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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心理护理改善甲状腺手术患者不良心理和睡眠质量的效果 

冯 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围术期心理护理用于甲状腺手术的价值。方法 对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本科接

诊甲状腺手术病人（n=80）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和对照组各有 40 人，前者采取围术期心理护理，后者行常

规护理。对比 PSQI 评分等指标。结果 从 PSQI 评分上看，干预后：试验组（6.14±1.28）分，和对照组（8.36
±1.47）分相比更低（P＜0.05）。从 SDS 和 SAS 评分上看，干预后：试验组分别是（33.65±2.48）分、（34.01
±2.93）分，和对照组（43.96±3.85）分、（45.16±3.82）分相比更低（P＜0.05）。结论 甲状腺手术用围

术期心理护理，睡眠质量改善更加明显，不良心理缓解更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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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thyroid surger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thyroid surgery patients (n=8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patients in the trial and 4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received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while the latter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PSQI score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PSQI 
score, after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6.14±1.28) score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36±1.47) 
score (P < 0.05).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33.65±2.48) and (34.01±2.9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43.96±3.85) and (45.16±3.82) (P < 0.05). Conclusion: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yroid surgery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more obviously and relieve 
the bad psychology mor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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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甲状腺疾病十分常见，乃内分泌系统

疾病之一，主要包含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甲状

腺瘤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多种病理类型，可损害病

人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1]。而手术则是甲状腺

疾病比较重要的一种干预方法，但甲状腺周围分布

着较多的血管及神经，在手术期间容易受到损伤，

使得病人在术后更易出现并发症，影响了康复进程
[2]。另外，对于多数病人来说，其对甲状腺疾病的

认知度并不高，加之手术具备应激性，使得其在围

术期间容易出现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进而对其

手术疗效造成了影响[3]。本文选取 80 名甲状腺手术

病人（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着重分析围术

期心理护理用于甲状腺手术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本科接诊甲状腺手术

病人 80 名，随机均分 2 组。试验组女性 23 人，男

性 17 人，年纪最小 21 岁，最大 72 岁，均值是（43.69
±8.24）岁；体重最小 40kg，最大 83kg，均值是（54.27
±5.81）kg。对照组女性 24 人，男性 16 人，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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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20 岁，最大 71 岁，均值是（43.25±8.79）岁；

体重最小 40kg，最大 84kg，均值是（54.83±6.14）
kg。2 组体重等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4] 
（1）急性传染性疾病者。（2）认知障碍者。

（3）有精神病史者。（4）全身感染性疾病者。（5）
无法与人正常沟通者。（6）意识不清者。（7）血

液系统疾病者。（8）过敏体质者。（9）肝肾功能

不全者。（10）恶性肿瘤临终期者。 
1.3 方法 
2 组常规护理：检查协助、病情监测与用药干

预等。试验组配合围术期心理护理：（1）术前，主

动和病人交谈，了解其心理诉求，找到病人心理问

题产生的原因，并帮助病人解决心理问题。鼓励病

人，支持病人，保护好病人隐私。向病人介绍甲状

腺手术成功的案例，为病人播放舒缓的乐曲，促使

其身体放松。酌情对病人使用非语言沟通技巧，如：

拍肩膀或握手等。借助图片与视频，为病人讲述疾

病知识，介绍手术原理和操作流程等。耐心解答病

人提问，打消其顾虑。教会病人如何稳定心态，包

括倾诉与暗示疗法等。指导病人做体位训练，如：

颈过伸仰卧位等。（2）术中，用温暖的语言宽慰病

人，同时通过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等予以病人鼓励

和安慰。协助病人取正确的手术体位，予以保暖护

理，在最大限度上提高病人的生理舒适度。（3）术

后，待病人麻醉清醒后，告知其手术结果，并用美

好的语言赞美和肯定病人。询问病人身体感受，指

导病人采取听音乐或看电视等方法转移注意力，减

少身体上的不适感，若有必要，也可对病人施以镇

痛治疗。指导病人做冥想与深呼吸放松训练，以消

除其不良心理。营造温馨与舒适的病房环境，保持

室内光线柔和，地面整洁，空气清新，无噪音。调

整室温至 23-25℃，相对湿度至 45-60%。允许病人

在病房中摆放喜欢的物品，如：照片和书籍等。 
1.4 评价指标[5] 
（1）用 PSQI 量表评估 2 组干预前/后睡眠质量，

涉及入睡时间、催眠药物、睡眠时间、日间功能与

睡眠效率等内容，总分 21。量表得分和睡眠质量之

间的关系是：负相关。 
（2）选择 SDS 和 SAS 量表评估 2 组干预前/

后不良心理；2 个量表各自包含 20 个条目，总分 80。
低于 50 分，无不良心理；高于 50 分，有不良心理，

得分越高，不良心理就越严重。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经 SPSS20.0，t 对计量资料（ sx ± ）

检验，χ2 对计数资料[n（%）]检验。若 P＜0.05，
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睡眠质量分析 
从 PSQI 评分上看，干预前：组间相比并无差异

（P＞0.05），干预后：试验组得分更低（P＜0.05）。

如表 1。 

表 1 统计 PSQI 评估结果表（分，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40 11.79±2.16 6.14±1.28 

对照组 40 11.54±2.03 8.36±1.47 

t  0.2179 5.2138 

P  0.1543 0.0000 

2.2 不良心理分析 
从 SDS 和 SAS 评分上看，干预前：组间相比并

无差异（＞0.05），干预后：试验组得分更低（P＜
0.05）。如表 2。 

表 2 统计不良心理评估结果表（分， sx ± ） 

组别 例数 
SDS SA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40 54.79±4.26 33.65±2.48 55.31±5.27 34.01±2.93 

对照组 40 54.83±4.51 43.96±3.85 55.68±5.49 45.16±3.82 

t  0.3174 10.3164 0.3258 10.2791 

P  0.1792 0.0000 0.1684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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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采取手术方案对甲状腺疾病，诸如：甲状腺功

能亢进、甲状腺瘤、结节性甲状腺肿与甲状腺等，

进行治疗，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病人的病情，减轻

病人痛苦[6]，但手术也是一种应激源，不仅能够影

响病人的身心健康，还容易引起并发症。特别是对

于那些对自身疾病和手术的认知度都比较低的病人

来说，其在围术期中更易出现焦虑、紧张和恐惧等

负性情绪，使得其依从性降低，睡眠质量受到了影

响，进而延长了其康复进程[7]。 
围术期心理护理乃新型的护理方法，涵盖了“以

人为本”新理念，能够从术前到术后的这一个整个

阶段当中，向病人提供连续性与专业化的护理指导，

以消除其不良心理，增强自信心，提高手术配合度，

如此一来，病人的睡眠质量就会得到有效的提升，

且也更有利于其病情的恢复[8]。术前，强化认知干

预力度，积极向病人介绍与手术知识，可加深病人

的认知程度，使病人能够以一种更好的状态接受治

疗[9]。积极安抚病人情绪，教会病人如何稳定心态，

同时合理运用非语言沟通技巧，可帮助病人减轻心

理负担，并能有效预防护患纠纷等问题的发生。做

好环境管理工作，为病人打造一个更加舒适、温馨

且整洁的休息环境，可提升其舒适度，让病人能够

更好的休息[10]。对于此项研究，分析 PSQI 评分，

干预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相比更低（P＜0.05）；分

析 SDS 和 SAS 评分，干预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相比

更低（P＜0.05）。围术期心理护理后，病人的睡眠

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且其心态也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为此，护士可将围术期心理护理作为甲状腺

手术病人的一种首选辅助护理方法。 
综上，甲状腺手术用围术期心理护理，睡眠质

量改善更加明显，不良心理缓解更为迅速，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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