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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目标 

• 通过对宫颈癌病人护理的学习，能够独立

进行妇科病人手术前后的护理评估，制定

护理措施，正确完成妇科病人术前、术中

和术后的护理。 

• 学生独立完成如下操作项目：双合诊、三

合诊和直肠-腹部诊。 



病历简介  

          某女士，39岁，已婚，主因接触性出血9+月入院。病

人于入院前9个月，性生活后阴道少量出血出血，无发热、
阴道排液、腹痛等不适。2个月前，再次出现无诱因的阴
道出血（淋漓出血），伴阴道排液，稀水样，无异味。5

天前在门诊行妇科检查，发现宫颈重度糜烂状、质硬，遂
于阴道镜下取宫颈活检送病理。因为考虑宫颈癌，为进一
步诊治收入院。病人自发病以来，无发热、恶心、呕吐、
腹痛等不适，体重无明显减轻，大小便正常。病人无明显
药物过敏史及食物过敏史。月经史：14（4-5）/30天，量
中等，有血块，痛经(-)，LMP：×年12月5日。24岁结婚，
丈夫体健，G3P1，1992年剖宫产娩一活婴，后人工流产2

次，无产后出血，工具避孕4年。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14日 

• 评估  入院时生命体征：T 37.5℃，P 82次/分，R 20次/分，
Bp 120/70mmHg。贫血貌，余正常。妇科检查：外阴检查：
已婚未产型外阴；阴道窥器检查：阴道穹隆未见明显异常，
宫颈基本原形，宫颈口可见一菜花状肿物，直径2cm，有
坏死出血；双合诊：阴道畅，穹隆光滑，宫颈直径3+cm，
质硬，触血(+)，子宫正常大小，前位，活动可，双附件(-)；
三合诊：左侧主韧带增厚超过1/2，弹性差，右侧主韧带
及双侧骶韧带未见明显异常，直肠粘膜光滑，指套无血染。 

• 入院诊断  宫颈癌Ⅱb期。 



          根据该病人所患疾病，入院时
该给其提供哪些护理措施？ 



护理措施 

1．迎接新病人入院。 

2．病情观察  注意观察阴道出血。 

3．用药护理。 

4．协助病人接受各种诊疗方案。 

5．协助病人完善各项检查。 

6．饮食指导。 

7．指导病人维持个人卫生。 



            随着入院后完善检查【×年12月15日
实验室检查结果回报示：血红蛋白114g/L，
114g/L,HBsAb(+)，肝肾功能正常，胸片正
常。 12月20日门诊宫颈活检病理结果是微

小偏离型腺癌】，该病人被诊断为宫颈癌
Ⅱb期，拟于×年12月26日行手术治疗。 

            如下评估从术前3天开始，根据该病人
所患疾病，行手术治疗前后该为病人提供
哪些护理措施？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3日 

• 评估  今日病人一般情况可，仍有阴道出血，

T 36.2℃，P 80次/分，R 20次/分，Bp 

110/70mmHg。家属同意手术治疗，拟于12

月26日行手术治疗。  



护理措施 

1．心理支持。 

2．饮食指导  手术前3日开始进无渣半流质饮食。  

3．用药护理  按医嘱于手术前3日给病人口服诺氟沙
星0.2g tid，甲硝唑0.4g tid。  

4．手术前指导  认真进行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健康指
导 ，术前指导病人如何应对术后的疼痛 。 

5．阴道准备  对有阴道流血的病人，手术前3日每日
行阴道擦洗上药1次 。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5日 

• 评估  病人一般情况可，T 36.4℃，P 84次/

分，R 21次/分，Bp 110/70mmHg。目前诊

断宫颈癌Ⅱb期，术前准备已齐，无手术禁

忌，于明日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左附件切

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右卵巢悬吊术。 



护理措施 

1．皮肤准备。 

2．合血。 

3．核对病人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4．复习实验室检查项目报告。 

5．饮食指导   

             手术前1日进流质饮食，术前12小
时禁食，术前6小时禁饮。 

6．肠道准备 

             口服甘露醇肠道准备法。 

7．休息与睡眠。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6日 8am 

• 评估  病人夜间睡眠好，T 36.7℃，P 84

次/分，R 21次/分，Bp 119/60mmHg，

无不适。于今日8am广泛全子宫切除、

左附件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右卵

巢悬吊术。 



护理措施 

1．会阴冲洗。 

2．病人准备。 

3．备好病历和术中药品。 

4．病人交接。 

5．导尿、留置尿管。  

6．准备麻醉床。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6日  

• 评估  病人于8am在全身麻醉下行广泛全

子宫切除、左附件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
清扫、右卵巢悬吊术，手术结束。术后
病人骶部皮肤完整，在其骶骨隆突处贴
一透明治疗贴。手术结束后病人被送往
麻醉恢复室，给予其简易面罩通气、心
电监护和输液治疗。 

pm

30
12



护理措施 

1．床边交班。 

2．体位   

           全身麻醉病人在尚未清醒前应
取去枕平卧位。 

3．观察生命体征   

          病人意识能被唤醒。 

4．观察伤口、尿管及引流管。 

5．用药护理。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6日  

• 评估  病人于8am在全身麻醉下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左附件

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右卵巢悬吊术，手术进行尚顺
利，手术结束。术中安放T型引流管一根并接引流袋，病
人失血量约1000ml，输液总量2500ml，输血800ml，尿量
200ml。手术标本家属看过后福尔马林固定并送病理，最

后诊断依据病理结果。病人被送往麻醉恢复室，按医嘱继
续给予病人输液500ml，心电监护示：Bp 100/70mmHg，
HR 90次/分，R 20次/分，SpO2100%。病人在麻醉恢复室2

小时后被送往妇科病房监护室，给予心电监护后，监视器
显示：Bp 110/80mmHg，HR 90次/分，R 23次/分，
SpO2100%。术后予抗炎、补液、止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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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 

1．床边交班。 

2．体位。 

3．观察生命体征。 

4．饮食指导   

          麻醉清醒后可少量
饮水。 

5．观察尿量。 

6．观察伤口情况。 

7．观察引流管。 

8．缓解疼痛。 

9．用药护理 。 

10．肢体按摩。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7日 

• 评估  术后第1日。今晨7am病人一般情况好，未
诉明显不适，四肢无麻木，神清语利，T 36.5℃，
心电监护示：Bp 105/69mmHg，心率107次/分，R 

20次/分，SpO2 100%。腹部伤口无明显渗血渗液。
尿管通畅，尿量约3600ml，尿色清。引流管通常，
引流液血性，术后至今约100ml。9am，病人未排

气，术后复查血常规和电解质，结果示：白细胞
14.1×109/L，红细胞3.32×1012/L，血红蛋白
102g/L，钙1.99mmol/L。 



护理措施 
1．会阴冲洗。 

2．病情观察。 

3．伤口理疗。 

4．体位 。 

5．饮食指导 

        肛门未排气前，告诉病人 

进食免奶流质饮食。 

6．留置尿管。 

7．用药护理。 

8 ．腹部伤口换药。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29日 

• 评估  术后第2日（12月28日），病人转入普通病

房。术后第3日，病人一般情况好，未诉明显不适，

仍未排气，测T 36.8℃，P 80次/分，R 20次/分，

Bp 110/70mmHg，腹部伤口无明显渗出，尿管通

畅，尿色清，盆腔引流液血性，24小时引流量

10ml。因病人术后体温有波动，手术创面大，且

保留尿管，故有必要延长抗炎补液治疗。 



护理措施 

1．护理内容同前。 

2．腹胀  按医嘱给予病人吗叮啉口服，每次1片，
每日3次，或服用“宽肠理气汤”，每次1袋，1

日2次，服用1天或2天。并告诉病人多进行床上

肢体活动，以改善胃肠功能，达到预防或减轻
腹胀的目的。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2月31日 

• 评估  病人于术后第4日排气。今日一般情况好，
未诉明显不适，已排气、排便，测T 36.8℃，P 84

次/分，R 21次/分，Bp 110/70mmHg，腹部伤口敷

料干燥，尿管通畅，尿色清，盆腔引流液血性，
24小时引流量8ml。继续予病人抗炎补液治疗。病

人术后标本送检，病理回报结果示：宫颈低离正
型腺癌，左/右髂内淋巴结、闭孔淋巴结可见转移
癌。 



护理措施 

1．护理内容同前。 

2．饮食指导  指导病人进食半流质饮食。 

3．活动  鼓励病人下床活动。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月2日 

• 评估  术后第7日，病人一般情况可，未诉明显不
适，晨测T 37℃，P 72次/分，R 20次/分，Bp 

110/70mmHg，引流管通畅，可见少量暗红色引流

液，尿管通畅，尿色清。腹部切口拆线，切口愈
合好，无红肿、硬结。因病人术后体温波动广，
37.1℃～38.9℃，发热原因不明，可能原因有：阴

道引流管保留时间长或尿管保留时间长。故今日
停阴道引流管，保留尿管每4小时定时开放，继续
予病人抗炎治疗。 



护理措施 

1．按医嘱拔出引流管。 

2．训练膀胱   

           拔尿管前，定时夹尿管，每4小时
开放一次，定时间断放尿以训练膀胱
功能，促使恢复正常排尿功能。 

3．用药护理。 

4 ．腹部伤口拆线。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月3日 

• 评估  术后第8日，病人一般情况可，无不

适，晨测T 37℃，P 76次/分，R 20次/分，

Bp 110/70mmHg。病人体温平稳，故今日

停静脉抗炎治疗，停尿管，测残余尿量。 



护理措施 

1．测残余尿量  按医嘱拔出尿管后，督
促病人于拔管后1～2小时排尿1次，随

之测残余尿量。结果病人不能自解小
便，残余尿量大于100ml，遂再予导尿，
保留尿管长期开放。 

2．饮食指导  普通饮食，注意营养。 



护理评估  

• 时间  ×年1月5日 

• 评估  术后第10日，病人拟于今日出院。 



护理措施 

出院指导   
（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 

（2）1周后来医院更换尿管； 

（3）口服甲硝唑0.4g tid等抗炎治疗； 

（4）2周后联系术后放疗事宜。有淋巴结转移时，则需要继续接
受放疗以提高5年存活率； 

（5）出现症状应及时随访； 

（6）向病人介绍认真随访的重要性，并核实通讯地址。一般认为，
第1年内，出院后1个月行首次随访，以后每2～3个月复查1次；
出院后第2年，每3～6个月复查1次；出院后第3～5年，每半年
复查1次；第6年开始，每年复查1次； 

（7）术后生活方式指导：根据康复情况逐渐增加活动量和强度，
适当参加社会交往活动，或恢复正常工作； 

（8）性生活的恢复需依术后复查结果而定。 



小结 

1．宫颈癌病人的病历回顾。 

2．根据病人病情变化和治疗，进行动态护理
评估。 

3．根据护理评估，确定护理措施。 

4．根据护理措施，学生独立完成双合诊、三
合诊、直肠-腹部诊，复习了皮肤准备、术日
晨病人准备、铺麻醉床 。 

           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宫颈癌病人手术前后病情

变化的治疗护理措施，为在临床实施高质量的护
理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