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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妇产科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邱艳丽 、 张春莲 、 王高法 、 黄润强

【摘要】目的　分析精细化管理服务体系在妇产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2 月 100 例妇产科焦虑抑郁患者，随机均分两组，对照组采用一般护理，观察组患者精

细化护理。干预前后进行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并比较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焦虑

自评量表（SAS）（45.13±3.26）、抑郁自评量表（SDS）（42.46±3.21）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SAS（52.78

±3.97）、SDS（50.26±3.59），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能缓解妇产科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患者满意度，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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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eticulous management on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QIU Yanli，ZHANG Chunlian，WANG Gaofa，et al. Shiyan City Taihe Hospital（Hubei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ospital），Shiyan 44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meticulous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from May 2015 ~2016 Februa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general nursing ca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ticulous nursing.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SAS（45.13+3.26）score and SDS（42.46+3.21）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AS

（52.78+3.97）score and SDS（50.26+3.59）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Meticulous management services can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commendation.

【Key words】 Fin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mode；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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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患者由于对疾病状况的担心，害怕给家

庭造成负担，也担心给胎儿造成不良影响，因而会

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导致食欲减少，睡眠出现严重

障碍等，影响治疗效果［1］。针对妇产科患者出现的

焦虑抑郁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尤为重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细化管理在妇产科抑郁焦虑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2 月收治的妇产

科住院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知情同

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能够正常沟通。随机分为

两组，对照组 50 例，年龄 35~68 岁，平均年龄（46.15
±5.35）岁，体重 42kg~ 76kg，平均（61.68±10.01）

kg；观察组的 50 例，35 岁 ~68 岁，平均（51.67±

5.16）岁。体重 40kg ~ 77kg，平均（61.58±10.52）

kg。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不显著（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向患者讲解健康知识，

并提供饮食指导、对妇产科相关知识进行宣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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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组患者采用精细化管理服务。①热情

接待：患者入院时，难以面对自身疾病，导致情绪不

稳定，护理人员应热情接待，通过护理人员自身的

积极情绪感染患者，稳定患者的情绪，提高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②心理开导教育：护理人员应详细为患

者讲解妇产科疾病产生的病因、发展过程及治疗方

法，使患者能够正确了解疾病相关知识，消除患者的

疑虑，建立治疗疾病的信心。③转移患者注意力：住

院过程中，可安排患者参加听音乐、看书、看电视

等活动，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帮助患者调节情志，

改善不良情绪。④针对性减压：护理人员需对患者的

身心需求充分了解，根据患者的不同要求，给予针

对性的干预引导患者发泄内心的压力、郁闷，以使

其身心舒畅。⑤睡眠干预：患者入院时热情为其介绍

病房环境、作息时间，以帮助患者尽快适应新环境。

合理安排床位，选择舒适的床铺，病房完善使用地

灯以减少灯光刺激，对于焦虑抑郁患者可指导其读

书看报、适当运动以转移转移力，减少不适感［2］。

1.3　观察指标

抑郁程度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分

数越高，抑郁越严重；焦虑程度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评价，分数越高，焦虑越严重；睡眠质量采

用匹兹堡睡眠治疗指数评价，分数越高，睡眠质量

越高［3］。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6.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x±s）表

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n，％）表示，行 χ2 检验，

P<0.05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AS、SDS 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 SAS、SDS 组间 无差异（P>0.05）。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 SAS（45.13±3.26）、SDS（42.46
±3.21）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SAS（52.78±3.97）、

SDS（50.26±3.59），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AS、SDS评分对比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0） 62.14±4.18 45.13±3.26 61.36±3.64 42.46±3.21

对照组（n=50） 61.97±4.12 52.78±3.97 61.79±3.84 50.26±3.59

t 0.201 10.317 0.563 11.221

P 0.841 <0.001 0.575 <0.001

2.2　护理前后免疫功能变化

护理后观察组的患者 CD4、CH4/CD8 以及 NK

细胞数目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 CD8
高于观察组（P<0.05）。

表2　护理前后免疫功能变化

组别 CD4 CD8 CD4/CD8 NK

对照组 27.45±5.48 35.97±7.16 0.69±0.18 20.79±2.49

观察组 38.45±5.98 20.45±6.41 1.31±0.48 39.44±3.49

t 11.507 13.703 10.262 36.912

P ＜0.05 ＜0.05 ＜0.05 ＜0.05

2.3　满意度情况的对比

观 察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显 著 比 对 照 组 患 者 高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满意度情况比较

组别 满意度高 满意度中 满意度低 满意率

对照组 20（40％） 17（34％） 13（26％） 37（74％）

观察组 45（90％） 5（10％） 0（0％） 50（100％）

χ2 6.2343

P 0.029

3　讨论

妇产科住院患者根据病情和家庭等诸多因素的

担忧，易与各种不良情绪、不良情绪影响治疗，所

以探索有效的护理方法尤为关键［4］。本研究对患者

采取精细化护理管理模式，重点在于热情接待，针

对患者焦虑抑郁产生的心理情况给予细致的疏导，

为患者创造良好舒适的住院环境，让患者感到放松。

并结合健康教育说明身心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

依从性，改善治疗效果；通过生活指导，加强从休息、

睡眠，对患者的饮食和运动干预，确保其满足住院

特点化疗期间身体能量消耗的生理活动，提高免疫

力通过肌肉放松指导，可以有效调节负性情绪［5，6］。

同时，促进患者家属参与护理：专科护士要加

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和理解，了解家庭成员了解妇

产科护士和患者建立病人的痛苦，让家庭成员参与

合作医疗之间的良好关系，及时报告护士病人的痛

苦，身体上的变化，密切注意患者有无新的疼痛，

止痛药有副作用，等等，并报告主管医师，主管医

生对患者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7］。护

士应加强对患者的排便状况的观察，帮助建立患者

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并给出相应的腹部按摩治疗

便秘患者，给予适当的给予泻药，饮食宜清淡，有

助于消化的药物为主，以减少胃肠道不良反应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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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8，9］。妇产科患者卧床时间长，部分患者因疼痛而

不敢翻身，应给予患者疼痛缓解［10］。同时，护理人

员通过主动与病人交流，发现病人的心理变化，及

时沟通和教育，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促使患者早

日回归社会［11，12］。干预结果显示，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综上，研究显示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能缓解妇产

科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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