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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事理论为基础的护理模式对急性胰腺炎患者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卿　玲 、 贺小平 、 冉冬梅 、 蒙艺云 、 曹加现

【摘要】目的　探索以故事理论为基础的护理模式对急性胰腺炎患者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

响。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56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

每组 28 例。采用改良 Webster 疗效评分评估临床疗效系统对两种不同的护理模式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研究发现采用故事理论为基础的护理模式对患者的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十分显

著。观察组患者中健康信心指数为（8.35±2.19）分，而对照组为（4.29±1.32）分。对照组患者负性

情绪明显比观察组严重；对于康复也更加缺乏信心；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分数为（3.20±1.02）分，

较对照组患者睡眠质量评分（12.39±4.30）分低，观察组患者的睡眠时间和睡眠次数普遍比对对照

组的时间长、次数更多，入睡时间也更短。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差异较

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评分均有较大下降，患者负性情绪情况有较大好转。结论　以故事理论为基

础的护理模式对急性胰腺炎患者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改善有十分显著的作用，适合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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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ursing model based on story theory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sleep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QING Ling，HE Xiaoping，RAN Dongmei，et al. The People’Hospital of DaZu District，
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care based on story theory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56 acute pancreatitis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routine 

nursing group（control group，n=28）and nursing care based on story theory group（study group，n=28）. The modi-

fied Webster sco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system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wo different nursing 

models. Results The scores of healthy confidence index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35±2.19），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4.29±1.32.） The control group was more severe negative emotion and less confidence to rehabili-

tation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sleep quality（3.20±1.02）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2.39±4.30）. Conclusion The nursing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tory has a signifi-

cant effect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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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炎大多是由于日常生活中酗酒、暴饮暴食、

饮食不规律等不良习惯导致胰蛋白酶分泌过多引

起［1，3］，发病急，病情重，不及时送诊可能导致死亡；

胰腺炎的强烈疼痛感及需要长时间禁食水、且病程

长、恢复慢会使患者产生负面情绪，对自己的治疗

缺乏信心、情绪不稳定等［5，6］。因此改善负性情绪和

睡眠非常重要。故事理论是指护士和患者进行有目

的的对话，通过聆听患者的健康故事来获得有价值

的信息，再根据患者的意愿来解决患者的问题。本

研究探讨以故事理论为基础的护理模式对急性胰腺

炎患者负性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审批后，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56 例急性胰腺炎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平均分为两组，

每组 28 例。对照组平均年龄（38.64±12.64）岁；平

均病程（6.04±0.46）天；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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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岁；平均病程（5.38±0.56）天。所有患者

均符合以下标准［6］：①无慢性肝病病史或代谢性疾病

病史；②无高血糖病史；

③无抑郁症等精神障碍；④患者及其家属知情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治疗方案：采用常规

护理治疗，给患者宣传与胰腺炎康复有关的知识，

让患者了解到护理干预的重要性，调整患者的心情

以帮助患者康复。观察组治疗方案：采取以故事理论

为基础的护理模式，每日与患者聊天，使患者放下

心里防备，从而真正了解患者的焦虑、担忧和需要，

再据此为患者解决问题，满足患者的心理要求，使

患者积极主动的接受治疗减少忧虑，以帮助患者提

高睡眠质量减少负面情绪；再者，在聊天过程中以回

顾的方式引导患者自己发现病因以及生活中的不良

习惯，患者一旦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时，就会自

愿加以改正。两组共护理 2 周

1.2.2　评价方法　负性情绪评价方法：对情绪

失控次数、健康信心指数（从 1～10，指数越高，健

康信心越好）、康复信心指数（从 1～10，指数越高，

康复信心越好）、每天主动进行康复锻炼的次数等。

睡眠质量评价：对患者每日睡眠时间、睡眠次数、入

睡时间（患者完全进入睡眠所需时间）进行记录，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据此数据对各指标进行评分，每

个指标满分为 5 分，总评分为 15 分，得分越高睡眠

质量越差。护理效果评价：按改良 Webster 评分评估

临床疗效系统将护理效果分为 " 显效 "、" 有效 "、"

无效 " 三种。患者抑郁、焦虑自评：对患者使用抑郁

自评量表（SDS）以及焦虑自评量表（SAS），量表 20
个小项，每个 5 分，共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抑郁、

焦虑负性情绪越严重。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研究

中得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负性情绪评价

观察组患者情绪失控次数较对照组少，而健康

信心指数、康复信心指数以及主动锻炼康复次数均

比对照组高，见表 1。

2.2　患者睡眠质量评价结果

观察组患者睡眠时间较对照组长，睡眠次数较

多、入睡时间较对照组短，总评分较对照组少，则

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较对照组好，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评价结果对比（x±s）

组别 例数 情绪失控次数（次） 健康信心指数（分） 康复信心指数（分） 主动锻炼康复次数（次）

观察组 28 2.14±0.24 8.35±2.19 9.02±2.83 3.21±0.48

对照组 28 5.28±0.47 4.29±1.32 4.86±1.30 0.89±0.10

t - 2.013 2.079 2.137 2.248

P - 0.045 0.043 0.039 0.021

表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影响评价结果对比（x±s）

组别 例数 睡眠时间（h） 睡眠次数（次） 入睡时间（min） 总评分（分）

观察组 28 8.23±1.20 2.13±0.27 10.26±2.94 3.20±1.02

对照组 28 5.83±1.31 1.39±0.29 31.23±9.06 12.39±4.30

t - 2.014 1.835 2.203 2.401

P - 0.045 0.051 0.027 0.016

2.3　患者护理效果评价

观察组显效例数较对照组多，无效例数较对照

组少，且两组患者有效例数差异较小，总体来说观

察组患者护理效果较对照组好，见表 3。

2.4　患者治疗前后 SDS、SAS 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前 SDS、SAS 评价差异较小，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评分均有较大下降，患者情况有较

大好转，详情见表 4。

3　讨论

胰腺炎发病急、病死率高［7］，高血脂高血压人

群发病率较高，常伴有负性情绪的出现［8，10］，表现

为易怒、抑郁、脾气暴躁，不愿与人过多交谈，也

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听别人的想法，会对自己

的病情感到焦虑，感觉自己病情严重，害怕无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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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由于以上负性情绪的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也

会大为下降，表现为睡眠时间短、睡眠次数少、入

睡时间长。长此以往，很容易影响生活质量［11，12］，

并恶化患者病情，所以患者术后护理非常重要。护

理应该要调节患者心态、改善患者的心情，减少患

者的焦虑，让患者拾起康复的信心，以更加积极地

态度对待自己的病情，从而达到治愈患者的效果。

本次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发现，经护理后，

观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来说，负性情绪更少，情绪更

稳定，调查问卷的结果也显示观察组的高分人数比

例比对照组低；从睡眠质量［13］上来看，观察组患者

睡眠时间更长，睡眠次数更多，观察组患者高分人

数比例更高，所以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比对照组

明显要好；最后，对两组患者这的疗效进行了综合评

价，发现观察组中，疗效显示为“显效”的人数比例

明显比对照组的多。这个结果说明：采取以故事理论

为基础的护理模式的患者由于自己找出了病因和发

现了自己不良习惯的坏处，所以会谨遵医嘱，注意

平时的饮食习惯。由此可以看出常规护理模式采取

灌输知识的弊端，不能让患者在术后长期保持良好

的习惯，而故事护理模式恰恰弥补了这点不足。

综上所述，采取以故事理论为基础的护理模式

能更好的改善胰腺炎患者的负面情绪及睡眠质量，

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量较小，观察

时间较短；其次，尽管我们尽可能的平衡了两组患者

的情况，但患者的个性，经济能力等干扰因素的作

用仍无法完全排除，因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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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n，％） 有效（n，％） 无效（n，％）

观察组 28 14（50.00） 12（42.86） 2（7.14）

对照组 28 4（14.29） 14（50.00） 10（35.71）

χ2 - 4.914 3.563 4.419

P - 0.028 0.054 0.037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SDS SAS SDS SAS

观察组 28 87.36±16.54 90.13±20.15 43.29±11.09 47.35±12.55

对照组 28 89.48±17.38 89.64±19.37 79.32±15.83 78.36±16.20

t - 1.849 1.826 2.204 2.132

P - 0.052 0.053 0.031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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