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4 期 - 765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基于 IKAP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对白血病患儿家属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

姜璎硕 、 甄慧宇 、 张明慧 、 赵　真 、 罗　慧 、 兰林茂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对白血病患儿家属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于我院住院的 83 例白血病患儿及每位患儿的一名家属为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41 例）与观察组（42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采用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比较两组患儿家属焦虑抑郁状况、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儿家属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且心理领域、社会领域、

主观生活质量及生活质量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患儿家属生理领域、环境领域及主

观健康状况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可有效缓解白血病患儿家属焦虑、抑郁情绪，对其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均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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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Based on IKAP Model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Family 
Member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JIANG Yingshuo，ZHEN Huiyu，ZHANG Minghui，et al，The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ized nursing based on IKAP model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family member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Methods　83 cases of leukemia children and a family 

member of a chil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41 cases）and observation group（42 cases）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based on IKAP 

model. Anxiety，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children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otal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domain，social 

domain，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hysiological，environmental fields and subjective 

health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nursing based on IKAP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family member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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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是造血系统恶性疾病，在小儿恶性肿瘤

中比较常见，近年来儿童白血病发生率有逐年升高

趋势。该病病情凶险、病程长、治疗难度大且费用

昂贵，不仅使患儿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还给患

儿家属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据研究显

示［1］，多数白血病患儿家属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

郁等情绪问题，而这一系列不良心理反应可对机体

产生刺激，并通过神经、内分泌及免疫轴作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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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体免疫功能，从而诱发疾病发生与发展。如何

改善白血病患儿家属的心理状况是目前临床癌症护

理的热点问题。IKAP 模式是集信息（information）-

知识（knowledge）- 信念（attitude）- 行为（practice）

为一体的有效护理模式，研究表明［2］，将其应用于

多种疾病护理中均可取得良好效果，本文旨在探讨

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对白血病患儿家属心理

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干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于我院住院的 83
例白血病患儿及每位患儿的一名家属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家属 41 例，男

18 例，女 23 例，年龄 23~39 岁，平均年龄（29.36±

3.28）岁；患儿 41 例，男 22 例，女 19 例，年龄 1.5~11
岁，平均年龄（6.97±1.43）岁；病程 1~3 年，平均病

程（2.07±0.23）年。观察组家属 42 例，男 17 例，女

25 例，年龄 24~37 岁，平均年龄（28.71±3.41）岁；

患儿 42 例，男 24 例，女 18 例，年龄 1.7~10 岁，平

均年龄（6.27±1.06）岁；病程 1.5~3 年，平均病程

（2.14±0.53）年。两组患儿及家属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

机构审核批准，全部患儿的家属均自愿参加。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患儿日常护理及对

患儿家属进行口头健康宣教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采用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具体干预

措施如下：（1）掌握患儿及其家属信息：熟练掌握儿

童白血病基本知识，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分析患儿及

其家属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其具体需

求。（2）讲授相关知识：根据获得信息，采取针对性

措施帮助患儿家属了解白血病相关知识，通过交流

沟通了解其情绪变化，根据患儿家属文化程度及接

受能力给予个体化心理疏导；介绍儿童白血病病情

变化、发展、化疗作用，主动关心、鼓励患儿家属，

帮助其正视现实，克服心理障碍。（3）转变家属的思

想观念：纠正家属对疾病的错误认知，帮助其树立治

疗信心；定期开展白血病患儿家属座谈会，彼此介绍

照护经验及体会，通过家属座谈使他们在精神上互

相支持与鼓励，从而保持积极乐观生活态度；帮助患

儿家属掌握正确情绪管理方法，学会向他人表达和

分享情绪。（4）产生实际行动：指导患儿家属全程参

与患儿照护，以调动主观能动性，使其掌握更多育

儿知识；积极帮助患儿家属寻求多渠道社会支持，组

织患儿家属一起建立心理支持小组，并做好父母间

及与亲朋好友间的协调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

有益对策，缓解家属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使其心

理内环境保持稳定状态。

1.3　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儿家属干预前后焦虑、抑郁状况、

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儿家属的焦

虑、抑郁状况［3］，两个量表分别包含 20 个条目，每

项均采用 4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抑郁越严

重。（2）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WHOQOL-BREF）评估患儿家属生活质量［4］，该量

表有 26 个条目，4 个领域和 2 个问题条目，各条目

评分范围 1~5 分，生活质量总分为各项目得分之和，

各领域得分及总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3）采用

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估患儿家属护理工作

满意度，该表包括服务态度、健康宣教、技术水平、

专业知识、情感支持、护理合作 6 项内容，统计各

项满意度例数。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以率（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

以（x±s）表示，比较采用 t 值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家属 SAS 与 SDS 评分

干预前两组患儿家属的 SAS 和 SDS 评分组间

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家属的 SAS 与

SDS 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儿家属SAS与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2 53.29±5.17 42.36±4.52 50.18±5.64 41.07±4.16

对照组 41 52.98±4.46 47.81±4.68 51.33±5.36 45.81±4.03

t - 0.292 5.397 0.952 5.271

P - 0.771 0.000 0.344 0.000

2.2　两组患儿家属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家属的 WHOQOL-BREF 评分

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儿家属的

生活质量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 WHOQOL-B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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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白血病是儿童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具有极高

发病率，患儿发病初期多表现为发热、贫血、感染

等症状，随病情发展白血病细胞可通过血液循环浸

润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造成关节痛、神经系统及其

他器官浸润，严重者可出现抽搐、瘫痪、意识改变

等，不仅给患儿生理带来痛苦，患儿家属在得知孩

子被确诊为白血病后，其情感、经济及生理方面的

状况均会受到影响。有调查显示［5，6］，与其他疾病患

儿家属相比，白血病患儿家属更易出现焦虑、恐惧

甚至绝望等心理问题，其中被确为初期抑郁的家属

比例占 85.5％。鲍莉莉等研究也表明白血病患儿家

属存在一定程度抑郁、强迫、焦虑等精神问题［7］。

白血病患儿家属充分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导，缓解患

儿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帮助家属走出患儿疾病阴

影和治疗误区，是儿童白血病护理干预的重点。

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是在 IKAP（信息 -

知识 - 信念 - 行为）模式指导下进行的针对性、个体

化护理干预措施，该模式注重患儿、患儿家属、医

护人员三者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关系，强调因人施

护，在指导患儿家属深入了解白血病知识基础上，

克服消极情绪，增强治疗信心［8］。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家属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

该护理模式可改善患儿家属不良情绪，并能较好调

整自身心理状况，帮助患儿主动配合治疗。据相关

研究表明［9］，将 IKAP 理念引入个体化护理，通过向

患儿家属提供白血病相关知识、患儿照顾技能及参

与患儿照护计划制定，提高患儿家属疾病知识掌握

程度及育儿水平，增强对患儿生活的控制力。有资

料报道［10］，白血病患儿家属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其

心理健康水平低，人际关系及社会支持系统薄弱。

本研究通过对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发现，干预后观察

组患儿家属 WHOQOL-BREF 量表心理领域、社会

领域、主观生活质量及生活质量总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说明该干预方法对提高患儿家属生活质量有显

著作用。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度也有较大

差异，观察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应

用以 IKAP 模式为指导理念的个体化护理能够提高患

儿家属护理满意度，该模式的顺利开展与护理人员

自身素质培养关系密切，在实际护理干预过程中只

有不断提高职业修养，熟练掌握沟通技巧与护理操

作技能，才能真正体现 IKAP 个体化护理干预模式的

实质［11］。

综上所述，基于 IKAP 模式的个体化护理干预能

够改善白血病患儿家属的焦虑抑郁状况，为其提供

有效的精神、情感及相关疾病知识支持，进一步提

高患儿家属的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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