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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抑郁症是心理疾病的一种，疾病的发生与大脑突触神经

递质分泌减少、遗传等有关 [1]，患者的疾病表现主要为运动

抑制、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等 [2]，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主要

方法，在患者药物治疗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有着一定的

价值。本文主要对抑郁症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对其情绪以及自

我接纳的影响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以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时间为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0 月，例数为 100 例，以区组随机化法分组。

实验组中，50 例患者的年龄为 18-47 岁，平均（38.14±5.20）岁，

病程为 1.5-6 年，平均（2.86±0.31）年，其中男 22 例，女 28 例。

对照组中，50 例患者的年龄为 19-49 岁，平均（39.02±5.12）

岁，病程为 1-5.5 年，平均（2.90±0.32）年，其中男 21 例，

女 29 例。2 组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 2
组抑郁症患者之间的可比性较好。

1.1.1　纳入标准：①符合抑郁症的相关诊断标准；②实施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其分数在 17 分及以上；③需要住院接

受治疗；④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1.1.2　排除标准：①伴有意识障碍者；②合并脑炎、脑血管

疾病者；③存在慢性肝炎、甲状腺功能异常者；③伴有严重

器质性疾病者；④拒绝参与本研究者。

1.2　方法。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同时实施心理护

理，具体为：

1.2.1　心理调整：单独与抑郁症患者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

保持亲切、耐心的态度，对患者的诉说进行倾听，积极了解

其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纠正患者不良的观念，为其列举抑郁

症治疗成功的案例，调整其情感以及心理情况，使其能够对

积极乐观的态度建立。

1.2.2　心理疗法：指导患者积极参与户外活动以及机体活动，

可通过听音乐、看视频等的方式来将矛盾情感转移，鼓励其

尽量将时间用在自己所感兴趣的事物中。

1.2.3　心理健康讲座：定时对心理健康讲座开展，集中为抑

郁症患者实施健康教育，为其讲解疾病相关的知识，告知其

保持积极向上心态的重要性，鼓励其之间相互交流，从而更

好面对疾病，更好缓解不良的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对 2 组抑郁症患者干预的效果（显效：患者

的自我接纳评分、焦虑、抑郁评分均较干预前改善 50% 及以

上；有效：患者的自我接纳评分、焦虑、抑郁评分均较干预

前改善 20% 及以上；无效：患者的自我接纳评分、焦虑、抑

郁评分与干预前相比，改善不明显，或出现加重的情况）作

观察分析，并分析 2 组护理前后的情绪状态（SAS 焦虑自评

量表评价焦虑，SDS 抑郁自评量表评价抑郁）以及自我接纳

能力（自我接纳问卷评价）的差异。

1.4　数据处理。数据通过 SPSS 21.0 软件，作统计学处理，

其中干预有效率等计数资料通过卡方检验，而 SAS 评分、

SDS 评分、自我接纳评分等计量资料以 t 检验。若 P<0.05，

则为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实验组抑郁症患者的总有效率（96.00%）较对照

组总有效率（82.00%）高，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 50 43（86.00） 5（10.00） 2（4.00） 48（96.00）

对照组 50 23（46.00） 19（38.00） 8（16.00） 42（82.00）

2.2　情绪。2 组抑郁症患者护理后的情绪状态均较护理前改

善，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情绪状态较对照组优（P<0.05），

如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情绪对比（ ±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0 73.97±4.24 21.86±0.35 72.98±5.55 72.71±5.60

对照组 50 73.83±4.20 52.71±0.68 32.76±0.50 53.05±0.23

2.3　自我接纳能力。2 组抑郁症患者护理后的自我接纳能力

均较护理前提高，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自我接纳能力较对照

组高（P<0.05），如表 3。

表 3　自我接纳能力（ ±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自我接纳能力评分 护理后自我接纳评分

实验组 50 38.72±2.64 37.03±2.65

对照组 50 48.96±5.60 41.12±3.61

3　讨论

多数抑郁症患者存在自我接纳低、自我封闭的情况，且

患者的疾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自我接纳是对自我评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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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究抑郁症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对其情绪以及自我接纳的影响。方法  以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时
间为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0 月，例数为 100 例，以区组随机化法分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同时
实施心理护理，分析 2 组抑郁症患者护理的结果。结果   实验组抑郁症患者的总有效率（96.00%）较对照组总有
效率（82.00%）高，P < 0.05；2 组抑郁症患者护理后的情绪状态均较护理前改善，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情绪状态
较对照组优（P < 0.05）；2 组护理后的自我接纳能力均较护理前提高，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自我接纳能力较对照
组高（P < 0.05）。结论   抑郁症患者接受心理护理，可有效改善其不良情绪，将其自我接纳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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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护理指导

3.2.1　术前护理指导：①佩戴活动矫治器的患者多为儿童或

青少年，治疗前对患者做好心里指导：告知患儿治疗过程中

不会有伤害和疼痛，可预先播放制作及佩戴活动矫治器的示

教视频给患者观看，或者对患者及家长介绍有关的成功案例，

让患者了解操作流程，消除患者心理顾虑；②根据患者病情

向患者及家长介绍佩戴活动矫治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简单

介绍活动矫治器的治疗原理，通过矫治可降低二期拔牙率或

二期矫治的复杂程度等，增强患者及家属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③为患者及家长讲解相关治疗费用、治疗疗程、定期复诊频

率及约号方法等，为患者及家长消除其相关顾虑更好的参与

矫治、配合矫治。

3.2.2　术后护理指导：①教会患者矫治器的正确取戴方法，

将矫治器放入口内后对准相应位置点，用手指轻轻按压就位，

反复练习直至熟练为止。强调矫治器勿用上下牙齿咬颌就位，

勿对基托薄弱位置使力。②矫治器初戴时患者会有不舒适，

不习惯的感觉，一般在 2-3 天会适应。如果疼痛持续加重或

矫治器使口内粘膜充血、起泡、产生溃疡时，应取下矫治器，

联系主治医生尽快来医院进行处理。③戴用活动矫治器应保

持口腔及矫治器卫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完东西后刷

牙并将矫治器用牙刷轻轻刷洗干净，不可用力过猛；如无条件，

至少保证早晚刷牙时清洁矫治器，平时坚持吃完东西后漱口，

冲洗矫治器。避免使用热水烫、酒精等化学制剂浸泡消毒矫

治器。④佩戴矫治器后会出现发音不清，流涎等现象，口腔

内异物感明显，一般戴用一周后会好转。可告知患者主动练

习，多读书读报，多练习讲话。⑤活动矫治器矫治错牙合畸形，

需长时间佩戴以达到矫治效果。扩弓矫治应按医嘱要求 24 h
戴用（除了吃饭、刷牙及特殊情况等）和进行正确有效的加力。

要教育病人，讲明错牙合畸形的危害以及进行矫治的重要性，

鼓励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 [5]。⑥为患者提供专用硬质保存

盒子，方便患者妥善保管矫治器，防止损坏和丢失。因特殊

情况不戴用矫治器时，取下矫治器及时放在硬质盒内，防止

挤压变形或损坏，丢失。⑦在佩戴矫治器过程中，口内保持

自然轻松咬颌状态，避免用力咬颌或咬着矫治器在口内玩耍

造成矫治器损坏。⑧不能因为对矫治器好奇等原因随时将矫

治器取出玩耍、拨弄。⑨如矫治器出现固位不稳等临时特殊

情况，及时拨打咨询电话进行咨询或预约进行相关处理。

4　结论

在正畸矫治过程中矫治器重做是影响矫治效果、延长矫

治时间的主要原因，我们通过对患者矫治器重做的原因进行

分析与探讨，矫治器损坏和矫治器丢失原因引起矫治器重做

尤为突出。在矫治之前我们护理人员着重对需要佩戴矫治器

的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首先让患者及家长知道矫治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孩子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对患者

进行说服教育，说明治疗目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的意义，解

除患者的心理顾虑，鼓励其战胜困难，积极配合治疗。在治

疗过程中护理对患者及家长传达正确的矫治方法及理念，为

患者提供矫治中的专业指导，解答患者所有有关矫治器的问

题，在患者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作出相应的、个性化的

护理指导让患者更愿意参与治疗，更有效的达到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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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建立的一种自我态度，其是自尊心的核心特点。抑

郁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其伴有自我认知偏差，对社会的适

应能力较差，若患者的病情较轻，则可会表现为继发性抑郁症，

若其症状较重，则可出现轻生的情况 [3]。因此加强抑郁症患

者的心理改善来改善其情绪状态，十分必要。

本研究显示，接受心理护理的实验组抑郁症患者，其总

有效率（96.00%）较对常规护理的照组总有效率（82.00%）高，

P < 0.05；2 组抑郁症患者护理后的情绪状态均较护理前改善，

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情绪状态较对照组优；2 组护理后的

自我接纳能力均较护理前提高，其中实验组护理后的自我接

纳能力较对照组高。表明心理护理的应用，可改善患者的情

绪状态，促进其自我接纳能力的提高。心理护理是通过心理

学的知识，来为患者实施心理疏导 [4]。心理调整能够纠正抑

郁症患者的不良价值观，引导其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心理疗

法则可促进其更好将矛盾情感转移，减轻其不良心理状态；

心理健康讲座能力使得患者更好对自身疾病了解，促进抑郁

症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使得抑郁症患者知晓自身疾病的普

遍性，消除其自卑等心理，提高其自我接纳能力 [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应用于抑郁症患者中，能够对其不

良情绪进行改善，增加其自我接纳能力，从而更好改善抑郁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应用价值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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