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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干预对儿科 ICU患儿心理应激及生理应激反应的影响

邵建英 、 杨　璐 、 李雅丹 、 孙　利 、 郭园丽 、 赵淑悦

【摘要】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干预对儿科重症监护室（ICU）患儿心理应激及生理应激反应的

影响。方法　将 102 例儿科 ICU 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

察组联合个性化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心理应激、生理应激、治疗主要指标等。干预前后，采用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评价两组患儿焦虑、抑

郁状态，采用心率（HR）和平均动脉压（MAP）评估两组患儿生理应激反应变化。结果　观察组

患儿 SCARED、DSRSC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P< 0.01）；HR、MAP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5）；ICU 治疗时间、呼吸机使用时间、抗生素使用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结论　

个性化护理干预有助于缓解儿科 ICU 住院患儿心理应激与生理应激，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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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s of Pediatric ICU 
Patients　SHAO Jianying，YANG Lu，Li Yadan，et al.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ICU，First Hospital of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0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

ological stress reactions of pediatric ICU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2 cases of pediatric ICU patients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51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er-

formed routine nursing，and based on this，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erformed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physiological stress and major therapy index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tat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DSRSC），besides，changes in phys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s of pediatric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using heart rate（HR）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Results The SCARED and DSRSC scor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P<0.01）；

the levels of HR and MA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ICU treatment time，

respirator use time and antibiotics use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
clusion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is helpful for relievi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s of pediat-

ric ICU patients and promoting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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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重症监护室（ICU）在危重患儿的抢救和过

渡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ICU 患儿年龄普遍小，

各脏器功能不完善，心智发育不成熟，常出现强烈

负性情绪，继而激发不良生理应激反应，给其治疗、

护理和康复增加了难度［1］。个性化护理干预旨在针

对每个患儿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通过抚慰患儿情绪，

减轻患儿应激反应，以便更好地配合治疗［2］。相关

ICU 患儿应激反应多从心理应激等主观指标考量，

缺乏生理应激反应等客观性指标的研究。本文采取

对照研究，探讨个性化干预对儿科 ICU 患儿心理状

态及生理应激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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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 2014 年 7 月～2015 年 7 月儿科 ICU 收

治的 102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患儿神志

清醒；②年龄≥ 7 岁；③具有正常沟通能力。排除标

准：①患儿家属不同意参与本研究；②经评估患儿病

情危重，可能导致死亡者；③患儿既往有癫痫、脑

瘫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病史；④患儿家属患有精神

障碍性疾病，影响与医护人员及患儿沟通交流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1 例，观

察组男 26 例，女 25 例；年龄 7～14（10.25±1.25）

岁；疾病类型：重症肺炎 15 例，重型脑炎致呼吸衰

竭 12 例，小儿心力衰竭 9 例，重症心肌炎 8 例，其

他 7 例；对照组男 28 例，女 23 例；年龄 7～14（10.37
±1.28）岁；疾病类型：重症肺炎 16 例，重型脑炎致

呼吸衰竭 14 例，小儿心力衰竭 8 例，重症心肌炎 7
例，其他 6 例。两组患儿基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给予 ICU 常规护理干预。包括营造

ICU 病房舒适环境，呼吸机护理，密切监测患儿生

命体征，遵医嘱用药，必要的心理护理等。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个性化干预措施。

1.2.1　人性化关怀　患儿年龄小，语言表达能

力较差。同时脱离了熟悉的家庭环境，会产生害怕、

恐惧心理。护理人员应该主动与患儿沟通询问其需

要，鼓励患儿多与医护人员交流，医护人员注意使

用亲切的语言和表情，拉近与患儿的距离，缓解其

焦虑、抑郁情绪，鼓励患儿克服困难，积极主动配

合治疗和护理。每天干预 2 次，每次 5～10 min。

1.2.2　趣味化引导　在治疗护理操作中，患儿

可因疾病不适、疼痛、害怕等因素出现强烈抵触情

绪，表现为哭闹、不配合等。可以通过播放视频、

动画片等方式转移患儿注意力。对于依从性差的患

儿，可给予消毒的卡通玩具作为物质奖励，并用夸

奖、表扬等作为精神奖励，激发患儿克服不适、主

动战胜疾病的信心。患儿在病房内情绪可能较烦躁，

趣味化引导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耐心，循序渐进。

每天干预 1 次，每次 10～15 min。

1.2.3　镇静护理　对于呼吸机辅助通气患儿，

护理人员对其每隔 15min 进行 1 次镇静评分，病情

稳定后每 1h 进行镇静评分；采用最小液剂量持续泵

入输注方法，严格控制输液速度；密切观察患儿可能

出现的并发症及神经功能变化，做好相应护理预案。

1.2.4　积极疏导患儿家属不良情绪　患儿家属

的情绪直接影响着患儿的精神状态，故对患儿家属

不良情绪也应积极疏导。帮家属分析自身负面情绪

的来源，采用安慰、鼓励、宣泄、转移等心理学技

巧帮助家属排解。告诉患儿家属只有调节好自身情

绪，避免自身不良情绪“传播”，患儿心理状态才会

好转，继而减轻生理应激反应。每 2 天干预 1 次，每

次 10～15 min。每名患儿总干预时间不少于 50min，

患儿家属总干预时间不少于 30min。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状态　干预前后，由专人采用双盲

法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3］、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4］评估患儿心理状

态。均采用 0-2 分 3 级评分法，SCARED 评分≥ 23
分说明患儿有焦虑障碍，DSRSC 评分≥ 15 分说明患

儿有抑郁障碍。

1.3.2　生理应激反应　干预前后，测量患儿心

率（HR）、平均动脉压（MAP）。

1.4　主要治疗指标

包括 ICU 治疗时间、呼吸机使用时间、抗生素

使用时间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 .0 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 

两组患儿经治疗护理后病情均明显好转，无死

亡病例。干预前，两组 SCARED、DSRSC 评分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 SCARED、

D S R S C 评 分 均 明 显 低 于 同 组 干 预 前 （ P<0 .05，

P<0.01），观察组 SCARED、DSRSC 评分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P<0.01）。见表 1。

2.2　生理应激反应

干预前前，两组患儿 HR、MAP 水平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儿 HR、MAP

水平均明显低于本组干预前（P<0.05，P<0.01），观

察组 HR、MAP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2.3　主要治疗指标

观 察 组 患 儿 I C U 治 疗 时 间 、 呼 吸 机 使 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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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抗生素使用时间分别为（11.45±1.32）d、（8.95
±1.04）d、（10.24±1.22）d，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3.68±1.54）d、（10.54±1.26）d、（12.75±1.44）d

（t =7.852，6.950，9.478，P<0.01）。

3　讨论

ICU 患儿年龄较小，身体组织器官和心智发育

都不成熟，对治疗和护理的配合度差。患儿由于疾

病感到身体不适，加之处于陌生的环境中，更易产

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从而影响心率、血压等

应激反应指标，不利于病情的康复［5］。

个性化干预强调以不同患者的心理特征为切入

点，采取不同的交流沟通方式和护理服务，力争最

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改善心理状态，使

患者的生理应激反应降到最低［6］。儿科 ICU 的个性

化干预适用人群是低年龄、体质较弱的患儿，敏感、

胆怯，抵触情绪较重。我们采用人性化关怀和趣味

化引导，逐步帮助其适应新环境，改善心理状态，

同时给予镇静护理、家属心理状态疏导等方法，结

果表明，观察组 SCARED 和 DSRSC 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提示个性化干预可以显著降低 ICU 住院患

儿的焦虑抑郁情绪。

心理状态与生理应激反应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患儿情绪紧张，会刺激交感 - 肾上腺髓质系统

兴奋，导致儿茶酚胺大量释放，使皮质醇、肾上腺

素等浓度增加［7，8］。焦虑、抑郁情绪减轻，神经元兴

奋性也会降低，生理应激反应下降，心率、平均动

脉压随之降低，机体能耗降低，则合成代谢高于分

解代谢，有利于疾病的康复［9］。顾学群［10］通过研究

认为护理干预可缓解患者生理应激反应，本文通过

比较 HR、MAP 指标，所得结论也支持这一观点。

总之，个性化护理干预有助于缓解儿科 ICU 住

院患儿焦虑抑郁情绪，减轻生理应激反应，促进患

儿康复。本研究局限性在于缺乏对心理应激、生理

应激指标的动态观察，此外不同护士对患儿进行个

体化干预的能力及效果也会存在差异性，可能影响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尚需今后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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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SCARED和DSRSC评分比较【（x±s），n=51】

组别
SCARED评分 DSRSC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t，P 干预前 干预后 t，P

观察组 22.53±2.35 14.73±1.56 15.261，<0.01 12.53±1.32 9.97±0.99 5.009，0.012

对照组 22.48±2.39 19.46±1.98 5.000，0.012 12.56±1.34 11.26±1.13 2.195，0.032

t 0.107 13.401 0.114 6.132

P 0.765 <0.01 0.436 0.010

表2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生理应激反应指标比较【（x±s），n=51】

组别
HR（次/min） MAP（mmHg）

干预前 干预后 t，P 干预前 干预后 t，P

观察组 88.36±9.14 75.25±7.25 8.025，<0.01 129.25±13.15 105.63±10.63 9.976，<0.01

对照组 88.14±9.13 81.73±7.89 3.794，0.012 129.06±13.32 114.25±11.15 6.089，<0.01

t 0.122 4.319 0.072 3.996

P 0.759 0.024 0.865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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