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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肝硬化患者心理社会状况的影响

孙明玉 、 方小满 、 卢延虹 、 陈远思

【摘要】目的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肝硬化患者心理社会状况的影响。方法　按照入院顺序抽

签后随机将 64 例肝硬化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

上实施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患者干预后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显著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针对性护理干预能够改善肝硬化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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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SUN Mingyu，FANG Xiaoman，LU Yanhong，et al. Chongqing Daz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Chongqing 40236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64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by usual care，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nursed by targeted nursing. The nursing efficac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 group after intervened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follow the doctor's advice for experi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each term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 for experiment group after intervened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for experi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targeted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s，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it also can increase the rate of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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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临床发病率较高的慢性进行性肝

病，该病病情复杂，病程长，治疗棘手，容易反复

发作，晚期可并发严重并发症，预后差［1］。肝硬化

治疗期间常出现心理问题，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和预

后 ［2］。如何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改善患者不良心理状

态，提高治疗配合度，增强治疗信心，是目前临床

研究的热点。我们结合多年护理经验，针对肝硬化

患者容易出现的心理社会问题拟定了一套有针对性

护理干预方案，效果较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临床肝病诊断与治疗》［3］中肝

硬化相关诊断标准；经常规影像学检查确诊为为失代

偿期肝硬化，有明确病灶；无精神疾病或交流沟通障

碍；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肝性脑病或肝癌患

者；遗传性肝病患者；合并其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

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或并发症者。 

1.2　一般资料

将 2014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

64 例肝硬化患者纳入本研究。按照入院顺序抽签后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男性 20 例，女性

12 例，年龄为 37~75 岁，平均年龄为（57.27±6.48）
岁，病程 1~6 年，平均（3.12±0.56）年，肝硬化类

型：肝炎肝硬化 22 例、酒精性肝硬化 7 例、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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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Child-Pugh 分级：B 级 22 例、C 级 10 例；对照组

男性 21 例，女性 11 例，年龄为 37~75 岁，平均年

龄为（56.95±6.77）岁，病程 1~6 年，平均（3.14±

0.48）年，肝硬化类型：肝炎肝硬化 20 例、酒精性肝

硬化 8 例、其他 4 例，Child-Pugh 分级：B 级 23 例、

C 级 9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构成、病程、

肝硬化类型等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包括健康知识讲解、

帮助患者适应住院环境、通过（阅读、音乐等）松弛

法排遣压力和孤独、尊重患者人格与隐私、指导患

者合理控制饮食、指导患者正确对待疾病、指导患

者遵医嘱用药、指导患者建立规律的生活方式、帮

助患者拟定定期复查计划等。

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施针对性护理：①心理

疏导。患者由于病理生理改变以及家庭社会压力多存

在紧张、害怕、焦虑等负性情绪，建立良好的护患关

系，耐心倾听患者的烦恼和内心感受，帮助患者疏导

和宣泄情绪，鼓励患者建立治疗信心，在不影响正常

治疗的基础上可满足其听音乐、看电视、适度活动的

要求，每周 2 次。②认知干预。针对不同患者的学历

背景、性格特点等通过不同形式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

知识以及自我护理技巧，强调心理状态对预后效果的

影响，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每周 2 次。③社会家

庭支持。向患者家属及亲友讲解社会和家庭支持的重

要性，鼓励家属及亲友多与患者进行沟通，疏导其心

理压力，尽量不要提起敏感话题刺激患者，鼓励患者

配合治疗，建立治疗和生活信心，每周 1 次［4］。

1.4　观察指标

两组均干预 8 周后观察效果。比较两组患者干

预前后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变化情况，并比较两组

干预后遵医嘱情况和护理满意度。

心理状态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

量表（SDS）［5］进行评估，二者均包括 20 个题目，采

用 4 级计分法，20 项总分 ×1.25 为最终得分，SAS

评分＞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SDS 评分＞ 53 分表示存

在抑郁，评分越高表示焦虑、抑郁状态越严重。

生活质量评分使用 SF-36 量表［6］，共包括 4 个躯体

健康（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和

4 个精神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心理健康），

每个维度总分为 100 分，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状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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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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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

于同组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患者干预后 SAS 评分、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对比（x±s，分）
分组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实验组（n=32） 干预前 53.08±8.47 50.86±7.95

干预后 36.97±5.30△* 35.16±4.98△*

对照组（n=32） 干预前 53.11±8.52 50.89±9.63

干预后 45.85±5.87△ 43.07±5.22△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干预后遵医嘱情况对比

实验组患者遵医嘱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后遵医嘱情况对比（n，％）

分组 按时服药 定期复查 合理饮食 戒烟戒酒 规律作息

实验组（n=32） 30（93.75％）* 30（93.75％）* 31（96.88％）* 30（93.75％）* 31（96.88％）*

对照组（n=32） 23（71.88％） 22（68.75％） 25（78.13％） 24（75.00％） 26（81.25％）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

同组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

患者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肝硬化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进行性肝脏疾病，

多因慢性肝炎进展而成。肝硬化病程长，并发症多，

药物难以治愈，多数患者预后差［7］。临床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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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以上的患者因病理生理改变以及家庭社会压力而

诱发焦虑抑郁，不能够正确对待疾病治疗，治疗依从

性不佳，影响患者康复［8］。此外，不良情绪状态还能

够通过影响神经功能而对机体血压、心率、免疫功能

等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病情和预后［9］。不良情绪还

导致患者逐渐失去治疗信心，治疗依从性差，导致病

情恶化，进一步增加了并发症的风险，严重影响了生

活质量［10］。因此，提高肝硬化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

度，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能够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提升治疗效果［11］。除了心理和认知干预，家庭社

会支持对肝硬化患者也是十分必要的，家庭和社会关

怀是减轻患者心理压力、唤起治疗信念的关键［12，13］。

我们针对上述影响环节，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总

结了一套针对性护理干预方案，方案主要包括心理疏

导、认知干预和社会家庭支持三项，弥补了常规护理

的缺陷。其中心理疏导主要针对长期治疗期间患者的

多种负性情绪状态，通过疏导、宣泄、启发、鼓励等

手段帮助患者调节心情，重建治疗信心；认知干预则

针对患者对疾病认知度不高，对心理调节、遵医嘱行

为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社会家庭支持则主要

针对患者的生活和交际环境，针对患者缺乏信心、恐

惧、孤独等情感需求给予关怀，帮助患者重拾治疗和

生活信心。本研究结果发现，实验组患者干预后 SAS

评分、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遵医嘱

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证实了针对性护理在改善肝硬

化患者心理状态和遵医嘱情况中的效果。实验组患者

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护理总

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证实了针对性护理在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和护理服务质量方面的优势。

总之，针对性护理干预能够改善肝硬化患者心理

状态、遵医嘱情况及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本研

究也存在不足，首先，本研究病例样本量不大，样本也

全部来自一家医院，其次，没有对干预方法进行优化调

整，下一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果，

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优化针对性护理干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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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对比（x±s，分）
分组 时间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一般健康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实验组（n=32） 干预前 63.26±6.78 28.20±3.65 47.15±5.63 28.92±4.34 34.98±5.36 44.87±6.33 35.05±5.43 44.08±6.24

干预后 86.08±7.43△* 48.06±5.64△* 67.62±8.13△* 44.02±6.89△* 50.03±7.10△* 66.02±6.79△* 56.30±6.77△* 62.52±8.75△*

对照组（n=32） 干预前 63.30±6.59 28.17±3.77 47.20±5.49 28.96±4.77 35.03±5.44 44.90±6.10 35.10±5.62 44.10±6.39

干预后 72.29±7.16△ 37.15±5.40△ 56.46±8.08△ 35.48±7.03△ 42.02±6.89△ 55.10±6.17△ 45.22±6.98△ 54.01±7.17△

注：与同组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P<0.05。

表4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分组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n=32） 21（65.63％）* 10（31.25％） 2（6.25％）* 31（96.88％）*

对照组（n=32） 13（40.63％） 11（34.38％） 9（28.13％） 24（75.00％）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