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西安医学院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基金资助项目

(No.16JK1667)
△通信作者,E-mail:147903569@qq.com
收稿日期:2016-09-20

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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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西安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收治的老年高血压患者122例,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61例。两组均予以常规药物治疗,研究组实施综合

护理干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比较两组干预前、后临床疗效、血压水平、情绪状态及自我管理能力。结果:研究组治疗总有

效率为95.0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33%(P<0.05)。研究组干预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自我管理能力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为6.56%,显著低于

对照组的19.67%(P<0.05)。结论: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改善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负性情绪及自我管理能力,提高血压控

制效果并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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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omprehensivenursingcareinterventiononelderlyhypertensionpatients
WangPu,LiuHuiling,QinYali,WangHong,HaoYonghong.(DepartmentofCardiology,TheSecond
AffiliatedHospitalofXi′anMedicalCollege,CardiovascularInternalMedicineDiseaseClinicalMedicalRe-
searchsub-centerofShaanxiProvince,Xi′an71003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comprehensivenursingcareinterventiononelderlyhyper-
tensionpatients.Methods:122elderlyhypertensionpatientstreatedinourhospitalfrom March2015to
March2016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research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61casesin
eachgroup.Allpatientsweretreatedwithroutinemedicine.Thepatientsintheresearchgroupreceived
comprehensivenursingcareintervention,whilethose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routinenursingcare.
Theclinicalefficacy,bloodpressure,emotionalstateandself-managementabilitywereobservedandcom-
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totaleffectiverateintheresearchgroupwassignificantlyhigh-
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 <0.05).Afterintervention,thescoresofself-ratinganxietyscale
(SAS)and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werelower,whiletheself-managementabilityscorewas
higherintheresearchgroup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in
theresearchgroup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Conclusion:Compre-
hensivenursingcarecouldimprovenegativeemotionsandself-managementability,increasebloodpressure
controlanddecreaserelatedcomplicationsoccurredinelderlypatientswithhypertension.
Keywords hypertension;elderlypatients;comprehensivenursingcare;negativeemotions;self-manage-
mentability

  高血压是我国老年人群常见病与多发病,可诱
发严重心、脑、肾等靶器官损伤,是多种心脑血管疾
病及慢性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老年心脑血管
疾病致残或致死的主要病因[1]。大量研究显示,在
药物治疗的同时辅以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能够
起到预防并发症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作用[2-3]。

社会心理因素、自我效能及服药依从性是影响高血
压控制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老年高血压治疗
过程中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患者的疾病认知、心理状
态、自我效能等至关重要。本研究对老年高血压患
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措施的效
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122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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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每组61例。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高
血压防治指南》[4]中关于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2)年龄≥65岁;(3)意识清晰、语言沟通能力、认知
功能及视听功能正常;(4)患者知情同意且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严重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或
脑外伤史者;(2)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呼吸
衰竭、造血系统疾病、出凝血功能障碍以及恶性肿瘤
者。本次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审批。研究组中男

36例,女25例;年 龄65~82岁,平 均(72.46±
4.31)岁;病程4~32年,平均(12.56±4.12)年;体
重45~81kg,平均(61.12±5.69)kg。对照组中男

33例,女28例;年 龄65~85岁,平 均(73.19±
4.26)岁;病程3~35年,平均(13.14±4.26)年;体
重46~83kg,平均(60.46±5.71)kg。两组性别、年
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降压药物治疗,对
照组在此基础上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包括血压监测、
健康宣教及作息指导等。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予以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干预措施:(1)心理护理:护
理人员以尊重、关怀及鼓励等语言及服务争取患者
的信任与配合,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通过与患者
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缓解疾病及药物治疗恐慌、
焦虑及抑郁等负性情绪,指导患者掌握情绪自我调
节办法,自主维持心理平衡。(2)动机性教育:以不
批判的态度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想法、负性情绪及
痛苦体验,并将其陈述的内容重新组织语言后传递
给对方,利用反映性倾听法全面理解患者的想法,鼓
励其正确面对自身的疾病并转变错误想法。帮助患
者正确认识高血压的易感性与严重性,重视遵医行
为的益处以及自身存在的障碍,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与护理,激发其治疗主动性与依从性。(3)团体干
预:组织高血压俱乐部定期进行病友交流会,鼓励患
者相互传播高血压及其并发症防治经验,提升自我
愉悦感及舒适度的经验。(4)饮食指导:评估患者的
既往饮食习惯,测定体重指数(BMI),告知患者BMI
应维持在19~23kg/m2。根据患者的BMI及饮食
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计划,严格限制钠盐摄入量(≤
5g/d),少食动物脂肪,饮食以清淡为主,避免辛辣
刺激、腌制食物,多食新鲜蔬果。(5)运动指导:强调
规律运动对血压控制及并发症预防的重要性,根据
患者的血压状况制定个性化运动锻炼。同时嘱患者
运动时切勿弯腰后仰、过分低头、过度用力或憋气
等,酌情调整运动量,确保运动安全性。(6)服药指
导:强调长期坚持遵医嘱服药的重要性,嘱其切勿擅
自撤换药物、增减剂量或中断服药等,提高患者依从
性。帮助患者建立服药时间表,鼓励家属监督患者
及时、正确服药。(7)自我管理:以小组为单位开展
高血压自我管理干预,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血压控制及健康生活方案,患者之间相互
监督并执行自我管理计划。及时评估患者的自我管
理计划实施情况,肯定患者作出的努力并指出进步
或效果,激发其自我管理效能。
1.3 观察指标 (1)分别于干预前1d及干预2个
月后,测 定 两 组 患 者 的 收 缩 压 (SBP)、舒 张 压
(DBP);(2)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价焦虑、抑郁状态,SAS评分≥
50分判定为焦虑,SDS评分≥53分判定为抑郁,
SAS或SDS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或抑郁情绪越
重;(3)采用自我管理能力调查问卷评价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包括服药依从、血压自测、健康行为、日常
生活4个方面,每个方面25分,总分100分,得分越
高表示自我管理能力越强;(4)统计住院期间高血压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1.4 疗效标准 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拟定
疗效标准。(1)显效:治疗后血压≤17.3/10.7kPa
或SBP降低>1.33kPa、DBP降低>2.67kPa;(2)
有效:治疗后SBP降低1.33~2.53kPa、DBP降低

<1.33kPa;(3)无效:治疗后血压水平无变化甚至
升高。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46例显效,12例
有效,3例无效,总有效率为95.08%(58/61);对照
组31例显效,18例有效,12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80.33%(49/61)。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χ2=6.157,P=0.013)。
2.2 两组干预前、后SAS及SDS评分比较 干预
前两组的SAS及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干预后均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1。
2.3 两组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干预
前两组自我管理能力各维度得分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两组均显著提高,且研究组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中出现
心律失常1例,心力衰竭1例,高血压性脑血管病

2例,并发症发生率为6.56%(4/61);对照组出现心
律失常3例,心力衰竭2例,高血压性脑血管病7
例,并发症发生率为19.67%(12/61)。研究组并发
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4.604,P=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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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干预前、后SAS及SDS评分比较(分,췍x±s)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61 56.34±10.12 42.19±6.67*# 53.45±11.45 40.01±6.49*#
对照组 61 57.84±11.24 51.49±8.71* 54.21±12.26 48.79±7.54*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分,췍x±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 61 43.67±10.43 87.93±15.11*#
对照组 61 44.69±5.25 60.33±8.71*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近年来,尽管高血压的知晓率及治疗率获得大
幅度提升,但疾病控制仍不容乐观,老年高血压患者
的血压控制效果、自我管理能力及健康水平亟待提
高。国内外研究表明,通过运动、饮食、生活行为、情
绪及药物治疗等一系列以患者为中心的疾病管理能
够较好地控制血压水平,并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
生[5-6]。因此,积极控制老年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并帮
助其建立健康行为方式、提高自我管理效能具有重
要意义。
  现代护理强调社会、心理及生理之间的整体关
系,护理理念已从传统的单纯执行医嘱转变成为以
患者为中心的全方位护理。综合护理是顺应现代医
疗护理模式转变发展而来的新型护理模式,更加注
重认知、心理、饮食、运动、服药等多护理细节考虑,
为患者提供药物与护理干预相互结合、整体与细节
有机融合、患者与医护人员共同协作的综合性医护
活动。综合护理更加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护理
核心,整合最佳护理技术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
护理,不仅强调护理的全面性,同时也体现了护理的
针对性,在巩固或增强药物治疗效果的同时,全面改
善患者的身心状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控制血压及
改善生活质量[7]。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提示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综合护
理干预能够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同
时,研究组的SAS评分及SDS评分降低幅度较对照
组更为明显(P<0.05),且自我管理能力评分较对
照组显著改善(P <0.05),这与张瑾等[8]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而情绪状态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均
有利于增强患者的执行力、抗病信心及遵医行为,进
而促进高血压的控制。开展综合护理能够为患者提
供更为全面的医护服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综合护理中个性化的心理护理
及团体干预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促使患者掌握情绪自
我调控方法,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其自我认知与
自我管理能力,建立科学的情绪管理与生活行为[5]。
(2)认知方面:综合护理中的动机性教育能够在明确
患者心理顾虑或认识欠缺、自我矛盾方面开展目的
性、针对性教育及干预,转变患者的错误认知,提高

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度与依从性。(3)治疗性干预
方面:饮食、运动及用药是高血压防治的三大基础,
综合护理通过与患者共同制定并执行护理计划,如
规律运动、健康饮食及规范用药,进一步提高血压控
制效果。(4)自我管理方面:本组通过实施自我管理
知识与技能培训、小组任务及自我管理反馈等,激发
了患者的自我管理效能。翟颖莉等[9]研究显示,自
我效能干预有利于增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
行为,提高血压控制效果并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对
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还发
现,研究组开展综合护理干预后高血压相关并发症
发生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这可能得益
于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血压控制效果的提高及心
理健康的改善。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改善老年高血
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从
而提高血压控制效果,减少或控制相关并发症,改善
临床预后及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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