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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心理护理干预对早期食道癌切除术患者的疗效

廖　萍 、 张红菊 、 冯　毅 、 唐　源

【摘要】 目的　探讨术前心理护理干预在改善早期食道癌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应激状态及护理满

意度的疗效。方法　分别将不同时间段内在我院实施食道癌切除术的 45 例和 42 例早期食道癌患者

纳入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术前 3d 实施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护

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入手术室前 30min、入手术室后 30min 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

心率（HR）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患者术前 1d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状态

焦虑询问表（S-AI）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P< 0.05）；实验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术前心理护理干预

能够改善早期食道癌患者围手术期生理和心理的应激状态，缩短恢复时间，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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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resec-
tion　LIAO Ping，ZHANG Hongju，FENG Yi，et al.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in Dazu District People’s Hospi-
tal of Chongqing City，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tress st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resection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45 cases and 4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esophagus cancer treated with esophagus cancer resection in our hoa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routine nursing，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given the preopera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3 days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efficacy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BP，SBP，HR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30min before and 30min after entering into the operating room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AS and S-AI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1d before the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days and costs of hospitalization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reopera-

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state of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shorten the recovery time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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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是发病率较高的消化系统肿瘤之一，患

者进食困难，预后较差。早期根治性手术是治疗食

道癌的重要手段，但临床研究表明食道癌所致的吞

咽和进食困难以及病理生理改变均会导致患者产生

负性情绪［1］，加之患者对手术、麻醉等的恐惧，导

致多数患者在术前即存在紧张、恐惧、焦虑、悲观

等不良心理状态，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容易导致躁动、

强行起床、意图拔管、不配合手术等行为改变，严

重影响手术顺利进行和术后恢复进程［2］。本院即针

对上述情况在术前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以期

改善手术和术后恢复效果，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现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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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但未接

受术前心理干预的 42 例早期食道癌手术患者纳入对

照组；将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住院治疗并接

受术前心理干预的 45 例早期食道癌手术患者纳入实

验组。实验组男性 25 例，女性 20 例，年龄为 20～70
岁，平均年龄为（44.64±8.17）岁，学历：初中及以下

5 例、高中 22 例、大学及以上 18 例，职业：工人 22
例、农民 8 例、公务人员 5 例、其他 10 例；对照组男

性 23 例，女性 19 例，年龄为 20～71 岁，平均年龄为

（45.29±8.08）岁，学历：初中及以下 6 例、高中 20
例、大学及以上 16 例，职业：工人 18 例、农民 7 例、

公务人员 4 例、其他 13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

年龄构成、学历、职业等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本项研究取得了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临床诊疗指南 . 肿瘤分册》［3］中

原发性食道癌（早期）相关诊断标准；经常规影像学

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符合手术适应症；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严重器质性

病变者；有血液或免疫系统疾病者；有精神疾病或交

流障碍者。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即接受常规护理，包括入院

后健康宣教、饮食饮水控制、告知手术流程、术前

准备、术中护理、术后病情监测、并发症预防、出

院指导等。

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术前 3d 实施心理干预：

①人性化方案拟定。针对患者不同学历、性格、生

活环境、病情以及入院时心理状态拟定针对性心理

护理干预方案。②心理状态重要性讲解。向患者详

细分析心理状态对手术过程和术后恢复的影响，鼓

励患者以积极心态配合手术治疗。③自我情绪调节

指导。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疏导患者心理压力和情

绪困扰，指导患者掌握自我情绪调节的技巧。④心

理暗示。采用心理暗示方法帮助患者建立治疗信心，

通过列举手术成功例子提高患者对手术治疗的信任

度，改善患者焦虑情况。⑤行为干预。通过指导患

者进行术前麻醉和手术过程配合训练帮助患者了解

手术流程，指导患者在术中遇到疼痛或不适时的应

对技巧。⑥音乐干预。术前 1h 通过听音乐的方式帮

助患者放松心情，舒缓紧张与焦虑感。

1.4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生命体征指标［收缩压

（SBP）、舒张压（DBP）、心率（HR）］以及焦虑状态

变化情况，并比较术后恢复情况和术后护理满意度。

焦虑状态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4］和状态焦

虑询问表（S-AI）［5］。SAS 评分包括 20 个题目，采用

4 级计分法，标准分 =20 项总分 ×1.25，以 50 分为

分界值，评分越高表示焦虑状态越严重；S-AI 评分

包括 20 个题目，采用 4 级计分法，采用 4 级计分法，

正常范围：男性≤（39.71±8.89）分，女性≤（38.97
±8.45）分。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统计学软件进行本研

究数据分析，计量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

表示，计数数据用百分比（n，％）表示，分别用 t 和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生命体征指标对比

实验组患者不同时间 SBP、DBP、HR 水平未

发生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

组患者入手术室前 30min、入手术室后 30min SBP、

DBP、HR 水平均显著高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实验组患者入手术室前 30min、入手

术室后 30min SBP、DBP、HR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生命体征指标对比（x±s）

分组 时间 SBP（mmHg） DBP（mmHg） HR（次/min）

实验组（n =45）

入院时 116.06±5.85 74.47±5.16 70.52±6.65

入手术室前30min 116.44±6.17* 74.62±5.44* 70.91±6.79*

入手术室后30min 117.06±6.08* 74.88±5.79* 70.98±6.80*

对照组（n =42）

入院时 116.10±5.93 74.41±5.09 70.60±6.77

入手术室前30min 125.05±6.43△ 78.28±5.85△ 80.01±8.06△

入手术室后30min 128.10±6.50△ 79.66±6.01△ 80.45±8.10△

注：与同组入院时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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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焦虑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术前 SAS,S-AI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显

差异（P >0.05）实验组患者术前 1d、术后 3d SAS 评

分、S-AI 评分均显著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患者术前 1d SAS 评分、S-AI 评

分均显著高于入院时，术后 3d SAS 评分、S-AI 评分

均显著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患者术前 1d SAS 评分、S-AI 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焦虑情况对比（x±s，分）

分组 时间 S-AI评分

实验组（n =45） 入院时 45.85±4.62 41.64±5.01

术前1d 36.02±3.43△* 34.34±3.77△*

术后3d 33.07±3.30△ 33.86±3.19△

对照组（n =42） 入院时 45.91±4.66 41.57±5.14

术前1d 49.96±5.34△ 45.02±5.25△

术后3d 34.45±4.17△ 34.46±3.69△

注 ：与同组入院时对比，△P<0 .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2.3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对比

实验组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对比（x±s）

分组 住院时间（d） 住院费用（元）

实验组（n =45） 14.14±2.26* 5227.15±104.08*

对照组（n =42） 20.08±3.17 6397.17±114.33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4　两组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

实验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情况对比（n，％）

分组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n =45）32（71.11％）* 12（26.67％） 1（2.22％）* 44（97.78％）*

对照组（n =42）17（40.48％）19（45.24％） 6（14.29％） 36（85.71％）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3　讨论

食道癌是临床发病率较高的一种消化道肿瘤，

初期即可出现吞咽和进食困难，严重影响生存质量，

根治性手术是治疗早期食道癌的有效手段［6］。相关

研究均提示术前焦虑是外科手术患者普遍存在的心

理问题，而焦虑情况严重的患者会出现血压升高、

心率加速等情况，且药物难以有效控制，不仅不利

于手术开展，而且容易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延

长恢复时间［7，8］。曾有临床研究证实，存在焦虑状

态的患者会出现交感 - 副交感神经系统失调导致血

管壁收缩，血压升高、心跳加快、消化器官活动下

降、肾上腺和血糖分泌增加等病理生理改变［9，10］。

Poghosyan H 等［11］的研究指出，手术是一种强烈的应

激，容易引起患者生理、心理以及行为等方面的改

变，影响全身内环境紊乱和多种器官系统功能失调，

常表现为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以及心律失常等。因

此，对于食道癌手术患者实施有效的术前心理护理

干预对提高患者的手术疗效和促进术后恢复有积极

意思。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血压和心率在入手术室前

30min 和入手术室后 30min 发生明显改变，提示患者

在麻醉前处于高度应激的状态，不利于手术的顺利

开展；而实验组患者入手术室前 30min 和入手术室后

30min 未发生明显改变，属于正常应激状态。

目前，关于围手术期心理护理干预的研究较

多，其中公认的几种疗效比较好的心理干预方法包

括心理暗示、认知干预、示范脱敏、音乐干预、行

为干预等，各有特点和优势［12，13］。我院针对多年来

食道癌围手术期容易出现的多种心理问题，采取通

俗易懂、循序渐进的方式，借鉴上述心理护理干预

手段总结了一套包括人性化方案拟定、心理状态重

要性讲解、自我情绪调节指导、心理暗示、行为干

预和音乐干预在内的术前心理干预方案，临床效果

较为满意。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术前 1d SAS 评

分、S-AI 评分均显著高于入院时，术后 3d SAS 评

分、S-AI 评分均显著低于入院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提示患者在术前因各种压力而处于较

为明显的焦虑状态，在手术顺利完成后心理压力逐

渐消失焦虑状态得到明显改善。实验组患者术前 1d、

术后 3d SAS 评分、S-AI 评分均显著低于入院时，且

术前 1d 上述量表的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在经过心

理护理干预后患者并未产生明显的心理压力，心理

状态反而比入院时更好，证实了本院术前心理干预

方案的有效性。

另外，实验组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也证实了术前心理心理干预在缩短术后恢复

时间，提高护理质量方面的显著临床优势。

综上所述，术前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围

术期生命体征指标和焦虑状态，缩短恢复时间，提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2 期- 370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高护理满意度，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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