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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 ICU重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效果

山广慧 、 金　娜 、 董　青 、 于岩岩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重症监护室（ICU）重症患者焦虑状态、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　选取本院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76 例 ICU 重症患者，分为对照组（37 例）和

观察组（39 例），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观察两组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自评量

表（SAS）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以及护理后的生活质量，并进行比较。结果　干预前两组

患者 SAS 和 PSQI 评分组价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上述量表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评分组间无明显

差异（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SF-36 各项指标得分均显著提高（P< 0.05），且观察组得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对 ICU 重症患者实施全面细致的心理护理可以显著缓解还的焦虑状态，

改善其睡眠质量以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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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 state and life qualityof ICU critical pa-
tients　SHAN Guanghui，JIN Na，DONG Qing，et al. Intensive Care Unit，Eastern Hospital District of Qingdao Mu-
nicipal Hospital，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 state and life quality of ICU critical patients. Methods 

76 cases of severe ICU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during December 2013 ～2014 December were selec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37 cases）and observation group（3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ffered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score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

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short form（36）health survey（SF-36）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AS and PSQI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both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 after intervention than before（P<0.05）；the observa-

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f SAS and PSQI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0.05）. There 

was 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F-36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fter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both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F-36 score（P<0.05）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anxiety emotion，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ICU critical patients.

【Key words】ICU；Critical patients；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Anxiety；Sleep quality

ICU 是医院中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科室，每天需

要收治大量的重症患者。受到疾病以及陌生环境的

影响，这些重症患者大多会存在一定的紧张和焦虑

等情绪，并出现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影响患者的

康复，并对其生活质量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1］。为

此，有必要积极的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心理干预。本

研究回顾性分析 76 例 ICU 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探

讨心理护理对 ICU 重症患者焦虑状态、睡眠质量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总结相关的护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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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如密切关注和定时测量

患者生命体征，原发疾病的相关护理，密切关注病

情改变并及时将病情变化情况汇报给医生等。观察

组给予常规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心理护理方法如下：

（1）加强护患沟通。在患者进入 ICU 之后，护

理人员对患者的各项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并积极主

动的与患者进行交流。掌握不同患者的病情，并针

对患者的病情，向其介绍一定的疾病相关的知识。

帮助患者做到心中有数，减少对疾病和治疗的恐惧

感。对患者表示关心和照顾，及时了解患者的各项

需求，尤其注意观察患者心理和情绪状态，增强患

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以更好的缓解其心理压力，

促进其睡眠。

（2）给予有效的心理安慰与支持。加强对患者

的巡视和陪护，及时了解患者的需求，从而减少患

者心理和情绪方面所受到的负性刺激，增强患者的

安全感。护理人员每日定时与患者进行交流，充分

倾听患者的诉说，对其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并

引导患者保持心情愉悦，促进其恢复。

（3）音乐疗法。护理人员主动关心患者，稳定

患者情绪。联合应用意象、音乐、松弛、体位保持

等方法，以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根据患者的实际

情况，为其播放轻柔的音乐，通过减少交感神经系

统活动与适当增加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从而有效

缓解患者的焦虑程度，为患者带来身心上的舒适感

和愉悦感，并帮助其快速入睡，提高睡眠质量。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

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以及护理后的健康状

况调查问卷（SF-36）评分，并进行比较。SAS 评分

越高，说明患者的焦虑程度越高。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PSQI）评估指标包括睡眠时间以及睡眠质量

等，最终的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睡眠质量越差［2］。

生活质量利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对患者的

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

社会功能、情感职能以及精神健康等 8 个方面进行

评分，评分越高，说明健康状况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0.0 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以（x±s）来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n，％）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代表数

据对比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焦虑状态评分情况

统计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SA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

经 护 理 干 预 后 ， 两 组 的 S A S 评 分 均 显 著 降 低

（P<0.05）；且护理干预后进行比较，可得观察组评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SAS评分情况统计比较（x±s，分）

时间 观察组（39例） 对照组（37例）

护理干预前 65.33±12.26 66.12±10.39

护理干预后 39.68±12.371，2 46.88±10.481

注：1表示与本组干预前进行比较存在组内统计学差异，

P<0.05；2表示与对照组护理干预后进行比较存在组间统计学

差异，P<0.05。

2.2　护理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

收治的 76 例 ICU 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女比例为

39：37；年龄最小 21 岁，最大 89 岁，平均年龄（43.25
±10.15）岁。疾病类型统计：心肌梗死 20 例，心绞

痛 16 例，重症胰腺炎 21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19 例。

入组患者均为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未出现明显

的精神障碍。患者临床体征基本正常，病情稳定，

睡眠质量不佳。随机分为对照组（37 例）和观察组

（39 例），两组患者平均年龄、疾病类型等情况统计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参

见表 1。本项研究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所有

患者均自愿参加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平均年龄、疾病类型等情况统计比较

组别 n
性别（例） 平均年龄

（x±s，岁）

疾病类型（例）

男 女 心肌梗死 心绞痛 重症胰腺炎 不稳定型心绞痛

观察组 39 20 19 42.12±10.35 10 9 11 9

对照组 37 19 18 44.23±8.69 10 7 10 10

P值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5 期- 942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注：1表示与本组护理干预前进行比较存在组内统计学差

异，P<0.05；2表示与对照组护理干预后进行比较存在组间统

计学差异，P<0.05。

3　讨论

 对于 ICU 重症患者而言，受到疾病的影响，容

易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在进入 ICU 之后，患者处

于相对隔离和封闭的状态，极易出现焦虑情绪［3］和

睡眠障碍，严重影响到其治疗与康复［4］。

因此，积极的对患者实施全面、有效的心理护

理，促进患者维持稳定的情绪和平和的心态，保证

良好的睡眠状态，积极的配合各项治疗和护理工作

是十分必要的［5，6］。本次研究中，我们对观察组患者

提供全面的心理护理，即加强护患沟通、给予有效

的心理安慰与支持以及对患者实施音乐治疗。通过

加强护患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各项需求，不断增

强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7］；给予有效的心理安慰

与支持，可以减少患者心理和情绪方面所受到的负

性刺激［8］；联合应用音乐疗法，可以更好的缓解其心

果统计比较

在护理干预前后，分别利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PSQI）对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两组患者

干预前 PSQI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

组患者 PSQI 各项评分以及总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前

（P<0.05）；且护理干预后，可得观察组患者各项评

分以及总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 SF-36 健康问卷得分

统计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F-36 问卷评分无显著

差异（P>0 .05）；经不同的护理干预后，两组患

者 SF-36 健康问卷各项指标得分均显著高于干预

前（P<0.05），且观察组各项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3　护理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结果统计比较（x±s，分）

观察项目
观察组（n=39） 对照组（n=37）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睡眠质量 1.51±0.41 1.12±0.361，2 1.52±0.42 1.42±0.521

入睡时间 1.79±0.56 1.26±0.991，2 1.80±0.46 1.68±0.331

睡眠时间 1.23±0.98 0.67±0.561，2 1.22±0.95 1.16±0.751

睡眠效率 0.94±0.45 0.54±0.311，2 0.95±0.42 0.90±0.561

睡眠障碍 1.57±0.51 1.12±0.511，2 1.58±0.50 1.48±0.461

催眠药物 1.14±0.36 0.50±0.231，2 1.13±0.33 1.01±0.121

日间功能障碍 1.71±0.54 1.17±0.561，2 1.70±0.56 1.56±0.371

总评分 14.35±2.15 8.66±1.061，2 14.26±3.03 12.15±2.591

注：1表示与本组护理干预前进行比较存在组内统计学差异，P<0.05；2表示与对照组护理干预后进行比较存在组间统计学差

异，P<0.05。

表4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SF-36 健康问卷得分统计比较（x±s，分）

观察项目
观察组（39例） 对照组（37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生理职能 32.12±12.15 68.89±17.451，2 31.15±13.12 43.89±18.841

生理功能 11.12±10.35 44.75±29.161，2 12.03±9.85 19.94±13.751

躯体疼痛 25.33±15.12 59.46±15.011，2 26.12±12.31 37.72±27.081

总体健康 20.36±11.37 56.26±15.861，2 19.33±12.03 29.47±16.981

活力 22.33±11.29 54.37±13.581，2 23.12±10.71 34.07±14.891

社会功能 28.15±12.34 69.51±15.621，2 28.34±13.10 39.13±16.571

情感职能 20.15±12.37 69.54±26.751，2 21.03±11.35 32.47±24.581

精神健康 41.24±15.17 81.23±13.261，2 40.3316.12 56.89±1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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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压力，促进其睡眠［9］。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

的护理干预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焦虑状态、睡

眠质量及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可得与干预前相比，

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均较干预前有所改善，且护理

干预后观察组较对照组的改善程度更加明显。上述

结果表明，对于 ICU 重症患者实施一定的护理干预

之后，可以对其焦虑状态、睡眠质量以及健康状况

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

为心理护理促进了医护之间的交流，帮助护理人员

及时掌握患者的情况和需求，增强了患者的安全感

和信任感［10］；且其中的音乐护理为患者提供了良好

的身心体验，从而改善了患者的睡眠状态和情绪状

态［11］。以上均提示，全面细致的心理护理干预可以

显著改善 ICU 重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初步证实，对

ICU 重症患者实施联合心理护理可以显著缓解患者

的焦虑状态，改善其睡眠质量以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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