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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对初产妇分娩结局影响
古聪慧

秦成路

【 摘要】

目的

肖丹璇

李碧彩

邹清

杨婧

探讨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对初产妇分娩结局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２—８ 月在

本院产科建档并计划在本院分娩的 １００ 例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ꎬ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
组ꎬ每组各 ５０ 例ꎮ 对照组接受常规的产前门诊ꎬ观察组则采用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的模式进行干预ꎮ 比
较两组的产前焦虑程度( ＳＡＩ 评分) 、妊娠结局及满意度ꎮ 结果

观察组孕产妇分娩前 ＳＡＩ 评分为( ３９.１６±

２.０８) 分ꎬ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４３.２８±３.１５)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剖宫产率为 ２２.００％ꎬ明

显低于对照组的 ４０.０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两组孕妇的总产程、产后 ２ ｈ 出血量以及新生儿体
重、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观察组孕妇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９４.００％
ＶＳ ８２.００％)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ꎬ可以有效

减轻孕产妇的心理压力ꎬ降低剖宫产率ꎬ提高围产期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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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ｄｗｉｖ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 ｏ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 ＧＵ Ｃｏｎｇ－ｈｕ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Ｌｕｏｈ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１８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ｄｗｉｖ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ｆｉｌｅｄ ｉｎ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ꎬ ５０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ｉｄｗｉｖ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 ＳＡＩ ｓｃｏｒｅ) ꎬ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Ｉ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ａｓ (３９.１６±２.０８) 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４３.２８±３.１５)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２２.
００％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４０.０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ꎬ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ｉｎ ２ ｈｏｕｒｓꎬ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ｇａｒ ｓｃｏｒ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 Ｐ > ０. ０５ ) . 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９４. ００％ ＶＳ ８２. ００％ꎬ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Ｍｉｄｗｉｖ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ｗｅｌ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ꎬ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ꎻ Ｍｉｄｗｉｖｅｓꎻ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ꎻ Ａｎｘｉｅｔｙꎻ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随着剖宫产安全性的提高、诸多社会及医疗行为因素等
的影响ꎬ产妇剖宫产率在我国已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ꎬ已
经远远大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１５％ 的比例

[１]

ꎮ 此外ꎬ剖宫

产所带来的近、远期并发症逐渐被认识ꎬ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了孕产妇及新生儿的身心健康ꎮ 因此ꎬ如何有效的降低宫产
率ꎬ尤其是减少社会因素所引起的剖宫产ꎬ以及提高改善妊娠
结局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２]

ꎮ 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在我国是

一种新兴的模式ꎬ强调助产士为孕产妇提供有效的产前照护ꎬ
根据孕产妇的具体情况提供适时、合理、连续及系统的产前指
导

[３]

ꎮ 本研究通过对初产妇应用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的干

预模式ꎬ研究其对分娩结局的影响ꎬ以探讨一种有效的产前干

预模式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２—８ 月在本院产科建档并计

划在本院分娩的 １００ 例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ꎬ纳入标准:( １)

初产妇ꎬ确诊为宫内单胎ꎻ( ２) 孕 ３２ 周ꎻ( ３) 骨盆各径线值在
正常范围内ꎻ(４) 胎儿双顶径值在正常范围内ꎻ( ５) 具有正常
的语言、沟通能力ꎮ 排除标准:(１) 合并原发性高血压、２ 型糖
尿病、慢性肾病等内科疾病者ꎻ(２) 非自然受孕( 人工授精、试

管婴儿等) 、多胎妊娠、严重妊娠合并症者ꎮ 将研究对象按随
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５０ 例ꎬ两组基线资
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见表 １ꎮ

２.方法:(１) 对照组:接受常规的产前门诊ꎬ 在 ３２ 孕周至

基金项目:深圳市罗湖区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１８)

分娩前这一段时间内对孕妇的病史进行详细询问ꎬ常规随诊ꎬ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０１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进行规范的胎心监测和监护ꎬ定期测量孕妇的血压、体重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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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测量宫高ꎻ监测血尿常规、血生化等实验室指标ꎻ对孕妇存
在的疑问随时进行解答ꎮ ( ２) 观察组:采取由助产士参与产

前门诊的模式ꎬ由助产士主导根据不同孕期的需要制订相关
内容ꎮ 具体方法:①孕 ３２ 周进行询问病史内容及监测内容同
对照组ꎬ助产士与孕妇本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ꎬ同时保持与家
属的联系ꎬ记录并保留孕妇及家属对的各项要求ꎻ根据孕妇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员的满意情况ꎬ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ꎬ以非常满意和满
意人数计算满意度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计数资
料以频数( 百分比) [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养现状制定个体化的营养干预方案ꎬ指导其进行适宜运动ꎻ②
孕 ３３ ~ ３５ 周ꎬ这一阶段助产士应该向孕产妇宣教如何正确选

择住院时间ꎬ并告知孕产妇及家属在分娩前应准备的物品ꎻ疏
导孕产妇的产前焦虑心理ꎬ帮助其做好心理准备ꎬ熟悉计数胎
动次数等ꎻ③孕 ３６ 周ꎬ助产士宣教自然分娩原理、优势ꎬ同时

表１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５０)
对照组( ｎ ＝ ５０)
ｔ值

保孕产妇可以进行马拉泽呼吸法练习ꎻ完成孕产妇丈夫的指

褥期的保健指导ꎬ详细讲解产褥期身心保健、母乳喂养的相关
知识以及新生儿护理技巧等ꎮ

３.观察指标:(１) 分娩前焦虑情况:调查两组研究对象分

娩前的焦虑水平ꎬ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 ＳＴＡＩ)

[４]

中的 １ ~ ２０

项为状态焦虑量表( ＳＡＩ) ꎬ用于评定应激情况下的焦虑严重

程度ꎬ评分范围为 ２０ ~ ８０ 分ꎬ得分越高则说明焦虑越严重ꎮ
(２) 妊娠结局及满意度:记录分娩方式、产程时间、产后 ２ ｈ 出
血量、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１ ｍｉｎ) 、新生儿体重ꎬ围产期的满意

度等ꎮ 其中满意度采用自制调查量表ꎬ调查孕产妇对医护人
表２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５０)

总产程时间( ｍｉｎ)

ｔ值

０.４８９

对照组( ｎ ＝ ５０)

对照组( ｎ ＝ ５０)
χ２ 值
Ｐ值

讨论

不满意

２８

１３

９

３８

９

２.两组分娩方式的比较:观察组剖宫产 １１ 例ꎬ剖宫产率

为 ２２.００％ꎻ对照组剖宫产 ２０ 例ꎬ剖宫产率为 ４０.００％ꎬ观察组
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９６８ꎬＰ<
０.０５) ꎮ

３.两组孕妇分娩结局的比较:两组孕妇的总产程、产后 ２

ｈ 出血量以及新生儿体重、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比较ꎬ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１７６.４２±４０.０９

３.５６±１.３２

９.２８±３.０７

３

３.４１±１.２８
０.２３２

>０.０５

满意

>０.０５

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 分)

>０.０５

非常满意

０.３９２

>０.０５

新生儿体重( ｋｇ)

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５０)

１.２１±０.４１

ＳＡＩ 评分为(３９.１６±２.０８) 分ꎬ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４３.２８±３.１５)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７.７１７ꎬＰ<０.０５) ꎮ

０.６１８

两组孕妇分娩结局的比较[ ｎ( ％) ]

５６.７５±４.０８

产后 ２ ｈ 出血量( ｍｌ)

４.两组孕妇满意度的比较:观察组孕妇满意度明显高于
表３

０.３４４

孕次( 次)

１.２５±０.３８

１.两组孕妇分娩前焦虑水平的比较:观察组孕妇分娩前

１６２.３５±３６.２９

４７２.５９±９６.３８

Ｐ值

０.２９４

２６.９７±３.２９

两组孕妇分娩结局的比较( ｘ
±ｓ)

４６８.４３±８７.３７

体重( ｋｇ)

５５.８２±３.５８

二、结果

导ꎬ使其承担起丈夫、父亲的使命ꎬ介绍医院的陪伴制度及相
关规定ꎻ④孕 ３７ ~ ３９ 周ꎬ助产士需要向孕产妇及家属进行产

年龄( 岁)

２７.５６±４.１５
>０.０５

Ｐ值

要对其进行分娩的配合指导ꎬ尤其是第一产程至第三产程ꎻ确

两组孕妇基线资料的比较

>０.０５

９.５４±２.８９
０.４７１

>０.０５

引起的其他近、远期并发症 [７] ꎮ 且研究指出ꎬ一旦剖宫产率
上升到一定程度后ꎬ并不能继续降低新生儿窒息等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 [８] ꎮ

满意度

世界各国应用的产科照护模式存在较大差异ꎬ原因在于

４７(９４.００)

各国的卫生保健体系不同ꎬ但是主要模式根据主导对象的不

３.９２８

方国家更加倡导助产士服务模式ꎬ助产士保障着母婴的健康

４１(８２.００)
<０.０５

同而分为三种ꎬ即产科医生、助产士、家庭医生主导等 [９] ꎮ 西
安全ꎮ 我国目前的产科服务体系的主导者是产科医生ꎬ孕期
检查则由产科护士来执行ꎬ助产士的职能仅限于产房产时的

剖宫产是临床上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有效手

管理ꎮ 助产士可以发挥的系统、个体化的照护作用几乎在孕

段ꎬ目前应用非常广泛ꎮ 但是在我国由于社会因素所引起的

产妇整个孕期缺失ꎬ同时也无法做到助产士与孕产妇之间的

综合临床文献ꎬ孕产妇和家属的错误认识( 孕产期保健和剖

一种新兴的模式ꎬ强调助产士为孕产妇提供有效的产前照护ꎬ

剖宫产率较高ꎬ在所有的剖宫产中期比例高达 ３０％ ~ ５０％ [５] ꎮ
宫产) 、营养过剩等是我国剖宫产率上升的社会因素 [６] ꎮ 此
外ꎬ孕产妇还由于惧怕阴道分娩带来的疼痛感ꎬ常常合并恐
惧、焦虑等不良心理状态ꎬ尤其是初产妇往往缺乏信心ꎬ容易

交流及信任关系的建立 [１０] ꎮ 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在我国是
根据孕产妇的具体情况提供适时、合理、连续及系统的产前指

导 [１１] ꎮ 丁毅等 [１２] 对孕产妇在助产士专科门诊予产前服务ꎬ
主要包括产前检查以及指导孕期卫生、营养ꎬ同时宣教分娩过

导致子宫收缩乏力、产程延长等情况的出现ꎬ进而需要剖宫

程ꎻ结果显著缩短了孕产妇的平均就诊等候时间ꎬ提高了孕产

产ꎮ 经阴道分娩是更加符合生理的方式ꎬ且剖宫产产妇的分

妇的满意度ꎮ 本研究通过对初产妇应用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

娩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相对较长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剖宫产所

的干预模式ꎬ结果发现观察组孕妇分娩前 ＳＡＩ 评分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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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ꎬ且观察组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显著性

[３]

生儿体重、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比较均无显著差异ꎬ但是观察满

[４]

( Ｐ<０.０５) ꎮ 虽然两组孕妇的总产程、产后 ２ ｈ 出血量以及新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ꎮ 说明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具有较好的
应用价值ꎬ可以有效减轻孕产妇的心理压力ꎬ降低剖宫产率ꎬ
提高围产期满意度ꎮ 通过该干预模式的应用ꎬ可以使助产士
与孕产妇进行直接的接触ꎬ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ꎬ有效的疏导
并消除孕产妇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ꎻ同时让助产士
提前介入到了产前阶段ꎬ不仅可以动态观察孕产妇在妊娠期

[５]
[６]
[７]

间的身心变化和社会支持ꎬ还能根据妊娠期不同阶段的需要ꎬ
对孕产妇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ꎬ使其本人及家属对分娩的过
程ꎬ以及需要的配合技巧均可以进行充分的认知ꎬ为分娩做好
心理准备ꎻ再次ꎬ助产士还可以提供妊娠过程及相关疾病、并
发症的知识解答ꎬ使其就诊时间有效缩短ꎬ解决了产科医生因
就诊患者多而无法详细耐心解释引发患者不满意的现象 [１３] ꎮ

综上所述ꎬ助产士参与产前门诊ꎬ通过对孕产妇进行教育

干预ꎬ与孕产妇及其家属建立了互动的信任关系ꎬ可减轻孕产

[８]
[９]
[１０]
[１１]

妇的心理压力ꎬ降低了产前焦虑等负性心理情绪ꎻ同时可以有
效提高自然分娩率ꎬ提高围产期满意度ꎬ对降低剖宫产率是一
个有效的干预模式ꎬ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ꎮ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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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后遵医
行为及并发症的影响
马金玲
【摘要】

目的

探讨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术后遵医行为及并发症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２０ 例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按随机数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６０ 例ꎮ 观察组实施合理行为替代护理ꎬ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ꎬ比较两组患
者术后遵医行为及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结果

观察组合理休息、合理饮食、配合操作、情绪调适、遵医用药、

预防感染及康复锻炼等遵医行为评分均较对照组高ꎬ肺部感染、膀胱痉挛、尿路感染、排尿失禁及肉眼血尿
等并发症总发生率较对照组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合理行为替代护理可有效促进前

列腺增生症患者疾病转归ꎬ降低并发症的发生ꎬ提高其术后遵医行为ꎮ
【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合理行为替代护理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遵医行为ꎻ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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