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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子宫切除术对绝经前后妇女泌尿系统及肠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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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全子宫切除术对绝经前后妇女泌尿系统及肠功能的影响遥 方法院将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分 猿 组袁绝经前

组尧绝经早期组尧绝经晚期组曰比较 猿 组患者术后肛门恢复排气尧排便时间尧尿管留置时间曰比较 猿 组患者术后 员 个月尧员 年膀胱
及肠功能情况遥 结果院绝经前组患者术后恢复肛门排气尧排便的时间最早袁尿管留置的时间最短咱分别为渊猿苑援源远 依 猿援缘缘冤 澡袁渊远缘援苑圆 依

缘援缘员冤 澡袁渊圆愿援怨圆 依 猿援园源冤 澡暂袁绝经早期组次之咱分别为渊源猿援猿园 依 源援缘园冤 澡袁渊苑源援猿源 依 愿援圆缘冤 澡袁渊猿缘援远苑 依 猿援员缘冤 澡暂袁绝经晚期组最长咱分
别为渊源怨援圆猿 依 源援猿源冤 澡袁渊愿园援园源 依 远援源猿冤 澡袁渊猿苑援猿愿 依 猿援源远冤 澡暂曰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随访术后 员 个月和 员 年尿频尧
排尿等待尧便秘的发生率袁绝经前组咱尿频渊远援源豫尧园冤袁排尿等待渊愿援园豫尧园冤袁便秘渊员源援缘豫尧缘援源豫冤暂低于绝经早期组咱尿频渊圆员援员豫尧
员园援圆豫冤袁排尿等待渊圆员援员豫尧愿援员豫冤袁便秘渊猿园援苑豫尧员愿援猿豫冤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亦低于绝经晚期组咱尿频渊猿远援员豫尧圆猿援缘豫冤袁排尿等待渊猿愿援愿豫尧

圆猿援缘豫冤袁便秘渊源苑援圆豫尧猿圆援猿豫冤暂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术后 员 个月尧员 年尿失禁的发生率绝经前组最低袁绝经晚期组最高袁两组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全子宫切除术对妇女的泌尿系统及肠功能均有一定的影响袁尤其是对绝经后的妇女影响更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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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子宫切除术是解决妇科良性疾病最常见的
手术袁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袁子宫切除
术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临床医生的
重视咱员原源暂遥 本研究主要通过观察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
排尿排便功能的改变袁并对绝经前后的妇女进行比
较袁提出尽管绝经后子宫丧失了其生殖及内分泌功
能袁但切除子宫仍须谨慎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择 圆园园愿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 月因子宫或卵巢
良性病变在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全子宫切除
术的患者袁所有患者术前须全面采集病史袁询问有
无尿频尧尿急尧尿失禁及便秘尧腹泻情况袁选择术前
无排尿尧排便异常袁无膀胱尧直肠膨出及子宫脱垂的
患者 员缘园 例袁年龄 猿缘耀苑远 岁袁平均渊缘园援圆 依 源援愿冤岁袁根
据是否绝经分 猿 组袁绝经前组 远圆 例曰绝经早期组 缘圆
例渊绝经 缘 年内冤曰绝经晚期组 猿远 例渊绝经 缘 年以
上冤遥 所有患者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袁由同组医师
施行手术袁术后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案遥
员援圆 方法
咱基金项目暂
鄢

南通市社会发展科技项目渊杂圆园员园园猿苑冤

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躁蚤糟澡藻灶园愿员远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咱文章编号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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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的全子宫切除术咱缘暂遥
观察 猿 组患者手术时间尧术中出血量尧住院天
数曰记录 猿 组患者术后肛门恢复排气尧排便时间尧尿
管留置时间曰记录 猿 组患者术后 员 个月及 员 年膀胱
及肠功能的情况遥 术后膀胱功能的评价包括院淤所
有患者于术后常规拔除尿管袁对拔除尿管后恢复自
主排尿的患者袁通过 月 超检测残余尿袁对残余尿量跃
员园园 皂造 的患者在给予对症治疗的同时袁继续留置尿
管袁直至残余尿约 缘园 皂造袁记录留置尿管的时间曰于拔
除尿管后袁观察患者有无膀胱充盈感袁有无自主排
尿袁有无尿频尧尿急尧排尿不尽尧排尿等待及 尿失
禁遥 术后肠功能的评价主要是根据术后恢复肛门
排气尧排便的时间袁出现便秘尧腹泻以及发生麻痹性
肠梗阻的情况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杂栽粤栽粤员园援园 统计软件包进行遥 猿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尧出血量尧住院天数尧尿管留置时
间尧肛门恢复排气及排便时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和 杂糟澡藻枣枣藻 法多重比较曰术后膀胱及肠功能情况比较
采用似然比 字圆 检验袁两两比较采用 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概率
法遥 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手术时间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住院天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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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患者的手术时间院绝经前组渊愿愿援圆猿 依 愿援猿缘冤
皂蚤灶尧 绝经 早期 组渊愿怨援员源 依 愿援猿苑冤 皂蚤灶尧 绝经 晚 期 组

渊怨员援源缘 依 愿援圆源冤 皂蚤灶曰术中出血量院绝经前组渊苑远援苑圆 依
愿援缘员冤 皂造尧绝经早期组渊苑愿援猿源 依 愿援圆缘冤 皂造尧绝经晚期组
渊愿园援园源 依 远援源猿冤 皂造曰术后住院日院绝经前组渊愿援愿远 依
圆援员圆冤 凿尧绝经早期组渊愿援苑愿 依 圆援缘缘冤 凿尧绝经晚期组
渊怨援缘缘 依 员援圆猿冤凿曰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圆 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尧恢复肛门排气尧排便时间
比较
绝经前组患者术后尿管留置的时间最短袁恢复
肛门排气尧排便的时间最早曰绝经早期组患者次之袁
绝经晚期组患者术后尿管留置的时间最长袁肛门恢
复排气尧排便的时间也最晚遥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圆援猿 术后膀胱及肠功能比较
随访发现患者术后 员 个月尧员 年的尿频尧 排尿

等待尧 便秘的发生率 猿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其中绝经前组低于绝经早期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亦低于绝经晚期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术后 员
个月尧员 年尿失禁的发生率 猿 组间亦有差异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其中绝经前组最低袁绝经晚期组最高袁绝经前
组与绝经早期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绝
经前组与绝经晚期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术后 员 年内绝经晚期组共发生麻痹性肠梗阻
圆 例袁员 例发生在术后 员 周内袁员 例发生在术后 猿 个
月袁而另外两组未有发生遥 其余各项指标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渊澡袁x 依 s冤

表 员 各组患者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尧肛门恢复排气排便时间比较
组别
绝经前组
绝经早期组
绝经晚期组

灶
远圆
缘圆
猿远

尿管留置时间
圆愿援怨圆 依 猿援园源鄢裕
猿缘援远苑 依 猿援员缘鄢裕
猿苑援猿愿 依 猿援源远鄢裕

与绝经前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绝经早期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肛门恢复排气时间
猿苑援源远 依 猿援缘缘鄢裕
源猿援猿园 依 源援缘园鄢裕
源怨援圆猿 依 源援猿源鄢裕

肛门恢复排便时间
远缘援苑圆 依 缘援缘员鄢裕
苑源援猿源 依 愿援圆缘鄢裕
愿园援园源 依 远援源猿鄢裕

表 圆 各组患者全子宫切除术后 员 个月尧员 年膀胱及肠功能情况比较
术后时间 组别
绝经前组
员 个月
绝经早期组
绝经晚期组
员年
绝经前组
绝经早期组
绝经晚期组

灶
远圆
缘圆
猿远
缘远
源怨
猿源

尿频
园源渊远援源冤
员员渊圆员援员冤鄢
员猿渊猿远援员冤鄢鄢
园园渊园援园冤
园缘渊员园援圆冤鄢
园愿渊圆猿援缘冤鄢鄢

与绝经前组比较袁鄢孕 约园援园缘袁鄢鄢孕 约园援园员遥

猿 讨

尿不尽
远渊怨援远冤
苑渊员猿援源冤
愿渊圆圆援圆冤
园渊园援园冤
员渊圆援园冤
圆渊缘援愿冤

论

猿援员 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泌尿尧肠功能的影响
全子宫切除术是妇产科常用的术式之一袁其能
够较彻底地治疗子宫良性疾病袁但其带来的术后并
发症应得到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遥 全子宫切除术不
仅切断子宫主韧带尧骶韧带及膀胱宫颈韧带袁而且
要下推膀胱尧直肠及其周围组织袁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还须切除部分阴道壁袁损伤了支配膀胱和直肠的
神经袁使膀胱和直肠的解剖位置及生理状态发生了

改变袁常常引起膀胱和直肠功能障碍咱远原苑暂遥 子宫切除
后患者由于直肠移位尧肛门直肠自主性神经支配功
能障碍导致严重便秘遥 月则燥憎灶 等咱愿暂经研究得出结论袁
经历过全子宫切除术的女性组有 源园豫出现了进行
性尿失禁症状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术前无排尿排便

尿急
源渊远援源冤
远渊员员援缘冤
远渊员远援远冤
园渊园援园冤
园渊园援园冤
员渊圆援怨冤

排尿等待
园缘渊愿援园冤
员员渊圆员援员冤鄢
员源渊猿愿援愿冤鄢鄢
园园渊园援园冤
园源渊愿援员冤鄢
园愿渊圆猿援缘冤鄢鄢

尿失禁
园渊园冤
员渊员援怨冤
源渊员员援员冤鄢
园渊园援园冤
圆渊源援员冤
远渊员苑援远冤鄢

腹泻
圆渊猿援圆冤
圆渊猿援愿冤
员渊圆援苑冤
园渊园援园冤
园渊园援园冤
园渊园援园冤

咱灶渊豫冤暂

便秘
园怨渊员源援缘冤
员远渊猿园援苑冤鄢
员苑渊源苑援圆冤鄢鄢
园猿渊缘援源冤
园怨渊员愿援猿冤鄢
员员渊猿圆援猿冤鄢鄢

异常的患者经历全子宫切除术后均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排尿排便异常袁其中以尿频尧排尿等待以及便

秘最为明显袁且对患者术后随访发现袁术后 员 个月
尿频尧排尿等待以及便秘的发生率最高袁随时间的
推移逐渐下降袁与文献报道相符咱怨原员员暂遥 但随访尿失禁
的发生情况发现袁 术后 员 年尿失禁的发生率渊愿 辕 员猿怨冤
较术后 员 个月时增多渊缘 辕 员缘园冤袁可能是由于全子宫
切除术后袁盆底组织由于失去子宫的支撑而致支持
力下降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遥 总之袁全子宫切
除术可引起妇女的排尿排便功能紊乱袁从而影响女
性的生活质量袁应引起妇产科学者的重视遥

猿援圆 全子宫切除术对绝经后妇女生活质量的影响
绝经后妇女因卵巢良性肿瘤行手术治疗时袁通
常同时行全子宫切除术袁以预防远期子宫病变的发
生遥 对于已绝经的妇女袁行全子宫切除术是否会影

窑员员圆源窑

南

京

医

科

响患者排尿排便功能袁国内尚未见报道遥 本研究将
施行全子宫切除术的绝经前后患者进行比较袁结果
显示袁全子宫切除术后绝经晚期组患者尿管留置的
时间及肛门恢复排气排便的时间最长袁绝经前组最
短曰且术后随访发现袁排尿排便异常的发生率亦是
绝经晚期组最高袁绝经早期组次之袁绝经前组最低遥
这可能是由于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袁泌尿生殖道
萎缩袁组织弹性减弱袁加上子宫切除术后盆底的完整
性被破坏袁盆底组织松弛下降袁尿道及直肠移位袁更
易发生泌尿肠功能的紊乱遥 全子宫切除术时患者年
龄越大袁盆底组织支持力下降越明显袁则术后排尿排
便异常的发生率越高咱员圆原员猿暂遥 因此袁尽管绝经后子宫丧
失了其生殖及内分泌功能袁但切除子宫仍须谨慎遥
综上袁全子宫切除术对妇女的泌尿系统和肠功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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