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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影响

徐香碧 1 、 莫坤菊 2 、 余征秀 2 、 赖光煜 3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对心脏瓣膜置换术术后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于

本院行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 130 例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65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

予优质护理。统计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以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经护

理后焦虑、抑郁情绪均有所改善（P< 0.0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

质量有所提升（P< 0.05），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优质护理应用于心脏瓣膜置换

术患者术后护理中，可有效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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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valve re-
placement　　XU Xiangbi，MO Kunju，YU Zhengxiu，et al. Chongqing Three Gorges Central Hospital Outpatient 
department，Chongqing 40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quality nursing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 pa-

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13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and the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6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quality nursing care. The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mood，quality of life were cp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both improved in the two groups（P<0.05），and tho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Quality of life both improved in the two groups（P<0.05），

and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nursing in postoperative care of patients with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nd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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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多存在情绪波动或心

理问题，这主要与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心理以及精神

刺激、年龄因素、性格以及心功能状况有关，往往

表现为焦虑、恐惧、抑郁等不良情绪，影响患者的

临床治疗的依从性以及预后，因此对患者进行科学

有效的护理，缓解患者不良情绪、减少术后不良事

件就很重要［1］。相关研究显示［2，3］，常规护理对患者

的心理问题关注度较低，优质护理可对患者进行积

极的开导以及鼓励，促进患者积极配合，目前广泛

应用于临床。本研究观察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

应用优质护理的疗效，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取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选取本院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进行诊治的 130 例心脏瓣膜置换

术患者，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成功进行心脏瓣膜

置换术；②有家属陪同；③积极配合并签订知情同意

书；④神志正常。排除标准：①肝、肾功能异常者；

［作者工作单位］1.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门诊部（重庆，404000）；2.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平湖分院女性心理卫生科；3. 重庆三

峡中心医院平湖分院精神科。 

［第一作者简介］徐香碧（1963.12-），女，重庆人，大专，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心胸外科护理。

［通讯作者］莫坤菊（Email：1067588184@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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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护理步骤按照医院相关规

定进行，包括心理护理、要求患者遵医嘱服药，及

时换药，防止患者切口感染以及对患者进行出院相

关指导等。

观察组给予优质护理：①心理护理。积极与患

者交流，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使患者了解到积极

配合临床护理的重要性，对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相关

知识有所了解，自觉规避危险因素。同时仔细了解

患者基本情况，尽量帮助患者解决困难，引导患者

说出导致其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给予适当开解与

安慰，争取患者家属支持，尽量缓解患者不良情绪，

提高患者临床依从性，稳定患者心理状态；②临床护

理。对患者进行血常规检查，并做好抗凝护理，帮

助患者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换药时要求操作规范，

使伤口保持无菌；③出院护理。发放健康教育手册，

帮助患者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与患者家属进行亲切

交谈，使患者家属了解日常换药、饮食以及抗凝护

理等注意事项，及时对患者进行监督，了解患者术

后一帮将出现情绪低落或不良心理状态等，嘱咐患

者家属密切观察患者整体状态，对患者不良情绪多

家包容，及时给予其帮助以及鼓励，提醒患者定时

进行复查，护理人员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对患者

日常生活以及饮食习惯进行调查，并给予相关建议

以及药物知识指导，开通电话咨询服务，接受患者

电话咨询。

1.3　观察指标

1.3.1　焦虑、抑郁改善情况　对两组患者进行

问卷调查，观察其于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的焦虑、抑

郁情况，要求患者按照自身情况填写，根据焦虑自

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以及抑郁自

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评定［4，

5］。其中 SDS 评分包括 4 个反应抑郁状态的因子共 20
个条目，分别为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精

神性障碍以及抑郁的心理障碍，均按照 4 级评分，

分值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SAS 评分包括 2 个

因子共 20 个条目，分别为躯体性焦虑和精神性焦虑，

按照 4 级评分，分值越高则焦虑程度越严重。

1.3.2　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生

活质量根据 GQOLI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进行评

定［6］，此问卷共 74 个条目，包括心理功能、社会功

能、物质生活状态、躯体功能 4 个维度，以及总体

生活质量因子，按照 5 级评分，分值 0~100 分，分

值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表

示，组内差异的比较采取配对 t 检验，组间差异的比

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比

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状态改善情况

两组患者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于护理干预前

②长期昏迷或身体过于虚弱者；③对本研究依从性较

低或不能完成者。根据入院时间将其随机等分为两

组，每组 65 例。其中观察组给予优质护理，对照组

给予常规护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表1　一般资料比较

观察组（n=65） 对照组（n=65） χ2/t P

性别（例） 男 35（53.85） 36（55.38）
0.031 0.860

女 30（46.15） 29（44.62）

年龄（岁） 45~78（57.46±6.07） 46~79（56.28±6.97） 1.029 0.305

基础疾病（例） 高血压 23（35.38） 20（30.77） 0.313 0.576

高血糖 20（30.77） 21（32.31） 0.036 0.850

高血脂 12（18.46） 15（23.08） 0.421 0.517

其它 10（15.38） 9（13.85） 0.062 0.804

心功能（例） Ⅰ 32（49.23） 30（46.15） 0.392 0.531

Ⅱ 23（35.38） 21（32.31） 0.846 0.358

Ⅲ 10（15.38） 14（21.54） 0.818 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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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多面临二次手术、终身

抗凝或多种远期并发症等问题，对其生活以及日常

工作带来不便［7］。相关研究显示［8-10］，心脏瓣膜置换

术后出院患者及时做好自我管理，充分休息，清淡

饮食并遵医嘱服药可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缓解

患者痛苦，但患者受手术以及多种因素影响，术后

往往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部分患者

缺乏社会支持，临床依从性较低。因此，对心脏瓣

膜置换术后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全面护理至关重要。

优质护理强调以病人为中心，对常规护理进行

强化，使住院患者享受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对心脏

瓣膜置换术后患者进行优质护理，可有效加深患者

对自身病情的认识，缓解心理不安，保持患者躯体

舒适和心理放松，同时取得患者家属以及社会的支

持，帮助患者提高临床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11，1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焦虑、抑郁改善情况明显

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也高于对照组。本项研究中

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手术后护理人员积极与患者进

行交流，了解其想法，在与患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

及时发现异常，引导患者讲出影响其心理的相关因

素，并及时寻求家属帮助，发现问题均及时予以解

决，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心脏瓣膜置换术对患者家庭造成较大负担，手

术也将对患者的心理以及精神造成刺激，对家庭成

员间的沟通造成阻碍，患者易出现愧疚情绪，护理

人员及时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宣教，使家属了解术

后患者易出现的不良心理，积极对患者进行宽慰，

做好辅助工作，提高对患者不良情绪的包容度，有

利于帮助患者展开心扉，积极面对疾病，建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13］。出院后患者的自我

管理对预后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护理人员在患者出

院前应及时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指导，帮助患者规

避相关禁忌，术后三个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避免做扩胸运动，充分休息，发放健康教育小册帮

助患者巩固记忆，要求患者家属监督患者遵医嘱服

药，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以减少术后不良事件的

发生，提醒其若遇到感染、不明原因发热、呼吸急

促、水肿、心律失常或肢体麻木等情况，应及时送

院就诊，防止病情复发或意外发生，提高患者以及

家属对病情的警惕性，防止病情反复或伤口愈合差

等问题，利用上述措施和方法提高患者术后恢复情

况及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行优质护

理可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绪，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临床依从性，在促进患者预后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护理后两组

的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均有所降低（P<0.05），且

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2.2　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护理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均有所提高（P<0.05），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SDS、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5 49.57±6.43 24.05±4.72a 47.66±6.23 27.32±4.06a

对照组 65 48.19±6.04 35.68±5.26a 47.05±6.74 32.58±5.32a

t 1.261 13.267 0.536 6.337

P 0.210 0.000 0.593 0.000

注：与护理前相比，a P<0.05。

表3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x±s，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护理前 护理后 t/P 护理前 护理后 t/P

躯体功能 59.90±5.91 72.08±6.45 11.225/0.000 58.59±5.47 68.34±6.19a 9.516/0.000

心理功能 56.36±5.57 83.66±7.48 23.601/0.000 57.26±5.21 73.75±7.66a 14.351/0.000

社会功能 58.78±5.49 78.32±6.95 17.787/0.000 59.06±5.88 70.45±6.05a 10.885/0.000

物质生活状态 62.59±6.32 82.16±7.44 16.163/0.000 64.49±6.32 72.45±6.95a 6.832/0.000

总体生活质量 61.54±6.74 84.05±7.49 18.011/0.000 65.66±6.49 73.56±6.97a 6.688/0.000

注：与观察组相比，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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