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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伴教育的心理护理对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主观幸福感、负性情绪及
自我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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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同伴教育的心理护理对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主观幸福感、负性情绪及自

我效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支气管哮喘患者 80 例进行

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接受干预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 2 组，对照组 40 例行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39

例行基于同伴教育的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主观幸福感、负性情绪及自我效能。结果　护理后两

组主观幸福感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t = -3.049、-2.553、-2.558，P< 0.05）。

护理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t = 15.161、11.181，P< 0.05），

护理后两组自我效能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t = -9.444，P< 0.05）。护理后 2 组

患者 FEV1、FVC、FEV1/FVC 均明显升高，但观察组升高幅度更大（P< 0.05）。结论　基于同伴教

育的心理护理可明显提高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主观幸福感、缓解负性情绪，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水平，

改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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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peer educ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negative emotion and 
self-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al asthma　　WU Jiali，ZHANG Jing，JING Xiaojie，et al. Henan 
Provincial Hospital，Zhengzhou 45116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peer educ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negative emotion and self-efficac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8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anuary 2019 was perform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3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peer educati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negative emotions and self-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nursing were increased，and the increa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on the 

control group（t = -3.049，-2.553，-2.558，P<0.05）.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nursing，and the de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 =15.161，11.181，P<0.05）. The self-efficac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he 

nursing，and the increa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on the control group（t = -9.444，P<0.05）. 

After treatment，FEV1，FVC and FEV1/FVC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2 groups，and the increase in ob-

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o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peer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ubjective well-being，relieve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patient self-

efficacy and improve lung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al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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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常见呼吸道疾病，目前尚无有效

的根治措施，病情迁延难愈，大部分时间需用药控

制，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1-3］。同伴教育为新

型的慢性病患者管理模式，不同背景的人群因某些

特定原因而使其有共同语言，此类人群在日常生活、

社会活动及心理等方面进行互帮互助的教育模式称

为同伴教育［4］。该教育模式已被用于糖尿病、高血

压等慢性疾病管理并取得满意的效果，本研究探讨

基于同伴教育的心理护理对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主

观幸福感、负性情绪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纳入标准：（1）符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2016 年版）》［5］的相关诊断；（2）正在接受规范化治

疗；（3）患者神志清醒，智力正常，可正常与医护

人员进行交流；（4）患者已获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1）合并心、脑、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疾病的患

者；（2）恶性肿瘤患者；（3）文化水平较低，无法使

用微信进行交流者。

1.2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

支气管哮喘患者 8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接

受干预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 2 组，对照组 40 例行常

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40 例行同伴教育。其中对照组

男 25 例，女 14 例；年龄 42~73（53.97±9.36）岁；病

程 1~7（4.03±1.27）年；文化程度：小学及初中 14
例，中专及高中 11 例，大专及以上 14 例。观察组

男 23 例，女 16 例；年龄 40~74 54.08±9.17）年；病

程 1~7（4.11±1.38）年；文化程度：小学及初中 16
例，中专及高中 10 例，大专及以上 13 例。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病程、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经统计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3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均行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健

康教育、哮喘急性发作时的急救、心理护理、健康

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出院后对照组对患者进行

门诊随访护理，根据患者随访过程中反馈的病情变

化给予针对性的康复指导及饮食安排、运动方面的

指导，同时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

况针对性地给予心理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

同伴教育，具体操作：

1.3.1　分组及同伴教育组长的招募将患者分为

4 组　每组各 10 例。每组患者中选择 1~2 例病情控

制良好、具有足够自信心、同情心的患者作为同伴

教育组长。要求无心理障碍、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

及组织能力，愿意承担同伴教育责任。有医疗、教

育、行政管理背景者优先。

1.3.2　成立同伴教育培训小组在科室选择 3 名

具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沟通能力较强的护理人员成

立培训小组。对同伴教育组长进行培训，内容主要

包括：同伴教育的目的及意义，支气管哮喘长期治

疗的目的，慢性支气管哮喘康复期间饮食注意事项、

常规康复运动训练、治疗过程中的常用药物、不良

反应及其控制方法等内容。同时加强对同伴教育者

进行心理评估、情绪调节及沟通技巧进行培训，以

便于同伴教育者对患者心理状况的评估及心理干预，

经考核合格后方可担任同伴教育组长。

1.3.3　住院期间干预由责任护士及同伴教育者

共同参与　并逐步过渡至同伴教育为主。以小组讨

论的方式进行，组长先向患者介绍自身在慢性支气

管哮喘控制过程中的切身体会以增加与患者的同理

心，以切身体会帮助患者了解慢性支气管哮喘康复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助其树立治疗的信心，克服各

种困难。引导患者将心中的困惑及担忧以分享的方

式寻求帮助，减轻其心理负担。小组讨论后播放轻

柔、舒缓的音乐，指导患者在音乐背景下进行肌肉

放松训练，并行节律深呼吸，每次 20~30min，每日

一次。对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较重者可适当加

长时间，并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心理干预，引导

其以适当运动、加强与其他患者之间的沟通、互动

等方式缓解负性情绪。

1.3.4　出院后的每个小组建立专属的微信群　

鼓励同伴间每日在微信群中互相交流患病过程的感

受、症状、活动能力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由

小组长不定期对患者进行服药情况、运动情况进行

追踪，通过微信步数对患者的运动量进行量化，每

月进行一次运动标兵评选。两组患者均在干预 6 个

月后进行效果评价。

1.4　评价指标

（1）主观幸福感：干预前后采用牛津幸福感问

卷（修订版）［6］对患者进行测评，该表包括生活满意

感、人际关系和谐感及效能感 3 个维度，共 29 个条

目，每个条目 1~5 分，总表得分 29~145 分，得分越

高主观幸福感越高；（2）负性情绪：干预前后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DS）［7］对患者

负性情绪进行评估：SAS 量表共 20 个条目，每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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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4 分，总表得分 20~80 分，得分越高焦虑越严

重；SDS 量表共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 1~4 分，总表

得分 20~80 分，得分越高抑郁越严重；（3）自我效

能：干预前后采用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量表［8］进行测

评，该表包括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 1~4 分，总表得

分 10~40 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4）肺功

能采用日本美能 AS-507 肺功能检查仪在治疗前、后

分别对患者用力肺活量（FVC）、1 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及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肺活量比值（FEV1/

FVC）进行对检测。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组间对比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对比行配对 t 检验，均以 P<0.05 认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主观幸福感对比

护理后 2 组评分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结果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及自我效能对比

护理后 2 组 SAS、SDS 评分均明显下降，且观

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2 组自我效能得分，

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果见表 2。

2.3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对比

护理后 2 组患者 FEV1、FVC、FEV1/FVC 均明显

升高，但观察组升高幅度更大（P<0.05）。结果见表 3。

表1　两组患者主观幸福感对比（x±s，n=40）

维度
护理前

t P
护理后

t P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生活满意感 25.18±5.37 24.53±4.91 0.558 0.579 30.64±6.08* 35.29±7.33* -3.049 0.003

人际关系和谐感 29.04±6.17 28.51±5.88 0.388 0.699 34.29±7.23* 38.71±8.04* -2.553 0.013

效能感 40.73±6.02 39.27±5.88 1.083 0.282 44.18±6.85* 48.20±7.03* -2.558 0.013

注：护理前后组内对比，*P<0.05。

表2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及自我效能对比（x±s，n=40）

维度
护理前

t P
护理后

t P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SAS 58.35±6.17 57.96±5.88 0.286 0.776 43.09±5.03* 27.04±4.29* 15.161 <0.001

SDS 55.72±5.88 54.83±5.54 0.688 0.494 40.97±4.82* 30.22±3.58* 11.181 <0.001

自我效能 25.04±2.71 24.36±2.53 1.145 0.256 28.95±3.07 31.71±4.15 -9.444 <0.001

注：护理前后组内对比，*P<0.05。

表3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对比（x±s，n=40）

护理前
t P

护理后
t P

维度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FEV1（L） 1.10±0.22 1.11±0.23 -0.199 0.843 1.47±0.48* 1.84±0.44* -3.594 <0.001

FVC（L） 1.75±0.18 1.81±0.20 -1.410 0.162 2.20±0.36* 2.79±0.40* -6.934 <0.001

FEV1/FVC（％） 55.19±4.72 56.09±4.49 -0.874 0.385 67.19±5.29* 73.10±6.02* -4.664 <0.001

注：护理前后组内对比，*P<0.05。

3　讨论

慢性支气管哮喘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该病

治疗难度大，复发率高，对患者呼吸系统有严重影

响，引起呼吸困难或障碍，甚至危及患者性命。极

易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9］。随着生物 - 医学 - 社会模式的

发展，疾病的治疗不再仅关注躯体症状，患者主观

幸福感、负性情绪等心理体验逐步受重视。同伴教

育模式源于 20 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最初用于医学生

安全性行为健康教育，近年同伴教育在多种慢性疾

病患者管理中得到了应用。 

本研究发现：护理后两组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抑

郁焦虑情绪和自我效能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显著

优于对照组。说明基于同伴教育的心理护理对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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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效果好。同伴教育的关键在于经验与体

会的交流而不是传授患者知识，通过彼此交流加以

同伴教育者的引导使患者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相

对于被动的健康教育患者有更多的参与感，同时教

育实施者同为患者可明显降低被教育者的抵触感，

减少复发率使其主观幸福感得到明显的提升［10］。王

晓燕等［11］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

对自身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支气管哮

喘患者出院后因自我管理不当而导致复发、病情加

重，导致负性情绪的发生。同伴教育中病友类似经

历的“暴露”与专业的医护人员建议构成良好的互补

关系，引导患者自我意识行为的改变，使其自我管

理能力、应对策略、治疗依从性、饮食管理及自我

调适等能力均得以提升，进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

同时可通过与病友的交流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使

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得以控制［12］。本研究结果

还发现：护理后 2 组患者 FEV1、FVC、FEV1/FVC 均

明显升高，但观察组升高幅度更大（P<0.05）。可能

与观察组患者通过同伴教育可使患者自我护理能力

明显提高，使患者对自身支气管哮喘诱发因素进行

控制而减少急性发作次数，改善其肺功能。

综上所述，同伴教育与常规护理相比可明显提

高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主观幸福感、缓解负性情绪，

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水平，改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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