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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随访在首发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职彦敏 、 严　芳 、 吕洪飞 、 陈静静

【摘要】目的　观察和探讨关爱随访在首发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2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来我院就治的首发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112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56 例）和治

疗组（56 例）。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均接受双相情感障碍常规治疗及护理，出院后对照组实施常规

出院指导及门诊随访，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关爱随访，时间为 6 个月。在患者出院时以及随访 6

个月末两个时间点采用狂躁量表（BRM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以及用药依从性三个指标进

行评价。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随访 6 个月后躁狂量表评分显著降低（P< 0.05）；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评分组间差异不明显（P> 0.05）；用药依从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较对照组相比具有更高

的用药依从性，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关爱随访能够改善首发双相障碍患者出院后的治

疗效果，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具有临床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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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follow-up care 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bipolar disorder 
　　ZHI Yanmin，YAN Fang，LV Hongfei，et al.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follow-up care 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2 to October 2015，112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bipolar disorder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56 cases）and the treatment group（56 cases）.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r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fter discharge，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ed with 

routine discharge guidance and outpatient follow-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follow-up care on the basisi of the 

routine one for 6 months. Bech—Rafaelsen Mania Rating Scale（BRMS），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were evaluated at the time of hospital discharge and at the end of 6 months follow – up ca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core of BRM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AMD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end of 6 months caring follow-up（P>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Follow-up care can be better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bipolar disorder after discharge，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medication，thus，it’s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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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的逐年升高，严

重影响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1】。双相情感障碍

是一种较为常见重性精神疾病，双相情感障碍又称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P），患者表现【2】为既

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同时伴有社会功能受损

和生活能力的下降，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的

不良影响。在临床上，经常使用心境稳定剂或一些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喹硫平治疗双相情感障碍，

药物效果比较明确【3】。但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出院

后的护理和预后也成为一大课题，研究表明【4】，关

爱随访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出院后护理中能够发挥很

好的效果，能够改善患者精神症状以及服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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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于首发性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进行了出院后 6
个月的关爱随访以及普通随访对照研究，具体内容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取来我院治疗从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1 月来

我院住院治疗的首发双相情感障碍病人 112 例，按随

机数字表格发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6 例，

病人均为男性。治疗组 56 例，平均年龄（39.12±

2.40）岁，病程在 1.5~2.5 年之间，平均病程为（2.02
±0.53），身体质量指数（BMI，Body mass index）

（kg·m-2）平均值在（24.23±3.12）；对照组 56 例，平

均年龄（37.78±3.21）岁，病程在 1.7~2.5 之间，平均

病程为（2.13±0.46），BMI（kg·m-2）平均值在（22.98
±4.01），所有患者年龄、BMI 指数以及病程均没有

统计学差异（P>0.05），数据具有可比性。本调查经

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通知书。

入选标准 符合双相情感障碍在《中国精神疾病

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3）》中的规定。年龄

18~40 岁，性别不限。均为首次发病，住院前未经门

诊治疗，住院后经主治医生确认情绪恢复正常、病情

稳定后出院。所有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病程方面

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数据具有可比性。

排除标准 由于外伤、酗酒、脑卒中等原因造成

的双相情感障碍、严重躯体疾病及意识障碍患者、

以及妊娠和哺乳期妇女。

1.2　药品

两组患者均予以喹硫平治疗，批号：201203101，

英国 AstraZeneca UK Limited 生产，规格：每片

100mg。首日剂量 100mg，根据病情及患者耐受性一

周内加量至 400-800mg/d。如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可予

以对症处理。

1.3　方法

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均给予足量、足疗程喹硫

平常规规范治疗，于此同时接受心理干预以及常规

的心理健康教育。 

出院后对照组采取常规门诊随访，方法为：主

治医生责任制的每月 1 次的随访工作，主治医生通

过与患者座谈的方式进行随访，时间一般为 30min，

内容包括：患者的日常生活情况，用药情况，并发症

情况等等，随访后需要对患者以及家属做相关教育，

包括：心理辅导、健康教育，对药物计量的调整，同

时布置训练作业。随访期间征得患者家属和患者本

人同意后，对随访内容进行录音，并且做好记录工

作。

观察组的患者出院后，除了进行常规随访外，

同时进行关爱随访，方法是：

（１）建立关爱随访小组

关爱小组由５名专职护士组成（护师职称），在

随访工作开展前对小组成员进行统一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双向情感障碍的临床护理指导、相关药物的

不良反应情况以及应急处理措施、病人复诊时间以

及复诊要点、沟通技巧、相关问卷的填写方法以及

铜须工具的使用。培训时间为每次 60min，每天 1 次，

为期 1 周。

（2）制定关爱随访的方案

为观察组患者建立电子档案，收集相关患者的

姓名、年龄、性别、住址、职业、家属以及本人的

联系方式、出入院时间以及出院后主要使用的药物、

住院期间的病情等情况。随访时间为出院后第 1 周

末、第 2 周末、第 1 月末为前三次，后续随访若患

者稳定则确定为每月一次，具体时间确定为白天，

尽量在休息时间进行，总时长不超过半小时。随访

内容包括：询问患者出院后的生活起居情况，包括饮

食、用药、睡眠、情绪状况、病情控制状况以及参

加社会活动的情况，需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述病情

变化规律，病情复发的指征、药物规律使用的重要

性，药物不良反应的处理方法、病情急性发作的处

理方法等相关知识，并且针对家属以及患者提出的

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为家属以及患者制定下一步

的治疗方案以及注意事项。随访过程需要注意语气

温和，注意沟通当中的技巧，随访完成后认真作好

记录并预约下一次的随访时间。

1.4　观察指标以及评价标准

两组患者出院时以及出院后 6 个月末对两组患

者分别进行躁狂量表（BRMS）评分：包括动作、情

绪、言语、性兴趣、工作等 11 项内容，得分越高表

明躁狂情绪越严重；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

分：包括自杀、抑郁情绪、迟缓等 17 项内容，得分

越高表明抑郁情绪越严重；以及出院时以及随访 6 个

月后用药依从性的调查。

1.5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软件 SPSS 12.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用（x±s）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代表差异具有

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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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出院时以及随访 6 个月两组患者躁狂量表

（BRMS）评分的比较

出院时对照组和观察组的 BRMS 评分无显著性

差异（P>0.05），普通随访与关爱随访六个月后，观

察组较对照组的躁狂量表评分显著性降低，关爱随

访能够显著性的改善患者的躁狂发作情况，两组之

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果如表 1。

表1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BRMS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例数 出院时 随访6个月

对照组 56 15.94±3.37 18.26±3.02

观察组 56 15.32±2.98  12.65±2.03* 

*P<0.05，随访六个月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2.2　出院时以及随访 6 个月两组患者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HAMD）评分的比较

出院时对照组和观察组的 HAMD 评分无显著性

差异（P>0.05），普通随访与关爱随访六个月后，两

组患者 HAMD 评分组间差异仍不明显，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果如表 2。

表2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HAMD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例数 出院时 随访6个月

对照组 56 12.91±2.76 14.32 2.23

观察组 56 11.06±2.56  13.65±2.03 

2.3　两组患者出院时以及随访六个月用药依从

性的调查结果

两组患者出院时和随访六 6 个月用药依从性比

较：见表 3。出院时两组患者在用药依从性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六个月后两组患者

用药依从性均较出院时高，但观察组较对照组更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对照组和观察组出院时和随访6个月用药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出院时 随访6个月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对照组 56 23 16 17 69.64 36 15 5 91.07

观察组 56 22 16 18 67.86 27 16 15 76.79

χ２ 0.0487 4.6721*

P 0.0731 0.0365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是精神科常见的一种重性精神障

碍，病患者常表现为既有抑郁发作又有躁狂发作，

且一般都伴有认知能力的损害【5，6】，在首发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后药物治疗可以显著的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认知能力的缺损，

但是双相情感障碍与其他精神类疾病一样具有易复

发以及护理难度大等特点，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沉

重的生活负担【7】。

关爱随访近期被报道【8】具有能够改善精神疾病

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且能够改善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等优点，但是对于首发双相情感障

碍的患者还较少有关爱随访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对

112 例患者首发双相情感状态患者进行了关爱随访

护理与常规护理的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对于

已经康复出院的首发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关爱随访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病情，而且在关爱随访的患者中，

药物的依从性相较常规随访的病人具有显著性的提

高，这些结果与曾秀丽等【9】人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进行关爱随访后的结果相似。

有研究表明，关爱随访相较于常规门诊随访能

够更好的减轻患者精神症状【10】。主要原因是关爱随

访能够弥补门诊随访的缺陷，比如随访病人的脱落，

以及出现问题不能随时解答的情况。关爱随访由于

运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与患者进行

沟通，比如电话、QQ、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

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更容易随时取得交流，解

决突发状况，并且对于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患者及

其家属能够及时地提供指导，增加了患者和家属对

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对于战胜疾病的信心，关爱随访

是对卫生服务从医院到家庭的延伸，缩短了空间上

的距离，使医护人员的指导随时随地的进行，从而

能够更好的帮助患者稳定病情。

关爱随访能够提高用药的依从性【11】。由于双相

情感障碍的病程长且复杂，经常会由于患者以及家

属对于疾病的认识不到位，耐心不足造成错误的停

药或减药，关爱随访能够及时为患者及其家属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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