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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优质护理对急诊手术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王红丽 、 韩亚飞 、 马利涛 、 许红娟

【摘要】 目的　探讨手术室优质护理对急诊手术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1 年 1 月 ~2014 年 12 月急诊手术室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

用优质护理，并对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进行分析

和比较。 结果　术前两组患者的 SCL-90、SDS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观

察组患者的 SCL-90、SD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手术室患

者实施优质护理效果明显，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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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 - quality nursing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emergency surgery patients 
　　WANG Hongli，HAN Yafei，MA Litao，et al. Luoyang orthopedic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Luoyang 471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mergency 

surgery patients.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4，an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igh quality care. The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us-

ing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The SCL-90 score and SDS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L-90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P>0.05）. After operation，the SCL-90 scores and SDS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care in pa-

tients of emergency surgery room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Emergency surgery；Operation room high-quality nursing；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the self-rating scale（SCL-90）

接受急诊手术的患者通常病情比较严重，情况

比较紧急，患者的情绪也会因此而变得紧张、焦虑、

心理压力大［1，2］。这样的不良心理状态对于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以及术后的康复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优

质护理的定义为从患者的特殊的生理、心理角度出

发，在充分理解和尊重患者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

生理和心理护理［3，4］。通过优质护理干预不仅可以

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也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心理健

康，对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患者的恢复产生直接的影

响［5］。本研究对于急诊手术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以及护理干预对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现报

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1 年 1 月 ~2014 年 12 月接受急诊手术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干预组。 纳入标准：①年龄

>18 岁；②小学以上教育程度；③意识清楚，能够用

文字或语言进行交流；④自愿接受问卷调查。排除标

准：①有严重心、肺、脑、肾脏功能障碍；②有上消

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原发性肝癌等

并发症；③ 过去三个月内服用三环类抗抑郁药或其

他抗抑郁药物超过一周。

1．2　测量工具 

对所有研究对象在入院时和手术后分别进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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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症状评估。

1．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SCL-90 量

表共有 90 个条目，测评时间约为 30 分钟。

1．2．2　抑郁自评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

（SDS）共有 20 个条目，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程度。

测评时间约为 10 分钟。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

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方式，优质护理主要从急

诊手术患者的生理、心理护理两方面进行护理。

1.3.1　生理护理　手术室环境应该尽可能的安

静，护士需要提前进行相关的环境护理。例如，提

前做好消毒，把手术室的温度和湿度范围调节到使

患者感到舒适的范围，保持柔和的照明等。在手术

过程中停止讨论病情，避免造成患者恐慌，并且术

中观察病人的情绪和积极引导。术毕护士清洗病人

身体和衣服上的血迹，将患者轻缓和安全地送回病

房，连接氧气和生命体征监测设备，调节好病房的

温度，湿度，光线等环境，使病人感觉舒适。

1.3.2　心理护理　护士在准备手术室设备和手

术之前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告知患者手术室的环

境，手术的具体措施，术前和术后的注意事项，可

能发生的并发症以及缓解方法，以提高患者的康复

的信心。接受急诊手术的患者，往往存在生理和心

理的痛苦，患者会产生精神压力，紧张，焦虑等情

绪。所以，护士应该耐心地回答患者的问题，减轻

患者的心理压力是手术室心理护理的关键。在操作

期间尽可能多地保护患者的隐私，特别是对于女性

患者，以减少患者的紧张和心理压力。术后及时告

知患者的手术结果，以平复其紧张和焦虑的心情，

帮助患者获得良好的睡眠。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IBM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均采用 x±s 的形式来表示。以 P<0.05 为差

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干预组与对照组基本情况比较

对照组男 13 例，女 17 例，年龄 21~57 岁，平均

年龄（35.5±11.1）岁，教育程度（12.5±5.0）年，职

业：工人 11 例，农民 10 例，干部 9 例，其他职业 10
例。观察组男 12 例，女 18 例，年龄 23~58 岁，平均

年龄（37.7±12.8）岁，教育程度（12.0±6.0）年，职

业：工人 12 例，农民 11 例，干部 9 例，其他职业 8

例。 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性别构

成、受教育程度构成、职业构成等方面的无明显差

异（P>0.05），说明干预组和对照组具有可比性。

2.2　术前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 SCL-90 心理因

子得分比较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 干 预 组 与 对 照 组 患 者 入 院

时 SCL-90 各心理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术前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症状自评量表（SCL-90）心理

因子得分比较（x±s）

心理因子 干预组 对照组 t P

躯体化 1.32±0.35 1.45±0.34 1.456 0.534

强迫 1.45±0.34 1.80±0.37 2.355 0.673

人际关系 1.62±0.67 1.59±0.62 2.217 0.265

抑郁 1.67±0.34 1.65±0.58 2.016 0.654

焦虑 1.73±0.59 1.78±0.61 1.048 0.627

敌对 1.45±0.34 1.65±0.62 2.069 0.523

恐怖 1.47±0.57 1.44±0.61 1.017 0.415

偏执 1.52±0.53 1.57±0.54 1.015 0.534

精神症状 1.53±0.61 1.51±0.51 2.014 0.245

其他 1.55±0.51 1.52±0.57 2.340 0.451

2.3　术后对照组与干预组患者 SCL-90 心理因

子得分比较

术后，干预组与对照组 SCL-90 心理因子得分比

较结果见表 2。其中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

虑、精神症状 P<0.01，人际关系、敌对、恐怖、偏

执 P<0.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2　术后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SCL-90心理因子得分比较（x

±s）

心理因子 干预组 对照组 t P

躯体化 1.31±0.41 1.61±0.52 6.215 0.003

强迫 1.53±0.44 1.71±0.51 9.214 0.001

人际关系 1.41±0.39 1.67±0.48 8.234 0.025

抑郁 1.67±0.34 1.65±0.58 6.259 0.003

焦虑 1.40±0.47 1.72±0.54 8.741 0.004

敌对 1.46±0.44 1.67±0.55 8.255 0.036

恐怖 1.32±0.48 1.42±0.49 7.025 0.049

偏执 1.29±0.49 1.60±0.59 5.984 0.045

精神症状 1.25±0.52 1.67±0.55 6.014 0.002

2.4　术前干预组与对照组 SDS 得分比较

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入院时 SDS 的均数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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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见表 3，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 SDS 得分分别进行

比较得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术前干预组与对照组SDS得分比较（x±s）

干预组 对照组 t P

SDS 50.34±10.35 56.45±11.02 0.245 0.653

2.5　术后干预组与对照组 SDS 得分比较

干预组和对照组术后 SDS 的均数和标准差见

表 4，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 SDS 分别进行比较得知，

干预组的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4　术后干预组与对照组SDS得分比较（x±s）

干预组 对照组 t P

SDS 37.25±11.28 45.25±9.25 6.298 0.014

3　讨论

情绪波动和生理应激反应是急诊手术患者面临

的常见现象［6，7］。而人文关怀的优质护理在临床上得

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优质护理从患者特殊的生

理和心理出发，减轻手术前的消极情绪心理和一系

列的生理应激反应，使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在手

术前和手术过程中达到良好的状态，从而使病人在

急诊手术过程更舒适，也保证了更好的手术效果［8，

9］。临床上应该根据急诊手术患者的具体生理和心

理情况，合理地使用心理干预的方法进行干预，为

病人提供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以及行为支持。通

过情感支持，消除病人的担忧恐惧心理［10-12］。通过

信息支持，使病人充分了解疾病和治疗的相关知识，

从而正确对待疾病，积极配合治疗。通过行为支持，

对于患者表现出来的焦虑、抑郁、悲观、恐惧等负

面心理，积极地进行护理服务［13］。同时，护理人员

也应该鼓励病人积极寻求社会支持，这对于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是至关重要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进行了手术室优质护理干

预后，患者的心理症状明显改善，这表明手术室优

质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急诊手术患者人群的心理症状。

在进行护理干预前，对照组和干预组患者的 SCL-90
心理因子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经过了干

预之后，SCL-90 心理因子得分中每一个心理因素的

分数都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其中躯体化、强迫症

状、抑郁、焦虑、精神症状的得分 P<0.01，人际关

系，敌对，恐怖，偏执的得分 P<0.05，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另外，本研究采用了 Zung 自我评估抑郁量

表（SDS）对抑郁症状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在进行手术室优质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SDS 之

间无显著差异（P>0.05）。在经过了干预之后，与对

照组相比，干预组的 SDS 得分明显降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急诊手术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效果

明显，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为手术的顺利

进行创造条件，将手术对患者的影响降至最低，值

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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