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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影响

杨翠红 1 、 祝真静 2 、 杨　桦 1

【摘要】目的　探究心理护理干预在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收治的 82 例 UC 患者，按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分为对照组（n=41）与干预组

（n=41），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而干预组则额外给予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

状态、治疗依从性、病耻感以及自我效能。 结果　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其治疗依从性显著提升（P< 0.05），且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其病

情好转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此外，干预组病例的社会影响量表（SI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5）；而炎症性肠病自我效能量表（IBD-SES）则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将心理护

理干预应用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升其治疗依从性，

改善其病耻感及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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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YANG Cuihong，ZHU Zhenjing，YANG Hua.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
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UC）. Methods　82 UC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from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41）and intervention group（n=41），among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additional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treatment 

compliance，shame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mpliance of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In addition，the social impact scale（SIS）score of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while IBD 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of ulcerative colitis pati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which has positive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hame and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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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临床较

为常见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病因尚

不明确，多发生于青壮年群体中，常伴有粘液血便、

腹痛、便血以及里急后重等症状的出现［1-2］，由于容

易给人留下不洁的形象，所以给患者的正常生活及

社交活动带来了严重困扰，极易导致负面情绪以及

病耻感的产生［3］。因此，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实施

干预措施十分重要，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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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纳入了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收治的

82 例 UC 患者，对心理护理干预在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观察与探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病例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收治的

82 例 UC 患者，按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分为对照组

（n=41）与观察组（n=41）。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干预，该组患者年龄在 26～57 岁，平均（42.65±

4.17）岁，男性 25 例、女性 16 例，病程 0.5～5 年，

平均（3.12±1.06）年，病变部位：直肠 15 例、乙状

结肠 17 例、右半结肠 7 例、全结肠 2 例；而干预组

则额外给予心理护理干预，该组患者年龄在 25～57
岁，平均（42.53±4.22）岁，男性 26 例、女性 15
例，病程 0.5～5 年，平均（3.24±1.09）年，病变部

位：直肠 14 例、乙状结肠 18 例、左半结肠 6 例、全

结肠 3 例。两组患者的各项资料对比均无显著差异

（P>0.05），且本次研究均在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下进行。

纳入标准：（1）经临床确诊，且病例资料完整

无误；（2）知情并自愿参与，且配合度较高。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并发症的患者；（2）存

在精神及智力障碍等无法沟通的患者；（3）伴有抑

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患者。

1.2　护理方法

患 者 均 给 予 美 沙 拉 秦 肠 溶 片 （ 国 药 准

字 H 2 0 1 7 1 3 5 8） 口 服 ， 联 合 乳 果 糖 （ 国 药 准

字 H 2 0 0 9 3 5 2 3） 与 云 南 白 药 胶 囊 （ 国 药 准 字

Z53020799）进行治疗。

对照组（n=41）：常规护理，包括病情监护、用

药干预、饮食护理以及生活指导等，护理时间为 3
个月。

干预组（n=41）：额外给予心理护理干预：（1）

强化沟通：全面掌握患者的各项基本信息，并对其

性格类型进行剖析，以此为依据进行差异化的沟通

与干预。通过诱导的方式鼓励患者进行倾诉与分享，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在生活中带来的不便，例如出远

门受到限制、大便解到裤子上、社交受到影响等状

况，帮助患者充分宣泄自己的烦恼与问题，促进其

负面情绪的排解，并在倾听后给予合理的指导与建

议，同时向患者强调以上情况属于溃疡性结肠炎的

常见症状，可在治疗后得到有效缓解，以此改善其

负面情绪，同时提升其治疗依从性。每周进行 1 次，

可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2）健康宣教：根据患者的

理解能力及文化程度，开展人性化健康宣教工作，

向患者讲解疾病的症状、危害、治疗方式以及注意

事项等内容，帮助其提升溃疡性结肠炎疾病的认知

水平。同时，可通过视频及图片等方式向患者展示

疾病的动态进展及自护方式，加深患者的理解水平。

此外，对溃疡性结肠炎疾病的常用药物（如氨基水杨

酸、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进行相关说明，

包括种类、作用、用药方法、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

项等，加强患者的用药管理。指导患者正确留取大

便标本，并传授大便的观察及描述方式，包括性状、

颜色、有无黏液脓血等。于患者就医时进行，每月

可进行一次知识补充。（3）院外护理：利用电话、微

信、QQ 等途径与患者保持沟通，并建立专门的微信

或 QQ 群，鼓励患者、医护之间的及时交流，定期发

送溃疡性结肠炎疾病的健康知识内容，并对其用药、

饮食、症状护理、功能锻炼等情况进行远程指导，

促进患者遵医嘱行为的提升。同时实时关注患者的

情绪状态，通过疏导及生活指导，帮助其缓解心理

压力，改善其自我效能，具体实施频率视患者需求

而定。以上心理护理方案持续干预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两组病例在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对比

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对患者在干预

前后的心理状况进行评定［4］，共包括 14 个条目，其

中焦虑状态 7 条（0～21 分）、抑郁状态 7 条（0～21
分），评分越高表示其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2）两组病例在干预前后的治疗依从性对比

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配合度对其治疗依从性

进行对比。

（3）两组病例的病情转归情况对比

对患者干预后的病情转归情况进行对比：显效

（脓血便等症状消失，便次正常）、有效（脓血便等

症状有所缓解，便次减少）、无效（症状及体征均无

改善，甚至加重）。好转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4）两组病例干预后的病耻感对比

采用社会影响量表（SIS）对患者病耻感进行评

定［5］，包括社会排斥、经济歧视、内在羞耻感、社

会隔离四个维度，满分 8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

病耻感越强。

（5）两组病例的自我效能对比

采用炎症性肠病自我效能量表（IBD-SES）对其

自我效能进行判定［6］，包括压力和情绪管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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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病症管理、缓解期维持管理四个维度，

满分 290 分，分数越高表示其自我效能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文中量表评分等计量

资料均采用 t 检验进行对比，而依从性等计数资料则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P<0.05 表示对比数据存在

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病例在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对比

两 组 病 例 在 干 预 前 的 H A D S 评 分 对 比 并 无

统计学差异（P>0 .05），经过干预后，干预组病

例的 HADS 评分（焦虑、抑郁）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表1　HADS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干预前 干预后

焦虑 抑郁 焦虑 抑郁

对照组（n=41）11.23±1.7611.43±1.52 9.54±1.48 8.65±1.37

干预组（n=41）11.17±1.6911.38±1.60 6.27±1.15 6.31±1.26

t 0.157 0.145 11.171 8.050

P 0.875 0.885 0.001 0.001

2.2　两组病例在干预前后的治疗依从性对比

经过干预后，干预组病例的治疗依从性获得显

著提升（P<0.05），且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表2　治疗依从性对比［n（％）］

分组 干预前 干预后 χ2 P

对照组（n=41） 29（70.73％） 34（82.93％） 1.713 0.191

干预组（n=41） 30（73.17％） 40（97.56％） 9.762 0.002

χ2 0.060 4.987

P 0.806 0.026

2.3　病情转归情况

经过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病情好转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
表3　两组患者的病情好转率对比［n（％）］

组名 显效 有效 无效 好转率

对照组（n=41） 13 20 8 80.5％

干预组（n=41） 17 22 2 95.1％

χ2 - - - 4.100

P - - - 0.043

2.4　两组病例在干预后的病耻感对比

经过干预后，干预组病例的 SIS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

2.5　两组病例的自我效能对比

经过干预后，干预组病例的 IBD-SES 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
表4　SIS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社会排斥 经济歧视 内在羞耻感 社会隔离

对照组（n=41）12.57±2.56 6.14±1.15 7.62±1.53 13.96±2.14

干预组（n=41）11.22±2.93 5.52±1.32 6.85±1.49 12.53±2.65

t 2.222 2.268 2.309 2.688

P 0.029 0.026 0.024 0.009

表5　IBD-SES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压力和情

绪管理
医疗护理

管理
病症管理

缓解期维
持管理

对照组（n=41）63.58±8.42 59.65±6.48 50.24±5.63 35.36±4.27

干预组（n=41）68.49±6.71 63.32±6.12 53.82±5.24 39.52±4.15

t 2.920 2.636 2.980 4.473

P 0.005 0.010 0.004 0.001

3　讨论

目前，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疾病的发病原因尚未

明确，但研究表明，发病与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精神

压力等因素有关［7］，因此，该病属于心身疾病的范

畴［8-9］。因此，给予患者适当的心理护理十分必要。

目前的临床护理工作多倾向于患者的生理方面，对

患者的心理重视不够，因此，常规的护理方式效果

并不理想［10-11］。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护理已

成为现代化优质护理服务的重要部分［12］，对患者身

心功能的全方位康复具有重要的意义［13］。

本研究发现，干预组病例在干预后的 HADS 评

分（焦虑、抑郁）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

心理护理可显著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这是由于心

理护理通过沟通强化等措施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患

者不良情绪的宣泄，对其负面状态具有较好的改善

作用，同时利用健康宣教工作，促进患者正确认知

期待的形成，从而大大减轻了焦虑、抑郁等机体负

性情绪的产生，降低不必要的心理负担［14］。本研

究还显示，干预组病例在经过干预后，其治疗依

从性获得显著提升（P<0.05），且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这与心理护理中健康宣教方式的实施存

在直接的关联，患者通过疾病认知程度的提升，逐

渐了解到遵医嘱行为的重要性，且伴随着系统理论

知识的提升，有效促进了自护能力的改善，对整体

疗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利于病情的转

归［15］。本研究还发现，干预组病例的病情好转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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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患者可通过治疗依从

性的提高，促进其病情的转归。而在病耻感的观察

中发现，干预组病例在干预后的社会影响量表（SI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此结果也充分说明，

在 UC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可有效

降低其病耻感，有助于患者自信心的提升。且在自

我效能方面，干预组的 IBD-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可见 UC 患者在经过心理护理干预后，

其自我效能获得了显著提升，有利于患者社会功能

的恢复。本次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纳入的病例数较

为有限，所以其实际应用效果尚需临床的进一步验

证。

综上所述，将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于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可显著改善其心理状态，同

时提升其治疗依从性，对其病耻感及自我效能的改

善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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