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保持体温,避免体温降低 、心率减慢 、血压不稳

而影响手术过程,手术间温度应保持在 26℃左右,

并在手术床上放置变温毯,温度保持 38℃左右 。本

组患者年龄偏大,手术时间长, 搭桥都在 3支以上,

容易发生压疮等并发症, 术前可在手术床变温毯上

垫柔软 、平滑的大单。牢固固定各种留置针 、三通 、

尿管连接处,防止血液 、药液 、尿液外流至床上 。确

保电刀负电极片平整,服贴安全, 非体外循环 CABG

术不使用器械托盘, 故器械护士注意电刀头勿接触

患者身体,避免发生烫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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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护理配合

赵　云

[摘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治疗妇科疾病的护理配合要点。方法:对妇科腹腔镜手术的配合, 应熟悉手术操作步骤及仪器各系

统的名称, 准确传递器械,掌握仪器的正确使用及体位的合理调整。结果:手术顺利, 无空气栓塞 、内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结论:在手术过程中,适当 、娴熟的护理配合, 可使手术安全 、顺利的完成, 减少可能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 生殖器疾病, 女性 /外科手术;腹腔镜术;护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713.1;R572.2　　　[文献标识码 ] A

　　腹腔镜手术是有别于传统手术的一项新的手术

方式, 具有创伤小 、痛苦轻 、疗程短 、恢复快等优点,

已广泛应用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本院自

2003年 5月 ～ 2004年 12月开展腹腔镜妇科手术以

来,已成功地施行腹腔镜下卵巢肿瘤剥离 、切除术 、

盆腔粘连松解术 、输卵管成形术 、腹腔辅助下阴式子

宫切除术 、宫外孕等手术 。现将妇科腹腔镜手术的

配合体会作一报道。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85例,年龄 24 ～ 57岁,其中卵巢肿瘤行

剥除术 10例,行附件切除术 28例,宫外孕 22例,盆

腔粘连松解术 2例,输卵管成形术 5例,节育环异位

手术 3例,诊断性手术 10例,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子

宫切除术 5例 ( 1例转开腹 )。本组病例手术顺利,

无空气栓塞 、内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均痊愈

出院。

2　护理配合

2.1　术前准备　 ( 1)于手术前 1天巡回护士到病

房了解病情,介绍手术流程, 手术方式的先进性,同

时提高患者对 “中转开腹 ”及术后并发症的心理承

受力
[ 1]
。通过护患真诚交流取得患者信任, 使患者

消除疑虑,减轻心理压力, 以良好的心态迎接手术。

( 2)特殊仪器的准备:彩色显示器 1部,成像仪器 1

台,冷光源 1部,电源器 1部, CO2气腹机 1部,摄像

头 1件, 纤维导光束 1根, 高频导线 1根, 多功能电

刀 1台,超声刀 1台 。 ( 3)专用器械的准备:气腹针

1个,套管针 4个,抓钳 2把, 剪刀 1把, 电凝止血钳

2把,持针钳 1把,电钩 1个,电铲 1把,钛夹钳 1把,

冲洗吸引器及管。

2.2　洗手护士的配合　( 1)提前 15 min洗手,整理

器械台,将内镜超声消毒机消毒后的器械置于手术

台上 。 ( 2)待皮肤消毒后,将手术刀和气腹针先后

递与术者,在脐下缘以下正中处作一横切口或直切

口约 1 ～ 1.2 cm达皮下层, 刺入气腹针确定已到腹

腔内后,在巡回护士协助下建立人工气腹,直到腹内

压达到预定的压力 (一般为 15mmHg左右 ) ,即可拔

出气腹针,建立气腹的目的是使腹腔有足够的保护

性空间, 利于手术及避免损伤脏器 。 ( 3 )用直径

10 mm的套管针沿切口垂直旋转穿入腹腔后, 拔出

针芯,将 CO2气管与套管侧通道连接, 同时由套管

孔送入腹腔镜头, 为防止镜面进入腹腔内因温度高

起雾影响清晰度,可先将镜面插入碘附或 80℃左右

热水中 2 ～ 3min。在内镜的监视下, 根据手术的不

同需要, 在左右下腹部各进直径 5 mm和 10mm的

套管针。 ( 4)根据手术需传递分离钳 、剪 、电钩等,

动作要轻柔,及时清除操作器械上的血污 、焦痂等,

并注意勿将光导纤维折成锐角, 扭曲, 以免折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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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影响手术 。

2.3　巡回护士的配合　 ( 1)患者入手术室后热情

接待, 消除恐惧心理。为保证荧屏的影像清晰度,将

手术安排于避光的手术间内 。 ( 2)配合麻醉 。 ( 3)

正确安装腹腔镜的仪器 、设备, 仪器柜置于患者的右

侧脚端,电视屏幕面向术者 。将电刀负极板置于患

者肌肉丰满处。 ( 4)消毒铺单后, 接过台上递下的

光导纤维线 、气腹管 、冲洗吸引管 、电凝线,分别连接

到相应的仪器上,接通电源, 调节到各所需功率,并

在腹腔外试用。 ( 5)体位调节。先取仰卧作腹部穿
刺,待全部穿刺器进入腹腔后改为头低足高位 (头

低 20°～ 30°) , 如行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子宫切除术

或术中需作输卵管通水术应取膀胱截石位。 ( 6)术

中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注意对 CO2气腹机的监视和

调节。腹腔冲洗用乳酸林格液,腹腔有炎症者手术

结束前还需用甲硝唑 200ml冲洗。

3　讨论

　　腹腔镜设备是高科技精密治疗仪器, 应由经过

培训的专人负责使用和保养。洗手护士要熟悉设备

各系统的名称,仪器的效能和正确操作,以及常见小

故障的排除,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洗手

护士还应熟悉手术操作步骤,以便准确传递器械以

及在台上及时做好拆装 、更换 、维护及清洁工作,所

有器械用后,其关节都要拆开, 器械上的橡皮帽 、磁

片 、螺帽等小物品尤其注意不能丢失,所有尖锐器械

不能碰撞,清洗干净后用毛巾擦干,上油放入柜中保

存。电手术器械使用不当引起的损伤多发生于单极

电凝操作,双极电凝则较为安全
[ 2]

, 故使用单极电

凝器时应首先尽量选用一次性负极板,将负极板贴

于肌肉丰满处,并与皮肤完全接触 。巡回护士应熟

悉手术不同阶段对体位及手术床倾斜度的要求, 并

及时调整 。手术时特别是手术时间长者,应放置好

肩托及注意患者上肢不能过度外展, 以防止引起臂

丛或上肢其他神经的麻痹
[ 2]
;摆截石位时, 应将支

腿架外侧垫厚, 双膝上举不应过高, 一般不超过 30

cm,两腿分开不宜过大, 年老患者一般不超过 100°
～ 110°, 以防止腓总神经受压

[ 3]
。手术室护士还应

具备较强的应激能力,以便在发生意外的损伤 、出血

等情况下,转换手术方式,还必须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技术,因腹腔镜器械为杆细柄长器械,若传递失误或

管理不当,极易碰撞造成污染 。

腹腔镜手术具有切口小 、术后疼痛轻 、术中及术

后出血少,使手术创伤大大减少, 符合微创的特点及

美容要求等优点, 对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应用范

围越来越广泛, 因此, 手术室护士熟悉手术的每一

步, 全面掌握手术所用器械的性能 、使用方法 、保养 、

管理,是手术成功的基本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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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全髋关节置换 25例护理体会

马　杰

[摘要 ]目的:探讨全髋关节置换围手术期护理要点。方法:对人工全髋关节置换 25例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指导及术前 、术后护

理。结果:术后有 1例发生下肢深静脉栓塞,经积极抗凝治疗后痊愈;术后随访, 25例患者患肢功能均恢复正常。结论:运用

科学的方法, 实施行之有效的护理措施, 是保证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成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 人工关节;关节成形术;全髋置换;护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318.17;R687.42　　　[文献标识码 ] A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医疗技术和器械的

不断完善,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临床。人工全髋关节置换能有效缓解髋关节疼痛,

改善关节功能,提高生存质量。而术前 、术后护理是

保证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成功的重要因素 。 2002年 6

月 ～ 2004年 10月,笔者对 25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

患者行系统护理,取得满意效果,现将护理体会作一

总结。

1　临床资料

　　本组男 14例, 女 11例;年龄 34 ～ 80岁。其中

股骨头坏死 12例,股骨颈骨折 10例,骨性关节炎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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