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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格玛理论对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预后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分析

憨春红 、 孙全敬 、 董丽敏 、 李琳宏

【摘要】目的　分析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应用六西格玛理论干预后患者负面情绪的变化及预

后。方法　将我院 91 例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45 例应用常规

围术期护理干预，观察组 46 例患者增加六西格玛理论模式进行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

情绪、认知水平、自护能力、血压水平、疼痛、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VAS、

SAS、SDS 评分、收缩压、舒张压水平及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认知、 ESCA 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六西格玛理论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消除负

面情绪，提升患者认知水平及自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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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ix Sigma theory on prognosi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HAN Chunhong，SUN Quanjing，DONG Limin，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after intervention with Six Sigma theory. Methods　91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 during our peri-

operative perio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4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periopera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46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ntervened by the Six Sigma theo-

ry mode. Th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cognitive level，self-care ability，blood pressure level，pain，and peri-

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lower VAS，SAS，SDS scores，systolic blood pressure，diastolic blood pressure，and complication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cognitive and ESCA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
sion　The Six Sigma theoretical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ortic dissection，elimin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and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level and self-care ability.

【Keywords】Six Sigma theory；Aortic dissection；Perioperative period；Anxiety；Depression

主动脉夹层病情较为危重，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

治疗，会导致患者死亡［1］。手术是治疗主动脉夹层的

主要手段［2］。但围术期主动脉夹层患者多伴有不同程

度的焦虑抑郁情绪，不利于患者术后恢复，同时会增

加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影响预后。因此，及时有

效的消除患者负面情绪，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哟着重要

的临床意义。六西格玛理论使质量管理技术的一种，

其在临床医疗中亦有着较佳的用处，有研究指出［3］，

该理论对于提高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该研究旨在观察六西格玛理论应用于主动脉夹

层围术期患者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1 例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经体格、实验室、心

电图、CT 血管造影、血管腔内超声等检查确诊符

合主动脉夹层诊断标准［4］，纳入患者均对研究内容

知情，自愿参与本研究，患者符合手术指征，由同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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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术小组进行手术治疗，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同意。排除手术禁忌症，既往精神病史，入

组前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依从性差不能够配合治

疗患者，中途脱落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对入选成

员进行分组，其中对照组患者 45 例，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 49~79 岁，平均（66.03±6.11）岁；病程

1~6d，平均（3.39±0.32）d；文化程度：小学 4 例，

中学 10 例，专科及以上 31 例；经济收入：每月收入

<2000 者 20 例，月收入 2000～2999 元者 15 例，月

收入 3000～4999 元者 5 例，月收入 >5000 元者 5 例；

疾病分型：Stanford A 型 23 例，Stanford B 型 22 例。

观察组 46 例，男 29 例，女 17 例；年龄 51~81 岁，

平均（66.06±6.15）岁；病程 1~7d，平均（3.41±

0.34）d；文化程度：小学 5 例，中学 9 例，专科及以

上 32 例；经济收入：每月收入 <2000 者 18 例，月收

入 2000～2999 元者 17 例，月收入 3000~4999 元者 7
例，月收入 >5000 元者 4 例；疾病分型：Stanford A 型

25 例，Stanford B 型 21 例。两组患者资料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围术期干预，术前对患者

进行健康宣教，为患者讲解疾病及手术相关知识，

对患者负面情绪进行疏导，术中密切监测患者生命

体征变化，调节手术室温度，术后指导患者饮食、

用药，在出现突发状况时及时上报主治医师，给予

对症治疗；观察组患者增加六西格玛理论模式干预，

（1）小组组成，由科室主任作为小组组长，科室护

士长作为小组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主治医师 4 名，

主管护师 6 名，责任护士 6 名，所有成员均能够熟

练掌握六西格玛理论模式知识，并经考核成功后入

组；（2）具体实施：①定义测量，收集我院近三年主

动脉夹层病例，将患者住院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整

理记录，依据既往问题，制定本次研究的目标、流

程及标准；②分析，对收集到的病例及患者住院期

间出现的问题一一列举并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主

要出现的问题包括患者血压水平控制情况并不理想，

心理负面情绪较为严重，对于治疗较为抵触，术后

疼痛剧烈，进一步加重患者负面情绪，对于疾病了

解程度不足，在出现问题时不知如何应对等；③改

造实施，依据分析中找到的管理中存在的不足，通

过查阅近三年主动脉夹层相关文献，借鉴临床经验，

应用头脑风暴法，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对找到的方法

进行改造；血压水平控制，确诊后的患者持续监测生

命体征，血压过高者，立即降至正常水平或维持重

要器官灌注量水平，除此之外，密切监测患者四肢

血压，如出现单肢血压降低，及时通知医师进行处

理，术后同样进行持续监测；疼痛管理，结合临床

经验分别于术前、术后于疼痛发作前给予提前镇痛，

必要时加大剂量，确保镇痛效果；心理情绪，从根

本上消除患者负面情绪，术前，对疾病及手术知识

进行强化普及，通过视频、图片、成功病例展示等

方式促使患者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同时，为患者

讲解在出现常见问题时处理步骤及解决方案，避免

问题出现时为患者带来恐慌，分别于患者角色功能、

疾病手术概念、生理心理功能等方面强化管理，提

升患者的治疗顺应性及对疾病的适应性，制定疾病

知识问卷，有患者进行解答，对于成功部分给予积

极奖励，促使患者不断接受成功喜悦，错误内容进

行强化普及，既能够转移患者注意力，提升患者对

疾病知识的掌握，又能够消除负面情绪。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SAS）对患者的焦虑情绪进行评价，SAS 评分内包

含紧张和着急、发疯感、发力、头痛、静坐不能、

头晕、消化不良、呼吸困难、手足刺痛等 20 项内容，

每项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总分 = 最终

得分 1.25，依据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对患者的

抑郁情绪进行评价，SDS 评分内包含情绪沮丧、体

重、烦恼、心跳、疲劳感、坐卧不安感等 20 项内容，

分数计算与 SAS 评分相同，两项评分均为分数越高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其中总分 >50 分提示患

者存在焦虑抑郁情绪，总分 <50 分，提示患者情绪

正常；（2）认知水平：依据我院自制的认知评分量表

对患者的认知水平进行评价，其内包含情绪、运动、

饮食、作息、用药五项内容，每项总分 20 分，分数

越高提示患者认知水平越高；（3）自护能力：依据自

护能力量表评分（ESCA）评价患者自护能力，ESCA

评分包含自护技能、健康知识水平、自护概念、自

护责任感 4 项内容，每项总分 25 分，分数越高提示

患者自护能力越强；（4）血压水平：对比两组患者干

预期间舒张压、收缩压水平变化；（5）疼痛：依据视

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患者疼痛水平，VAS 评分

评分范围为 0~10 分，分数越低提示患者疼痛越轻；

（6）记录并对比患者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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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表示计数、计量资料，χ2、t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 SAS 及 SDS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均显著降低，观察组降低效果更

为明显，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2.2　认知水平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认知各项评分及总分均较

对照组患者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2.3　自护能力比较

对照组患者干预后 ESCA 评分低于观察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1　SAS评分及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 SDS

对照组（n=45） 干预前 77.36±7.02 79.69±7.16

干预后 51.50±5.01△ 49.69±4.92△

观察组（n=46） 干预前 77.41±7.11 79.73±7.22

干预后 43.39±4.03△▲ 40.09±3.88△▲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认知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情绪 运动 饮食 作息 用药 合计

对照组（n=45） 干预前 7.89±0.88 8.01±0.90 8.33±0.86 8.26±0.91 9.01±0.95 41.39±4.66

干预后 14.66±1.01△ 14.71±1.20△ 14.62±1.11△ 14.69±1.18△ 14.91±0.99△ 75.33±5.21△

观察组（n=46） 干预前 7.91±0.90 8.03±0.89 8.35±0.91 8.31±0.89 9.03±1.01 41.46±4.69

干预后 17.11±0.38△▲ 17.35±0.41△▲ 17.41±0.35△▲ 17.45±0.28△▲ 17.55±0.19△▲ 86.03±1.5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ESCA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自护技能 健康知识水平 自护概念 自护责任感 合计

对照组（n=45） 干预前 8.33±0.91 8.65±0.87 8.22±0.88 8.35±0.79 25.11±3.51

干预后 17.15±1.11△ 17.21±1.08△ 17.31±1.11△ 17.26±1.19△ 70.25±4.16△

观察组（n=46） 干预前 8.35±0.89 8.67±0.88 8.20±0.90 8.33±0.82 25.09±3.60

干预后 23.22±0.33△▲ 23.19±0.28△▲ 23.33±0.11△▲ 23.08±0.09△▲ 93.66±1.19△▲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血压水平及疼痛比较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收缩压、舒张压及 VAS 评

分 均 较 对 照 组 患 者 水 平 低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4。
表4　VAS评分及血压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舒张压（mmHg） 收缩压（mmHg） VAS评分（分）

对照组（n=45）干预前 96.36±7.11 144.25±8.82 8.33±1.01

干预后 90.11±5.52△ 139.62±5.11△ 4.55±0.61△

观察组（n=46）干预前 96.41±7.09 144.19±8.79 8.35±0.99

干预后 83.66±3.11△▲ 130.19±2.58△▲ 3.81±0.5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5　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较观察组患者高，

差异显著（P<0.05），见表 5。

3　讨论

主动脉夹层是指主动脉内膜撕裂后，处于主动

脉腔内血液流入主动脉中膜，促使中膜分离，扩展后

形成，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质量，不仅对机体的循环

系统造成影响，同时对机体其他重要脏器亦造成严

重影响，甚至导致患者死亡［5］。主动脉夹层发生的原

因与动脉硬化、高血压、结缔组织病、先天性心血

管疾病、严重外伤、医源性损伤等因素有着重要关

联［6］。主动脉夹层的发病年龄段高峰为 50 岁～70 岁

的人群，发病率约为 5～10/ 百万，以男性较为多见。

目前对于主动脉夹层的治疗以手术为主，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症状，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但常规护理对

于处于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护理效果并不理想。

表5　并发症对比［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动脉栓塞 肾功能不全 合计

对照组 45 4（8.89） 4（8.89） 2（4.89） 10（22.22）

观察组 46 1（2.17） 1（2.17） 0 2（4.35）*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6.3484，*P=0.011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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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患者应用六西格玛理论研究证实，

处于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血压

水平、疼痛、认知水平、自护能力等因素均与患者

术后预后有着重要关联。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干

预后患者的 ESCA 评分及认知水平评分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提示在常规围术期护理基础上增加六

西格玛理论能够更为有效的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及

自护能力。分析认为，常规围术期护理对患者进行

疾病知识普及时不够深入，加之患者处于焦虑、抑

郁状态，在出现问题时不能够正确应对，加重焦虑、

抑郁情绪，甚至产生抵触治疗心理，影响预后［7］。

六西格玛理论是一种很好的质量控制手段，通过对

既往相同病例进行资料收集整理，明确护理管理中

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及不足之处，合理的制定目标，

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提前进行预防［8］，本研究中，

对患者进行强化健康宣教，既能够提升患者兴趣，

同时在宣教过程中为患者讲解严重后果，引起患者

重视，结束后制定考核问卷，明确患者对疾病知识

的掌握情况，多种措施下最大限度的提升患者对疾

病的认知及自护能力。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干

预后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提示六西

格玛理论能够有效促进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负面

情绪消除，分析认为，六西格玛理论在对患者进行

心理干预时，避免了单纯交谈方式，心理干预的理

论基础为罗伊适应模式［9］，主要通过提升患者对周

围环境、自身处境等适应性，促使患者能够更好的

应对应激，进而转变患者心理状态，消除焦虑抑郁

负面情绪。随着患者自护能力及对疾病认知的加强，

血压水平的有效控制，心理状态的良性发展，使患

者能够积极主动的配合治疗，促进生理功能的快速

恢复，有效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结

果与国内学者［10］研究结果一致。必须说明的是，除

了护理因素，还有其它很多因素影响主动脉夹层围

术期患者的情绪和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无法完全

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六西格玛理论通过规避主动脉夹层患

者围术期易出现的问题，减轻疼痛，控制血压水平，

强加安全护理管理等，应用于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患者

效果显著，有效提升患者自护能力及对疾病的认知水

平，消除负面情绪，降低围术期并发生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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