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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程序对抑郁患者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

刘玉兰 、 席巧真 、 于　斌 、 徐明明 、 田　博

【摘要】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程序对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52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n=76）与研

究组（n=76），对照组实施传统健康教育，研究组于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程序，对比两组干

预前后的抑郁状况、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分及临床疗效。结果　干预前两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和 SF-36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HAMD 评分较干预前均有所

降低，SF-36 评分均升高，且研究组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SF-36 评分高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比研究组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常规健康健康教育和护理基础上，应用健康教育程序可更明显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

生活质量及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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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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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52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

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7.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 = 76）and study group（n 

= 76）.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Th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given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kind. The scores of HAMD and SF-36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 clinical efficacy were compared as well.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HAMD and SF-36 score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HA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and the SF-36 

scores were increased，and the HAMD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F-36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nursing，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pro-

gram can be more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pression symptoms，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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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属于一种以显著且持久的情绪低落为

主要临床特征的心境障碍，因可能有的自杀自伤倾

向给患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1］。近年来，临床

对此疾病常采用 5- 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

（SSRIs）及 5-HT 及去甲肾上腺素（NE）再摄取抑制

剂等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虽可改善患者抑郁症状，

但长期服药治疗患者依从性不高，且易复发。相关

研究表明［2］，应用健康教育程序可改善患者负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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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健康教育指的是以医学作为基础，患者及家属

为对象，应用有计划、目的及评价的教育方式，让

患者改变以往不健康的行为与问题，往康复的方向

上发展［3］。但目前临床上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程序

还未有统一的标准流程。因此，本研究对 152 例患

者分别采取传统健康教育与健康教育程序，比较两

组应用效果，旨在为治疗抑郁症寻找更多有效疗法。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批后，选择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52 例首发抑郁症

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n=76）与研究

组（n=76）。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4］关于抑郁症的诊断

标准；②无既往精神药物使用史；③知情并自愿签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躯体疾病；②合并严重

传染疾病或其他躯体疾病；③依从性较差。对照组

男 32 例，女 44 例；年龄 16~63 岁，平均年龄（34.3
±5.2）岁；病程 0.5~8 年，平均病程（4.7±0.6）年。

研究组男 35 例，女 41 例；年龄 15~64 岁，平均年龄

（34.6±5.7）岁；病程 0.6~7 年，平均病程（4.8±0.7）
年。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

进行比较。

1.2　干预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入院检查及常规抗抑郁药物治

疗等，发放抑郁症相关健康教育资料，同时按照资

料进行讲解，在出院前予以出院指导，采取传统健

康教育辅助治疗；在对照组基础上，针对研究组患者

不同文化水平、个性特点、对疾病认知能力、心理

状况及教育需求采取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程序具体

措施如下。

1.2.1　评估教育需求　应用临床观察、沟通及

量表测定等方法进行评估：①患者在入院前 1 年内人

际交往、个性特点及应激水平等；②患者对抑郁症相

关知识掌握，包括基本知识、用药方式、自我护理、

运动及饮食等方面，同时熟悉患者对治疗与护理的

依从性。

1.2.2　确定目标　①情感：患者可完全配合治

疗，并自愿表达自我感受，无担心与焦虑等负面情

绪；②认知：患者与家属学习并了解到抑郁症相关知

识，知晓药物作用及不良反应，纠正以往对疾病的

认知扭曲；③技能：学会应用自我心理应对，同时自

我护理及自我保健能力提升。

1.2.3　制订并组织实施　通过对患者学习需求

与目标制订相关健康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在实施

过程中需针对患者个人特点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内容及实施方法具体如下：（1）内容：在患

者入院 1 周内，指导并帮助患者与家属适应医院环

境与相关规章制度，同时对其开展药物相关知识教

育；在患者入院 2~6 周内，对患者与家属开展疾病专

业知识教育，指导并帮助患者做放松训练以分散注

意力；在入院 6 周后或在出院前 1 周内，对患者与家

属开展预防复发与康复的出院指导，主要包括识别

病症复发先兆症状、出院服药方法与注意事项等。

此外，嘱咐患者与家属定期复诊。（2）实施：①根据

文化水平的差异选取不同健康教育方式。针对文盲

患者开展一对一教育，并分步、重复进行讲解直至

患者完全或基本接受；针对小学与初中文化水平患

者，采用围绕健康教育计划讲解方式，支持并鼓励

患者参加健康专题讲座；针对高中与以上文化水平患

者，指导其学习与疾病相关的专业知识，并每周参

加疾病专业知识专题讲座；②根据病情轻重实施不同

健康教育方式。针对重度、急性及依从性差的患者

加强用药与生活指导等方面的健康教育；对中度、轻

度及有治疗欲望患者实施着重于情绪控制的健康教

育，首先纠正患者对疾病扭曲的认知能力，同时指

导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结构；③根据个性特点实

施不同健康教育。针对争强好胜及脾气急躁患者耐

心说明疗程、用药方法及治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

难等；针对依赖性强与自卑患者采取能力、自信相关

训练以增强患者自信心；针对性格内敛与社交障碍患

者，着重培训其社交技巧，让其体会到与人交往的

轻松与舒适感，进而提高患者交往能力及社会适应

能力。

两组患者均接受干预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的抑郁水平，应用健康调

查简表（SF-36）评估患者生活质量，评估两组患

者的临床疗效。抑郁状况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量表（17 项版本）进行评分，评分越

高，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SF-36 评分主要包括生理

机能、生理职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社会功能

及精力 6 个方面，评分越高，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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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 86.8％，显著低于比研究组

的 97.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n=76） 28（36.8） 38（50.0） 10（13.2） 66（86.8）

研究组（n=76） 33（43.4） 41（53.9） 2（2.6） 74（97.4）

χ2 - - - 5.790

P - - - 0.016

3　讨论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增加，我国抑

郁症发病率不断上升。抑郁症属于一种心境障碍类

疾病，轻度会影响生活质量，重度将直接导致患者

自杀。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缺乏对疾病正确的认识，

在防治方面不重视，最终可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

让抑郁症患者可以正确认识疾病的危害及防治知识

具有重要意义［5］。

近年来，临床除了应用抗抑郁药物对其治疗外，

还常采用健康教育程序辅助治疗，效果确切。本研

究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后 HAMD 评分较干预前均有

所下降，且研究组下降更多；两组干预后 SF-36 评分

较干预前均有所上升，且研究组上升更多；对照组治

疗总有效率比研究组低，都表明了应用健康教育程

序可辅助更有效地改善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患者远

期生活质量，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分析原因为健康

教育程序是针对患者不同文化水平、个性特点、对

疾病认知能力、心理状况及教育需求所制订的专业

教育方案［6］。通过情感、认知及技能 3 方面确定学

习目标，并根据入院不同时期实施相应的教育程序，

程序由浅入深，首先让患者与家属熟悉医院环境与

规章制度，同时加强用药指导，而后对患者开展疾

病相关知识教育，并指导患者参加适合自己个性与

爱好的活动以分散注意力，直至出院前一周，对患

者与家属开展预防复发与康复的出院指导，此举对

预后有着重要意义［6，7］。在实施健康教育程序时，根

据患者不同文化水平、病情轻重程度及个性差异实

施特异性健康教育程序。对文化水平较低患者分步

并重复讲解相关知识，直至患者接受或基本接受，

对中等文化水平患者则给予围绕健康教育计划材料

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n，％），比较采用 χ2 检验，

以 P<0.05 代表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抑郁状况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 HAMD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HAMD 评分均显著降低，

且观察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 SF-36 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 SF-36 评分，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SF-36 评分均显著升高，

且观察组 SF-36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1　两组HAMD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n=76） 25.3±3.6 11.8±3.0 25.115 0.000

研究组（n=76） 25.8±3.4 6.3±1.5 45.745 0.000

t 0.880 14.295

P 0.601 0.00

表2　两组SF-36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精力

对照组（n=76） 干预前 67.2±8.3 68.1±7.3 67.8±7.1 69.1±7.5 69.1±8.1 69.4±8.4

干预后 81.1±8.0 78.1±7.9 78.1±7.7 78.3±7.8 78.6±7.2 80.6±7.8

t 10.512 8.105 8.573 7.412 7.642 8.51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研究组（n=76） 干预前 68.7±8.2 69.4±7.6 69.3±7.8 68.1±7.8 68.7±8.1 69.3±8.2

干预后 90.2±7.5# 90.8±7.8# 89.3±7.6# 89.1±7.9# 89.8±8.1# 89.7±7.9#

t 16.867 17.131 16.010 16.491 16.058 15.61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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