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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理干预对哮喘患儿的临床疗效

任　红 、 郭亚娟 、 王　利 、 王　改

【摘要】目的　探讨强化心理干预对哮喘患儿焦虑抑郁情绪、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92 例哮喘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6 例。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护理，观察

组患儿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强化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干预前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分及儿童抑郁自评量表（CDI）评分、治疗依从性，并予以生命质量调查问卷（PAQLQ）

评价两组患儿生活质量。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 HAMA 和 CDI 评分，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观察组、

对照组实际随访患儿分别为 43 例、42 例。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A 评分和 CDI 评分均较护

理前降低，且观察组的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依从性为 93.02％，明显优于对照

组的 76.19％（P< 0.05）；观察组 PAQLQ 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对哮喘患儿在常

规护理基础上强化心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儿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更好地改善其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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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asthma 
　　REN Hong，GUO Yajuan，WANG Li，et al. No. 9 Renmin Hospital，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mood，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hildren with asthma. Methods　92 case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46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intensive psy-

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nursing car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n scales of HAMA，CDI and PAQLQ as well 

as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AMA 

and CDI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re were 43 cases left for 

follow-u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HAMA and CDI scores were lower in both the 

two groups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indexe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Meanwhile，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3.02％）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76.19％），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PAQLQ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abov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routine nursing care  can be mo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lity of life.

【Key words】Intens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sthma；Anxiety；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支气管哮喘（简称为哮喘）是一种儿童时期比较

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发作时表现为咳嗽、喘息、

胸闷等症状，不仅发病率高，而且病程长，易反复

发作，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及正常身体发育［1］。

临床研究发现，哮喘患者体内细胞因子水平明显升

高，是启动变态反应及介导气道炎症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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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哮喘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状态可导致细胞因

子调节失衡，从而加重哮喘症状及发作次数［2］，表

明不良情绪与哮喘控制效果有密切关系。此外，多

数哮喘患儿对疾病认知程度有限，加之年龄小，很

难坚持及配合哮喘的长期规范治疗，治疗依从性差，

以致哮喘反复发作，影响其日常生活质量。我院儿

科对收治的 46 例哮喘患儿采取强化心理干预措施，

并设常规护理的哮喘患儿为对照组作临床研究，旨

在探讨强化心理干预对该病种患儿不良情绪、治疗

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92 例患儿均为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我院儿科收治的哮喘患儿，均符合胡亚美等

主编的《实用儿科学》相关诊断标准［3］。按照随机化

原则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个组别，每组 46 例。观

察组男 26 例，女 20 例；年龄 3.8～13.6（9.57±3.48）
岁；病程 1～7（3.65±1.36）年；轻度 22 例，中度 24
例。对照组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4～13.5（9.46±

3.51）岁；病程 1～7（3.72±1.35）年；轻度 21 例，中

度 25 例。排除下列标准：①存在智力及认知障碍者；

②既往有器质性精神疾病史；③急性发作期哮喘，病

情为重度者；④患儿家属不同意参加本研究者。本

研究取得了医学伦理机构的审核批准。两组患儿性

别、年龄、病程及疾病程度比较，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采取规范的哮喘治疗措施。对照

组患儿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常规心理护理、饮食护

理、用药指导及出院指导等，出院后常规门诊随访

及电话随访。观察组患儿除常规护理外，强化心理

干预，具体方法：①沟通和疏导：哮喘症状可导致患

儿产生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恐惧感，但因年龄小，

对输液、吸入等治疗常伴有抵触心理，治疗依从性

差，影响治疗效果。因此，护理人员应掌握不同年

龄患儿的心理特点，采取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沟通方

法，安抚患儿的不良情绪及抵触心理。如可通过给

患儿讲故事、提供卡通图书和玩具等方式与患儿增

加接触，增加患儿对护理人员的亲密度及信任感。

在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患儿说出自己患病

后的感受，并针对性予以疏导，缓解其不良情绪。

②疾病认知干预：对患儿及家长进行通俗易懂的疾病

知识宣教，通过解释或答疑，使患儿及家长充分认

识到哮喘发作的诱因及防治方法，不断矫正以往的

错误认知和不良行为，从而减少发病诱因及各种不

良刺激。③放松训练：对哮喘患儿进行放松训练有助

于降低其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调节神经内分泌系

统功能，有利于放松患儿身心，从而缓解其焦虑抑

郁情绪［4］。放松方法：指导并示范家长对患儿进行按

摩放松训练，按摩顺序由头面部开始，依次向下按

摩颈、肩、双上肢、双下肢以及后背，放松时间以

晚上睡前为宜，每次按摩 20min。放松按摩时，若同

时播放患儿喜爱的音乐，有助于患儿肌肉的进一步

放松，消除其紧张及焦虑情绪［5］。④支持暗示疗法：

哮喘患儿多伴有偏激、自卑、敏感、易激惹等不良

性格特征，可采取暗示性语言和行为对患儿的遵医

行为和良好习惯进行肯定和鼓励，减轻患儿焦虑感，

帮助患儿树立坚持治疗的信心，弱化其偏激、自卑

及敏感等不良性格特征，有助于减轻症状及发作次

数，提高治疗效果。⑤家长教育：家长的不良情绪可

影响患儿，指导患儿家长以平常心态对待患儿，不

要因过分紧张而影响患儿情绪，尽可能多陪伴患儿，

给予正性家庭性支持，使患儿感受到安全感，从而

缓解焦虑情绪。两组患儿出院后，均定期通过门诊

或电话随访，均随访至满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焦虑抑郁情况　两组患儿护理干预前后

分别应用汉密尔顿焦虑自评量表（HAMA）及儿童抑

郁自评量表（CDI）进行评分。HAMA>7 分即可能存

在焦虑，分数越高，焦虑状态越严重；CDI 总分范围

为 0～54 分，分数越高，抑郁状态越严重。

1.3.2　治疗依从性　护理干预期间分别调查两

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情况，药物吸入、饮食、运动及

定期复诊完全遵从医嘱执行者为完全依从；药物吸

入、饮食、运动及定期复诊多数时间遵从医嘱者为

部分依从；药物吸入、饮食、运动及定期复诊几乎不

遵从医嘱者为不依从。（完全依从 + 部分依从）/ 本组

总例数 ×100％= 依从性。

1.3.3　生活质量　采用国际通用的儿童哮喘生

命质量调查问卷（PAQLQ）评价两组患儿的生命质

量。量表内容包括症状、活动以及情感 3 个维度，

评分范围分别为 1～7 分，各维度评分越高，显示患

儿的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计数资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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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依从性为 93.02％，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6.19％（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观察组 43 21（48.84） 19（44.19） 3（6.98） 40（93.02）

对照组 42 15（35.71） 17（40.48） 10（23.81） 32（76.19）

χ2 4.646

P <0.05

2.3　两组患儿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在症状评分、活动评分及情感评分方面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P<0.01）。见表 3。 
表3　两组患儿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症状评分 活动评分 情感评分

观察组 43 35.78±12.85 18.35±7.37 38.63±12.57

对照组 42 27.53±13.72 12.46±6.39 31.48±10.83

t 2.862 3.932 2.806

P <0.05 <0.01 <0.05

3　讨论

哮喘是一种身心性疾病，精神及心理因素对哮

喘发病也有一定影响［6］。临床研究表明［7］，哮喘儿

童由于长期处于疾病状态，其正常活动及社会交往

受到限制，导致其社会能力较正常儿童降低，其行

为应对方式表现不成熟，可能会对正常护理工作采

取逃避或抵抗行为［8］，因此哮喘患儿需要医护人员

有效进行心理疏导，以纠正各种不良行为，提高心

理应对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而在工作中我们

发现，多数患儿治疗依从性欠佳，导致哮喘控制不

理想，继而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9］。因此采取有效

的心理干预，缓解不良情绪，改善其对疾病的认知，

继而提高治疗依从性，对改善生活质量及疾病远期

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观察组通过沟通和疏导、疾病

认知干预、放松训练、支持暗示疗法等多种途径对

患儿及其家属进行强化心理护理，其中沟通和疏导

可密切护患关系，提高患儿配合度；疾病认知干预可

帮助患儿及家属获得更多哮喘防治知识，提高哮喘

应对经验，从而提高遵医嘱用药的主动性，并自觉

纠正不良生活方式；放松训练有助于稳定神经内分泌

调节功能，从而减轻哮喘症状，改善患儿不良情绪；

支持暗示疗法有助于提高患儿的行为应对方式及社

会能力，从而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对家长进行

教育可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心态，最大限度避免其

不良情绪带给患儿的不良影响［10］。本研究结果可见，

观察组无论是在 HAMA 评分和 CDI 评分、治疗依从

性方面，还是在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方面均优于对

照组。可见，对哮喘患儿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强化心

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儿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治疗

依从性，更好地改善其生活质量，是值得推广应用

的一种心理护理方案。

综上所述，对哮喘患儿在常规治疗及护理的基

础上，增加强化的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更及时有效

地疏导患儿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提高患儿对

治疗的配合度和依从性，也能进一步改善患儿的生

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PSS20.0 统计软件进

行处理，本研究的结果均为计量资料，以（x±s）的

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观察组患儿转院 1 例、迁外地 1 例，失访 1 例，

实际随访 43 例；对照组患儿转院 2 例、失访 2 例，

实际随访 42 例。护理干预前，两组患儿 HAMA 评分

和 CDI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干

预后，两组患儿 HAMA 评分和 CDI 评分均显著较前

减少（P<0.01），观察组 HAMA 评分和 CDI 评分均明

显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CDI评分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观察组 43 9.71±1.30 5.79±1.24* 10.73±1.24 7.27±1.36*

对照组 42 9.53±1.34 6.38±1.15* 10.58±1.19 8.03±1.26*

t 0.628 2.273 0.568 2.671

P >0.05 <0.05 >0.05 <0.05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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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及远期疾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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