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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世英 、 黄贵琴 、 刘仲书 、 明庸芳 、 杨德芳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120 例，依据护理方法将这些

患者分为干预组（n= 60）和常规护理组（n= 60），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干预组患者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显

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 0.05），生活质量评定问卷 GQOLI-74 总分及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

物质功能单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 0.05）。结论　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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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
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HEN Shiying，HUANG Guiqin，LIU Zhongshu，et al.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igong City，Sichuan  64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n=  60）and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n=  60），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and quality of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Results　The HAMA scores and HAMD scores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routine nursing group（P<0.05），the GQOLI-74 total score，

physiological function，psychological function，social function and material function single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P<0.05）.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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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居全球死亡原因第 4 位，近年来其发病率和病死率

不断升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一项

研究，预计至 2020 年 COPD 的全球经济负担将跃居

所有疾病的第 5 位。患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精神及

经济负担极为沉重［1］，相关研究表明［2］，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患者伴有较高水平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进一步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的降低，同时加重了患

者的呼吸困难主观感觉，因而阻碍了患者的预后和

功能改善。本文旨在评估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120 例，入组标准：①符合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的诊断标准［3］；②患者意识清晰。排除标

准：①合并有其他严重的心血管、血液系统、神经系

统、泌尿系统等躯体疾病的患者；②患有严重的精神

病性障碍或者智力障碍的患者；③不能或者不愿配合

者。对所有患者均进行了知情同意告知。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这些患者分为两组，即干预组（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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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规护理组（n=60）。干预组中 36 例为男性患者，

24 例为女性患者，年龄在 57～80 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68.2±10.4）岁；病程在 3～25 年之间，平均病程

为（15.4±2.2）年。在常规护理组中 35 例为男性患

者，25 例为女性患者，年龄在 56～79 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70.1±11.8）岁；病程在 4～27 年之间，平

均病程为（13.6±2.0）年。病程分期、文化程度等

资料见表 1。两组患者各基线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于常规护理组患者，护理人员予以常规护理

并对其病情进行实时监测，主要内容为对医嘱进行

执行，及时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4］；干预组患者

接受常规护理联合护理干预，干预的具体内容为：1）
健康教育：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耐心的询问，对其掌

握和接受医学知识的程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

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内容，

使患者深入了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原因、护

理措施等；如果患者有吸烟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存

在，对其进行有效的戒烟限酒指导。将自我监测病

情的方法教给患者，让患者充分重视长期家庭氧疗，

积极主动地进行呼吸训练。2）心理干预：积极主动

地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有

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依据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有

针对性的心理指导，消除其负面情绪，使其明白治

疗能够有效控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情，从而增强

其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参与疾病的治疗和护理；3）
督促患者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指

导，使其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早饭前后是排便的

最佳时间，无论是否有便意，都应该坚持定时如厕，

每天 5～10min；4）适量运动。督促患者循序渐进地

应用缩唇结合腹式呼吸及全身运动项目锻炼呼吸肌，

如上楼梯、步行等，运动量标准为呼吸急促、心悸

等不会在锻炼过程中发生；5）出院后随访。对患者

进行随访，将健康教育的内容重复告知患者，从而

促进患者治疗依从性的有效提升，缓解其负性情绪，

最终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5］。如果患者病

情加重，则退出研究。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分别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对两组患者的焦虑情绪进行评价，应用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对两组患者的抑郁情绪进行评价，

分界线均为 14 分，分值在 14 分以上表示患者处于

焦虑和抑郁状态，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严重程度

随着分值的提升而提升［6-7］。同时，应用生活质量评

定问卷 GQOLI-74 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有效

评定，包括四个单项，即生理、心理、社会及物质

功能，计算出生活质量总分及各单项评分，患者的

生活质量随着分值的提升而提升，随着分值的降低

而降低［8］。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数据时用软件 SPSS20.0，计数资料用

Ridit 分析，率的比较用χ2 检验，计量数据用（x±s）

表示，两组护理前后比较用配对均数 t 检验，两样本

均数比较用 t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程分期、文

化程度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干预组（n=60） 常规护理组（n=60）

性别 男性 36（60.0％） 35（58.3％）

女性 24（40.0％） 25（41.7％）

病程分期 稳定期 27（45.0％） 28（46.7％）

急性加重期 33（55.0％） 32（53.3％）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29（48.3％） 28（46.7％）

高中及以上 31（51.7％） 32（53.3％）

平均年龄（岁） 68.2±10.4 70.1±11.8

平均病程（年） 15.4±2.2 13.6±2.0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和抑郁状况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间的 HAMA 评分和 HAMD 评分

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护理后的 HAMA 评

分和 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评分（P<0.05）。

护理后两组间 HAMA 评分和 HAMD 评分存在明显差

异，和常规护理组相比，干预组患者的 HAMA 评分

和 HAMD 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HAMA评分和HAMD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干预组 60 护理前 26.8±2.4 27.2±2.6

护理后 7.6±1.5#* 13.1±2.1#*

常规护理组 60 护理前 27.1±2.3 26.6±2.8

护理后 13.5±2.2# 20.1±2.9#

注：#表示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表示与常规护理

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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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有进行性的发病规律，大

多数具有不可逆性，极易向肺功能损害发展。同

时，由于患者很难呼吸，造成患者无法自由活动，

同时也具有较少的社会活动，这些均会使患者产生

焦虑和抑郁情绪，进而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

的不良影响［9］。相关医学研究表明，患者的病情在

单纯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仍然会进展，在护理干预的

作用下，患者的肺泡通气及换气功能却能得到有效

改善，进而使患者病情保持稳定，从而有效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10-12］。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干预使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 HAMA 评分和 HAMD 评分降

低，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与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13］，既往研究表明以护理程序为基本框

架构建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住院患者心理干预模式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

此外，我们的研究显示护理干预使患者的生活质量

GQOLI-74 总分及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

物质功能单项评分较高，说明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

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既往研究显

示有效的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临床

护理人员应该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给予患者有针对

性的护理干预，从而切实有效地改善患者的不良情

绪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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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间的 GQOLI-74 总分及各单

项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护理后的

GQOLI-74 总分及各单项评分均高于护理前评分

（P<0.05）。护理后两组间 GQOLI-74 总分及各单项

评分存在差异，和常规护理组相比，护理干预组患

者的 GQOLI-74 总分及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

功能、物质功能单项评分均明显提高（P<0.05），具

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GQOLI-74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功能 总分

干预组 60
护理前 60.3±7.3 59.6±7.6 58.5±7.9 62.1±7.1 61.1±7.2

护理后 76.6±9.0#* 76.5±9.0#* 74.9±8.2#* 76.8±7.5#* 75.3±8.0#*

常规护理组 60
护理前 61.2±7.3 60.1±6.7 59.5±6.2 62.2±7.5 59.0±6.8

护理后 68.9±8.1# 68.7±7.1# 68.2±8.8# 68.8±8.6# 69.6±7.8#

注：#表示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表示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