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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护理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焦虑、抑郁体验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桑九英 1 、 徐　耀 2 、 钟育年 1 、 孙志勇 1 、 曹迎春 1 、 庄志清 1

【摘要】目的　探讨全面系统护理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

（SDS）评分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老年抑郁症

患者，依据护理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全面系统护理组（n=40）和常规基础护理组（n=40），对两组患

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及生存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全面系统护理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 0.05），抑郁心理状况、焦虑心理症状、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

动情况评分及生存质量评估量表（QOL）总分均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 0.05）。结论　全面系

统护理较常规基础护理更能有效降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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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nursing on SAS score，SDS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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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nursing on SAS score，SDS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80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nursing group（n=40）

and routine basic nursing group（n=40），SAS scores，SDS score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

lyzed. Results The score of SAS/SDS，the depression/anxiety mental status，daily life ability，social activities scores 

and QOL score in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basic routine nurs-

ing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nursing can more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AS score，SDS 

sco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han routine basic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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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严重经济负担，

2020 年，抑郁症带来的疾病负担将位居第二位［1，2］。

抑郁给老年人带来的影响更大。因此，减轻老年抑

郁症患者症状，降低复发率非常重要［3］。本研究比

较了常规基础护理与全面系统护理对老年抑郁症患

者的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中抑

郁症的诊断标准［4］，均接受相似的药物治疗，均知

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将有器质性病

变、药物过敏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护理方法将这

些患者分为全面系统护理组（n=40）和常规基础护理

组（n=40）两组。全面系统护理组患者中男性 16 例，

女性 24 例，年龄 60～87 岁，平均（68.1±7.4）岁；

病程 2～28 年，平均（15.0±2.2）年。受教育程度：8
例为文盲，11 例为小学，8 例为初中，6 例为高中，

7 例为大学；婚姻状况：24 例已婚，5 例离异，11 例

丧偶。常规基础护理组患者中男性 14 例，女性 26
例，年龄 61-87 岁，平均（69.3±7.5）岁；病程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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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15.6±2.4）年。教育程度：7 例为文盲，

10 例为小学，7 例为初中，8 例为高中，8 例为大学；

婚姻状况：25 例已婚，6 例离异，9 例丧偶。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基础护理组　常规基础护理组患者

接受常规基础护理，具体为：1）健康教育。对精神

科护士进行专业培训，然后将其对患者进行个体化

的健康教育，从而促进患者认知和了解抑郁症程度

的增强，帮助患者将抗拒、恐惧疾病的心理消除掉，

对稳定的情绪进行有效的保持，促进自身心理健康

认识的提升，给予早期防治以充分重视；2）心理护

理。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积极主动的了解，对其

进行鼓励，使其将内心感受表达出来，并对其进行

引导，使其对疾病及治疗过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积极乐观的治疗心态进行始终的保持，促进其治

疗配合度的提升，为其及早康复提供良好的前提条

件。护理过程中还应该对患者的想法进行耐心倾听。

1.2.2　全面系统护理组　全面系统护理组患者

接受全面系统护理，具体为：1）对家属的支持作用进

行强化。护士应该将治疗的重要性耐心讲解给患者

家属，给予患者治疗及康复受到家庭的影响以充分

的强调，为家属良性接触患者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帮助家属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进一步了解，促进

彼此感情的增进，从而促进患者治疗配合度的提升；

2）及早识别、干预。老年抑郁症患者具有较为隐匿

的起病，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因此，应该加强培

训社区及相关护理机构医护人员的力度，使其对心理

疾病知识进行熟练掌握，促进其识别及防治老年抑

郁症患者水平的有效提升；3）社区干预。加强对社

区退休、患病等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及心理疏导，将

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定期举办起来，将社区集体活动

增加，从而促进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有效提升。

1.3　观察指标

 护理前后分别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定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

二者均共包含 20 个条目，随着分值的降低，不良情

绪逐渐得到缓解［5］。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的评定应

用生存质量评估量表（QOL），包含 4 个方面，即抑

郁心理状态、焦虑心理症状、日常生活能力、社会

活动情况，分别包括 8 项、7 项、13 项、7 项，采用

4 级评分制，随着分值的降低，生存质量逐渐提高，

即 1 分、4 分分别代表最好、最差［6］。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 SPSS 20.0 分析数据，两组患者的 SAS 评

分、SDS 评分及生存质量等计量资料采用标准方差（x
±s）来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检验标准 a=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 组 患 者 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均 不 显 著

（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全面系统

护理组（n=40）
常规基础

护理组（n=40） t/χ2 P

性别 男性 16（40.0） 14（35.0） 2.71 >0.05

女性 24（60.0） 26（65.0）

年龄（岁） 68.1±7.4 69.3±7.5 1.886 >0.05

病程（年） 15.0±2.2 15.6±2.4 1.638 >0.05

受教育程度 文盲 8（20.0） 7（17.5） 4.61 >0.05

小学 11（27.5） 10（25.0）

初中 8（20.0） 7（17.5）

高中 6（15.0） 8（20.0）

大学 7（17.5） 8（20.0）

婚姻状况 已婚 24（60.0） 25（62.5） 1.32 >0.05

离异 5（12.5） 6（15.0）

丧偶 11（27.5） 9（22.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

在 SAS 评分、SDS 评分方面，两组护理后均显

著低于护理前（P<0.05）；护理前两组之间的差异均

不显著（P>0.05），护理后全面系统护理组均显著低

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具体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SAS评分、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全面系统护理组 40 护理前 61.6±3.4 66.6±0.8

护理后 25.6±2.1#* 26.5±0.9#*

常规基础护理组 40 护理前 61.7±3.9 65.4±7.3

护理后 40.8±3.4# 45.3±7.2#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基础护理组比

较，*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存质量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抑郁心理状况、焦虑心理症状、日

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情况评分及 QOL 总分均显著

低于护理前（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抑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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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抑郁症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尽管

大部分患者生活在社区，但我国社区医疗系统仍缺

乏相应的护理经验及精神专科的诊疗［7］。老年抑郁

症患者的思维内容在年龄、药物反应等因素的影响

下会趋于平淡，具有越来越简单的生活方式、越来

越少的社会活动及沟通交流［8］。全面系统护理下大

部分在家庭中和监护人共同生活的患者能够将和家

人每天的聊天时间逐渐延长，将出门活动次数增加，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如买菜购物等，从而

将生活尽可能地丰富起来，将良好的心理环境建立

起来，促进抑郁情绪的有效减轻［9-12］。本研究发现：

在 SAS 评分、SDS 评分方面，两组护理后均显著低

于护理前（P<0.05）；护理前两组之间的差异均不显

著（P>0.05），护理后全面系统护理组均显著低于常

规基础护理组（P<0.05），说明全面系统护理较常

规基础护理更能有效降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 SAS 评

分、SDS 评分，从而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切实有效地改善患者病情。本研究还发现：两组

患者的抑郁心理状况、焦虑心理症状、日常生活能

力、社会活动情况评分及 QOL 总分均显著低于护理

前（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抑郁心理状况、焦

虑心理症状、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情况评分及

QOL 总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护理后全

面系统护理组患者的抑郁心理状况、焦虑心理症状、

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情况评分及 QOL 总分均显

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说明全面系统护

理较常规基础护理更能有效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从而切实有效地改善患者预后。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量较小，所

以还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其次，

除了治疗因素，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例如：个性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对患者的情绪和生活治疗带

来影响，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不过

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说明了全面系统护理比常规基

础护理更能有效降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 SAS 评分、

SDS 评分，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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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焦虑心理症状、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情

况评分及 QOL 总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

护理后全面系统护理组患者的抑郁心理状况、焦虑

心理症状、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情况评分及

QOL 总分均显著低于常规基础护理组（P<0.05），具

体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存质量变化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抑郁心理状况 焦虑心理症状 日常生活能力 社会活动情况 QOL总分

全面系统护理组 40 护理前 4.3±0.7 4.5±0.8 3.5±0.4 3.3±0.6 14.2±1.1

护理后 1.1±0.2#* 1.3±0.2#* 2.1±0.3#* 1.0±0.3#* 5.5±0.4#*

常规基础护理组 40 护理前 4.2±0.8 4.5±0.7 3.4±0.3 3.2±0.5 15.8±1.4

护理后 3.5±0.5# 3.6±0.4# 2.9±0.6# 2.7±0.6# 13.6±0.8#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P<0.05；与常规基础护理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