维化 )。具有不

开刀、不穿刺、不流血、痛苦小、安全性高等优点，

术后加以优质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预后，

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尽快康复 [2]。因

此本文就此进行研究，阐述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使用抽签法对本院收治的 396例行海扶刀®治

疗的子宫肌瘤患者进行分组，分为两组，各198例，

时间选为 2018年 6月～2020年 6月。其中研究组年

龄在 26～42岁，平均为 (31.26±5.66)岁；病程为 5
～15个月，平均为 (9.23±3.14)个月。常规组年龄在

28～43岁，平均为 (30.68±5.71)岁；病程为 6～15
个月，平均为 (9.17±3.28)个月。两组基本资料相比

无差异 (P>0.05)。
1.2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

情况，对患者饮食、生活习惯等进行指导，必要时

给予患者一定的心理支持等。研究组实施护理干预

措施，操作如下：①术前饮食指导：向患者介绍进

食禁忌，指导患者进食高蛋白营养素、维生素食物，

确保患者机体每日得到充足的营养。②疼痛护理：

术中可能发生放射痛、腰背痛、治疗区域痛等，因

此针对不痛性质疼痛应实施不同的处理措施。在术

中可通过音乐、电视等方式转移患者注意力，以减

轻患者疼痛程度。③皮肤护理：在术后嘱咐患者穿

宽松的衣物，对患者进行护理操作时动作应轻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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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可对皮肤进行间断性冷敷，以降低皮肤与皮

下组织温度，减轻水肿，冷敷时使用毛巾包裹冰袋，

以免冻伤，随后可涂抹润肤剂，避免皮肤干燥造成

瘙痒不适。④并发症护理：术后应将尿管拔出，嘱

咐患者在2h内排出尿液，并观察尿液量、颜色以及

温度等，若尿液温度高达 45℃，应使用冰生理盐水

实施膀胱灌注，若有血尿，应立即汇报医生处理，

定时记录患者尿量，以免出现尿潴留。⑤出院指导：

对患者进行出院健康宣教，告知患者术后休息 1～2
周，1月内禁止性生活，对其饮食、生活习惯等进行

指导，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回院处理。

1.3观察指标

使用本院自制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满意度进

行分析，该表分值在 0～100分，<60分：不满意，

60～90分：满意，>90分：非常满意。使用数字疼

痛评分量表 (NRS)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该表用0～
10这 11个数字表示，0分：无痛；1～3分：轻度疼

痛；4～6分：中度疼痛；7～10分：重度疼痛。使

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ADL)[3]评估患者生活质量，该

表包括穿衣、打电话、购物等 14项，总分值在 0～
100分，分数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佳。

1.4统计学处理

本文研究中选择 SPSS 20.0系统计算数据，其

中x±s表达计量数据，选择 t检验，而%表达计数数

据，选择χ2检验，两组数据存在差异后选用P<0.05
表达。

2结果

2.1两组满意度分析

研究组满意度97.98%高于常规组87.37%，差异

显著 (P<0.05)。见表1。

表1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n, %)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198 136 58 4 97.98%

常规组 198 101 72 25 87.37%

χ2 - - - - 8.291

P - - - - <0.05

2.2两组NRS、ADL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 N R S 、 A D L 评分对比无差异

(P>0.05)，护理后，研究组NRS评分低于常规组，

ADL评分高于常规组 (P<0.05)。见表2。

表2　对比两组NRS、ADL评分 [(x±s)分 ]

组别 n
NRS AD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198 7.25±1.01 3.65±1.22 47.96±11.34 65.85±8.97

常规组 198 7.24±1.03 4.18±1.34 48.65±11.25 58.64±9.11

t - 0.098 4.115 0.608 7.935

P -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海扶刀®是一种新型的体外无创性子宫肌瘤治

疗方式，其主要是利用局部高温集中在病变部位以

改变肿瘤组织性质，进而达到剔除肿瘤的目的 [4]。

但实施海扶刀®治疗过程中，由于其高温治疗特点

可能会因操作对邻近组织造成损伤，术后引发多种

并发症，影响患者预后恢复。因此在术后应加强护

理干预措施，以改善预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

升患者生活质量。

护理干预是一种相较于常规护理更为优质的护

理服务措施，该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可为患者实

施更为全面的护理服务，进而促进治疗进展，加快

患者恢复速度。实施海扶刀®治疗后，密切关注患

者病情变化情况，确保各项护理措施实施到位，可

保证治疗、护理质量，提升治疗效果 [5]；对患者皮

肤进行护理，采取冷敷，冷敷后涂抹润肤剂等措施，

可减轻水肿，预防瘙痒；术后采取针对性疼痛护理

措施，可缓解患者疼痛，提升舒适度；对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采取预防、处理措施，可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出院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可改善患者

预后，提升其生活质量。本文结果显示，护理后，

相较于常规组，研究组满意度、ADL 评分更高，

NRS评分更低 (P<0.05)。由此得出，护理干预的实

施，可使行海扶刀®治疗的子宫肌瘤患者缓解疼痛，

提升其对护理满意度，改善其生活质量，对患者而

言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护理干预相较于常规护理，可促进

治疗进展，使患者更为舒适，改善预后，进而为患

者日后生活质量提供保障，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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