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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普外科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对其情绪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普外科病房收治的 88 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4 例。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开展综合护理干预策略。结果 两组入院当天 SDS 和 SAS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 1d 和术后第 5d，研究组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入院当天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第 2 周，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普外科患者不良情绪，并提高生活质量，取得较

为满意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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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 surgery

Sha CuiPing, Liu Supo,Gong JinLiang, Bai chun, Li Xiangjun

(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anmen hospital, general surgery,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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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eneral surgery patients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on its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88 patients 

admitted i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 = 44).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team to carry out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Results: two groups of hospital on the day of SDS and SAS scores 

differenc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1 d, 5 d team 

of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Hospital on the da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After 

2 weeks, the team life quality score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general surgery patients with bad mood,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chieve more satisfactor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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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对于患者而言是一个陌生而又可怕的字眼，大多数患者面对手术治疗时会表现出

抑郁、焦虑、紧张等负性情感[1]。而长期消极情绪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引发机体出

现应激反应，导致体内激素水平紊乱[2]，这不仅会影响手术疗效，更是会增加术后并发症

的风险。另外，术后患者因担心手术预后及病情转归，再加上手术切口的生理性疼痛，会

使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进而导致生活质量降低[3]。所以，如何改善手术患者的心理

状况及生活质量目前已经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据国内文献报道[4]，综合护理

干预是优质护理的具体体现，在提高手术患者的预后状况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效果。本研

究旨在进一步分析该护理方案的临床效益，现给予如下报道：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普外科病房于 2010 年 3 月~2012 年 7 月收治的 88 例患者，其中男性 50 例，

女性 38 例，年龄为 23~73 岁，平均年龄为（42.1±1.7）岁。所有患者入院当天均经腹部

B 超及 CT 检查，再联合其临床症状和体征，确诊为普外科相应病种，诊断参照人卫版第

7 版《外科学》教材中关于该病的临床诊断。纳入标准：患者不存在其他心、肝、肾等重

要脏器疾患；不存在任何精神疾病；不存在自身免疫性及内分泌性疾病；不存在溶血及凝

血障碍者；不存在手术禁忌症者；对本次研究知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随机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44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手术类型、文化层次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手术类型（例） 文化层次（例）组别 年龄

(岁)

男：女

胃肠手

术

肝胆手

术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组

（n=44）

41.3±1

.5

27：17 28 16 12 16 9 7

对照组

（n=44）

42.9±1

.8

23：21 25 19 14 15 8 7



t 或 χ2 t=1.372 χ2=2.973 χ2=1.081 χ2=3.297

P 值 >0.05 >0.05 >0.05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模式，护士遵医嘱执行各项医嘱措施，包括药物护理、饮食护理、

生活护理、疾病护理及对患者的健康宣教。研究组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更佳强调护士

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临床护理问题，制定护理计划。

1.2.1 护理问题的提出 ①围手术期负性情感：由于手术、麻醉及周围环境多重因素的影响，

患者在围手术期可出现一系列情感障碍，包括恐惧、紧张、焦虑、不安等，而长期不良情

绪的刺激，可诱发人体出现应激反应，影响手术及预后康复。②围手术期低温：患者的紧

张情绪及术中出血，均会使体温下降。而低温状态在复温过程中，不仅会诱发应激反应，

更是会加增术后感染的几率。③切口疼痛：术后由于麻醉效力的消退，患者可表现出极不

愉悦的疼痛感，疼痛的刺激会引发神经-内分泌系统出现异常，影响切口愈合。④手术切口

感染：术后切口感染是普外科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切口感染是增加患者医疗费用、

延长住院时间及术后死亡的主要“元凶”。

1.2.2 个体化心理干预  术前，护士全面查阅患者的一般资料，根据其人格特征及文化层次，

制定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案。护士采取诱导式发问的方法，试图走入患者的内心世界，并鼓

励患者倾诉心中不快，必要时给予情感支持及言语安慰，与患者一同找寻引起不良情绪的

重大生活事件，并提出解决方案。护士再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手术流程、麻醉方

法及术中配合事宜，使患者形成正确认知，对手术形成正确期待，减轻负性情绪。另外，

护士可邀请同病房已经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给予现身说法，减轻焦虑。

1.2.3 维持体温 在围手术期，护士需密切监测患者的实时体温，在输液过程中，可放置保暖

床垫及采用加温装置，以避免低温发生。术后，对于失血量较多患者，及时进行输血治疗，

并将血制品温度加热至 37℃。

1.2.4 术后疼痛护理 护士可在病房中播放轻音乐，指导患者进行冥想转移注意力。同时护士

可指导患者进行全身放松训练，即让患者取舒适体位，从面部肌、颈部、胸部、腹部、背

部、双上肢及双下肢肌肉依次收缩、舒张，以使全身肌肉得以放松，减轻疼痛。护士需妥

善安置引流管，避免引流管受压或扭转引起疼痛。对于疼痛无法耐受患者，护士需及时汇

报医生，给予镇静药物治疗。

1.2.5 术后切口感染护理 护士需控制病房温湿度，定期开窗通气，提高环境净化度。对于皮



肤存在破损的患者，护士需及时向医生汇报，建议延期治疗。护士需掌握预防性抗菌药物

的给药原理，并计算药物治疗时间，使患者在出现切口感染前已经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

术后，护士需加强切口敷料处的观察，在更换敷料时注意无菌原则的应用，避免发生医源

性感染。

1.3 研究工具及观察项目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 SAS 量表均由 20 道题目组

成，每道题目采取 4 分法进行评估，总分越高，说明患者负性情绪越重。QOL 量表共涉及

4 个维度，分别为心理、生理、社会关系及环境领域，总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佳。

①两患者组在入院当天、术前 1d 及术后第 5d 均接受 SDS、SAS 量表测评。②两组在入院

当天及术后 2 周接受 QOL 量表测评。

1.4 统计学方法 采取 SPSS19.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描述，

组间比较采取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作为统计描述，采取 χ2检验。P<0.05 说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比较 两组入院当天 SDS 和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术前 1d 和术后第 5d，研究组 SAS 和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比较（分）

组别 项目 入院当天 术前 1d 术后第 5d

SAS 41.23±7.83* 45.11±10.64 a 42.09±8.24 a研究组

（n=44） SDS 44.24±9.14△ 48.09±11.12 b 43.27±9.02 b

SAS 40.82±8.21 51.25±11.06 49.13±10.35对照组

（n=44） SDS 43.87±8.03 54.21±12.47 50.32±9.97

注：与对照组 SAS 评分(SDS 评分)相比，*P>0.05（△P>0.05）；与对照组 SAS 评分

(SDS 评分)相比，a p<0.05（b p<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在入院当天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第 2 周，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例数 入院当天 术后第 2 周

研究组 44 56.44±6.58 74.35±8.56



对照组 44 55.78±6.64 65.36±9.77

t — 2.394 7.756

P 值 — >0.05 <0.05

3 讨论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综合护理模式逐渐成为各大医院护理专家的新宠[5]。该模

式强调关注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层次，以实现整体护理，促进患者病情的全面康复[6]。

综合护理模式实现了护士专业素养的全面发挥，要求护士在护理过程中能及时发现护理问

题，并提出策略性解决方案[7]。这相较于传统的护理模式而言，即能充分实现护士的自身

价值，更是能满足患者对优质服务的需求[8]。本研究旨在更加深层次地剖析综合护理干预

方案所带来的临床效益。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综

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效益明显高于常规护理模式。笔者通过自身多年的护理工作经验，再结

合患者的病情状况，从患者的心理状况及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出发，进行全面考虑，

提出 4 个护理问题，并实施干预。通过个体化心理干预，能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认知能力，

并纠正以往错误认知，提高心理耐受性。通过体温的维持，能提高患者的生理舒适度，并

降低术后切口缺血情况的发生，同时还能提高患者对外来致病菌的免疫能力，降低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率[9]。术后疼痛是患者术后主观最强烈的不愉悦感，会导致患者睡眠质量下降，

影响预后康复。护士通过指导患者进行全身放松训练，借助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促进体内

分泌儿茶酚胺[10]，以提高患者的心理舒适度。另外，通过冥想的手段，能够平复情绪，还

能转移注意力以减轻疼痛。通过术后切口的护理，能够促进切口愈合，避免切口发生感染，

进而促进患者病情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减轻经济负担。

综上所述，对于普外科患者而言，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情绪状态及生活质

量，临床效果较佳，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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