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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健康教育对术后肠内营养治疗患者心理状态及肠内营养并发症的影响

邱春芸 、 骆春兰 、 陈莉 、 阿翠珍

【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健康教育对术后肠内营养治疗患者心理状态及肠内营养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将 86 例术后肠内营养治疗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强化健康教育，干预前后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对两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进行评价，观察两组患者肠内营养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

者护理干预前，SAS、SD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 SAS、SDS 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

减少（P< 0.01），且观察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观察组肠内营养并发症发生率（6.98％）明显低于对照组（25.58％）（P< 0.05）。结论　对术后肠内营

养治疗患者实施强化健康教育，有助于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肠内营养耐受性及依从性，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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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enteral nutri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com-
plications of enteral nutrition of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malignant tumor operation　　QIU Chunyun，LUO 
Chunlan，CHEN Li，et al.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in Qinghai Province，X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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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enteral nutri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complications of enteral nutrition of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enteral nutri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6 case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nteral nutrition after operation were selected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given enteral 

nutrition after the operation，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erformed the routine nursing，while based on thi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erformed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anxi-

ety degree and depression degre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The incidence rates of complications of enteral nutri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scores of SAS and SD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P<0.01），and scores of SAS and SD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The in-

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of enteral nutri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6.98％）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5.58％）（P<0.05）. Conclusion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enteral 

nutrition for postoperative enteral nutrition patients is more effective to relieving the unhealthy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 

tolerance and compliance of enteral nutrition as well a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Key words】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Postoperative enteral nutrition；Mental state；Enteral nutrition compli-

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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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首选治疗方案为手术治疗，

而术后早期进行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支

持，对促进患者术后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

高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但患者因疾病本身及

手术创伤带来的躯体疼痛及心理应激反应，肠内营

养本身伴有的并发症，插管给患者带来的不适等因

素，使之常伴有严重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加

之对肠内营养相关知识不了解，患者易对肠内营养

支持失去耐心，治疗依从性下降，加重恶心、腹胀、

腹泻等并发症的发生，加重了营养吸收障碍，甚至

发生患者自行拔管。本研究采取对照研究的方法，

探讨强化健康教育对术后肠内营养治疗患者心理状

态及肠内营养并发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86 例，均为 2014 年 7 月 ~2016 年 6 月收治

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手术患者，且术后均接受肠内

营养治疗。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 43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0 例；结肠癌 23
例，胃癌 20 例；年龄 49~70 岁，平均（58.67±6.43）
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0 例，高中 17 例，高中

以上 16 例。观察组：男 24 例，女 19 例；结肠癌 24
例，胃癌 19 例，年龄 48~69 岁，平均（58.97±6.52）
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9 例，高中 19 例，高中以

上 15 例。两组性别、年龄、疾病类型以及文化程度

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项研究

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神志清楚，具有正常的认知及沟

通交流能力；②年龄≤ 70 岁；③均接受术后早期肠

内营养支持；④患者或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既往有酒精或药物依赖

史者；②既往有精神疾病史，或缺乏正常沟通交流能

力，或近期服用过影响精神状况的药物；③合并严重

心肝肾疾病、造血系统疾病及内分泌疾病者；④妊

娠、哺乳期患者。

1.3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以护理人员口头健康教

育为主，在术后进行肠内营养前向患者及家属讲解

肠内营养支持的目的、优越性、方法、可能出现的

不适以及预防方法，需要注意和配合的事项等。如

告知患者 EN 支持是利用 EN 泵将营养液通过液囊空

肠导管持续均匀输入体内的过程，有助于促进术后

康复；实施 EN 时宜采取半卧位以预防返流和误吸等

注意事项。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专人负责

的强化健康教育。具体方法如下：①术前责任护士与

患者及家属进行 EN 相关知识的一对一讲解，建立亲

密护患关系，给患者一定的心理调适期［2］；②对术后

EN 过程中有疑问的患者进行个性化指导及随机性答

疑，保持健康教育的连续性；③为患者及家属编写并

发放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 EN 宣传卡片及知识健康

教育手册，方便患者及家属阅读和理解；④将 EN 支

持相关内容录制成内容丰富的视频播放给患者和家

属观看，加深他们的接受能力；⑤对 EN 患者或家属

常见的共性问题每日反复讲解，直至其理解；⑥对

理解能力差，文化程度低的农村或年纪偏大的患者，

可每天多次讲解，以提高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

力，从而提高依从性；⑦强化陪床家属的健康教育，

鼓励家属给予患者强有力的情感支持及经济支持，

提高患者依从性。

1.4　观察指标

干预前（手术前 1 日）及干预后（手术后 1 周）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3］对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进行评估，评分越高表明

焦虑、抑郁程度越重；观察对比两组患者肠内营养并

发症包括胃肠道并发症如恶心、腹胀、腹泻等，机

械并发症如意外拔管、导管阻塞等的发生率。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

率或百分比（n，％）表示，组间或组内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或组内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比较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减少（P<0.01），观

察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肠内营养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观察组肠内营养并发症发生率为 6.98％，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 25.58％（P<0.05）。见表 2。

3　讨论

腹部手术患者因疾病原因本身常伴有不同程度

的营养不良，加之手术创伤对患者身心的刺激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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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可避免产生应激反应，不但影响对营养的摄取，

还会加速营养物质的分解代谢，进一步加重营养不

良，对患者术后身体的康复及免疫功能均具有不利

影响［4，5］。EN 可为机体提供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有

利于保护和维持胃肠功能，刺激免疫球蛋白分泌提

高免疫力等，已经被临床普遍认为是一种符合人体

生理结构与状态的营养途径，不仅操作方便、且并

发症较少，是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营养方式［6］。

故对于腹部手术后患者，临床多通过对患者实施早

期肠内营养支持达到帮助其摄取营养增强免疫力的

目的［7］。本研究对照组采用的常规护理方法，尽管

健康教育内容比较全面，但非专人负责，健康教育

方法单一，且集中于术后同一时间进行，患者难以

理解，且健康教育缺乏连续性，护理效果并不理想，

无法满足 EN 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及生理需求。因此

探索更加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法就显得极其重要。

 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强化健

康教育，获得满意效果。如健康宣教由专人负责，

有助于建立密切护患关系，提高患者信任度，也使

宣教更规范和系统化。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途径弥

补了单一口头宣教的不足，使健康教育内容更直观，

将 EN 治疗的相关知识通过多种途径贯穿于患者 EN

支持治疗中，有利于提高患者对 EN 相关知识的掌握

情况，促使患者建立对 EN 治疗的正确认知，从而更

加积极配合相关治疗及护理。相关研究表明［8］，有

效的健康教育有助于改善消化内科患者的焦虑抑郁

情绪。而本项研究中观察组强化健康教育后心理状

态较对照组明显改善，说明本组患者在同样时间内

对 EN 相关知识知晓率及掌握程度更高更全面，缓解

了患者的不良情绪，更容易调动患者配合治疗的积

极性和依从性，从而使 EN 治疗顺利进行。观察组并

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随着心理状态的

改善，减轻了其不良情绪对生理的影响，提高了对

治疗的依从性，也减轻了并发症的发生，对促进术

后康复大有裨益。

本研究表明，对术后肠内营养治疗患者实施强

化健康教育，有助于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肠内

营养耐受性及依从性，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但本研

究观察指标较为单一，观察周期较短，期待在今后

工作中能够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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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不良情绪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术前1日 术后1周 术前1日 术后1周

观察组 43 56.5±6.8 44.8±6.7 54.6±7.8 43.8±6.3

对照组 43 57.1±7.6 48.5±5.9 54.7±8.3 46.7±6.4

t 0.386 2.718 0.058 2.118

P >0.05 <0.05 >0.05 <0.05

 　　t1、P1 t =8.037，P<0.01 t =7.063，P<0.01

　　t2、P2 t =5.861，P<0.01 t =5.005，P<0.01

注：t1、P1为观察组干预前后比较；t2、P2为对照组干预前

后比较。

表2　两组患者肠内营养并发症比较（n，％）

组别 例数 恶心 腹胀 腹泻 意外拔管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43 1 2 0 0 3（6.98）

对照组 43 2 5 2 2 11（25.58）

χ2 5.460

P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