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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美容手术患者心理特征与护理干预探讨 

何 倩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整形美容外科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讨论研究整形美容手术患者心理特征，为相关护理干预措施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将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期间院内的 68 例整形美容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心理状况调查问卷对所有患者心

理状态进行调查，分析整形美容手术患者心理特征。结果 68 例患者中，存在焦虑情绪的有 60 例，占比

88.23%；存在抑郁情绪的有 62 例，占比 91.17%；存在害怕情绪的有 63 例，占比 92.64%；存在孤独感的有

29 例，占比 42.64%；存在其他不良情绪的有 31 例，占比 45.58%，有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且患者会受

到疾病因素（45 例，占比 66.17%）、遗传因素（20 例，占比 29.41%）、社会文化因素（55 例，占比 80.88%）、

手术因素（44 例，占比 64.70%）、生活环境（39 例，占比 57.35%）等多方面影响出现不良情绪。结论 整
形美容手术患者存在较多负面情绪，比如焦虑、抑郁、害怕、孤独等，且主要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

括手术、社会文化、遗传、生活环境以及疾病等，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心

理护理干预方案，才能帮助患者调整心态减少患者与医院之间矛盾纠纷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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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plastic surgery,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Incorporating 68 plastic 
surgery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scope, and the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survey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all patients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plastic surgery. Results 60 of the 68 patients had anxiety, accounting for 88.23%; 62 cases with 
depression, accounting for 91.17%; 63 cases of fear of emotions, accounting for 92.64%; 29 cases, accounting for 
42.64%; 31 cases with other bad emotions, accounting for 45.58%, have more se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patients will be subject to disease factors (45 cases, accounting for 66.17%), genetic factors (20 cases, 29.41%),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55 cases, 80.88%), surgical factors (44 cases, 64.70, 64.70 %), The living environment 
(39 cases, 57.35%)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impact have adverse emotions. Conclusion has more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plastic surgery,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fear, loneliness, etc., and will be mainly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surgery, social culture, genetic, living environment, and disease. In order to formulate 
targeted psychological care intervention plans for patients, in order to help patients adjust their mentalit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atients and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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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

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生活水

平，使得人们更热衷于美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人更

加注重外貌。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医美的发展，为人们人们改善面部美

观度提供了方法。从近几年国内医院的实际发展来

看，整形美容患者数量逐渐增加，但是不同患者会

有不同的手术要求，而且多种整形美容手术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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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不同患者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提升了医闹风险。有相关研

究报告发现，在接受整形美容手术患者的治疗中，

如果患者在术中不能保持良好状态，不仅会对手术

操作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还会影响术后恢复，增加

相关并发症发生几率，降低预后水平[1]。为此，文

中对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期间院内的 68 例整

形美容手术患者心理特征进行了相关分析，希望可

以为相关护理干预措施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期间院内的 68 例

整形美容患者纳入研究范围，男性 27 例，女性 41
例，年龄范围在 19-4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52
±6.01）岁。小学文化学历有 27 例，初中文化学历

有 19 例，高中及以上文化有 22 例。纳入标准：所

有患者均满足整形美容手术诊断要求；所有患者都

没有认知障碍与意识障碍；所有患者及家属都清楚

本次实验活动，并签署了相关知情同意文件。本次

研究活动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审批。 
1.2 方法 
利用心理状况调查问卷对所有患者心理状态进

行调查，分析整形美容手术患者心理特征。心理状

况调查表为医院相关专家与社会相关专业人士共同

讨论、翻阅相关文献所制定的，其中包括焦虑、抑

郁、害怕、孤独等评分量表，以及患者出现不良情

绪的因素，包括疾病、生活环境、遗传、手术、社

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由护理人员统一发放调查量

表，在患者填写完成后统一回收，并由医院专家进

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1.3 判断标准 
统计调查量表相关数据信息，分析患者存在的

负面情绪与相关影响因素。 
2 结果  
68 例患者中，存在焦虑情绪的有 60 例，占比

88.23%；存在抑郁情绪的有 62 例，占比 91.17%；

存在害怕情绪的有 63 例，占比 92.64%；存在孤独

感的有 29 例，占比 42.64%；存在其他不良情绪的

有 31 例，占比 45.58%，有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且患者会受到疾病因素（45 例，占比 66.17%）、遗

传因素（20 例，占比 29.41%）、社会文化因素（55

例，占比 80.88%）、手术因 素（44 例，占比 64.70%）、

生活环境（39 例，占比 57.35%）等多方面影响出现

不良情绪。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整

形美容手术来改善自身容貌与形态（常见的整形美

容手术包括眼睑手术、除皱术、乳房手术、吸脂术、

腹壁整形术等），而且更多的人希望可以通过整形

美容手术来完善自我，不再仅限与修补缺陷，希望

可以在就业方面、婚恋方面、社交方面等提升自身

竞争力，谋求更好发展。但是大部分美容受术者已

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或者心理障碍。有相

关研究报告发现，目前患者接受整形美容手术后有

着较高的焦虑症发生风险，这些患者主要是由于对

手术有着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不能正确认识到整

形美容手术的高风险，这部分具有心理缺陷的患者

在围手术期有着更高的心理并发症，发生情况可能

会更严重，所以，需要重视整形美容手术患者的心

理分析与心理护理干预，从而降低医患矛盾纠纷发

生风险，同时达到最佳手术效果[2]。 
有相关研究人员对整形美容术患者的心理问题

进行了分析，发现大部分患者主要有以下心理障碍：

首先，是自身期望值过高，不能正确认识到每个人

的容貌存在差异，且不同人的审美观也存在较大差

异；其次，患者会担心手术效果达不到理想预期，

同时害怕手术带来的痛苦与并发症；再者，部分患

者会对患者缺乏信任感；还有，患者存在害羞心理，

比如年龄较小的患者会对隐私部位的手术更为害

羞，而年龄较大的患者会担心受到他人嘲笑；还有

部分患者存在自卑心理，尤其是在生活中遭受挫折、

或者是曾经被人“指出”容貌与体象缺陷的患者；

很多第一次接受整形美容手术的患者会由于不了解

手术而出现焦虑与恐惧心理，部分患者会由于性格

比较急躁也会出现焦虑恐惧心理；部分患者会出现

忧虑心理，主要是由于在恢复期，手术疗效尚未显

现而引起；甚至一些患者还可能会出现睡眠障碍、

自残、自杀、伤人等极端行为[3]。针对以上心理障

碍问题相关研究文献[4]提出了对应的处理方法： 
①常规心理护理：术前对患者介绍相关整形手

术的发展近况、主刀医生的情况、手术大概步骤以

及安全性、麻醉方式与安全性、手术前后相关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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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并对患者手术动机、术后期望值进行正确分

析与疏导，调整患者期望值水平，对患者讲述整形

术后的变化过程，让患者可以自行区别正常与异常

反应。还需要与家属、或者陪伴者进行沟通，并取

得配合，进而减轻患者焦虑与紧张情绪，提升患者

依从性。 
②群体教育与个体指导：运用倾听、解释、保

证、指导、建议、疏泄、鼓励等方式指导患者正确

认识疾病，减轻患者心理压力，让患者尽早适应手

术前后角色转变，重点讲解手术效果与可能出现的

问题，让患者了解术后功能恢复与生活指导，帮助

患者正确认识疾病性质与预后，减轻患者恐惧心理。 
③扩大交友圈：鼓励患者参加社会活动与体育

运动，减轻患者不安情绪，在与患者交流时，做好

患者隐私保密工作，同时运用科学的医学理论对患

者讲解相关知识，有效对患者解释疑惑，从而转变

患者心态。 
④家庭支持：鼓励患者建立情感网络、获取更

多社会支持，与患者家属进行有效沟通，鼓励家属

给予患者安慰与支持，让患者感受到有力的心理支

持，增强患者归属感，让患者可以正确看待恋爱、

婚姻与家庭生活，积极利用周围资源让患者转变自

身消极情绪，引导患者保持积极的心理态度。⑤术

中阶段：在手术开始前，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

相应的安抚与鼓励，减轻患者紧张感；手术操作时

需要注意动作快速、轻柔、平稳，尽量减轻患者生

理痛苦。 
⑥术后阶段：术后需要密切关注患者创口情况，

给予患者针对性护理，比如，如果患者属于颌面部

瘢痕术患者，在术后患者会授予局部肿胀与疼痛无

法说话，护理人员需要注意观察患者眼神、手势，

从患者肢体语言了解患者护理需求，进而及时满足

患者护理需求。 
⑦恢复期阶段：当患者处于恢复期时，护理人

员需要为患者制定合理的康复计划，按照患者体质、

术后伤口愈合情况强化康复指导工作，按照患者不

同情况强化患者的功能锻炼指导，让患者可以尽早

恢复社会中的生产能力；护理人员在日常查房过程

中需要与患者保持良好交流，主动询问患者病情，

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详细解释，告知患者

术后相关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功能锻炼的目的与持

续时间，确保患者了解功能锻炼对康复的重要性；

协同患者家属对患者术后恢复效果给予患者及时的

肯定、支持，当患者功能锻炼获得一定成效后需要

及时给予患者鼓励，进而提升患者信心；丰富患者

围手术期生活，可以在病房放置书籍、或者播放娱

乐节目、或者组织患者进行交流活动，有效分散患

者注意力，同时还能让患者在交流中调整自身心态；

在患者出院之间需要与患者取得联系方式，详细告

知患者复诊时间，有问题及时回医院复诊[5]。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整形美容手术患者会受到

手术方面、社会文化方面、遗传方面、生活环境方

面以及疾病方面等多方面因素音影响引发心理问

题，比如焦虑、抑郁、害怕、孤独等，不仅会对手

术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会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出

现焦虑情绪与害怕情绪的患者可能是由于缺乏相关

健康知识，对手术了解不够全面，进而引起焦虑与

害怕。而患者出现抑郁情绪与孤独情绪，可能是由

于受到社会文化、遗传以及生活环境等影响，部分

人会歧视整容，患者认为自己会受到他人嘲笑，并

得到异样眼光，身边缺乏朋友，进而出现孤独感，

长此以往引发抑郁。所以，需要对这些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并采取对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才能有效帮

助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减轻患者身心压力。具体护

理干预措施如下： 
3.1 强化健康宣传教育 
需要运用幻灯片播放方式、短视频播放方式、

图册展示、模型展示方式等强化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让患者对整形美容手术与患者具体治疗方案由全面

了解。如果患者学历较高，且比较理性，需要让患

者对手术操作流程、手术效果、相关注意事项、术

后可能出现的不良症状等知晓，并在交流沟通中了

解患者具体需求，对患者提出的问题与顾虑进行详

细解释；如果患者有着较大期望值，需要从客观角

度对患者讲解手术相关适宜，让患者了解手术真实

情况与效果，让患者了解术后可能出现的意外与不

良事件有一定了解，让患者可以正确评价手术，降

低医闹风险；如果患者存在过于担心手术情况，需

要对患者担心的地方进行详细、耐心解释，可以给

患者讲解相关成功案例，告知患者手术安全性，在

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担忧心理。 
3.2 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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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护理人员需要强化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及时了解患者心态变化，运用聊天、深呼吸等

多种方式转移患者注意力，同时给予患者相应的鼓

励与安抚；按照患者实际情况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方案，引导患者调节自身心态，正确对待

手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心理压力，让患

者可以保持平和、稳定的心态接受手术。 
3.3 护理人员 
需要加强护理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强化护理

人员的人性化服务意识观念，将患者作为护理中心，

保证护理工作围绕患者开展；让护理人员掌握与患

者及家属之间的沟通技巧，提升护理人员护理水平；

增强护理人员职业道德与素养，从而为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3.4 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服务 
强化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了解患者

护理需求，将术前、术中、术后各项护理工作落实

到位，做好相关并发症预防工作，减少并发症发生

风险；做好患者隐私保护工作，在最大程度上给予

患者安全感；与患者取得微信或者 QQ 线上联系方

式，随时解答患者存在的疑问与鼓励，提醒患者按

时回医院复诊。 
整形美容外科手术术后心理并发症发生风险明

显高于一般外科手术生理并发症，因此，患者存在

较多负面情绪，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需要进一

步分析影响整形美容手术患者心理状态的因素，为

患者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案，提升整体护

理质量与效率，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才能帮助患者调整心态。让患者可以正确对待手术，

将护患矛盾纠纷发生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从而促

进医院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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