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2 期 - 375 -

◎

护
理
探
讨◎

 N
ursing discussion

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胃癌手术患者负性情绪和依从性的影响 

王萌萌 1 、 何　培 2 、 梁陶媛 1 、 马　琳 1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胃癌手术患者负性情绪、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5 年 7 月 60 岁以上胃癌拟行手术患者共 72 例，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围

手术期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早期康复护理。观察两组患者术后负性情绪、并发症以及依从性的差

异。结果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健康信念、希望水平，特质应对方式，治疗依从性、运动依从性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且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较低（P< 0.05）。结论　对老年胃癌患者提供早期康复护

理效果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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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complianc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
tric surgery　WANG Mengmeng，HE Pei，LIANG Taoyuan，et al. Integrated Surgery of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influence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complianc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surger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3 to July 2015 a total of 72 patients over 60 years old 

with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surgery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and averagel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erioperative care，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he differences of postoperative negative emotions，complications and compli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nursing care，the health belief，hope level，coping style，treatment compliance，exercise 

adherence rat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lso the incidence of periop-

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has a better effect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surgery.

【Key Words】Gastric cancer；Early rehabilitation care；Elderly；Negative emotion；Compliance

［作者工作单位］1. 北京积水潭医院综合外科（北京，100035）；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ICU 科。

［第一作者简介］王萌萌（1982.04-），女，北京人，本科，护师，研究方向：外科护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

［通讯作者］王萌萌（Email:juliawmm2014@126.com）。

我国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均为恶性肿瘤首位，

每年至少有 16 万人因胃癌导致死亡，多发于中老年，

以男性患者多见［1］。其中老年患者因躯体情况较差，

在围手术期容易产生较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出现非

适应性行为，并会引发免疫功能降低，导致围手术

期并发症增加，治疗的依从性差 ［2，3］。因此，除了常

规的治疗和护理外，给与老年胃癌患者特殊的护理

干预对于改善其不良情绪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积极

干预基础下，本次研究制定早期康复护理干预方案

并应用于临床，取得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3 年

1 月～2015 年 7 月我院 60 岁以上胃癌拟行手术治疗

的患者共 72 例。入选标准：患者行病理学检查确诊

为原发性胃癌，尚没有进行手术治疗和化疗等方案，

意识清楚，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精神

疾病或意识障碍，转移性胃癌以及伴其他重性躯体

疾病者。

1.2　两组胃癌基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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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用 随 机 数 字 表 方 法 将 患 者 随 机 平 均 分 为

两组。对照组共 36 例，男：女为 21：15，年龄平

均 70.98±4.33 岁。实验组共 36 例，男：女为 20：

16，年龄平均 70.13±4.97 岁。两组老年基本资料

（P>0.05），具有可比性。

1.3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在老年胃癌患者入

院时提供医院信息，遵医嘱使用药物，密切观察患

者生命体征变化，提供健康指导和宣教，传统持续

胃肠减压。

实验组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

（1）心理护理：从患者入院当天就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安慰及指导患者的识别自己的焦虑抑郁情

绪，并交给患者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坚持每日给

与患者支持性心理护理至少半小时，与患者建立良

好的关系，针对每个患者的性格急具体问题进行沟

通，多用鼓励性言语，简历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如

列举手术成功案例、新的研究进展等。在沟通中要

反复评价患者的言行。与患者家属做好及时有效的

交流，是患者家属能随时发现患者出现的负性情绪，

并提供有效地家庭支持。每次沟通结束要进行重评，

为患者做下一次沟通准备，沟通测评反复进行。

（2）耳穴贴压：手术前 1d 开始给予耳穴贴压，

取穴包括：神门、交感、皮质下、大肠、小肠、脑干、

胃，使用王不留行籽耳穴贴，用拇指和食指做按压，

产生酸胀后为宜每 6h 按压一次，每次 2min。手术当

日术后 6h 开始按压。每 3d 更换为对侧耳。

（3）运动处方干预：运动处方制定根据 Karvonen

最大贮备心率百分数法对目标心率做测定。在运动

处方制定前，护士要详细讲解运动处方的应用意义，

随后在安静状态下为患者测定安静心率，计算目标

心率。运动时间设定为每日 30min，每周 3～4 次，

在入院当天开始到手术前 1 天，运动前要进行 3～5
分钟准备活动。 

（4）改良胃肠减压：在手术当日清晨为患者给

予一次性胃管的放置，在手术后返回病房时提供一

次性引流袋，并将引流袋固定在低于胃水平约 15cm

处，自然下垂。在患者麻醉清醒后，不挤压一次性

负压球，使胃液在重力作用下自然引流到引流袋中。

每日更换一次负压引流袋。

1.4　观察指标

1.4.1　观察内容

观察两组老年胃癌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患者

在手术前后进行不同量表调查，分为负性情绪和依

从性两个方面。

1.4.2　负性情绪测评

（1）健康信念：使用健康信念量表，评估时间

为刚入组及术后一周。信念是人格动力结构中的最

高级成分，而健康信念指的是人如何看待健康和疾

病，如何人事采取防治措施所取得的效果等。（2）希

望水平量表：希望是个体后天学习而成的一种思维

和行为倾向。Herth 希望量表评分结果在 12～48 分

之间，评分越高表示希望水平越高，评估时间为刚

入组及手术前 1 天。（3）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

包括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反映的是人在

应急情况下采用的应对方式的评估。评估时间为刚

入组及术前 1 天。

1.4.3　依从性测评

（1）术后一周治疗依从性：优秀为完全接受临

床治疗方案，可配合护理干预；良好为部分接受临床

治疗方案，可自愿完成大部分治疗方法；差为对临床

治疗方案不理解，拒绝临床治疗和护理。（2）术后一

周运动依从性量表：共 15 个条目，评分越高为患者

运动依从性越好。

1.5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围手术期并发症

两组患者均康复出院。实验组老年胃癌患者围

手术期并发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细结果见表 1.

2.2　两组负性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刚入组时健康信念、希望水平及 TCSQ

评估，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与对

照组相应数据对比，实验组患者健康信念各维度所

占比例较高，希望水平评分较高，特质应对方式中

积极应对分高，消极应对分低，且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依从性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治疗依从性优良比

例高，患者运动依从性评分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详细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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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胃癌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会出现有不同严重

程度的负性情绪，患者会出现希望水平低下甚至绝

望观念，对疾病及治疗的认知存在误区，容易产生

消极情绪和观念［4］，会导致患者丧失信心、对疾病

康复和预后有不良的影响，并会影响患者的免疫功

能，降低生存期［5］。

 耳穴贴压可以提高机体的应激水平，有助于机

体积极应对手术和麻醉。本次研究选择的神门、皮

质下等穴位，可以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从中枢方

面调节患者胃肠功能；交感穴能够调节脏器植物神经

纤维活动，诸穴合用能够改善脏腑功能。 

 改良胃肠减压方法没有提供外在压力，并依据

胃液分泌量，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引流，减少了持

续负压吸引导致的胃粘膜胃管头端吸附引起的出血

和坏死［6］。此外，改良胃肠减压还促进了肠蠕动，

有利于患者排气时间提前，减少了咽喉不适、口干、

腹胀和恶心呕吐等［7］。

 我院早期康复护理中增加了运动处方，用处方

的形式，制定运动种类、运动时间、运动强度和频

率［8］，并有培训和督导作用，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疲

乏程度，并将其情绪转变为积极、乐观［9］。同时，

运动中家庭、朋友及医护人员的支持，还让患者感

觉到幸福，对生活期冀感更高，健康信念高［10］。

 心理护理则以护理人员作为引导，以每个患者

的具体情况为主体，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做双向

互动。根据患者的不同时期护理需求制定沟通主体，

在约定的沟通时间内，为患者解决客观存在的问

题［11］。通过治疗性沟通以及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和

鼓励安慰，并与系统的健康知识宣教相结合，能够

表1　两组老年胃癌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n，％）

组别 例数 咽喉不适 恶心呕吐 腹胀 吻合口瘘 肠梗阻 感染 发热 合计

实验组 36 4 2 3 1 2 1 2 15（41.67％）△

对照组 36 6 3 4 1 3 3 5 25（69.44％）

χ2 - - - - - - - 5.625

P - - - - - - -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老年胃癌患者健康信念、希望水平及TCSQ评分

组别 例数
健康信念 TCSQ评分

重视疾病 化疗重要性 信任 希望水平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实验组 36 33（91.67％）# 30（83.33％）# 33（91.67％）# 37.19±4.37# 38.91±4.98# 21.09±6.11#

对照组 36
24

（66.67％）
21（58.33％） 26（72.22％） 30.08±5.97 32.99±5.11 26.91±5.06

统计值 χ2=8.552 χ2=6.576 χ2=4.600 t =5.766 t =4.978 t =4.40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老年胃癌患者治疗、运动依从性

组别 例数 治疗依从性优良
运动依从性

身体锻炼 锻炼监测 寻求意见 总分

实验组 36 32（88.89％）* 19.01±4.99* 8.81±2.91* 10.11±2.91* 38.22±8.21*

对照组 36 25（69.44％） 14.21±3.21 6.01±1.89 7.31±2.09 27.98±2.23

统计值 χ2=4.126 t =4.854 t =4.842 t =4.689 t =7.222

P ＜0.05 ＜0.05 ＜0.05 ＜0.05 ＜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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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患者在面对胃癌时采取的应对方式和影响因素，

并提供针对性的沟通方法，疏导消除患者的不良情

绪，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帮助患者建立对治疗效

果的乐观和信任的态度，给予患者真实所需要的信

息，提高依从性［12］。

 综上所述，对老年胃癌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合并早期康复护理，可以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低，

健康信念各维度较高，希望水平评分较高，特质应

对方式更优，治疗依从性、运动依从性评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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