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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心理护理对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负性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孙彩影 、 孙桂芝 、 陈　嘉 、 孙爽爽

【摘要】目的　探讨个体化心理护理对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方法　对我院 201� 年 1 月 ~201� 年 1 月收治的 �0 例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治疗的患者进行研

究，随机将上述患者分为常规组（n=40）和联合组（n=40），分别予以常规护理以及常规护理联合个

体化心理护理，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及生活

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联合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组（P< 0.0�），物质生

活、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组（P< 0.0�）。结论　个体化心理护理能

够有效改善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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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undergo-
ing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SUN Caiying， SUN Guizhi， CHEN Jia，et al. Cardiac Surgery Ward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0 cases of patients un-

dergoing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studied retrospec-

tively，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n=40）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n=40）according 

to nursing methods.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and conventional nursing care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respectively. The SAS scores，SDS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AS score，SDS score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The material life，physical function，psych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di-

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so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the clinical work.

【Key words】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Anxiety；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心脏瓣膜病在我国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近年来

瓣膜置换术是目前临床中最主要的治疗方法［1］。心

脏瓣膜置换术临床疗效肯定，但是术后患者需接受

长期抗凝治疗，还要定期复查，同时需注意长期抗

凝治疗的副作用，给患者身心都带来了沉重负担［2］。

因此患者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严重的情

况下还会出现自伤、自杀行为［3］。本研究比较了常

规护理与常规护理联合个体化心理护理对心脏瓣膜

置换术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接

受心脏瓣膜置换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

研究，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具有正常的听觉、

语言交流；（2）均有心脏瓣膜置换术手术指证；（3）

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有躯体运动障碍；（2）

老年痴呆；（3）有手术禁忌症等患者排除在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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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护理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仅接受常规护理的常规

组（n=40）和常规护理联合个体化心理护理的联合组

（n=40）。联合组患者中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

龄 18~60 岁，平均（35.1±5.6）岁；病程 1~17 年，平

均（9.1±1.5）年。在心脏病学会（NYHA）心功能分

级方面，18 例为Ⅱ级，22 例为Ⅲ级；在手术方式方

面，19 例为二尖瓣置换术，14 例为主动脉瓣置换术，

4 例为二尖瓣 + 主动脉瓣联合置换术，3 例为三尖瓣

置换术。常规组患者中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19~60 岁，平均（36.2±5.1）岁；病程 2~17 年，平均

（9.6±1.3）年。在 NYHA 心功能分级方面，19 例为

Ⅱ级，21 例为Ⅲ级；在手术方式方面，18 例为二尖瓣

置换术，13 例为主动脉瓣置换术，5 例为二尖瓣 + 主

动脉瓣联合置换术，4 例为三尖瓣置换术。两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督促患者定期服药，

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对药物进行适时调整。督促患

者对规律的生活、愉快的精神、舒畅的心情进行有

效的保持。多吃海产类、菌菇类等含钾食物，少吃

或不吃较咸的食物，粗细荤素搭配，从而对影响抗

凝效果或加重心脏负担的现象进行严格的避免。

联合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基础上予以个体化心理

护理，具体为：将医护小组成立起来，组成成员为二

线医生、护理组长等，逐一向患者解答心脏瓣膜病的

病因、手术方式、复查注意事项等，督促患者给予术

后抗凝治疗以充分重视。同时，术前 2d 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在此过程中依据患者的心理状况，对其进

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其对现阶段心脏外科手术有一

个正确认识，告知其常见的心脏瓣膜置换术风险并不

高，对情绪进行评估能够将更好的条件创造给手术。

如果患者有焦虑抑郁情绪存在，则尽可能使患者对放

松的心态进行有效的保持，从而对手术进行有效配

合，同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耐心解答患者的疑问，

及时发现患者的焦虑症结，及时疏导产生的负性情

绪。此外，加强与患者的交流，给予患者的个体差异

以充分重视，对患者的敏感话题进行回避。在对各项

操作进行执行的过程中对患者的问题进行认真解释，

对患者住院期间遇到的困难进行及时了解，让患者感

受到温暖，促进其对医护人员信任度的提升，从而促

进护理质量的提升。两组患者均护理 1 个月，期间所

有患者均持续住院治疗。

1.�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分别应用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

分越高，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日益严重［4］。同时，

应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内容包括物质生活及躯体、心理、社会功能，

着分值的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逐渐提升［5］。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20.0 分析数据，采用均数 ± 标准

差（x±s）来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组间比较，用

率（n，％）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组间比较，检

验标准 a=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联合组（n=40） 常规组（n=40） t/χ2 P

性别 男性 21（52.5） 20（50.0） 2.71 >0.05

女性 19（47.5） 20（50.0）

年龄（岁） 35.1±5.6 36.2±5.1 1.886 >0.05

病程（年） 9.1±1.5 9.6±1.3 1.638 >0.05

NYHA心功能分级 Ⅱ级 18（45.0） 19（47.5） 1.32 >0.05

Ⅲ级 22（55.0） 21（52.5）

手术方式 二尖瓣置换术 19（47.5） 18（45.0） 2.77 >0.05

主动脉瓣置换术 14（35.0） 13（32.5）

二尖瓣+主动脉瓣联合置换术 4（10.0） 5（12.5）

三尖瓣置换术 3（7.5）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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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

变化情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之间

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联合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P<0.05），

常 规 组 患 者 护 理 后 的 S D S 评 分 显 著 低 于 护 理 前

（P<0.05），但护理前后的 SAS 评分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P>0.05）；护理后联合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SAS评分、SDS评分变化情况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联合组 40 护理前 70.8±5.3 71.0±6.7

护理后 52.1±5.0#* 42.6±3.8#*

常规组 40 护理前 71.4±5.9 69.6±4.1

护理后 69.2±6.7 59.4±4.8#

注 ：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 .05；与常规组比较，
*P<0.05。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

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物质生活、躯体功能、心

理 功 能 、 社 会 功 能 评 分 之 间 的 差 异 均 不 显 著

（P>0.05）；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物质生活、躯体功

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护理前

（P<0.05）；护理后联合组上述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

组（P<0.05），具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联合组 40 护理前 50.1±3.1 50.3±3.1 51.0±3.7 49.0±3.1

护理后 57.7±3.0#* 58.8±4.0#* 59.0±3.0#* 58.1±3.2#*

常规组 40 护理前 50.0±3.2 50.6±3.0 51.0±3.2 49.0±3.1

护理后 54.7±3.1# 55.0±4.5# 55.2±3.0# 55.2±3.1#

注 ：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 .05；与常规组比较，
*P<0.05。

3　讨论

和其他手术相比，心脏瓣膜置换术具有相对较

高的手术风险，同时属于心脏手术，因此患者必然

会有恐惧心理存在［6］。患者病痛长期影响着患者，

由于不了解或很少了解该手术，因此不可避免会有

紧张情绪出现［7］。同时，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虽然

将患者的心脏瓣膜病变有效改善，但是患者术后必

须接受终身抗凝治疗，通常情况下，患者对该手术

的疗效好预后情况缺乏正确的认识，极易有焦虑、

抑郁等心理出现［8］。此外，一些患者还会有偏执、

厌世等心理出现［9］。要想将患者的心理问题有效解

决掉，就应该对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干预［10］。

本研究结果表明，联合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P<0.05），常

规 组 患 者 护 理 后 的 S D S 评 分 显 著 低 于 护 理 前

（P<0.05），但护理前后的 SAS 评分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P>0.05）；护理后联合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充分证实了个体

化心理护理的优越性。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个体

化心理护理下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的不良心理产生

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然后分类解答，之后疏导患

者心理，将良好的护患关系建立了起来，将良好的

开端创造给了患者的术后恢复［11-13］。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物质生

活、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

于护理前（P<0.05）；护理后联合组患者的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均显著高于常

规组（P<0.0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出常规临床

手术治疗及术后药物治疗外，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有

针对性的实施个体化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对患者

的心理状态能起到更有效的改善，促进了患者手术

配合度的提升，从而促进手术质量及护理质量的提

升［14-15］。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个体化心

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的焦虑抑

郁情绪，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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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均较护理前显著降低，且观察

组下降更加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聚焦解决模式融入了舒适护理，强调整个护理过程

中的整体舒适性，明显降低了患者的焦虑情绪，提

高了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聚焦解决模式可改善脑出血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心理适应能力、社会

适应能力及睡眠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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