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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心理护理对慢性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情绪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董雅梦 、 王　菁 、 翟珊珊 、 刘学苑 

【摘要】目的　探讨个性化心理护理对慢性肾病（CKD）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情绪症状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90 例接受 MHD 的 CKD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n=45）予以常规护

理，观察组（n=45）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行个性化心理护理，2 组均护理 4 周。比较 2 组护理前后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和肾脏

疾病生活质量简表（KDQOL-SF），比较 2 组治疗依从性。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的 HAMA、HAMD、

PSQ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KDQOL-SF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

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改善 CKD 行 MHD 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

提高其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

【关键词】维持性血液透析；慢性肾病；抑郁；生活质量；睡眠质量；个性化心理护理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8）06-1138-04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depress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DONG Yameng，WANG Jing，ZHAI Shanshan，et al.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Qingdao 266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mood symptoms and 

life quality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Methods　Ninety pa-

tients with CKD who were treated with MH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45）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5）received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nursing. The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14 items，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24 items，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and the Kidney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Short Form

（KDQOL-SF）were used evaluated the mood symptoms and life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The treatment compli-

an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the scores of HAMA，HAMD and PSQI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scores of KDQOL-SF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P<0.05）.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of MHD patients with CKD，and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Chronic kidney disease；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Quality of sleep；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慢性肾病（CKD）是由多因素所致肾脏结构或功

能损伤，最终将发展成为终末期肾病（ESRD），我国

成人 CKD 患病率高达 10.1％~13.6％ ［1］。维持性血液

透析（MHD）是治疗 CKD 终末期的主要手段，能够

减轻患者的症状并延长生存期，但由于疗程长、费

用高且生活活动受限，患者承受心理和生理双重压

力，以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严重影响 MHD

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2］。因此，充分考虑 MHD

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给

予科学有效的干预方可缓解患者的情绪障碍，提高

其治疗依从性的同时提高生存质量。本研究对接受

MHD 治疗的 CKD 患者采取个性化心理护理，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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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及

依从性等的影响，旨在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1）确诊为 CKD 晚期且符合 MHD 治

疗指征；（2）年龄 >18 岁；（3）预计生存期 >6 个月；

（4）MHD 时间≥ 6 个月（4~4.5h/ 次，2~3 次 / 周）；

（5）认知功能、读写能力及语言沟通能力正常；（6）
MHD 期间病情稳定，无严重并发症；（6）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获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排除标准：（1）既往精神疾病史或家族

史或认知功能障碍者；（2）严重慢性感染、充血性

心力衰竭、恶性肿瘤及其他脏器系统严重疾病或功

能障碍者；（3）3 个月内准备试试肾脏移植术者。

1.2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 MHD

的 CKD 患者 9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观

察组 45 例，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 45~78（63.21
±5.43）岁；病程 2~10（4.79±1.23）年；透析时间

6~32（22.23±5.42）个月；受教育年限 6~19（12.23±

2.12）年；疾病类型：20 例慢性肾炎，10 例糖尿病肾

病，6 例高血压肾病，9 例其他。对照组 45 例，其

中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45~80（62.09±5.15）岁；

病程 1~8（4.83±1.25）年；透析时间 6～30（21.19±

5.67）个月；受教育年限 6~19（11.45±2.26）年；疾

病类型：18 例慢性肾炎，9 例糖尿病肾病，7 例高血

压肾病，11 例其他。2 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包括营造舒适诊疗环境、

健康宣教、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生活指导及动静

脉内瘘护理指导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个

性化心理护理，具体方法及内容如下：

1.3.1　良好护患沟通　每个专科护士分组负责

3~4 例患者，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背景、个

性特点等采取相应的沟通技巧与患者一对一沟通交

流，充分尊重患者的个性特点并保护其隐私，尽量

回避其敏感话题，并选择正性刺激或其感兴趣的话

题与之交流。积极帮助患者解决诊疗护理与生活中

面临的困难或问题，与患者建立平等、和谐、信任

的关系。

1.3.2　认知行为干预　根据患者的理解能力、

认知状况，耐心介绍 CKD 发病原因、机制、治疗方

法、MHD 治疗的效果、注意事项、自我保健等，帮

助其正确认识和面对自身病情，并积极配合治疗与

干预，严格遵医嘱与健康教育维持良好的生活行为

习惯。耐心倾听患者的主诉，并反馈心理及认知评

估结果，利用反映性倾听法帮助其全面认识自我，

同时针对其困惑或疑虑予以耐心解答，进一步提

高其认知水平与心理韧性。每 2 周召开 1 次患者和

（或）家属座谈会，就 CKD 和 MHD 相关知识、心理

健康、自我保健等方面进行集体宣教，并就部分共

性问题开展集体讨论与指导，进一步增强患者及其

家属的疾病认知，改善其身心健康状态。

1.3.3　心理放松疗法　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

了解其喜欢或欣赏的乐曲，并根据患者的喜好为其

播放轻柔、舒缓的乐曲，指导其聆听音乐并随之哼

唱、冥想，并在音乐背景下进行全身肌肉绷紧 - 放

松训练、节律深呼吸等，20~30min/ 次，1 次 /d，以

放松身心和转移注意力等作用。对严重抑郁者，予

以一对一心理治疗，30~60min/ 次，1 次 / 周，必要

时可遵医嘱配合抗抑郁药物干预。组织同病患者进

行心理调节经验交流，增加患者之间的互动，缓解

其负性情绪。邀请病情康复良好患者进行现身说法，

激发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3.4　社会家庭支持　做好患者家属与亲友的

思想工作，耐心倾听患者诉说内心的烦恼与不安，

并予以患者积极情感交流、融洽关心、精神支持或

者物质支持等，有意识地引导患者的积极乐观情绪，

并介绍一些重返社会及工作岗位的案例，缓解其精

神压力，消除其自卑、烦躁感。

1.4　观察指标

护理前及护理 4 周后进行临床评价。（1）心理

状态：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14 项（HAMA）评价

抑郁情绪，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HAMD）

评价抑郁情绪，HAMA ≥ 14 分表示肯定有焦虑，

HAMD ≥ 24 分表示肯定有抑郁，得分越高则焦虑、

抑郁情绪越重。（2）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PSQI）评价睡眠质量，包括入睡时间与主

观睡眠质量共 2 个方面 7 个维度，总分 0~21 分，得

分越高则睡眠质量越差。（3）依从性：参照张艳等［3］

编制的依从性量表评价患者的依从性，包括透析方

案、用药、饮食、液体等方面的依从，分为完全依

从、部分依从、不依从三级评价。（4）生活质量：采

用肾脏疾病生活质量简表（KDQOL-SF）评价生存质

量，共 8 个维度，量表总分 100，得分越高则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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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MHD 是治疗 CKD 晚期的重要手段，能够替代

肾脏排泄功能而延缓肾功能损害进程，缓解临床症

状并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但 MHD 起效慢、疗程长、

并发症多且价格昂贵等，大部分患者存在焦虑、抑

郁等负性情绪。文献报道显示，MHD 患者的抑郁发

生率高达 75％，其中 45％伴发焦虑，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4］。张英姿等［5］认为，负性情绪对 MHD

患者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

超过了理化指标，不仅加重躯体症状及功能缺陷，

还将削弱患者的治疗信心。

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及优

质护理服务理念的推广，心理护理在改善疾病转归

及生存质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研究

报道显示，良好的心理护理不仅能够消除或减轻患

者的负性情绪，还可减少疾病及治疗对患者造成的

应激性压力及治疗期间并发症，提高其治疗护理依

从性，改善机体免疫功能与体能状态，进而促使身

心健康进入良性循环［6］。本研究中观察组开展个性

化心理护理后，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较护理

量越好。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D 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护理前后 HAMA、HAMD、PSQI 评分

比较

护理前 2 组 HAMA、HAMD、PSQI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 2 组评分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2组护理前后HAMA、HAMD评分比较（x±s，n=45，分）

项目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HAMA 24.13±4.49 25.09±4.67 0.994 0.323 10.12±1.12 15.42±2.27 14.046 <0.001

HAMD 27.78±4.56 27.96±5.43 0.170 0.865 12.13±4.52 18.21±5.01 6.044 <0.001

PSQI 12.87±3.03 12.94±3.41 0.103 0.918 6.32±2.12 8.86±2.54 5.150 <0.001

2.2　2 组护理后依从性比较

观 察 组 的 治 疗 依 从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见表 2。

2.3　2 组护理前后 KDQOL-SF 评分比较

护理前 2 组 KDQOL-SF 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均显著提高，且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2　2组护理后依从性比较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n=45） 30 13 2 95.56

对照组（n=45） 21 14 10 77.78

Z/χ2 11.822

P <0.001

表3　2组护理前后KDQOL-SF评分比较（x±s，n=45，分）

项目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生理机能 50.19±4.45 51.24±4.67 1.092 0.278 66.54±7.21 60.34±5.74 4.513 <0.001

生理职能 16.23±3.19 15.59±3.45 0.914 0.363 40.21±6.57 31.12±5.68 7.021 <0.001

躯体疼痛 60.02±4.56 59.82±5.21 0.194 0.847 80.21±6.54 74.19±6.65 4.330 <0.001

总体健康 31.15±3.69 30.24±4.41 1.062 0.291 45.89±5.68 40.01±5.19 5.126 <0.001

活力 47.71±4.45 46.02±5.51 1.601 0.113 64.21±5.69 59.21±7.43 3.584 0.001

社会功能 47.02±6.54 46.45±5.91 0.434 0.665 69.29±7.23 61.34±7.74 5.035 <0.001

情感职能 50.53±5.54 51.12±6.43 0.466 0.642 67.83±6.43 58.02±7.74 6.540 <0.001

精神健康 35.02±4.32 34.78±4.45 0.259 0.796 59.02±7.21 48.21±5.19 8.16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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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及对照组显著，而 KDQOL-SF 评分对照组显著提

高（P<0.05）。证实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更好地减

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主要是由于 MHD 患者负性情绪的产生与认知

不足、疾病症状与 MHD 不良反应、经济压力、社会

功能减退或丧失等有关［7］。本研究采用一对一讲解、

集体宣教、集体讨论等相结合的认知干预方式，能

够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病情及 MHD 治疗的重要

性，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主动配合治疗与护理。同

时也有利于帮助其树立生活信心，主动采取积极应

对方式，增强自身对健康的维护意识与能力。同时，

建立良好的护患沟通，形成伙伴式和谐互信的关系，

有利于护理人员充分了解其心理状态或问题根源，

帮助其实现心理、治疗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配合心

理放松及社会家庭支持，能够针对性地解决患者的

心理问题，从而改善其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冯小

云等［8］研究表明，探究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开展个性

化的心理护理，能够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帮助其

重拾生活信心，提高其生活质量。但上述研究仅针

对负性情绪的研究，缺乏对睡眠质量及依从性等明

显影响生活质量、负性情绪、治疗效果的观察。

心理状态的调整不仅影响精神状态，还将影响

一般情况、食欲、睡眠等多方面状态。文献报道显

示，有 60％～80％的 MHD 患者存在睡眠障碍，以

失眠最为突出［9］。失眠不仅影响患者的精神心理健

康，也将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而焦

虑、抑郁又将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形

成恶性循环。本研究中，2 组护理后 PSQI 评分均显

著降低，而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证实

个性化心理护理更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这

可能也是观察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的主要原因之

一。分析其睡眠质量改善作用，可能是由于心理状

态的改善能够提高其睡眠质量。同时，本研究在心

理护理中引入音乐心理放松，对改善患者的睡眠质

量也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护

理后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95.56％ vs 77.78％，

P<0.05）。主要是由于负性情绪直接影响患者的遵

医行为，而个性化心理护理在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

基础上，帮助患者维持心理平衡、稳定情绪、增强

心理应对能力，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形成

心理、生理和病理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也是心理护

理的核心价值体现［10］。

综上所述，个性化心理护理能够帮助 CKD 患者

MHD 治疗期间心理障碍，减轻焦虑、抑郁状态并提

高睡眠质量，进而提高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值

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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