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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干预应用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PKRP）患者

对其不良情绪的影响观察

孙俪萍 太荣芬*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目的 探究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transurethal plasmakinetic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PKRP)
治疗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应用舒适护理对其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择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54例经尿道

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的(PKRP)患者，治疗时间为 2017年 4月~2018年 4月，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分别釆用常规护理的为对照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舒适护理的为观察组。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

较，观察组的焦虑和抑郁评分明显更低，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的

前列腺增生患者应用舒适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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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bout the effect of comfortabl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negative mood of patients

with Transurethral Plasma Resection (PKRP)

Liping Sun, RongFen Tai*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650032, China

【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fortable nursing on the negative mood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urethral prostate plasmatomy (PKRP). Methods Fifty-four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 (PKRP)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treatment time was
from April 2017 to April 2018.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routine
care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fort care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care w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prostate (PKRP) patients with comfortabl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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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前列腺增生在临床上十分常见，属于老年

男性多发疾病，临床上多釆用手术治疗。经尿道前

列 腺 等 离 子 电 切 术 (transurethal plasmakinetic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PKRP) 属于微创手术，创

面切割平整，创面的碳化程度比较轻，患者术后能

够快速愈合，但是该手术患者术后极易出现不良情

绪，影响临床治疗效果
⑴
。基于此，本文将我院收治

的 PKRP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舒适护理的应

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54例采用 PKRP治
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治疗时间为 2017年 4月
至 2018年 4月。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 27例。所有患者均为男性，对照组患者年龄

为 60〜79 岁，平均年龄为（72.1±5.2）岁，病程为

1年〜11年，平均病程为（4.6 ± 0.3）年；观察组患

者年龄为 61〜78 岁，平均年龄为（72.7±5.3）岁，

病程为 1.6 年〜10 年，平均病程为（4.8±0.4）年。

对照组和观察组在一般资料方面存在的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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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釆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釆用舒适护理。舒适具体护理内容为：

（1）心理护理：术前进行访视，详细向患者介绍手

术和麻醉相关内容，帮助患者做好心理预设，减少

患者由于缺少了解而产生的负面情绪，通过鼓励和

安慰等方式给予患者精神支持，对于负面情绪严重

的患者给予专业的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消除负面情

绪，通过心理暗示等方法帮助患者提高治疗信心；

（2）基础护理：术前要求患者禁烟禁酒，饮食清淡，

术前 12 h 禁食和禁饮，术前 1 d 帮助患者进行肠道

清洁。加强病房管理，为患者营造舒适、安静的修

养环境，确保患者有充足的睡眠，同时做好术前医

疗器械准备；（3）术中护理：在帮助摆放截石位时

需要做到轻缓和平稳，并将海绵垫在患者的腿架膝

关节部位，不可使患者的小腿血管受到压迫，以防

出现循环淤滞，以及神经损伤。同时加温术中需要

应用的生理盐水，使其达到人体温度，并给予低压

灌注，在手术过程中需要确保术野清晰，确保手术

精准；（4）术后护理：护理人员需要指导缓和进行

盆底肌训练，要求患者多饮水以确保膀胱能够冲洗

畅通，密切关注患者尿液的情况，预防尿路感染的

发生。叮嘱患者多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预防便秘。

1.3 观察指标

通过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评估患者的

心理情绪，焦虑量表涉及 20个条目，总分为 100分：

50分为分界值，50分~59分为轻度焦虑，60分~69
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抑郁自评量

表的评分标准为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抑郁程度越严

重，其中 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为中度抑郁，

73以上为重度抑郁。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软件对本次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

和处理，焦虑和抑郁评分等计量资料使用（x±s）
表示，组间比较釆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治疗后的焦虑和抑郁

评分明显更低，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x±s，分)

分组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27) 53.75±8.21 30.62±5.10* 54.20±8.13 32.46±5.23*

对照组(n=28) 53.79±5.20 42.36±5.01 54.23±8.14 46.28±6.14

*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3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属于泌尿外科疾病，病情严重，

严重威胁了老年男性患者的身体健康。目前手术治

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随着去微创技术的飞速发

展，PKRP被广泛用于治疗该病，临床效果优越，患

者术后极易出现膀胱尿道口疼痛以及膀胱痉挛等临

床症状，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极易导致患者

出现焦虑、甚至抑郁等负面情绪，严重影响了患者

的术后康复。因此良好的护理干预至关重要。本研

究应用的舒适护理以患者为中心，全面考虑了患者

的实际需求，为患者提供了全面、优质、人性化的

护理管理。通过术前心理护理，帮助患者消除负面

情绪；术前充分准备，术中和术后全面护理，有效

的满足了患者的护理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

组相比较，观察组治疗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明显更

低，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果说明给予 PKRP患

者舒适护理临床效果确切，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

心理状态，减少患者的负面情绪，具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PKRP)
患者应用舒适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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