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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儿童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应激反应的干预效果

雷丽云 、 王　璐 、 宣向荣 、 谭文婷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应激反应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

察组行常规护理联合个性化心理护理。手术前后测定并比较两组的心率（HR）、收缩压（SBP）、舒

张压（DBP）、血清皮质醇（Cor）、去甲肾上腺素（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平和改良耶

鲁围手术期焦虑量表（mYPAS）评分，比较两组患儿的康复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满意率

为 95.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0.00％（P< 0.05）；术后观察组的 HR、SBP、DBP、血清 Cor、NE、

ACTH 水平及 mYPA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

间、啼哭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 0.05）。结论　儿童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

开展个性化心理护理可减轻术后应激反应，减轻焦虑状态并促进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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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stress response in children with acute suppurative ap-
pendicitis　　LEI Liyun，WANG Lu，XUAN Xiangrong，et al. Xi'an Children's Hospital，Xi'an 710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stress response in chil-

dren with acute suppurative appendicitis. Methods　A total of 80 children with acute suppurative appendic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group with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

tine nursing，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pa-

rental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HR，SBP，DBP and serum levels of Cor，NE，ACTH 

and scores of mYPA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and the recovery conditio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 Results　After operation，the HR，SBP，DBP and serum levels of Cor，NE，ACTH and the score 

of mYP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time of anal 

exhaust，ambulation time，crying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children with acute sup-

purative appendicitis can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stress response，reduce the anxiety state 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Key words】 Acute suppurative appendicitis；Children；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Stres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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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阑尾炎是临床最为常见急腹症，可发于

任何年龄段，12 岁以下小儿急性阑尾炎约占 4 ％

~5％［1］。相比于成人急性阑尾炎，小儿急性阑尾炎

具有发病急骤、病情严重、进展迅速及穿孔率高等

特点，加之小儿大网膜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其对炎

症物质的吸收能力较差，多见化脓性阑尾炎，需行

外科手术治疗［2］。由于患儿年纪较小、认知不足且

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围手术期容易出现各种

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不利于术后康复。本研究对

儿童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开展个性化心理护

理，获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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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批，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5 月收治的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患儿 80
例。纳入标准：（1）经临床症状、超声等检查确诊

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2）年龄 2~14 岁，性别不限；

（3）具有外科手术指征，ASA Ⅰ ~ Ⅱ级；（4）患儿

家长自愿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
合并全身感染、弥漫性腹膜炎者；（2）怀疑或明确

诊断为阑尾恶性病变者；（3）合并心、肝、肾等重

要脏器系统严重原发病或功能障碍者；（4）语言沟

通能力、视听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或智力发育

迟滞者。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 40 例。观察组中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2~13 岁，

平均（7.72±2.12）岁；发病至手术时间 4~72h，平均

（15.34±2.19）h。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15 例，年

龄 3~14 岁，平均（7.91±2.35）岁；发病至手术时间

5~70h，平均（15.47±2.26）h。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两组均常规行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治疗，对照

组围手术期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卧床休息、饮食护

理、用药护理、保护手术切口并定期换药、妥善固

定引流管、维持体液与营养平衡、定期病房巡视、

安慰鼓励患儿、对患儿家长进行健康教育等。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个体化心理护理，护理人员

均事先进行儿童心理学特征和沟通技巧培训，护理

方法和内容如下：

1.2.1　术前心理护理　①患儿入院后向患儿及

其家长热情介绍主治医师、责任护士、病房环境等，

减轻其陌生感。②责任护士整理和评估患儿的病历

与入院资料，加强病房访视，充分与患儿及其家长

沟通，全面掌握患儿的病情、个性特征、饮食睡眠

习惯等，评估其心理状态，制定个体化的护理计划。

③以亲切温和的态度与患儿接触，根据患儿的个性

特点进行对话，向患儿及其家长介绍疾病发生的原

因、发生部位、严重程度、手术必要性，重点介绍

围手术期配合事宜，以消除患儿的陌生感与恐惧感。

④与患儿建立良好关系，年龄较小患儿可通过拥抱、

拉手、摸其头部等增进关系，争取其信任与配合。

⑤在患儿家长配合下，耐心开导患儿，鼓励其勇敢

面对手术，解除患儿及其家长的思想顾虑，争取其

理解和配合。适度褒奖和鼓励患儿，增加其自信心，

克服其过度依赖或自卑、恐惧心理。

1.2.2　术中心理护理　①完成各项术前准备后

在家长陪同下送患儿进入手术室，并将患儿平稳地

送至手术台，避免碰撞或颠簸导致其不适。②入室

后以以亲切温和的语言安慰和鼓励患儿，告诉其父

母将一直在门口等候患儿成功手术，鼓励其勇敢面

对。避免将患儿独自留在手术床上，全程陪同患儿，

避免其孤单、陌生、恐惧。③通过讲笑话、与其交

谈日常生活中高兴经历等转移其注意力。轻握患儿

的手，或触摸其头部宽慰患儿，采用肯定的语气鼓

励、支持和赞扬患儿，从而积极配合手术。④各项

操作轻柔、准确、快捷，全程注意保暖，医护人员

之间避免与手术无关的交谈，增加患儿的安全感。

1.2.3　术后心理护理　①术后麻醉未醒时由专

人陪护，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同时告知患儿

家长手术顺利，强调术后护理注意事项。②做好安

全保障工作，并嘱患儿家长陪同在床侧，待患儿清

醒后首先看到父母，可增加其安全感，并赞扬其坚

强、勇敢配合手术，对其术后不适表示充分理解和

同情，并告知术后的不适感可快速缓解。③密切观

察患儿的表现，掌握其细微的情绪变化，通过各种

方式转移其注意力，缓解其术后疼痛不适等。④采

用暗示性、鼓励性语言鼓励患儿勤翻身，并根据伤

口愈合情况指导其尽早下床活动。

1.3　观察指标

（1）监测和比较两组患儿术前和术后心率

（HR） 、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变化。（2）

术前和术后采集采集静脉血 3mL，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实验（ELISA）测定血清皮质醇（Cor）、去甲肾上

腺素（NE）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平。（3）
统计术后肛门排气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啼哭

时间及住院时间。（4）手术前后采用改良耶鲁围手术

期焦虑量表（mYPAS）［3］评价患儿的心理状态，评估

内容有觉醒状态、语言表达、情绪表达、活动状态、

父母依赖性 5 个方面，总分 23~100 分，得分越高则

焦虑状态越明显。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以（x±s）表示计量资料，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n，％）表示，经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前后 HR、SBP 和 DBP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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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手术前后 mYPAS 评分比较

术前两组患儿的 mYP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术后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手术前后mYPAS评分比较（x±s）

组别 术前 术后 t P

观察组（n=40） 48.19±6.23 28.89±3.45

对照组（n=40） 47.69±5.94 34.12±4.49

t

P

2.4　两组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观 察 组 术 后 肛 门 排 气 时 间 、 首 次 下 床 活 动

时间、啼哭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术后康复情况比较（x±s）

组别
首次下床 

活动时间（h）
肛门排气 
时间（h）

啼哭 
时间（min/d）

住院 
时间（d）

观察组（n=40） 16.46±3.41 26.78±4.68 20.21±4.21 4.89±1.12

对照组（n=40） 20.21±5.56 31.12±7.56 35.04±7.65 6.02±1.34

t 3.636 3.087 10.741 4.092

P 0.000 0.003 0.000 0.000

3　讨论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在儿童中发病率较成人更低，

但多病势较重，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炎症扩散而诱

发穿孔、全腹感染甚至危及患儿的生命［3］。由于患

儿年龄较小，难以充分理解疾病和手术概念，入院

后面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极易出现焦虑、

紧张、害怕甚至抵触、抗拒治疗护理等负性情绪 ［4］。

手术刺激和过重的心理应激均可诱发一系列的生理

应激反应，直接影响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直

接或间接影响麻醉、手术安全性和术后康复［5］。因

此，在小儿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采取科学合

理的护理干预措施非常必要。

鉴于儿童的个性和心理特殊性，本研究以优质

护理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理念为指导，在围手术期

开展个性化心理护理。强调充分评估患儿的心理特

点，从术前、术中、术后不同阶段针对性地提供心

理干预。术前加强访视，与患儿建立良好关系，争

取患儿及其家长的配合 ［6］。加强对患儿及其家长的

疾病及手术治疗、心理疏导和干预，有利于减轻心

理应激反应。术中全程陪护，并运用心理转移等减

轻或消除患儿的负性情绪，并轻松愉快、积极主动

地配合手术。术后充分关心患儿并予以鼓励、表扬

术前两组 HR、SBP 和 DBP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 .05），术后两组均较术前明显升高

（P<0.05），但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2.2　两组手术前后血清 Cor、NE、ACTH 水平

比较

术前两组血清 Cor、NE 和 ACTH 水平无明显差

异（P>0.05），术后两组均明显升高（P<0.05），而观

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手术前后HR、SBP和DBP比较（x±s）

组别
HR（次/min） SBP（mmHg） DBP（mmHg）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观察组（n=40） 102.21±6.78 120.23±8.91 98.23±7.45 108.23±10.14 85.02±6.78 95.21±7.73

对照组（n=40） 101.34±6.19 134.05±9.74 96.98±7.12 128.23±13.41 83.29±6.44 112.23±9.91

t 0.599 6.621 0.767 7.524 1.170 8.565

P 0.551 0.000 0.445 0.000 0.245 0.000

表2　两组手术前后血清Cor、NE、ACTH水平比较（x±s）

组别
Cor（μg/L） NE（ng/L） ACTH（ng/L）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观察组（n=40） 135.12±7.01 147.45±12.41 141.23±8.21 156.12±9.41 50.23±4.34 61.14±6.79

对照组（n=40） 133.29±9.45 182.15±14.31 139.91±7.81 197.21±14.21 48.89±4.01 70.28±7.78

t 0.984 11.586 0.837 15.248 1.434 5.598

P 0.328 0.000 0.463 0.000 0.15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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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有利于维持患儿情绪稳定，减轻其生理不适。

从接诊至出院全程提供个性化心理护理，观察并干

预患儿的细微情绪变化，可减轻应激反应，确保

手术顺利和术后康复［7］。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术后

mYPAS 评分较术前显著降低，而观察组显著低于对

照组，表明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减轻患儿的焦虑情

绪。康复心理学认为，负性情绪不仅影响手术安全

性和有效性，还将直接影响术后疼痛及康复质量［8］。

本研究中，观察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首次下床活

动时间、啼哭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与赵春香等［9］报道相似，表明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

减轻患儿负性情绪，更有利于促进急性化脓性阑尾

炎患儿的术后康复。

应激反应是影响术后康复的重要因素之一，过

度心理和生理应激反应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升高，

可使大量 NE 等儿茶酚胺物质释放入血，并可刺激

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而导致 Cor、ACTH 释放增

加［5］。NE、Cor、ACTH 等水平升高可导致心率和呼

吸加快、血压升高、心肌收缩增强等，影响手术安

全性及术后康复，同时也是参与焦虑情绪发生及发

展的重要指标［10］。尽管心理护理在阑尾炎患者顺利

度过围手术期、缩短术后恢复时间与住院时间等方

面的作用以获得临床研究证实，但关于心理护理对

对术后应激反应的影响目前尚鲜见报道。本研究中，

两组术后 HR、SBP、DBP 和血清 Cor、NE、ACTH

水平均较术前显著提高，但观察组的各指标水平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证实患儿术后存在明显的应激反

应，而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减轻这种应激反应程度，

这可能也是观察组术后焦虑程度更轻、康复速度更

快、住院时间更短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儿童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围手术期

护理中引入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减轻患儿的应激

反应程度，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促进术后康复，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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