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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风湿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顾建瑶 、 吴震群 、 潘丹丹 、 蒙伟平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风湿性心脏病（RHD）患者心脏瓣膜置换术（CVR）后精神状态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60 例 CVR 术后 RHD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各 30 例。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心理护理干预。护理前后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和简明生活质量量表（SF-36）进行评价，并比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及随访结果。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定期复查率、服药依从率分别为 96.67％、90.00％、93.33％，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 83.33％、70.00％、76.67％（P< 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SCL-90 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SF-36 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提高 RHD

患者 CVR 术后治疗依从性、降低并发症及再住院率，并可改善其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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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mental cond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rheu-
matic heart disease after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GU Jianyao，WU Zhenqun，PAN Dandan，et al. Guangxi 
Guigang People’s Hospital，Guigang 537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mental cond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heart disease（RHD）after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CVR）.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RHD after CV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ental condition was assessed by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the quality of life was assessed by the 

Simple Life Quality of Life Scale（SF-36），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follow-up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96.67％），re-examination rate（90.00％）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93.33％）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83.33％，70.00％，76.67％）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SCL-9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cores of SF-36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RHD patients after CVR，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mental cond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Rheumatic heart disease；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Mental condition；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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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瓣膜置换术（CVR）是一种利用生物瓣膜

或人造机械替代病变心脏瓣膜的心脏手术，是当前

临床治疗风湿性心脏病（RHD）的首选外科手段［1］。

但该术式的创伤性及风险性均较高，术后需要终生

服用抗凝药物，患者往往存在负性情绪以及抗凝相

关并发症，影响缓和的生活质量 ［2］。因此，我院对

RHD 患者 CVR 术后开展系统心理护理干预，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随机抽样法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

间于我院接受 CVR 治疗的 RHD 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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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纳入标准：（1）术前明确诊断为 RHD，并接

受 CVR 治疗，；（2）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分级

为Ⅰ～Ⅲ级；（3）年龄 18～65 岁；（4）文化程度在

小

学及以上，语言交流能力及认知功能正常，能

够配合临床评估及随访。排除标准：（1）合并其它

严重损害等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2）有精神障

碍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中男 13 例，女 17 例，年龄

35～60（44.21±4.32）岁；病程 1～10（4.01±0.56）

年；NYHA 分级：11 例Ⅰ级，17 例Ⅱ级，2 例Ⅲ级；

手术类型：16 例 MVR，4 例 AVR，10 例 DVR；瓣膜

类型：22 例机械瓣膜，8 例生物瓣膜；文化程度：3 例

小学，5 例初中，7 例高中，15 例大专及以上。对照

组中男 12 例，女 18 例，年龄 30～60（42.19±4.45）

岁；病程 1～11（4.12±0.67）年；NYHA 分级：10 例

Ⅰ级，16 例Ⅱ级，4 例Ⅲ级；手术类型：15 例 MVR，

3 例 AVR，12 例 DVR；瓣膜类型：19 例机械瓣膜，

11 例生物瓣膜；文化程度：2 例小学，5 例初中，6 例

高中，17 例大专及以上。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

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方法 

对照组按 CVR 术后常规治疗、护理及康复锻

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系统心理护理干预。

两组护理至术后出院前，平均护理时间为（24.43±

3.34）d。

1.2.1　护患沟通：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增加其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与配合度，并有利于心

理疏导的执行。

1.2.2　心理疏导和舒适干预：麻醉清醒后立即

予以床旁心理安抚，其病情稳定且拔管后，评估患

者的心理状况，采取心理疏导干预：引导患者正确

认识自身病情，了解 CVR 手术技术的成熟性、安

全性及有效性，鼓励其看书、读报等转移注意力，

尽量放松心态配合治疗与护理。心理疏导 1 次 /d，

20～30min/ 次，坚持至术后出院。改善住院环境，

做到“四轻”。

1.2.3　动机性教育：成立健康教育小组对患者进

行动机性教育，1 次 / 周，20～30min/ 次。采用非批

判态度引导患者表达其内心的想法、体验及对疾病、

手术的认识，将其陈述的内容合理组织语言后反馈

给患者，利用反映性倾听法进一步理解患者的心理

状态及认知情况，帮助其正确认识自身病情并转变

其错误认知或想法，激发其控制情绪及转变生活行

为方式的主动性。

1.2.4　示范性脱敏：邀请术后康复良好患者与

患者交流手术成功及康复经验，帮助患者树立胜病

信心，缓解其负性情绪。

1.2.6　音乐放松疗法：通过倾听轻柔、舒缓的

乐曲来缓解压力、改善心理状态。指导其在音乐

伴随下进行腹式呼吸、全身肌肉绷紧 - 放松练习，

20～30min/ 次，2 次 /d。

1.2.7　家庭社会支持：每周 1 次对患者家属进行

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鼓励其主动关心和帮助患者，

并掌握正确的家属陪护方法。

1.3　观察指标 

（1）满意度调查：自拟护理满意度量表评价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总分 100 分，得分≥

75 分表示满意。（2）精神状态：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评价精神状态。（3）生活质量：采用简明

生活质量量表（SF-36）评价生活质量。（4）随访结

果：术后随访 6 个月，调查患者定期复查情况、服药

依从情况、抗凝治疗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再入院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 .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以

（x±s）描述计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以百分率

（n，％）描述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及随访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定期复查率、服药依从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抗凝相关并发症及再

入院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护理前后 SCL-90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CL-90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显

表1　两组护理满意度及随访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定期复查 服药依从 抗凝相关并发症 再入院

观察组 30 29（96.67）* 27（90.00）* 28（93.33）* 2（6.67）* 1（3.33）*

对照组 30 25（83.33） 21（70.00） 23（76.67） 6（20.00） 4（13.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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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 P 要斜体护理后两组的 SCL-90 评分

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2.3　两组护理前后 SF-36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F-36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显

差异（P >0.05）护理后 SF-36 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显著

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护理前后SCL-90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30） 对照组（n=3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躯体化 3.34±0.34 0.69±0.15#* 3.41±0.42 1.42±0.37#

强迫 3.21±0.40 0.71±0.22#* 3.34±0.47 2.10±0.42#

人际敏感 3.02±0.36 0.42±0.21#* 3.11±0.41 1.57±0.31#

抑郁 4.43±0.69 1.01±0.34#* 4.36±0.74 1.89±0.56#

焦虑 1.91±0.22 0.78±0.21#* 1.98±0.34 1.01±0.29#

敌对 2.43±0.36 0.78±0.19#* 2.45±0.46 1.12±0.34#

恐怖 2.09±0.41 0.52±0.20#* 2.14±0.47 1.42±0.32#

偏执 1.85±0.34 0.78±0.17#* 1.91±0.41 0.98±0.24#

精神病性 2.89±0.66 0.91±0.15#* 2.81±0.65 1.97±0.30#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护理前后SF-36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30） 对照组（n=30）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生理功能 53.21±8.23 88.43±10.23#* 51.34±9.12 80.34±8.89#

生理职能 40.21±7.71 78.23±7.91#* 38.12±6.79 64.12±8.21#

躯体疼痛 60.53±11.21 70.41±6.82#* 58.63±10.34 69.31±9.98#

总体健康 42.12±15.43 78.32±11.23#* 40.12±13.24 70.51±9.32#

生命活力 35.12±8.81 78.12±6.64#* 36.02±9.24 71.12±8.19#

社会功能 58.21±12.11 80.43±6.54#* 60.12±10.44 73.14±6.17#

情感职能 38.23±10.02 77.01±6.43#* 39.12±9.34 72.11±6.55#

精神健康 30.20±7.56 68.91±6.12#* 29.13±7.12 62.12±5.67#

注：与护理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RHD 患者的病程较长，多伴发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严重影响生活质量［3］。CVR 由于手术创伤

较大，术后需要终生服用抗凝药物，影响术后生存

质量［4］。周丽华等［5］评估 50 例 CVR 患者术后心理状

态显示均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临床研究显示，焦

虑、抑郁等精神障碍将诱发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可

能造成心律失常及心肌缺血等，影响心功能［6］。而

针对心脏外科手术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降低围

手术期死亡率以及心脏时间发生率［7］。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护理后 SCL-90 量表各项评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SF-36 量表评分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与宁园等［8］研究结果相似。系统化的心

理护理干预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心理影响因

素控制，显著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及社会功能，提

高其治疗依从性，改善临床预后，从而提高其生活

质量。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定期复

查率、服药依从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抗凝相关并

发症及再入院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能是由于心

理护理加强了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提高其术后抗

凝治疗依从性，降低抗凝治疗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及

再住院率，而这也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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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改善 RHD 患者

CVR 术后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术后复

查、治疗的依从性。但必须指出，影响术后患者心

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不能全部进

行控制，因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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