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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耳鼻喉科老年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及疼痛程度的影响

王海玉 1 、 刘翠娥 2 、 彭玉松 3 、 潘　玲 1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护理对耳鼻喉科老年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及疼痛程度的影响。

方法　选择本院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的需行耳鼻喉科手术的老年患者 146 例，按照随机对

照的原则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增加心理护理。使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价，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

估对患者术后第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的疼痛程度，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计算患者护理满意度。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 SDS 和 SAS 评分无差别（P> 0.05）；护理后，两组患者 SDS 和 SAS 评分均有

明显的下降，干预组 SDS 和 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术后 2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

干预组患者 VAS 评分及镇痛药物使用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组总满

意度为 98.6％高于对照组的 84.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耳鼻喉科老年患者

采用心理护理，可以缓解患者术后疼痛，降低镇痛药物使用率，也减少了负性情绪的产生，值得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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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ostoperative anxiety，depression and pain in elderly patients in De-
partment of ENT　　WANG Haiyu，LIU Cui’e，PENG Yusong，et al. Xiangyang Central Hospital of Hubei Prov-
ince，Xiangyang 441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pain degree 

of elderly patients in Department of ENT. Methods　146 elderly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in January 2015 ~2017 year 

in January were underwent Department of ENT surgery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mental state.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was us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pain in 24h，48h，72h after surgery.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as accessed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DS and SAS 

were no difference（P>0.05）；nursing，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DS and S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DS and SAS scor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after 24h，48h，

72h，VAS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analgesic drug use rat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the intervention group total satisfaction（98.6％）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4.9％），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in Department of ENT can relieve postoperative pain，reduce the use rate of analgesic drugs，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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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是耳鼻喉科最常用的治疗方式［1］，对疾病

的治疗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手术本身也是一种有

创操作，并且耳鼻喉科手术部位多位于耳后、颜面

部、咽喉部等痛觉神经丰富的部位［2］，会引起术后

不同程度的疼痛，并对患者睡眠、呼吸等功能产生

影响，诱发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产生。有

研究显示［3］，疼痛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也

会影响心理健康，降低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大量

临床资料显示［4］，采用合理的针对性护理方式可以

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疼痛，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有

利于患者的康复。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对我院耳

鼻喉科老年患者采用心理护理，观察其对负性情绪

及疼痛程度的影响，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的需行

耳鼻喉科手术的老年患者 146 例。其中男 81 例，女

65 例，年龄 55~83 岁，平均年龄（68.5±13.6）岁，

所有患者均符合纳入标准［5］：①经门诊确诊需行手术

的；②具有正常认知能力，能理解医护人员的话语；

③同意参与本次试验，并与家属共同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有认知功能障碍或肢体功能障碍；

②有精神类疾病史；③合并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疾

病。将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73 例：男 40 例，女 33 例，平均年龄（66.7±14.2）岁，

病情：鼻息肉 19 例、鼻窦炎 16 例、喉癌 6 例、扁桃

体疾病 15 例、耳部疾病 17 例；干预组 73 例：男 41
例，女 32 例，平均年龄（67.4±13.9）岁，鼻息肉 18
例、鼻窦炎 17 例、喉癌 8 例、扁桃体疾病 17 例、耳

部疾病 13 例。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及病情等一

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主要采用耳鼻喉科住院常规护理［5］，

包括：①术前护理：保持病房的干净整洁，并保持安

静，避免噪音的干扰；给予饮食指导，合理搭配营养

成分；注意保持手术部位的清洁；②术后护理：术后

给予心电监护，观察生命体征，作好记录，在各种

护理措施时，动作轻柔，避免刺激患者；给予术后饮

食指导，先流质饮食，后逐渐改善，多吃利于消化

及高营养的食物；注意维护口腔清洁；注意手术并发

症，并及时报告和处理。

干预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

理干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术前宣教：患者

在入住病房后，及时掌握患者信息，并对患者及家

属进行疾病知识宣讲［6］，态度温和。尽可能满足他们

的合理要求，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并针对患者

特点调整护理方案；②心理疏导：术前与患者建立良

好的护患关系，取得信任，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

态，采用不同的安慰方式，介绍科室内成功的案例，

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7］；术后

密切观察患者状态，注意交流，鼓励患者，消除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③家庭支持：配合医生制定符合其

实际情况的治疗和护理方案，护理人员需要充分理

解患者家属的心情，做好家属的工作，使家属能够

充分支持患者，减少在患者面前的消极按时，多支

持患者，增强患者治疗信心，有利于积极心态的建

立；④疼痛护理：镇痛药物的使用已经得到临床广泛

的认可［8］，适当的使用镇痛药物可以帮助改善疼痛，

有利于术后恢复，根据患者疼痛情况，选择性用药。

⑤其他措施：充分利用患者的兴趣爱好，术后可以通

过转移患者注意力，减少患者对疼痛的感觉。

1.3　评判标准

1.3.1　焦虑、抑郁情绪的评估［9］　使用焦虑自

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护理前

后对其精神状态进行评估：两量表各分为 20 项，每

一项为 0~4 分，评分越低，焦虑和抑郁程度越低，

心理状况越好。

1 . 3 . 2 　 疼 痛 评 分 　 采 用 视 觉 模 拟 评 分 法

（VAS）［10］评估对患者术后第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的疼痛程度：使用一条游动标尺，正面是无刻度

10 cm 长的滑道，"0" 端和 "10" 端之间一个可以滑动

的标定物，"0" 分表示无痛，"10" 分代表难以忍受的

最剧烈的疼痛，背面有 "0~10" 的刻度。临床使用时，

将有刻度的一面背向患者，患者根据疼痛的强度滑

动标定物至相应的位置，疼痛测量尺的背面是有具

体的刻度。统计患者镇痛药物使用情况。

1.3.3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采访患者护理满意

度　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 比较满意）/ 总例

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应用平均值 ± 标准差（x±s），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 VAS 评分及镇痛药使用情况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2 期- 362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比较

术后 24h、48h、72h，干预组患者 VAS 评分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组患者镇痛药物使用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术后VAS评分及镇痛药使用情况比较（x±

s，%）

组别 例数 术后24h 术后48h 术后72h 镇痛药物使用例数

对照组 73 3.5±1.3 3.1±1.1 2.8±0.9 58（79.5％）

干预组 73 3.1±1.1 2.6±0.7 2.1±0.6 34（46.6％）

t/χ2 2.007 3.276 4.698 16.928

P 0.023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 

干预前，比较两组患者 SDS 和 SAS 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 SDS 和

SAS 评分均下降，且干预组 SDS 和 SAS 评分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SDS和SA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73 56.1±8.4 41.6±6.2 49.6±7.7 39.5±6.4

干预组 73 55.8±7.9 36.4±5.7 49.2±7.5 35.2±5.3

t1 0.222 0.318

P1 0.412 0.375

t2 5.275 4.421

P2 ＜0.001 ＜0.001

t3 17.015 13.025

P3 ＜0.001 ＜0.001

t4 11.866 8.618

P4 ＜0.001 ＜0.001

注：t1，P1为护理前两组比较，t2，P2为护理后两组比较，

t3，P3为干预组干预前后比较，t4，P4为对照组护理前后比较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干预组总满意度为 98.6％高于对照组的 84.9％，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73 42 11 9 11 84.9％

干预组 73 60 9 3 1 98.6％*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9.080，*P<0.05。

3　讨论

手术操作在治疗耳鼻喉科疾病的同时也成为一

类刺激源，不仅会破坏患者正常的组织结构，引起

患者术后疼痛，也会诱发患者负性情绪的产生，两

种干扰因素同时作用，影响了患者的术后恢复，降

低了疗效。术后疼痛患者正常的一类应激反应，对

机体主要起保护功能，但是由于患者认知的受限，

对疼痛的不科学处理，常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

因此临床上加强对患者的护理，改善其心理及疼痛

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学者［11］指出，心理护理对

缓解患者术后疼痛由较显著的作用，心理护理是一

个注重加强解决患者心理问题的护理方式。

在本次研究中，干预组患者应用了心理护理干

预后，其 SDS 和 S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这说明对老年手术患者采取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可

以有效改善患者紧张心态，减少了负性情绪；而且

干预组患者 VAS 评分低于对照组，提示通过心理护

理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疼痛感受，提高患者舒适程度，

说明通过减少了术后疼痛，不仅有利于改善患者心

理健康，更能改善患者预后，与代林林［12］的研究结

果一致。而且干预组患者镇痛药物使用率低于对照

组，说明通过充分的教育，提高了患者认识，能够

更准确的评估自己的疼痛状态，从而选择合适的措

施，合理的使用镇痛药物。通过心理护理干预，干

预组患者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也说明通过

良好的沟通交流，增加患者及家属的信任感，有较

好的社会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对耳鼻喉科老年患者采用心理护理，

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感受，降低镇痛药物使

用率，也减少了负性情绪的产生，有利于患者术后

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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