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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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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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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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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５６.４０±８.６２) 岁ꎻ病程 １ ~ １９ 个月ꎬ平均( ８.０２± ２.５４) 个月ꎮ

较ꎬ抑郁量表评分结果降低 ８０％ 及以上ꎻ显效为患者护理后ꎬ

有可比性ꎮ

５９％ꎻ无效为护理后ꎬ评分结果降低 ３０％以下ꎮ 总有效率为痊

治疗ꎬ入口服盐酸帕罗西汀片(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ꎬ国药

评分量表为标准ꎬ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ꎮ 症状自评量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具

评分结果降低 ６０％ ~ ７９％ꎻ有效为护理后ꎬ评分结果降低 ３０ ~

２.护理方法:(１) 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遵医嘱进行抗抑郁

愈率、显效率和有效率之和ꎮ (２) 生活质量比较:以生活质量

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５３３) ꎬ每日 １ 次ꎬ每次 １ 片ꎮ 给予患者适当的生

表具体从生活能力、躯体功能、心理状态和社会情况 ４ 个方面

活指导等ꎮ (２) 观察组:①心理护理干预:抑郁症患者本身的

进行评分ꎬ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心理和精神状态较差ꎬ当患者入院后ꎬ陌生的环境可能会进一

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

步增加患者的紧张感ꎮ 针对此问题ꎬ护士首先积极主动的向

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患者介绍医院环境ꎬ并尽可能利用业余时间陪伴患者ꎬ以使患
者能够感受到护士对其的关心和关爱ꎮ 同时与患者家属进行

二、结果

１. 两组患者 康 复 效 果 比 较: 在 护 理 前ꎬ 对 照 组 患 者 哈

沟通交流ꎬ了解患者抑郁症的致病因素ꎬ由此制定出个性化的

密尔顿抑郁 量 表 得 分 为 ( ２３. ２６ ± ４. ８８ ) 分ꎬ 观 察 组 得 分 为
( ２２.９８± ４.２０) 分ꎬ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４８１ꎬ

心理措施ꎮ 如对情感导致抑郁症的患者ꎬ护士引导患者主动
的表达出内心的想法ꎬ并允许患者以多种形式进行宣泄ꎬ如哭

Ｐ ＝ ０.６８１) ꎮ 护理后ꎬ对照组患者得分为( １５.３６± ３. ０３) 分ꎬ

泣和怒骂等ꎮ 在患者宣泄的同时ꎬ护士顺着患者的思路和想

观察组得分为( ９. １１ ± ２. ２４) 分ꎬ两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ｔ ＝ １０.４５２ꎬＰ ＝ ０.０００) ꎮ 两组患者的具体康复效果比较

法ꎬ进行间接性的心理引导ꎮ 当取得患者的信任和肯定后ꎬ护
士再通过激励和鼓励的方式ꎬ帮助患者转变心态ꎮ ②音乐疗

如表 １ 所示ꎬ可见 观 察 组 总 有 效 率 高 于 对 照 组ꎬ 差 异 有 统

法干预:根据抑郁症患者的症状表现ꎬ为患者播放不同的音乐

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进行护理干预ꎮ 如患者表现为忧愁善感ꎬ选择宫调式音乐为

主ꎬ如« 春江花月夜» 、« 喜洋洋» 和« 平湖秋月» 等ꎻ若患者表现

表 １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比较 ｎ(％)]

为失眠多梦ꎬ选择羽调式音乐为主ꎬ如« 二泉映月» 、« 船歌» 和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 ＝ ４１) １１(２６.８３) １０(２４.３９) １１(２６.８３) ９(２１.９５) ３２(７８.０５)
观察组(ｎ ＝ ４１) ２３(５６.１０) １１(２６.８３) ５(１２.２０) ２(４.８８) ３９(９５.１２)
χ２ 值
５.１４５

« 梁祝等» [５] ꎮ 在为患者进行音乐护理时ꎬ护士将具有相同症

状表现的患者安排在同一病房中ꎬ每日在患者晨起、午休和睡
眠前各播放 １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ꎮ 在播放过程中ꎬ护士注意保证
属与患者之间的交流ꎬ关紧门窗等ꎮ

２.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护理后ꎬ观察组患者生活能

３.观察标准:(１) 康复效果比较: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为

力、躯体功能、心理状态和社会情况 ４ 项评分结果均高于对照

标准ꎬ对患者的康复效果进行评价ꎮ 康复效果分为痊愈、显

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效、有效和无效 ４ 种ꎮ 其中痊愈为患者护理后ꎬ与护理前比
表２
生活能力

组别

护理前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ｘ
±ｓꎬ分)
躯体功能

护理后

０.０２３

Ｐ值

音量大小适中ꎬ并降低病房内的其他干扰因素ꎬ如禁止患者亲

护理前

心理状态

护理后

护理前

社会情况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ｎ ＝ ４１)
观察组( ｎ ＝ ４１)

８.２３±２.６８

１２.０１±３.２１

４６.２３±４.８８

５２.６８±４.８７

４８.１１±４.２３

５７.０７±４.９６

４５.５２±５.２６

５２.３２±４.７９

Ｐ值

０.８４９
０.０３８

１６.１１７

０.６８９

１６.６８２

０.６７２

１５.６８２

０.６６２

１２.４１２

ｔ值

８.３６±２.３４

１６.３６±３.５９
０.０００

４６.８６±４.２１

６０.１１±５.３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４８.６９±４.４１
０.０５６

６６.０２±５.８４

４６.０１±４.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５８.９２±４.２１
０.０００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ꎬ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３％ ~

究ꎮ 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和实践ꎬ音乐疗法的应用日益广

级市以上医疗机构ꎬ对其识别率不足 ２０％ꎬ因此抑郁症真实

跳脉动节律相呼应ꎬ相应的通过音乐的调节ꎬ可以使心率和血

讨论

５％ꎮ 另外考虑到现阶段对抑郁症的医疗防治识别率较低ꎬ地

泛ꎮ 其治疗原理为音乐美妙的音律和节拍ꎬ可以与人体的心

发病率可能会更高ꎮ

压趋于稳定ꎬ从而有效缓解抑郁症患者不良的症状和表现ꎮ

在抑郁症患者的康复过程中ꎬ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是非
常必要的 [６] ꎮ 但常规的护理方法往往只是从遵医嘱用药和
生活指导展开ꎬ缺乏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合后向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干预ꎬ护理工作完成后ꎬ患者的康

综上所述ꎬ根据心理护理和音乐疗法两者的优势ꎬ将其结
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均得到有效提高ꎬ取得了预想的护理效果ꎮ

影响了患者的康复效果ꎮ 为了有效改善此问题ꎬ我院将个性
化心理护理作为主要的护理工作之一ꎬ即从主动沟通入手ꎬ增
加患者对护士的信任感ꎮ 然后再根据患者的致病原因ꎬ进行
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指导ꎬ如引导患者宣泄内心的不良情绪和
激励鼓励等ꎬ帮助患者改善心态ꎮ

音乐疗法并不是一种新的治疗方法ꎬ早在 １９ 世纪末ꎬ美

国的部分医院和高校就已经开始音乐治疗某些疾病的相关研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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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在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
管理下的作用效果
张欢
【 摘要】

目的

探讨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对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的作用效果ꎮ 方法

在本院手

术室成立“６Ｓ” 活动小组ꎬ制定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流程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引入到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
中ꎬ比较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实施前后的效果ꎮ 结果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实施后手术器械设备

的管理质量显著高于实施前( Ｐ<０.０５) ꎻ手术室器械清洗合格率、包装合格率显著高于实施前ꎬ损耗率显著
低于实施前( Ｐ<０.０５) ꎻ护理人员工作能力显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医护人员对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
实施后手术室器械设备管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的实施管

理质量更好ꎬ可显著提高手术室器械清洗合格率、包装合格率ꎬ降低损耗率ꎬ提高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和对
管理的满意度ꎬ可在临床上广泛推荐应用ꎮ
【 关键词】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３２

手术室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仪器设备管理ꎻ

效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４

手术是外科的主要治疗方法ꎬ通过一系列精细的医疗器

２.研究方法:事先总结本院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的管理

械对损害或者癌变的身体部位进行切除和缝合ꎬ是疾病诊治

现状ꎬ翻阅以往器械的检查合格率、评估管理质量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的器械也较为繁杂ꎬ若这类仪器设备得不到良好的管理ꎬ极易

式ꎬ具体如下:(１) 成立“ ６Ｓ” 活动管理小组ꎬ要求小组成员包

的重要手段 [１] ꎮ 手术治疗的疾病较多ꎬ手术过程中所涉及到
引起医疗事故ꎬ在危害患者生命的同时ꎬ还损害了医院的名
誉ꎬ因此提高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质量尤为重要

[２￣３]

ꎮ ５Ｓ 现

场管理法是针对企业的一种管理模式ꎬ是整理( Ｓｅｉｒｉ) 、整顿

( Ｓｅｉｔｉｏｎ) 、清扫( Ｓｅｉｓｏ) 、清洁( Ｓｅｉｋｅｅｔｓｕ) 、素养( Ｓｈｉｔｓｕｋｅ) 等 ５
个词的缩写ꎬ企业管理效果明显ꎬ６Ｓ 则是在 ５Ｓ 的基础上增加
了安全( Ｓａｆｅｔｙ) ꎬ相较于 ５Ｓ 管理模式来讲ꎬ更加完整ꎬ也被逐
渐引入到医院手术室仪器设备的管理当中 [４] ꎮ 为了进一步
探讨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对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的作用
效果ꎬ本院手术室特做此研究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和方法

１.临床资料:本院为规范手术室仪器设备器械的管理ꎬ提

高手术室工作效率ꎬ降低因手术器械准备不充分所导致的不
良事件发生率ꎬ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推行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
模式ꎮ 一年后检验管理效果ꎬ并与未实施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
管理前进行对比ꎬ得出结论ꎮ 随机抽取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
理模式实施前后各 １００ 件仪器器械作为器械管理质量检测的
对象ꎬ随机选择 ２０ 名护理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ꎬ这 ２０ 名护

理工作人员和 １０ 名医生作为调查人员ꎬ护理人员均为手术室
仪器设备管理科常驻人员ꎬ均有 ２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ꎬ医生则

是需要长期和手术器械管理有直接联系的医生ꎬ以评估 ６Ｓ 优
质标准规范化管理模式实施前后器械管理的效果ꎮ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１ 安徽芜湖ꎬ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

月本院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推行 ６Ｓ 优质标准规范化管理模

括科护士长、护士长、专科组长 ３ 人、普通护理人员 ５ 人ꎬ共 １０
人ꎬ先对当前手术室仪器设备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ꎬ制
定针对性的实施方案、检查标准和评价标准ꎬ加强定期的检查
分析ꎬ负责人员的培训ꎮ ( ２) 做好人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６Ｓ” 理论、质量评价标准、“ ６Ｓ” 管理的具体要求、实施方法ꎬ
经考核合格后接收设备器械的管理ꎮ ( ３) 整理:将手术室的
所有物品根据科室需要分为必要和不必要两类ꎬ必要的物品
数量尽可能减少并放在合适的位置ꎬ不必要的物品则收好ꎻ根
据手术种类和手术数量准备一定数量的手术器械、敷料包、小
包装物品等ꎬ并做好灭菌备用ꎬ保证无菌物品间的整齐和宽
敞ꎮ (４) 整顿:规划无菌物品间放置处ꎬ按照物品的使用频率

和拿取的方便程度规划储物架、储物柜ꎬ规定放置位置、方法ꎬ
标识名称、存放数目ꎬ做好物品存放示意图ꎬ方便物品的迅速
取放ꎮ (５) 清扫:做好手术器械、设备的清洁、检查ꎬ及时更换
破损器械ꎻ每天派遣专人清洁无菌物品间、储物架、储物柜等

地ꎬ保持环境的清洁、无尘、无污ꎮ ( ６) 安全:加强整理、整顿ꎬ
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对器械进行消毒和格力ꎬ专人管理和检查
急救药品和手术器材ꎬ在每个手术仪器设备配有简单明了的
操作流程卡ꎬ及时消除安全隐患ꎮ (７) 清洁:此阶段是前面三
阶段的坚持和深入ꎬ并严格按照指定的标准实施ꎬ指定明确的
检查和奖惩制度ꎬ并严格遵循落实到人ꎬ杜绝过期、污染、空缺
等现象ꎮ (８) 素养:注意护理人员的培训ꎬ加强护士个人素养
的提高ꎬ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自检自控ꎬ提高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