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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干预减轻甲状腺手术患者不适效果观察

蒋新，李莉

【摘要]羁的：探讨体位干预对减轻甲状腺手术患者不适的效果。方法：选择甲状腺手术患者80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

传统甲状腺手术体位。观察组采取术前体位训练，术中体位改良的干预方法，并随手术进程调整体位。观察两组术中对体位

的耐受情况；术后头痛、呕吐发生率。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术中体位耐受差分别为17．5％和42．5％，术后头痛发生率

分别为27．5％和62．5％，术后呕吐发生率分别为22．5％和47．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0．01)。结论：体位

干预可以提高患者对手术体位的耐受性，减少术后头痛、呕吐的发生，预防或减轻甲状腺手术体位对患者造成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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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position intervention for reducing the discomfor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hyroid operation

JIANG Xin．U Li

(Tumor Operating Room，The First够tiated Hospital of＆，神M Medical cottage，&，动乱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probe into the effect of body position intervention in relieving the discomfort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hyroid

operation．Methods：Eighty patients undergoing thyroid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thyroid operation posture．and the observed group received body position intervention such粕preoperative body position training。body

position altering and body position adjusting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Then the postural tolerance in the operative process，and the

occurrence of headache and vomiting of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Results：The position tolerance in the observ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17．5％and 42．5％，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eadache WB,S 27．5％and 62．5％，respectively．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vomiting was 22．5％and 47．5％，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Wag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尸<0．05 to P<

0．01)．Conclusions：Postural intervention could improve the toleration，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headache and vomiting，and prevent or

relieve the postural discomfort of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thyroid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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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手术要求肩部垫高，头尽量后仰，颈部过

伸，以利于术野显露，方便手术医生操作。由于体位

的特殊性及手术多采用颈丛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处

于清醒状态，对体位多不适应，可于术中出现躁动不

安，影响手术操作；术后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

症状，影响术后康复。为减轻上述症状，2007年10

月至2008年10月，我们对80例甲状腺手术患者围

术期行体位干预，并对临床应用效果进行观察，现作

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男14例，女66例；年龄26—

75岁。行单侧甲状腺叶切除44例，一侧甲状腺叶

+峡部切除4例，一侧甲状腺叶切除+峡部+对侧

甲状腺叶部分或次全切除32例。入选标准：择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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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住院患者，无头痛、高血压和颈椎病史，手术时问
>l h。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

1．2方法入组患者均采用颈丛神经阻滞麻醉，未

进行术后镇痛，以排除麻醉药物对患者术后头痛、呕

吐的影响。对照组采用传统手术体位，不进行任何

干预措施。麻醉后将患者肩部垫高，颈下置长圆形

颈垫，至手术结束将颈垫、肩垫撤除。观察组采用如

下体位干预：(1)术前体位训练。患者于术前2～3

天进行头低肩高仰卧体位训练，每天4次，每次
30～60 min⋯。(2)术中体位改良。采用舒适体位，

并随手术进程调整体位。麻醉后根据患者体型、颈

部长短，在肩背部垫海绵垫，颈下置长圆形颈垫，垫

后头部高度以自然垂下刚接触到手术台为宜；头部

垫u形头垫；将手术床调至头高脚低约lO度；在消

毒、铺巾、术中等待病理冷冻切片结果期间及缝合切

口阶段垫高头部与肩同一水平。

1．3观察指标观察患者术中对体位的耐受情况，

术后24 h有无头痛、呕吐症状。以患者自觉体位难

以坚持，出现呻吟、躁动不安、气喘或呼吸困难，需要

强化麻醉视为耐受差；术后头痛或颈根部持续疼痛

 



超过3 h即为头痛；呕出胃内容物1次或1次以上

即为呕吐。

1．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r检验。

2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手术时间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术中患者体位耐受差、术

后头痛、呕吐发生率在体位干预后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见表2)。

表1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A示，值

表2观察组患者体位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

3讨论

甲状腺手术传统体位采用肩部垫高，垂头仰卧

位，使颈部过伸以充分显露术野。由于手术多采用

颈丛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处于清醒状态，对手术的恐

惧及对这种特殊体位的不适应，使其常感憋气难忍，

呼吸困难，出现躁动，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而影响手

术实施，增加损伤周围血管神经的可能性，也易造成

手术野污染。术中长时间强迫性颈过伸位还易致患

者术后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有报道约

为44．6％旧J。体位持续时间越长，则出现不适症状

比率越高，症状也越严重。产生的原因可能与下列

因素有关”J：(1)压迫颈神经根。在颈部极度后仰

的情况下，使椎间孔周围韧带变形内突而压迫颈脊

神经根，引起的临床表现以压迫耳大神经、枕小神经

为主的头颈部疼痛及压迫膈神经引起的恶心呕吐。

(2)压迫椎动脉。头颈部过度后仰，使穿过c⋯横
突孔的椎动脉扭曲受压，并可能发生痉挛而血流受

阻，使脑组织处于缺血状态，术后即出现脑缺血症

状，临床表现为头晕、恶心呕吐等。(3)颈椎周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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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疲劳损伤。在颈部极度后仰的情况下，椎前肌肉

和韧带处于过伸状态，椎后肌肉和韧带处于受挤压

状态，肌肉和韧带长时间处于持续过伸或受挤压状

态，可因缺血疲劳而损伤，术后引起头颈部疼痛。

针对引起上述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我们采取

术前体位训练，联合术中体位改良，并随手术进程调

整体位的综合体位干预措施加以预防。术前体位训

练锻炼了颈部肌肉韧带的强度，使患者逐渐适应手

术需要的体位，可避免体位突然改变带给患者的不

适，提高患者对体位的耐受性；对体位的熟悉与接受

使患者在手术时精神放松，更好地配合手术。本资

料显示，观察组患者术中体位耐受差的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依从性较好。术中体位改良，强调根据患者

体型给予高度适宜的垫枕，使头部自然下垂，颈部自

然拉伸，避免颈部悬空和过度牵引，可减轻对颈神经

根、椎动脉及颈椎周围组织的压迫程度；同时肩背垫

的使用弥补了传统甲状腺手术体位腰背部悬空，缓

解腰背肌肉所承受的重力Hj，使患者感觉舒适。根

据手术进程，在消毒铺巾、等待冷冻切片结果及缝合

阶段抬高头部，使头颈部保持正常生理状态，并不影

响手术操作，却可减少对颈脊神经根、椎动脉及颈椎

周围组织受压时间。另外，将手术床置头高脚低位，

术中颈部处于身体最高位，有利于头部静脉回流，减

少创面渗血【5 J，减轻患者面部、眼睑及球结膜的水

肿，增加其舒适感。本资料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头

痛、呕吐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舒适有效的手术体

位是手术成功的基本保证，与术野的显露，术后患者

的恢复关系密切，在满足手术操作的前提下，给患者

以最大的舒适，是“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在临床工

作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本组病例的观察，我们体

会，对甲状腺手术患者采取主动积极的体位于预措

施，可避免传统甲状腺手术体位的缺点，减少术中和

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预防或减轻手术体位对患者

造成的不适，提高患者的舒适度，是一项切实可行的

围手术期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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