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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模式对脑出血手术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郭艳阳 、 邓　旭 、 马　静 、 吕兰兰 、 任爱红

【摘 要】目的　对脑出血手术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并对循证护理对患者的影响进行讨论。

方法　2013 年 4 月～2015 年 4 月间 66 例脑出血手术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循证护

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用 POMS 评分作为评价指标，对两组患者干预后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①两组患者护理后紧张、抑郁、慌乱、精力、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5 个因子评分与护理前比较均存

在明显差异，P< 0.05；②实验组护理后紧张、抑郁、慌乱 3 个因子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精力、与自我

相关的情绪 2 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 0.05）结论　脑出血手术患者均存在

一定的紧张、焦虑情绪，循证护理能更有效地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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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operation　GUO Yanyang，DENG Xu，MA Jing，et al. Nursing Department of Yulin City First Hospital，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surgery，an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to patients. Methods　In April 2013，2015 - April 66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surger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care，POMS just score was used as evaluation 

index，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1）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nursing tension，depression，panic，energy，emotion fiv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lf rating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P<0.05；（2）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nursing tension，depression，panic 

three factor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Energy，the mood of the two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lf poi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surgery has the certain tension，anxiety，evidence-based nursing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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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患者病情较为严重，大量出血者通常需

要进行手术治疗，容易导致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而

影响患者的自身健康和治疗依从性，因此，对这类

患者需要特殊护理。循证护理是一种新的护理模式，

主要是以患者为中心，指的是在计划护理活动过程

中，审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将科研结论与临床经

验、患者愿望相结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

策依据的过程。该护理形式能够针对患者的临床特

点进行护理。因此，本文对循证护理进行比较研究，

以了解该护理方法对患者情绪的改善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3 年 4 月～2015 年 4 月间 66 例脑出

血手术患者按照入院次序分为两组，奇数为实验组，

偶数为对照组，每组 33 例。实验组患者采用循证护

理干预，患者年龄在 47～78 岁，平均年龄（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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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男性 18 例，女性 15 例；其中，外伤性脑出

血者 6 例，高血压脑出血者 27 例；平均舒张压 104.5
±3.7mmHg。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患者

年龄在 46～78 岁，平均年龄为 56.5±8.2 岁；男性 19
例，女性 14 例；外伤性脑出血者 7 例，高血压脑出

血者 26 例；平均舒张压水平为 105.1±3.2mmHg，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护理方法

（1）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循证护

理，主要包括以下步骤和方法：

①急性期护理干预：在患者入院后，对患者综

合情况进行评估［1］，了解患者既往史、现病史、文

化水平、性格、人格特征等情况，根据患者不同的

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选择不同程度的健康教育，让

患者了解疾病治疗目的、意义和治疗方法，帮助患

者减轻心理负担，并告知患者治疗相关的注意事项。

在护理过程中要保持耐心、微笑，与患者形成一个

良好的护理关系，以保障患者对治疗和护理的依从

性［2］。

②康复期护理干预：将该期护理分为饮食干预、

运动干预、康复干预 3 个模块［3］，并根据患者不同

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护理方式。饮食干预：患者术后常

规禁食水，因此采用营养液支持治疗，本研究采用

肠内、肠外营养联合治疗［4］。待患者能够自主进食

后，再为患者制定相应的饮食食谱，患者饮食原则

为高蛋白、高热量，但对于血压偏高的患者则减少

脂类物质的摄入，并控制食盐的摄入。运动干预：对

于治疗效果良好、生命体征平稳的患者，治疗后 24h

即可以开展被动运动，防止患者出现关节功能受限

表现［5］。在患者治疗后 1 周，引导患者适当加大活

动量，具体运动量及运动时间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

调整。治疗后 2 周，鼓励患者下床活动，但时间以

30min 为宜［6-8］。康复干预：对患者的训练体位进行

纠正，保证患者在正确的体位下进行康复练习。此

外，多与患者交流，防治患者的语言障碍，并有针

对性的对患者进行二便训练，防止患者出现二便不

利状况。

（2）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

1.3　评价指标与效果观察

POMS 量表评定：分为紧张、抑郁、慌乱、精力、

与自我相关的情绪五个因子，每个因子 100 分，共

500 分，其中紧张、抑郁、慌乱三个因子评分越低越

好，而精力与自我相关的情绪两个因子评分越高越

好。该量表的在以往医学研究中应用广泛，可信度比

较高。由熟悉该量表、非护理患者的护士完成评分。

1.4　数据统计

文中数据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 x±s 表示，资料采用 t 值检验，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自身在护理前与护理后的 POMS

紧张、抑郁、慌乱、精力、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5 个

因子分评分均有显著性差异（P< 0.05）。

2.2　实验组患者护理前 POMS5 个因子评分与对

照组护理前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 0.05）。

2.3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 POMS 中的紧张、抑郁、

慌乱 3 个因子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而精

力、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2 个因子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 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POMS各因子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紧张 抑郁 慌乱 精力 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33 84.4±4.37 44.21±8.69 86.8±6.52 51.16±8.37 71.9±8.47 50.25±2.08 55.1±6.34 79.13±5.42 50.9±5.28 78.65±5.51

对照组 33 83.5±4.25 53.25±8.31 85.2±6.41 63.16±8.42 71.2±8.85 61.24±2.51 53.4±5.21 68.86±5.92 51.8±5.92 69.82±5.51

t 值 1.03 5.36 1.16 6.01 1.25 5.87 1.47 8.59 1.22 8.31

P 值 0.01 0.02 0.03 0.014 0.025 0.029 0.014 0.047 0.024 0.024

3　讨论

脑出血是神经科的危重症，引发脑出血的原因

较多，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高血压脑出血通常发

生于老年人群中，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低下，脏器

功能衰退，因此，患者死亡率、致残率非常高［9-10］。

用手术治通常是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由于这类患

者的病情较为严重，容易导致焦虑、紧张等不良情

绪，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因而需要对患者进行有针

对性的恰当护理，以帮助患者缓解紧张、焦虑的情

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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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是一种新的护理模式，以往的常规护

理中主要对患者疾病进行护理，而循证护理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根据患者不同情绪和认识水平等情

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12］。在常规性护理阶段，

主要让患者按照医嘱接受治疗，忽视了患者自身需

求，护理效果差强人意。循证护理模式是以患者为

中心，该护理模式指的是有计划的进行护理，即以

有价值的、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提出问题，

寻找实证，用实证，一对病人实施最佳的护理。循

证护理在实践在过程中能及时发现患者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最适宜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护理，

是一种完整的护理策略方案。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

针对脑出血患者的护理主要强调患者康复期间的护

理，很少对患者急性发病期进行护理。我们认为，

对于脑出血手术患者来说，不仅仅要对患者术后康

复的时期进行护理，同时还要对患者疾病急性期进

行护理，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康复水平，减少患者不

良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采取循证护理后，

POMS 的紧张、抑郁、慌乱分值较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显著下降，而精力、与自我相关的情绪分值较常规

护理的对照组显著提高（P<0.05）。说明循证护理能

够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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