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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辅助心理护理对儿童多动症患者的效果

李艳芳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多动症患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辅以心理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取多

动症患儿 100 例，均为我院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收治，随机分组，对照组（n=50）采用药物治

疗。观察组（n=50）合并心理护理，比较两组的总有效率、儿童行为量表评分、家长育儿压力评分。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98％）明显高于对照组（72％）（P< 0.05）；干预前，两组 Conners 儿童行为

量表各维度评分无差异（P> 0.05）；干预后，评分均有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P< 0.05）；

干预前，两组简式育儿压力问卷各维度评分无差异（P> 0.05）；干预后，评分较前均有降低，且观察

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 0.05）。结论　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辅以心理护理，可增强儿童

多动症患者的治疗效果，改善儿童行为，降低家属育儿压力。

【关键词】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心理护理；行为评分；育儿压力评分

【中图分类号】R749.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4-0727-03

The effect of drug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nursing on children patients with ADHD 
　　LI Yanf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psycho-nursing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on children patients 

with ADHD. Methods　100 children with ADH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19 were trea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n=50）were given routine drug treatment，while 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n=50）were given psycho-nursing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the score of children's behavior scale and simple parenting stress questionnaire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total ef-

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8％）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72％）（P<  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cores of the Conners Children's Behavior Scale and simple parenting stress ques-

tionnaire before treatment.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the Conners Children's Behavior Scale and simple parenting 

stress questionnaire in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and the level of de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nursing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can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improve children's behavior and reduce the pressure of family members in children patients with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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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以注意缺陷、行为冲

动、活动过度等为主要表现［1-2］。明显影响了患儿适

应社会［3-4］。药物治疗包括盐酸托莫西汀胶囊和哌甲

酯缓释片等，可以改善症状［5］。如果辅以心理护理，

对帮助患儿建立良好生活行为，降低家属压力应该有

较好的作用。本次研究就对 ADHD 患儿在药物治疗基

础上，辅以心理护理，报告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多动症患儿 100 例，均为我院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收治，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四版）相关诊断标准符合。随机分组，观察组

50 例，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5~14 岁，平均（8.71
±0.65）岁；病程 0.7~8 年，平均（3.12±0.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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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4~14 岁，平

均（8.74±0.61）岁；病程 0.8~7 年，平均（3.13±

0.43）年。组间自然信息具均衡可比性（P>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与上述诊断标准符合；2 接受至少 6
个月（共 2 个疗程）

治疗；3 患儿家属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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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严重精神心理疾患者；2 智力或躯体发育

障碍者。

1.3　方法 

对照组：本组采用药物治疗方案，即盐酸托莫西

汀胶囊 0.5~1.2mg/（kg·d）口服。观察组：本组药物

治疗同上，同时辅以心理护理，具体内容包括：（1）
心理支持干预：采取鼓励、表扬等形式，对患儿开展

正面诱导，以提高患儿主动学习热情，缩短注意力

涣散频次和时长［6-7］；（2）行为干预：可采取正面强

化法及时间阻断法对患儿开展行为干预，时间阻断

法即患儿行为存在不合理情况时，需立刻阻止，并

转移其注意力，同时，应用工作钟等手段，开展增

进注意力锻炼；正面强化治疗为患儿可注意力集中完

成一项事务时，应予以表扬，使其知晓此项做法正

确性，并增强此种行为的展现次数［8-9］；（3）认知行

为干预：提高患儿主动学习热情，帮助其掌握解决问

题方法，并可对自身行为做出正确判断，预想不良

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增强自制力［10-11］。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儿童多动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2）比较两组儿童行为改善情况，即应用 Conners

儿童行为量表评估，包括身心问题、品行问题、学

习问题、冲动多动 4 个维度，单项为 0~3 分评分制，

分值越低，儿童行为状况越理想；（3）比较两组家

长育儿压力，即应用简式育儿压力问卷评估，包括

困难儿童、亲子互动失调、育儿愁苦 3 个维度，各

12 题，单题采用 5 级评分制，分值越高，表明压力

感受越强。

1.5　疗效标准 

痊愈：症状均消失，学习能力达正常标准，注

意力集中，1 周无复发；显效：症状显著消失，学习

能力明显增强；有效：症状相对消失，学习能力相对

增强；无效：症状无变化，或加重，学习能力无改善。

1.6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涉数据均输入 SPSS22.0 展开统计学处

理，组间计数资料总有效率采用（％）予以表示，施

以卡方检验；组间计量资料儿童行为量表评分、育儿

压力评分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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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多动症患儿总有效率经评定为 98％，相

较对照组 7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多动症患儿总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0）40（80.00） 4（8.00） 5（10.00） 1（2.00） 98.00％

对照组（n=50）21（42.00）6（12.00）14（28.00）9（18.00） 72.00％

χ2 - - - - 7.111

P - - - - 0.008

2.2　儿童行为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Conners 儿童行为量表各维度即身

心问题、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评分无差

异（P>0.05）；干预后，评分经评估较前均有降低，

且观察组降低程度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儿童行为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身心问题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冲动多动

观察组（n=50） 治疗前 1.78±0.61 1.25±0.41 1.68±0.67 1.67±0.49

治疗后 0.91±0.42 0.63±0.32 0.36±0.34 0.53±0.41

t1 8.306 8.429 12.423 12.617

P1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n=50） 治疗前 1.72±0.67 1.26±0.38 1.70±0.66 1.64±0.38

治疗后 1.33±0.62 1.02±0.37 0.89±0.47 1.50±0.06

t2 3.021 3.198 7.069 2.573

P2 0.003 0.002 0.000 0.012

- t3 0.468 0.126 0.150 0.342

P3 0.641 0.899 0.881 0.733

- t4 3.966 5.637 6.460 16.552

P4 0.000 0.000 0.000 0.000

 注：t1、P1为观察组组内比较，t2、P2为对照组组内比较，t3、
P3为两组干预前比较，t4、P4为两组干预后比较。

2.3　育儿压力评分比较 

两 组 干 预 前 ， 简 式 育 儿 压 力 问 卷 各 维 度 即

困难儿童、亲子互动失调、育儿愁苦评分无差异

（P>0.05）；干预后，评分经评估较前均有降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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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降低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育儿压力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时间 困难儿童 亲子互动失调 育儿愁苦

观察组（n=50）干预前 31.84±6.87 27.02±7.30 28.86±8.03

干预后 25.89±6.75 21.37±5.01 23.08±7.86

t1 4.368 4.512 3.637

P1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n=50）治疗前 31.80±6.85 27.00±6.69 28.84±8.04

治疗后 29.02±5.56 24.16±7.20 25.87±4.81

t2 2.228 2.043 2.166

P2 0.028 0.044 0.033

- t3 0.029 0.014 0.012

P3 0.977 0.988 0.990

- t4 2.531 2.249 2.218

P4 0.013 0.027 0.029

注：t1、P1为观察组组内比较，t2、P2为对照组组内比较，t3、
P3为两组干预前比较，t4、P4为两组干预后比较。

3　讨论

儿童 ADHD 为临床常见疾患，可持续至成年

期，若未有效治疗，可对身心正常发育造成严重影

响，引品行障碍等不良后果。因本病属心理、行为

疾病，故单纯用药治疗作用有限［12-13］。本次研究观

察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辅以心理护理干预，首先，

通过加强心理支持，可使患儿负性心理得以矫正；施

以行为干预，可通过强化正确行为，对错误行为弱

化，使患儿可不断对自身不良行为进行纠正，培养

主动学习习惯；此外，开展认知行为干预，可对患儿

正确认知思难予以培养，能判断自身行为，进而提

高自我控制能力，减少冲动性，最终起到减轻家属

看护压力，增强临床治疗效果的作用［14］。本次研究

发现：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儿童行为量表评

分、家长育儿问卷评分评估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与

杨美容等［15］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辅以心理护理，可

增强 ADHD 患者的治疗效果，改善儿童行为，降低

家属育儿压力。但本研究只是初步研究，未来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如何找到最有利于患儿康复的

心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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