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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情绪行为干预对大面积烧伤患者中的效果

马利霞 、 李　茜 、 崔正军 、 夏斯曼 、 李春霞 、 张菊红 

【摘要】目的　探讨大面积烧伤患者应用合理情绪行为模式干预后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变化。

方法　将我院 87 例大面积烧伤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3 例给予常规烧伤护理模式进

行干预，观察组 44 例应用合理情绪行为干预，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情绪、治疗依从性、

免疫功能、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 PSQI 评分、HAMD、HAMA 评分、

CD8+ 水平低于对照组，治疗依从性、GQOLI-74 评分及 CD4+、CD4+/CD8+ 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合理情绪行为干预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依从性，缓解负面情绪，改善机体

免疫功能，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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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asonable emotional behavior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large area burns 
　　MA Lixia，LI Qian，CUI Zhengjun，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large-

scale burns after intervention with reasonable emotional behavior models. Methods　Eighty-seven patients with large-

scale burn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rough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n=43）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burn nursing mode for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3）was 

treated with reasonabl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Changes in compliance，immune function，sleep qual-

ity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PSQI score，HAMD，

HAMA score，and CD8 +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GQOLI-74 score，and CD4 +，CD4 + / CD8 +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easonable emotional behavior interven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large-scale burns，relieve negative emotions，improve the body's immune function，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Reasonable emotional behavior intervention；Large-scale burns；Negative emotions；Sleep quality；

Immune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烧伤是指由热力而导致的组织损害，患者临床

主要以水疱、皮肤破损、红肿、疼痛等为主要临床

表现，不仅会引起创面感染、局部渗液等危害，同

时会对机体肾、脑、肺等重要脏器造成损伤，严重

时甚至导致患者死亡［1］。大面积烧伤患者由于烧伤

面积较大，除伴有上述症状，对于毁容及预后担心

更为严重，极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影响患者治疗，

除临床常规治疗外，积极有效的护理配合对于改善

患者预后意义重大。干预能够通过纠正患者认知，

改善患者行为，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绪［2］。本研究

旨在观察合理情绪行为干预应用于大面积烧伤患者

中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450052）。

［第一作者简介］马利霞（1983.6-），女，河南荥阳人，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烧伤重症护理或者烧伤后疤痕的康

复护理。

［通讯作者］马利霞（Email：mlxjindiu@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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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87 例

大面积烧伤患者，经体格检查、血尿常规、药敏试

验、脓液细菌培养、血气分析等检查确诊符合烧伤

诊断标准［3］，纳入标准：纳入患者烧伤面积 >50％，

烧伤分级 > 中度，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HAMA）

≥ 7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 8 分，

患者意识清醒，认知功能正常能够与医护人员正常

交流，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同意。排除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既往精神病史者，

采用其他方案或药物治疗焦虑、抑郁者，合并严重

心肝肾功能不全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

对照组 43 例，其中男 23 例，女 20 例；年龄 37～51
岁，平均（43.85±3.37）岁；烧伤程度：中度 29 例，

重度 14 例。观察组 44 例，其中男 25 例，女 19 例；

年龄 35～53 岁，平均（43.92±3.35）岁；烧伤程度：

中度 28 例，重度 16 例。两组患者资料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烧伤护理模式干预，保持

室内清洁，对室内进行消毒，保持室内温度及湿度，

温度以 28~32℃为宜，湿度以 40％~60％为宜，遵

医嘱补水补液，密切观察患者精神状态，及时告知

医师，保护创面，给予患者心理指导及健康指导；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合理情绪行为干预：（1）行为

干预，成立行为干预小组，入组成员 5 名，包括精

神心理医师 1 位，护士长 1 位，责任护士 3 位，入组

成员在经精神心理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①疾

病指导，通过疾病手册、PPT、视频等方式对患者进

行疾病指导，使患者及家属了解疾病的生理病理改

变、治疗方法、治疗过程，术后常见注意事项，制

作烧伤疾病相关知识问卷，并对患者进行考核，提

升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通过既往

成功病例现场说法，提升患者面对疾病的治疗信心

及积极性；②制定康复训练计划，依据患者的具体病

情为患者制定合适的康复训练计划，由家属监督实

施，护理人员指导讲解；（2）情感支持，积极与患

者沟通，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收集患者经

济水平、家庭背景、病情、文化程度等信息为患者

建立个人档案，耐心倾听患者倾诉，了解患者诉求，

依据患者综合情况与患者沟通，纠正患者认知，给

予患者情感支持，指导患者进行情绪放松训练，提

升患者信任度；（3）家庭社会支持，进行康复训练

者集中进行训练，使患者能够相互交流，分享心得，

加深患者间了解及支持，增加家属及亲友探视，使

家属、亲友对患者进行积极鼓励，降低患者心理负

担，两组患者均持续干预 30d 并对比干预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

分（HAMA）评价患者焦虑情绪，HAMA 评分包含紧

张、焦虑、失眠、感觉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等

14 项内容，每项采用 0~4 分进行评价，其中 0 分表

示无症状，1 分为轻度，2 分为中等，3 分为重度，

4 分为极重，<7 分表示无焦虑症状，分数越高提示

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

（HAMD）评价患者抑郁情绪，HAMD 评分包含有罪

感、早醒、工作和兴趣、激越、躯体性症状等 17 项

内容，其中总分 <8 分表示患者情绪正常，≥ 8 分表

示患者可能存在抑郁症，分数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

（2）治疗依从性：采用我院自制的治疗依从性评分

量表进行评价，其内包含用药态度、治疗时间、治

疗接受程度等 10 项内容，总分 100 分，分数越低提

示患者治疗依从性越差；（3）免疫功能：于患者干

预前后，抽取静脉血 3mL 检测 CD4+、CD8+、CD4+/

CD8+ 水平变化，并进行对比；（4）睡眠质量：采用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PSQI）对患者睡眠质量进行

评价，PSQI 评分包含睡眠效率、催眠药物、睡眠障

碍、主观睡眠质量等 7 项内容，每项采用 0~3 分进

行评价，总分 21 分，分数越低提示患者睡眠质量越

佳；（5）生活质量：依据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评分

（GQOLI-74）评价患者生活质量，选取其内的 66 项

内容进行评价，每项内容采用 1-5 分进行评价，分

数越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HAMA 评分及 HAMD 评分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均显著降低，观察

组患者 HAMD 评分及 HAMA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平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免疫功能比较

干预后，对照组患者 CD4+ 及 CD4+/CD8+ 水平均

较观察组患者水平低，CD8+ 水平显著高于观察组患

者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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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HAMA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HAMD评分 HAMA评分

对照组（n=43） 干预前 18.89±1.11 18.38±1.23
干预后 11.23±0.68△ 10.25±0.77△

观察组（n=44） 干预前 18.91±1.08 18.40±1.25
干预后 7.11±0.28△▲ 7.25±0.33△▲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CD4+（％） CD8+（％） CD4+/CD8+

对照组（n=43）干预前 33.82±6.55 27.21±4.36 1.25±0.31
干预后 43.22±7.08△ 23.55±3.34△ 1.83±0.36△

观察组（n=44）干预前 33.86±6.51 27.25±4.41 1.26±0.29
干预后 52.59±7.26△▲ 19.15±3.11△▲ 2.75±0.39△▲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治疗依从性、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比较

对照组患者干预后治疗依从性评分及 GQOLI-74
评分均较观察组患者水平低，PSQI 评分较观察组患

者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PSQI评分、治疗依从性评分及GQOLI-74评

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治疗依从性评分 PSQI评分 GQOLI-74评分

对照组（n=43）干预前 33.95±3.91 15.35±1.16 71.23±7.22

干预后 71.38±5.59△ 10.23±0.85△ 235.39±10.33△

观察组（n=44）干预前 34.03±3.88 15.38±1.18 71.31±7.19

干预后 89.96±5.33△▲ 7.13±0.51△▲ 286.25±13.3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烧伤的原因包含电流、高温、腐蚀性物质、强

辐射等因素［4］，给患者带来强烈的应急刺激，造成

严重损伤，引起一系列的免疫反应，导致焦虑抑郁

情绪滋生，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及治疗依从性，不

利于患者预后康复［5］。积极有效的护理配合对于改

善患者预后意义重大。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干预后 HAMA、HAMD

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提示两种干预方案均能

够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绪，观察组患者干预后两项

评分改善幅度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显，表明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增加合理情绪行为疗法能够更为有效消

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临床分析认为，合理情绪行

为疗法通过与患者积极沟通，拉近医护之间关系，

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程度，同时通过对患者

进行认知干预，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纠正

错误认知，促进认知重建［6］，在知识普及后通过健

康知识问卷调查，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有效改

善患者的信念及思维方式，产生缓解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的效用，同时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7］，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干预后治疗依从性评

分较对照组患者水平高，提示合理情绪行为疗法能

够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随着患者焦虑抑郁负

面情绪有效缓解，显著降低患者心理压力，缩短患

者入睡时间，提升睡眠质量，故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PSQI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

创伤性行为会导致患者出现心理应激反应，进

而引起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轴改变，降低机体的免

疫功能［8］。CD4+、CD8+、CD4+/CD8+ 均为免疫指标

中常见的几种，CD4+ 水平与机体免疫功能成正比，

CD8+ 具有杀伤被感染细胞的作用，机体感染情况

越严重其水平越高，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增强，其

水平逐渐降低［9］。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干预后

CD4+、CD8+、CD4+/CD8+ 水平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患者，提示合理情绪行为疗法能够有效改善机

体免疫功能。临床分析认为，合理情绪行为疗法应

用于临床中不仅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心理应激，同

时能够通过结合患者病情，为患者制定个体化训练

方案，在训练过程中集体训练，既能够促使患者相

互间交流，增强社会情感支持，提升负面情绪改善

效果，同时持续训练过程中又能够改善患者心理应

激反应，降低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随着负面情

绪缓解，睡眠质量改善，免疫功能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也得到提升［10］。黄亚川等［11］学者研究结果与

本研究一致。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大面积烧伤患者负性情绪、

生活质量的因素很多，包括患者的性格特征，应对

方式，伤口的恢复情况等，本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上

述因素的干扰，但本研究初步说明：合理情绪行为疗

法对大面积烧伤患者有较好的效果，能够有效缓解

患者负面情绪，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睡

眠质量、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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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过甚，思想负担较重，对患者进行知识普及

既能够有效分散患者注意力，调整患者心理状态，

同时又能够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改

善患者认知水平，进而增加患者治疗时的依从性，

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提升临床治疗效果［10］。冥想

疗法及心脏康复运动疗法的应用，动静结合，松弛

有度，既能够使患者在锻炼过程中提升机体体质，

增加机体免疫力，提升机体面对疾病时的抵御能力，

同时又能够使患者在冥想过程中，通过调动生物信

息场，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提升机体的健康管理。

双心模式在应用过程中既能够对机体生理功能中的

心脏功能产生良性影响，同时又能够兼顾患者精神

心理状态，形成良性循环，心理状态的转变，促进

生理功能的好转，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11］，故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及 SF-36 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患者，本研究结果与国内文献［12］研究

结果相当。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而且心理干预措施

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今后的研究会扩大样本，

进一步优化心理干预措施。

综上所述，双心模式通过缓解机体应激状态，

提升机体免疫力等，应用于心绞痛患者效果显著，

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提升机体功能及患者

生活质量，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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