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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烧伤病人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

孔志红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烧伤病人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将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烧伤病人共 154 例分成对照组、研究组，每组 77 例。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施

以常规护理，而研究组配合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情绪，同时调查患

者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比较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研究组干预后的 SAS 评分以及 SDS 评分

都低于对照组（P< 0.05）；干预后，研究组治疗依从性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高（P< 0.05）；研究组生活质

量各指标评分都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烧伤

病人通过心理干预，可以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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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burn patients 
　　KONG Zhihong. Puyang people's Hospi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burn pa-

tients. Method　From February 2018 to July 2019，154 bur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

search group，77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given psycho-

logical interventi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At 

the same time，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investigated，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s（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dex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allevi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burn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burn patients.

【Key words】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Burns；Anxiety；Depression

烧伤大多数意外事件，令人难以接受，加之伤

情和疼痛，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负面情绪，影响治疗

的依从性和疗效［1］。可以通过护理干预，缓解病人

的消极情绪，稳定其情绪状态，增加依从性，确保

临床疗效［2］。因此，本文为观察心理干预对烧伤病

人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选择 154 例患者且分成 2
组进行对比观察。现在总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8 年 2 月 ~2019 年 7 月为时间段，随机选

择我院收治的烧伤病人共 154 例，并且将其分成对照

组、研究组，每组 77 例。纳入标准：（1）烧伤病人；

（2）年龄 18~70 岁，男女不限；（3）神志清醒；（4）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签署有知情同意书；（5）本研究

经医院伦理会批准同意；（6）经济水平、文化程度

等因素对病人情绪状态存在一定影响，以经济水平、

文化程度相当的病例作为入选对象。排除标准：（1）

不愿参与研究者；（2）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3）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濮阳，457000）。

［第一作者简介］孔志红（1973.09-），女，河南清丰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外科护理。

［通讯作者］孔志红（Email：kzhh32456@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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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70 岁或者年龄 <18 岁者；（4）神志不清者；

（5）妊娠期或者哺乳期女性；（6）精神障碍、行为障

碍与意识障碍者；（7）失语失聪、无法正常交流者。

对照组，43 例男性，34 例女性；年龄在 18～64 岁之

间，平均年龄（41.29±4.82）岁；烧伤面积在 20％

~80％之间，平均（45.69±6.82）％；疼痛评分（4.52
±1.02）分；39 例轻度烧伤，38 例中度烧伤。研究组，

45 例男性，32 例女性；年龄在 19~68 岁之间，平均

年龄（40.21±5.68）岁；烧伤面积 24％~80％之间，

平均（44.82±7.41）％；疼痛评分（4.71±0.92）分；

41 例轻度烧伤，36 例中度烧伤。对比观察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烧成面积及程度和疼痛评分，结果

显示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遵照医嘱，按照标准流

程，提供护理服务。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

心理干预。具体办法如下：（1）入院时。烧伤以意外

事故为主，具有起病急的特点，病人先是对意外感到

惊恐与害怕，随后由于烧伤后伴有剧烈疼痛，且改变

了原有形象，加上治疗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表

现出负面情绪，影响治疗。对此，入院时，我们需尤

其注意病人的心理干预。第一，病人入院时，护理人

员热情接待，态度诚恳，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用鼓励性语言给予病人支持与心理暗示，获取病人信

任，减轻恐惧、不安等情绪。第二，病情严重者，护

理人员应该保持严肃、专注、镇定与专业的态度，不

可轻浮冷漠，给病人留下一个良好印象，帮助病人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配合握手、抚摸等非语言接触，

加上语言安慰，让病人感受到关心与支持，认真倾听

患者诉说，耐心回答其提出的问题，尽量满足病人的

心理需求。第三，病情较轻的病人，护理人员加强入

院宣教，向病人介绍医院环境、探视制度以及医务人

员等，帮助患者尽快熟悉医院环境，消除陌生感，尽

快融入到医院这一环境中来；（2）入院后。构建护患

关系中，护理人员是主导者，需要借助态度、行为、

表情以及言语等，给予病人积极影响，全面掌握病人

的心理状态，进行针对性疏导与干预。第一，一般心

理支持。护理人员与病人建立良好关系，根据病人的

个性特征，进行针对性疾病宣教，讲解疾病知识，并

且用成功案例鼓励支持患者，耐心倾听患者诉说，认

真回答其提出的问题，给予患者支持与理解。对于焦

虑、抑郁病人，护理人员应该多陪伴、多开导，以免

患者将一件小事无限制放大，给予情感支持，减轻其

心理压力与负担。另外，在患者面前，尽量不要谈论

病情。第二，行为支持。烧伤后，创面渗液、肿胀，

对冷十分敏感，对此，护理人员需为病人提供一个良

好环境，室内空气新鲜，温度与湿度适宜。暴露治疗

时，注意保护病人隐私，维护其尊严。向患者解释其

睡眠、病情、饮食与心理变化等情况，探寻患者存在

的问题，并且及时解决。对于女性患者，我们应该多

通过非语言接触，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尤其是那

些面部烧伤者。第三，社会支持。如亲戚朋友、家属、

同学等。护理人员鼓励亲戚朋友、家属与同学等多到

医院探视病人，与患者聊聊天，谈谈心，帮助患者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给予其安慰。尤其是特殊部位烧

伤者，如手、面部等，患者担心今后容貌变化与日常

工作能力，此时，家人应该多鼓励与支持，减轻其负

面情绪，对尽早康复有积极作用。第四，音乐与行为

疗法。尤其适合焦虑、抑郁病人和睡眠差的患者。实

施前，应该向患者解释，并且说明具体方法。病房内，

保持安静，光线柔和。实施时，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平

躺在床上，半闭双眼，播放瑜伽音乐，排除一切杂念，

全神贯注在身体各部位肌肉上，缓慢呼吸，伴随着瑜

伽音乐，按照手臂——头部——躯干——腿部的顺

序，放松全身肌肉，身心放松，每天 1 次。

1.3　观察指标

（1）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3］与抑郁自评量

表（SDS）［4］，评价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

情绪，最终评分越高表示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

（2）根据我院自制的问卷调查表，通过医护人

员，调查患者治疗依从性，总分值 100 分，评分越

高表示依从性越高。

（3）采用 SF-36 量表［5］，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

主要涉及心理功能、躯体健康、社会功能和物质生

活四个指标，各指标满分 100 分，评分越高表示生

活质量越高。

（4）应用我院自行设计的问卷表，调查患者对

本次护理的满意程度，总分值 100 分，60~100 分表

示满意，0~59 分表示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SPSS 20.0 软件分析。t 检验计量资料（x
±s），χ2 检验计数资料［n（％）］。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

比较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护理前的 SAS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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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护理后，研究组 SAS 评

分及 SDS 评分都低于对照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观察分析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绪（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77 53.49±4.9237.45±5.13 54.01±5.21 35.48±5.39

对照组 77 54.95±6.8145.68±7.13 54.58±4.58 41.82±3.48

T - 0.581 7.845 0.613 4.581

P - 0.428 0.000 0.394 0.000

2.2　治疗依从性

调查发现，研究组干预后的治疗依从性评分比

对照组高，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如

表 2 所示。
表2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77 67.92±8.92 86.78±6.72

对照组 77 68.41±9.14 80.41±5.37

T - 0.348 7.951

P - 0.613 0.000

2.3　生活质量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组各指标评分

都低于对照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如表 3 所示。
表3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躯体健康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研究组 77 82.37±5.81 80.31±4.58 85.68±5.62 90.25±4.58

对照组 77 74.58±8.13 75.62±4.58 78.24±6.78 82.47±6.83

T - 5.681 4.591 5.028 7.495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4　护理满意度

调查发现，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

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如表 4 所示。
表4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77 74 3 96.1％

对照组 77 65 12 84.4％

χ2 - - - 7.778

P - - - 0.005

3讨论

烧伤具有突发性，大多数是意外事件，人们常

常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6-7］。一旦发生，对

病人正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加上烧伤后伴有剧

烈疼痛，活动受限，创面肿胀渗液，尤其是面部烧

伤者，担心自己容貌，心理压力大，进而表现出一

系列负面情绪，如紧张、焦虑、恐惧、抑郁、忐忑等，

尤其是焦虑、抑郁情绪，对治疗带来不良影响［8-10］。

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护理后 SAS 评分及 SDS 评

分低于对照组（37.45±5.13 vs 45.68±7.13；35.48±

5.39 vs 41.82±3.48），干预后治疗依从性评分比对照

组高（86.78±6.72 vs 80.41±5.37），生活质量各指标

评分也高于对照组，另外研究组满意度也比对照组

高（96.1％ vs 84.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烧伤病

人通过心理干预，可以缓解负面情绪，增加治疗依

从性，改善生活质量，且患者满意度高。烧伤病人

在护理过程中，通过心理干预，在入院时与入院后

2 个阶段，对病人的心理状态与病情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缓解其负面

情绪，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提高临床疗

效，控制病情，促使病人尽早康复，改善预后［11-13］。

李莉［14］《心理干预对烧伤病人负性情绪的影响》一文

中研究显示，入院第一天，观察组与对照组 SAS 评

分、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53.68±9.88 vs 54.02 ±

10.14；50.88±9.51 vs 52.12±8.94），第 10 天时，观

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44.07±9.77 vs 
50.23±9.44；41.01±8.74 vs 48.32±8.51）。本研究与

李莉的研究基本一致。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烧伤患者负性情绪的因素

很多，包括烧伤的部位，患者本身的个性特征，社

会支持系统，烧伤的治疗情况等等，本研究无法完

全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对烧伤

病人给予心理干预，可以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提高

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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