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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张红岩，高晖，朱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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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医院感染的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行手术治疗的６０４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术后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感染部位及感染病

原菌种类，统计学软件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　结果　６０４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医院感染５３例，感染率为８．７７％。

单因素分析显示，住院时间≥２１ｄ、尿管留置时间≥１０ｄ、腹腔或阴道引流管留置时间≥７ｄ、合并贫血、手术时间≥４ｈ为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医院感染相关因素（犘＜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合并贫血、合并慢性病、住院时间≥２１

ｄ、手术时间≥４ｈ、尿管留置时间≥１０ｄ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犘＜０．０５）。　结论　妇科

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医院感染的部位以泌尿系多见，其次为手术部位、下呼吸道、胃肠道、血液及上呼吸道等。大肠埃

希菌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医院感染常见病原菌。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可控制和减少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

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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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疾病，包括卵巢

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输卵管癌、绒癌、阴道癌和外

阴癌等类型，其中以卵巢癌、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尤为

多见。在治疗上，通常有手术、化疗和放疗等方法［１］。

而手术仍是多数妇科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易

发生术后感染，影响患者的康复。本研究对该院２０１４

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６０４例行手术治疗的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医院感染发生的相

关因素，为妇科恶性肿瘤手术后医院感染的防治提供

参考。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资料

·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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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本院手术治疗的妇科

恶性肿瘤患者６０４例。纳入标准：患者在术前完善相

关检查，无泌尿道、呼吸道、生殖道、消化道以及血液系

统等部位感染。排除标准：术前已存在某些部位感染

及处于感染潜伏期或手术中发现合并生殖道感染的患

者；行宫颈锥切术和宫腔镜电切术的患者。

２　方法

２．１　资料收集　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包括

患者年龄，是否合并慢性病，术前身体状况及准备情

况，手术方式及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腹腔或阴

道引流管留置时间，是否进行化疗等。

２．２　术后医院感染因素分析　对收集的妇科恶性肿

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术后医院感染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学软件采用ＳＰＳＳ２０。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依据原卫生部２００１年１月３

日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进行诊断。所有患者均

在手术前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排除泌尿道、呼吸道、生

殖道、消化道以及血液系统等部位的感染。根据患者

手术后出现的咳嗽、咳痰、尿频、尿痛、腹痛、腹泻、发热

等症状，结合局部体征，经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

细菌培养以及药敏试验确诊为术后医院感染。

结　果

１　手术后医院感染率、感染部位及病原菌分布

６０４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手术后发生医院感

染５３例，感染率为８．７７％；例次数为５６，医院感染例

次发 病 率 为 ９．２７％。其 中 泌 尿 系 感 染 ２１ 例 次

（３７．５％）、手术部位感染１８例次（３２．１４％）、下呼吸道

感染７例次（１２．５％），胃肠道感染４例（７．１４％），败血

症４例（７．１４％），上呼吸道感染２例（３．５７％）。共检出

病原菌３４株，其中大肠埃希菌２０株（５８．８２％），金黄

色葡萄球菌１０株（２９．４１％）。

２　手术后医院感染因素分析

２．１　单因素分析　在纳入分析的１１个变量中，住院

时间、尿管留置时间、腹腔或阴道引流管留置时间、合

并贫血、手术时间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感染发生

相关因素（犘＜０．０５），而年龄、疾病诊断、手术方式、是

否合并慢性病、是否进行化疗及术前住院时间与术后

感染的发生无显著相关性（犘＞０．０５）（表１）。

表１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医院感染发生危险因素及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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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Ｉｔｅｍ

调查例数

Ｎｏ．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感染例数

Ｎｏ．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χ２ 犘

年龄 ＜６０岁 ４３０ ４０ ９．３０ ０．５１９ ＞０．０５

≥６０岁 １７４ １３ ７．４７

疾病诊断 子宫内膜癌 ２４０ １６ ６．６７ ３．７４９ ＞０．０５

宫颈癌 １７２ ２１ １２．２１

卵巢癌 １５８ １５ ９．４９

手术方式 腹腔镜 ２６６ ２３ ８．６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５

开腹 ３２６ ２９ ８．９０

合并慢性病 无 ４５１ ３７ ８．２０ ０．７２５ ＞０．０５

有 １５３ １６ １０．４６

化疗 无 ４４８ ３８ ８．０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５

有 １５６ １５ ９．６２

术前住院时间 ＜７ｄ ４３９ ３９ ８．８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５

≥７ｄ １６５ １４ ８．４８

住院时间 ＜２１ｄ ４３６ ２８ ６．４２ １０．８４０ ＜０．０１

≥２１ｄ １６８ ２５ １４．８８

合并贫血 无 ３２６ １９ ５．８３ ７．６８２ ＜０．０１

有 ２７８ ３４ １２．２３

手术时间 ＜４ｈ ４１１ ２４ ５．８４ １３．８４５ ＜０．０１

≥４ｈ １９３ ２９ １５．０３

留置尿管时间 ＜１０ｄ ３８３ ２３ ６．０１ １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０ｄ ２２１ ３０ １３．５７

腹腔或阴道引流管留置时间 ＜７ｄ ３３８ １９ ５．６２ ９．５３５ ＜０．０１

≥７ｄ ２６６ ３４ １２．７８

２．２　多因素分析　对相关感染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合并贫血、合并慢性病、住

院时间、手术时间、尿管留置时间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

手术后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讨　论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妇科恶性肿瘤

的发生显著增多，已成为妇科主要疾病之一。手术是

·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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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医院感染发生危险因素犾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犾狅犵犻狊狋犻犮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犵狔狀犲犮狅犾狅犵犻犮犿犪犾犻犵狀犪狀狋狋狌犿狅狉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犪犳狋犲狉狊狌狉犵犲狉狔狀狅狊狅犮狅犿犻犪犾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狉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下限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 上限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ｉｔ

是否合并贫血 ０．６６４ ０．３１５ ４．４３６ ０．０３５ １．９４３ １．０４７ ３．６０４

是否合并慢性病 ０．７０８ ０．３４２ ４．２８８ ０．０３８ ２．０２９ １．０３９ ３．９６４

住院时间 ０．８１３ ０．３０８ ６．９４９ ０．００８ ２．２５４ １．２３２ ４．１２５

手术时间 １．０１１ ０．３０８ １０．７８８ ０．００１ ２．７４８ １．５０３ ５．０２２

留置尿管时间 ０．８６０ ０．３０９ ７．７４２ ０．００５ ２．３６４ １．２９０ ４．３３３

妇科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主要手段，手术方式包括经

腹腔镜或开腹的肿瘤细胞减灭术、广泛性子宫全切术、

盆腹腔淋巴结清扫术等。由于妇科恶性肿瘤手术部位

广泛，涉及邻近器官，如膀胱、输尿管、肠道及大血管的

精细解剖，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妇科良性疾病，如引

起泌尿系统与肠道损伤、大血管损伤、术后感染及下肢

深静脉血栓等，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及手术风险增大［２］。

探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后医院感染发生的危险因

素，可为术后感染的防治提供依据，对于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确保医疗安全有着重要

的意义。

本研究对６０４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是否发生

医院感染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住院时间≥２１ｄ、

尿管留置时间≥１０ｄ、腹腔或阴道引流管留置时间≥７

ｄ、合并贫血、手术时间≥４ｈ与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

术后医院感染的发生有关（犘＜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合并贫血、合并慢性病、住院时间≥２１

ｄ、手术时间≥４ｈ、尿管留置时间≥１０ｄ为妇科恶性肿

瘤患者手术后发生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由于妇

科恶性肿瘤的手术和麻醉时间长、切除范围广、出血多

等原因，所以对患者的全身状态有较高的要求。贫血

和合并慢性病使机体免疫系统受损，抵抗力降低，容易

导致条件致病菌入侵和繁殖而发生感染。胡京辉等［３］

对妇产科行手术治疗的７８６例患者的研究发现，手术

时间长是医院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

与其相一致。手术时间长，对组织的牵拉损伤大，而且

组织器官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为病原菌的定植创造

了条件，感染的风险增大。女性的尿道短而直，各种病

原微生物在尿道周围繁殖，长时间留置尿管增加了感

染的风险。医院环境普遍存在病原菌污染，患者住院

时间越长，接触到各种病原菌的机会越多，发生医院感

染的可能性就越大［４］。本研究显示住院时间超过２１ｄ

的患者更易发生医院感染。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腹腔镜治疗妇科良性

疾病。９０年代起腹腔镜开始应用于妇科恶性肿瘤如

早期卵巢癌、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的治疗。随着腹腔

镜设备的改进，操作技术的日趋成熟，腹腔镜手术已成

为早期宫颈癌根治手术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的首

选［５］。以往研究认为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恶性肿瘤安

全、可行，疗效满意［
６］，而传统妇科手术方式医院感染

率高于微创妇科手术方式［７］。但本研究显示，手术方

式在多因素分析中与术后医院感染的发生无显著相关

性（犘＞０．０５）。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术时组织

弹性差，需切除的范围广，对组织的损伤大，这些特点

在腹腔镜手术时优势不明显。

综上所述，合并贫血和慢性病，住院时间、手术时

间、尿管留置时间增加均会增大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手

术后发生医院感染的风险。为降低术后医院感染发生

率，建议采取以下相应措施：术前纠正贫血，术中正确

估计失血量，及时有效的进行补液、输血等治疗，术后

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发现贫血应及时治疗；积极治疗

慢性病，控制血压、血脂、血糖等，改善营养状况，提高

免疫功能；提高手术技能，熟悉解剖位置和手术步骤，

尽量缩短手术时间；术前导尿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

手术动作轻柔，减少损伤，术后保持尿道口清洁，活动

或搬运时夹闭引流管，防止尿液逆流，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膀胱冲洗，每日评估导尿的必要性，尽早拔除尿管；

入院后尽快完善术前检查或在门诊完善检查，缩短住

院时间，减少患者与医院病原菌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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