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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心理特点及护理分析 

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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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心理特点以及相应的护理措施。方法 选取 58 例心内科重

症监护室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时间段为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分析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心理特

点，并将患者按照不同的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9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模

式，观察组患者则是实施人性化护理模式，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以及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度。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交流和抑郁评分较差，经过系统的护理后，患者的评分均有明显好

转，但相比较来说，采用人性化护理的观察组患者其心理状态明显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数据间

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并且，统计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观察组患者为 96.55%，

对照组患者为 82.7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较大差异（P＜0.05），统计学意义明显。结论 分
析心内科重症患者的心理特点，主要是存在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心理情绪，因此可以采用人性化护理措

施，以消除患者因住院产生的不良情绪，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促进患者的临床护理疗效提升，同时对提高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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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the cardiology depart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measures. Methods: 58 patients in the cardiology 
intensive care uni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the time period was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19,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were analyzed, 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 the routine clinical nursing model,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 the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They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poor. After systematic 
nursing, the patient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in comparis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humanized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with routine c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was significant (P <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ca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count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55%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7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P <0.05),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mainly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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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istence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fear, etc. Therefore, humanized 
nursing measures can be adopted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caused by pati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of patients, and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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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科室不同的是，重症监护室主要是负责

病情危重患者、重大手术后患者以及抢救患者的临

床护理，通过使用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和临床护理

技术，实现对患者的 24 小时严密监测，实现对患者

的生命体征和病情的全面掌控，进而能够采取针对

性的临床护理措施，以促进患者的身体状况改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58 例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患者作为本次实

验的研究对象，时间段为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

分析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心理特点，并将患者按照不

同的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9 例。

实验患者均患有心内科疾病，且病情较重，于心内

科重症监护室中住院治疗，除心内科疾病外，不存

在其他疾病影响因素，且自愿参与本次实验，已在

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符合入组实验的标准。对照组

中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1 例，年龄 27~75 岁，

平均年龄为（47.62±3.57）岁；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者 14 例，年龄 30~78 岁，平均年龄

为（49.31±5.27）岁。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

性别、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数据间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心理特点分析 
一般情况下，重症监护室患者主要是由于疾病

突然加重或者是出现意外对生命造成危险，进而导

致了患者会在住院期间出现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

且心理反应比较强烈，不仅会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

成影响，还会对疾病的治疗效率造成较大的限制。

其次，重症监护室内会使用到较多的仪器和设备，

且需要对患者的身体连接一些监护仪，以及进行静

脉输液治疗，进而会造成患者出现焦躁心理，或者

是长时间的被迫卧位而出现烦躁的态度，以及受到

仪器、灯光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出现睡眠障碍[1]。此

外，重症监护室均采用封闭治疗的方式，患者出医

护人员外无法接触到其他人员，且由于对疾病的恐

惧和认知不足，还会出现孤独、抑郁的情况。 
1.2.2 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护理措施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措施，观察组

患者则是根据其心理特点，采用人性化的护理干预

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需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即在

患者入院时，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交流，了解其

家庭状况、生活状况等信息，进而能够对患者可能

出现的心理状况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其次，要向患

者和家属讲解重症监护室的基础治疗方式，以及封

闭性治疗的必要性和优势，获取患者及家属的认同，

使其能够积极配合治疗，消除因初入院而产生的不

良情绪[2]。 
其次，需要加强与患者的交流沟通，获取患者

的信任。首先，在进行护理操作时，需要向清醒患

者讲解该项操作的目的和具体操作流程，并告知患

者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获取患者的配合，进而

能够使患者有获得尊重的感觉[3]。其次，对因为疾

病疼痛而出现焦躁情绪的患者，需要进行相应的安

抚工作，采取措施缓解患者的痛苦[4]。 
最后，需要加强心理护理和环境护理。一方面，

需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消除患者产生的不良情

绪，并通过向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的健康教育，使患

者树立疾病治疗的积极性，引导患者主动配合医护

人员进行治疗和护理[5]。另一方面，需要为患者营

造出良好的病室环境，即调整适宜的温度、湿度等，

尽量降低产生的噪音，保障患者的休息和睡眠[6]。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评分以及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作为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

心理状态评分主要是包括了 SAS（焦虑评分）和 SDS
（抑郁评分），使用本院自制的问卷调查表进行统

计，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焦虑/抑郁程

度越重。患者满意度调查主要是包括了非常满意、

满意和不满意三部分，使用满意度调查表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处理 



李军                                                                  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心理特点及护理分析 

 - 486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各项数据信息使用统计

学处理软件 SPSS20.0 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分）

表示，并使用 t 值进行再次检验，以（P＜0.05），

表示为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表 1 心理状态评分对比（分） 

组别

（n=29） 护理前 护理后 

 SAS SDS SAS SDS 

观察组 72.36±
5.29 

70.52±
3.97 

43.15±
2.76 

44.61±
3.54 

对照组 71.59±
5.07 

71.52±
3.56 

57.14±
2.58 

56.35±
3.71 

t 值 6.375 3.149 7.561 4.056 

P 值 ＞0.05 ＜0.05 ＞0.05 ＜0.05 

相比较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

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对比分析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

的心理状态评分，观察组患者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

者，数据间差异较大（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2.2 满意度分析 
观察组 29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为 19 例，满意

为 9 例，不满意为 1 例，总满意度为 96.55%；对照

组 29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为 14 例，满意为 10 例，

不满意为 5 例，总满意度为 82.75%；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简称 CCU，主要是负责心血

管类重症患者的临床护理，由于患者的病情较重，

会在住院期间出现心理上的障碍，进而出现焦躁、

恐惧、抑郁等不良情绪，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康，还会对疾病的质量效率产生影响[7]。因此，需

要在对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心理特点分析基础

上，实施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施，实现全面、规范

的临床护理，为患者的疾病恢复提供坚实的保障[8]。 
根据本次实验可知，通过在了解患者心理特点

的基础上，采用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

的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而促进患者的临床疗效

改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

提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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