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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镜手术后心理干预对病人预后的影响

朱东风 、 王　雷 、 邱晓东 、 赫志强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治疗对膀胱镜手术后病人预后的影响。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泌尿外科接受膀胱镜手术检查的 100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两组各 50 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心理干预，比较两组

患者疼痛度、心理状况和并发症情况。结果　观察组术后 3 天的 VAS 疼痛评分较对照组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术后 3 天的 SAS、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观察组术后血尿、尿道灼痛持续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给予膀胱镜手术后患者心理干预有助于减轻患者疼痛感，消除焦虑、抑郁负性心理，促进并

发症康复，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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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rognosis of patients after cystoscope surgery　 
 ZHU Dongfeng，WANG Lei，QIU Xiaodong，et al. Shangqiu First People's Hospital，Shangqiu 476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fter cys-

toscopy surgery. Method We collected 1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ystoscopy in Department of Urolog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5 to 2017 Februar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each group were 5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fter cystoscopy 

surger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pain degre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After 3 days of surgery，scores of V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SAS，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postoperative hematuria and the time of urethral burning pai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sy-

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fter cystoscopy can relieve pain，elimin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promote recovery of 

complications.

【Key words】Cystoscope surgery；Department of Urology；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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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镜手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术程短、操作简

单等优点，对膀胱、尿道、输尿管等泌尿排泄系统

相关疾病具有重要诊断和治疗价值［1-2］。但膀胱镜手

术也是一种侵入性操作，术后易出现疼痛感和血尿、

尿道灼痛等症状，引起患者焦虑、恐慌等负性心理，

加强对接受膀胱镜检查术患者的护理干预是改善患

者心理状况和减轻疼痛的重要途径之一［3］。目前对

术后患者心理护理重视不足 ［4，5］。本研究探讨术后心

理护理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泌尿外科收

治的 100 例接受膀胱镜手术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

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所有患者均无膀胱

镜检查禁忌症：（1）哺乳、妊娠期患者；（2）膀胱容

量＜ 60ml；（3）尿道、膀胱急性炎症病变者；（4）

尿道狭窄、包茎、结石嵌顿者；（5）心肝肾功能不

全者。患者和（或）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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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书。对照组患者男 36 例，女 14 例；年龄 23～67
岁，平均（41.2±8.7）岁；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下学

历 24 例，大专以上学历 26 例。观察组男 34 例，女

16 例；年龄 21～70 岁，平均（40.8±8.5）岁；大专以

下学历 24 例，大专以上学历 26 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方面相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由同组医师完成膀胱镜检查手术。

1.2.1　常规护理　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护理，

主要包括：督促患者多饮水，术后 1 天饮水量不低于

2.5L，术后 9h 内每 3h 解尿 1 次，尿量不低于 200ml/

次，指导患者卧床休息，严格控制下床次数，观察

处理血尿、感染等并发症。

1.2.2　心理干预　观察组术后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给予心理干预，内容包括：（1）认知心理干预：患

者缺乏自身病情、膀胱镜手术检查的相关知识是术

后出现不安、焦虑心理的重要因素，根据患者的文

化水平，采用患者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针对性的知

识讲解，如膀胱镜手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技术成

熟，虽然具有一定的侵入性和并发症，但术后积极

处理后恢复较快，让患者对膀胱镜检查手术后的预

后有基本的了解［6］。（2）人文心理干预：患者麻醉接

受检查后，护士帮助患者穿好衣服，平稳过检查床，

轻声询问患者身体感受，护士可以握住患者的手，

亲切和患者交流，告知患者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语言温和耐心，倾听患者的声音，解答患者的

困惑和消除内心担忧，让患者切身体会到关心和温

暖。嘱咐患者家属术后陪同，术后观察期间（不低于

30min）多和患者交流、谈心。［7］（3）行为心理干预：

术后指导患者平稳心情和调整呼吸，放松腹部和全

身肌肉关节，缓慢呼吸和闭目养神等，以减轻检查

术后的疼痛感。术后观察期间可通过听轻音乐、CD、

聊天等方法缓解心情和分散注意力等。观察组患者

术后留院观察期间由护士给予面对面心理护理，院

后通过 QQ、微信、电话等方式给予随访心理干预［8］。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于院后 3d 来院复查并配合调查研

究。（1）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术毕、术

后 3d 的疼痛感，VAS 量表采用患者自评测评，在

疼痛标尺两端依次标记为 0—10 分，中间部分表示

不同程度的疼痛，患者根据自我疼痛感觉在标尺上

作记号，标尺上评分越高，疼痛程度越高，反之越

低。（2）采用国际通用的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

自评量表（SAS）进行评估，SAS、SDS 量表均各 20
道题目，采用 4 分制，1、2、3、4 分分别表示没有

/ 很少时间有、有时有、大部分时间有、绝大部分有

/ 全部时间有 4 个程度，量表均以 50 标准分作为临

界值，得分越高，表示焦虑 / 抑郁程度越严重，反之

越轻。（3）结合院内观察和院后随访心理护理观察结

果，比较两组并发症持续时间［9］。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VAS、SAS、SDS 评分为计数资料，用（x±s）表示，

数据比较行 t 值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术后疼痛 VAS 评估比较 

两组膀胱镜手术术毕 VAS 评分相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术后 3d 评分较术毕均有显著降

低（P<0.05），观察组术后 3d 的 VA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术后VA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术毕 术后3d t值 P

对照组 50 4.9±1.0 4.5±0.8 2.500 0.014

观察组 50 5.0±0.8 4.1±0.7 5.987 0.000

t值 0.552 2.661

P 0.582 0.009

2.2　两组术后 SAS、SD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 3d 均来院复查配合研究，无中途

退出或脱落病例。两组术后 SAS、SDS 评分相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后 3d 和术后评

分相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 3d

较术后、对照组术后 3d 评分显著较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术后SAS、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SAS SDS

术毕 术后3d 术毕 术后3d

对照组 56.2±6.4 50.1±5.5① 58.1±6.2 49.1±5.4①

观察组 56.5±6.1 41.9±4.7① 58.3±6.0 43.7±5.2①

t值 0.240 8.015 0.164 5.093

P 0.811 0.000 0.870 0.000

注：①与本组术毕评分比较，P<0.05。

2.3　两组并发症持续时间比较 

结合本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本研究主要统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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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血尿、尿道灼痛的持续时间。观察组血尿、尿道

灼痛持续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并发症持续时间比较（x±s）

组别 例数 血尿持续
时间（h）

尿道灼痛持续
时间（h）

对照组 50 30.5±6.7 26.4±5.7

观察组 50 26.2±5.8 23.1±4.7

t值 3.431 4.116

P 0.001 0.002

3　讨论

膀胱镜属于内窥镜的一种 ［10］，是泌尿外科较为

常用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具有检查方便、耗时短、

费用低廉等优点，但置入窥镜、导管插管等操作具

有一定的侵入性，即便给予鞍麻或骶管阻滞麻醉，

手术仍给患者带来持续疼痛感，且易引发血尿、尿

道灼痛、尿路感染、发热等并发症［11］。患者术前对

病情担忧、对膀胱镜手术缺乏了解等易产生恐惧、

抵触心理，手术疼痛和并发症更加剧了患者的负性

心理，导致术后、遵医行为减弱等，不利于术后恢

复，因此加强患者术后心理干预对改善患者预后具

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术后 3d 的 VAS 疼痛评分较

术毕、对照组术后 3d 均有显著降低（P<0.05），和

文献报道［12］结论相吻合。膀胱镜手术侵入性操作是

患者术后疼痛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通过亲切和患者

交流，通过认知、人文、行为心理干预让患者对膀

胱镜检查手术有基本的了解，减轻了心理恐慌、焦

虑的程度，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有助于降低患者术

后疼痛感。膀胱镜检查手术属于侵入性较强的操作，

且要暴露隐私部位，术中和术后可能伴有血尿、尿

痛等并发症，加剧了患者不安、恐慌的心理情绪，

主观上增加了患者的术后疼痛感。观察组给予针对

性的心理干预，术后 3d 的 SAS、SDS 评分较术毕、

对照组均有显著降低（P<0.05），改善了患者心理状

况，进而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和遵医行为率，恐惧、

抑郁等负性心理影响术后并发症处理效果，如患者

拒绝或消极接受饮水利尿指导，导致尿路灼痛恢复

较慢，术后活动过多，未充分卧床休息导致血尿增

多等，本研究中观察组血尿、尿道灼痛时间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也较好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有利于消除接受膀胱镜手

术患者的负性心理，减轻疼痛，促进并发症恢复。

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所采取的心理干预措施也有

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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