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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位护理联合心理干预对无痛胃镜检查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丁晓梅 、 李茂芝 、 米　雪 、 姚　瑶

【摘要】目的　探讨体位护理联合心理干预对无痛胃镜检查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 80 例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体位护

理，观察组给予改进后的体位护理同时联合心理干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14 项）评分、生理不适程度以及检查情况。结果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

患者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2）观察组的患者恶心、呕吐、腹胀、腹痛等生理不适程度较

对照组明显减轻（P< 0.05）；（3）观察组患者顺利进镜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而麻醉后倾倒

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 0.05）。结论　体位护理联合心理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患者的焦虑

情绪，减少检查中出现的不适反应，并减少患者麻醉后的倾倒风险，为整个无痛胃镜检查工作的顺

利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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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ody position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
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painless gastroscopy　DING Xiaomei，LI Maozhi，MI Xue，et al.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Suining 629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ody position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painless gastroscopy.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undergoing painless gastroscop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4 were collected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received improved body position nurs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control group（40 patients）received routine body position nursing.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physical discomfort，the dumping rate after anesthesia，and inspection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Befor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HAMA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the HAMA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fter intervention（P<  0.05），and th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2）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hysical discomfort（nausea，vomiting，abdominal distension，abdominal 

pain）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P<  0.05）；（3）The progress smoothly probability of pa-

tients with gastroscop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P<  0.05），and the dumping rate after 

anesthesi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Body position nursing patients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anxiety，and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gastroscopy，and 

reduce the risk of dumping afteranesthesia . which promot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ainless gastroscopy smoothly .

【Key words】Body position nursing；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ainless gastroscopy；Psychological；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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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和饮食结构的不断

改变，胃部疾病的发病率亦不断随之增长。在临床

中，针对该类疾病，医务人员主张早诊断、早治疗，

其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有着积极的意义［1，2］。无痛胃

镜检查为胃部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

检查前需要对患者实施静脉麻醉，使其能够在睡眠

和无痛的状态下完成整个检查过程［3］。该检查具备

了诊断率高、安全性高、效果佳且耗时短等优点，

更好的帮助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预防误诊和漏诊的情

况发生。但尽管如此，其仍属于一项入侵性的操作，

患者难免会有恶心、呕吐和血压升高等不良反应，

还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无法较好的配合医务人

员完成检查［4］。有相关文献表明［5］，合适的体位和心

理引导可以提高受检者的检查效果。本研究旨在探

讨体位护理联合心理干预对接受无痛胃镜检查患者

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无痛

胃镜诊疗术的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

①所有患者均为初次行胃镜检查，且符合检查的适

应证；②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已

获知研究的操作与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①有麻醉过敏史者；②存在痴呆、认知障碍、精神病

既往史者；③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不全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40 例。观察组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17 例

平均年龄为（58.15±3.89）岁。对照组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平均年龄为（57.62±3.46）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护理方法　给予患者常规护理以

及传统的胃镜检查体位：左侧卧位、头部略后仰，双

腿屈曲，解松衣领和腰带。

1.2.2　观察组护理方法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对观察组患者实施改进后的检查体位以及心理干预

措施。方法如下：

（1）改良体位护理 指导患者采取左侧卧位，两

肩略向前倾，左下肢垂直，右下肢屈曲，保持躯干

和右大腿呈 100。的夹角，再令其右脚勾住左小腿。

头部垫的软枕头不宜高过肩。左上肢的肘部弯曲，

再放置于右手的腋下，同时，右上肢平放在骼部，

解松衣领和腰带。

（2）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 ①描述

问题：护理人员首先通过患者易于接受的交流方式和

心理测试等方式引导其将自己的身心问题进行描述，

在了解其心理活动所存在的问题后，再采取针对性

的心理护理路径。②构建目标：护理人员与患者共同

进行“奇迹探讨”，即通过检查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较之前的身体状况有何不同，通过患者的自我思考，

在想象其自身疾病得到有效解决后的场景，以此增

强其对检查的自信心。③探查例外：此步骤主要以

专项的健康宣教方式为准，向患者说明检查的必要

性，鼓励其确立正确有效的目标，并就可能引起的

生理不良反应予以解释和说明，使患者消除盲目认

知，以正确的心态配合检查。④反馈控制：根据前面

的讨论，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背景

以及性格特点，发现患者的优势、资源和以往的努

力，着重向患者本人反馈和称赞，以此提高患者更

加积极地去实现自己设定目标。⑤评价进步：护理人

员可通过刻度化的提问和肯定患者在检查过程中所

取得的进步，即利用数值的评估协助患者将抽象的

概念以比较具体的方式加以描述，并予以鼓励。同

时总结经验，弥补不足，提出新目标。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

的焦虑状态。（2）检查后询问患者生理不适程度，包

括恶心、呕吐、腹痛和腹胀，程度分为轻、中、重，

每项计分为 5 分、10 分、15 分。分数越高，则不适

程度越重，反之亦然。（3）统计患者麻醉后倾倒率和

进镜顺利率。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 ±s）表示。计数资料

以（n ，%）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

较干预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胃镜检查生理不适程度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恶心、呕吐、腹胀、

腹痛等生理不适程度明显减轻（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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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HAMA评分（x ±s，分）

组别 例数
HAMA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0 19.01±3.21 09.00±2.22*

对照组 40 19.35±3.41 14.42±2.98*

t 值 1.602 10.556

P 值 >0.05 <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表2　两组患者胃镜检查生理不适程度比较（x ±s，分）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腹胀 腹痛

观察组 40 7.27±2.12 7.01±2.33 8.09±3.00 7.44±2.56

对照组 40 9.87±5.02 10.52±5.78 10.89±6.00 9.78±3.45

t值 4.556 6.010 6.002 5.823

P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检查情况比较 

在检查情况方面，观察组患者顺利进镜率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而麻醉后倾倒率较对照组明

显降低（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检查情况比较（n，%）

组别 n 麻醉后倾倒 进镜顺利

观察组 4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5（12.50） 30（75.00）

χ2值 2.110  7.892

 P  <0.05 <0.05

3　讨论

无痛胃镜即通过麻醉手段降低患者在胃镜检查

过程中的痛苦程度，更好的避免患者因检查而出现

的不良情绪，也更加方便医务工作者的操作。同时，

有些较为特殊的患者在传统的胃镜检查下因过多的

呕吐引起的咽喉黏膜出血以及粘液入气管进而产生

的呛咳等反应均得到了合理的避免，并且提高了患

者的耐受性。但此检查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患者

在检查时可能会出现镇痛镇静药物的不良反应、消

化道疾病、术后气腹残留等问题，以及患者因处于

麻醉状态，麻醉后倾倒的发生风险也无疑给检查工

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6，7］。同时因检查带来的恐惧

感，多数患者会出现焦虑等不良情绪。有相关报道

发现［8］，不良情绪也是影响胃镜检查的重要因素。

因而，临床中除了注重检查技术之外，改善和提高

患者的生理和心理舒适度，也是促进检查工作顺利

开展的重要途径。

胃镜作为一种异物刺激，如果插镜一次不成功，

会引起诸多的生理不良反应。司徒丽萍等［9］的报道

表明，合适的体位可以提高胃镜检查的一次插镜成

功率，缩短检查时间。我院通过对行无痛胃镜的患

者实施改良胃镜检查体位，通过让患者屈曲右下肢

来降低其身体重心，并用双下肢的分开来增强支撑

点，增加患者和床面的接触面积，减少倾倒的风险，

同时让其左手夹在右手腋下增加身体的稳定性，也

可预防患者在检查时意识消失后将左手离开床而影

响操作。改良体位较常规的检查体位而言，还具备

以下优点：（1）避免误吸唾液和胃液，引起呛咳；

（2）避免胃液返流，引起呕吐，减轻患者置镜的不

适感；（3）提高检查效率，缩短了检查时间；（4）

减少上消化道蠕动的收缩幅度等。本研究结果发现，

采用改良体位后，观察组患者的生理不适反应、麻

醉后倾倒率明显降低，检查过程中进镜顺利情况也

显著优于传统体位的患者。

胃镜检查具有侵入性，可以导致人体的应激反

应。患者因害怕检查期间出现疼痛和不良反应等情

况，会出现心理排斥，加重患者的身体应激，并通

过中枢神经影响植物神经系统，使植物神经系统功

能紊乱，出现不适症状。同时，还会引起心理应激

的产生，两种应激源的相互作用会加重患者的痛苦。

因而，实施一定的心理干预具有必要性。聚焦解决

模式是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解决问题

的关注点在于患者的正向方面，并且最大化的挖掘

个体的能力和优势，目前已经在多科门诊的工作中

得到应用。该措施通过发现问题、制定目标和解决

问题，缓解心理问题引起的应激源对患者的冲击，

还可激活机体适应系统，进而适应胃镜检查的刺激，

减轻患者在检查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并降低患者的

焦虑情绪。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在心理干预的实施

下，患者的焦虑情绪得到了有效改善，这说明以聚

焦解决模式为基础的心理干预可以降低患者心理社

会因素刺激所引起的高唤醒，疏泄患者意识不到的

负性心理内容，起到改善患者不良情绪的作用；此

外，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的生理不适症状较对照

组减轻，这可能是因为患者产生的负面情绪刺激其

交感神经，进而促进体内儿茶酚胺分泌增加，导致

胃部肌肉收缩功能紊乱，影响到检查的进展和导致

患者耐受力的下降，从而增加患者不适症状诱发的

风险［10］，而予以心理干预后患者检查过程中不适症

状得到改善可能是因为聚焦解决模式心理干预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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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医患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患者自身的力

量和优势，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进而减少体内儿茶

酚胺和肾上腺皮质分泌，提高了患者在检查中的痛阙

和耐痛阙，使之能够在舒适的身心状态下配合检查，

提高检查效果，与卢梅娟［11］的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体位护理联合心理干预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等不良反应，减少患

者麻醉后的倾倒风险发生，从而保证整个检查过程

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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