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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心理状况分析及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

王秋红 、 刘瑞敏 、 禹继敏 、 汤艳艳

【摘要】目的　探究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心理状态变化及针对性予以实施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

疗效。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瓣膜置换手术的 352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 176 例，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 176 例，给予术后综合护理，评估患者心理状况及护理前后

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改变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多伴随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经过不同方式的护理，干预组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强迫症、人际敏感等 SCL-90 相

关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且干预组总体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

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多存在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对患者给予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术后综合护

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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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after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and the effect of compre-
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NG Qiuhong，LIU Ruimin，YU Jimin，et al. The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in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after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and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7 in our hospital，352 case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were collected，and th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with 176 

cases were given routine care，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176 cases were given postoperative comprehensive care.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and the change of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Patients with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nega-

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Through different way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ymptoms of somatiza-

tion，obsess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SCL - 90 related index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interven-

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After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there were mor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patients，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reha-

bilitation training of postoperativ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thus，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Psychological factors；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Nursing 

satisfaction

作为临床中治疗心脏瓣膜疾病的有效手段，心

脏瓣膜置换术主要是采用人工机械瓣膜或者人工生

物瓣膜来替代心脏瓣膜［1，2］，对于患者病情的控制有

着显著的疗效。然而该手术方式不仅伴随较高的风

险性，而且手术费用高，术后需长期治疗，患者容

易出现因担心经济困扰、预后不良等出现精神心理

障碍，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3］。本研究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 352 例接受瓣膜置换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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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心理因素变化情况，并制

定相应的临床护理策略，对研究结果做出相应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 2014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

瓣膜置换术的 352 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

组，每组 176 例。干预组：男 108 例，女 68 例，年

龄为 23~73 岁，平均年龄为（54.5±6.6）岁，其中二

尖瓣置换 79 例，主动脉瓣置换 51 例，三尖瓣置换

12 例，双瓣膜置换 34 例；对照组：男 107 例，女 69
例，年龄为 23~74 岁，平均年龄为（55.16±6.5）岁，

其中二尖瓣置换 76 例，主动脉瓣置换 51 例，三尖

瓣置换 13 例，双瓣膜置换 36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

瓣膜置换术治疗。此次研究经过医学伦理会的支持，

患者及患者家属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

意书。经过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不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及常规护理，主要包括

药物辅助治疗、健康宣教以及生活指导等。干预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1）术后心理疏导。护理人员要告知患者

手术完成情况，以亲切友好的态度与患者交流，耐

心倾听患者的诉求，争取患者的信任，了解患者术

后存在的心理障碍，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术后治疗。

对于存在术后疼痛的患者，可通过音乐、聊天等方

式转移注意力，必要时可给予药物辅助治疗。（2）康

复护理。术后早期活动能够有效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术后 2d，待患者病情稳定后，指导患者进行床上坐

起训练，以 20~30min 为宜。气管插管拔出后指导患

者自行进食、洗漱；对于心功能不全患者则可以进行

屈膝、收缩腹部等相关锻炼。（3）病房护理。患者转

至普通病房后，指导患者下床活动，根据患者的病

情情况适当增加活动量，避免血栓的发生。（4）饮食

护理。饮食方面应以清淡、易消化食物为主，补充

维生素，控制盐的摄入量，确保大便通畅。

1.3　观察指标

对 不 同 护 理 方 式 下 患 者 的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SCL-90）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采用

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术后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由专人进行，内容包括一股情况：患者

的性别、年龄、生活环境、文化程度、婚姻生

活、人际关系、顾虑以及以往生活经历等；术后感觉：

对焦虑程度划分的指标、其他心理状态等。SCL-90
量表共包含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以及抑郁等 10
个因子，每项 5 分，分值越高，症状越严重［4］。护

理满意度 = 十分满意人数 + 基本满意人数 / 总人数

×100％［5～7］。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数据用百分率（n，％）表示，采

用卡方（χ2）检验，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负性心理状态测量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多伴随焦虑、恐惧、主

观感觉异常等负性心理，其中以焦虑、孤独最为常

见，占比分别为 78.7％、76.1％，见表 1。
表1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负性心理状态（n，％）

组别 焦虑 恐惧
主观感觉

异常
易激惹逆

反
孤独

干预组 135（76.7） 114（64.8） 98（55.7） 74（42.0）130（73.9）

对照组 142（73.1） 109（61.9） 92（52.3） 77（43.8）138（78.4）

合计 277（78.7） 223（63.4） 190（54.0）151（42.9）268（76.1）

2.2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后 SCL-90 评分

比较 

护理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 SCL-90 评分差

异不大，统计学无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的

的躯体化、强迫、抑郁、敌意及 SCL-90 总分均较护

理前改善，且干预组上述指标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2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后SCL-90评分比较（x±s）

因子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躯体化 4.07±0.72 3.01±0.41*^ 4.06±0.79 3.69±0.54*

强迫 3.87±0.53 2.84±0.42*^ 3.86±0.56 3.49±0.53*

人际敏感 3.65±0.48 3.21±0.39 3.64±0.45 3.48±0.74

抑郁 4.63±0.45 3.51±0.62*^ 4.67±0.56 4.09±0.57*

敌意 3.27±0.53 2.42±0.35*^ 3.28±0.46 2.79±0.48*

恐惧 2.89±0.72 2.73±0.62 2.91±0.67 2.98±0.49

妄想 1.92±0.26 1.72±0.34 1.90±0.24 1.95±0.31

精神症状 3.16±0.53 2.97±0.42 3.14±0.47 3.28±0.37

附加项目 3.19±0.32 3.01±0.42 3.15±0.32 3.04±0.36

总均分 3.42±0.41 2.43±0.21*^ 3.37±0.36 3.03±0.5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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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干 预 组 护 理 后 有 1 6 9 例 患 者 表 示 满 意 ， 占

96.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2.2％，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干预组 176 143（81.3） 26（14.8） 7（4.0） 169（96.0）

对照组 176 97（55.1） 30（17.0） 49（27.8） 127（72.2）

χ2  /  /  /  / 11.284

P  /  /  /  / <0.05

3　讨论

近年来，心脏瓣膜置换术在心脏瓣膜疾病治疗

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该手术治疗部位相对特殊，

容易使患者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8～10］，

其不仅会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术后进一步治疗及预后。因此，对患者术

后心理因素变化的分析及正确的护理措施探究有着

重要的临床意义。研究发现大部分心脏瓣膜置换术

后患者会由于担心经济压力、术后治疗及预后等问

题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甚至紧张、敌对等情绪。此

次研究表明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中表现焦虑占

78.7％、孤独占 76.1％，其会影响到疾病的进一步

治疗［11］。针对上述现象，术后护理人员需向患者说

明手术的完成情况以及下一步治疗计划，使患者能

够了解自身的疾病情况，消除顾虑与心理负担，增

强治疗依从性。在与患者交流过程中，护理人员应

保持态度和蔼、亲切，能够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

了解患者的内心，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患者的启发与

劝解，消除患者的负性心理。其次术后护理人员要

指导患者进行早期康复训练，其能够有效避免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患者转入普通病房后，督促患者床

上活动训练，对于病情稳定患者可进行早期下床活

动，预防静脉血栓发生［12］。另外，术后需对患者给

予饮食指导，患者饮食以清淡为宜，补充维生素，

低盐饮食，对于增强预后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研

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护理后的躯体化症状、强迫

症、人际敏感等 SCL-90 相关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且干预组护理后有总体护理满意度也显

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实施有效地护理干预有利于改

善患者术后的精神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普遍存在焦

虑、抑郁、孤独等情绪心理问题，因此给予针对性

的有效地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更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

状态，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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