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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心理护理对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焦虑状态 
和满意度的影响

蒲卫虹 1 、 张　琴 2 、 何小玉 1 、 许玉玲 1 、 何国秀 1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心理护理对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焦虑状态和满意度的影

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 120 例，依据

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人性心理组和常规组，每组 60 例。常规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人性心理组在此

基础上给予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心理护理干预，统计分析所有患者遵医行为依从性、满意度及焦虑状

态。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及治疗依从率均无明显差异（P> 0.05）。人性

心理组干预后 1、3、6 个月 SAS 得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及干预后常规组（P< 0.05），且遵医行为依从率

及术后满意率明显高于干预前及干预后常规组（P< 0.05）。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基于

人性化理念的心理护理干预可更有效改善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焦虑状态、遵医行为依从性，有利

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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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the humanized concept on the anxiety state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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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concept bas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anxiety state 

and satisfact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3 to 

March 2016，12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selected and then divided into the humanis-

tic nursing group（n=60）and the routine group（n=60）.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offered routine nursing，

whereas patients in the humanistic nursing group were given humanized concept bas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one. The patients’ compliance，satisfaction and state of anxiety were analys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s in SAS scores and compliance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By the time 1，3，6 

month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intervention，the SAS scores of the humanistic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routine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P<0.05）. The compliance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humanistic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routine group after nursing care（P<0.05）.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psycho-

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humanized concept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state of anxiety，compliance and satis-

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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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是临床上常见脑部疾病之一，好

发于中老年人群，男性略多，可导致头痛、呕吐、

嗜睡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昏迷，其中手术治疗是

该疾病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但术后需接受长期的

康复治疗以促进其功能恢复，易给患者带来较大的

心理负担，故如何确保患者的康复效果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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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意义［1］。有研究表明，人性化理念是一种以人

为本的理念，可通过围绕患者需求来为患者提供优

质的医疗服务，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2］。对

此，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心理护

理干预，探讨其对患者焦虑状态和满意度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高血压脑

出血术后患者 120 例，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预计生存期不超过 6 个月者，依据随机数

表法随机分为人性心理组和常规组，每组 60 例。人

性心理组：男 32 例，女 28 例，依据文化程度分为初

中及以下 26 例，高中 21 例，大学及以上 13 例，年

龄 41-76 岁，平均年龄（53.57±11.18）岁，脑出血

量 23-62ml，平均脑出血量（35.48±6.78）ml；常规

组：男 35 例，女 25 例，依据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

以下 25 例，高中 20 例，大学及以上 15 例，年龄

39-78 岁，平均年龄（53.78±11.63）岁，脑出血量

23-62ml，平均脑出血量（35.48±6.78）ml。本次研

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且通过，两组在性别、

文化程度、年龄、脑出血量等资料上比较无显著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即常规监测生

命体征、病情、指导用药和康复锻炼、执行医嘱、

静脉输液等，于出院前叮嘱按时复诊、遵医嘱进行

功能锻炼等。

人性心理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基于人性化理

念的心理护理干预，即（1）小组成立与培训：以护

士长为组长、其余护士为组员成立人性化心理小组，

通过结合患者情况、上网查阅文献、实体书资料等

以工作会议形式确定护理内容，w 每月进行 2 次培

训，2h/ 次，持续 2 个月，学习人性化理论，并学习

和提高健康教育、生活指导、沟通支持等人性化心

理护理知识和技能，培训完毕后考核通过方可参与；

（2）人性化健康教育：组员依据患者年龄结构、文

化水平等评估患者喜好，营造良好的健康教育氛围，

如对有需要者播放其喜爱的音乐、对有隐私者张挂

床帘或屏风、对需陪伴者可协同家属共同教育等，

在患者术后平静状态下主动进行知识宣教，详细解

释疾病相关知识、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有关护

理内容及所要达到的护理目标，教育过程中注意倾

听患者及其家属的意见和建议，耐心解答患者及家

属的疑虑；（3）人性化康复指导：依据患者过往饮食

习惯在忌食辛辣、多食蔬菜、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等

原则上制定人性化食谱，劝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如对有烟酒者讲解烟酒的危害并劝诫、对可

下床者多下床走动、对不可下床者应多协助翻身，

鼓励患者适当进行活动（如散步、太极等），同时在

药物治疗前主动向患者讲解药物用法、用量、药效、

注意事项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在指导功能锻炼

前讲解锻炼需求及重要性，并根据患者的锻炼效果

改进锻炼措施及指导内容，以适应患者不断改变的

锻炼护理需求；（4）人性化沟通支持：组员在干预期

间，应注意保持语气温和、面带微笑、积极主动，

针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不同心理特点作出相应的心理

支持，做好相关安抚、解释等工作，如对担忧、不

安者讲解过往成功康复的案例，对紧张者转移其焦

点，尽量满足其愿望并引导其积极配合治疗，对恐

惧者加强健康教育，引导其正确认知和对待医疗工

作对疾病的作用和帮助，并给出相关建议。

1.3　指标观察和标准 

所有患者通过电话、复诊等方式，于干预前、

干预后 1、3、6 个月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

焦虑状态，并干预前后采用自制《高血压脑出血术

后患者遵医行为问卷》［3］评估遵医行为依从性，采用

自制《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满意问卷》［4］评估满意

度，统计分析所有患者遵医行为依从性、满意度和

干预前、干预后 1、3、6 个月的焦虑状态。SAS 量

表采用 5 级评分法（1-5 分）评估，共 20 项，总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状态越严重，其分界值为

50 分，<50 分为正常；《遵医行为问卷》采用 5 级评

分法（1-5 分）评估，包括正确用药、生活习惯、功

能锻炼、饮食习惯等，共 12 项，总分为 60 分，<36
分为不依从，36-48 分为基本依从，>48 分为依从，

依从率 =（依从数 + 基本依从数）/ 总例数 ×100％，

经过相关专家评估，其内部一致性的 Cronbach’α效

度系数为 0.894，信度系数为 0.842；《满意问卷》采

用 5 级评分法（1-5 分）评估，包括护理效果、服务

态度、技术水平、疾病知识教育、治疗指导等，共

20 项，总分为 100 分，<70 分为不满意，70-90 分为

满意，>90 分为非常满意，满意率 =（非常满意例数

+ 满意例数）/ 总例数 ×100％，经过相关专家评估，

其内部一致性的 Cronbach’α 效度系数为 0.885，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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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系数为 0.836。

1.4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以（x±s ）

描述计量资料，以率（n ，％）描述计数资料，分别

采用 t 检验和 χ2 检验，不符合 t 检验和 χ2 检验标

准的资料经秩和检验，在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各时段 SAS 得分比较

干预前，人性心理组和常规组 SAS 得分无明显

差异（P>0.05）；常规组从干预后 3 个月起 SAS 得分

有显著下降（P<0.05），而人性心理组从干预后 1 个

月起即出现了得分的显著下降（P<0.05）；人性心理

组干预后 1、3、6 个月的 SAS 得分显著低于常规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遵医行为情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的遵医行为依从率无显著差异

（P>0.05），且护理后依从率均显著上升（P<0.05）；

人性心理组患者在护理后的依从率明显高于常规组

（P<0.05），见表 2。

表1　两组干预前后各时段SAS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1个月 干预后3个月 干预后6个月

常规组 60 65.74±7.26 60.15±6.42 55.78±5.93* 50.16±5.54*

人性心理组 60 66.48±7.45 53.17±5.72* 44.63±5.19* 36.41±4.84*

t 0.551 6.288 10.960 14.478

P >0.05 <0.05 <0.05 <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表2　两组遵医行为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n） 依从（n） 基本依从（n） 不依从（n） 依从率（％）

常规组 60 护理前 16 25 19 68.33

护理后 23 28 9 85.00*

人性心理组 60 护理前 14 28 18 70.00

护理后 28 30 2 96.67*

χ2 4.904

P <0.05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

2.3　两组术后满意情况比较

护理后，人性心理组满意率明显高于常规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术后满意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常规组 60 25 23 12 80.00

人性心理组 60 30 26 4 93.33

χ2 4.615

P <0.05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高血压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其常用方法之一为手术治疗，可挽救重症患者

生命，待病情稳定后需尽早进行康复治疗以促进神

经功能恢复，但术后康复时间长，且激烈活动、情

绪激动时易导致再出血，影响康复效果［5，6］。有研究

表明，心理护理是临床上常用的护理方法之一，通

过给予合适的心理支持可有效转变患者的心理状态，

使患者处于平稳状态，且有利于提高其对治疗的积

极性［7，8］。而霍庆玲及魏细花研究表明［9，10］，人性化

理念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可满足患者

的生理、心理的需要，已逐渐被应用于多种疾病的

康复护理中，且具有良好的效果。

对此，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基于人性化理念的

心理护理干预，发现人性心理组干预后 1、3、6 个

月的 SAS 得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前者遵医行为依从

率和明显高于后者，表明该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焦

虑状态和遵医行为依从性，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通过成立专门的护理小组

并对护士进行人性化理念培训，可有效转变护士过

往的被动护理，发挥其自身潜能和主观能动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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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积极主动向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护理服务；同时通

过对患者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有效了解了患者的实

际生理和心理需求，使护理服务更具针对性；且通

过进行健康教育、康复指导等，可使患者正确认知

自身疾病及其康复情况，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此外，

营造一个愉悦、放松的氛围，有利于患者积极参与

和正确执行各项康复措施与消除焦虑和紧张的心理，

进而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良好的护患氛围有利于患者感受医护人员的关

心，促进双方信任，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心理护理干预可

有效改善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焦虑状态和依从性，

有利于提高患者就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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