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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产褥期(puerperium)：从胎盘娩出至产妇全身各器官

（乳房除外）恢复或接近正常未孕状态的一段时间； 

一般为6周. 

生理调适：产妇产后机体各生理功能逐渐恢复到非妊

娠状态称为生理调适. 



生殖系统 

1. 子宫： 

子宫复旧(uterine involution)：胎盘娩出后，子宫

逐渐恢复至正常未孕状态的过程. 

主要包括: 子宫肌缩复 

            子宫内膜修复 

            子宫颈复原 

            血管变化 



(1)子宫体肌缩复 

通过子宫肌纤维的缩复，子宫体逐渐缩小: 

 产后第1天达脐平，以后每天下降1~2 cm 

 产后1w在耻骨联合上可扪到宫底 

 产后10天子宫进入盆腔 

 产后6w，子宫恢复至未孕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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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宫体肌缩复 

通过子宫肌纤维的缩复，子宫体逐渐缩小: 

 产后子宫重约1000g 

 产后1周重约500g 

 产后2周重约300g 

 产后6~8周，子宫恢复至未孕大小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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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宫内膜再生：胎盘娩出后，剩余的蜕膜变性脱落，由阴

道排出（恶露），新的功能层子宫内膜有基底层再生. 

恶露呈血腥味，持续4~6周，总量250~500ml 

产后3周，除胎盘附着处外，均被新生的子宫内膜修复； 

产后6周，胎盘附着处也被新生的子宫内膜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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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露分类 

红色恶露 浆液性恶露 白色恶露 

持续时间 产后最初3天 产后4~14天 产后14天后 

颜色 色红 色淡红 色淡黄或白色 

内容物 

大量血液、少量胎

膜、坏死的蜕膜组

织 

少量血液，坏死蜕

膜组织、宫颈粘液、

细菌 

坏死蜕膜组织、

表皮细胞、大量

白细胞、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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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宫颈复原： 

产后1w宫颈口关闭，产后4周宫颈完全恢复至未孕状态. 

由于分娩时的扩张或裂伤，宫颈外口变为横裂状. 

(4)子宫血管变化 

胎盘娩出后，子宫血供减少，肌壁间的血管和静脉窦

随肌肉收缩逐渐闭塞(故：宫缩不良时容易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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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阴道及外阴 

分娩后阴道壁肌张力低，粘膜光滑； 

约产后3w阴道粘膜皱襞开始复现； 

肌张力逐渐恢复，但不能完全恢复至未孕状态 

会阴因分娩时受压而产生充血、水肿，产后2~3天可恢

复，会阴切开术在3~5日愈合； 

处女膜痕：处女膜在分娩时被撕裂仅留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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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盆底组织：盆底肌及筋膜 

分娩时过度扩张而失去弹性，产褥期内较早从事重体力

劳动容易导致阴道前后壁彭出或子宫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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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变化 

泌乳：分娩后，激素水平的下降解除了对垂体生乳激
素的抑制作用，乳房开始泌乳； 

通过新生儿吸吮乳头刺激垂体前、后叶释放催乳素、
缩宫素，促进乳汁分泌，因此，新生儿频繁吸吮乳头
是保持乳腺泌乳的关键； 

不断排空乳房也是维持乳汁分泌的重要条件. 

产妇的营养、睡眠、健康状况、情绪状态也会影响乳
汁的质和量； 

 

               讨论：母乳喂养的好处？ 



血液系统的变化 

产褥期最初3天，胎盘血液循环停止，子宫缩复使大量

血液进入体循环，同时原来潴留在组织间的液体开始

回到体循环，使回心血量增加15~25%，因此，心脏病

产妇易诱发心衰； 

血容量可于产后2~3w恢复至未孕状态. 

产后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利于减少产后出血. 



消化系统的变化 

产后1~2天由于大量褥汗排出，产妇常感口渴； 

胃中盐酸分泌减少，约1~2周恢复 

胃肠蠕动约产后2w恢复； 

容易发生便秘及肠胀气. 



泌尿系统的变化 

体内潴留水分主要通过肾脏排出，故产后1周尿量明显

增加； 

容易发生尿潴留（膀胱充盈会影响子宫收缩而导致产

后出血） 

Meta分析表明，麻醉剂的使用、阴道助产、会阴
切开术、初产妇是产后尿潴留的危险因素 



内分泌系统的变化 

激素变化：随胎盘娩出，体内雌、孕激素水平急剧下

降，产后1w降至未孕状态； 

排卵及月经：不哺乳产妇与产后6~10w恢复月经，哺

乳产妇因泌乳素的抑制而较晚恢复月经，一般于产后

4~6个月恢复排卵. 



腹壁的变化 

产后腹壁的皮肤、纤维明显松弛，需6~8周才能恢复； 

妊娠纹由紫红色变为永久性的白色妊娠纹 



心理的变化 

产妇的心理感受：满足、兴奋、愉悦或悲痛、忧伤、

焦虑 

Rubin将产褥期妇女的心理调适分为： 

  1.依赖期：产后1~3d 

  2.依赖-独立期：产后3~14d 

  3.独立期：产后2w~1M 



护理评估 

1. 病史 

妊娠期评估； 

分娩评估； 



 2.生理评估 

(1)生命体征评估： 

体温：产后24小时内体温略有上升，但不超过38℃；产
后3~4日出现泌乳热（37.8~39 ℃ ） 

脉搏：略缓慢 

血压：平稳，妊高征孕妇血压在产后恢复正常或明显降
低 

呼吸：深慢，约14-16次/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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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后宫缩痛评估： 

因子宫收缩引起下腹部阵发性疼痛，在产后1-2天较强

烈； 

哺乳时刺激子宫收缩使疼痛加重； 

经产妇多见 

评估孕妇对宫缩痛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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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宫复旧评估：排空膀胱，按压子宫底，观察： 

子宫的硬度； 

子宫底的高度； 

阴道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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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恶露评估： 

评估恶露的色、质、量、味； 

 量：增多时进一步评估宫缩状况 

 味：有异味（感染时有臭味），进一步评估感染征象 

评估恶露的性状，判断是血性恶露还是浆液性恶露. 

 血性恶露时间延长，应警惕子宫复旧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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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阴评估： 

评估会阴肿胀程度； 

评估会阴伤口情况； 

护理评估 



 (6)排泄评估： 

排尿评估，有无排尿困难及膀胱充盈； 

排汗（褥汗）评估； 

排便评估，有无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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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胃纳评估： 

胃肠蠕动恢复情况评估； 

产妇食欲评估； 

产妇饮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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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乳房评估： 

评估乳房类型； 

评估乳汁的质、量情况； 

评估乳头有无疼痛及皲裂； 

评估乳房有无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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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肢静脉回流情况评估： 

评估下肢体表温度； 

评估产妇的主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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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评估： 

产后产妇的情绪评估      产后焦虑 

                          产后抑郁 

产后精神状态评估       产后兴奋 

                         精神不振 

护理评估 



4.母乳喂养影响因素的评估 

生理因素：全身性疾病； 

             乳房因素； 

             药物因素； 

护理评估 



心理因素：影响产妇哺乳的信心 

     不良的分娩体验； 

     产后心理、精神状态； 

     产后疼痛； 

     对哺乳不正确的看法等 

护理评估 



社会因素 

    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医务人员的信息支持等； 

    家庭经济状况； 

    产妇情况：年龄过小或单身妈妈； 

    多胎； 

    由于疾病、工作等原因使母婴分离 

护理评估 



护理问题 

母乳喂养无效； 

舒适改变； 

自尊低下； 

尿潴留； 

便秘； 

产后焦虑或抑郁 



护理目标 

促进成功的母乳喂养； 

产妇获得产后保健知识及新生儿护理知识； 

产妇舒适感增加； 

产妇心理感受良好； 



护理措施 

1.产后2小时护理： 

分娩后在产房内观察2小时； 

观察内容包括：生命体征、子宫收缩情况、阴道流血量、

宫底高度、膀胱是否充盈； 

宫缩乏力：按摩子宫、注射缩宫素； 

宫缩不良、宫底上升、阴道出血量少：宫腔内有积血，

应按压宫底排出积血后，促进宫缩； 

肛门坠胀感：阴道后壁血肿可能，应肛查确诊及处理. 



护理措施 

2.产后一般护理： 

生命体征的监测； 

保持环境清洁、安静； 

督促产后排尿，避免膀胱充盈影响子宫收缩； 

鼓励产妇早下床活动，但避免重体力劳动； 

饮食指导 



3.会阴护理： 

评估会阴情况：有无肿胀，切口情况； 

会阴切口护理：擦洗，每天2次，向切口对侧卧位 

会阴肿胀护理：用95%酒精或50%硫酸镁湿热敷； 

会阴血肿：湿敷或红外灯照射； 

会阴硬结：大黄、芒硝外敷； 

产后7~10天可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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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子宫复旧护理： 

 入修养室2小时评估4次：即刻、30min、1h、2h 

 产妇的子宫底高度，硬度； 

 子宫收缩状况； 

 按压宫底评估恶露的色、质、量、味； 

 督促产妇排尿（产后4~6小时应排尿并记录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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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乳房护理： 

一般护理： 清洁护理 

             促进乳汁分泌护理 

             指导母乳喂养的姿势及技巧 

             佩带合适的乳罩 

护理措施 



平坦及凹陷乳头护理： 

      乳头伸展练习 

      乳头牵拉练习 

      哺乳时让新生儿先吸吮平坦一侧 

护理措施 

关于孕期乳头锻炼的循证证据：有证据显示孕期进行乳头
锻炼可预防产后哺乳时的乳头问题，但临床护理专家却指出，孕
期刺激乳头可能会诱发子宫收缩。 



预防乳房胀痛及乳腺炎护理：关键促进乳腺管畅通 

       尽早哺乳； 

       哺乳后将多余乳汁吸出，增加哺乳次数； 

       哺乳前乳房热敷，两次哺乳间冷敷； 

       按摩乳房； 

       用生面饼外敷 

       佩带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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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头皲裂的预防及护理： 

      正确的哺乳姿势； 

      新生儿吸吮时含住乳头及大部分乳晕； 

      先吸吮健侧，再吸吮患侧； 

      增加哺乳次数，缩短哺乳时间； 

      哺乳后挤出少量乳汁涂于乳头； 

护理措施 



退乳护理： 

      饮食指导：限制汤类； 

      停止吸吮和挤奶； 

      皮硝外敷，加生麦芽泡茶饮； 

      口服己烯雌酚？（目前的观点不主张用激素退奶） 

护理措施 



6.母乳喂养指导： 

饮食指导： 

        营养均衡，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 

        适当控制脂肪的摄入； 

        增加营养丰富的汤类，促进乳汁分泌； 

        注意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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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方法指导：产后早吸吮 

       哺乳原则：按需哺乳； 

       哺乳时间：从3~5min增加到15~20min； 

       哺乳姿势：母婴均舒适； 

       新生儿含接乳头技巧 

       哺乳完毕：将新生儿竖抱、拍背 

护理措施 



出院后母乳喂养指导： 

        饮食、休息指导； 

        乳房护理指导； 

        人工喂养指导； 

护理措施 



7.预防产褥中暑 

产褥中暑是产褥期因高温环境体内余热不能及时散发，引

起中枢性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导致的急性热病. 

与中国传统坐月子习俗有关 

表现： 

 中暑先兆：口渴、多汗、恶心、胸闷、四肢乏力 

 轻度中暑：体温升高、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口渴等 

 重度中暑：体温达41度，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谵妄、昏迷 

护理措施 



8.促进产妇良好的心理调适 

建立练好的护患关系； 

采取母婴同室； 

协助日常生活护理； 

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持； 

调动家庭支持； 

护理措施 



9.出院宣教： 

一般保健指导：饮食、活动、休息、个人卫生等； 

计划生育指导； 

产后保健操指导； 

新生保健指导：日常保健、预防接种、体格检查； 

产后42天检查 

护理措施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