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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临床效果

任鸿萍 1 、 杨　菁 2 、 孙　娟 1 、 柯正华 2

【摘要】 目的　探讨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自我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呼吸内科重症患者 85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43 例与对照组 42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辅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干预疗效和干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5.35％）高于对照组（76.19％）（P< 0.05）；观

察组干预总满意率（95.35％）高于对照组（73.81％）（P< 0.05）；观察组干预后自身疾病的疗效明显优

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明显，值得进一

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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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
cine department　　REN Hongping，YANG Jing，SUN Juan，et al. Hubei Medical Group，Huangshi Central Hos-
pital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Red Bridge Health Service Station，Huangshi 43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se-

vere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department. Methods　85 cases of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s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15 to March 2016 .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43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42 cases）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intervention，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ensive psychological support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reatment. The intervention efficacy and intervention satisfaction）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5.35％）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6.19％）（P<0.05）；The interven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95.35％）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3.81％）（P<0.05）；The improve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ntensive psychologi-

cal support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ati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is obvious，and deserves furthe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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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疾病往往具有病程较长、病情容易反复

发作等缺点 [1，2]。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呼吸内科疾

病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

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死亡，特别是重症患者常存在明

显呼吸困难 [3-5]。因此，临床上采取有效的干预方法

对于治疗和抢救呼吸内科重症患者尤为重要 [6，7]。呼

吸内科重症患者病情危重凶险，且变化较快，造成患

者生活不便及主观痛苦感较为强烈，容易发生抑郁、

焦虑、紧张及悲观等不良心理情绪，而这些不良心理

情绪均不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故而，笔者本研究旨

在探讨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临床

效果，提供一定临床指导价值。见下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自我院于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呼吸内科重症患者 85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8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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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重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43 例与对照组 42
例。观察组 43 例中，男性 17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

龄 20~78 岁，平均年龄（51.30±6.72）岁；其中慢性支

气管炎 19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5 例，支气管哮喘 9
例。对照组 42 例中，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者 27 例；

年龄 22~79 岁，平均年龄（50.73±6.54）岁；其中慢性

支气管炎 2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4 例，支气管哮

喘 8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均经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检

查和实验室检查诊断均证实为呼吸内科重症疾病；②

年龄 20~80 岁；③均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④签

订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①合并肺、肾、肝、心等功能严重

异常者；②哺乳期或者妊娠期妇女；③精神功能障碍

者；④过敏体质者。

1.3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干预辅助治疗，包括严密监测

病情变化、通气干预、药物干预。（1）严密监测病情：

由于呼吸内科重症患者病情发展较快，应密切观察

患者生命体征、脉搏、心率、呼吸频率、意识变化

等，若出现异常，应及时告知医师且实施有效的抢

救措施；（2）通气干预：干预呼吸内科重症患者，需

确保患者呼吸道通畅，若发生突发呼吸困难及不畅

时，应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清除呼吸道异物或分

泌物，给予吸痰，同时做好合理吸氧治疗和痰液引

流，吸痰时需注意严格无菌操作；（3）药物干预：在

应用药物治疗呼吸内科重症患者中，需对药物剂量、

血药浓度进行严格掌握。需建立两条以上的静脉给

药通道，分别用于一般药物与特殊药物输入，能够

确保所用药物能够及时、安全地达到患者体内。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及护理基础上，合并采

用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具体干预如下：（1）先

进行常规心理干预，由于大部分患者对疾病不了解，

在治疗中会出现不同程度不良情绪，故而应与患者

及其家属进行沟通、交流，进而调整心理干预细节

和方向，= 适应患者心理情绪波动需求；（2）护理人

员应向患者具体介绍治疗方法，药物剂量、药物种

类及治疗疗程，按照患者病情及心理状况进行个体

化心理干预；（3）护理人员列举成功患者病例，且

向患者提供疾病的治疗等方面资料，且指导患者积

极配合治疗及护理；（4）强化心理干预，强化心理

干预不仅能够加深干预范围和干预深度，且增强干

预频率。充分评估患者心理状态，且按照其状态实

时针对性心理干预和沟通方式，且在进行心理干预

过程中充分注意其心理方面的波动，再按照其波动

随时改进心理干预细节和方向，进行适应患者心理

情绪波动需求；（5）不仅采用单一访谈式心理干预，

同时还需采用多样化多形式疏导干预，即采用影像、

小册子等多种方式干预，提高患者兴趣，针对性选

取干预，从而引导树立治疗自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1.4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干预满意率，采用由我院自

行设计满意调查表，调查量表经我院 5 位护理部专

家进行内容效度评阅，CVI 系数为 0.95，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分为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三个等级。

①满意：评分为 80 分以上者；②一般满意：评分在

60~79 分者；③不满意：评分在 60 分以上者。总满意

率 =（满意例数 + 一般满意例数）/ 总例数 ×100％；

（2）观察两组患者心率（HR）和呼吸频率干预前和

干预 4 周后（干预后）变化；（3）观察两组患者血气

分析指标干预前和干预后变化，包括氧分压（PaO2）、

二氧化碳分压（PaCO2）。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x±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

（n，％）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满意率比较

见 表 1 。 观 察 组 总 满 意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

表1　两组干预满意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43 31（72.09）10（23.26） 2（4.65） 95.35

对照组 42 20（47.62）11（26.19） 11（26.19） 73.81

χ2 - - - - 7.6089

P - - - - <0.05

2.2　两组患者 HR 和呼吸频率比较

见表 2。两组 HR 和呼吸频率干预前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05）；两组 HR 和呼吸频率干预后均降

低（P<0.05）；观察组 HR 和呼吸频率干预低于对照

组（P<0.05）。

2.3　两组患者 PaO2、PaCO2 比较

见表 3。两组 PaO2、PaCO2 干预前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两组 PaCO2 干预后降低，而 PaO2 干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3 期- 572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预后增加（P<0.05）；观察组 PaCO2 干预后低于对照

组，而 PaO2 干预后高于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患者HR和呼吸频率比较（x±s）

组别 例数
HR（次/min） 呼吸频率（次/min）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104.32±6.52 84.35±4.62* 27.32±1.87 18.65±1.43*

对照组 42 105.71±6.27 93.18±5.10* 27.04±1.90 22.19±1.54*

t - 1.0015 8.3696 0.6847 10.9856

P - >0.05 <0.05 >0.05 <0.05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PaO2、PaCO2比较（x±s，mmHg）

组别 例数
PaCO2 PaO2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79.52±5.38 58.95±4.18* 53.42±6.42 90.84±7.82*

对照组 42 78.79±5.46 69.83±4.35* 52.64±6.27 73.67±7.15*

t - 0.6209 11.7592 0.5665 10.5575

P - >0.05 <0.05 >0.05 <0.05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不断加剧，特别是

国内大气环境的污染相对较为严重，各地呼吸系统

疾病发病也呈逐年增加趋势不断上升，尤其是慢性

支气管炎、慢性组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结核、

支气管哮喘等，严重呼吸系统疾病可造成咯血咳痰、

咳嗽及胸痛等症状 [8-10]。呼吸系统疾病病变部位表现

主要在肺部、器官及胸腔等人体器官组织内。呼吸

内科重症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生理上的痛苦，也

因此导致了患者出现一些情绪心理问题，因此对患者

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就十分必要［11-13］。因为呼吸

内科的重症往往都是身心疾病，躯体疾病和心理障

碍相互影响，不良情绪有时会对疾病的治疗和预后

产生较为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临床上必须强化心

理干预的深度和广度，以确保及时解决患者情绪心

理障碍，保障自身躯体疾病的治疗及临床疗效 [14，15]。

笔者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说明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可提高疗效；观察

组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说明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

疗可提高干预满意度，积极配合治疗；两组 HR 和呼

吸频率干预后降低，观察组 HR 和呼吸频率干预低于

对照组，说明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可降低 HR 和呼

吸频率；两组 PaCO2 干预后降低，而 PaO2 干预后增

加，观察组 PaCO2 干预后低于对照组，而 PaO2 干预

后高于对照组。都可以说明强化心理干预再解决患

者心理问题后对自身躯体疾病的治疗带来良好的影

响，可以更好地保障自身躯体疾病治疗的效果。

 综上所述，强化心理支持辅助治疗呼吸内科重

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明显，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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