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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重度烧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陆小静 、 王艳杰 、 董　丽 、 杨　梅 、 柴宝艳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

收治的 120 例重度烧伤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60 例）和对照组（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

验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心理健康护理。观察两组在干预前后焦虑抑郁症状的改善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

变化状况。结果　实验组干预后的焦虑抑郁程度显著低于対照度，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重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提高其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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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ajor burn　　LU Xiaojing，WANG Yanjie，DONG Li，et al. ICU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Qin-
huangdao，Qinhuangdao 06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ajor burn. Method　120 patients with major burn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devi-

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the experimental group（60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6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the routine medical nursing only，where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ep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care. The chang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car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major burn. It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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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意外伤害之一。

重度烧伤通常包含以下情况：（1）总面积在 31％

~50％；（2）Ⅲ度烧伤面积在 10％~20％之间；（3）

总面积不到 30％，而有下列情况者：全身情况差或

已有休克；合并其他严重的创伤或化学中毒；严重的

呼吸道灼伤；头面部、会阴部烧伤［1-3］。遭受重度烧

伤的患者不仅承受着极大的躯体痛苦，也面临着严

重的心理创伤。现有研究表明，中度及以上程度烧

伤的患者大多数都有明显的焦虑、抑郁以及惊恐的

情绪问题［4，5］。这些消极情绪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也会降低患者的免疫能力以及抗损伤

功能，延缓患者的康复过程。因此，本研究会探讨

心理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焦虑抑郁的作用进行探讨，

为重度烧伤患者的护理干预积累临床经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入院的重度烧伤患者

120 例，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每组各 60 例。所有患者均已排除认知障碍和精神疾

病症状。研究开始时，患者已脱离危险期并且已充

分知情同意，所有并自愿参与本研究。对照组患者

平均年龄（40.34±14.22）岁；受教育（11.3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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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性 37 例，女性 23 例；有配偶 28 例，无配偶

32 例；职业：工人 13 例，农民 27 例，其他 20 例；经

济状况：差 16 例，中等 25 例，好 19 例；烧伤原因：

火焰烧伤 16 例，烫伤 22 例，化学烧伤 8 例，其他

14 例；烧伤部分：头面部 16 例，躯干和四肢 25 例，

混合 19 例。实验组患者平均年龄（39.68±13.77）岁；

受教育（11.87±4.53）岁；男性 33 例，女性 27 例；

有配偶 25 例，无配偶 35 例；职业：工人 11 例，农民

24 例，其他 25 例；经济状况：差 17 例，中等 24 例，

好 19 例；烧伤原因：火焰烧伤 19 例，烫伤 23 例，化

学烧伤 9 例，其他 9 例；烧伤部分：头面部 20 例，躯

干和四肢 22 例，混合 18 例。基本信息比较无显著

差异，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可比性（P>0.05）。

1.2　实施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常规的补液，维持水电解质平

衡等常规临床治疗。护理方面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包括入院宣教、烧伤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照料。实验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压力疏导、放松

疗法、认知调整等心理干预措施。心理压力疏导：每

周一次，将患者分为 10~12 人一组的团体，由专业

心理医生进行带领患者对各自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

鼓励患者之间相互分享支持，给予必要的疏导。放

松治疗：根据患者的身体条件和性格爱好，采用音

乐、冥想、瑜伽、绘画等不同方式，指导患者放松

全身肌肉，降低患者的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程度，

使患者保持在一个相对平和、放松的状态，从而解

除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紧张状态。认知调整：烧伤患

者尤其是头面部烧伤患者或女性患者，通常非常关

注外貌的变化及恢复，并可能因为伤情而产生一系

列低自我评价和低价值感，对于这种情况，院方应

邀请专业心理医生定期对患者进行一对一会谈，采

用积极向上的语言，对患者进行鼓励和肯定，使患

者意识到，其自身的价值并不随外表的改变而有所

降低。同时，医护人员也应耐心细致，给予患者积

极关注和正向评价，并对患者提出有关恢复情况的

问题进行客观解答。

1.3　评价指标

1 .3 .1　 焦 虑 情 绪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

（HAMA）对患者的焦虑程度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

含 14 个题目，各题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总分≥

29 分，可能为严重焦虑；≥ 21 分，肯定有明显焦虑；

≥ 14 分，肯定有焦虑；≥ 7 分，可能有焦虑；如 <7
分，没有焦虑症状。

1 .3 .2　 抑 郁 情 绪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HAMD）对患者的抑郁程度进行测量。该量表共

包含 24 个题目，各题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总分

0~8 表示患者不存在抑郁问题，总分 9~20 分表示患

者有边缘水平的抑郁，总分 21~35 分表示患者有中等

程度的抑郁，总分 36 分及以上表示患者有重度抑郁。

1.3.3　生活质量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

测定量表简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Brief，WHOQOL-BREF）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

行测量。该量表共包含 26 个条目，用来评估患者在

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四个方面的生活质量。

各题目相加得到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

质量越高。

1.3.4　护理满意度　采用一道四点评分的题目

让患者评价对护理进行满意度评价，该题目的量程

为 1-4，其中 1 代表非常不满意，2 代表不满意，3
代表满意，4 代表非常满意。

1.4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均值 ± 标准差（x±s）的方式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或百分比表示，比较

采用 χ2 检验，采用 P<0.05 作为差异显著的统计学

标准。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HAMA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A 得分均显著

降低，且实验组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HAMA评分变化（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60 31.39±5.26 26.47±5.35 2.13 <0.05

实验组 60 32.44±5.08 14.85±3.77 5.73 <0.05

t 0.67 3.94

P >0.05 <0.05

两组患者干预前 HAMD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D 得分均显著

降低，且实验组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 所示。

2. 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WHOQOL-BREF 评分，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实验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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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干预前显著提高，且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对照组干预前后 WHOQOL-BREF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

（P>0.05），如表 3 所示。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HAMD评分变化（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60 41.07±6.03 35.74±5.67 2.53 <0.05

实验组 60 41.55±5.94 22.94±9.04 6.11 <0.05

t 0.72 5.66

P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x±s，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60 50.20±8.28 55.36±8.44 1.07 >0.05

实验组 60 49.87±7.44 75.64±9.72 5.46 <0.05

t 1.34 7.06

P >0.05 <0.05

2. 3　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满意度比较

如 表 4 所 示 ， 干 预 后 实 验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88.33％）显著高于对照组（55.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表4　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60 6 21 23 10 55.00％

实验组 60 2 5 22 31 88.33％

3　讨论

重度烧伤患者承受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一

方面，重度烧伤患者真皮层严重受损，免疫力下降，

极有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状，另一方面，相关研究

发现，几乎所有的重度烧伤患者都有着复杂的心理

问题，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焦虑和抑郁症状［6］。本

研究中，患者在接受干预前的焦虑（HAMA）和抑郁

（HAMD）评分都达到了较高程度，该结果与以往研

究相一致［7］。究其原因是由于重度烧伤患者容貌变化

巨大，烧伤后四肢的增生疤痕也造成了活动受限，生

活方式改变，他们往往会担心失去正常的生活和原

来的社会地位，因此，重度烧伤患者往往伴随着较

高程度的焦虑和抑郁心理［8-10］。其中，焦虑会让重度

烧伤患者紧张不安、无法在心理上得到放松；而抑郁

又会使得重度烧伤患者心情苦闷、失去生活的热情。

这两种情绪都会严重影响重度烧伤患者的正常生活，

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渐渐脱离正常人群。

综上所述原因，笔者就心理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的

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观察。

如表 1、表 2、表 3 所示，经与常规护理干预下

的重度烧伤患者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

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上的结果进行对

比发现，心理干预更好地能提高重度烧伤患者心理

健康与生活质量。结果显示，实验组的 HAMA 评分、

HAMD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下降，WHOQOL-BREF 评

分显著上升。由此可见，在常规护理情况基本一致

的情况下，针对重度烧伤患者的心理干预能够显著

改善其面临的心理健康以生活质量，这与赵晓燕［11］

所发现的心理干预能够明显改善重度烧伤患者的心

理健康状态的结果相一致，并支持了杨芳等［12］发现

的对早期心理干预在改善重度烧伤患者生活质量中

的重要作用。

烧伤事件往往事出突然，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

为患者提供心理干预，在整个过程中，心理治疗师

应充分运用心理学观点和原则，对患者进行及时有

效的心理评估和诊断分析，关注患者的心境波动并

及时给予关注。本研究中的心理干预之所以能取得

不错的效果，是因为在情绪和认知上，治疗师关注

了患者关于容貌和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对患者的

不良认知方式进行修正，让患者知道，形象和身体

机能的改变并不会使他们丧失自我价值。在情绪上，

心理干预不是简单地阻止患者表达负性情绪，相反，

无论是团体心理活动还是一对一会谈，治疗师都鼓

励重度烧伤患者在不伤害自身和他人的情况下充分

表达、宣泄焦虑和抑郁，并给予理解和无条件地支

持。与此同时，本研究中的心理治疗也尝试用正性

的情绪体验替代负向情感：一方面，患者之间相互交

流感受相互支持安慰，本身就能减少重度烧伤患者

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使他们更有勇气面对这一重大

的挫折；另一方面，瑜伽、绘画、音乐等一系列放松

活动又会调整患者的普遍心境，让他们处在一个相

对平和的状态之中，更有力量去应对恢复过程中的

一系列药物治疗。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能够有效缓解重度烧伤患

者的负面情绪，改善生活质量。通过心理干预，重

度烧伤患者能够正确看待烧伤这一事实，调整对待

伤情的认知角度，从而更加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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