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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产后压力性尿失禁 80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王　丹 、 宋　悦 、 吴　颖 、 夏志军

【摘要】目的　研究并探讨心理护理在产后压力性尿失禁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0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收治的 160 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列为研究对象，采取计算机单盲

随机分组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采取心理护理措施，

比较两组患者的总症状积分（total symptom score，TSS）、尿垫试验评分、泌尿生殖评分、心理状态、

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 TSS 症状积分、泌尿生殖评分、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相较于

干预前均明显降低（P< 0.0�），其尿垫试验评分明显增高（P< 0.0�），且其 TSS 症状积分、尿垫试验

评分、泌尿生殖评分、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干预后（P< 0.0�）；相比于对照组，观

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 0.0�）。结论　采取心理护理措施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进行干

预，可有效缓解患者的尿失禁症状，促进其泌尿生殖健康，还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

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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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80 patients of postpartum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in the analysis of applica-
tion effect　　WANG Dan，SONG Yue，WU Ying，et al.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Shengyang 
11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ostpartum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4 to October 2016，160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in hospital as a research object，take the computer single blind random grouping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80 cases in each group，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observa-

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asures，the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TSS symptoms 

integral，urine pad test score，urogenital score，mental state，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done.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TSS symptoms integral，genitourinary score，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  0.05），the urine pad test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0.05），and its TSS symptoms integral，urine pad test scores，urogenital score，anxiety score，depressio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  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nurs-

ing satisfac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P<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postpartum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intervention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atient's symptoms of uri-

nary incontinence，promote the uropoiesis reproductive health，also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mental state，

improve 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to nursing service.

【 Key words 】 The postpartum；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Psychological care

压力性尿失禁主要是指由于盆底肌力减退、神

经功能紊乱而导致的排尿控制障碍，尿液出现无意

识性流出现象，在分娩后发生的概率较高，对患者

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带给患者较大的心理

阴影［1-2］。心理护理主要是通过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

干预的一种护理措施，可有效消除负性情绪，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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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内关于心理护理应用于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研

究报道相对较少［3］。本次研究为探讨心理护理在产后

压力性尿失禁中的应用效果，将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0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收治的 160 例产后压力性尿

失禁患者列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采取常规护理措

施、心理护理措施，并比较其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10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

收治的 160 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列为研究对象，

均在产后出现尿失禁症状，经尿动力检测、尿道指

压试验等明确证实为尿失禁。此次研究在患者及其

家属知情同意情况下开展，且事先通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

采取计算机单盲随机分组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每组 80 例，其中，对照组的年龄分布于 21~36
岁之间，平均（25.67±2.37）岁，病程为 1~4（2.65
±1.39）个月；观察组的年龄分布于 20~35 岁之间，

平均为（25.51±2.41）岁，病程为 1~5（2.93±1.78）

个月。两组患者就其一般资料（年龄、病程）进行比

较，得到（P>0.05），说明组间可比性良好。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盆底功能锻炼，采用阴道哑铃

进行锻炼，并采用神经肌肉治疗仪进行生物反馈电

刺激治疗。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即基础护理，观察

患者尿失禁情况，对患者大小便进行护理，告知患

者尽可能在日间多饮水而在睡前禁饮，并告知患者

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

观察组采取心理护理措施，首先，需对患者的

心理状态进行测评，了解患者内心存在的顾虑，对

其心理测评结果进行分析，并根据患者的心理问题

实施合理的护理干预措施，每天 1 次，于晚间进行

心理干预，每次至少持续 30 分钟，可酌情调整时间。

心理护理措施具体如下：

①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尿失禁患者由于无法控

制排尿，尿液往往会在无意识状态下排出，患者因

担心受到歧视而出现自卑、焦虑等不良情绪，护理

人员在与患者交流时，应注意观察患者的神情，鼓

励患者勇敢表达自身感受，并做好患者的隐私工作，

尽可能以平和态度面对患者。

②健康教育：对患者的家庭环境、经历以及自

我评价进行了解，适当播放舒缓的音乐，使患者放

松身心，同时，为患者讲解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原

因、治疗的重要性，引导患者对错误认知进行有效

识别和纠正，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使患者保

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

③正向暗示：告知患者无需过度担心因尿失禁

而遭到歧视或差别看待，告知患者“尿失禁是可以治

愈的”，并列举治疗成功的病例，有条件时还可邀请

既往治疗成功的病例与患者进行交流，分享治疗心

得和经验，使患者充分认识到压力性尿失禁的可治

愈性，积极面对疾病，积极配合治疗。

④家庭关怀：由于尿失禁患者往往存在自卑、焦

虑、抑郁等情绪，他人的关怀对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家属进行积极沟通和交流，

使患者家属认识到家庭关怀对患者的重要性，使患

者家属在日常生活中适当给予患者肯定，积极关心

患者，且在患者出现尿失禁时，不表露出鄙夷、不

耐烦等情绪，还应反过来安慰患者。

1.�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 TSS 症状积分、尿垫试验评分、

泌尿生殖评分、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其中，TSS

症状积分主要是针对患者的尿失禁频率、睡眠状况、

心理障碍进行评估，总分为 0~9 分，得分越高，表

示患者尿失禁症状对生活影响越严重；尿垫试验主要

在患者运动后 1 小时内进行，测定患者尿液漏出造

成的尿垫增加重量，尿垫重量增加不足 2g 记 4 分，

尿垫重量增加 2~10g 记 3 分，尿垫重量增加 11~30g，

记 2 分，尿垫重量增加 31~50g 记 1 分，尿垫重量增

加超过 50g 记 0 分，得分越高，表示尿失禁症状越

轻［4］；泌尿生殖评分的总分为 0~4 分，包括急迫性、

压力性、排尿困难等方面，得分越高，泌尿生殖情

况越不乐观［5］；焦虑、抑郁的评估工具分别为焦虑自

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于患者入院后

第 1 天、出院前 1 天进行测评，两种量表的总分均

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焦虑、抑郁情绪越严

重［6］；护理满意度评估工具为护理调查问卷，总分为

0~100 分，得分 <60 分即不满意，得分为 60~79 分即

一般满意，得分为 80~100 分即非常满意，总满意度

计算将一般满意病例、非常满意病例纳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进行 χ2

检验，表现形式为例、百分比，2 组计量资料行 t 检

验，3 组及以上计量资料行 F 检验，表现形式为平均

值 ± 标准差，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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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尿失禁症状等指标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的 TSS 症状积分、泌尿生殖评

分相较于干预前均明显降低（P<0.05），其尿垫试验

评分明显增高（P<0.05），且其 TSS 症状积分、尿垫

试验评分、泌尿生殖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干预后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干预前后尿失禁症状等指标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TSS积分 尿垫试验评分 泌尿生殖评分

对照组（n=80） 干预前 6.58±2.95 1.92±0.61 1.83±0.81

干预后 3.49±1.34# 2.59±0.58# 3.41±0.74#

观察组（n=80） 干预前 6.32±2.97 1.79±0.73 1.71±0.82

干预后 2.17±1.08#* 3.12±0.64#* 4.15±0.84#*

t - 4.936 5.650 4.103

P - 0.000 0.000 0.000

注：#表示与干预前相比，*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相较于

干预前均明显降低（P<0.05），且其焦虑评分、抑郁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后（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对照组（n=80） 干预前 59.82±9.83 58.73±7.71

干预后 45.69±7.37# 43.25±6.05#

观察组（n=80） 干预前 59.64±9.78 58.89±7.65

干预后 36.58±6.92#* 34.59±5.82#*

t - 6.372 7.294

P - 0.000 0.000

注：#表示与干预前相比，*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0.05。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80 13（16.25％）40（50.00％）27（33.75％） 83.75％

观察组 80 4（5.00％） 42（52.50％）34（42.50％） 95.00％

χ2 - - - - 5.331

P - - - - 0.021

3　讨论

压力性尿失禁是产后常见并发症，主要是由

于患者在分娩过程中盆底组织受到损伤，加上盆底

肌肉扩张过度，而导致盆底功能障碍，进一步引发

尿失禁，对患者的产后恢复及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

响［7-9］。临床上治疗产后尿失禁主要采取盆底功能锻

炼、生物反馈、电刺激等措施，但在治疗过程中，

由于尿失禁患者存在焦虑、抑郁、自卑等负性情绪，

往往会影响其治疗，因此，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

者实施合理的护理干预措施十分重要［10-11］。

心理护理主要是指在患者治疗过程中，针对患

者的心理特点实施的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旨

在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相比于常规护理，心理护

理强调了对患者的心理进行干预，弥补了常规护理

服务中对患者心理问题的忽视，通过对患者实施心

理护理干预，可有效纠正患者的认知，使其负性情

绪有效消除，并可有效规避治疗过程中的心理风险

因素，从而减轻心理风险因素对治疗造成的干扰。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取心理护理措施进行干预，主

要是从营造良好心理环境、健康教育、正向暗示、

家庭关怀等方面进行干预，可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

态，积极配合治疗。

李丽等［12］选取 90 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进行

研究，分别给予产后常规护理、心理护理，该研究发

现，这 90 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干预前的 SCL-90
心理症状评分均高于国内常模，说明压力性尿失禁患

者的心理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而心理护理组患

者干预后的 SCL-90 心理症状评分低于常规护理组，

说明对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具有显著

的心理改善作用。本研究结果与李丽等人基本一致，

在本次研究中，干预后观察组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本研究还对患者的其

他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观察组干预后的 TSS

症状积分、尿垫试验评分、泌尿生殖评分优于对照组

干预后（P<0.05），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P<0.05），说明采取心理护理措施对产后压力性

尿失禁患者进行干预，可有效改善其心理状态，减少

其心理因素对治疗的干扰，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促进尿失禁症状的改善，还可改善护患关系。

综上所述，采取心理护理措施对产后压力性尿

失禁患者进行干预，可有效缓解患者的尿失禁症状，

促进其泌尿生殖健康，还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

态，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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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1752.

（收稿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学的心理 - 认知 - 行为模式。本研究中，2 组干预后

TABPQ 评分均获得显著降低，而观察组更接近于中

间型行为（27 分），对照组仍处于 A 型行为范畴。认

为 MRIT 能够通过调整患者的情绪、认知及行为，从

而维持机体内环境平衡。观察组的降压有效率显著

优于对照组，可能是由于 MRIT 能够更好地抑制身心

紧张、减轻负性情绪、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有利

于稳定降压。观察组干预后 QOL-BREF 各维度评分

均获得显著提高，且显著高于对照组。考虑为 MRIT

通过几种放松技术联合可起到协同作用，帮助患者

建立健康的行为模式，实现自我调节身心状态，降

低内源性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减轻外界环境刺激

反应，从而改善身心健康状态并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中介

入 MRIT 能够更好地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激发其生

理效应、矫正性格特征，实现心身统一，改善临床

预后与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谌秘，陈嘉希，宗芳，等 .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抑郁状况

及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医学，2015，21（1）：21-22.

2. 赵建君，李果 . 心理干预对 A 型性格高血压病患者的疗效

影响［J］. 中国误诊学杂志，2012，12（11）：2583-2584.

3. 赵源 . 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心理干预［J］. 中国健康心理学

杂志，2017，25（6）：944-948.

4.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1，39（7）：579-616.

5. 张作记 .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

出版社，2005：157-159，213-214，223-224.

6. 李妮娜，李峥，乔建 . A 型行为与高血压研究进展［J］. 济

宁医学院学报，2009，32（6）：441-442.

7. 曾琳，丁梅，刘建香，等 . 音乐放松想象训练在经胆道

镜 T 管窦道取石术中的应用效果评价［J］. 护士进修杂志，

2013，（22）：2047-2049.

8. 蒋洁丽 . 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联合音乐干预对高血压病病人焦

虑、抑郁情绪的影响［J］. 全科护理，2014，12（10）：896-897.

9. 陆茹茵，朱雪梅，朱素文，等 . 身心放松疗法在 A 型行

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J］. 齐鲁护理杂志，2014，

（7）：69-70.

10. Bekiroğlu T，Ovayolu N，Ergün Y. et al. Effect of Turkish 

classical music on blood pressure：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hypertensive elderly patients［J］. Complement Ther 

Med.2013，21（3）：147-154.

11. 佟香艳，沈春玲，张艳辉，等 . A 型性格高血压患者的心理

行为干预分析［J］. 中国误诊学杂志，2010，10（23）：5581.

12. Kumutha V，Dr. Aruna S，Poongodi R. Effectiveness of 

Progressive Muscle Relaxation Technique on Stress and 

Blood Pressure among Elderly with Hypertension［J］. J Nurs 

Heal.2014，3（4）：1-6.

（收稿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上接第 18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