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介入医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2021年第1卷第1期
http://jcim.oajrc.org

- 169 -

舒适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心衰患者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

梁晓岚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内蒙古 锡林郭勒 026000 

【摘要】目的：探究对慢性心衰老年患者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应用效果。方法：将本院收治的80例慢性

心衰老年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40例。常规护理给予对照组，舒适护理干预实施于研究组患者

中，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前后SAS(焦虑 )、SDS(抑郁 )、SF-36(生活质量 )评分变化。结果：护理前，组间患

者各项评分差异性较小P>0.05，护理后，均有所改善，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焦虑与抑郁评分更低，生活

质量评分更高，P<0.05为其差异值，构成统计学意义。结论：将舒适护理干预应用于慢性心衰老年患者中，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负性情绪，提升其生存质量，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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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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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80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with 40 cases each. Routine nursing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 in the research group. The changes of SAS(anxiety), 
SDS(depression), SF-36(quality of life)scor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difference of scores between groups was small(P>0.05), and after nursing, all of them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lower,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were higher, with P<0.05 as the difference value, which form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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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在临床中属常见性、多发性疾病，病

程较长，老年群体为高发人群 [1]。该疾病主要发病

原因在于患者自身存在的心肌病、心肌梗死、心脏

负荷过重、心脏炎症等心脏疾病引发的心肌损伤，

液体潴留、呼吸困难等为其主要临床表现，患者生

活质量受此影响严重 [2]。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抑制

心室重构，降低死亡率为临床主要治疗目标。而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焦虑、烦躁等负性情绪表现

明显，严重影响其治疗依从性，为此，将良好的护

理干预应用其中尤为重要 [3]。本院将80例慢性心衰

老年患者分成两组，探究舒适护理干预对其应用价

值，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信息

选择本院接收的慢性心衰老年患者 80例作为

此次研究代表，研究起始时间与截止时间分别为

2018年 3月-2020年 3月。根据患者入院日期单双

号将其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研究组，组内

患者各 40例。对照组包括男性患者 23例，女性患

者17例，患者最高与最低年龄分别为62岁、86岁，

(72.31±1.54)岁为其平均年龄，研究组包括男性患

者 22例，女性患者 18例，患者最高与最低年龄分

别为61岁、85岁，(72.29±1.52)岁为其平均年龄。

将组间患者基线信息进行对比，P<0.05为组间数据

差异表现，存在比较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主要表现为：密切

关注患者病情变化，严格按照医嘱给予患者药物治

疗，对药物名称与药量仔细核对，保证患者用药安

全性，严密监测患者血压、心率、脉搏等生命体征

169



当代介入医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al Medicine

2021年第1卷第1期
http://jcim.oajrc.org

- 170 -

变化，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医生处理，对患

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积极解答，保证病房卫生性等。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舒适护理干预，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心理干预：慢性心衰具

有较长的病程，患者经多年治疗，疾病反复发作，

逐渐失去治疗信心，当病情再次发作后，焦虑、烦

躁等负性情绪表现明显，而此种情绪的出现，更加

降低患者治疗信心，形成恶性循环，患者生存质量

及治疗效果受到严重影响。为此，护理人员应主动

与患者进行交流，将慢性心衰相关知识对其进行仔

细讲解，促进其对自身疾病认知度，了解患者内心

想法，并根据患者自身情况对其进行针对性心理护

理干预，利用语言或非语言形式给予患者相应鼓

励，进而降低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告知患

者不良心理状态可加重其病情发展，提升患者乐观

情绪，进而提升其治疗与护理依从性；②体位干

预：气喘、水肿等表现为慢性心衰患者常见症状，

患者此时不适感较强，为此，应给予患者舒适体

位，缓解其症状表现，适当调高床头，指导患者呈

半卧位，最大程度降低心脏承受力，控制静脉系统

回流，进而促进其舒适度提升；③吸氧护理：多数

慢性心衰患者入院后需实施吸氧处理，为避免患者

出现氧中毒、呛咳等症状，应将自制鼻塞与气管套

管进行连接，进而使患者呼吸更为顺畅，同时，在

套管口包裹湿润纱布，持续保持呼吸道湿润程度，

氧流量应根据患者自身耐受度进行相应调节，并告

知家属不可自主调整氧流量，进而保证吸氧安全；

④生活干预：根据患者饮食爱好为其制定针对性、

个性化膳食方案，叮嘱其食物应以低糖、低盐为

主，每天使用新鲜瓜果蔬菜，保持营养均衡性，且

在进餐过程中应秉承细嚼慢咽原则，一日三餐定时

定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其排便通肠，防

止在排便时用力，进而使心脏负荷有所增加，导致

病情加重，每天进行适量运动，运动内容与运动时

间应以患者耐受度为宜；每天保证充足睡眠，促进

病情康复。

1.3 观察指标

利用SAS、SDS焦虑与抑郁评分量表观察组间

患者护理前后负性情绪变化，分数高低与负性情绪

程度呈正相关性；同时，利用SF-36生活质量评分

量表对比组间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总分为

100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

统计学软件SPSS23.0为此次研究相关数据进行

整理，负性情绪变化及生活质量变化均采用 t检验，

数据差异呈现P<0.05表现，代表统计学意义存在。

2 结果

负性情绪、生活质量：组间患者护理前，SAS(焦
虑 )、SDS(抑郁 )、SF-36(生活质量 )评分均无明显差

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而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表现为P<0.05，统计学意义形成，见表1。

表1　负性情绪、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x±s)分 ]

组别 例数
SAS SDS SF-36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51.36±1.42 38.67±1.12 53.62±1.23 39.24±1.25 63.45±2.13 87.36±2.52

对照组 40 51.32±1.38 46.85±2.36 53.59±1.25 48.65±1.42 63.51±1.65 78.69±2.43

t - 0.127 19.804 0.108 31.459 0.140 15.663

P - 0.449 0.000 0.457 0.000 0.444 0.000

3 讨论

老年人为慢性心衰主要发病人群，患者在疾病

发作过程中，会出现水肿、呼吸困难、气喘等表

现，心功能明显下降，在治疗不及时情况下将影

响患者生命安全 [4]。慢性心衰具有较长病程，患者

长时间受疾病影响，加之对自身疾病认知度较低，

负性情绪明显显现，对其进行有效干预具有重要 
意义。

舒适护理干预为新型护理模式，此种模式摒

弃以治疗为中心传统护理理念，转变为“以患者

为中心”服务宗旨，对患者进行心理、生理全方

面干预，进而促进患者治疗效果，提升其生活质 
量 [5-6]。将其应用于慢性心衰老年患者中效果显著。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可有效

促进其对自身疾病认知度，且明确不良心理状态出

现对疾病影响，进而降低其负性情绪，提升其治疗

依从性；体位护理与吸氧护理是根据患者自身情况

实施针对性干预，进而促进其舒适度提升；生活干

预的实施能够有效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继而使其康复时间得以缩短，提升其生活质量。
( 下转第 17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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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中，研究组护理后负性情绪明显低于

对照组，而生活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说明，慢性心

衰老年患者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对改善其负性情绪及生

活知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值得临床广泛推广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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