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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的影响

牛　艳 、 杜　娟

【摘要】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过程中引入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对患者的影

响。方法　将我院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收治的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抑郁症患者 100 例随机

分组，对照组（n=50）施以常规护理，观察组（n=50）施以优质护理服务。对两组患者的疗效、依从

性、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不良事件率进行对比。结果　干预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和 MARS

量表评分无差异；干预后两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均有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

抑郁症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两组的 MARS 量表评分均增加，观察组增加更为

显著（P< 0.05）。干预后观察组的满意度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不良

事件率低于对照组。结论　对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引入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展开干

预，可增强治疗效果，改善治疗依从性，提高护理满意度及护理质量，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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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on depression patients treated by MECT 
　　NIU Yan，DU Juan. The 4th People Hospital of Nanyang，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mode on depression patients treated 

by Modified Electra convulsive Therapy（MECT）. Methods　100 depression patients treated by MEC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n=50）were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while observation group（n=50）were 

given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The effective rate，compliance，satisfaction，nursing quality score and adverse 

events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core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MARS sca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anxiety/ 

depression in both group were decreas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cores of MARS scale in both group were increased，and the degree of in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more

（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satisfaction score and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 mode can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improve treatment 

compliance，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in depression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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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是常用的物理治

疗［1-2］。但由于患者和家属缺乏相关知识，或存在不

恰当的认知，MECT 常常不能很好的开展。优质护

理服务是国家卫计委近年重点提倡的一个护理项目，

旨在为患者诊疗全程提供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3-4］。

本研究探讨了优质护理服务对接受 MECT 治疗的抑

郁症患者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抑郁症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患者 100
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相关诊断标准，均为我院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收治，每个患者接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8 次。随机

分组，观察组 50 例，男 34 例，女 16 例，年龄范围

22~64 岁，平均（38.9±5.4）岁；病程范围 0.4~12 个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南阳，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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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6.3±1.5）个月。两组患者均使用 SSRI 类

药物治疗，包括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和艾斯

西酞普兰等。两组间一般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并经机能检查

或脑 CT 检查确诊；2 临床以幻觉、意志减退、举止

怪异等为主要表现；3 患者家属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书，并报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1 严

重抑郁症狂躁期者；2 严重语言交流障碍者。

1.3 　方法 

对照组应用精神科常规护理方案，观察组引入优

质护理服务模式，具体包括：①治疗前优质干预：在

无抽搐电休克实施前，积极开展访视工作，明确无抽

搐电休克优势，通过播放影音视频，使患者及家属知

晓操作流程，以对诊治过程形成系统认识，增强遵医

依从。重视开展社会支持，取得家属和相关社会公益

组织的配合，为患者提供全面的照护、精神上的安慰

及物质帮扶，解除思想顾虑。举预后康复理想的病例，

以发挥榜样的力量。另外，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并

掌握腹式呼吸放松技巧［5-6］。重视向患者提供社会支

持；②治疗中优质干预：有效建立静脉通道，连接便

携式多参数监护仪，对生命体征密切监测，遵医静注

麻醉药物，依据需要，应用棉被对裸露皮肤遮盖，以

防热量流失；输注液体做好加温工作；善用肢体语言，

如抚触式安慰等［7-8］；③治疗后优质干预：待患者意识

清醒、恢复自主呼吸，可移至复苏区，取去枕侧卧位，

给予艾司洛尔 200~300 μg/（kg·min）输注，以对血压、

心率稳定维持［9-10］。采用循证医学理念，分析可能会

发生的风险事件，如患者可能因治疗引发的头痛、恶

心而出现情绪波动等，需予以预见性护理；④延续护

理干预：采取探视与微信教育的方式开展家庭宣教，

向患者提供帮助和情感支持，帮助其建立规范的生活

行为，避免病情复发，随访时间平均为 2 个月。

1.4 　观察指标

①对比两组抑郁症患者临床总有效率；②对比两

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即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前者以 50 分为临界

值，后者以 53 分为临界值，分值越低，心理状况越

佳；③对比两组依从性，即干预前后应用药物依从性

评定量表（MARS）评定，包括服药态度、药物治疗

依从性行为、不良反应负面影响 3 个维度，其中服

药态度、药物治疗依从性行为以 0~4 分为分值范围，

不良反应负面影响以 0~2 分为分值范围；④对比两

组护理满意度及护理质量评分，分别采用护理满意

度量表和护理质量量表评估，各 100 分，分值越高，

评估情况越佳。（5）对比两组心血管不良事件率。

1.5 　疗效标准 

治愈：焦虑、抑郁评分呈≧ 75％减少；显效：焦

虑、抑郁评分呈 50％~74％减少；有效：焦虑、抑郁

评分呈 25％~49％减少；无效：焦虑、抑郁评分减少

不及 25％。

1.6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涉数据采用 SPSS22.0 软件予以统计，组

间计量资料总有效率、心血管不良事件率应用（％）

表示，施以卡方检验；组间计量资料心理状况、依从

性、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采用（x±s）表示，施以

t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总有效率

观察组抑郁症患者总有效率经评定为 100.00％，

高 于 对 照 组 8 4 . 0 0 ％ ，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0）20（40.00）21（42.00） 9（18.00） 0（0.00） 100.00％

对照组（n=50）14（28.00）15（30.00）13（26.00）8（16.00） 84.00％

χ2 - - - - 8.696

P - - - - 0.00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心理状况

两组干预前，焦虑、抑郁评分无差异（P>0.05）；

干预后各评分经测定较前均有降低，且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心理状况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焦虑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0）54.28±7.6234.45±6.37 55.12±7.5336.21±6.98

对照组（n=50）54.71±7.2445.22±5.34 55.76±7.4547.92±6.13

t 0.289 9.162 0.427 8.913

P 0.773 0.000 0.670 0.000

2.3　依从性 

两组干预前，MARS 量表各维度即服药态度、

药物治疗依从性行为、不良反应负面影响评分无差

异（P>0.05）；干预后各评分经评估均有上升，观察

组上升程度更为显著（P<0.05），见表 3。

2.4　满意度和护理质量 

观察组干预后，满意度评分、护理质量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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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满意度 护理质量

观察组（n=50） 97.20±2.62* 97.91±2.08*

对照组（n=50） 85.04±4.61 84.42±4.18

t 15.216 20.431

P 0.000 0.000

2.5　心血管不良事件率 

观察组不良事件 2 例，不良事件率为 4％；对

照组 8 例，不良事件率为 16％，具统计学差异（χ²
=4.000，P<0.05）。

3　讨论

抑郁症最大的风险是自杀行为［11-12］。MECT 是治

疗自杀行为的首选治疗方法，但因患者和家属对此

项技术缺乏了解，故依从性不高，故增强患者认知

水平，提高遵医依从性的意义显著［13］。本研究采用

的优质护理模式重在“以病人为中心”，引入人文关

怀理念，并强化细节干预，以为患者提供全面、整

体的优质照护，增强治疗成效。本次观察组在手术

前，重视开展访视工作，以掌握患者个体情况，对

护理方案个性化制定；手术中重视密切监测和保暖干

预、肢体语言抚慰，可保障患者临床安全；术后重在

并发症防范，完善康复干预。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知识掌握水平、护理质量和满意度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率低于对照组。与吴秋鸣［14］

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的

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依从率均更好，而且不良

反应也低。说明优质护理模式确实为患者带来更佳

的治疗效果和更好的护理体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抑郁症疗效的因素很多，

包括疾病本身的因素，对 MECT 治疗的反应差异等

等，本研究无法控制上述因素对疗效的影响。而且

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长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总之，本研究初步发现：采用无抽搐电休克方案

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引入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展开干

预，可增强治疗效果，改善治疗依从性，提高护理

满意度及护理质量，降低不良事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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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依从性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服药态度 用药依从性行为 不良反应负面影响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50） 2.62±0.44 3.46±0.39 2.56±0.32 3.03±0.43 1.58±0.30 1.96±0.31

对照组（n=50） 2.65±0.40 2.96±0.31 2.54±0.31 2.72±0.38 1.56±0.32 1.70±0.22

t 0.357 7.097 0.317 3.819 0.322 4.836

P 0.772 0.000 0.752 0.000 0.748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