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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附睾炎心理弹性调查及实施延续性护理的临床研究

曾明坤 1 、 刘　玲 2 、 张晓梅 1 、 马　涛 1

【摘要】目的　研究延续性护理对慢性附睾炎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80 例慢性

附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抽签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 40 例，观察组实施基于电话随访、

微信平台的系统延续性护理，对照组常规电话随访，比较两组护理前、护理后 1 月及护理后 3 月心

理弹性量表（CD-RISC）、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及 Barthal 指数变化。结果　两组护理前 HAMD

评分、CD-RISC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护理后 1 月、3 月 HAMD 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后 3 月 CD-RISC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护理前、

护理后 1 月 BI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 3 月观察组 BI 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延续性护理可改善慢性附睾炎患者心理弹性，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并缓解抑

郁情绪，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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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continuing nursing care and chronic epididymitis resilience survey 
　　ZENG Mingkun，LIU Ling，ZHANG Xiaomei，et al. Xichang people's hospital in Liangshan prefecture，Xichang 
61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epididymitis. Method　A total of 80 cases of chronic epididymitis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randomly di-

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groups were 40 cases，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ystematic 

follow-up nursing based on telephone follow-up and WeChat platform，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elephone 

follow-up，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nursing care, the Resilience Scale（CD-RISC），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HAMD）and Barthal index change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pre HAMD score and CD-RISC score（P>  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HAMD scores 

after one and three months of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The CD-

RISC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BI index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Continuing nursing care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epididymitis，improve the ability of daily life and relieve depression，with a high clinical value.

【Keywords】Chronic epididymitis；Resilience；Continuity nursing；Quality of life

慢性附睾炎为男性生殖系统常见慢性病，中青

年发病率较高，其致病机制为致病菌经输精管逆行

进入附睾导致发炎，分为急、慢性附睾炎两种，其

中慢性附睾炎病情延绵，易复发［1-2］。慢性附睾炎患

者长期忍受阴囊坠胀、疼痛等易导致患者心理状态

变差，如抑郁、恐惧、怀疑等，这类负性情绪又会

通过中介效应影响疾病进程、生活质量，但也有患

者在患病过程中能够通过调节心态积极面对，此种

心理调适功能称为心理弹性，指患者受外部压力影

响时所激发的能力、认知及心理特征，通过内在调

试使其行为朝正确方向、目标发展［3-4］。目前尚无慢

性附睾炎心理弹性的相关研究，本次研究观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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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标准

（1）符合《男科学》［5］诊断标准，伴有急性附睾

炎、精囊炎等明确病史，有阴囊下坠、胀痛、放射

状疼痛等主诉症状，体检触诊有疼痛、附睾较硬，

患侧输精管变粗，B 超见附睾增大、有内部回声增

强表现，分级Ⅰ ~ Ⅱ级；（2）沟通、理解能力正常；

（3）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1）不符合纳入标准；（2）合并泌尿系统其他疾

病，如前列腺炎等；（3）合并心、脑、肾等其他严重

内科疾病；（4）认知障碍，无法正常配合护理工作。

1.4　护理方法

1.4.1　观察组　实施延续性护理，出院时强调

注意事项，饮食管理：嘱饮食应以高热量、高蛋白、

维生素丰富、易消化为主，从而提高免疫力，多饮

水，保持小便通畅；疼痛护理：慢性附睾炎可通过热

敷加快炎症消散缓解疼痛；用药指导：遵医嘱用药，

用药后多喝水，出汗后需及时清洗，衣物定期更换，

保持阴囊干燥、舒适，避免细菌滋生。嘱 1 月后复

查，并确认患者联系方式，组建微信群，制作微信

公众号。定期通过电话或微信平台推送相关护理知

识，包括饮食护理、疼痛护理、心理护理等，心理

护理每月电话沟通 1 次，20~30min/ 次，电话沟通效

果差的患者应嘱其入院面对面心理干预，同时与家

属保持交流，慢性附睾炎患者及其家属可能担心病

情影响生育，对此应及时给予心理支持，缓解其疑

惑，告知成功案例提高自信，并使家属提供必要的

理解和家庭支持。电话沟通每次先询问患者心理情

况，后了解近期症状表现，并给予对应的指导。微

信平台由专门护士管理，每月推送相关健康知识，

并在微信群内引导患者之间互相交流。

1.4.2　对照组　对院外需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每 3 月电话随访一次，病情加重则嘱其入院复查。

1.5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护理前、护理后 1 月、护理后 3
月心理弹性，参考 Connor、Davodson［6］编订的心理

弹性量表（CD-RISC），含坚韧、乐观、自强 3 个维

度，包括 25 个条目，采取 Likert 5 级评分，分数越

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好，中文翻译版 Cronbach’s α系

数 0.91，信效度良好；（2）HAMD 量表进行抑郁情

况评估，包括躯体症状、情感淡漠、睡眠障碍、焦

虑抑郁 4 个方面。总分 0-24 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

程度越严重［7］；（3）采用 Barthal 指数［8］评估日常生

活能力，共包括穿衣、上下楼梯等 10 个项目，最高

100 分，评分越高表示日常生活能力越强。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
表示，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多时间采取单因素

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行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 HAMD 评分、CD-RISC 评分

情况

两组护理前 HAMD 评分、CD-RISC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后 1 月、3
月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

理后 3 月 CD-RISC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2.2　两组 BI 指数比较

两组护理前、护理后 1 月 BI 指数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3 月观察组 BI 指数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性护理对慢性附睾炎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以期为

慢性附睾炎的临床护理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8 月 ~2014 年 8 月 80 例慢性附

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抽签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两组均 40例，两组年龄、病程、病情分级、婚姻情况、

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情况

组别 年龄（岁） 病程（年）
分级 婚姻情况 文化程度

Ⅰ级 Ⅱ级 已婚 未婚及其他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观察组（40） 26.36±8.51 2.25±1.01 19 21 16 24 7 7 15 11

对照组（40） 27.11±9.12 2.33±097 20 20 18 22 8 5 17 10

χ2/t 0.380 0.361 0.050 0.205 0.573

P 0.705 0.719 0.823 0.651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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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BI指数比较（单位：分，x±s）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1月 护理后3月 F P

观察组（40）64.62±5.19 66.76±5.94 78.53±7.23 14.913 0.000

对照组（40）64.22±5.34 65.42±5.88 68.39±6.01 6.281 0.022

t 0.340 1.014 6.821

P 0.735 0.314 0.000

3　讨论

慢性附睾炎广义指单、双侧附睾睾丸出现疼痛

等症状＞ 3 月，狭义上虽无明确定义，但基本指慢

性炎症导致的慢性附睾炎，而排出其他因素，如药

物、特殊病原体导致的慢性附睾炎［9］。慢性附睾炎

发病率近 1％，虽可通过抗炎药、抗生素治疗，但

目前尚无特异性治疗方案，且疗效仍有待证实，因

此目前综合干预为最佳方式，其中临床护理是关键

部分［10-11］。目前尚无慢性附睾炎患者心理弹性的相

关研究，但笔者认为慢性附睾炎病程较长，患者对

外部应激源的心理调节作用可能影响用药依从等方

面，从而影响康复质量。

本次研究显示实施延续性护理后观察组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延续性护理可改善负性情绪。

慢性附睾炎由于属于男性生殖系统疾病，对于未生育

患者及其家属常担心影响正常生育功能，故患者及其

家属心理压力较大，易产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需持续心理引导来缓解不良情绪［12］，杨澎［13］等研究

显示慢性附睾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心理，且抑

郁状态与症状严重程度、病程、性生活质量相关，诊

治过程应兼顾患者心理情况，从而改善治疗效果。本

次研究中延续性护理定期电话随访、微信沟通，及时

掌握患者情绪变化，从而采取针对性指导，改善患者

不良情绪。心理弹性指个体对外部应激事件的心理调

适，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心理弹性直接影响患者依

从性、应对方式等方面，对治疗疗效及康复质量的影

响较大［14］，本次研究中经三个月延续性护理干预后观

察组心理弹性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通过系统电

话、微信等方式可增强患者对病情及各类压力的心理

调适能力，另外，两组生活质量亦表现出显著差异，

提示延续性护理可使患者生活质量获益。

综上，延续性护理可改善慢性附睾炎患者心理

弹性，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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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护理前后HAMD评分、CD-RISC情况（单位：分，x±s）

组别
HAMD评分 CD-RISC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1月 护理后3月 F P 护理前 护理后1月 护理后3月 F P

观察组（40） 14.25±3.98 10.35±2.89 7.62±2.11 13.774 0.000 51.36±8.61 55.61±9.12 71.63±10.25 8.613 0.000

对照组（40） 14.43±4.12 12.42±2.61 11.43±2.41 5.169 0.030 52.13±8.45 54.31±10.25 55.94±11.44 2.361 0.152

t 0.199 3.362 7.523 0.404 0.599 6.460

P 0.843 0.001 0.000 0.688 0.551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