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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短期正念减压球对手术患者紧张情绪的影响
袁金玲， 王素婵， 边祥博
摘要

目的：探讨短期正念减压球的使用对手术患者紧张情绪的影响。方法：选择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我院收

治的择期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胆管探查术的患者 100 例，随机分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运用常规护理，
观察组患者给予短期正念减压球的使用辅助正念减压法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压、心率及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量表 (PSQI) 评分。结果：术前 1 d 及初入等候区时，两组患者血压及心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初入手术间、
术后 1 d 时，观察组的收缩压和心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中初入手术间后观察组舒张压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短
期正念减压球的使用能够有效改善手术患者紧张焦虑的情绪状态，也可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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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hort-term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Ball on the Nervous Mood of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YUAN Jin-ling, WANG Su-chan, BIAN Xiang-bo. Department of Surgery, Nankai Hospital, Tianjin
(300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hort-term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ball on the nervous
stat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Methods From the surgical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10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short-term mindfulness-based decompression ball for nursing. The improvement of
nervous moo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t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patients’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instability. At surgery,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postoperative day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which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fter ente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of them were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P <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use of short-term mindfulness decompression ball,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rvous and anxious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and can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Key words: Mindfulness stress reduction therapy; vacuum ball; surgery patients; anxious
正念减压疗法是 1979 年由马萨诸塞大学医学
中心的 Kabat-Zinn 教授以“正念”为核心概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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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一种关于压力管理的心理治疗方法。“正念”
是指不加任何判断和抵抗而全身心地关注自身的
体验，是一种平衡、不被干扰、清晰和警觉的清
醒意识状态，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或
避免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更好地适应角色、维
持身心健康。
手术作为一种严重心理应激源对患者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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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及循环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并通过心理
上的恐惧和生理上的创伤直接影响患者的正常生
理活动，其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
压力反应 [1]。紧张焦虑是一种主观情绪体验，不
易量化测得。目前，测量围手术期患者血压、心率、
血氧饱和度已被科学界普遍认可为对手术焦虑程
度准确客观的测量方式。临床常使用问卷或量表
对睡眠焦虑状态进行评估。短期正念减压球的使
用是以正念冥想为基础的心理治疗方法，意识清
醒的手术患者手握高分子凝胶材质减压球，冥想
握持球体释放压力及调节情绪。本研究使用短期
正念减压球缓解手术患者的紧张情绪，取得较满
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
我院收治的择期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胆管探查
术的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其中观察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 龄 26~58 岁， 平 均（40.77±9.88） 岁；
病 程（4.47±2.13） 年。 对 照 组 男 27 例， 女 23
例；年 龄 25~59 岁， 平 均（47.77±7.54） 岁；病
程（4.10±2.43）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年龄≥ 18 岁，患者知情同意，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无听力及交流障碍、
近期家庭无重大变故、能够独立完成本研究调查
问卷等。
1.2.2 排除标准 有手术史者，有心肝肾功能严
重不全者，有焦虑、抑郁病、精神疾病史者，恶
性肿瘤或已发生转移者，手术禁忌症者，不能正
常理解回答者，不能配合完成研究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1）术前 1 d
访视：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和围术期注意
事项的普及。测量其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和
呼吸频率。2）手术当天：手术患者进入手术室统
一放在第一、二患者等候区。分别在“初入等候
区 3~5 min 后”和“初入手术间 5~10 min 后”常
规护理监测生命体征。3）术后 1 d 天及出院前 1 d
随访：常规护理监测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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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观察组 在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
将“正念减压疗法”贯穿在手术患者等候区期间
及术后随访沟通中。具体内容如下，手术患者进
入第三患者等候区，由经过培训的护士对患者进
行短期正念减压干预并让其手握持减压球进行冥
想释放内心紧张焦虑情绪，护理人员首先对进入
手术患者等候区的患者进行正念减压训练。1）正
念减压的姿势进行练习：统一躺在手术平车上，
播放轻音乐，背挺直放松，肩膀放松，手臂自然
放于身体两侧，头伸直，下巴微收，训练开始练
习。2）呼吸冥想：注意力放到呼吸上，不加批判
的带入身体的呼吸感受，气息进入鼻孔，进出身
体，感到腹壁缓缓扩张，呼气下降。3）手握持减
压球行禅冥想：观声音念头与情绪，听内心的声
音，尽量用原则去接纳他们，不批判，觉知最重
要，觉知中获自由。无论是否痛苦，是否令人焦
虑，识别情绪在身体与心理的相互串动。减压球
体印有“平安顺遂”“健康永驻”等字样，让患
者有正念正想的心理暗示并且握持高分子凝胶材
质减压球，释放内心紧张不安的情绪。根据患者
的干预效果确定干预次数，一般为 1~2 次，每次
5~10 min。
1.4 研究指标评定 于手术前 1 d 及患者出院前
1 d，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2] 对两
组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评分越高表示睡眠
质量越差。同时测量患者手术前后的血压、心率。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
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用 χ 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紧张焦虑情绪状态调查比较 术前
1 d 及初入等候区时，两组患者血压及心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初入手术间、术后 1 d 时，
观察组的收缩压和心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中
初入手术间后观察组舒张压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1、2。
2.2 两组患者 PSQI 评分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
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
干预后，观察组的 PSQ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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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血压情况比较
收缩压（mmHg）

组别

例数（n）
术前 1 d

初入等候区

术后 1 d

初入手术间

对照组

50

130.10±10.93

131.40±9.92

132.10±5.94

134.80±8.78

观察组

50

131.90±12.35

130.10±11.95

128.30±5.71a

129.68±7.91a

t值

0.772

-0.580

-3.2597

-3.064

P值

0.442

0.563

0.002

0.003

舒张压（mmHg）
组别

例数（n）
术前 1 d

初入等候区

初入手术间

术后 1 d

75.30±9.29

76.20±9.21

79.03±6.94

78.57±8.68

73.80±7.92

74.10±8.01

a

74.07±7.27

76.32±8.76a

t值

-0.869

-1.217

-3.308

-1.293

P值

0.387

0.227

0.001

0.199

50

对照组

50

观察组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表2

两组患者心率比较

例数（n ）

术前 1 d

初入等候区

初入手术间

术后 1 d

50

86.63±6.38

85.80±6.23

91.16±7.51

89.20±7.92

85.33±6.98

84.89±7.01

a

85.59±7.22

83.91±5.90a

t值

-0.460

-0.484

-3.791

-3.785

P值

0.650

0.596

0001

0.002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50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表3

两组患者 PSQI 评分比较

例数（n ）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0

18.521±2.010

15.641±4.221

观察组

50

18.452±2.081

10.057±3.635a

t值

-0.169

-7.088

P值

0.866

0.010

组别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3

讨论
由于患者对于病情本身的担心，对于实施手术
过程的陌生感，以及手术室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3]。
手术可以引发患者术前出现短暂的忧虑感和不适
感，而持续性的焦虑、紧张状态可降低患者的抵
抗力和免疫力，甚至降低手术耐受 [4]。正念的心
理科学观：西方社会科学对正念的研究最早始于

1974 年，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社会心
理学家 Langer 教授，她将正念定义为“一种具有
弹性的心智状态，能够行为专注于当下，注意到
新事物及其脉络”[5]。正念干预则是基于正念理
论发展出的心理治疗方法，是指可以帮助个体达
到或增进状态正念或特质正念的一系列以“正念”
为基础的心理训练方法的总称。在七十年代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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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 Kabat-Zinn 引进心理治疗领域并进
行发展，逐渐形成以正念为基础的正念认知疗法
和辩证行为疗法等，被誉为“行为与认知疗法的
第三次浪潮”[6]。
目前手术患者的紧张情绪很常见，患者会因
为对手术的恐惧和术后可能的不良后果而产生情
绪的波动，影响应激水平，马雪莲等报道通过正
念减压法对择期手术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能够改
善其术前焦虑的情绪状态，从容应对手术。张静
等报道了正念干预颅脑损伤患者，结果表明不仅
可以缓解患者术后的压力，改善情绪状态，也可
提高睡眠质量 [7]。
短 期 正 念 减 压 法， 在 手 术 患 者 护 理 中 的 应
用，能有效稳定患者术前术后情绪波动，保证患
者生命体征平稳，提高睡眠质量，促进其顺利康
复。患者术前焦虑，抑郁情绪是因为手术这一特
殊应激事件引起了短暂的不适感和忧虑感，但这
种持续的紧张，焦虑状态可降低免疫力和抵抗力，
降低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 [8]，增加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机率，延迟切口愈合。正念减压可用于压力、
疼痛与疾病三者之中，并协调三者平衡 [9]。本研
究结果显示，通过短期正念减压球的使用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正念
减压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因紧张引起的血压、
心率不稳定情况，使其趋于平稳，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通过正念减压疗法的护理干预后 ,
手术患者紧张情绪明显改善。分析原因：短期正念
减压疗法及减压球使用，从认知、注意、情绪调
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患者有能力积极应对压
力，从而改善紧张焦虑的情绪。
本研究的局限性：目前正念减压疗法还处在
起步阶段，由于样本量不足，对其所适应的范围，

人群以及通过干预所取得效果的维持时间还需要
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正念疗法的作用机制以
及干预效果的评估和长程追踪仍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 [10]。
综上所述，短期正念减压疗法及减压球使用，
对手术患者的负性念头、情绪进行有效干预，提
升了治疗的有效途径 [11]。正念对于人们的心理健
康问题具有很好的疏通作用，从而降低手术应激
源，保证手术质量。它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成为心理治疗领域的一个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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