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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眼内硅油充填术患者手术前后睡眠状况的调查，了解患者的睡眠状况及影响睡眠的相关因素。

方法：用自编眼内硅油充填术前、术后影响睡眠因素调查表分别对 40 例术前患者及 40 例术后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术前、术后患者睡眠时间有明显差异，术后俯卧位、术眼疼痛、头痛、对术后并发症的忧虑等因素影响患者睡

眠。 结论：重视眼内硅油充填术后患者的睡眠状况并采取护理干预，可以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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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leep cond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tients on sleep before and after
eyes filled with silicone oil. Method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sleep in 40 pa-
tients before operation and 40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ring sleep time in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The main influences of the patients on sleep were as follows: in prone position, eye
pain, headache and concern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atients
after intraocular silicone oil filling of sleep and care should be take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alleviate suffering of pa-
tients to improve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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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的治疗曾是眼科界的一大难

题， 现代玻璃体手术的开展为治疗这类疾病提供了

新的途径和方法， 利用硅油或长效气体作为眼内填

充物，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1]。 硅油比重比水轻，能与

水的界面产生表面张力， 在一定时间内支撑及铺开

皱缩的视网膜， 有利于形成牢固的视网膜脉络膜粘

连[2]，达到视网膜复位。 行玻璃体切除、玻璃体腔填

充气体或硅油的患者，术后体位要求严格,无论是俯

卧位、坐位或行走均要求保持面向下,每天面向下的

时间不能少于 16h，并需保持 20~60d[3]。 然而俯卧位

及术眼疼痛等因素使得患者普遍存在睡眠质量的异

常。据临床资料显示，患者在硅油填充术后特别是术

后 72h 以内，失眠率达 90%以上。 失眠对人的生活

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可明显损害患者社会心理和生

理功能。最常表现的特征为疲劳、困倦、心境紊乱、认

知功能降低、运动功能障碍、社会及人际交往困难、
以及非特异的生理功能失调[4]。

因此对眼内硅油充填术患者睡眠状况进行相关

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影响患者失眠的因素，有利于针

对性提出解决方案，减轻患者痛苦促进康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0 年 1 月-2010 年 6 月在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治疗的 80 例视网膜脱离患者为

研究对象，其中眼内硅油充填术前患者 40 例，眼内

硅油充填术后患者 40 例，80 例患者中男性 48 例，
女性 32 例，年龄 3-74 岁，平均年龄 44.9 岁。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眼内硅油充填术前、 术后影响

睡眠因素调查表分别对手术前 2 天、 术后 3 天的患

者进行问卷调查。 术前调查表包括一昼夜睡眠总时

间，早期失眠(指入睡困难直到半夜才能入睡)、中期

失眠（指睡不安宁容易惊醒）、终点失眠（指能较快地

入睡但很早就醒来，醒后就不易重新入睡）。 术后调

查表包括一昼夜睡眠总时间，早期、中期、终点失眠

以及影响睡眠因素的调查， 影响睡眠的因素主要涉

及患者 15 个方面，其中身体方面 5 个（包括俯卧位

引起的不适、术眼疼痛、头痛、术眼包扎引起的不适、
呼吸困难），心理方面 5 个（包括对术后并发症的忧

虑、对住院费用的担心、担心手术效果、担心以后的

生活质量和功能恢复、担心术后复发），环境方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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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括住宿环境的改变、旁边病人陪人的噪音、电

话铃声、呼叫器呼叫声、小孩的哭闹）。各种因素的影

响程度分为很少有、有时有、大部分有三种情况。

2 结 果

2.1 眼内硅油充填术前、术后患者睡眠时间的比较

硅油充填术前、 术后患者的睡眠总时间有明显

差异。手术后，患者的睡眠时间明显减少，而且早期、

中期、终点失眠情况比术前比例大。 见表 1。

表 1 眼内硅油充填手术前后患者睡眠时间比较(x±s)

2.2 眼内硅油充填术后患者睡眠影响因素的分析

术后睡眠影响因素列于表 2。 其中因术后俯卧

位引起的不适、对手术效果的担心、担心复发是主要

影响因素。

表 2 眼内硅油充填术后影响睡眠因素分析

3 讨 论

长时间的强迫卧位使病人承受躯体和心理的痛

苦，造成心理压力。由于俯卧位易引起腰痛、肩痛、颈

部痛及胸闷、心悸等不适而导致失眠。
术后特别是 24 小时内患者术眼疼痛、头痛发生

率高，通常由伤口不适及眼压升高等原因引起。这也

是影响术后睡眠的因素之一。
患者硅油术后待病情稳定后还要面临硅油取出

术、及可能行白内障手术，担心失明、复发，多次手术

使得患者不但心理压力巨大而且经济压力不小。 本

研究结果也显示， 对复发和手术效果的担心是重要

的睡眠影响因素。
针对硅油填充术后患者失眠原因对其睡眠进行

护理干预：①根据情况调整病房温度、湿度；健全探

视制度，保证病房安静。 ②制定个体化作息时间，尽

量把睡眠时间放在夜间。③鼓励患者起居要有规律，
从而建立一个恒定的起床就寝时间。 ④教会患者几

种俯卧姿势，可俯卧位与低头坐位交替，合理使用体

位垫，以使之舒适又能达到治疗效果。⑤密切观察病

情，患者出现术眼疼痛，眼压高等情况及时据医嘱处

理。 根据病情合理使用镇静催眠药。 ⑥进行有针对

性的心理护理：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进行评估，以了解

其心理及个性特征， 根据不同的心理活动采取相应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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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集体中的态度，改善对医院的适应性，增进患者

对肿瘤疾病和死亡的认识及自我概念的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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