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猿圆 卷第 员圆 期
20员圆 年 员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Natural Science冤

原员苑苑缘原

子宫全切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两种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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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经济合理的子宫全切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的方法遥 方法院对 远园 例子宫全切术病例随机分成两组袁研究组

猿园 例术前至术后第 员 天给药曰对照组 猿园 例术前至术后第 猿 天给药遥 观察术后的体温尧腹部切口愈合情况尧阴道残端炎尧人均使
用抗生素量尧人均使用抗生素时间尧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等标准遥 结果院术后的体温尧腹部切口愈合尧阴道残端炎比较袁两组无统

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 袁住院费用尧抗生素使用量研究组与对照组对比有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结论院子宫全切术前至术后第 员 天
用药经济合理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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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期抗生素使用不当或滥用袁不仅加重患者
的经济负担袁还导致菌群失调尧二重感染及药物引起
的不良反应遥 子宫全切术为域类手术袁围手术期应
用抗生素成为预防手术感染的常规遥 本研究选择两
种子宫全切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方法进行对比分
析袁寻找一种经济合理的方法遥
员
员援员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员圆鄄员苑苑缘鄄园圆

采用筋膜内子宫全切术袁术中严格无菌手术操作袁研
究组尧对照组中有出血量跃 猿园园 皂造 者各 员 例遥

观察指标院 淤体温院间隔 源 澡 测体温袁手术 源愿 澡

后连续 圆 次体温 逸猿愿益为异常曰于血常规院术后第 猿
天查血 宰月悦 跃 员圆援园 伊 员园怨 辕 蕴 或中性粒细胞渊晕冤 跃 园援愿园
为异常曰盂腹部切口愈合院 切口无红肿尧硬结尧压痛

及渗出为愈合良好遥切口感染如切口处有红尧肿尧热尧

对象和方法

痛或有脓性分泌物袁有病原学诊断依据渊分泌物培养

对象

选择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苑 月入本院妇科行

子宫全切术的 远园 例患者做为研究对象袁排除头孢过

敏尧术前体温跃 猿苑援缘益尧阴道炎及糖尿病患者袁随机分

成 圆 组袁研究组 猿园 例袁对照组 猿园 例遥 两组间营养状
况尧年龄尧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员援圆

月

方法

研究组在术前 猿园 皂蚤灶 静脉滴注五水头孢唑林

钠 员援园 早 及甲硝唑 园援缘 早袁术后 远 澡 重复给药 员 次袁术

阳性冤曰榆阴道残端炎院 术后出现阴道出血伴肉芽组
织形成曰虞经济方面指标院 人均使用抗生素量尧人均
使用抗生素时间及住院天数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袁 计量资料行 贼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术前研究组和对照组各种指标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后第 员 天静脉滴注五水头孢唑林钠 员援园 早 及甲硝唑

园援园缘冤袁两组术后的体温尧腹部切口愈合尧阴道残端炎尧

后五水头孢唑林钠 员援园 早 及甲硝唑 园援缘 早袁圆 次 辕 凿 至

使用抗生素量和人均使用抗生素时间尧人均住院费用

园援缘 早袁圆 次 辕 凿曰 对照组术前及手术当日用法相同袁术
术后第 猿 天遥 如体温尧血白细胞渊宰月悦冤尧超敏 悦原反
应蛋白渊悦砸孕冤升高袁加用抗生素至体温正常遥 手术均

住院天数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经济学指标人均

研究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
表 员冤遥

表 员 两组观察指标分组比较
分组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猿园
猿园

与研究组相比袁鄢孕 约 园援园园员遥

人均使用抗生素量渊早冤
源援猿猿 依 圆援园苑
员园援圆园 依 圆援远苑鄢

人均使用抗生素时间渊凿冤
圆援圆缘 依 园援远怨
源援缘远 依 园援愿怨鄢

住院费用渊元冤
缘 苑园缘援圆缘 依 员园员援苑员
远 缘苑远援猿猿 依 圆园猿援远苑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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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袁在手术前尧手术中开始系统性应用抗生素预
防术后感染的发生袁称为围手术期预防性应用抗生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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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伤口的感染率遥 有文献报导袁 超过 源 凿 的用药与

论

凡存在发生感染的因素袁 或有可能导致感染的

咱员暂

学

遥 酝蚤贼贼藻灶凿燥则 等 比较未接受预防性抗生素的全
咱圆暂

子宫切除者与应用抗生素者发生严重感染率袁两组

源愿 澡 用药效果相同袁更重要的是减少了抗生素应用

对患者带来的不良反应袁 有效的控制了抗生素的滥
用及耐药菌株的产生遥 本研究组应用抗生素未超过
源愿 澡袁 对子宫全切术患者在严格的无菌手术操作前

提下袁 术前 猿园 皂蚤灶 给药持续 圆源 澡 就已经足以起到
预防感染的作用遥

差异显著袁因此提倡常规应用抗生素遥 子宫全切术

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只是预防术后感

围手术期应用抗生素的原则为选择合适的药物袁减

染的措施之一袁必须增强患者抵抗力尧纠正内科合并

少药物不良反应遥 子宫全切手术切口为域类切口袁

症尧严格手术指征袁术中严格无菌操作袁减少细菌污

原则上应选择广谱尧有效尧能覆盖大多数病原菌的抗

染和繁殖的机会袁 术前常规行宫颈及阴道分泌物检

菌药物袁 兼顾安全尧价廉遥 有研究表明院 不同代的头

查袁积极治疗宫颈炎及阴道炎症袁采取综合措施袁从

孢菌素在降低妇产科术后感染率方面差异无显著

根源上控制妇科术后感染的发生遥 选用适宜的抗菌

性袁推荐第一代头孢为首选用药遥本组采用头孢唑啉

素袁 采用适当的剂量和疗程袁 以达到预防感染的目

加甲硝唑取得较好的疗效遥 细菌造成术后感染需要

的袁同时避免细菌耐药性的产生遥腹式全子宫切除术

有一个在伤口内定植袁然后在切口内繁殖的过程袁有
效预防用药的关键时期是致病菌侵入 源 澡 内袁抗生素
首次剂量宜在手术切开皮肤前 猿园 皂蚤灶袁以保证手术

患者采用术前至术后第 员 天预防应用抗生素方法较

为经济合理袁值得推广遥 由于本组例数较少袁其长期
临床疗效评价尚需长时间尧大样本的随访遥

中患者血中抗生素达到有效浓度袁取得最大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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