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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低分子肝素治疗复发性流产中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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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和探讨综合护理在低分子肝素治疗复发性流产中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择的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10 月期间内所收治的 60 例复发性流产患者，按照随机分组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对所有患者均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干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综合
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经过对比显示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综合护理在低分子肝素治疗复发性流产的护理中具有较好的效果，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提高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研究和借鉴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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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care on pregnancy outcome in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therapy recurrent miscarriage
Shanshan Liu, Sanmei Hou, Qiaodi Zhu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gu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pregnancy outcome in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treatment recurrent miscarriage.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miscarriage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9 to October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outcom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re
in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treatment of recurrent miscarriage has a good effec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utcome of pregnancy, improve patient care satisfaction, worthy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use for reference.
【Keywords】Comprehensive care;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Recurrent miscarriage; Pregnancy
outcome
复发性流产目前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程中的护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3]。本文主要

有报告显示，在育龄期妇女中该病的发病率可达 5%

是研究和探讨综合护理在低分子肝素治疗复发性流

以上，复发性流产主要是指在妊娠 28 周前终止妊

产中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娠，并且自然流产连续 2 次及以上则称为复发性流
[1]

产 。由于该病的诱发因素具有多样性，主要和遗

1.1 对象

传、内分泌、环境、免疫系统等多种因素有关，一

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般临床上主要是采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但是由

10 月期间内所收治的 60 例复发性流产患者，按照

于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相应的风险事件，对患者

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30 例，年龄范围 27~42 岁，

的妊娠结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该病治疗过

平均年龄（31.94±4.33）岁，流产次数为 2~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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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2.54±0.37）次，孕周 4~30 周，平均（10.57

的过程中需要对患者进行相关的服用方式、服用剂

±4.82）周）和观察组（30 例，年龄范围 29~48 岁，

量、服用时间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说明，提

平均年龄（32.58±4.61）岁，流产次数为 2~7 次，

高患者的用药水平以及自我管理意识，避免用药错

平均（2.63±0.41）次，孕周 4~34 周，平均（9.98

误或者不合理用药管理等对患者后续治疗以及妊娠

±4.57）周），对所有患者均采用低分子肝素治疗

结局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降低患者出现不良反

干预，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

应或者并发症的发生率。

综合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其差异无

（4）饮食护理：对于复发性流产的患者来说，

统计学意义（P＞0.05），符合对比要求。所有分析

日常的饮食水平对其病情的发展和恢复具有十分重

均在满足临床条件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已排除

要的影响，护理人员需要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制定

有心脏病、精神病等其他大型疾病患者。

相应的饮食计划，在保证患者每日营养供给的同时，

1.2 方法

注意让患者避免食用一些刺激性高或者不利于药物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主要是对患者

在机体产生作用的食物，从而提高患者的机体免疫

进行体征监测、康复指导等一般性护理措施。观察

力水平，促进后续治疗和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综合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主要方式如下。

两组患者经过不同的护理干预之后，对比其不

（1）心理护理：由于复发性流产患者在治疗过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其中不良妊

程中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等不良心理情绪反应，因

娠结局包括早产，产后出血，稽留流产，畸形引产，

此护理人员在与患者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多以关心

新生儿重度窒息，新生儿感染、黄疸。护理满意度

家人的角度来了解患者的内心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

主要是采用我院自制的满意度量表进行测评，从心

状态，主动耐心倾听患者的认知感受并且对其进行

理干预、健康宣教、服务态度、护理技能、总体印

鼓励和积极建议，多换位思考，站在患者的角度为

象 5 个方面进行评价，以百分制评分，60 分及以上

其进行心理情绪排解，让患者能够感受到善意和温

为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暖，使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治疗态度，从而能够

使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情绪水平，提高患者的治疗依

2

取 x 和%用于计数资料的表明，P＜0.05 代表数据差

从性。

异有统计学意义。

（2）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主要是对复发性流产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相关治疗和护理等情况的说明和

2 结果

指导，提高患者对自身病情状况的了解和认知水平，

2.1 对比两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使患者了解良好的护理治疗对于妊娠结局以及胎儿

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36.67%；对照组

的积极性作用，同时明白在治疗护理过程中需要注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63.33%。可见观察组患者不

意的内容，预防不良反应等发生，以此来提高治疗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

效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3）用药指导：护理人员在患者进行药物治疗
表 1 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早产（n）

产后出血
（n）

畸形引产
（n）

稽留流产
（n）

新生儿重度窒息 新生儿感染、黄疸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n）
（n）
率（%）

观察组

30

8

1

0

2

0

0

36.67

对照组

30

10

3

1

3

1

1

63.33

2

χ

-

-

-

-

-

-

-

14.215

P

-

-

-

-

-

-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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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分子肝素治疗复发性流产的护理中具有较好的效

观察组有 27 例患者表示满意（90.00%），有 3

果，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流产、早产、产后出血等不

例患者表示不满意（10.00%），满意度为 90.00%；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

对照组有 21 例患者表示满意（70.00%），有 9 例患

得临床研究和借鉴采用。

者表示不满意（30.00%），满意度为 70.00%，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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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良好的心理疏导，多鼓励患者，使其保持积
极乐观的态度，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依从性，
然后再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疾病相关健康教育，提
高其对该病的认知程度，以此有利于后续治疗和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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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开展。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率较低，护理满意度较高，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
著差异，P＜0.05。说明综合护理能够提高总体护理
效果，改善患者预后，促进其病情的好转。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发现，综合护理在低
- 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