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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焦虑抑郁心理的影响

常巧云 、 曹钏宏 、 惠　蓉 、 姜小帆

【摘要】目的　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焦虑抑郁心理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 86 例，以随机的方式将 86 例患者分

成对照组 43 例和观察组 43 例。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基础上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观察组应用综合护

理干预的方法。两组患者在治疗护理结束后，对其焦虑和抑郁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价与比较。结果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焦虑，抑

郁水平较护理前均明显好转，且观察组的焦虑和抑郁的患者的比例均显著性的低于对照组，上述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焦虑及抑郁情绪具

有更好的缓解作用，可进一步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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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
pepsia　CHANG Qiaoyun，CAO Chuanhong，HUI Rong，et al.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zng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

sion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Methods　8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were recrui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5. All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andomly，43 cases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mean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Then comparing the  anxiety level and depression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anxiety level and depression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fter treatment，the situation of anxiety level and depression level in the two groups were both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nwhile after treatment，the incidence rat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of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Functional dyspepsia；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Anxiety；Depression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一组临床综合症，临床表

现为上腹的胀痛、未食先饱、嗳气打嗝、恶心呕吐

等症状，症状持续或者反复出现，没有器质性的病

变［1-2］。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疾病反复发作，对患

者的心理和精神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如焦虑、抑

郁、失眠等症状［3］。在精神疾病的反作用下，功能

性消化不良的症状会加重，给治疗带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4］。因此，临床上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在接受

治疗时，必要的护理干预对治疗起到促进的作用。

本研究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进

行护理，结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得到较好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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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择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来我院进行治疗的功能性消化

不良患者 86 例，患者出现上腹胀痛、恶心呕吐、早

饱等症状反复或持续出现，累计 12 周以上，经检查

无器质性病变。排除严重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按

照随机分组法将 86 例患者平均分成对照组与观察

组。对照组中有患者 43 例，男 21 例，女 22 例，年

龄 26～76 岁，平均（45.2±2.1）岁。观察组中有患

者 43 例，男 19 例，女 24 例，年龄 23～78 岁，平均

（44.8±1.9）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比例，教育

背景等一般临床资料之间对比，组间没有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中患者在治疗基础上采用常规的护理方

法进行护理。观察组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内容

为首先进行心理上的护理干预，将疾病相关知识向

患者进行讲述，回答患者关于疾病的疑问。认真了

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患者的信任，每天与患者

进行交流，使其树立信心，并保持心态平和。时刻

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其次进行行为上的护理干预，

嘱咐患者进行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少量多次的饮食

方式进行就餐，帮助减轻胃的负担，对患者进行腹

部按摩，鼓励患者进行适度的体育运动，为治疗起

到促进作用。此外还对患者进行自身疾病知识的健

康教育，从科学客观的角度出发，向患者讲解自身

疾病的一些临床特点，治疗方法，疾病转归等医学

知识，增强患者治疗的信心，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

性。最后，在社交活动上进行护理干预，为患者提

供一些喜剧电影、轻松的音乐等娱乐项目，让患者

参与其中，保持愉悦的心情。两组的护理伴随着患

者在院内的治疗，直到患者出院。

1.3　评价标准

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评价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5］。焦虑与抑郁自

评量表中 20 个题目，每个题目 4 个选项，根据选项

中体现的焦虑的严重程度得分分别是 1、2、3、4 分，

得总分乘以 1.25 后的整数部分为最后得分。SAS 评

分对疾病程度的划分标准为：轻度焦虑患者得分

50～59 分，中度焦虑患者得分 60～69 分，重度焦虑

患者得分 70 分以上。SDS 评分对疾病严重程度划分

标准为：轻度抑郁患者得分 53～62 分，中度抑郁患

者得分 63～72 分，重度抑郁患者得分 72 分以上。

1.4　统计学的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以（n，％）表示，比较使用 χ2 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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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焦虑情况变化的对比

两组患者通过进行 SAS 评估，通过 SAS 评分对

焦虑严重程度进行划分，具体结果如下：在干预前各

自组的轻度焦虑，中度焦虑和重度焦虑的比例，组

间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每组的轻度

焦虑，中度焦虑和重度焦虑的比例较护理前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 2.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抑郁情况变化的比较

两组患者通过进行 SDS 评估，通过 SDS 评分对

焦虑严重程度进行划分，具体结果如下：在干预前各

自组的轻度抑郁，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的比例，组

间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每组的轻度

抑郁，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的比例较护理前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 2.2。

表2.1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护理前后焦虑情况比较（n，％）

组别
轻度焦虑 中度焦虑 重度焦虑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6（37.2％） 8（16.3％） 20（46.5％） 4（9.3％） 7（16.3％） 0（0.0％）

对照组 13（30.2％） 16（37.2％） 21（48.8％） 12（30.2％） 9（20.9％） 4（9.3％）

χ2值 0.4682 4.8075 0.0466 4.9143 0.3071 4.1951

P 值 0.4938 0.0283 0.8291 0.0266 0.5794 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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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其对

胃功能带来一定的损伤，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功能性

消化不良患者长期出现上腹的胀痛、早饱、恶心呕

吐等症状，常会引起食欲减退，进而机体能量供应

不足造成盗汗、失眠等症状的出现。在长时间的失

眠状态下，病人的精神容易引起疾病，如紧张、焦

虑和抑郁的情绪发生几率大大增加。据相关统计，

患有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在精神上出现焦虑、抑

郁的情绪的比例高达 90％以上［6］。而患者的焦虑、

抑郁的情绪会带来消极的态度，对疾病的治疗造成

一定制约作用，病情加重患者的精神疾病的症状也

会随着加重，形成恶性循环［7］。因而，在出现功能

性消化不良的症状的时候，患者需要及时就诊，疾

病确诊后，配合医生在临床中的治疗，然而，患者

初期的精神症状不容易被察觉，需要一定的护理干

预对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评估与了解，针对不

同患者的情况采取一定的护理干预手段［8］。在功能

性消化不良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常规的护理方法不

能达到对患者焦虑与抑郁心理状态的缓解与治疗，

需要综合的护理干预方法对其进行护理。综合护理

干预可以增进医患之间的关系，通过与患者的交流

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患者的心理，在评价患者焦虑抑

郁的严重程度之后进行适度的治疗［9］。另外，在生

活习惯上引导患者，使其改掉不良的习惯，并积极

的进行运动，给疾病的治疗带来积极的作用。为患

者的生活增加娱乐活动，从很大程度上增加患者治

疗的信心，保证患者的心理健康。护理中随时解决

患者关于疾病的疑惑保证患者的正确心态，缓解焦

虑抑郁的情绪，心理干预的作用较为重要，在患者

的治疗中起到关键的作用［10］。综合护理干预对患者

的心理影响的作用较为重要。

本研究中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都有一定的焦

虑和抑郁的症状，分成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与综合护

理干预的观察组在护理结束后，观察组中焦虑和抑

郁患者的比例显著性的低于对照组，两组结果之间

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综上所述，应用综合护理干预的护理方法在功

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治疗护理中的效果较好，显著

性的改善了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心理状态，值得在

临床中进一步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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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护理前后抑郁情况比较（n，％）

组别
轻度抑郁 中度抑郁 重度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8（41.9％） 7（16.3％） 19（44.1％） 5（11.6％） 6（14.0％） 0（0.0％）

对照组 15（34.9％） 17（39.5％） 18（41.9％） 16（37.2％） 10（23.2％） 4（9.3％）

χ2值 0.4425 5.7796 0.0474 7.6234 1.2286 4.1951

P 值 0.5059 0.0162 0.8276 0.0058 0.2677 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