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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对肾病综合征患者负性情绪及护理质量的影响

王　崴 、 罗玲丽 、 于秀玲 、 张　静

【摘要】目的　分析舒适护理对肾病综合征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　纳入我院治疗的肾病综合

征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5 例。试验组接受常规护理加舒适护理，对照组接

受常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及焦虑、抑郁等指标。结果　舒适护理组与对

照组患者的皮肤感染率（4.44％ vs 20.00％）及水肿消退率（91.11％ vs 73.33％）对比存在显著差异

（P< 0.05）。试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3.33％，高于对照组的 80.00％（P< 0.05）。两组患者护理前

焦虑、抑郁评分结果无显著差异（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均显著下降，但

试验组患者较对照组的下降更明显（P< 0.05）。结论　舒适护理对肾病综合征患者可有效降低皮肤

感染发生率，促进水肿消退，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及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肾病综合征；舒适护理；焦虑；抑郁；水肿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6-1121-03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nursing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WANG Wei，LUO Lingli，YU Xiuling ，et al. Urology Department of Second Hospital of Chaoyang in Liaoning 
Province，Chaoyang 12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Methods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

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4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comfortable nursing car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only. The nursing quality，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kin infec-

tion rate（4.44％ vs 20.00％）and edema regression rate（91.11％ vs 73.33％）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3.33％，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80.00％（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an those before nursing care，and theparameters above of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fort nursing can ef-

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kin infection，promote the edema subsided，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well as the prognosis，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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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属于肾内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是多种

肾小球疾病引起的一组症状和体征，其临床特点是：

①大量蛋白尿（＞ 3.5g/d）；②低蛋白血症（血清蛋白

＜ 30 g/L）；③高度水肿；④高脂血症［1］。肾病综合征患

者由于高度水肿、蛋白营养不足及免疫功能低下，极

易发生各种感染，阻碍疾病的治疗。由于糖皮质激素

和免疫抑制剂的大量应用，带来药物性糖尿病、骨质

疏松等副作用，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随着以病人为

中心的整体护理模式的开展，舒适护理理念的提出推

动和拓展了护理学科领域，提高护理服务质量［2］。舒

［作者工作单位］朝阳市第二医院泌尿内科（朝阳，122000）。

［第一作者简介］王崴（1972.11-），女，辽宁朝阳人，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肾病综合征患者的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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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护理应用能使患者在心理、生理等方面达到舒适状

态，提高疾病的临床疗效，加快患者康复。本研究探

讨了舒适护理模式对肾病综合征患者皮肤感染、水肿

消退、负性情绪以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现将结果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4 月肾内科诊治入

院的 90例肾病综合征患者。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

会认证批准，患者纳入标准为［3］：①符合肾病综合征

的诊断标准；②患者无精神障碍或心理疾病史；③患者

及其家属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①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所导致的

肾病综合征；②合并其他基础或严重疾病，如严重感

染、心脏疾病等；③既往有精神疾病病史或物质依赖

滥用史者。将以上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

组 45 例。试验组男 35 例，女 10 例，年龄 17~59 岁，

平均（36.2±12.5）岁；对照组男 31例，女 14例，年龄

17~61 岁，平均（40.1±13.6）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对比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护理方法

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支持治疗及对症

治疗，包括以下几方面：（1）卧床休息，保持适度的

床上或床旁运动，以防静脉血栓形成，病情缓解后逐

步增加运动量；（2）患者应进食易消化、清淡和营养

均衡的食物，鼓励患者进食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

物，低盐，优质蛋白饮食，少进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饮

食，多吃富含多聚不饱和酸的饮食，水分摄入量应控

制在前 1 d 尿量加 500 ml 以内；（3）合理药物治疗，禁

用有肾脏毒性的药物；（4）给予患者抗感染、纠正水

电解质紊乱、贫血等，保持酸碱平衡等综合支持治疗。

试验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舒适护理。舒适

护理包括以下几方面：（1）生理舒适：①保持病房的

干净整洁，定期换洗患者病房衣物；②限制探视家属

人数，禁止家属在病房内大声吵闹，以防影响患者休

息；③将病房温度和湿度控制在合适的水平，为患者

创造一个温馨、安静、舒适的病房环境；④肾病综合

征患者由于高度水肿，机体免疫力下降，因此其皮肤

黏膜完整性易受损，增加感染风险。护理方面，应加

强对患者皮肤、口腔黏膜的护理，时刻保持皮肤干燥，

并观察皮肤有无红肿、破损；⑤对病人进行护理时，

动作应轻柔、熟练，减轻患者在治疗操作过程中的不

适。（2）心理舒适：①积极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做

好疾病健康宣教，消除患者及家属的疑虑及恐惧抵抗

心理；②对于患者因病情反复或长期药物治疗副作用

等引起的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护理人员应积极对

患者精神心理做以评估，并根据评估后的结果对患者

进行相应的心理治疗；③帮助患者建立积极乐观的态

度，增强患者的信心。（3）社会舒适：肾病综合征患

者常由于病情反复而经常行入院治疗，会增加患者的

经济负担，因此在护理工作中应加强对患者的疏导，

鼓励患者与同病房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强患者与他

人的互动。（4）精神舒适：患者精神舒适主要是指宗

教信仰方面的舒适，护理人员应尊重不同文化教育背

景患者的差异，尊重患者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1.3　评价指标

（1）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评定方法应用

焦虑自评量表（self-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

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患者进行焦虑

和抑郁程度评定。SAS 和 SDS 是采用 4 级评分，包括

20 个项目，由固定一组护理人员将 SAS 和 SDS 评分

量表发放给患者，经护理人员指导和解释后，由患者

自行填写。最终总分乘以 1.25 后取整数部分作为标准

得分，两个量表的临界值分别为 50 分和 53 分。得分

越高代表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2）采用护理

满意度调查问卷表调查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分为满意，一般与不满意。通

过最终收回的问卷调查结果来评定护理工作；（3）观

察患者住院期间皮肤感染的发生率以及对患者进行护

理后水肿的消退情况，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时间长短。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及舒适护理后效果比较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的皮肤感染率（4 .44 ％ 

vs 20.00％）及水肿消退率（91.11％ vs 73.33％）

对比存在显著差异（χ2=5.08，P<0.05；χ2=4.87，

P<0 . 0 5 ）。 实 验 组 住 院 时 间 明 显 短 于 对 照 组

（P<0.05）；试验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3.33％，高于

对照组的 80.00 ％（χ2=5.41，P<0.05），见表 1~2。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后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皮肤感染 水肿消退 住院时间（d）

试验组 45 2（4.44）* 41（91.11）* 15.2±3.9*

对照组 45 9（20.00） 33（73.33） 22.7±2.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6 期 - 1123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45 42* 3* 0 93.33 

对照组 45 34 11 0 80.00 

注：* P<0.05，与对照组比较 

2.2　两组患者焦虑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AS 评分对比无统计学差异

（P>0.05）；护理后，试验组患者 SAS 评分显著下

降，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SA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试验组 45 55.85±8.21 41.53±7.42*

对照组 45 56.37±8.59 52.98±8.15

注：* P<0.05，与对照组比较

2.3　两组患者抑郁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SDS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差异（P>0.05）；护理后，试验组患者 SDS 评分显

著下降，明显低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对比差异显著

（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SDS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试验组 45 52.96±7.93 40.38±6.32*

对照组 45 53.25±8.39 51.29±7.15

注：* P<0.05，与对照组比较  

3　讨论

肾病综合征是肾内科常见病，以高度水肿、大

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为特点。肾

病综合征的常见并发症包括感染（如呼吸道感染、

泌尿系感染、腹膜炎等），血栓性疾病，急性肾损伤

或肾衰竭以及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等［4］。肾病综合

征患者病程长，易复发，因此对于肾病综合征疾病

的治疗不仅仅是治疗患者躯体疾病，延长寿命，更

重要的是综合解决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及精神上

的问题，继而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舒适护理是一种创造性的、整体的有效的护理

模式，其主要包括生理舒适、心理舒适、社会舒适

以及精神舒适四方面，使患者能够在这四方面上达

到最愉快的状态，或降低患者负性事件或精神因素

的影响［5，6］。目前，有大量研究表明舒适护理可有

效改善术后患者紧张、恐惧、焦虑、抑郁等负性情

绪状态，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7-9］。对于采用硬膜

外麻醉方式的分娩产妇，舒适护理可缓解分娩疼痛，

缩短产程时间，对母儿无不良影响［10］。本研究结果

显示，试验组患者出现皮肤感染 2 例，水肿消退 41
例，对照组患者出现 9 例，水肿消退 33 例，两组指

标存在明显差异。此外，试验组患者护理后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评分较护理前显著下降，下降程度

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本研究结果表明常

规护理上加舒适护理可明显改善患者水肿程度，降

低皮肤感染率，改善患者抑郁及焦虑状态，与李晓

静等学者研究结果一致［3］。谭宗凤等学者通过对 60
例肾病综合征合并高度水肿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舒

适护理可显著改善肾性水肿患者预后，降低皮肤感

染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增加患者满意度［11］。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可有效改善肾病综合征患

者水肿情况，降低皮肤感染风险，改善患者抑郁、

焦虑等负性情绪，有助于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及患者

满意度，最终提高患者的疾病预后和生活质量。舒

适护理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其护理

效果值得临床护理工作人员关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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