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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妇产科手术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效果分析 

张 萍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医院  贵州遵义 

【摘要】目的 本次研究主要是为了分析对于接受妇产科手术的患者而言，实施护理干预对患者术后疼

痛的效果影响，帮助患者解决手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护理质量。方法 将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诊断手术治疗的妇产科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实验的对象，共选取 500 例，按照入院的先后顺

序将患者均分为两组，然后分别将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和常规护理应用于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治疗过程

中，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差异。结果 （1）在疼痛评分方面，研究组在接受护理之后的疼痛情况被明

显改善（p＜0.05）；（2）对护理效率而言，研究组表示有效和显效的患者人数均比对照组更高（p＜0.05）；

（3）在住院时间方面，研究组所耗用的时长小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接受手术治疗的妇产科患

者而言，在手术之后容易出现强烈的疼痛感，而使得治疗的临床效果达不到理想的标准，使用针对性的护

理干预对患者进行护理治疗具有优质的临床效果，在帮助减轻疼痛感的同时可以缩短患者的住院治疗时间，

值得推广。 
【关键词】护理干预；妇产科手术；术后疼痛；常规护理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pain in patients with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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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pai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urgery, to help patients solve problems 
during surgery, 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ethods Th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who 
received diagnost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experiment. A total of 500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routine nursing were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 In terms of pain score, the pain condi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p<0.05); (2) In terms of nursing efficiency,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ho indicated effective and marked effec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High (p < 0.05); (3) In terms of hospitalization time, the time sp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For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it is easy to have a strong pain after surgery, which make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less than 
ideal. The clinical effect, while helping to relieve pain, can short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Nursing interventio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urgery; Postoperative pain; Routine nursing 
 
在临床上，进行妇产科手术的风险性相对比较 高，由于手术的流程相对比较繁琐，因此对主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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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技术有一定的要求，而且患者在结束手术之后

需要接受临床护理，对于临床护理的质量也有一定

的要求，为了使得患者的机体不会承受过重负担，

降低患者的疼痛感，在结束手术之后[1]，患者的疾

病可以得到快速的恢复，要求护理人员在完成护理

工作以及相应的护理措施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护

理能力。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是指为了加快患者的

临床恢复速度，对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提供质量更

加优良的护理，针对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实施

护理，使得患者在接受护理服务之后发生临床不良

症状的概率大大降低[2]，这种护理方式与常规的护

理方式相比，护理效果更好，并且对于接受手术的

患者而言，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

服务，也使得患者的恢复速度被大幅度提升。在本

次研究实验中，对接受妇产科手术的患者实施不同

的护理方式，分析针对性护理干预的效果优势，现

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来自于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期

间，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500 例妇产科患者，将

患者分为两组之后进行对比治疗，患者的基本资料

如下表 1 所示。对符合入选标准者，由医生进行书

面及口头沟通，具体涉及到疾病管理的重要性、疾

病护理方法、方案的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通

过对 4 个方面的说明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并且在

患者知情的前提下来签署治疗同意书。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统计表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手术类型 

阴道分娩手术 剖宫产术 

研究组 250 25±4 134 116 

对照组 250 25±4 132 118 

 
入组标准：①患者接受手术治疗；②患者的基

本信息不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有监护人签字陪护。 
排除标准：①患者无法与医护人员正常进行交

流，精神状态不佳；②患者中途退出研究或者不愿

意参加研究；③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凝血功能出现

异常；④患者的其他免疫系统存在问题。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对患者各项临床症状的变化

情况进行观察记录，实施吸氧治疗，对患者的各项

体征指标密切监测，防止患者出现意外情况。 
（2）研究组患者：①心理护理：在接受护理治

疗的过程中，由于疼痛感以及焦虑感，使得患者可

能出现不良情绪，从而降低治疗依从性，医护人员

需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在进行护理操作时，保持

友好和善的态度，当患者出现消极情绪时，也需要

积极为患者进行排解不良情绪，必要时为患者实施

心理疏通措施[3]，防止心理因素对患者的治疗效果

产生影响，最大程度上降低患者对于治疗过程的恐

惧感，护理人员对于患者的需求耐心的倾听，对于

患者担心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利用临床

上已经成功的案例为患者树立治疗自信心[3]，为患

者讲解治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防止患者在面

对身体变化时出现惊慌的情绪，并且使得患者可以

更大程度上配合护理人员的治疗；②最大程度上改

善患者的就诊环境，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

产生强烈的疼痛感，导致睡眠质量比较差，因此需

要保证患者病房内的环境充分安静，不会出现噪音，

在患者的病房内安装不透光的窗帘，防止外界的光

源对房间形成照射，影响患者休息[4]，同时也需要

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护理，定期为患者更换衣物，同

时在用餐前以及用餐后均指导患者进行漱口，保持

病房内的环境处于通风状态下，定时为患者的病房

进行清洁消毒；③疼痛护理：若患者在手术结束后,
可能由于体位不正确而导致患者的手术切口有裂开

的情况出现,则导致患者可能产生强烈的疼痛感，因

此，为了防止患者的手术伤口裂开，在护理过程中

应该指导患者采取正确科学的体位，并且护理人员

还可以指导患者学习一些简单的恢复动作，帮助患

者锻炼胸腹部以及四肢的肌肉，使得患者的血液循

环加强，帮助患者伤口更快恢复；④饮食护理：很

多患者认为在手术结束后需要在饮食上格外注意，

从而导致在吸收营养方面受到影响，不利于患者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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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伤口，从而使得在手术结束后伤口长期无法愈合，

不断增加患者的治疗时间[5]，对此，护理人员需要

对患者术后的饮食进行指导，为患者制定科学合理

的饮食方案，保证患者可以摄入足量的营养物质，

同时也需要监督患者在恢复过程中戒烟戒酒；⑤防

感染护理：在手术结束后，患者不仅仅会感受到强

烈的疼痛感，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术后感染，因此

在术后恢复过程中需要防止患者的伤口出现各类感

染，在患者卧床治疗的过程中，护理人员按照患者

的恢复情况，指导患者进行简单的翻身动作，防止

患者由于长期卧床而导致褥疮，并且对患者的伤口

情况密切进行观察，定期更换患者伤口上的敷料
[6,7]，当患者出现感染情况时，及时告知主治医生进

行治疗。 
1.3 观察指标 
本次调研将重点比较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则是患者治疗所用到的时间。 
第二则是在治疗时患者的疼痛感评分，评分标

准如下：（1）面部表情，放松为 0 分；有时皱眉、

紧张或者淡漠为 1 分；经常或一直皱眉、扭曲、紧

咬为 2 分。（2）休息状态：安静为 0 分；有时休息

不好，变换体位为 1 分；长时间休息不好，频繁变

换体位为 2 分。（3）肌张力：放松为 0 分；增加为

1 分；僵硬，手指或者脚趾屈曲为 2 分。（4）安抚

效果：不需要安抚为 0 分；注意力分散能安抚为 1
分；注意力分散，很难安抚为 2 分 。（5）发声：

无异发生为 0 分；有时呻吟、哭泣为 1 分；频繁或

持续呻吟，哭泣为 2 分。（6）通气依从性：完全耐

受为 0 分；呛咳，但能耐受为 1 分；对抗呼吸机为

2 分。 
第三，则是利用问卷星平台，对患者进行护理

满意度的调研，且所有问卷全部回收。第四则是对

患者接受治疗之后的临床效率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用 EXCEL 2007 for windows 建立数据库，患者

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所有数据导入 SPSS13.0 for 
windows 做统计描述以及统计分析。计数单位采用%
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2 结果 
研究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的疼痛感被大大缓

解，因此疼痛评分也比对照组更小，疼痛感被减轻

之后，研究组患者术后恢复所用的时间也减少，加

快患者术后恢复速度（p＜0.05），具体如下表 2 所

示。 
研究组患者总护理满意度为 90.00%，对照组为

75.00%，组间相关数据比较后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存在（p＜0.05）。 
研究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88.00%（220/250），

对照组为 70.00%（175/250），差异存 在（P＜0.05），

说明研究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患者的身体变化更

加明显，具体如下表 3。 

表 2 患者的住院时间以及疼痛评分统计表（x±s）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天） 疼痛评分 

对照组 250 5±1 5.26±0.54 

研究组 250 4±1 3.29±0.15 

t - 8.265 2.637 

P -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统计表[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250 140（56.00%） 80（32.00%） 30（12.00%） 88.00% 

对照组 250 90（36.00%） 85（34.00%） 75（30.00%) 70.00% 

x2 - - - - 5.2654 

P - - - - ＜0.05 
 

3 讨论 
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女性在当今社会的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从而也使得女性面临的越来越

多的疾病类型，这些种类众多、数量也处于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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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状态的妇科疾病，对女性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

威胁。在治疗妇科疾病时，妇产科手术在临床上的

应用比较广泛，近年来随着各项治疗手段的不断优

化，手术治疗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因此越来越多

的患者在治疗妇科疾病时使用手术方式治疗，妇产

科手术中也包含众多的手术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手

术方式就是腹部切口[8]，这种创伤性的手术方式使

得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之后，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

的因素影响，使得患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会出现强

烈的疼痛感，这一并发症对于接受妇产科手术治疗

的患者而言非常常见，强烈的疼痛感使得患者在术

后恢复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还会对患者治

疗期间的生活质量以及睡眠质量产生不良影响，从

而对患者术后恢复情况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

接受剖宫手术的产妇而言，强烈的疼痛感不仅会使

得产妇自身受到强烈的影响，也会使得产妇在分泌

乳汁时受到阻碍，进而不利于新生儿的生长发育
[9,10]。因此，对于妇产科接受手术治疗的女性患者，

在手术结束后缓解患者的术后疼痛感对于患者的身

体健康非常重要，而如何才能使得患者的疼痛感被

有效减轻，已经成为众多医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 
近年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也使得对于医疗护理的质量要求被不断提高，传统

的护理方式是手术后患者在医院内继续观察及处理

麻醉或手术并发症，待患者能够自我照料后出院，

这种方式不仅仅对患者的机体伤害比较大，而且影

响患者整个手术的效果，所以传统的护理方式已经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接受妇产

科手术的女性患者而言，在术后恢复过程中，使用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疼痛感，

帮助患者更快更好的恢复，这种有针对性的护理方

式。是根据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

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达到高要求的护理水平，

改善常规的护理流程，使得护理更加合理有效，从

而缩短患者在术后的住院治疗时间，大幅度减少患

者的治疗费用[11]，并且也使得患者在手术后的生活

质量提高，整个护理的核心就是让接受手术治疗的

患者减少应激反应出现的概率，从而尽可能避免患

者的机体以及生理受到损伤。 
在本次研究中，数据显示研究组患者不仅仅恢

复的速度更快，用时更短，而且患者疼痛评分也远

低于对照组患者，这使得患者对于护理流程更加满

意，保障了本次治疗护理的满意度，并且对患者的

各项症状进行评估，研究组患者恢复情况更优于对

照组患者，因此研究组治疗效率更高，由此可见对

于接受手术治疗的妇产科患者而言，使用针对性的

护理方式更加有助于患者恢复，有助于患者术后的

预后情况，相对于常规住院护理来说，其取得的护

理效果更佳。 
综上所述，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护理方式，使

得妇产科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安全

性更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程度，

有助于患者术后尽快恢复，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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