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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技巧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负性情绪及术后康复的影响

吴静 陈欢 倪亚男 韩均红

【摘要】目的 探讨交流技巧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心理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的影

响。方法 将行腹腔镜治疗的宫外孕患者 84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围手术期行常规性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运用交流技巧，对比两组干预前后负性情绪的变化，并观察两

组患者术后康复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HAMA、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术后睡眠质量及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下床活动时间、平

均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P<0.05），疼痛评分（VAS）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交

流技巧能有效改善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心理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有助于促进患者术后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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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kills psychological stress reaction in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laparoscopic surgery and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emotions.Wu Jing,Chen Huan,Ni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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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ectopic pregnancy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psychological stress reaction and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emotions.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ectopic pregnancy underwent laparoscopic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ere threatmented with perioperative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hreatmented with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observed after rehabilitation.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HAMA and HAMD score ，systolic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Postoperative sleep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ambulation tim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less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pain score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Communication skill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ctopic pregnancy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psychological stress reaction and negative mood, help to 

promote patients'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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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孕导致妊娠失败会对患者身心产生较大的影响，加之患者对腹腔镜手术缺乏了解，

担心手术会影响其生育功能，从而导致患者术后容易出现不良情绪[1]。此外，手术作为强

烈的应激源，可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应激反应，可影响患者循环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系

统，不利于患者术后康复[2]。相关研究指出[3]，采用合适、有效的交流方式可有效改善手

术创伤不良的情绪，促进患者术后康复。本研究运用交流技巧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进

行护理，效果理想，现报告如下。

1.资料及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 2012年 6月至 2014年 6月期间本院收治的行腹腔镜治疗的宫外孕患者，纳入标

准：（1）患者经 B超诊断证实宫腔内无孕囊，但附件区出现异位妊娠包块者；（2）血清
人绒毛促性腺激素（β-HCG）≤4000U/L；（3）患者无合并其他急腹症；（4）无腹腔镜
禁忌症；（5）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肝肾功能不全者；（2）精神障碍、听力
障碍、视力障碍者；（3）不配合完成相关项目者。共有 84例患者符合上述入组标准，随
机分为两组各 42例，对照组：年龄 20~42岁，平均年龄（28.3±3.5）岁；小学 8例、初中 
12例、高中 10例、大专或以上 12例。观察组：年龄 20~40岁，平均年龄（28.7±3.2）岁；
小学 10例、初中 11例、高中 11例、大专或以上 8例。两组患者年龄、学历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后给予妇科手术常规性护理，即对患者做好留置导管管理，严密留意患

者病情，并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及术后康复锻炼指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应用交流技巧进行护理，具体如下：（1）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责任制护士针对患者情
况，用诚心和耐心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充分了解患者心理需求，并根据患者心理承受

能力等不同因素，采取不同的语气、交流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手术完毕后对患者手术情

况及术后康复情况进行实施监测，从正面安慰及告知患者手术顺利程度，消除患者紧张、

焦虑的情绪。（2）满足患者心理需求：在倾听患者诉求时，应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同时
保持眼神接触，并使用可表达信息的举动。分析患者心理状况，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让

患者及时卸下心理包袱，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4]。（3）鼓励患者宣泄情绪：鼓励患者
将心中抑郁的情绪宣泄出来，向患者列举术后再次成功怀孕的案例，增强孕妇治疗信心。

（4）给予适当的抚触：皮肤接触可传递情感、拉近距离、促进交流，满足患者心理需求，
有助于安抚患者情绪，促进护患双方建立良好的关系。（5）指导家属与患者沟通：嘱咐家
属术后加强与患者交流，对患者加强照顾，为患者创造和谐的环境及氛围，积极预防患者

负性情绪的发生，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1.3 观察指标
   （1）负性情绪：由专业护理人员分别于术前及术后第 3d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患者心理焦虑状况进行评估，HAMA、
HAMD评分大于 18分为阳性。（2）康复情况：记录患者术后疼痛评分（VAS）、睡眠质
量、下床活动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及满意度。睡眠质量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
进行评定，总分为 0~21分，PSQI总分大于 7分为睡眠障碍，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睡眠质
量越差。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进行评定，总分 0~10分，分值越高，疼
痛感越明显。满意度评分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总分为

0~100分，分值越高，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对比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HAMA、HAM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对比   （ x ±s，分）

HAMA评分 HAMD评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2 22.62±3.81 10.91±2.82 a 19.63±5.80 9.31±4.82 a

对照组 42 21.80±2.72 16.31±3.81 a 20.85±1.92 13.26±7.84 a

  t值 1.011 4.852 1.002 3.985
P值 0.078 0.000 0.069 0.001

注：与干预前对比，a P<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对比

观察组术后睡眠质量及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下床活动时间、平均住院时
间均少于对照组（P<0.05），VA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术后康复情况对比       （ x ±s）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

（分）

满意度评分

（分）

下床活动

时间（d）
平均住院

时间（d）
疼痛评分

（分）

观察组 42 5.78±2.14 95.23±4.36 1.45±0.72 7.12±2.12 4.56±0.55

对照组 42 9.12±1.45 82.72±5.42 3.42±0.68 12.85±3.46 6.12±0.72

t值 4.562 5.463 3.263 6.012 5.110

P值 0.008 0.004 0.015 0.000 0.006

3 讨论

宫外孕是临床上常见的急腹症，患者病情凶险，需尽早接受手术治疗，因此术前护理

人员对患者及其家属缺乏足够的时间对其进行疾病知识宣教，使得患者术前、术后容易出

现焦虑、抑郁、恐惧等悲观、复杂情绪。据相关调查显示[5]，宫外孕患者术后对疾病健康

知识获取的愿望较强烈，因此术后应重视患者心理状况，积极预防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

发生，减少手术创伤给患者带来的应激反应，提高患者自我保护能力及战胜疾病的信心。

不同的交流方式产生的护理效果及对患者术后负性情绪的影响不同，选取解析、理解、

支持及倾听的交流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采用正性的语言与患者

进行交流，可消除患者焦虑、抑郁的情绪，提高患者治疗信心，有利于顺利接受手术和早

期康复[6-7]。本研究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运用交流技巧对其进行护理，结果显示采

取积极有效的沟通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不良的情绪，提高患者面对现实的

信心。考虑其原因可能与强烈的应激反应可增加交感神经兴奋性，刺激肾上腺皮质分泌更

多的神经内分泌物质，并引起机体出现各种代谢及功能反应，导致机体激素水平分泌增多，



导致患者血压升高，心率加快[8-9]。术前采用干预措施、术后通过应用交流技巧对患者进行

护理后，观察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显著下降，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从而提示正性的

交流方式可提高患者积极面对疾病的信心，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观察组术后康复效

果优于对照组，从而提示交流、心理干预术后运用交流技巧对患者实施护理可有效促进患

者康复[10]。

综上所述，交流技巧能有效改善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心理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有

助于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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