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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并发淋巴漏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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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并发淋巴漏的临床护理措施及应用效果。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收治的腹腔镜手术后并发淋巴漏的恶性肿瘤患者，共 18 例，选取时间为 2018 年

2 月～2020 年 4 月，根据临床护理方案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选用常规护理方案的对照

组患者 9 例，主要涉及到患者的饮食、体位、用药指导等常规护理服务。应用综合护理方案的观察组患者 9
例，包含患者心理、引流管等护理内容。结果 从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的比较上来看，观察

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效果更好，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综合护理模式下，给予妇科恶

性肿瘤术后并发淋巴漏患者心理疏导、引流管护理、病情监测等护理服务，可改善淋巴液渗漏现象，加快

患者切口愈合速度，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尽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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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nursing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s complicated with lymphatic leakage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18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complicated by lymphatic leakage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The selection period was from February 2018 to April 2020.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clinical nursing programs, Group experiments. Among them, 9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chose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program mainly involved the patients' diet, posture,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other 
conventional nursing services. A total of 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ppli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programs, including patient psychology, drainage tube and other nursing content.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in indicato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model, giving nursing service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drainage tube care, and disease monitoring for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al malignant tumors complicated with 
lymphatic leakage can improve the phenomenon of lymphatic leakage, accelerate the healing speed of the incision 
of the patients, and benefit the patients Get well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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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是危害女性身体健康的一大病症，

并且发生概率逐年升高。宫颈癌、子宫颈癌、输卵管

肿瘤均是临床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疾病的类型。目

前，在患者临床治疗中，腹腔镜下淋巴结清扫术的使

用频率相对较高，虽能够控制住患者病情的发展，缓

解病症，但手术治疗后也会存在着较高的并发症发生

风险。其中，术后淋巴漏是发生概率较低的一种并发

症状，不过，该并发症的出现对患者术后身体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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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较大的影响，若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医治，便会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在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医护人员应加大对

患者的临床护理力度，凭借多年的护理经验，完成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的评估，从患者的心理护理、

病情监测以及引流管护理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提高临

床护理质量，将患者术后淋巴漏并发症的发生概率降

至最低，确保患者术后治疗安全，达到良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18 例，均选自我院收治的腹腔

镜手术后并发淋巴漏恶性肿瘤患者，根据临床护理方

案的不同应用，将其分组展开实验。其中，观察组中

共包含男性患者 6 例、女性患者 3 例，最小年龄为

36 岁，年龄上的平均值为（52.41±2.53）岁。对照

组患者中男女人数分别为 4 例、5 例，年龄上的平均

值为（50.64±2.52）岁，所有患者均接受盆腔淋巴结

清扫术，术后出现淋巴漏并发症。 
1.2 方法 
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后 2～3

天为患者淋巴漏并发症的主要发生阶段，观察引流管

液体颜色，呈乳白色，在早期阶段，黄色或者淡红色

是引流液所呈现出的主要颜色。一旦发现此类现象，

相关医护人员应立即向医生汇报，在引流液乳糜实验

下，对患者的并发症类型作出诊断。为确保患者的生

命安全，此时患者不可进食，对患者的病情情况进行

评估，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在患者临床护理中，选用常规护理方案的对照组

共 9 例，按照以往的护理工作流程，给予患者体位护

理、病情监测等常规护理服务，护理人员遵医嘱为患

者提供相关治疗药物，并对患者的临床症状进行观

察，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1]。 
将综合护理方案用于观察组。首先，因术后淋巴

漏并发症的出现，多数患者易出现害怕、紧张等负面

情绪，在心态上发生较大的变化，加上对自身疾病知

识缺乏了解，心理压力加重，临床治疗依从性也会逐

渐降低，甚至出现自暴自弃，对疾病治疗失去信心，

难以达到良好的预后效果。基于此，在临床护理中，

护理人员应熟练掌握心理护理技巧，加大对患者心理

方面的护理干预力度。为改善患者焦急的情绪，应主

动与患者进行沟通，向其讲解淋巴漏并发症发生的原

因以及后续治疗工作的开展过程，对于患者提出的问

题，应耐心解答，用亲切、温和的话语，向患者讲解

更多疾病相关知识，安抚患者不需太过紧张、害怕，

相信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力，使其主动配合，缓

解病症，加快身体的康复速度。另外，给予患者更多

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向其列举之前预后效果较好的

案例，增加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心，勇敢对抗病魔，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以后的生活[2]。 
其次，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淋巴漏并发症的出

现，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有着较大的危害性，为确保治

疗效果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临床护理中，应加大对患

者病情的监测力度，时刻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

如：心率、血压等。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询问患者

有无其他不适。另外，对引流液的颜色、剂量两项指

标做好详细记录，当以上指标出现异常时，应立即向

医生进行汇报，并完成患者腹水常规、三酰甘油测定

等各项检查，以免患者出现消化道漏并发症。另外，

行血常规检查、体温测量，完成血培养、引流液培养，

对各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其他并发症

的存在，让患者得到及时的医治，以便对患者病情的

有效控制[3]。 
最后，加强引流管方面的护理。通常情况下，在

患者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后，需依靠引流管来完成腹

腔内渗血与渗血的引流，为避免患者出现尿漏或迟发

性出血症状，相关护理人员必须加大引流管的护理力

度，观察引流管液体流动情况，保持液体流通的顺畅

性。此外，检查导管是否固定完好，长度应适中，在

患者体位调整时，应注意不要挤压引流管，以免出现

脱落。另外，在引流管护理操作中，护理人员应严格

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做好感染的防控工作，将患者

感染率降至最低。为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引流管的重

视，护理人员应向其详细讲解引流管的用途和使用的

必要性，提高他们的重视程度。正常情况下，淡血性

是引流液的主要性状，使用剂量会在术后 2～3 天后

逐渐减少，当引流液剂量发生较大的变化时，每天剂

量超过 200ml，并且为非血性，此时护理人员应立即

向医生通报，并完成三酰甘油测定，对患者的并发症

类型作出准确的诊断，以便后续治疗工作的有序开

展。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当中，以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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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评分为主要观察指标。其中，满意度总分值为

100 分，分值越高，则表示患者的满意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数据的整理由 SPSS20.0 统计学软件

来完成，（x±s）、%为计量、计数单位，在 t、x2

检验方式下，当组间差异符合 P<0.05 的要求时，视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天数、护理满意度评分比

较：观察组为（18.95±6.28）d、（95.28±4.23）分，

对照组为（32.47±7.73）d、（81.42±3.76）分，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请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后平均住院天数 护理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9 18.95±6.28 95.28±4.23 

对照组 9 32.47±7.73 81.42±3.76 

X2值  8.254 9.64 

P 值  ＜0.05 ＜0.05 

3 讨论 
多数情况下，淋巴漏并无太高的临床发生率，主

要在淋巴管走行区域的手术治疗后出现。通过对淋巴

液的作用原理进行分析，清除细菌和碎屑是两大比较

典型的功能特点。为此，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医护人

员应重点注意，不可将其损伤。不过，对于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在腹腔镜下根治手术盆腔清扫环节中，需

要将腹主动脉旁的淋巴结进行切除，在此操作过程

中，易出现淋巴管损伤的情况，继而增加了淋巴漏并

发症的发生概率，对患者的身体再次造成伤害。因患

者本身对淋巴漏并发症缺乏了解，故在心态上会发生

变化，焦虑、恐惧情绪状态变得更加显著，若没有及

时对患者的情绪进行调整，很容易会影响到治疗效果

的发挥，不利于患者术后身体的康复。为此，在术后

淋巴漏并发症护理中，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

完整的临床护理方案，使其更具综合性和针对性特

点，为患者提供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4]。 
在本次研究当中，不论是患者术后住院时间，还

是患者的满意评分，观察组在各项指标的比较上均占

据明显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

可见，在对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并发淋巴漏的妇科肿瘤

患者临床护理中，综合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较好，值

得推广与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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