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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心理干预对神经阻滞麻醉患者的心理状况及血液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将我院收治的 120 例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

麻醉前访视和麻醉处理，实验组在常规麻醉前访视和麻醉处理的过程中适时进行心理干预。

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并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的心理

情况。结果：麻醉后各节点实验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心

率、血压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综合护理能够减轻神经阻滞麻醉患者焦虑、

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并能够维持麻醉期间患者血液动力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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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nerve block anesthesia. Methods： 120 nerve block 

anesthesia patients who got med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nursed with traditional preanesthetic 

supervision and anesthesia, whereas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supervise their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and Assess mental condition via SAS and 

SDS scale.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anesthesia (P<0.01), rescue success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can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nerve block anesthesia, simultaneously, it can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patient's blood dynamics during anes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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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是重要的心理、生理应激源[1]，会使患者出现焦虑、恐惧、抑郁等不良的心

理状态，严重制约着患者手术治疗及术后患者的康复效果[2]。患者在麻醉期间存在极为明

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严重干扰了手术的开展[3]。为提高神经阻滞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

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本文对 100 例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及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予以心理护理，旨在研究心理干预对神经阻滞麻醉患者的心理状况及血液动力学的

影响，现将体会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 120 例神经阻滞麻醉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均无精神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及内分泌功能紊乱等病史，无手术禁忌症，且神经阻

滞麻醉良好，在手术过程中患者一直处于清醒状态。其中男性 65，女性 55；年龄最小

20，最大 65 岁，平均（43.6±8.6）岁；ASA 分级Ⅰ级 46 例，Ⅱ级 74 例。100 例神经阻滞

麻醉患者依照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6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ASA 分级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术前常规访视，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心理干预，实验组在常规术前访

视、术中麻醉处理的基础上予以适时心理干预。心理干预的方法具体为：（1）提供手术信

息：手术前向患者告知有关手术的信息，包括手术方法、手术时间、手术可能的并发症等。

向患者讲解手术的必要性及安全性，做好解释和安慰工作，使患者对治疗过程做到心中有

数，消除患者不必要的担心及疑虑思想，使其积极接受手术并安全度过手术麻醉期；（2）

麻醉告知：术前为患者详细讲解有关麻醉的信息，包括麻醉的方法、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

的不适、麻醉过程中应该应对的措施以及患者需要注意的事项；（3）行为控制：行为控制

法是减轻患者焦虑、恐惧、抑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的有效手段。常用的行为控制法包括：

分散注意法、示范法及放松训练法等；（4）心理支持和指导：医生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竭力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适时为患者予以心理方面的疏导，消除

患者的不良的情绪。尽量增加患者的探望次数和时间，帮助患者体会到亲人带来的温暖，

提高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4]。

1.3 疗效观察  组织专业的麻醉医师观察并记录患者麻醉前访视时、麻醉时、手术开始时、

手术结束时的 SBP、DBP 及 HR 值，同时为患者进行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分；检测患者麻醉前访视时、麻醉时、手术开始时、手术结束时患者血液动力学变

化[6]。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平均值±标准差（ x ±s）表示计量资

料，使用 t 检验比较计量资料，使用 χ2检验比较计数数据。若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各时点心理状况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麻醉前的血压、心率指标基本一致，麻醉时、手术开始时、手术结束时的

SBP、DBP、HR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各时点 SAS、SDS 评分比较

时间点 评分类别 实验组 对照组

SAS 45.89±7.58& 46.34±7.45
麻醉前访视时

SDS 44.28±6.37& 44.73±7.53

SAS 48.67±7.45& 59.97±7.45*
麻醉时

SDS 47.46±8.31& 57.67±8.82*

SAS 49.28±7.39& 56.79±8.63*
手术开始时

SDS 48.35±6.73& 55.49±6.19*

SAS 47.65±8.79& 52.11±8.56*
手术结束时

SDS 45.53±6.93& 48.29±7.04*

注：干预后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较，&P<0.01；与麻醉前访视时时点比较，*P﹤0.01

2.2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麻醉前访视时的血压、心率指标无明显差异，实验组麻醉时、手术开始时、

手术结束时的 SBP、DBP、HR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各时点 SBP、DBP、HR 值比较

时间点 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SBP (mmHg) 109.58±11.30 108.49±10.35

DBP (mmHg) 71.05±10.89 78.78±11.45麻醉前访视时

HR (次/min) 68.57±12.66 69.05±11.38

SBP (mmHg) 124.87±10.27&* 132.94±11.05*

DBP (mmHg) 74.49±11.62&* 81.33±10.56*麻醉时

HR (次/min) 82.49±12.58&* 89.59±11.23*

SBP (mmHg) 121.57±13.48&* 128.98±12.67*

DBP (mmHg) 75.46±10.89&* 80.32±10.34*手术开始时

HR (次/min) 78.37±11.38&* 85.67±11.89*

SBP (mmHg) 114.58±10.43&* 11.9.78±11.76*
手术结束时

DBP (mmHg) 73.78±12.49&* 77.89±12.52*



HR (次/min) 71.89±11.67&* 79.36±11.73*

注：干预后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较，&P<0.01；与麻醉前访视时时点比较，*P﹤0.01

3 讨论

手术会使患者产生一系列心理、生理反应，患者术前会产生恐惧、焦虑、紧张等心理

状态[5]，麻醉是重要的心理应激源，会使病人产生严重的消极的心理反应，严重影响患者

手术的效果及患者术后的恢复的情况，有时严重的心理状态还可能增加一些手术并发症的

发生率[6]。各种心理刺激会使患者产生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生理现象，因此可以通过观

察患者焦虑、抑郁等的心理状况和心率、血压等生理变化来判断心理干预措施对神经阻滞

麻醉患者心理状态和血液动力学的影响[7.8]。

本文调查说明，经整体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和血液动力学指标明显优

于对照组。整体护理程序能够督促护理人员按计划执行护理工作，确保神经阻滞手术麻醉

患者护理工作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从而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9]。神经阻滞患者心理波动剧

烈，血液动力学指标偏离正常范围，整体护理强调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使患者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心理安抚，从而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手术和护理工作，进而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治

[10]。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对于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不仅有助于缓解患

者的不良心理情绪，还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血液动力学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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