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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措施对于提高肝硬化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

胡　蓉 、 蹇学松 、 张　霞 、 林素华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措施在提高肝硬化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中的效果观察。方

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收治的肝硬化患者 156 例，按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观察组

（n=78）和对照组（n=78），予以对照组常规的护理措施，予以观察组心理护理措施。采用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分别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抑郁和焦虑状况进行

评估，采用健康调查量表评定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并且对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行比较。

结果　干预前，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 HAMA 和 HAMD 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 0.05），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的 HAMA 和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量表评分 8 个

因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改善肝硬化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并加强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同

时辅助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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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asures in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HU Rong，JIAN Xuesong，ZHANG Xia，et al. Meishan Municipal People ’s Hospital in 
Sichuan Province，Suining 62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and analyz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reatment compli-

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15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78）and the control group（n=78）. 

The pati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usual nursing care，the patie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sys-

temic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measures of patients，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has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using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respectively，to evaluat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comparison. The health survey scale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

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and the comparison. Compare two groups of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otal compliance.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of HAMA and HAMD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significance（P>0.05），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with HAMA and HAMD score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Observation 

group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scale score eight factors and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otal complianc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ate of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and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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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因很多种原因对肝脏进行长期的损

害引起的。目前有关肝硬化的临床研究仍无突破性

的进展，同时亦无特效治疗方法［1］。有相关研究表

明［2］，心理护理措施可以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对肝硬化的治疗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

选取了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的肝硬化患者

156 例，分别给予了心理护理措施和常规护理措施，

旨在探讨心理护理措施对于提高肝硬化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医学伦理批件后，本研究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的肝硬化患者 156 例。所有研究

对象均符合以下诊断标准［3］：①经病理学确诊为肝硬

化，同时辅助检查结合血生化和肝脏影像学检查或

肝脏穿刺病理活检提示肝硬化。②对本次调查持支

持态度。将入选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观

察组（n=78）和对照组（n=78），其中对照组患者包

括男性 42 例，女性 36 例，平均年龄在 55~72（63.22
±3.48）岁，家庭收入水平为（7003.22±5.67）元，

BMI（20.21±1.87）kg / m2，酒精性肝病后肝硬化 30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25 例，丙型肝炎后肝硬化

23 例，小学文化 15 例，初中 20 例，高中 26 例，大

学 17 例，早期肝硬化患者 40 例，晚期肝硬化患者

38 例；观察组组患者包括男性 40 例，女性 38 例，平

均年龄在 56~73（64.31±3.66）岁，家庭收入水平为

（7144.87±6.01）元，BMI（20.34±1.79）kg / m2。酒

精性肝病后肝硬化 28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26
例，丙型肝炎后肝硬化 23 例，小学文化 18 例，初

中 19 例，高中 30 例，大学 11 例；早期肝硬化患者

39 例，晚期肝硬化患者 39 例；两组患者分别在性

别、年龄、BMI、疾病类型、文化程度、疾病严重

程度、以及经济收入等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护理方法　对对照组的患者采取

常规的护理方法，包括给予患者常规的入院指导、

用药指导和基础护理等。

1.2.2　观察组护理方法　对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其中包括：①心理疏导：在患者

入院的当天，护理人员应通过与患者以及其家属间

沟通来培养双方较好的护患关系，在交流时注意沟

通技巧，注意语言亲切和蔼，促进护患之间产生默

契和心灵上的共鸣。其次每周一次对患者的主诉进

行个体化的心理辅导，时长为 20-30min 帮助患者调

节心理并支持患者采用倾诉的方式来舒缓心情，使

其能够更好的面对来自疾病的应激，为接下来的治

疗打下基础。在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尽量多组织病

人间的交流小会，每周两至三次，每次约为 30min。

使患者之间相互支持，同病相怜、共振共鸣，渐渐

解除其自身因疾病产生的孤独感，更加有信心配合

治疗。②认知干预：治疗期间，护理人员每周定期

召集科室患者，统一进行宣教，通过播放与肝硬化

相关的视频、图片等直观资料向患者传递正面信息，

时间为 30~40 分钟。宣教完毕后由护士长向患者提

问，测评患者对诱发因素、临床表现、治疗知识以

及预防保健等四个方面的认知程度，以此作为考核

护理人员是否宣教到位的一个标准。告诉其疾病的

可愈性，解除患者的疑虑，减少因对疾病的盲目认

知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和不良情绪，使之建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促进患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并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工作。③放松训练：在弗洛伊德

的“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制定出在病房对患者进

行一对一的潜意识治疗方式，干预时长为每周一次，

每次为 40min 首先让患者靠坐在沙发上，将眼睛闭

上，由心理专员通过意识的控制帮助患者放松肌肉，

同时放松紧张的情绪，以舒适的身心状态配合心理

专员的工作。在实施潜意识疗法的过程中，心理专

员一定要注意语气和态度，以保证患者能够身心舒

适，消除心理的防御和戒备，心平气和的接受治疗，

积极面对疾病。④情感支持：因患者的心理状态和

家属以及社会的支持水平有着明显的线性关系，且

家庭和社会两者在患者的心理调节上充当着相当重

要的角色，其是患者社会人际交往而不被社会孤立

的重要保障，其组成的支持体系可改善患者的不良

心态，使患者更加愿意积极的配合治疗。因此，护

理人员在患者住院期间，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精

神状态，每天跟患者进行一定的交流，以诚恳热情

的态度去鼓励患者和关心患者，并及时以充分的科

学和事实为依据，使患者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减

少自身的孤独感。同时尽可能帮助家属提升疾病相

关知识，指导其多关心鼓励患者，使患者感受到温

暖，提高治疗质量。④放松护理：指导患者可做一

些可以放松心情及肢体的动作，比如仰卧在床上时

尽量放松全身的肌肉，从脚开始，再逐渐延伸至面

部，用鼻呼吸，以自己能意识到的呼吸声并配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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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二…”，结束时安静的坐在床上几分钟，

每次持续二十分钟，以引起身体的松弛反应；同时通

过在病房内放一些轻柔的音乐来缓解患者的紧张心

理，平复患者及家属心中焦躁的情绪，以更好的心

态面对疾病。

1 .2 .3　疗效评价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

态、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进行评比。其中，采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分别对患者干预前和干预 3 个月后时的抑

郁和焦虑状况进行评价；采用 SF-36 健康调查量表对

出院后 12 个月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其中依从

性的评价标准为：①完全依从：完全遵从医师和药师

的医师的治疗指导；定点定量的服用，不错服；，②

基本依从：部分（超过或不足剂量用药、增加或减少

用药次数等）遵从医师的治疗指导（包括漏服一顿

药），③不依从：完全不按医师的治疗指导，不遵从

医嘱。本次研究的护理人员的配对因素（年龄、工

作年限和文化程度等）差异轻微，不具有显著性差

异。由其对患者进行评估，不采用盲法。

1.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

进行数据处理，计量测量结果资料使用（x±s）表

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认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HAMD 和 HAMA 评

分的比较

干预三周后，两组患者的 HAMD 和 HAMA 评分

明显低于入院时，且观察组更低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HAMD和HAMA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HAMD HAMA

入院时 干预三周后 入院时 干预三周后

观察组 78 28.44±4.28 9.17±2.34* 28.11±3.09 11.01±2.01*

对照组 78 27.71±4.31 18.24±4.47* 29.02±3.54 19.39±1.61*

t值  0567 15.877 1.710 28.738

P值  0.324 0.000 0.089 0.000
*表示与干预前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2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评分（x±s,分）

组别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一般健康 躯体疼痛 精力

观察组 84.91±8.99 72.34±7.24 85.11±13.05 71.22±7.11 74.01±7.46 69.35±6.01 75.11±7.36 70.43±6.99

对照组 70.11±8.03 45.14±6.34 66.34±9.42 62.21±6.96 62.13±6.36 51.33±5.91 59.34±6.91 55.61±5.69

t值 10.844 24.963 10.299 7.998 10.703 18.881 13.796 14.522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总治疗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3。
表3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 54（69.23） 21（26.92） 3（3.85） 75（96.15）

对照组 32（41.03） 30（38.46） 16（20.21） 62（79.79）

χ2值            10.128

P值 0.001

2.4　本次对患者的随访中发现

对照组中有 2 例患者在出院后失访，观察组中

有 3 例患者在出院后失访，通过电话联系后，明确

原因为经济原因和交通不便以及其他原因。

3　讨论

肝硬化多发于老年患者，其成为医学研究多年

未能很好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4，5］。该病的隐匿性

强，早期肝硬化患者没有较多的特殊性表现，只有

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消化不良以及全身不适的症状，

一旦患者出现肝腹水和脾肿大等症状时，极有可能

已经为晚期的肝硬化。同时，该病的病程长，预后

差，患者即便在接受治疗时很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

等不稳定情绪，加之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效果不佳，

极容易导致患者出现不配合医护人员、服药依从性

差等状况，另外部分患者因该病无法治愈而出现自

暴自弃的现象，导致临床疗效降低，肝功能更加恶

化，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6，7］。近年来许多相

关研究发现，个体化的合适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的

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并且可以改善患者后期

的生活质量。同时亦有相关文献表明［8］，心理护理

对肝硬化患者的治疗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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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肝硬化患者实施心理干预十分有必要。

以往常规的护理模式是通过配合医生来完成患

者疾病的生理治疗，却严重忽略了患者的心理治疗，

忽略了患者心理作用的重要能量，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9，10］。而心理护理主要实施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

模式，秉承以人为本的护理观念，其不单单体现在

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治疗方案的改进，而同时也体现

在护理人员对患者沟通关爱上。该方法促进了护理

人主观能动性，使护理人员真正做到急病人之所急，

缓解当前社会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医疗资源，让患

者能够正确认识疾病，并积极配合治疗，为提高其

生活质量打下基础。

本实验收集了临床治疗的肝硬化患者，并经过

严格的筛查标准，使患者在非研究因素方面尽量匹

配，具有可比性，虽然未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

效率和住院费用进行调查对比，不能完全排除这两

个因素导致的差异性，但是仍然能初步说明心理护

理措施对于提高肝硬化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

量具有促进的作用。通过观察组患者在心理护理的

干预下，其可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接受来自病友

和护理人员的支持和心理疏导，让患者意识到自己

非孤独的个体，接收正面的帮助，降低因负性情绪

而排斥治疗的情况发生，同时患者通过医院组织科

学健康教育的方式降低对肝硬化疾病的错误认知，

使之了解到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升治疗的依

从性；而护理人员一对一的潜意识治疗方式可以更加

精确和及时的了解到患者的情绪变化，亦能够更快

转移患者的病理体验，调动其积极性，形成良性循

环，因此能够在治疗的基础上显著地缓解患者抑郁

和焦虑的症状，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再对患

者实施辅助放松护理，以健康科学的方法（如放松

呼吸和音乐疗法等）来帮助患者转移注意力以及放

松情绪，使其心理情绪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因此能

够降低日常的应激水平，起到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

作用。通过表 1 显示，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下，其

心理状态与干预前虽然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较心理

干预的患者而言，其改善的效果更低（P<0.05），同

时，心理干预的患者在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效果方

面均要更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这是因为护理

人员可以通过科学正面的方法向患者传递有利于疾

病恢复的信息，让患者多了解不良情绪对疾病的危

害，聆听患者主诉，以理解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

患者的孤独感，以正确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为其

自身的生活质量改善亦打下了好的基础。并且，患

者依从性的提高实现了其生活习惯和自我监测的转

变，使其能够以正确的生活方式改善预后的生活质

量，这亦是在提高患者依从性的同时，亦改善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

高治疗依从性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中效果显著，

对患者有良好正面的导向作用，其优点明显。但本

次研究因在样本收集上不存在完全一致性，所以存

在一定条件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本

研极的局限性：1 量表评定人员没有进行一致性评

估，可能存在差异；2 研究的随访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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