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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干预对双相抑郁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及患者功能失调性状况的
影响

史四季 、 卢　明 、 王素枝 、 薛焕霞

【摘要】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干预对双相抑郁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及患者功能失调性状况的影

响。方法　选择在我院住院治疗后出院的双相抑郁缓解期患者 8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 41 例。对照组患者及家属给予精神病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患者及家属给予延续护理干预。随

访 8 周，比较两组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比较两组患者功能失调状况。结果　干预 8 周后，观察

组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各项目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1）；观察组患者功能失调性状况各维度

评分明显少于对照组（P< 0.01）。结论　延续护理干预有效提高双相抑郁患者家属的疾病认知水平，

进一步改善患者功能失调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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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disease cognition status of the relatives of patients with bipo-
lar depression and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of the patients　　SHI Siji，LU Ming，WANG Suzhi，et al. The People‘s 
Hospital in Jiaozuo City，Jiaozuo 454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knowledge of bipolar in rel-

atives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and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of the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2 discharged patients at remission stage of bipolar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

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41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erformed conventional discharge instruction for mental illness，while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erformed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follow-up visit for 8 weeks，the knowledge 

of bipolar in the relatives and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8 weeks of interven-

tion，the item scores of disease cognition status of relativ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the dimension scores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　Continu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evel of disease cognition of relatives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epression，and further improve the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B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Family members；Cognitive status of 

disease；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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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抑郁是双项情感障碍的临床亚型之一，患

者临床表现为情感不稳定、情绪起伏，即躁狂与抑

郁交替出现，自杀风险率较高［1］，患者需长期用药

治疗。而作为长期照顾、监护抑郁症患者的家属对

疾病的认知状况，又会影响对患者的照顾质量，继

而影响患者的康复［2］。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重视抑郁症患者家属的护理干预。本研究在常规出

院指导的基础上，对 41 例双向抑郁缓解期患者家属

实施延续护理干预，效果良好。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4 年 7 月 ~2016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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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出院的双相抑郁缓解期患者 82 例，均符合

《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双相情感障碍相

关诊断标准。排除双相抑郁发作期患者、文盲及存

在沟通缺陷的患者。家属纳入标准：①与患者关系为

父母、子女或配偶；②初中及以上学历；③无精神疾

病史，具备正常沟通能力。将 82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每例患者纳入 1 例家属，每组 41 例。

观察组患者男 23 例，女 18 例，年龄（32.53±8.52）

岁，病程（6.72±2.89）年，受教育年限（9.86±2.87）
年；家属男 19 例，女 22 例，年龄（51.64±7.72）岁，

受教育年限（8.34±1.23）年。对照组患者男 24 例，

女 17 例，年龄（31.57±8.61）岁，病程（6.80±2.91）
年，受教育年限（9.79±2.79）年；家属男 18 例，女

23 例，年龄（52.21±6.93）岁，受教育年限（8.28±

1.16）年。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及家属在性别、年龄、受

教育年限等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及家属均给予精神科常规出院指导，

向患者及家属讲解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观察药物

不良反应，指导家属识别抑郁发作的先兆及表现，

尽量避免诱发因素；指导家属实施安全管理，严密观

察患者情绪状态，严防患者自伤或自杀。每月电话

随访 1-2 次，要求家属在患者出现异常时及时来院

复诊。

 观察组患者及家属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延续性

护理干预，成立包括患者主管医师、责任护士在内

的延续护理干预小组，针对患者具体情况，与家属

协商并制定延续护理干预计划，小组成员与患者家

属互留微信、QQ、电话等联系方式，每周网络沟通

2~3 次，每 2 周上门随访 1 次。具体干预方法：①认

知干预：了解患者家属对双相抑郁疾病的认知程度，

及时解答家属提出的问题，对其错误认知及消极应

对模式予以纠正；②心理干预：从语言上安慰和支持

患者家属，对其精神压力表示理解和同情，指导其

放松技巧，缓解焦虑，避免不良情绪影响患者；③家

庭关系干预：向家属强调不良人际关系及生活事件对

疾病复发的影响，鼓励其尽量用正面语言鼓励患者，

引导患者表达积极的情感体验，释放不良情绪，营

造融洽的家庭氛围；④生活场景干预：指导家属与患

者进行模拟生活情景交往性训练，锻炼患者对不良

信息的耐受力，提高情绪控制能力及应对方式［3］；⑤

病友家属支持干预：指导患者家属组建家属微信群或

QQ 群，通过群聊，及时获得疾病防治方面的最新信

息，相互交流照护患者的经验，学习如何借助单位

或他人解决生活或工作困难，获取最大的社会支持。

两组患者随访 8 周，进行干预效果观察。

1.3　观察指标

1.3.1　家属疾病认知状况　干预前后，采用自

拟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调查表进行评分，该调查

表包括疾病概念、治疗方案、疾病转归、疾病预防

四个项目 20 个题目，每个题目评分 1~5 分。分数越

高，表明疾病认知状况越好。

1.3.2　患者功能失调性状况　干预前后，采用

DAS 功能失调性评定量表［4］评定患者功能失调性状

况，包括脆弱性、强制性、依赖性等 8 个维度，采

用 7 级评分法，评分越低，功能失调性状况越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

s）表示，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

干预前，两组患者家属疾病认知状况各项目评

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对照组患

者家属各项目评分与干预前比较无差异（P>0.05），

观察组患者家属各项目评分较干预前及对照组明显

提高（P<0.01）。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家属干预前后疾病认知状况评分比较（x±s,分）

认知状况
观察组（n=41） 对照组（n=41）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疾病概念 11.25±2.53 19.78±2.94 14.082 <0.01 11.63±2.47 11.73±2.68 0.176 >0.05

治疗方案 12.62±3.42 20.84±3.10 11.403 <0.01 12.98±3.25 12.23±3.84 0.955 >0.05

疾病转归 13.57±2.63 18.49±3.03 7.852 <0.01 12.86±2.94 11.97±3.26 1.298 >0.05

疾病预防 12.46±2.48 18.13±3.24 8.898 <0.01 12.37±3.16 12.24±3.29 0.182 >0.05

注：两组干预前比较，t =0.688，0.489，1.152，0.143，P>0.05；两组干预后比较，t =12.957，11.171，9.380，8.168，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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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双相抑郁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患者的高情感

表达、日常不良事件刺激，以及其不良应对态度等

心理社会因素，易导致病情发作［5］。而实际生活中，

家属常因患者病情反复而存在较大心理压力，且普

遍对疾病认知不足，对其病情采取消极态度，不利

于患者康复。故对于双相抑郁患者家属进行干预，

发挥其在家庭治疗中的主观能动性，对预防患者病

情复发非常重要。

研究表明，提高精神病患者家属的认知水平，

有助于提高对患者的监护质量［6］。本研究中，观察

组患者家属疾病认知水平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表

明延伸性护理干预可使家属在院外持续获得专业医

护人员的疾病知识指导，提高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使患者居家能够得到规范后续治疗及护理。家属还

通过学习放松技巧，与病友家属沟通等，获得情感

支持并增强心理承受力，从而更好地照顾患者。双

相抑郁患者普遍存在功能失调性状态，即对本身或

周围环境存在歪曲性质的异常认知，从而用错误世

界观评判人和事［7］。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功能失

调性状况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延续护理干预

可促使家属主动对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

调控患者不良心态，改善功能失调性状况，预防疾

病复发。

 综上所述，延续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双相抑郁

患者家属的疾病认知水平，进一步改善患者功能失

调性状况。但本研究样本量小，样本来源单一，所

以仍需其它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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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失调性状况

干预前，两组患者功能失调性状况各维度评分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各

维度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减少（P<0.05），观察组各

维度评分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0.01）。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功能失调性状况评分比较（x±s,分）

条目
观察组（n=41）

t P
对照组（n=41）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脆弱性 18.13±2.47 15.39±1.27 6.317 <0.01 18.11±1.68 17.09±1.23 3.317 <0.01

吸引和排斥 18.73±3.11 16.04±2.13 4.569 <0.01 18.81±2.02 17.51±1.05 3.656 <0.01

完美化 18.44±2.35 15.64±1.24 6.748 <0.01 18.42±1.51 17.20±2.04 3.078 <0.01

强制性 18.13±2.39 16.04±1.33 4.893 <0.01 18.10±1.05 17.34±1.31 2.899 <0.01

依赖性 21.34±3.16 16.27±2.07 8.594 <0.01 21.27±2.04 19.29±1.64 4.844 <0.01

寻求赞许 20.10±2.44 16.98±2.13 6.168 <0.01 20.06±1.34 18.67±1.23 4.893 <0.01

自主性态度 21.36±2.37 16.14±2.05 10.666 <0.01 21.30±1.55 19.23±2.02 5.206 <0.01

认知哲学 21.99±2.11 15.98±1.66 14.334 <0.01 21.97±2.28 20.09±1.63 4.295 <0.01

注：两组干预前比较，t =0.043，0.138，0.046，0.074，0.119，0.092，0.136，0.041，P>0.05；两组干预后比较，t =8.270，6.042，

9.110，7.784，11.016，7.837，12.856，13.600，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