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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园地 

心脏黏液瘤围手术期护理效果
丁学敏

刘玉

【 摘要】

叶枫林

目的

黄慧

探讨心脏黏液瘤围手术期护理效果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在本院进行心脏

黏液瘤手术治疗的患者 ９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５ 例ꎮ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ꎬ观察组围手术期护理干预ꎬ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ꎮ 结果
术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１.１％ꎬ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６２.２％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５ꎬＰ<０.
０５) ꎻ术后ꎬ观察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９３.３％ꎬ明显高于对照组满意度 ６４.４％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
２８ꎬ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在心脏黏液瘤围手术期给予针对性护理ꎬ可提高手术治疗效果ꎬ减少死亡率ꎬ同时提

高护理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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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心脏黏液肿瘤是比较常见的心脏原发性肿瘤ꎬ良性占

７０％ ~ ８０％ [１] ꎮ 心脏黏液瘤 ７５％以上发于左心房间隔卵圆窝
部ꎬ１５％ ~ ２５％发于右心房ꎬ心室发病较少ꎬ从临床看ꎬ女性发

观察组

病较男性高 [２] ꎮ 心脏黏液瘤虽大部分为良性ꎬ但其瘤体质地

男/ 女

力学异常ꎬ可能会突发房室瓣口阻塞而引起严重心功能衰竭

病程( ｘ
±ｓꎬ年)

脆弱ꎬ组织生长快且瘤体松软活动度大ꎬ会引起严重的血流动
或猝死

[３]

ꎮ 且 ５％的黏液瘤具有恶变的倾向ꎬ目前由于医学

技术水平有限ꎬ尚无能使黏液瘤消退、缩小或阻止其继续生长

的药物 [４] ꎬ因此ꎬ心脏黏液瘤一旦确诊ꎬ不论良性还是恶性ꎬ
是否有症状ꎬ都应积极手术ꎬ尽快切除 [５] 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
围手术期护理在心脏黏液瘤切除术中的的效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在本院进行心脏黏

液瘤手术 的 患 者 ９０ 例 作 为 研 究 对 象ꎮ 纳 入 标 准: ( １ ) 所
选取患者年龄 １８ ~ ７５ 岁ꎻ( ２) 所有患者均经彩超确诊为心
脏黏液瘤ꎻ( ３) 患者与 其 家 属 均 同 意 并 配 合 本 次 研 究ꎮ 排
除标准:( １) 有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ꎻ( ２) 有精神疾病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年龄( ｘ
±ｓꎬ岁)
瘤体位置( ｎ)
左心房
右心房
其他
吸烟史( ｎ)
是
否
饮酒史( ｎ)
是
否

( ｎ ＝ ４５)
２０ / ２５

４７.６±１７.４
４.６±２.５

对照组

( ｎ ＝ ４５)
１８ / ２７

４８.１±１７.６
４.４±２.７

３５

３６

３

２

７

２２

１９

１７

２６

Ｐ值

０.１８２

０.６６９

０.３６４

０.７１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８５

０.８９２
０.６６７

７

２１
２４

ｔ / χ２ 值

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８３２

０.１８５

０.６６７

２８

２.方法: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ꎬ观察组给予围手术期

或者有严重沟通障碍者ꎮ 将 ９０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护理ꎬ具体如下:(１) 术前护理ꎮ ①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ꎮ 患

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见表 １ꎮ

虑ꎬ担心手术费用和预后效果ꎮ 由于患者大部分是中年人ꎬ家

对照组两组ꎬ每组 各 ４５ 例ꎬ 两 组 基 本 资 料 比 较ꎬ 差 异 无 统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

者被诊断为心脏粘液瘤后ꎬ内心难免紧张、恐惧ꎬ有的患者焦
庭压力很大ꎬ这种不良情绪会刺激儿茶酚胺大量分泌ꎬ导致心
率加快、血压升高ꎬ导致病情加重ꎬ甚至会造成猝死 [７] 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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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非常重要ꎮ 首先向患者介绍心脏粘
液瘤相关知识和手术的必要ꎬ介绍本院手术成功案例ꎬ告知患

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者只要给予切除ꎬ以后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ꎬ预后较好ꎬ
打消患者的顾虑增强他们的信心 [８] ꎮ ②术前准备ꎮ 有的心
脏黏液瘤患者病情来势凶猛ꎬ可能会造成患者动脉栓塞、心脏

衰竭或者猝死ꎬ故要尽早进行术前各项指标的检查ꎬ同时根据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４５)
对照组( ｎ ＝ ４５)
ｔ值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ｎ( ％)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１２

１７

１１

５

２９(６４.４)

２９

１３

２

出ꎬ使心脏正常排血ꎬ同时为防止术后发生肺部并发症ꎬ故术
前禁止吸烟 [９] ꎮ (２) 术后护理ꎮ ①循环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

讨论

４２(９３.３)
３.７３７

<０.００１

Ｐ值

患者情况采取合适的体位ꎬ需要绝对卧床休息ꎬ防护肿瘤滑

１

心脏黏液瘤具有急性和慢性血流阻塞的临床特

监护ꎮ 术后应及时送往 ＩＣＵ 监护室ꎬ密切观察患者的体温、心

点ꎬ影响心脏排血功能ꎬ存在栓塞和猝死的危险ꎬ故一经诊断ꎬ

苏醒后ꎬ观察肢体活动情况ꎮ 如出现脑梗死症状ꎬ应及时给予

低温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下进行ꎬ由于黏液瘤的构成和生长部

律、呼吸、血压、中心静脉压的变化ꎬ同时观察瞳孔是否异样ꎮ
对应措施ꎬ如人工冬眠疗法、脱水疗法、脑降温疗法等

[１０]

ꎮ ②

呼吸系统护理ꎮ 术后立即采用呼吸机辅助呼吸ꎬ使用呼吸机
插管时要防止插入过深或滑脱ꎬ定时吸痰ꎬ保持患者呼吸道通
畅ꎮ 待患者清醒时ꎬ可停止呼吸机ꎬ鼓励患者自己咳痰ꎬ促进

肺复张ꎬ预防呼吸道感染 [１１] ꎮ ③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护理ꎮ
做好肾功能检查ꎬ每天一次ꎬ动态检测尿量、尿色、尿比重等ꎬ
如尿量 持 续 ２ ｈ < ０. ５ ｍｌ  ｋｇ －１  ｈ －１ ꎬ 应 及 时 协 助 处 理 [１２] ꎮ
(３) 出院指导ꎮ 指导患者出院后要加强营养ꎬ适当锻炼ꎬ规律

须尽快切除ꎬ特别是对有晕厥发作和栓塞史者 [１４] ꎮ 手术均在
位ꎬ人们不仅关注手术的安全ꎬ同时也关注手术效果和护理质
量 [１５] ꎮ 围手术期的护理即是围绕手术的全过程ꎬ包括手术
前、术中和术后康复ꎬ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护理措施 [１６] ꎮ 本研
究旨在观察围手术期护理对心脏黏液瘤切除术的效果ꎮ

本研究选取在本院进行心脏黏液瘤摘除术的患者 ９０ 例ꎬ

分为两组ꎬ观察组 ４５ 例ꎬ对照组 ４５ 例ꎬ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ꎬ
给予观察组围手术期护理ꎮ 通过术前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和
健康知识的宣导ꎬ有助于缓解患者焦虑的心理ꎬ增强他们的信

作息ꎬ３ 个月内不宜疲劳ꎬ由于心脏黏液瘤会有复发的可能ꎬ

心ꎬ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ꎬ术后做好患者循环系统、神经

要定期复查ꎬ３ 个月一次ꎬ中途出现心悸、气促、昏厥和发热等

系统、呼吸系统以及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护理ꎬ稳定患者的生

情形ꎬ及时就诊

[１３]

ꎮ

３.观察指标:(１) 观察患者术后疗效ꎮ 显效:治疗 ７ ｄ 内ꎬ

临床症状全部消除ꎬ患者身体各项指标均达标ꎮ 有效:治疗 ７
ｄ 内ꎬ基本无临床症状ꎬ患者身体各项指标均获得改善ꎮ 无
效:治疗 ７ ｄꎬ临床症状、身体各项指标均无显著改善ꎬ或更加
严重 [９] ꎮ (２) 比较出院时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ꎮ 采用自
制问卷方式进行调查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ꎬ分为 ４ 个级别ꎬ分别为非
常满意、满意、一般和不满意ꎬ满意度为评价 ８０ 分以上的的例

命体征ꎬ防止术后猝死ꎬ术后给予指导ꎬ防止复发ꎮ 出院时ꎬ比
较两组患者术后治疗效果ꎬ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１.１％ꎬ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６２.２％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２３２ꎬＰ<０.

０５) ꎻ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ꎬ观察患者对护理的满意
度为 ９３.３％ꎬ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６４.４％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３.７３７ꎬＰ<０.０５) ꎮ
综上所述ꎬ给予心脏黏液瘤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护理ꎬ可

明显提高患者治疗的效果ꎬ同时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ꎮ

数占比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ｎ( ％) ] 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等级资
料的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术后疗效的比较: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治疗效

果ꎬ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９１. １％ꎬ 对照组总有效 率 为 ６２.
２％ꎬ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５ꎬ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４５)
对照组( ｎ ＝ ４５)
ｔ值

Ｐ值

两组患者术后疗效比较 ｎ(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１０

１８

１７

２８(６２.２)

３１

１０

４

４１(９１.１)
４.２３２

<０.００１

２.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

满意度ꎬ观察患者满意度为 ９３.３％ꎬ对照组满意度 ６４.４％ꎬ观
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２８ꎬＰ<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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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护理结合音乐疗法对抑郁症患者康复
效果和生活质量影响
王春敏
【摘要】

目的

探讨个性化心理护理结合音乐疗法对抑郁症患者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 ８２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采取随机数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１ 例ꎮ 对照组采取常规方法护理ꎬ观察组采取个性化心理护理结合音乐
疗法进行护理干预ꎮ 从患者抑郁症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两方面对护理效果进行评价ꎮ 结果
效果好于对照组ꎬ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观察组康复

个性化心理护理结

合音乐疗法ꎬ有效提高了抑郁症患者的康复效果ꎬ护理效果显著ꎮ
【 关键词】

心理护理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

音乐疗法ꎻ

抑郁症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康复效果ꎻ

生活质量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 － ｍ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 ｄ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Ｔｉａｎｊｉｎꎬ３００２２２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 ８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ꎬ ４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ｏ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ꎻ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ꎻ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ꎻ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ꎻ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抑郁症是我国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ꎬ如据相关医学统

计ꎬ其发病率高达 ３％ ~ ５％ꎬ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１] ꎮ 抑郁症

的致病因素较为复杂ꎬ如遗传因素、突发性的情感或生活刺激
等ꎮ 发病后ꎬ每次发作时间可持续 ２ 周以上ꎬ患者典型的症状
表现如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和意志活动减退等ꎬ甚至部分患者

可发生自杀的企图或行为ꎬ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常生活 [２－３] ꎮ
为了有效控制患者病情的发展ꎬ本院从个性化心理护理和音
乐疗法两个角度ꎬ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ꎬ经过为期 １ 年的护理
实践ꎬ有效提高了患者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ꎮ 现报道如下ꎮ
作者单位:３００２２２ 天津ꎬ天津市安定医院

一、资料与方法

１.基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在本院接受

治疗的 ８２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１) 符合
« ＣＣＭＤ－３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中抑郁症的诊断
标准 [４] ꎻ(２)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ꎻ( ３) 个人资料完整ꎮ 排除标
准:(１)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ꎻ( ２) 不具有表达能力的患者ꎻ( ３)
体内脏器重度疾病患者等ꎮ 征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ꎬ在患
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后ꎬ采取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１ 例ꎮ 对照组中男 ２５ 例ꎬ女 １６ 例ꎻ年龄

３７ ~ ６９ 岁ꎬ平均 (５６.２３±８.８５) 岁ꎻ病程 １ ~ １７ 个月ꎬ平均( ７.９６
±２.６６) 个月ꎮ 观察组中男 ２４ 例ꎬ女 １７ 例ꎻ年龄 ３６ ~ ７２ 岁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