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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丁李英 、 强晓玲 、 郭　兰 、 马　婷 、 贾　静

【摘要】目的　研究并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生活质量，健

康知识知晓率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6 年 9 月期间我院住院部接收的

100 例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

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临床护理路径模式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严

重程度、健康知识知晓情况、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服务满意度。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干预后

的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PANSS）、精神残疾评分（WHO-DAS II）较干预前均显著下降（P< 0.05），

且观察组两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健康知识知晓率相对于对照组显著提

高（P< 0.05）；观察组心理健康、躯体健康、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P< 0.05）；护理服务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对老年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干预，可有效提高其健康知识知晓率，从而减轻其精神病性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水平，

还可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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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the illness condi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seni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ING Liying，QIANG Xiaoling，GUO Lan，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n Xijing Hospi-
tal of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3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on the condition and nurs-

ing satisfaction of senile schizophrenic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3 to September 2016 year 100 cases of seni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hospital inpatient department were chosen as object，then all the patints were di-

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andomly，with 50 patient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routine nursing，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The 

psychiatric symptom severity，health knowledge，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the WHO-DAS II scores and PANSS scores in both groups 

bo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and scores of these scal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ituation of health knowledge condi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P<0.05）. The scores of mental health，

physical health，social function and material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wareness rate of health knowledge，the psychiatric symptom severi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meanwhile，it can 

increase th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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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临床常见重性精神障碍，发病

初期多表现为敏感、多疑、紧张不安，逐渐发展为

妄想、幻觉、意志行为异常等，且病情迁延，加上

老年患者自身机能减退，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其生活

质量往往会严重受到影响，故有必要对老年精神分

裂症患者进行合理干预［1-3］。本次研究旨在探讨临床

护理路径在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为

此，针对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9 月期间共 100 例住

院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分别采取常规护理措施、临

床护理路径模式护理进行干预，并作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9 月期间我院住院部

接收的 100 例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年龄均达到 60 岁，均符合第 3 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

准，明确证实为精神分裂症，接受抗精神分裂症药

物治疗，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非成瘾药物所

致精神障碍患者。此次研究征得患者及其家属知情

同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采取计算机单盲分组法随机分为各有 50 例患者

的对照组、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包括男性患者 29
例、女性患者 21 例，年龄为 61~82 岁，平均（71.83
±10.29）岁；观察组包括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年龄为 62~84 岁，平均（72.29±10.17）岁。

两组就资料（性别、年龄）比较，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为患者及其家属讲

解精神分裂症相关知识以及用药注意事项，嘱咐患

者家属陪护在患者身旁，如患者出现异常行为或冲

动的倾向，应及时安抚和引导，注意预防摔倒和噎

食，必要时可安装防护栏。

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护理，

综合评估患者的精神障碍情况，结合我院多年临床经

验，制定关于老年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护理路径流程

表单，表单以时间为纵轴，横轴则为护理干预内容，

并根据临床护理路径流程表单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

者实施分阶段护理干预，具体如下：第一阶段（入院

后第 1~3 天），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对其病情进行

评估，遵医嘱给予患者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对其服

药情况以及不良反应进行观察，指导患者合理膳食、

保持充分睡眠；第二阶段，患者不允许外出，除非有

专人陪同，该阶段护理约持续 4 周，组织患者开展娱

乐活动，如打球、散步、看电视等，与患者适当沟

通和交流，了解其心理动态，并根据其心理动态实

施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使患者充分正视自身病情，

积极配合护理工作；第三阶段以康复护理为主，组织

患者参与社交技能训练、康复训练，鼓励患者多多

参与集体性活动，多与其他病友沟通和交流。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健康知识知

晓情况、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服务满意度。其

中，精神病性症状方面主要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

评分（PANSS）、精神残疾评分（WHO-DAS Ⅱ）评

估，PANSS 量表总分为 30~210 分，得分越高，说明

其精神症状越严重［4］，而 WHO-DAS Ⅱ量表总分为

36~180 分，得分越高，说明其精神障碍越严重，均

由专门的精神科医师进行评定，本研究对象的评定

均指定同 1 名精神科医生［5］；健康知识知晓率采用精

神分裂症健康知识问卷进行评估，总分 100 分，得

分达到 60 分即可判断为知晓；生活质量评分包括心

理健康、躯体健康、社会功能、物质生活，单项总

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其生活质量越好［6］；护

理满意度由患者或患者家属进行打分，总分 100 分，

得分不足 60 分即不满意，得分 60~79 分即较满意，

得分 80~100 分即非常满意，护理满意度统计较满意

例数和非常满意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 SPSS19.0 软件，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以率或百分比（n，％）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

验，表现形式为平均值 ± 标准差（x±s），P<0.05 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精神障碍情况比较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 WHO-DAS Ⅱ评分、

PANSS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

干预后的 WHO-DAS Ⅱ评分、PANSS 评分较干预前

均显著下降（P<0.05），而观察组上述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共 45 例知晓，知晓率为 90％，

对照组共 38 例知晓，知晓率为 76％，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生活质量方面，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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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

在心理健康、躯体健康、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等

方面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精神障碍情况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WHO-DAS II评分 PANSS评分

对照组（n=50） 干预前 79.42±19.36 62.17±13.45

干预后 60.49±9.65# 49.53±10.04#

观察组（n=50） 干预前 79.07±19.51 61.89±14.08

干预后 52.82±8.77#* 40.78±8.95#*

注：#表示与干预前比较，与对照组比较，均*P<0.05

表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心理健康 躯体健康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对照组（n=50） 69.72±7.82 68.58±7.53 68.92±7.85 67.98±8.07
观察组（n=50） 79.56±9.71* 79.47±9.69* 80.46±10.95* 78.16±10.2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两组护理服务满意度比较

护理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护理

服务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护理服务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较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9 24 17 82％

观察组 50 1 26 23 9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在临床上相对常见，属于重性精神障

碍的一种，临床表现主要精神活动异常、意志行为不

协调。精神分裂症在老年人群中的发生概率较高，患

者病情迁延不愈，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7］，因此，

临床上需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采取适当的干预措

施，以减轻其病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临床护理路径属于有计划性的护理模式，其护

理理念较为新颖，主要是结合患者具体情况以及临

床经验制定科学合理的护理流程表单，并按照护理

流程表单实施护理干预，使其护理工作更加有序［8］。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取临床护理路径模式护理，依

据临床护理路径表单对患者进行分阶段干预，护理

工作不再是机械性的执行医生的医嘱，而是对每一

个患者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系统的护理工

作，而且患者也可以了解自己的护理内容，自己也

可以主动参与到自己的护理流程表的制定中来。

按照临床护理路径表单对老年精神分裂症开展

护理工作更加规范化、有序化，充分体现了护理服务

的人性化特点，通过分阶段护理干预，可根据患者

病情合理施护，第一阶段护理可有效保证患者的病情

得到控制，使患者睡眠质量得以改善，在第二阶段对

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可避免患者因病情而致健康教

育效果欠佳，使患者更好地接受健康知识，正视病

情，而第三阶段则主要是针对患者走向社会进行的

康复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使患者尽

可能融入社会［9，10］。本次研究发现，护理后观察组干

预后的 WHO-DAS II 评分、PANS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其健康知识知晓率相对于对照组显著提

高（P<0.05），在心理健康、躯体健康、社会功能以

及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评分也均优于对照组（P<0.05），

同时，护理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护理

服务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临床护理

路径在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实施的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对老年精神

分裂症患者进行干预，可有效提高其健康知识知晓

率，从而减轻其精神病性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水平，

还可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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