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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孕期不同部位疼痛的原因及护理方法
罗玉华
成都市简阳市妇幼保健院产后保健科，四川成都 641400

[ 内容提要 ] 孕妇是一类特殊群体，孕期孕妇可出现各种疼痛情况，如咽喉
疼、乳房疼、小腿疼等，具体疼痛感受虽因人而异，但是通常认为与社会环
境、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除进行药物等治疗干预，还需进行有效的护理干
预，以缓解疼痛症状，降低疼痛程度，减轻孕妇焦虑、担心等负性情绪，使其
能够愉快地度过孕期，顺利分娩。

疼痛是机体在面对有害刺激时的一种不舒适
的体验，可涉及全身各部位、系统和组织，不仅会使
疼痛者躯体上感受不适，还会使其产生精神压力，

二、乳房痛
（一）乳房痛的原因
大多数孕妇在妊娠期间都会遇到乳房胀痛的

使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等发生病理性

情况，这是因为孕期雌激素、泌乳素升高，导致乳腺

改变，影响其正常生活，因此应及时给予干预。孕

增生和增大，对刺激敏感，常有触痛、胀等不适感，

对于孕妇来说，疼痛不仅发生在生产的那一刻，在

是一种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但是可以借助护理

妊娠期间，也会伴有各种各样的疼痛，除却接受正

干预缓解疼痛。

规化治疗外，孕妇孕期不同部位疼痛的原因是什

（二）乳房痛的护理

么？该怎样护理呢？

（1）乳房按摩。建议孕妇进行乳房按摩，首先，

一、咽喉痛

用温热毛巾热敷整个乳房；其次，一只手横放在对

（一）咽喉痛的原因

侧乳房之上，并用另一只手按压，借助双手重叠的

孕妇发生咽喉痛，可能是由上火、感冒引起的

力量，对乳房进行推压按摩；第三，双手手指并拢，

急性咽炎或病毒性感染引起的扁桃体炎等导致的，

并置于乳房下方，振动整个乳房，且朝着斜上方进

针对孕妇这一特殊群体需结合其具体病因进行对

行推压按摩；最后，托起乳房，朝上推压乳房。期

症治疗及护理。

间双手必须握住乳房，且注意控制动作幅度，但切

（二）咽喉痛的护理

勿乱揉捏，避免乳腺受伤 [2]。（2）选择合适的内衣。

（1）建议孕妇保持充足的休息，多饮温开水；
温开水中加入少量食盐，用其漱口；
（2）建议孕妇
清淡饮食，以易消化吸收的食物为主，同时多吃富

怀孕后，乳房会增大，选择大小合适的内衣能有效
缓解胀痛感，还能支托乳房，防止乳房外形改变。
（3）建议孕妇放松心情，避免紧张、忧虑，保证充足

含维 C 及有去火作用的水果，如梨、西瓜等，可很好

的休息。

地缓解症状。忌食辛辣刺激食物，以免加重病情。

三、小腿疼

（3）使用加湿器，确保空气湿润，避免干燥，加重病

（一）小腿疼的原因

情；
（4）在咽喉部敷温热毛巾，缓解疼痛；可在温水

孕妇小腿疼的原因如下：
（1）严重缺钙。当孕

中加几匙海盐，当海盐潮湿且未完全浸透时，将其

妇严重缺钙时，可发生营养不良现象，表现为小腿

放在毛巾中间，以长轴形式卷起来，温敷咽喉部位，

酸痛，是一种正常现象；
（2）子宫膨胀。随着胎儿发

也可有效缓解疼痛 ；
（5）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倒

育，孕妇子宫逐渐膨胀，其身体负重增加，可对下肢

入热水，使水汽上升，将头用毛巾围起来，然后用嘴

产生压迫，有明显的小腿疼痛感。

巴与鼻子进行深呼吸，持续 5 ~ 10 min，可有效缓解

（二）小腿疼的护理

[1]

喉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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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在水中加一些白酒，注意水面必须超过脚腕；

痛；
（5）姿势不当。一般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可影响

（2）热敷。若小腿不适感并不明显，可使用热水袋

腰背痛，如站立时驼背、坐位时翘腿等；
（6）既往有

进行热敷，可有效缓解疼痛症状；
（3）按摩。用手指

腰痛史。当孕妇以往患有腰背痛时，也极易在孕期

按摩小腿，放松肌肉，缓解疼痛感；
（4）注意休息，且

再次发生腰背痛。

在休息时抬高腿部，或在腿下方垫个枕头，日常坐卧

（二）腰背疼痛的护理

时也可将坐垫、枕头等柔软物品垫在膝窝下，可改善

（1）健康教育。给予孕妇孕期健康教育，孕妇

小腿痛；
（5）检查微量元素。到医院检查微量元素，

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改善腰痛状况；
（2）纠正姿势。

明确有无缺钙，若缺钙，需要及时补充。建议购买钙

一是纠正站姿，孕妇最佳站姿应是内收盆腔、髋部，

片，不建议购买液体钙，否则难以有效补钙 [3]。除却

抬头挺胸；二是睡姿，适宜孕妇的睡姿是左侧卧位，

上述方法，孕妇也可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对于

且髋部、膝盖屈曲，腹部、两腿间需放置软枕，对于缓

缓解小腿疼也有一定的帮助。

解腰背部压力效果显著；三是坐姿，对于孕妇而言，

四、脚心疼

切勿久坐，并且在坐下的时候，需要在椅背上放置软

（一）脚心疼的原因

靠垫，有助于舒缓背部压力；或是将双脚放在矮凳

孕妇脚心疼可能是肾不好，当孕妇肾脏受损

上，促进腿部血液循环，不要翘二郎腿，并且每间隔

时，易出现脚心疼的现象；也可能是跖腱膜劳损，主

30 min 需站立 15 min[6]；四是在拾取地面物体时，应

要是由于反复超负重、持续长时间走路引起；还可

该屈膝拾取，不要通过弯腰降低高度，在起身时也应

能是因为神经病理性疼痛。

大腿肌肉用力，而非背部肌肉用力；
（3）日常保健。

（二）脚心疼的护理

孕期可使用专用的托腹裤、托腹带将腹部托起，减轻

（1）穿气垫鞋或是使用足跟垫，缓解足底压力，
尤其是鞋跟不宜太高或太硬，孕妇应避免穿高跟鞋；

背部肌肉张力以及腹部压力；或是坚持走路、瑜伽、
游泳、体操等运动预防、减轻腰背痛，这些运动均有

（2）纠正坐姿，不要翘二郎腿，避免着地的脚承受更

助于强化背部肌肉，对于缓解下背疼痛大有裨益，尤

大压力，加重脚部损伤；
（3）坐位或晨起时，可进行

其是对于具有腰痛史的孕妇；当然，也可进行局部

脚板上仰、伸直单腿等运动，以伸展足底筋膜，提升

热敷或按摩，改善循环，放松肌肉，舒缓腰背痛。

足跟肌肉弹性，改善“下床痛”；
（4）适宜的运动，减

六、胃灼烧疼

少快走、跑步等运动。此外，跑步机也不适用于足

（一）胃灼烧疼的原因

底筋膜炎的孕妇；
（5）若是肥胖孕妇，需适当减轻体

孕期准妈妈还会出现胃灼烧疼，表现为胃部不

重，可缓解足底压迫，或是在站立 30 min、连续步行

适，总感觉胃疼、胃堵、反酸、胃胀气，其原因一方面

后，注意及时休息 。

可能是因为怀孕后，激素发生改变，使括约肌（胃与

五、腰背疼痛

食管连接处）松弛，导致胃内酸性容物经由胃部返

（一）腰背疼痛的原因

流到喉咙、食管、口腔，对黏膜形成刺激；另一方面

[4]

孕妇在妊娠期间还会发生腰背疼痛，主要有以

也可能是随着妊娠时间增加，子宫增大，压迫胃部，

下几种原因：
（1）重心改变。由于妊娠月份增加，

胃酸容易上涌，出现胃部灼热感。

腹部突出，使孕妇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使身体能够

（二）胃灼烧疼的护理

平衡，需要双腿分开行走、站立，容易增加腰椎前弯

（1）注意调节饮食，每日少食多餐，尽量少吃

角度，使腰背部肌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加之胎儿

酸辣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且

体重增加，可牵拉背部肌肉，所以会有腰背痛症状；

饭后 30 min 内不宜平躺，建议适量运动，如饭后散

（2）激素改变。孕 10 周左右，机体会分泌“松弛素”，

步等，能够有效避免胃酸上涌；
（2）如果经常胃痛，

可使韧带变得更加松弛柔软，若是韧带过度松弛，

也可请医生根据情况开一些抗酸剂，遵医嘱用药；

可影响骨盆稳定性，发生腰背痛 [5]；
（3）子宫压迫。

（3）在疼痛难忍时，保持半坐卧位，也可缓解疼痛，

随着子宫逐渐增大，可压迫神经，造成神经缺血，进

若症状较为严重，建议及时就诊，但是应慎用药物，

而导致腰背痛；
（4）肌肉松弛。由于孕妇背部肌肉

尤其是胃复安、阿托品等，会松弛贲门括约肌，从而

会逐渐松弛，使身体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发生腰背

加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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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肚子疼

于怀孕，多数准妈妈缺乏经验，所以当感觉有腹部

（一）肚子疼的原因

不适或疼痛感时，准妈妈通常会担心宝宝的健康状

准妈妈孕期肚子疼时，家人往往认为是有害或

态，出现焦躁不安，担心、害怕、胡思乱想等负面情

是不良的，实则不然，孕期肚子疼，可能由多方面因

绪，此时准爸爸及家人应多关心、鼓励孕妇，并给予

素导致：
（1）孕期正常生理现象，怀孕初期时肚子疼，

正面的心理安慰，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并陪同其

往往是正常身体反应，这是因为子宫增大会刺激肋

到医院接受检查。

骨下缘，从而产生疼痛感，严重时可影响日常活动，

总之，孕妇是个特殊群体，需要给予更多的关

但无需特殊治疗。（2）先兆性流产，一般表现为阵

心与照料，当出现上述疼痛情况时，需进行有效的

痛或下腹坠痛，类似于月经期的疼痛，并且还会伴有

护理干预，以缓解症状，降低疼痛程度，减轻孕妇焦

阴道出血；
（3）胃肠不适，因为孕期容易减弱消化，

虑、担心、害怕等负性情绪，使其能够愉快、顺利的

减缓肠蠕动，发生便秘情况，可造成下腹不适或胀

分娩，改善妊娠结局。

气，导致孕妇肚子疼；
（4）宫缩，妊娠后期腹部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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