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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对支气管哮喘儿童焦虑抑郁的效果

董　丽

【摘要】目的　探讨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对支气管哮喘儿童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将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随机分为两组，各共 50 例，对照组接

受常规治疗，观察组接受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HAMA）、抑郁（HAMD）水

平、睡眠质量（PSQI）、生活质量（SF-36）水平以及肺功能参数（FEV1、PEF、FVC）。结果　两组

患者治疗前 HAMA、HAMD、PSQI、SF-36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

HAMA 评分、HAMD 评分、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观察组肺功能参数 FEV1、PEF、FVC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能够有效缓解支气管哮喘儿童的焦虑、抑郁情绪，有利于肺功能的恢复，

改善其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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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xercise-guided imaginary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DONG Li. 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xercise-guided imaginary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　100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who were treated in Hebi City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n=50）received routine psycho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n=50）received exercise-guided 

imaging therapy. The anxiety（HAMA），depression（HAMD）levels，sleep quality（PSQI），quality of life（SF-36）

levels，and lung function parameters（FEV1，PEF，FVC）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HAMA，HAMD，PSQI and SF-36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treat-

ment（P>0.05）. After treatment，the HAMA score，HAMD score and PSQI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F-36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FEV1，

PEF and FV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xercise-guided 

imaginary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promote the 

recovery of lung function，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Keyword】Exercise-guided imaginary therapy；Bronchial asthma；Anxiety and depression；Pulmonary function

近年来支气管哮喘患者，特别是儿童患者不断

增加［1］。支气管哮喘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抑郁情绪，这些不良情绪会延长病程，加重患者的

病情［2］，因此越来越受到关注 ［3-4］。运动想象疗法是

指通过干预患者的认知处理过程，控制患者的消极

情绪，进而达到恢复心身功能的目的［5］，与传统的

治疗方法相比，经济且简单易行［6］。本研究探讨运

动性引导想象疗法对支气管哮喘儿童焦虑、抑郁的

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2 月 ~2019 年 2 月于河南省鹤壁市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鹤壁市人民医院（鹤壁，458030）。

［第一作者简介］董丽（1973.07-）女，河南滑县人，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儿科护理 。

［通讯作者］董丽（Email：edongl@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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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 100 例支气管哮喘儿童为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接

受常规心理治疗，共 50 例，年龄 8.24±1.13 岁，男

性 27 例，女性 23 例，对照组接受运动性引导想象

疗法，共 50 例，年龄 8.19±1.08 岁，男性 28 例，女

性 22 例，纳入标准：①无认知功能障碍，能完成量

表调查；②近 3 个月内未服用抗抑郁药物；③无自身

免疫性疾病；④患者家属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　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包括

疾病护理、药物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以及环

境护理。

1.2.2　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　观察组在常规治

疗基础上接受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首先由医护人

员向患者及其家属询问喜爱的音乐类型，在室内安

装光线柔和的照明灯，并保持室内安静，其次护士

为患者戴上耳机，开始播放音乐，进行运动性引导

想象疗法，①呼吸练习：患者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

根据音乐旋律想象自己在慢跑，将左右手分别置于

胸部和腹部，跟随呼吸体会胸部和腹部的起伏，3 次

/d，5min/ 次；②肌肉放松训练：患者根据音乐将肌肉

群进行收缩、保持、放松训练，肌肉群训练顺序为

手、前臂、上臂、面颊、鼻尖、下颌、腰背部、腹部、

大腿、小腿、脚，2 次 /d，5min/ 次；③运动想象训练：

患者根据背景音乐想象自己的日常生活，回想洗脸、

刷牙、穿衣、吃饭、洗澡等行为，1 次 /d，15min/ 次。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HAMA）、抑郁（HAMD）

水平、睡眠质量（PSQI）、生活质量（SF-36）水平以

及肺功能参数（FEV1、PEF、FVC）。

焦虑、抑郁水平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

量表［7］评估，均包含 14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 0～4
分取值，分数越高，焦虑、抑郁程度越严重。

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8］评估，共

包含 7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 0～3 分取值，分数越

低，睡眠质量越好。

生活质量水平采用简易生活质量调查表［9］评估，

共包含 8 个维度 36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 0～5 分取

值，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研究中得到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两组计量结果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A、HAMD 评分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比较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

HAMA/分 HAMD/分 HAMA/分 HAMD/分

观察组 18.27±6.33 16.94±7.02 8.37±3.68 8.85±4.12

对照组 17.65±5.92 17.44±5.28 11.26±4.02 11.33±3.86

t值 1.842 1.902 2.073 2.023

P值 0.061 0.055 0.042 0.045

2.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PSQI、SF-36 评分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比较

分组
治疗前 治疗后

PSQI/分 SF-36/分 PSQI/分 SF-36/分

观察组 12.34±1.12 102.68±8.77 5.02±0.64 136.22±13.55

对照组 12.50±0.93 99.26±7.95 7.33±0.59 125.24±10.68

t值 1.874 1.807 2.204 2.171

P值 0.058 0.064 0.031 0.035

2.3　两组患者肺功能参数比较

两组患者肺功能参数 FEV1、PEF、FVC 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两组患者肺功能参数比较

分组 FEV1/L PEF/L/s FVC/L

观察组 1.49±0.18 5.67±0.55 2.91±0.33

对照组 1.31±0.15 5.11±0.47 2.50±0.24

t值 2.367 2.256 2.315

P值 0.021 0.027 0.024

3　讨论

运动想象疗法也能够修复和重建大脑的传导

通路，刺激休眠状态的突触，有利于患者功能的恢

复［10-11］。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在安静的环境和音乐

的辅助下进行，通过想象完成各项运动，能够使患

者紧张的神经、肌肉放松，改善消极情绪。近年来

被广泛应用 ［12-14］。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观察组的 HAMA、HAMD、

PSQI 以及 SF-36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提示运动性引

导想象疗法能够缓解支气管哮喘儿童的消极情绪，

改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可能是由于运动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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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疗法能够激活大脑，改善脑血流，改善神经功

能，同时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还通过呼吸训练等方

式，调节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功能，同时配合

音乐、光线以及安静的环境，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

幸福感，减轻其消极情绪，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和生

活质量［15-16］。

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肺功能参数 FEV1、

PEF、FVC 优于对照组（P<0.05），提示运动性引导

想象疗法有助于支气管哮喘儿童肺功能的恢复，运

动性引导想象疗法可能是通过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改善患者的情绪来间接的促进肺功能

的恢复［17-18］。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患者情绪和肺功能的因素

很多，包括原发病的恢复情况，患儿的个性特征，

社会支持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控制上述因素的影响，

但本研究初步说明：运动性引导想象疗法能够有效缓

解支气管哮喘儿童的焦虑、抑郁情绪，促进肺功能

的恢复，改善其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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