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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老年痴呆患者心理及康复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陈娅薇 、 李　莉 、 张理花 、 杨国红

【摘要】目的　观察应用综合护理对老年痴呆患者的心理以及康复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4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医院诊治的老年痴呆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比较 2 组患者的心理和康复治疗依从性情况。结果　观察

组护理后抑郁评分、焦虑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在疾病认识、遵医用药、营养支

持及家庭支持率这些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躯体功能、活动能力、

生命力、心理情绪、社会交际能力及自信心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与常规护理

方法相比，老年痴呆患者治疗应用综合护理干预效果更好，能提高患者心理及康复治疗依从性，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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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compli-
a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mentia　CHEN Yawei，LI Li，ZHANG Lihua，et al. Ya'an People's Hos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Ya'an 62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rehabilita-

tion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Methods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nile dementia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4 to Jul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usual nursing care，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compliance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cores of SDS 和 SA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rate of rehabilitation awareness of the disease，medication com-

pliance，nutritional support and family support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quality of life，the physical function，activity，vitality，mental emotional，social skills 

and self-confidenc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senile dementia patients' psy-

chological status and rehabilitative treatmen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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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包

括阿尔茨海默病痴呆（AD）、脑血管性痴呆（VD）

等。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智力退化、

人格和行为障碍等，严重者甚至出现性格、行为改

变［1］。目前对于老年痴呆发病机制尚未完全知晓，

也缺乏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加强护理是治疗的重

要环节。常规护理更多的从患者的日常起居、检查、

治疗等方面入手，缺点是护理内容单一，缺乏针对

性，难以满足患者实际需要。综合护理干预是近年

来使用较多的一种护理模式，研究发现该护理模式

能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早期恢复［2，3］。

为了探讨综合护理在老年痴呆患者中的应用及对心

理、康复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本研究选取 2014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医院诊治的老年痴呆患者 90 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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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医院诊治的老

年痴呆患者 90 例，采用随机数字方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 45 例，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61～78）岁，平均（69.4±2.4）岁，病程（1～8）年，

平均（5.2±1.0）年。观察组 45 例，男 23 例，女 22
例，年龄（60～80）岁，平均（70.1±2.5）岁，病程

（1～9）年，平均（5.4±1.3）年。对比两组性别、病

程及年龄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①符合老年痴呆临床诊断标准；②均经过

生化指标检查、影像学检查得到确诊［4］。排除标准：

①排除不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者；②排除合并恶性肿瘤

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③排除严重心、肝、肾功

能异常者。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会批准，均经患者、

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向患者及家属宣传老年痴

呆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患者入院后的常规检查、治

疗方法，加强与患者及家属之间的沟通交流，尽可

能让患者配合治疗［5］。

观察组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方法：（1）生活自理

能力障碍、认知能力障碍护理［6］。由护士完成，每

天一次，鼓励其每天坚持锻炼，做力所能及的活动，

护士善于运用手机、QQ、微信等先进的社交软件记

录患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并帮助患者制作卡

片。根据每一位患者营养情况制定相应的饮食护理。

对于长期卧床患者，护士应尽可能为患者营造良好

的分为，适宜的温度、湿度，每 2h 为患者翻身一次、

按摩，促进血液循环，避免发生褥疮。（2）心理护理。

每天一次，由护士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根据

患者评估结果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尽可能维持环

境稳定，减少患者压力。在患者情绪不稳定时记录

其情绪和情感的变化情况，及时找出心理波动产生

的原因，让患者远离刺激源。对于烦躁患者，护士

应每天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尽可能得到患者的认

同，让患者配合治疗，提高治疗依从性和配合度［7-8］。

（3）康复训练。老年痴呆患者由于自身活动不便，

每天早晨护士应到病房正确的指导和协助患者完成

洗脸、刷牙等，根据患者恢复情况正确的指导其功

能锻炼，让患者学会走路、吃饭、下床、穿衣等多

让患者观看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增强患者记忆［9］。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进

行评定，得分越高，负性情绪越严重。（2）康复治疗

依从性：观察两组康复治疗依从性评分，包括：疾病

认识、遵医用药、营养支持及家庭支持率等；（3）

生活质量：观察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躯体功能、活

动能力、生命力、心理情绪、社会交际能力及自信

心评分，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护理质量越高［10］。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采用（n，%）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x±s）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负性心理情绪评分比较

两组护理前 SDS 和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护理后 SDS 和 SAS 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2组护理前、后负性心理情绪比较（x±s，分）

组别 SDS评分 SAS评分

观察组
（n=45）

护理前 59.8±4.45 59.8±4.45

护理后 33.87±5.62ab 42.87±6.45ab

对照组
（n=45）

护理前 61.7±4.53 62.75±7.56

护理后 57.7±4.53b 51.86±8.78b

与对照组相比，aP<0.05；与治疗前相比，bP<0.05

2.2　两组康复治疗依从性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康复治疗疾病认识、遵医用药、

营养支持及家庭支持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2　2组康复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疾病认识 遵医用药 营养支持 家庭支持

观察组 45 41（91.11） 42（93.33） 40（88.89） 42（93.33）

对照组 45 35（77.78） 32（71.11） 34（75.56） 36（80.00）

χ2 / 6.926 5.351 7.092 6.326

P /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躯体功能、活动能力、

生命力、心理情绪、社会交际能力及自信心评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老年痴呆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主要是由于慢

性或进行性大脑结构器质性损害，导致机体大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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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明显的障碍，临床上表现为记忆力、计算能

力、思维能力下降，部分患者伴有认知功能、情感

功能障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和工作。常规护理虽

然证实有一定效果，但是护理缺乏针对性，难以满

足每一位患者实际需要，因此，加强患者治疗护理

对提高护理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近年来，综合护

理干预在老年痴呆患者治疗过程中得到应用，且效

果理想［11］。本研究也发现：两组护理前汉密尔抑郁量

表评分、焦虑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

理后观察组汉密尔抑郁量表评分、焦虑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而且观察组康复治疗疾病认

识、遵医用药、营养支持及家庭支持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本研究还发现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

质量躯体功能、活动能力、生命力、心理情绪、社

会交际能力及自信心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综

合护理干预可以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负性情绪，提

高康复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综合护理干预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一种新型护

理模式，该护理模式能从多层次、全方位对患者护

理，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更加有助于改

善患者生活能力，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消除患者内心的负性情绪，从而能满足患者生理、

心理及社会需要，从而能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和配

合度。同时，综合护理干预的实施能帮助患者建立

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空间，规避了生理条件限制，

重新帮助患者建立认知能力，并且能根据每一位患

者恢复情况制定相应的锻炼方法，促进患者认知能

力再生，从而能有效的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文献报

道显示：综合护理干预中实施智力活动，如：棋牌、

麻将、书法等能帮助老年痴呆患者进一步扩大思维

和增强记忆，能延缓大脑衰老，提高机体认知功能。

但是，临床上对于单一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效果不理

想者，则应该联合其他方法护理，发挥不同护理模

式优势，促进患者早期恢复［12］。

综上所述，与常规护理方法相比，老年痴呆患

者治疗过程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效果理想，能提高

患者心理及康复治疗依从性，值得推荐。必须指出，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的代表性一般，

样本量偏小，而且都来自一家医院，其次老年痴呆

患者的情绪还受到诸如个性、经济压力、家庭关系

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干

扰，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本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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