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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理念用于老年高血压伴抑郁患者院内情感护理的临床体会

曹文君 、 梁艳艳 、 王　英 、 靳云霞

【摘要】 目的　观察陪伴理念用于老年高血压伴抑郁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 96 例高血压伴抑

郁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 48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融入陪伴理念。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 4 周、干预 8 周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分、护士用住院病人观察量表（NOSIE）评分。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SBP、

DBP、SDS 评分与 NOSIE 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 4 周及 8 周后两组 SBP、DBP 均较干预

前显著降低（P< 0.001）。干预组干预 4 周及 8 周的 SBP 与 DBP 低于对照组（P< 0.001）。干预组干

预 4 周及 8 周后 SDS 评分显著下降（P< 0.001）、NOSIE 评分显著升高（P< 0.001），对照组无明显变

化（P> 0.05）。干预组干预 4 周及 8 周的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01）、NOSIE 评分高于对照组

（P< 0.001）。结论　陪伴理念用于高血压伴抑郁患者可提供良好情感体验，缓解抑郁情绪，同时强

化降压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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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on concept nursing for elderly in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depression 
　　CAO Wenjun，LIANG Yanyan，WANG Ying，et al. Xi'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Xi'an 71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mpanion concept nursing for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companion concept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score and The 

Nurses'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uation（NOSIE）score were assessed before intervention，and at the end of 

4th weeks and 8th week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BP，DBP，SDS scores and NOSIE scores 

befor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SBP and DBP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4 weeks and 8 weeks of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01）. The SBP and DBP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4 weeks and 8 weeks of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1）. The SDS scores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4 weeks and 8 weeks of intervention（P<0.001），while the 

NOSIE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DS scor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4 weeks and 8 weeks of interven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1），and the NOSIE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01）. Conclusion　Com-

panion concept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with depression patients can provide a good emotional experience，relieve de-

pression symptoms，while strengthening the antihypertensive effect，i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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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中老年人较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也是

一种代表性心身疾病，与情绪障碍有一定关联。有资

料显示［1］，老年高血压患者中抑郁发生率可达 40％以

上，显著高于非高血压患者。也有研究指出［2］，焦虑

与抑郁情绪均为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且对降压药

疗效有较大影响，老年高血压伴抑郁患者的诊治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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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临床关注。有专家提出［3］，高血压伴抑郁的病程

与治疗周期长，患者治疗过程中已发生情感障碍，尤

其是老年患者。随着医学理念的进步，疾病的治疗已

经从生理角度上升至心理角度，心理干预在慢性疾病

的治疗中也逐渐得到广泛应用。陪伴理念为临床近年

兴起的一种心理干预方式，有证据显示［4］，陪伴理念

目前已应用于分娩产妇中，且对于改善产妇产后抑郁

均有明显效果。本研究以 96 例高血压伴抑郁患者为

例，观察陪伴理念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院 2014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共收治 96 例高血

压伴抑郁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

各 48 例。干预组男 26 例、女 22 例；年龄 61~73 岁，

平均（66.32±3.51）岁；抑郁病程 2~11 个月，平均

（5.10±1.32）个月；学历背景：高中及以下 20 例、高

中以上 28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5 例；年龄 62~74
岁，平均（66.05±3.74）岁；抑郁病程 2～10 个月，

平均（4.98±1.54）个月；学历背景：高中及以下 23
例、高中以上 25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学历

背景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入组标准：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5］

中高血压诊断标准；抑郁自评量表（SDS）≥ 50 分；

年龄≥ 60 岁；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合并糖

尿病、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及心脑血管病者；认知障

碍、失语、老年痴呆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包括普

及高血压疾病相关知识，增强患者健康知识。纠正

患者不良行为与生活习惯，饮食遵循低盐低脂原则。

鼓励患者多参加娱乐与社交活动，建立一定的社交

圈。期间监督患者用药：硝苯地平控释片：30 mg/ 次、

1 次 / 天；氟西汀：20 mg/ 天，晨起口服，疗程 8 周。

1.2.2　干预组　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

上融入陪伴理念，包括家庭陪伴与社交陪伴。①家

庭陪伴：指导患者家属进行精神卫生方面的健康教育

及缓解负面情绪的方法，通过聊天、读报、益智游

戏等与患者相处，并让家属留意患者情况，出现异

常时及时介入、适时调解。结合患者病情设定个性

化家属探视表，病情稳定者的家属探视次数与时间

可适当增加及延长，并提供安静场所供患者与家属

相处及陪伴。定期举办主题聚会，让所有患者及家

属聚在一起，充分感受来自家人的温暖。②社交陪

伴：根据患者病情组织相关的活动进行艺术情感干

预，同时丰富患者的情感支持，让患者不仅在允许

情况下享受家人的陪伴，同时也积极与病友团一起

参加合适的社交活动，将感受式与参与式社交活动

相结合。感受式社交活动主要包括电影与音乐赏析

等，每周固定时间定期开展，电影选择有年代感且

正能量的，音乐选择轻松、愉悦、节奏舒缓的，以

老年人喜欢的戏曲、世界名曲为主。参与式社交活

动主要包括书法、绘画、集体广场舞等，让患者在

病友的相互陪伴下放松心情。

1.3　观察指标

1.3.1　血压控制效果　分别于干预前、干预 4
周、干预 8 周时测定两组患者血压情况，比较收缩

压（SBP）与舒张压（DBP）。

1.3.2　抑郁评分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

患者抑郁程度进行评估，共 20 个条目，采取 4 级

计分法。我国以 SDS 评分≥ 50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 72 分为

重度抑郁。评估时间为干预前、干预 4 周、干预 8 周。

1.3.3　院内情感观察　采用护士用住院病人观

察量表（NOSIE）对患者院内情感情况进行观察，包

括消极因子（激惹、迟缓、抑郁、精神病表现）与积

极因子（个人整洁、社会兴趣、社会能力）2 个维度，

共 30 个评分项，每个评分项均按 5 级计分法。总评

分 =（128 ＋积极因子总评分 - 消极因子总评分）。

总评分越高患者情感状态越佳。评估时间为干预前、

干预 4 周、干预 8 周。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D）

表示，比较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多时点比较采取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压控制效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SBP 与 DBP 均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 4 周及 8 周后两组 SBP 与 DBP 均较

干预前显著降低（P<0.001）。干预组干预 4 周 及 8
周的 SBP 与 DBP 低于对照组（P<0.001）。见表 1。

2.2　抑郁评分与院内情感观察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SDS 评分与 NOSIE 评分均无

明显差异（P>0.05）；干预 4 周及 8 周后干预组 SDS

评分显著下降（P<0.001）、NOSIE 评分显著升高

（P<0.001），对照组无明显变化（P>0.05）。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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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大部分高血压患者伴焦虑、抑郁情绪，老年人中

更为常见。多项证据显示［6-9］，抑郁情绪对血压控制效

果有较大影响，单纯降压药物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本研究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融入陪

伴理念，并通过家庭陪伴与社交陪伴实现，结果显

示，在基线水平相当的前提下，干预组经干预 4 周

与 8 周的 SDS 评分均更低，NOSIE 评分更高，证实

陪伴理念的应用可强化高血压伴抑郁患者的降压效

果，并有效缓解抑郁情绪，促进患者院内情感的提

升，改善患者内在情感体验。本研究将陪伴理念融

合患者的护理干预中，通过家庭陪伴与社交陪伴对

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家庭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精神港

湾，是遭遇挫折时的精神归属。人是群居性动物，

社交是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故本研究利

用家庭及社交这两个方面在高血压伴抑郁患者中实

现陪伴理念。通过家属的探视及有效的聊天、读报

等方式增加陪伴与相处的时间，帮助患者建立情感

支持，获得心理幸福感。近年来，广场舞已经在中

老年人中广泛流行起来，成为该群体的重要社会活

动与休闲方式。病友之间开展参与性较强的书法、

绘画、广场舞等社交活动对患者情绪的潜在影响更

明显。同时由于互为病友，彼此间相处时间多，这

样的社交活动更容易建立亲密感，使患者感受到陪

伴，进而获得良好体验并反馈，从而促使抑郁情绪

得到宣泄与缓解，提升患者院内情感体验。

郝凤杰［10］的研究认为，抑郁是高血压的促发因

素，而反之高血压也易使抑郁加重。本研究中两组患

者在相同的降压方案下，干预组经干预 4 周与 8 周的

SBP 与 DBP 均更低，证实降压效果更佳。有专家提

出［11-12］，抑郁情绪会引起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及

交感神经兴奋，机体肾上腺素分泌也会随之增加，从

而引发代谢异常，血管紧张素Ⅱ分泌加强，血压升高。

故而干预组应用陪伴理念并有效缓解患者抑郁、改善

患者情感体验后，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素轴系统得

到调节，交感神经兴奋降低，血管紧张性下降，阻力

减小，血压下降［13-14］。此外，患者经家庭陪伴与社交

陪伴后心态多可恢复至正常，可自觉避免并调整不良

情绪，保持乐观态度，从而控制病情，促进早日康复。

王桂贤［15］等人的研究显示，有效心理干预可强化高

血压伴抑郁患者的降压效果，与本研究结论相符。林

海英［16］等人研究证实，共情技术的应用可改善老年

高血压伴抑郁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我

们认为，共情技术与陪伴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

处，在陪伴理念的临床应用可进行借鉴。

综上所述，陪伴理念在高血压伴抑郁患者中的

应用可为患者提供良好情感体验，缓解患者抑郁情

绪，同时强化降压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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