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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抑郁症伴自杀倾向患者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贾莉娜 、 李虹娟 、 刘小娟 、 樊淑洁 、 宋小爱

【摘要】目的　探讨对伴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对其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的改善效果。方法　从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012 年 7 月 ~2015 年 7 月收治的患者中，选择 132 例伴

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干预组 66 例，进行优质护理干预；对照组 66 例，

进行常规护理。比较两组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心理健康评定量表（SCL-90）、生活质量

量表（WHOQOL-BREF）、贝克自杀意念量表的得分情况。结果　干预后，干预组 HAMD、Beck 自

杀意念量表及 SCL-90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且 WHOQOL-BREF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优质护理干预在伴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中有一定疗效，可有效改善患

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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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uicidal tendency　JIA Lina，LI Hongjuan，LIU Xiaojuan，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Xi’an，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qual-

ity of life in patientswithdepressionwith suicidal tendency. Methods 132 depressionpatients with suicidal tendency were 

selected from July 2012 to July 2015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n=66，provided 

withhighquality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routine care group（n= 66，offered routine care）. The scores of HAMD，

Beck Suicide Ideation Scale，SCL-90 and WHOQOL-BREF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

tervention，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 in HAMD，SCL-90 and Beck Suicide Ideation Scale，

and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in WHOQOL-BREF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High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suicidal tendency，and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ir ment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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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患者因长期情绪低落得不到缓解，

表现出的情感低落、自杀意念、行为迟缓、言语减

少等一系列综合症状，严重者伴有自杀倾向［1］。目

前我国抑郁症患病率约 3％~5％，大约有 2600 万

人，且有发病年龄提前及发病率增加的趋势。据统

计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患者占全部抑郁症患者的 10％

~15％，是自杀及自杀未遂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

因此快速改善此类患者的抑郁症状及其伴随的自杀

倾向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2］。但抑郁症患者大多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通常不会主动寻求医务

人员的帮助，因此，患者在给家庭、社会造成巨大

困扰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身心问题［3］。因此，我

院医护人员采取积极主动的优质护理干预来缓解患

者的抑郁情绪，改变患者的自杀倾向，进而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经取得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从西安市精神

卫生中心 2012 年 7 月 ~2015 年 7 月收治的患者中，

选择 132 例伴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入组标

准：（1）年龄 20~65 岁，具备一定的阅读和理解能

力；（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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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D-3）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4］，首次或反复

发作者；（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17 项（HAMD-17）
评分≥ 17 分；（3）Beck 自杀意念量表［5］评分中第 4、

5 项中显示存在自杀倾向；（4）患者及家属自愿参与

并能完成全程研究者；（5）通过脑部 CT 或机能检查

确诊，并有举止怪异、意志减退、幻觉等精神障碍

临床症状者。排除标准：患有产后精神障碍、严重语

言交流障碍者，严重抑郁症狂躁期患者和合并其他

精神疾病的抑郁症患者。132 例患者中 76 例男，56
例女，年龄 21~63 岁，平均年龄（38.5±5.8）岁，病

程 0.5~12 个月，平均病程（6.2±1.4）个月。将其随

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66 例，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取常规护理模式四周。根据

患者病情，给予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三环类等抗抑

郁药物治疗，抑郁症狂躁期或精神症状严重者，根

据情况给予一定的镇静类药物治疗；安排相关检查和

进行注意事项讲解、用药观察。

1.2.2　干预组　在常规护理模式的基础上，实

施四周的优质护理干预。干预方法如下：

（1）健康宣教：在患者情况相对稳定时或早餐

后，讲解抑郁症的可治可控性，普及抑郁症和自杀

倾向相关知识；一周安排一次积极健康的知识讲座，

以普及抑郁症自我控制和并发症预防的知识。

（2）精神干预：①耐心向患者解释思维情绪在

抑郁症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让患者逐步接受正

确治疗指导。②协助患者改变对事物的偏执观念，

疏导其不良心理情绪，协助患者重建积极、健康的

心理；③根据患者的抑郁症程度和自杀意念，针对性

的地制定抑郁症恢复方案、精神疾病治疗措施；④避

免患者因精神紧张而伤害他人；对于存在妄想或幻

觉、错觉情况的患者，协助其多了解他人真实想法、

求证事实，帮助其树立正确、真实的价值观。

（3）生活干预：由于患者在生活上会有不同程

度的减退或丧失，如沉迷烟酒、衣着邋遢、自我隔

绝、自暴自弃等，因此需适度督促患者自我护理，

例如鼓励患者自行穿衣、清洁卫生、参加户外活动

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培养患者的兴趣爱好，让患

者做自己擅长的事，加强其对生活的积极性和信心。

（4）心理支持：倾听其疑问和耐心解答，鼓励

患者多于他人交流；及时疏解其负面情绪，必要时进

行心理辅导。

（5）饮食护理：嘱咐患者多食高维生素高纤维

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及少食高糖、高脂、油腻、碳酸

食物。

（6）家庭支持：最大程度地征求家属意见，共

同制定治疗计划，使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体会

到被需要感和自我肯定。

（7）出院随访：出院后第 1 个月进行 4 次回访，

每周一次，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出

院后第 2 个月回访 2~3 次；后 3~6 个月，每月回访一

次，详细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做出相应的指导。

1.3　评价指标

比 较 两 组 患 者 干 预 前 后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HAMD）、贝克抑郁自评问卷（beck depressive 

inventory，BDI）、心理健康评定量表（SCL-90）及生

活质量量表（WHOQOL-BREF）的得分情况。

HAMD：包括抑郁、自杀、紧张等 17 项评分。

每项 0～3 分，总分越高，抑郁越严重。

SCL-90：包括头痛、神经过敏、发抖、听到旁

人听不到的声音、容易哭泣等 90 个评分项目，每个

项目 1~5 分：无 1 分，轻度 2 分，中度 3 分，重度 4
分，极重 5 分。

WHOQOL-BREF：包括自评得分、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五个项目，每个项

目 20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贝克自杀意念问卷：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

由美国心理学家贝克于 1967 年编制的自评量表，共

19 个条目。我国学者对贝克自杀意念问卷进行了翻

译和修订，量表答案的选项为 3 个，从左至右对应

得分为 1、2、3 分，总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

自杀意念的强度为量表 1~5 题的均值，自杀意念强

度越大分数越高。用量表的 6~19 题评估有自杀意念

的被试真正实施自杀的可能性的大小，来评定自杀

危险的大小。其总分的计算公式为［（条目 6~19 的

得分之和－9）/ 33］×100，得分在 0~100 之间变化。

分数越高，自杀危险性越大［5］。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用（x±s）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进

行检验，均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 评分比较

根据表 1 数据可知，干预前两组患者 HAMD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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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表1　干预组和对照组HAMD评分比较（x±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n=66） 28.73±4.56 15.41±3.67

对照组（n=66） 28.42±4.51 23.25±3.69

T 0.3927 12.2384

P 0.6952 0.0000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SCL-90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SCL-90 评分无显著差异

（P>0.05）；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心理健康评

分比干预前和干预后对照组都有明显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同表 2 数据。

表2　两组SCL-90评分比较（x±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组（n=66） 214.50±43.85 158.46±20.13 P<0.05

对照组（n=66） 215.72±41.38 190.17±25.42 P<0.05

T 0.1644 7.9448

P >0.05 <0.05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WHOQOL-BREF 评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WHOQOL-BREF 评分无显

著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评分均有显著提高（P>0.05），其中干预组生活质

量评分为（69.56±4.05），较对照组（45.77±5.83）

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所示。

表3　干预组和对照组WHOQOL-BREF对比（x±s）

项目
干预组（n=66） 对照组（n=66）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自评得分 8.01±1.83 14.21±0.92* 8.03±1.80 9.50±1.01*

生理领域 7.15±1.81 13.25±0.88* 7.20±1.69 8.74±0.94*

社会领域 8.31±1.95 14.10±0.77* 8.12±1.91 9.46±1.33*

心理领域 7.22±1.82 13.14±0.53* 7.15±1.75 8.45±1.54*

环境领域 8.87±1.09 14.86±0.95* 8.88±1.62 9.62±1.01*

总分 39.56±8.50 69.56±4.05* 39.38±8.77 45.77±5.03*

t 29.9282

p 0.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2.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贝克自杀意念量表评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自杀意念量表评分无显著

差异（P>0.05）。护理干预后，干预组贝克自杀意念

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贝克自杀意念量表评分比较情况（x

_

±s）

干预组（n=66） 对照组（n=66） t p

干预前 18.77±5.19 18.52±5.73 0.2627 0.7932

干预后 8.91±4.59 12.34±5.32 3.9658 0.0001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3.4 亿

抑郁症患者，中国约占 2600 万［6］。据报道 1/5 的

人一生中有过抑郁体验，抑郁症自杀行为发生率为 

28.5％~63.7％，其中 25％自杀未遂，15％最终自杀

死亡，其死亡率是普通人的 2 倍［7］。他们由于长期

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对周边的人和事物都有一定

的抵触、敌对、悲观甚至是攻击情绪，可能会出现

伤害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举动，从而给家庭、社

会带来巨大的负担［8］。因此，在伴有自杀倾向的抑

郁症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综合性优质护理干预手段

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促使患者纠正悲观情绪、改

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是治疗本病的重要

措施。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护

理干预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情绪。抑郁可由中

枢神经介质功能及代谢异常、药物、遗传等多种因

素引起，导致患者意志活动减退与情绪低落，还可

持续加重患者精神异常状态，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

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比较干预后的 HAMD 评分，

干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由此可见，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优质护理干预能够进一步降低患者抑郁情

绪，促进患者心理健康水平的恢复。分析干预前后

SCL-90 评分可知，两组干预后的心理健康水平均有

显著改善，但干预组心理健康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

明显。这表明，随着优质护理干预的实施，干预组

患者的自杀倾向抑郁程度逐渐好转，心理健康水平

显著提高。此外，在 WHOQOL-BREF 评分中，干预

组干预后的生理领域、社会领域、心理领域等方面

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优质

护理干预能够对自杀倾向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产

生了积极影响。

相关调查显示，有自伤行为的患者 59％为抑郁

症，自杀死亡者中 43％～50％生前患有抑郁障碍。

患者的家族史、性别、受教育程度、起病年龄、病

程、婚姻状况、合并症状、发作次数、住院次数等

对预测可能出现的自杀自伤行为非常重要。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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