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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决模式对重度哮喘患者负性情绪及躯体症状的影响

钟婉红１ 、 罗玮燕２ 、 陈　兰 1 、 王秀娟 1 、 王红花 1 

【摘要】目的　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重度哮喘患者负性情绪及躯体症状的影响。方法　将 114 例

重度哮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7 例，对照组给予一般性护理、专科护理、健康教育等常

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聚焦解决模式，随访 6 个月，比较两组负性情绪及躯体症状改

善情况。结果　随访 6 个月，观察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降低值明显高

于对照组（P< 0.01）；躯体症状改善有效率 92.5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10％ （P< 0.05）。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有助于缓解重度哮喘患者负性情绪，改善躯体症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心理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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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Somatic Symptom of Patients with Se-
vere Asthma　ZHONG Wanhong，LUO Weiyan，CHEN Lan，et al.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aikou，Haikou 
571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somatic 

symptom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Methods　A total of 114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57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eneral nursing，specific nursing，health education and other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s，based on which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received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After 6 months of follow-up visit，negative emo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omatic symptom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follow-up visit，reduc-

tion values of sco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the effective rate of improvement of somatic sympto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4％，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9.1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can relief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and improve so-

matic symptoms，hence，it’s an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Key words】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Severe asthma；Anxiety / Depression；Somatic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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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hma）是一种体质特异

性疾病，患者具有气道高反应性，当过敏原刺激时，

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出现憋喘、胸闷、气促，重度

哮喘患者会有严重呼吸困难甚至窒息［1］。重度哮喘

发作时，患者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会受到严重的影

响，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2］。聚焦解决

模式是在积极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充分尊重个

体，相信个体潜能和力量的一种护理干预模式［3］。

聚焦解决模式改善患者负性情绪既往已有文献报道，

本文旨在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对重度哮喘患者负性情

绪及躯体症状的影响，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114 例

重度哮喘患者为研究对象，男 64 例，女 50 例；年龄

17～45 岁；病程 1～8 年。纳入标准：①均符合 2013
年《中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基层版）》［4］支气管哮

喘诊断标准；②疾病严重程度为重度。排除标准：①

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扩张等其他肺部疾

病者；②伴自发性气胸、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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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命者；③合并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

④有精神障碍或语言沟通障碍者。本研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告知研究事项后所有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57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重度哮喘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观察组/57 对照组/57 t / χ2 P

性别 0.143 0.712

男 31 33

女 26 24

年龄（岁） 28.28±4.82 28.73±4.69 0.505 0.435

病程（年） 4.62±0.53 4.60±0.48 0.211 0.621

文化程度 0.194 0.654

初中及以下 8 7

高中（含中专） 32 31

大专及以上 17 19

家庭经济状况 0.141 0.712

≥3000元/（人. 月） 25 27

<3000元/（人. 月） 32 30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呼吸支持疗法、支气管扩张剂、

糖皮质激素等常规治疗后症状缓解，均给予一般性

护理、专科护理、健康教育等常规护理。观察组采

取聚焦解决模式的护理干预方案。由呼吸内科护理

人员组建重度哮喘聚焦解决模式小组，每位小组成

员负责 3～4 名患者，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以便于聚焦解决模式的实施。

①描述问题：首次就诊时，护士与患者交谈

20～30min，了解患者为预防重度哮喘发作所做过的

努力，并在哮喘发作时如何采取措施缓解症状，对

患者的行为适时的给予表扬和肯定。鼓励患者倾诉

重度哮喘发作时的痛苦体验，包括身体体验和心理

体验，可以提问如“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家人是

怎么帮助你的？”等此类问题。评估患者负性情绪

（焦虑、抑郁程度）、躯体症状（哮喘发作频率、肺

功能等），均录入患者纸质档案或电子档案中。

②构建目标：根据对患者负性情绪、躯体症状

的分析，在尊重患者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制定切实

可行的总体目标：负性情绪：焦虑（SAS）评分降低值

≥ 15 分，抑郁（SDS）评分降低值≥ 15 分；躯体症

状：有效率≥ 90％。

③探查例外：通过与患者继续探讨从前重度哮喘

发作和缓解的经历，如突然发生憋喘，吸入糖皮质

激素后缓解等，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求医行为和部

分处理措施给自己的病情改善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

处。引导患者回忆自己生病时家人、朋友对自己的

关心和爱护，让他们感觉到社会和家庭的温暖。提

出“奇迹问题”，与患者进行“奇迹探讨”，告诉患者

“假如明天你憋喘、呼吸困难的症状改善了，你认为

和现在有什么不同”，患者可能会说舒适很多，自信

心增强，从而引导患者向提高幸福感和舒适度努力。

④给予反馈：干预 15d 后，再次评估患者负性情

绪、躯体症状，分析指标变化情况，肯定患者的努

力，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没有完成阶段性目标的患

者，引导患者查找原因，及时调整可行性目标，鼓

励患者充分发挥自己潜能，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如怎

样防止接触过敏原，怎样按时用药不遗漏，怎么增

强机体抵抗力预防感染等。

⑤ 评 估 进 步：评 估 实 施 阶 段 性 评 估 法 ，1 次

/15d，时间长 20～30min，结合本次负性情绪、躯

体症状，采用刻度化提问的方法：上周 SAS 评分为

50 分，本周降低目标为 5 分，你认为达到目标吗？

当患者给予肯定答复、或接近目标值时，应给予肯

定与鼓励，再次强调重度哮喘的严重性，以及发挥

自身潜能对治疗疾病的价值，鼓励患者朝总的目标

努力。

两组均连续观察观察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负性情绪　干预前，随访 6 个月，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

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5］评

估患者负性情绪，SAS 量表和 SDS 量表各有 20 道题，

每题采用 4 级评分法，总分 20～80 分，分值越高，

焦虑或抑郁程度越严重。

1.3.2　躯体症状控制情况　采用《中国支气管

哮喘防治指南（基层版）》［4］测评躯体症状的控制情

况。临床控制：临床症状完全缓解，偶然有轻度发

作但不需要用药，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增加

>35％；显效：临床症状明显缓解，偶然发作时吸入

糖皮质激素可控制病情，FEV1 增加在 25％～35％

之间；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FEV1 增加介于

15％～24％之间；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FEV1 未

好转，甚至恶化加重。有效率为临床控制、显效、

好转所占总例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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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负性情绪等

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躯体症状控

制情况等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负性情绪 

随访期间，两组均无脱落、失访病例。干预

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 6 个月，两组均明显降低，观察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降低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1），见表 2。

2.2　躯体症状

观察组临床控制 32 例，好转 30 例，有效率

92.54％明显高于对照组 79.10％ （P<0.05），见表 3。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最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随

着环境污染的加重，空气中的过敏原越来越多，重

度哮喘急诊入院的患者也越来越多。重度哮喘发作

时，支气管平滑肌严重痉挛，气道严重阻塞，患者

气流不能呼出，如持续不缓解，短时间内会造成呼

气性呼吸衰竭，各器官缺氧，二氧化碳中毒，肺性

脑病，心力衰竭，直至危及生命［6］。重度哮喘患者

因病情严重且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会使患者产生

较强的焦虑、抑郁情绪，不良情绪会直接影响患者

的治疗依从性，导致躯体症状更难缓解，继而造成

恶性循环，进一步影响哮喘的控制［7］。

聚焦解决模式是近年来较为推崇的一种新型护

理模式，它强调激发人的正能量，促进患者主动参

与到疾病的自我监测和管理过程中［8］。对重度哮喘

患者给予聚焦解决模式护理，能提供有效的心理疏

导，并帮助患者从家庭、社会中寻找坚实的情感支

持［9］。帮助患者树立责任感，意识到家人与自己一

样痛苦，自己的康复就是对家人的负责。通过聚焦

模式中积极提问，能促使患者对症状改善的向往，

并在护士帮助下努力实现症状改善。有研究指出，

聚焦管理模式特别适用于出现情绪障碍的患者，并

可以通过改善不良情绪促进疾病的治疗和康复［10］，

但少有将聚焦解决模式应用于重度哮喘患者并观察

该模式对负性情绪及躯体症状影响的报道，本研究

通过比较两组躯体症状改善率、负性情绪等数据，

证实聚焦解决模式改善重度哮喘患者负性情绪及躯

体症状具有良好效果。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聚焦解决模式有助于缓解

重度哮喘患者负性情绪，改善躯体症状。是一种有

效的心理干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局限

性有二：一是未对阶段性负性情绪、血清应激指标进

行比较，二是聚焦解决模式尚未与患者个性特征有

效整合，可能会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于今

后扩大样本展开进一步研究。

表2　两组重度哮喘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x±s，分，n=57）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随访6个月 降低值 干预前 随访6个月 降低值

观察组 55.64±5.55 40.32±4.23 15.32±1.42 55.24±5.58 39.51±3.32 15.73±1.61

对照组 54.73±5.79 45.77±4.89 8.96±1.03 54.72±5.65 43.97±4.25 10.75±1.21

t 0.857 6.364 27.372 0.494 6.244 18.668

P 0.103 0.010 <0.01 0.465 0.010 <0.01

表3　两组重度哮喘患者躯体症状改善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67 32（47.76） 30（44.78） 2（2.99） 3（4.48） 62（92.54）

对照组 67 24（35.82） 29（43.28） 6（8.96） 8（11.94） 53（79.10）

χ2 4.968

P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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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高征治疗、护理及剖宫产的错误认知，并且在

下一阶段护理干预前总结并解决以上出现的护理

问题，最终显著提高护理干预效果，促进患者产后

机体恢复［9］。本研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干预

后 SAS、SDS 评分相比于干预前具有较大改善，同

时观察组 SAS 与 SDS 评分相比于对照组得到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通过实施

双向质量反馈模式护理能够显著消除妊高征剖宫产

患者的负性情绪。原因主要为在此护理模式中，护

理人员向患者讲述过往治疗成功的案例，从而显著

提高其治疗的信心，并且在护理中与患者有效沟通，

消除其内心疑虑，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最终使

患者能够消除对剖宫产和疾病的恐惧、紧张等不良

心理情绪［10］。在本研究中，观察组经护理干预后并

发症发生率相比于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双向质量反馈模式护理对降低妊高

征剖宫产患者的并发症具有显著作用。在该护理模

式中，护理人员通过向患者举例各种不良饮食和生

活习惯、未遵循医嘱的不良后果病例以起到警示作

用，促使患者自觉遵医嘱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积极

参与到医护人员的治疗和护理中，提升治疗的依从

度，最终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概率。

综上所述，双向质量反馈模式运用于妊高征剖宫

产产妇护理中效果显著，可明显缓解患者负性情绪，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术后早日恢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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